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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污費制度徵收歷程

-84年7月隨油徵收開徵第一階段空污費，因大法官釋憲後
於87年改為實際排放量徵收；另於96年開徵VOCs 空污費，
並於99年加徵13項個別物種。

96年 98年10月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VOCs第二期程依防制
區以累進費率徵收，
另加徵個別物種

VOCs第一期程依實
際排放量徵收

審查作業下放地方

(第二期費額*0.3)+(第
一期程費額*0.7)

(第二期費額*0.6)+(第
一期程費額*0.4)

(第二期費額*1)+(第一
期程費額*0)



二、法規依據
類別 條文內容

1.法源依據 第1條

2.空污費申報規定 第2~4條

3.營建空污費規定 第5~7條

4.審查查核規定 第8~9條

5.排放量計算規定 第10~11條

6.核算規定 第12~14條

7.分期繳納規定 第15~16條

8.業者未遵守法規處理規定 第17~19條

9.計量及紀錄之項目及頻率規定 第20條

10.免徵規定 第21條

11.隨油徵收規定 第22~23條

12.業者申請調整申報或繳納規定 第24條

13.業務委辦地方規定 第25條

14.資料保存規定 第26條

15.施行日期 第27條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收
費費率

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

空氣污染排放量計算方式規定

設備元件抽測原則及揮發性有
機物排放量重新計算規定

固定污染源相關排放標準

固定污染源自行或委託檢測及
申報管理辦法



三、申報說明-製程
製程排放量---判定原則及方法

是否因製程反應性產生VOCs或
HAPs排放

全廠製程是否使用含VOCs或
HAPs之原物料

步驟1 : 確認該製程之VOCs或HAPs排放屬反應性或非反應性之類別。

屬反應性製程者
可參考公告係數之行業製程別，
判別製程有無排放VOCs或

HAPs。

屬公告製程則有污染之虞，
除非業者提出其他佐證，否
則該製程應納入申報範圍

屬非反應性製程者
判斷使用之原物料種類是否屬

VOCs或HAPs物種

以原物料在1大氣壓下，測量
所得初始沸點在攝氏250度以
下有機化合物為判定原則

原物料使用含VOCs或HAPs

物種，該製程應申報

判定
原則

判定
方式

1 2



三、申報說明-製程
製程排放量---計量方式之選用

製程別

1

2

適用之計量方式 申報重點 適用表單

非反應性製程
(1000V)

汽車表面塗裝
業

質量平衡

應採”法規申報
“應依據季申報計
算結果進行申報

依據業者每季提報
之季申報，確認是
否可選用該劑量方
式，並進行後續申
報內容之確認

依據業者每季提報
之季申報，確認是
否可選用該劑量方
式，並進行後續申
報內容之確認

表2.1、表2.2

表2.1、表2.2
PU合成皮業

 公告規定聚氨基甲酸酯合成皮(PU合成皮)應以法規要求符合質量平衡精神之方
式計算製程排放量

 另廠內若有設備元件以外且符合空污費徵收範疇之操作單元者(如儲槽)，除計
算製程排放量應另計算操作單元排放量



三、申報說明-製程
製程排放量---計量方式之選用

製程別

3

4

適用之計量方式 申報重點 適用表單

自廠係數者

EIA規範者

已取得環保署核發之自
廠係數者，使得採用該
方式申報，已核發公文

為主

需比對許可或是核發
公文，進行確認

表2.3、表2.3

表2.3、表2.3

各類製程
(反應性製程)

採管道檢測結果者

採公告係數者

製程屬密閉收集者(集
氣效率100%)，使得適

用此計量方式

非屬採用上述對象者

表2.3、表3

表2.3、表2.3-

1、表2.3-2

5

6



三、申報說明-製程

VOC製程的計量方式

計量方式

自廠係數

管道檢測

公告系數
質量平衡

排放係數



三、申報說明-製程(自廠係數)

自廠係數，指固定污源依固定污染源揮發性有機物自廠係
數(含控制效率)建置作業要點提出申請並經地方主管機關
核定之替代計算公式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自廠係數為特定公式計算者，則逕
依其核定方式計算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之計算公式如下：

 Eq=        [Aqi×EFi×(1-CE÷100)]
 Eq：每季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單位為公斤/季(kg/quarter)

 Aqi：第i個每季活動強度數量，單位為活動強度計量單位/quarter。

 EFi：第i個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自廠係數或公告之排放係數，單位為kg /活動強度
計量單位。

 CE：空氣污染物總控制效率，單位為%。

 排放量、活動強度及控制效率之計算，四捨五入制小數點第二位。

空氣污染物控制效率=89.476%=89.48%



三、申報說明-製程(自廠係數)

1. 依主管機關核定公文填寫文號

2. 依主管機關核定公文填寫係數



三、申報說明-製程(管道檢測)

管道檢測申報製程係數申報揮發性有機物空污費者，需要
100%密閉收集且環保局審查核備才得以使用檢測申報。

依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公私
場所依空氣污染物檢測方法之檢測結果推估其固定污染源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者，排放量計算方法規定如下

1) 屬指定公告應實施定期檢測者，以最近三次應實施定期
檢測結果，推估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2) 非屬指定公告應實施定期檢測者，應以每季申報截止日

前一年內之最近一次檢測結果及其他最近二次檢測結果，
推估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3) 檢測次數未達三次者，檢具相關資料報經主管機關同意
得改變其推估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次數。



三、申報說明-製程(管道檢測)

1.與檢測摘要核對
檢測編號及日期

2.原物料名稱應與製程表一致 3.原料量及單位應與製程表一致

4.與檢測摘要核對
排放量



三、申報說明-製程(質量平衡)
質量平衡計算參數說明

活動強度

管
道 防制設備

管
道

原物料

原物料
廢棄物or

廢溶劑

產品
回收
物料

I1、含VOCs之
新投入料

I2、回收再利用
之VOCs物料

OR、回收之
VOCs物料，無

再利用
OS、收集之
廢棄物或廢
溶劑VOCs量

OP、產
品之

VOCs量

OW、排入
水中之
VOCs量

INPUT
含VOCs之原(物)

料投入量(I1)

OUTPUT
產品產量(OP)

廢棄物量(OS)

經防制設備處理
之排放量(OA1)

OA2、未經防制設
備處理之VOCs排

放量

OA1、經防制設
備處理之VOCs

排放量 OA3、防制設備
削減量

VOCs排放量計算=

含VOCs之原(物)料投入
量(I1)-產品產量(OP)-廢棄
物量(OS)-防制設備削減量

(OA3)



三、申報說明-製程(質量平衡)
質量平衡計算參數說明
1.原物料含量應以MSDS或是
業者送驗檢測報告做確認

2.原物料與個別物種用量應一致

3.若是平版印刷分為熱固型與非
熱固型油墨



三、申報說明-製程(質量平衡)

質量平衡計算參數說明

1.依檢測報告或是設備



三、申報說明-製程(質量平衡)
質量平衡計算參數說明

1.應確認M1

表與M3表估
算基礎一致

3.核對檢測報告排放量

2.檢測期間活動強度與調查期間
活動強度應一致



三、申報說明-製程(質量平衡)

質量平衡計算參數說明

倘無法進行前端檢測作業時，可以檢測當時各管道防
制設備後端排放量，配合防制設備之公告處理效率進
行回推：檢測當時防制設備前端排放量=檢測當時防制
設備後端排放量÷(1-防制設備公告處理效率)

例：該廠防制設備為熱焚化爐，公告效率90%
後端排放量為0.84(kg/hr) ÷ (1-90%) = 8.4(kg/hr) 



三、申報說明-製程(質量平衡)

質量平衡計算參數說明

固定污染源之原(物)料、回收原(物)料、廢水、廢棄物、
廢溶劑與產品中VOCs含量之重量百分比資訊，應依其製
程特性自行提報引用資料來源與該資料之檢測日期；前述

引用資料來源日期，不得超過每季申報期限截止日前五年。



三、申報說明-製程(公告係數)



三、申報說明-製程(控制效率)

例: 本季更換活性碳600公斤
600*0.2=120(可削減之排放量)

美國聯邦環保署(US EPA)之亨利常數
(Henry’s Constant)查詢網頁，請參考

http://www.epa.gov/athens/learn2model/

part-two/onsite/esthenry.htm



三、申報說明-製程(控制效率計算問題)

非活性碳防制設備與其他防制設備串並聯均化防制效率認
定

串聯

該製程之處理效率=(1-[(1-冷凝器處理效率)×(1-洗滌塔處
理效率)]

並聯

該製程之處理效率=(冷凝器處理效率+洗滌塔處理效
率)÷2

冷凝器 洗滌塔

冷凝器

洗滌塔



活性碳防制設備與其他防制設備串並聯均化防制效率認定

活性碳與洗滌塔並聯

三、申報說明-製程(控制效率計算問題)

活性碳

洗滌塔

活性碳處理效率=(活性碳更換量×0.2) ÷(排放係數×活動強度)

該製程之處理效率=(活性碳處理效率+洗滌塔處理效率) ÷2



活性碳防制設備與其他防制設備串並聯均化防制效率認定

活性碳與洗滌塔串聯-A

三、申報說明-製程(控制效率計算問題)

洗滌塔 活性碳

逸散量=排放係數×活動強度×(1-集氣效率)

管道排放量=[(排放係數×活動強度×集氣效率×(1-洗滌
塔處理效率)]-(活性碳更換量×0.2)

製程總排放量=逸散量+管道排放量



活性碳與洗滌塔串聯-B

三、申報說明-製程(控制效率計算問題)

活性碳防制設備與其他防制設備串並聯均化防制效率認定

活性碳 洗滌塔

逸散量=排放係數×活動強度×(1-集氣效率)

管道排放量=[(排放係數×活動強度×集氣效率) -(活性碳更
換量×0.2)]×(1-洗滌塔處理效率)

製程總排放量=逸散量+管道排放量



三、申報說明-廢氣燃燒塔

廢氣燃燒塔編號應為A000

若該製程有個別物種後端
設備為燃燒塔，亦需申報
個別物種比例



三、申報說明-廢水處理廠

若廢水成份中無個別物種，
應檢具檢測報告證明無個
別物種。

另103年1月起應符合揮發
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與
排放標準，第36條規定



四、業者常見缺失-儲槽參數填寫

應確認儲槽形式，直徑、
高度、體積。

平均液面高度不會大於儲
槽高度。

天數應依當季天數，除非
有進行儲槽清洗。

平均蒸氣壓不會比實際蒸
氣壓大

分子量應確認低硫燃油及
柴油。另瀝青儲槽已公告
分子量為105(可參考AP-42
第11章第9頁)。

季儲存物料量應為當季進
入儲槽量計算。



四、業者常見缺失-集氣效率選用
「集氣效率」僅指廢氣收集效率，而非廢氣之處理效率，
故不可以控制效率進行計算，而應視後端連接之防制設備
效率計算VOCs排放量 目前操作單元集氣設施

判斷原則，主要依據污
染源之包圍狀況與負壓
監測儀錶(壓差計)之設置

位置兩大項原則



四、業者常見缺失-設備元件
依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
與排放標準第11條規定，設備
元件包括泵浦、壓縮機、釋壓
閥、安全閥等釋壓裝置、取樣
連接系統、開口閥、閥、法蘭、
管牙、快速接頭或其他與製程
設備銜接之連接頭等。

若公私場所進行歲修清洗管線
及設備元件，這段時間操作小
時數可不需申報。

申報依據應以每季定期檢測報
告計算排放量

業者填寫操作小時數應以該季
天數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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