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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工機具種類  

指從事營建工程、粉粒狀物堆置、運送工程

材料、廢棄物或其他工事所需之柴油及替代清

潔燃料之移動污染源，包含但不限於挖土機、

推土機、壓路機、起重機及鏟裝機等。  

二、柴油引擎排放黑煙原因及影響  

柴油引擎施工機具若疏於維修保養，操作或

行駛過程可能會排放黑煙。其黑煙排放原因係

因柴油經燃燒後長碳鏈有機化合物易產生粒狀

污染物（PM），而在引擎高溫高壓燃燒下易產

生氮氧化物（NOx），然而PM與NOx具有相互

消長關係，係因柴油引擎燃燒過程可區分三個

階段（請參閱圖1），包括點火延遲、預混燃燒、

擴散燃燒等，說明請參閱圖2。  

 

圖1、柴油引擎的燃燒階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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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柴油引擎燃燒的三個階段說明【2】  

 

此外，柴油油品中亦含有硫成分，經柴油引擎燃

燒後易生成硫氧化物（SOx），且廢氣中含有多環芳

香烴（PAHs）與微量戴奧辛，世界衛生組織已於2012

年正式宣布將柴油廢氣列為致癌物質。以下摘要描

述柴油引擎施工機具主要之PM、NOx、SOx、PAHs

等污染物特性與對人體健康影響【3】。  

（一）粒狀污染物（PM）  

一般肉眼可見之粒狀物，粒徑約40~50

微米（µm）之間，且常會隨風而沈降，40

微米以下則常懸浮於空氣中。粒狀污染物

進入人體呼吸道後，粒徑大於 10微米者於

鼻孔、上氣道時即被擋除；5~10微米之微

粒則主要沈積於上氣道粘膜纖毛；2微米之

微粒可深入肺部，這種可深入肺部粉塵稱



3 
 

為呼吸性粒塵。懸浮微粒（PM10）與細懸

浮微粒（PM2.5）所造成的健康危害非常多，

若以暴露的時間進行劃分，可以將健康效

應分為短期與長期的健康效應。  

1.短期健康效應  

短期指的是從24小時到一週的時間範

圍。主要的影響包含死亡率提升（氣喘、

心肺疾病）、新生兒死亡率提升、住院率

提升（氣喘、心肺疾病）、氣喘的惡化、

肺功能降低、咳嗽、心跳加速、血管發炎

等。主要的症狀有慢性上呼吸道刺激、心

臟病、肺癌、幼兒急性呼吸道發炎與成人

慢性支氣管炎、肺部疾病及過敏，無論短

期或長期暴露都與早產死亡及嬰兒壽命

減少有關。  

2.長期健康效應  

長期的細懸浮微粒暴露，可能會造成

的健康效應包含死亡率上升、心血管疾病、

腦血管疾病的增加、肺功能的減低、甚至

是肺癌的產生等，停經後的婦女也會增加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二）氮氧化物（NOx）  

主要成分為NO和NO2，NO進入大氣後

可被緩慢地氧化成NO2，當大氣中有O3等強

氧化劑存在時，或在催化劑作用下，其氧

化速度會加快。NO2的毒性約為NO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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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NO2參與大氣中的光化學反應，形成光化

學煙霧後，其毒性更強。大氣中的NOx對

人和動植物都有一定的危害，NO2還會導致

中樞神經受損，引起痙攣和麻痹，高濃度

NOx中毒時，迅速導致肺部充血和水腫，

甚至窒息死亡。  

NOx與碳氫化合物混合時，在陽光照射

下發生光化學反應生成光化學煙霧。光化

學煙霧最明顯的危害作用是刺激人的眼、

鼻、喉和肺，增加病毒感染的發病率，例

如引起導致支氣管炎和肺炎的流行性感冒，

甚至誘發肺癌。  

（三）硫氧化物（SOx）  

無色氣體，有強烈刺激性氣味，在許多

工業過程中也會產生二氧化硫。當二氧化

硫溶於水中，會形成亞硫酸，若把SO2進一

步氧化，通常在催化劑如二氧化氮的存在

下，便會生成硫酸，造成酸雨。大氣中二

氧化硫濃度在 0.5ppm以上對人體已有潛在

影響，1~3ppm時多數人開始感到刺激，至

400~500ppm時會出現潰瘍和肺水腫，甚至

窒息死亡。  

SO2易被濕潤的粘膜表面吸收生成亞硫

酸、硫酸，對眼及呼吸道粘膜有強烈的刺

激作用，大量吸入可引起肺水腫、喉水腫、

聲帶痙攣而致窒息。輕度中毒時，發生流

淚、畏光、咳嗽、咽喉灼痛等，嚴重中毒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9233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37893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47507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47507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37836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57057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27025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2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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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數小時內發生肺水腫，極高濃度吸入

可引起反射性聲門痙攣而導致窒息。長期

低濃度接觸，會有頭痛、頭昏、乏力等全

身癥狀，以及慢性鼻炎、咽喉炎、支氣管

炎、嗅覺及味覺減退等。  

（四）多環芳香烴（PAHs）  

柴油中所含之芳香烴成份會影響燃燒

溫度，導致氮氧化物濃度提高，並會影響

在引擎排氣中之粒狀污染物（PM）及多環

芳香烴（PAHs）之生成，其中PAHs具有高

度致突變性及致癌性，因此柴油芳香烴含

量之管制，已成為繼硫含量之後各國環保

當局積極規劃管制的主要項目。  

三、事前準備：  

本項包括應準備器材、安全事項、服裝穿著、

檢測人員資格，以及檢測設備校正。分項說明

如下：  

（一）器材準備  

檢測柴油引擎施工機具排放黑煙請參

閱圖3，須備妥不透光式煙度計、檢測電腦

（或手持式指引設備）、取樣槍（含取樣

管）、電源延長線及發電機等。分項說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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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柴油引擎施工機具檢測黑煙示意圖【4】  

 

1.不透光式煙度計  

應符合柴油汽車黑煙排放不透光率檢

測方法之附錄「柴油車用不透光式排氣煙

度計」規定。  

2.檢測電腦（或手持式指引設備）  

該電腦可依循無負載急加速之檢測方

法量測施工機具黑煙排放，實際檢測方法

請參閱本手冊第五點。  

3.取樣槍（含取樣管）  

應符合不透光式煙度計設備製造廠或

代理商規範。  

4.電源延長線  

提供檢測設備連接發電機之電源線。  

5.發電機  

4.延⻑線
5.發電機

2.不透光式煙度計

1.檢測電腦
（或手持式指引設備）

3.取樣槍（含取樣
管）

2.不透光式煙度計
（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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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可提供AC 110V電壓，並留意該發

電機之廢氣排放不可有污染之虞。  

6.其他器材  

視施工機具實際情況，建議準備板手、

抹布、口罩、手套等設備與耗材。  

（二）安全事項  

考量部分施工機具之排氣管位置偏高，

為確保檢測人員安全，建議得準備以下事

項：  

1.高空作業車  

對於排氣管位置偏高（如超過2公尺），

建議有高空作業車協助於排氣管安裝取

樣槍。  

2.梯子  

對於排氣管位置較低者（如低於 2公

尺），得輔以梯子協助於排氣管安裝取樣

槍。  

3.安全索  

若須於施工機具之平台上作業，如安

裝取樣槍、安裝轉速計等，且該平台高度

超過2公尺，建議應有固定安全索裝置確

保檢測人員安全。  

4.若因天候不佳，施工機具表面會變得濕

滑，可能存有檢測安全疑慮，不建議辦理

施工機具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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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另應符合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法令之

規定。  

（三）服裝穿著  

檢測人員應穿著合適衣服，說明如下： 

1.配戴安全帽。  

2.配戴口罩。  

3.清除鞋底之濕泥，避免滑倒。  

4.若須於排氣管安裝取樣槍者，應穿戴預

防燙傷之防護手套。  

5.依工作場所不同，可能需穿著安全鞋、

護目鏡及耳塞。  

（四）檢測人員資格  

應配置至少 2名人力，包括執行無負載

急加速與操作檢測設備，視情況得增加檢

測人員。若檢測人員不會加裝轉速計或不

透光式煙度計等，得請施工機具所有人或

駕駛協助打開或關閉引擎蓋。  

（五）檢測設備校正  

應符合柴油汽車黑煙排放不透光率檢

測方法之附錄「柴油車用不透光式排氣煙

度計」規定。  

四、現場檢測前準備事項  

本項應考量檢測環境、施工機具暖車、施工

機具前置準備、上下機具注意事項、辦理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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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檢，以及其他準備事項等。  

（一）檢測環境  

檢測環境應於平坦且堅硬地質，且無坡

度，並可安全及穩定地測量施工機具黑煙

排放。  

檢測環境應與施工或工作環境明顯區

隔，必要時得以路障區隔（如圖4），避免

非檢測或相關人員進入檢測環境。  

 

圖4、柴油引擎施工機具區隔工作場所或檢測環境示意

圖【4】  

 

（二）施工機具暖車  

建議檢測前應對施工機具充分暖車，必

要時得請機具所有人或駕駛協助暖車。  

（三）施工機具前置準備  

1.請施工機具所有人或駕駛協助將機具移

至檢驗地點，並將引擎熄火。  

2.考量檢測人員於上、下施工機具時，可

施工機具待測位置

檢測器材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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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不小心碰到操作桿，應與施工機具所

有人或駕駛確認以下事項：  

（1）具有曲桿或曲柄裝置之施工機具者，

須將其固定為筆直狀態（圖5）。  

 

圖5、輪式裝載機曲桿應將其固定為筆直狀態【4】  

 

（2）如果施工機具配備駐煞車者，應予啟

動（圖6）。  

 

圖6、施工機具啟動駐煞車（以輪式裝載機與壓路機為

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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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施工機具具備檔位者，應置於N檔

（圖7）  

 

圖7、施工機具具備檔位應置於N檔（以輪式裝載機與

推土機為例）【4】  

 

（4）施工機具之工作裝置或設備應確認位

於地面（圖8），且檔位應置於空檔，

並確保各項裝置不會被啟動，必要時

得予鎖定。  

 

圖8、工作裝置或設備應確認位於地面（以挖土機與推

土機為例）【4】  

 

（5）檢測過程若使用高空作業車者，應確

保該裝置已固定，且不會自動下降。  

（6）對於輪式施工機具應有輪檔裝置（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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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輪式施工機具應具備輪檔（以壓路機為例）【4】  

 

（四）上下機具注意事項  

本項係指檢測人員辦理機具檢查或安

裝儀器設備時，移動至機具上面，或離開

機具，簡稱上下機具。  

1.檢測人員於上下機具前，應檢查扶手、

台階、樓梯、平台等是否存在污泥，若有

須擦拭乾淨，避免打滑或滑倒。必要時，

應人為檢查扶手、台階、樓梯、平台是否

鬆動。  

2.上下機具時，應面向機具使用扶手、台

階、樓梯，並採3個位置同時固定於機具

扶手、台階、樓梯等位置，如單手雙腳，

或雙手單腳，避免身體打滑或滑倒。  

3.請勿直接跳下機具或手持物品上下機

具。  

4.請勿抓住、扶住非扶手設施，或有安全

疑慮之裝置，如操作桿、安全鎖等，來上

下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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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機具點檢  

本項係於檢測前檢查施工機具工作情

況，避免因後續執行黑煙檢測作業造成稽

查人員安全疑慮或機具損壞。故點檢項目，

請參閱表1，包括引擎運轉時有無異音、排

氣管有無洩漏、引擎溫度是否過高、機油

量是否足夠、引擎本體有無漏油、機具外

觀是否有嚴重損壞、運轉時觀察機具本體

有無搖晃、排氣系統是否有洩漏現象、排

氣管有無明顯排放白煙等。其中潤滑機油

是否足夠應於暖車前完成檢查。  

為求檢測程序順利進行，檢測前將由現

場工作人員進行機具點檢，發現有漏油、

機械運轉有異音、冒白煙等狀況，不適合

進行檢測作業時，應終止檢測程序並予退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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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施工機具點檢表  

日期：  年  月  日 

受測機具基本資料 

機具種類 
 

機具廠牌 
 

機具型號  出廠年份  

引擎型式  引擎號碼  

額定功率  額定功率轉速  

項次 點檢內容 結果 

1 
循序漸進增加油門開度，以逐漸增加引擎

轉速，觀察有無異音 
□無  □有 

2 排氣管有無破洞、漏氣 □無  □有 

3 引擎運轉時溫度是否正常 □正常 □偏高 

4 潤滑機油是否足夠（本項應於暖車前檢查） □是  □否 

5 引擎本體有無漏油現象 □無  □有 

6 
循序漸進增加油門開度，以逐漸增加引擎

轉速，觀察機具本體有無明顯搖晃 
□無  □有 

7 機具外觀有無嚴重損壞 □無  □有 

8 
引擎運轉時排氣管或引擎本體附近有無明

顯排放白煙 
□無  □有 

備註： 

點檢員 檢驗員 
駕駛（使用人） 

電話 

駕駛（使用人） 

簽名 

    

另 須 注 意 若 施 工 機 具 配 備 濾 煙 器

（Diesel Particulate Filter, DPF），若DPF

於再生過程，因其外部溫度很高，切勿碰

觸。  

（六）其他準備事項  

1.施工機具排氣管中可能有污水存在，故

黑煙檢測設備應遠離排氣管位置，避免耗

損該檢測設備（如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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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煙檢測設備應避免暴露於雨天或強風

之中。   

3.放置取樣槍時，避免站立於施工機具之

引擎蓋上，以免掉落。  

4.備DPF之施工機具於暖車後，須留意是否

啟動再生，此時若安裝取樣槍可能會造成

其損壞情況。  

5.確認施工機具是否有可以選擇引擎輸出

功率與引擎轉速之裝置。若有，應選擇最

大額定馬力轉速之狀態。  

6.確認執行無負載急加速位置及操作方法，

除了腳踏方式之外，尚有各種執行無負載

急加速之方式（圖11），包括旋鈕式與拉

桿式。  

7.關閉空調系統與照明設備，避免增加施

工機具額外負荷。  

8.經查證或洽詢施工機具所有者或駕駛後，

仍無從得知該施工機具之最大額定馬力

轉速者，逕自執行無負載急加速檢測方法，

無須確認施工 機具之最大額 定馬力轉

速。  



16 
 

 

圖10、黑煙檢測設備應遠離排氣管位置示意【4】  

 

 

圖11、執行無負載急加速裝置（以PC-200-8及

PC30MR-3挖土機為例）【4】  

 

  

廢氣排放

黑煙
檢測設備 黑煙

檢測設備廢氣排放

設置於不受施工機
具廢氣排放影響之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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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施工機具黑煙取樣  

試驗過程如圖12所示，包括暖車、吹除積存

物及試驗取樣。  

 

圖12、施工機具量測不透光率試驗過程圖【5】  

 

（一）暖車：施工機具應以適當方式，暖車至正

常引擎工作溫度。  

（二）吹除積存物：  

1.試驗施工機具於暖車後，應立即進行吹

除積存物程序，以避免長時間怠速。  

2.於試驗前，應將施工檔位置於空檔（或

適當檔位），急加速後立即釋放油門，連

續進行三次，以清除排氣系統中之積存物，

並記錄三次最高引擎轉速。  

3.最高引擎轉速皆應大於最大額定馬力轉

速。若無從得知試驗之施工機具之最大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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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馬力轉速，則登載實際測得轉速。  

（三）試驗取樣：於吹除積存物後五至六秒內，

應進行試驗取樣程序。  

1.開始試驗時，急加速並保持二秒後，立

即釋放油門踏板回復至怠速並保持十一

秒，共計十三秒完成一次試驗循環。於每

次試驗循環油門踏板開始動作時，同時進

行連續取樣，取樣時間共計五秒，以取樣

時間內之最大值為試驗結果。  

2.重複以上步驟至連續三次試驗循環記錄

之最大值及最小值光吸收係數相差不超

過0.25m-1為止。但試驗取樣次數超過十五

次者，應予退驗。  

3.連續三次之最高引擎轉速皆應大於最大

額定馬力轉速，若無從得知試驗之施工機

具之最大額定馬力轉速，則登載實際測得

轉速。  

4.計算連續三次試驗結果之平均值，無條

件捨去至小數點第一位，作為檢測結果。  

（四）試驗過程中，試驗施工機具或檢測設備如

有異常狀況（例如：引擎有異常聲響或抖

動、排氣系統洩漏或引擎溫度過高等），

應立即終止檢測並予退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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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試驗報告  

試驗報告應包括以下資訊，若無從得知

者，請於試驗報告中填寫「 -」。  

1.廠牌。  

2.施工機具或引擎型式。  

3.施工機具出廠年月，如 202010即表示

2020年10月出廠，若僅能得知出廠年者，

即以年份表示之。  

4.施工機具種類。  

5.施工機具引擎號碼。  

6.最大額定馬力（hp）。  

7.最大額定馬力轉速（ rpm）。  

8.總排氣量（c.c.）。  

9.各次最高引擎轉速。  

10.各次光吸收係數。  

11.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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