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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目的 

施工機具排放黑煙嚴重影響民眾健康，為改善施

工機具使用過程之空氣污染問題，「施工機具排放

空氣污染自主改善防制技術指引」將針對排放黑煙

原因分析、污染改善防制技術及高污染機具案例分

析等內容進行說明，可供施工機具業者與使用者參

考本指引內容落實定期維修和保養、加裝污染防制

設備（如濾煙器），或汰舊換新等措施，確保施工

機具能維持工作效能，並達到污染改善目的。  

1.2 適用對象 

本指引適用對象為以柴油引擎為動力源之施工

機具，包含但不限於挖土機、起重機、壓路機、推

土機及鏟裝機等，機具外觀請參閱圖1-1。  

挖土機 起重機 壓路機 

   
推土機 鏟裝機 高空作業車 

   

圖1-1 常見施工機具種類外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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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施工機具空氣污染物排放特性 

施工機具因其動力引擎運轉所用柴油燃料成分

中之長碳鏈有機化合物在燃燒後容易產生粒狀污染

物（PM），而在引擎運轉高溫高壓燃燒過程中也容

易產生氮氧化物（NOx），PM與NOx存在相互消長

之關係，係因柴油引擎燃燒過程可區分三個階段（請

參閱圖1-2），包括點火延遲、預混燃燒、擴散燃燒

等，說明請參閱圖1-3。  

 

圖1-2 柴油引擎的燃燒階段【1】  

 

圖1-3 柴油引擎燃燒的三個階段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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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施工機具排放黑煙原因分析 

由於柴油引擎在產生運輸動力的同時，也排放氮氧

化物、粒狀污染物及黑煙等空氣污染物，嚴重影響民眾

健康，其中黑煙排放明顯可見，亦最為民眾所詬病，故

應列為施工機具首要管制項目。 

為瞭解施工機具黑煙污染排放成因，本指引參考國

內相關研究成果，歸納出施工機具用柴油引擎排放黑煙

之主要原因可以分為噴油嘴問題、噴射泵浦問題、正時

問題、進排氣問題、汽缸壓縮壓力問題及駕駛操作不當

等，各項黑煙排放成因魚骨圖請參閱圖2-1。 

 

圖2-1 柴油引擎施工機具黑煙排放成因魚骨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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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施工機具污染改善防制技術 

為改善施工機具用柴油引擎運轉之污染排放，可藉

助維修保養、加裝污染防制設備，或汰舊換新等措施，

茲就此三項措施詳細說明如后。 

3.1 維修保養 

參考美國科羅拉多州研究 20輛高污染柴油引擎

經維修噴油嘴、調整 /更換噴射泵浦、調整調速器 /

噴油時間、汽門間隙、更換空氣濾清器等，可改善

不透光率、THC、CO與PM等污染物排放，改善率約

16%至87%，如圖3-1。  

 

圖3-1 柴油引擎落實維修保養污染改善效益【4】  

 

又參考國內同為採用柴油引擎為動力源之一般

車輛，經由調校汽門間隙、調校噴油正時、調校 /更

換噴油嘴、調校噴射泵浦及引擎大修等維修手段，

將可削減排放黑煙污染度1%~45%（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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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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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透光率 THC CO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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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柴油車輛維修項目污染減量效益表【2、5】 

調修更換項目  污染度減量成效  費用範圍（元）  

空氣芯更換 減少約2~3% 140~260 

引擎機油更換 減少約1~2% 260~520 

調校汽門間隙 減少約5~7% 290~2,240 

調校噴油正時 減少約7~10% 350~1,575 

調校/更換噴油嘴 減少約10~15% 1,260~3,780 

調校噴射泵浦 減少約25~27% 5,110~7,875 

引擎大修 減少約30~45% 22,000~71,400 

說明：上述維修費用視柴油引擎、輸出馬力與排氣量而定。 

 

3.2 加裝污染防制設備 

為減少施工機具用柴油引擎運轉之污染排放，國

際間各式污染排放後處理防制設備亦為選項之一，

如SCR系統或濾煙器，說明如后。  

一、尿素選擇型觸媒轉化器（SCR系統）  

此系統示意請參閱圖3-2，利用尿素水（urea）

與氮氧化物進行觸媒化學反應，使有毒的氮氧

化物氣體 轉換 成無毒的 氮氣 （ N2 ）和水氣

（H2O）。  

 

圖3-2 觸媒轉化器系統示意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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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濾煙器  

濾煙器可加裝於以柴油引擎為動力源之車

輛或機具上過濾柴油引擎排氣中的碳微粒（如

圖3-3），是目前國際間所公認且廣泛採用的污

染防制設備。  

依據環保署專案工作計畫評估結果，施工機

具加裝濾煙器後可改善黑煙約 79.7%～ 100%。

然而，施工機具用柴油引擎加裝之濾煙器後若

使用高灰份機油，或是引擎磨損嚴重，機油進

入汽缸燃燒，都將會導致濾煙器於使用時發生

異常阻塞。因此，安裝濾煙器前須審慎評估機

具的引擎使用狀態。  

 

 

圖3-3 使用濾煙器可改善機具黑煙排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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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汰舊換新 

施工機具已屆汰換年限、機具條件不適合加裝濾

煙器或無法藉由維修保養符合排放標準者，可以辦

理汰舊換新。本指引參考環保署專案工作計畫調查

結果（如表3-2），採購10部新式機具費用為101~1,440

萬元，所需成本較高。  

 

表3-2 購置新式施工機具費用【3】 

項次 機具種類 機具廠牌 
引擎輸出功率  

(kW) 

排氣量 

(c.c.) 

採購新式機具 

費用(元) 

1 鏟土機 Caterpillar 205 10,500 3,500,000 

2 挖土機 Komatsu 172.8 7,200 2,330,000 

3 挖土機 Komatsu 64 3,900 1,010,000 

4 基樁機 奇正 328/164 8,300/16,000 7,000,000 

5 起重機 Kobelco 235 11,149 14,400,000 

6 挖土機 Caterpillar 40.3 3,600 1,900,000 

7 挖土機 Mitsubishi 67.7 查無資料 1,650,000 

8 鏟土機 Toyota 39 2,486 1,363,400 

9 挖土機 Komatsu 187 8,270 4,410,000 

10 鏟土機 Komatsu 203 11,040 4,870,000 

備註：項次 4 基椿機有兩具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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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污染施工機具案例分析 

透過案例分析瞭解施工機具基本資料，如機具機齡

是否老舊、是否有加裝污染控制元件、維修保養狀況等，

研判黑煙排放成因，並評估選擇合適之污染改善方案。 

4.1 案例說明-第1部 

一、案例說明  

本部機具種類為輪式堆高機（外觀及排煙狀

況如圖4-1），機齡已逾20年，調查紀錄表請參

閱表4-1。現場調查該堆高機已加裝濾煙器，以

肉眼觀察未經濾煙器之廢氣有明顯白煙排放；

經濾煙器後，明顯無可見煙排放，顯見施工機

具加裝濾煙器可有效改善粒狀污染物排放。  

表4-1 堆高機調查紀錄表 

一、機具基本資料  

機具種類 堆高機  總重量  3.85公噸 

機具廠牌 TCM 機具型號  FVD25 

額定馬力 30.8 kW 額定馬力轉速  2,300 rpm 

排氣量 2,369 c.c. 機具使用總時數  —  

污染控制元件 

■業主自主性加裝濾煙器（DPF）  

□選擇性氧化還原系統（SCR）  

□廢氣再循環系統（EGR） □其他                

□無 

出廠年份 — 購買狀況 中古 

二、維修保養狀況 

每月定期檢查1次，有異常狀況委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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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堆高機外觀及排煙狀況  

 

二、原因分析  

該堆高機運作期間排放明顯白煙，推測部分

柴油未燃燒便形成油蒸汽，從排氣管中隨廢氣

排出，致使排放白煙，可能原因包括噴油時間

延遲、噴油嘴霧化不良、汽缸壓力過低所致，

故建議應檢修燃油控制系統。  

業者已辦理引擎大修（表 4-2），修復後黑

煙不透光率為1.8 m-1，為再進一步改善黑煙排

放，業者自主性加裝濾煙器，安裝後不透光率

為0.0 m-1，黑煙改善率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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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堆高機執行引擎大修項目 

維修項目 

◎缸套壓換 

◎光曲軸 

◎導管拆裝 

◎汽門座光 

◎汽缸蓋光平 

◎彈簧清洗拆裝 

◎偏心波司拆裝 

◎偏心軸光 

◎曲軸後油封焊補拋光 

◎活塞 

◎活塞環 

◎大修包 

◎大波司 

◎小波司 

◎進汽門 

◎排汽門 

◎汽缸套 

◎汽門導管 

◎邊坡司 

◎連桿 

◎機油 

◎機油芯 

◎柴油芯 

◎空氣芯 

◎引擎腳橡皮（大） 

◎引擎腳橡皮（小） 

◎水泵浦水管 

◎上水管 

◎風扇 

◎拆裝工資 

◎運費 

 

三、解決方案評估  

維修保養、加裝污染防制設備請參閱第三章；

另汰舊換新費用，以本部機具為例，費用約 40

萬元，若此時購置新式機具（4期），污染減量

計算結果請參閱表4-3。  

 

表4-3 堆高機汰舊換新污染改善對照表 

引擎 

輸出功率 
污染物 1期標準 4期標準 污染改善率  

30.8 kW 

黑煙 1.6 m-1 0.5 m-1 68.8% 

PM 0.8 g/kWh 0.03 g/kWh 96.3% 

NOx 8.0 g/kWh 4.0 g/kWh 50.0% 

CO 5.0 g/kWh 5.0 g/kWh 0.0% 

HC（NMHC） 1.5 g/kWh 0.7 g/kWh 53.3% 

說明：參考日本施工機具排放法規，本部機具出廠已逾20年，對應日本

標準為1期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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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選擇合適方案  

評估本部機具合適之黑煙改善方案，由於本

部機具已由業者自行加裝濾煙器，污染改善效

益達100%，故不予分析探討。施工機具落實維

修 保 養 之 黑 煙 改 善 率 係 參 考 國 外 文 獻 約

28%~41%，參考本部機具引擎大修費用約6萬元

整。汰舊換新約可改善黑煙達68.8%，費用約40

萬元。評估結果請參閱圖4-2。  

綜上所述，考量該機具已辦理引擎大修並加

裝濾煙器，已有效改善黑煙排放；若經濟允許，

可再檢修噴射系統，較符合污染改善成本效

益。  

 

 

圖4-2 堆高機污染改善方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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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案例說明-第2部 

一、案例說明  

本部機具種類為輪式推土機（外觀及排煙狀

況如圖 4-3），機齡已逾 25年，使用總時數達

16,093小時，調查紀錄表請參閱表4-4。該推土

機未配備污染防制設備，以急踩油門方式輔以

肉眼觀察有明顯黑煙排放。  

  

圖4-3 推土機外觀及排煙狀況  

 

表4-4 推土機調查紀錄表 

一、機具基本資料 

機具種類 推土機  總重量  6.3公噸 

機具廠牌 TCM 機具型號  STD-30 

額定馬力 55.9 kW 額定馬力轉速  2,200 rpm 

排氣量 6,494 c.c. 機具使用總時數 16,093小時 

污染控制元件 

□濾煙器（DPF） □選擇性氧化還原系統（SCR）  

□廢氣再循環系統（EGR） □其他                

■無 

出廠年份 — 購買狀況 中古 

二、維修保養狀況 

每日檢查油水1次，有異常通知專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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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因分析  

該推土機運作時明顯排放黑煙，平時僅進行

例行性機油與冷卻水檢查，未檢查排氣項目，

建議除持續機具的定期保養，維持油水的每日

檢查外，得檢修噴射泵浦、噴油嘴或引擎等燃

油控制系統，確保機件的有效運作。  

三、解決方案評估  

維修保養、加裝污染防制設備請參閱第三章；

另汰舊換新費用，以本部機具為例，費用約120

萬元，若此時購置新式機具（4期），污染減量

計算結果請參閱表4-5。  

 

表4-5 推土機汰舊換新污染改善對照表 

引擎 

輸出功率 
污染物 1期標準 4期標準 污染改善率  

55.9 kW 

黑煙 1.6 m-1 0.5 m-1 68.8% 

PM 0.4 g/kWh 0.025 g/kWh 93.8% 

NOx 7.0 g/kWh 4.0 g/kWh 42.9% 

CO 5.0 g/kWh 5.0 g/kWh 0.0% 

HC（NMHC） 1.3 g/kWh 0.7 g/kWh 46.2% 

說明：參考日本施工機具排放法規，本部機具出廠已逾20年，對應日

本標準為1期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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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選擇合適方案  

評估本部機具合適之黑煙改善方案：施工機

具落實維修保養之黑煙改善率係參考國外文獻

約28%~41%，維修噴油嘴與噴射泵浦，費用約5

萬元餘元。加裝濾煙器可改善黑煙約80%，費用

約25萬元以上。汰舊換新約可改善黑煙達68.8%，

惟費用高達120萬元。評估結果請參閱圖4-4。  

綜上所述，以污染減量成本效益而言，本部

機具應優先維修燃油控制系統，包括引擎、噴

油嘴與噴射泵浦等，較符合污染改善成本效益，

其次採用加裝濾煙器。然而，考量該機具使用

已逾 25年，屆使用年限，若經濟許可前提下，

建議汰舊換新，除可減少粒狀污染物外，亦可

改善大氣中PM2.5前驅物質（NOx）排放，又可

增加機具使用安全性。  

 

圖4-4 推土機污染改善方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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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案例說明-第3部 

一、案例說明 

本部機具種類為履帶式挖土機（外觀及排煙

狀況如圖4-5），機齡已逾20年，調查紀錄表請

參閱表4-6。該挖土機未配備污染防制設備，以

急踩油門方式輔以肉眼觀察有明顯黑煙排放，

採用不透光式煙度計，量測結果為2.6 m-1。  

  

圖4-5 挖土機外觀及排煙狀況  

表4-6 挖土機調查紀錄表 

一、機具基本資料 

機具種類 挖土機  總重量  9.12公噸 

機具廠牌 Komatsu 機具型號  PC120 

額定馬力 66.2 kW 額定馬力轉速  2,200 rpm 

排氣量 3,260 c.c. 機具使用總時數 —  

污染控制元件 

□濾煙器（DPF） □選擇性氧化還原系統（SCR）  

□廢氣再循環系統（EGR） □其他                

■無 

出廠年份 — 購買狀況 中古 

二、維修保養狀況 

每日檢查油水1次，有異常通知專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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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因分析  

該挖土機運作時明顯排放黑煙，平時僅進行

例行性機油與冷卻水檢查，未檢查排氣項目；

另現場調查，該機具引擎老舊且有汽門蓋漏油，

判定有機油進入汽缸燃燒（俗稱吃機油）情況，

建議修理燃油控制系統，包括噴射泵浦、噴油

嘴與引擎，以降低黑煙排放。  

三、解決方案評估  

維修保養、加裝污染防制設備請參閱第三章；

另汰舊換新費用，以本部機具為例，費用約101

萬元，若此時購置新式機具（4期），污染減量

計算結果請參閱表4-7。  

 

表4-7 挖土機汰舊換新污染改善對照表 

引擎 

輸出功率 
污染物 1期標準 4期標準 污染改善率  

66.2 kW 

黑煙 1.6 m-1 0.5 m-1 68.8% 

PM 0.4 g/kWh 0.02 g/kWh 95.0% 

NOx 7.0 g/kWh 0.4 g/kWh 94.3% 

CO 5.0 g/kWh 5.0 g/kWh 0.0% 

HC（NMHC） 1.3 g/kWh 0.19 g/kWh 85.4% 

說明：參考日本施工機具排放法規，本部機具出廠已逾20年，對應日

本標準為1期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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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選擇合適方案  

評估本部機具合適之黑煙改善方案：施工機

具落實維修保養之黑煙改善率係參考國外文獻

約28%~41%，維修噴油嘴與噴射泵浦，費用約5

萬元餘元。加裝濾煙器可改善黑煙約80%，費用

約25萬元以上。汰舊換新約可改善黑煙達68.8%，

惟費用高達101萬元。評估結果請參閱圖4-6。  

綜上所述，本部機具考量已有機油進入汽缸

燃燒情況，故建議應優先維修引擎，再視情況

維修噴油嘴與噴射泵浦等。  

 

 

圖4-6 挖土機污染改善方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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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案例說明-第4部 

一、案例說明  

本部機具種類為履帶式挖土機（外觀及排煙

狀況如圖4-7），機齡已逾20年，調查紀錄表請

參閱表4-8。該挖土機未配備污染防制設備，以

急踩油門方式輔以肉眼觀察有明顯黑煙排放。  

  

圖4-7 挖土機外觀及排煙狀況  

表4-8 挖土機調查紀錄表 

一、機具基本資料 

機具種類 挖土機  總重量  —  

機具廠牌 Kato 機具型號  HD1250V2 

額定馬力 162 kW 額定馬力轉速  1,700 rpm 

排氣量 11,149 c.c. 機具使用總時數  —  

污染控制元件 

□濾煙器（DPF） □選擇性氧化還原系統（SCR）  

□廢氣再循環系統（EGR） □其他                

■無 

出廠年份 — 購買狀況 中古 

二、維修保養狀況 

每日檢查油水1次，有異常通知專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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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因分析  

該挖土機在運作時明顯排放黑煙，經調查平

時僅進行例行性機油與冷卻水檢查，未檢查排

氣項目。另該機具排放黑煙原因研判與動力輸

出系統（Power take-off, PTO）有關，建議予以

檢修，並改善其漏油及漏水情況；另操作型態

可緩拉油門，避免不當操作，可進一步減少黑

煙排放。  

三、解決方案評估  

維修保養、加裝污染防制設備請參閱第三章；

另汰舊換新費用，以本部機具為例，費用約 90

萬元，若此時購置新式機具（4期），污染減量

計算結果請參閱表4-9。  

 

表4-9 挖土機汰舊換新污染改善對照表 

引擎 

輸出功率 
污染物 1期標準 4期標準 污染改善率  

162 kW 

黑煙 1.6 m-1 0.5 m-1 68.8% 

PM 0.4 g/kWh 0.02 g/kWh 95.0% 

NOx 7.0 g/kWh 0.4 g/kWh 94.3% 

CO 5.0 g/kWh 3.5 g/kWh 30.0% 

HC（NMHC） 1.3 g/kWh 0.19 g/kWh 85.4% 

說明：參考日本施工機具排放法規，本部機具出廠已逾20年，對應日

本標準為1期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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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選擇合適方案  

評估本部機具合適之黑煙改善方案：施工機

具落實維修保養之黑煙改善率係參考國外文獻

約28%~41%，維修噴油嘴與噴射泵浦，費用約5

萬元餘元。加裝濾煙器可改善黑煙約80%，費用

約25萬元以上。汰舊換新約可改善黑煙達68.8%，

惟費用高達90萬元。評估結果請參閱圖4-8。  

綜上所述，本部機具應優先檢修動力輸出系

統，較符合污染改善成本效益，其次操作時應

緩拉油門，避免不當操作。  

 

 

圖4-8 挖土機污染改善方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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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案例說明-第5部 

一、案例說明  

本部機具種類為履帶式挖土機（外觀及排煙

狀況如圖4-9），機齡已逾20年，調查紀錄表請

參閱表 4-10。該挖土機未配備污染防制設備，

以急踩油門方式輔以肉眼觀察有明顯黑煙排

放。  

  

圖4-9 挖土機外觀及排煙狀況  

表4-10 挖土機調查紀錄表 

一、機具基本資料 

機具種類 挖土機  總重量  9頓 

機具廠牌 Kobelco 機具型號  K904C 

額定馬力 114 kW 額定馬力轉速  2,900 rpm 

排氣量 6,557 c.c. 機具使用總時數  —  

污染控制元件 

□濾煙器（DPF） □選擇性氧化還原系統（SCR）  

□廢氣再循環系統（EGR） □其他                

■無 

出廠年份 — 購買狀況 中古 

二、維修保養狀況 

不定期更換機油、空氣濾芯與機油濾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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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因分析  

該挖土機運作時明顯排放黑煙，經調查平時

僅更換機油及空氣濾芯，未檢查排氣項目，有

鑑於該機具疏於保養，造成噴射泵噴油過多，

或霧化不良而導致黑煙排放，建議調校噴射泵、

噴油壓力及噴油量，並清潔噴油嘴。  

三、解決方案評估  

維修保養、加裝污染防制設備請參閱第三章；

另汰舊換新費用，以本部機具為例，費用約165

萬元，若此時購置新式機具（4期），污染減量

計算結果請參閱表4-11。  

 

表4-11 挖土機汰舊換新污染改善對照表 

引擎 

輸出功率 
污染物 1期標準 4期標準 污染改善率  

114 kW 

黑煙 1.6 m-1 0.5 m-1 68.8% 

PM 0.4 g/kWh 0.02 g/kWh 95.0% 

NOx 7.0 g/kWh 0.4 g/kWh 94.3% 

CO 5.0 g/kWh 5.0 g/kWh 0.0% 

HC（NMHC） 1.3 g/kWh 0.19 g/kWh 85.4% 

說明：參考日本施工機具排放法規，本部機具出廠已逾20年，對應日

本標準為1期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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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選擇合適方案  

評估本部機具合適之黑煙改善方案：施工機

具落實維修保養之黑煙改善率係參考國外文獻

約28%~41%，維修噴油嘴與噴射泵浦，費用約5

萬元餘元。加裝濾煙器可改善黑煙約80%，費用

約25萬元以上。汰舊換新約可改善黑煙達68.8%，

惟費用高達165萬元。評估結果請參閱圖4-10。 

綜上所述，本部機具應優先維修噴射泵浦，

較符合污染改善成本效益，其次清潔或調校噴

油嘴、噴油壓力及噴油量。  

 

 

圖4-10 挖土機污染改善方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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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案例說明-第6部 

一、案例說明  

本部機具種類為輪式起重機（外觀及排煙情

況如圖 4-11），不定期至其他場所，例如營建

工地。機齡已達 30年，調查紀錄表如表 4-12。

現場調查該起重機並未配備污染防制設備，以

肉眼觀察有輕微黑煙排放。  

  

圖4-11 起重機外觀及排煙狀況  

表4-12 起重機調查紀錄表 

一、機具基本資料 

機具種類 起重機  總重量  37.57頓 

機具廠牌 Kobelco 機具型號  RK450 

額定馬力 239 kW 額定馬力轉速  2,200 rpm 

排氣量 11,149 c.c. 機具使用總時數  —  

污染控制元件 

□濾煙器（DPF） □選擇性氧化還原系統（SCR）  

□廢氣再循環系統（EGR） □其他                

■無 

出廠年份 1990年 購買狀況 中古 

二、維修保養狀況 

每6個月更換機油、空氣濾芯與機油濾芯，調整汽門間隙、噴射泵浦、

噴油正時與噴油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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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因分析  

該起重機運作時輕微排放黑煙，雖有定期保

養維護（表4-13），但本部起重機屬老舊機具，

部分元件已經老化。另現場觀察排放黑煙係因

操作供油過急、燃燒不良且為舊型系統所致，

且此機具噴射燃油系統有些微滲漏，影響不大，

請業者留意高壓油管是否鬆動，建議針對油壓

系統定期換油及清理元件，以改善黑煙排放。  

表4-13 起重機定期保養紀錄表 

引擎  
系統  

工作項目  
底盤  
系統  

工作項目  

引擎本
體及潤
滑  

◎檢查機油壓力  
◎檢查引擎漏油漏氣  
◎更換機油濾清芯子  
◎更換機油  
◎校準汽門腳間隙  
◎清洗冷卻系統及換冷卻水 
◎皮帶檢查或調整  

轉向系
及傳動
系  

◎檢查轉向機  
◎轉向機油檢查或更換 
◎拆洗檢查前輪軸承  
◎檢查大王銷及銅套  
◎檢查羊角及轉向臂  
◎檢查前軸  
◎檢查直拉桿及球頭  
◎檢查橫拉桿及球頭  
◎拆洗檢查後輪軸承  
◎檢查後軸殼及螺帽  
◎檢查差速器油量或換油 
◎檢查各部萬向接頭  
◎檢查推進軸  
◎檢查離合器  
◎檢查變速箱或換油  

噴油正
時及燃
油  

◎清潔空氣濾清器芯子 
◎檢查進氣歧管及空氣軟管 
◎檢查排氣歧管及消音器 
◎更換柴油濾清器芯子  
◎校正噴射幫浦正時  
◎清洗噴油嘴及校正  

電系  
◎清潔電瓶椿頭  
◎檢查啟動馬達  
◎檢查發電機  

剎車系  

◎檢查剎車系及各件裝置 
◎檢查各輪煞車配件換來

令 
◎檢查煞車鼓  
◎校準手煞車  
◎校準腳煞車  
◎檢查煞車總缸  

輪胎及
注黃油  

◎檢查輪胎情形或換位  
◎檢查輪胎鋼圈及螺絲  
◎換輪胎  
◎底盤各部加注黃油  

安全設
備及燈
光、反
光標誌  

◎照後鏡及照地鏡  
◎頭燈、尾燈（含駐車燈） 
◎方向燈、帶狀反光識別材

料 
◎吊桿警示燈  
◎防止捲入裝置  
◎輪廓邊界標示燈  

車架鋼
板系  

◎潤滑前後鋼板銷  
◎檢查鋼板吊架及吊鉤 
◎檢查U型螺絲  
◎檢查避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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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決方案評估  

維修保養、加裝污染防制設備請參閱第三章；

另汰舊換新費用，以本部機具為例，費用約1,440

萬元，若此時購置新式機具（4期），污染減量

計算結果請參閱表4-14。  

 

表4-14 起重機汰舊換新污染改善對照表 

引擎 

輸出功率 
污染物 1期標準 4期標準 污染改善率  

239 kW 

黑煙 1.6 m-1 0.5 m-1 68.8% 

PM 0.4 g/kWh 0.02 g/kWh 95.0% 

NOx 7.0 g/kWh 0.4 g/kWh 94.3% 

CO 5.0 g/kWh 3.5 g/kWh 30.0% 

HC（NMHC） 1.3 g/kWh 0.19 g/kWh 85.4% 

說明：參考日本施工機具排放法規，本部機具出廠已逾30年，對應日

本標準為1期以前。 

 

四、建議選擇合適方案  

評估本部機具合適之黑煙改善方案：施工機

具落實維修保養之黑煙改善率係參考國外文獻

約28%~41%，維修噴油嘴與噴射泵浦，費用約5

萬元餘元。加裝濾煙器可改善黑煙約80%，費用

約25萬元以上。汰舊換新約可改善黑煙達68.8%，

惟費用高達 1,440 萬元。評估結果 請參閱圖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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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考量該機具使用已逾25年，屆使

用年限，若經濟許可前提下，建議汰舊換新，

除可減少粒狀污染物外，亦可改善大氣中PM2.5

前驅物質（NOx）排放，又可增加機具使用安

全性；其次再針對引擎及油壓系統作適當檢查

調整。  

 

 

圖4-12 起重機污染改善方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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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案例說明-第7部 

一、案例說明  

本部機具種類為輪式起重機（外觀及排煙狀

況如圖 4-13），不定期至其他場所，例如營建

工地。機齡已達 27年，調查紀錄表如表 4-15。

現場調查該起重機並未配備污染防制設備，以

肉眼觀察有明顯黑煙排放。  

  

圖4-13 起重機外觀及排煙狀況  

表4-15 起重機調查紀錄表 

一、機具基本資料 

機具種類 起重機  總重量  26.4頓 

機具廠牌 Kobelco 機具型號  TR250M-5 

額定馬力 162 kW 額定馬力轉速  2,800 rpm 

排氣量 7,545 c.c. 機具使用總時數  5,122小時  

污染控制元件 

□濾煙器（DPF） □選擇性氧化還原系統（SCR）  

□廢氣再循環系統（EGR） □其他                

■無 

出廠年份 1993年 購買狀況 中古 

二、維修保養狀況 

每6個月更換機油、空氣濾芯與機油濾芯，調整汽門間隙、噴射泵浦、

噴油正時與噴油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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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因分析  

該起重機運作時明顯排放黑煙，雖有定期保

養維護（表4-15），但本部起重機屬老舊機具，

部分元件已經老化。現場觀察排放黑煙係因啟

動操作燃燒不良且為舊型系統所致，另該機具

噴射燃油系統有滲漏的情況，請業者留意高壓

油管是否鬆動，建議針對油壓系統進行檢修，

改善其滲漏情況。  

表4-16 起重機定期保養紀錄表 

引擎系統  工作項目  底盤系統  工作項目  

引擎本體
及潤滑  

◎檢查機油壓力  
◎檢查引擎漏油漏氣  
◎更換機油濾清芯子  
◎更換機油  
◎校準汽門腳間隙  
◎清洗冷卻系統及換冷

卻水 
◎皮帶檢查或調整  轉向系及

傳動系  

◎檢查轉向機  
◎轉向機油檢查或更換 
◎拆洗檢查前輪軸承  
◎檢查大王銷及銅套  
◎檢查羊角及轉向臂  
◎檢查前軸  
◎檢查直拉桿及球頭  
◎檢查橫拉桿及球頭  
◎拆洗檢查後輪軸承  
◎檢查後軸殼及螺帽  
◎檢查差速器油量或換油 
◎檢查各部萬向接頭  
◎檢查推進軸  
◎檢查離合器  
◎檢查變速箱或換油  

噴油正時
及燃油  

◎清潔空氣濾清器芯子 
◎檢查進氣歧管及空氣

軟管 
◎檢查排氣歧管及消音

器 
◎更換柴油濾清器芯子  
◎校正噴射幫浦正時  
◎清洗噴油嘴及校正  

電系  
◎清潔電瓶椿頭  
◎檢查啟動馬達  
◎檢查發電機  

剎車系  

◎檢查剎車系及各件裝置 
◎檢查各輪煞車配件換來

令 
◎檢查煞車鼓  
◎校準手煞車  
◎校準腳煞車  
◎檢查煞車總缸  

輪胎及注
黃油  

◎檢查輪胎情形或換位  
◎檢查輪胎鋼圈及螺絲  
◎換輪胎  
◎底盤各部加注黃油  

安全設備
及燈光、
反光標誌  

◎照後鏡及照地鏡  
◎頭燈、尾燈（含駐車燈） 
◎方向燈、帶狀反光識別

材料 
◎吊桿警示燈  
◎防止捲入裝置  
◎輪廓邊界標示燈  

車架鋼板
系  

◎潤滑前後鋼板銷  
◎檢查鋼板吊架及吊鉤 
◎檢查U型螺絲  
◎檢查避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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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決方案評估  

維修保養、加裝污染防制設備請參閱第三章；

另汰舊換新費用，以本部機具為例，費用約1,200

萬元，若此時購置新式機具（4期），污染減量

計算結果請參閱表4-17。  

 

表4-17 起重機汰舊換新污染改善對照表 

引擎 

輸出功率 
污染物 1期標準 4期標準 污染改善率  

162 kW 

黑煙 1.6 m-1 0.5 m-1 68.8% 

PM 0.4 g/kWh 0.02 g/kWh 95.0% 

NOx 7.0 g/kWh 0.4 g/kWh 94.3% 

CO 5.0 g/kWh 3.5 g/kWh 30.0% 

HC（NMHC） 1.3 g/kWh 0.19 g/kWh 85.4% 

   說明：參考日本施工機具排放法規，本部機具出廠已逾27年，對應日

本標準為1期以前。 

 

四、建議選擇合適方案  

評估本部機具合適之黑煙改善方案：施工機

具落實維修保養之黑煙改善率係參考國外文獻

約28%~41%，維修噴油嘴與噴射泵浦，費用約5

萬元餘元。加裝濾煙器可改善黑煙約80%，費用

約25萬元以上。汰舊換新約可改善黑煙達68.8%，

惟費用高達 1,200 萬元。評估結果 請參閱圖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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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考量該機具使用已逾25年，屆使

用年限，若經濟許可前提下，建議汰舊換新，

除可減少粒狀污染物外，亦可改善大氣中PM2.5

前驅物質（NOx）排放，又可增加機具使用安

全性；其次針對引擎及油壓系統作適當檢查調

整，若有油管硬化或洩漏應即刻處理。  

 

 

 

圖4-14 起重機污染改善方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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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共通性建議 

為改善施工機具用柴油引擎運轉的污染排放，本

指引針對維修保養、加裝污染防制設備（如：濾煙

器）、汰舊換新等共通性建議說明如下，並彙整施

工機具各污染改善方案之優缺點如表4-18。  

表4-18 施工機具污染改善方案實行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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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維修保養  

由於柴油引擎噴射泵浦組件拆卸過程會衍

生工資且會影響施工進度，一般機具業者僅執

行例行性保養，多未檢查引擎噴油嘴，除非機

具運轉時尾氣有明顯排放黑煙且其他部件如機

油濾芯、空氣濾芯與柴油濾芯等皆正常無虞，

才會檢修噴油嘴。鑒此，建議除執行例行性維

護保養外，應定期（如每日）試踩油門並觀察

排氣管黑煙排放情況，若有明顯排放黑煙應優

先檢修噴油嘴與噴射泵浦；若有機油進入汽缸

燃燒情況（俗稱吃機油），則建議檢修引擎。  

二、加裝污染防制設備  

為降低施工機具用柴油引擎運轉之黑煙排

放，可評估施工機具裝設濾煙器，惟裝設過程

應考量施工機具本身機況、工作條件、濾煙器

品質、再生型式與安裝方式等。對於機具使用

被動式或主動式濾煙器之建議說明如下，但加

裝前仍須經過濾煙器廠商的審慎評估，再加裝

適合之濾煙器。  

（一）適用被動式再生型：(1)排氣溫度應符合濾

煙器廠商規定； (2)高溫運行條件適用，

如中長途運行的機具。  

（二）適用主動式再生型：多屬怠速、行駛距離

短的機具，由於該機具排氣溫度較低，不

能只靠著觸媒的自然再生作用，來恢復濾

煙器過濾功能，故僅能適用主動式再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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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濾煙器。  

為確保施工機具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

能發揮污染改善效益，以及施工機具業者與設

備廠商雙方權利與義務，建議施工機具業者與

設備廠商辦理以下事項，包括安裝濾煙器前應

詳細檢查機具情況、簽訂定型化契約、辦理教

育訓練及其他注意事項。  

1. 檢查機具情況  

本項應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製造商

或代理商依表 4-19詳細檢查並評估施工

機具適合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情況，確

保施工機具適合安裝該設備。  

2. 簽訂定型化契約  

考量施工機具採購與安裝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純屬所有人與廠商雙方之商業

行為；惟為改善施工機具污染排放，並確

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使用無虞，以及甲乙

雙方權利與義務，環保署已協助研擬「施

工機具購置與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定

型化契約」（附件一），無償提供使用，

契約內容可依雙方需求自行增加。  

3. 辦理教育訓練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廠商應針對施工

機具所有人、駕駛等，辦理空氣污染防制

設備之原理、使用、維護、注意事項、故

障排除、緊急處理等技術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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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9 施工機具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前後檢查表單  

施工機具基本情況  

牌照號碼（僅適用輪式起重機）：＿________＿＿ 廠牌：＿＿＿___________  

種類：____________________     出廠年月：_______＿＿＿     型式：______________ 

引擎編號：_________________     排氣量：_____________c.c.     

最大額定馬力：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大額定馬力轉速：_____________      

里程表/使用時數讀數：＿＿_________＿公里或_________________ 

施工機具總重：＿＿＿_________噸      

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前黑煙排放不透光率：_____________m-1    

機具情況描述：  

□行駛特性與排氣溫度範圍無虞      □維護保養紀錄正常 

□添加油品紀錄無虞                □引擎油底殼無漏油現象 

□排氣無顯示機油進入汽缸燃燒      □引擎運轉無異音 

□引擎運轉時溫度正常              □排氣管無破洞、漏氣或未加裝非製造廠規範之

裝置 

□引擎本體無漏油現象              □潤滑機油足夠                     

□齒輪箱無漏油現象                □冷卻水足夠 

□施工機具外觀無嚴重損傷          □本機具當下情況符合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

需求 

其他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與安裝情況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廠商：______________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型式 /型號：______________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匹配性：適用排氣量_________c.c.以下或__________hp以下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編號：________________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日期：_____________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地點：________________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負責人：

__________ 

其他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檢查與測試情況  

外觀檢查情況：□正常  □異常         安全性檢查：□正常  □異常 

密封性檢查：□正常  □異常             行駛特性：□正常  □異常 

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之黑煙不透光率：__________m-1   

其他檢查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工機具所有者（簽名）  

 

年  月  日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廠商代表（簽名）  

 

年  月  日  

 



36 

 

4. 其他注意事項  

（1）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製造商或代理商

應依客戶反映事項製作紀錄表，包括

反映人員、該人員聯絡電話、反映日

期、時間、施工機具、反映問題、處

理日期、處理結果等。  

（2）  針對客戶反映問題，應備妥相關零件

與診斷電腦，並完成修復，其中修復

應拍攝照片（包括OBD、里程表、故

障零件外觀等）、電腦診斷結果、詳

述維修內容、維修後檢查方式，並請

客戶簽名。  

三、汰舊換新  

施工機具因機齡老舊已屆汰換年限（如機齡

高於 25年），考量使用頻率、零件劣化與安全

性等，建議可辦理汰舊換新，除可改善黑煙問

題外，更可減少其他污染物，如CO、HC與NOx，

並增加機具操作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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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施工機具購置與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定型化契約  

 

立合約書人：                （施工機具所有人，以下簡稱

甲方）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廠商，以

下簡稱乙方）  

 

為改善施工機具污染排放，並確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使用無虞，

以及甲乙雙方權利與義務，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以茲共同遵

守。  

 

第一條、乙方販售之施工機具專用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其品質應符合下列事項： 

一、  若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屬濾煙器者，安裝後之黑煙不透光率應

符合0.6m-1以下；若空氣污染防制設備非屬濾煙器者，安裝後

之黑煙不透光率應符合1.0m-1以下。  

二、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至少須取得施工機具國內製造廠或國外原

廠國內總代理商之許可或授權使用 (含安裝範圍及規範)、或符

合相當美國、歐盟或日本等耐久試驗規定，或由施工機具製造

廠、國內施工機具代理商提出等同耐久試驗規定，且持有官方

或第三公正單位所核發之證明文件，確保施工機具安裝該設備

後之污染改善效益、性能、耐久與安全無虞。  

第二條、乙方應載明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名稱，包括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

稱、電話號碼及地址，生產地（國）、生產年份、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編

碼及與契約有關之洽詢聯絡資訊之方式。其中，有關空氣污染防制設

備廠商名稱、生產地（國）、生產年份、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編碼等，應

以烙印或刻印於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本體清晰可辨之明顯處，並提供照

片佐證。 

第三條、甲方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施工機具基本資料： 

若甲方欲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施工機具輛數超過1輛者，得以附表

一之施工機具基本資料表為之。 

一、牌照號碼（僅適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提及之動力機械）：  

二、廠牌：  

三、種類：  

四、出廠年月：  

五、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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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引擎號碼：   

七、排氣量：  

八、最大額定馬力：  

九、最大額定馬力轉速：  

十、完成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當下之累積行駛里程或使用時數：   

十一、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前之黑煙不透光率：  

第四條、乙方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產品說明： 

若甲方欲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超過1套者，得以附表二之空氣污染防

制設備基本資料表為之。 

一、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型式：  

二、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型號：  

三、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匹配性：適用排氣量_________c.c.以下或

__________hp以下  

四、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烙印碼：  

五、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完成安裝日期：  

六、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地點：  

七、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人員：  

第五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保固： 

一、本產品自乙方安裝完成日起，由乙方保固至少達_____年或

_______公里/小時，保固項目至少包括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本體

（若為濾煙器者須包括濾材）、周邊系統（如濾煙器之監測系

統與再生控制系統）及其他管路等。  

二、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與操作過程不得影響施工機具既有性能、

操控性、安全性等，且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本體之各項配置、線

路架設、固定裝置、控制器等應確保安全無虞，若衍生甲方操

作安全與災害時，乙方應負責所有賠償責任。若經乙方告知空

氣污染防制設備使用之注意事項者，不在此限。  

三、若衍生前述疑慮時，由甲方通知日起15日內，乙方須提出改善

計畫並完成改善，惟衍生費用於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保固期內由

乙方承擔；但如天災、人力不可抗拒之災害及人為操作不當而

造成的損壞，則不在此限。  

第六條、乙方所提供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匹配與安裝應符合以下事項： 

一、為避免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碰撞受損，其安裝位置應擇不易因

碰撞受損且不致妨礙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上之各操作部位。  

二、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及其固定裝置之部分，不得突出施工機具兩

側，其最低點與地面距離不得少於10公分。  

三、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於施工機具上，所有設備、各項系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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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煙器之監控系統與再生控制系統）、線路、管路等應妥善固

定，且不得影響引擎性能。  

四、施工機具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時，應符合相關技術規範與國

內相關安全規定，包括隔熱防護措施、防水防漏電裝置、關閉

引擎後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系統停止供電至任何電路或線路、不

得影響施工機具電氣系統安全，以及不得影響施工機具本體、

周遭環境與周邊人身之安全等。  

五、空氣污染防制設備須具備工作狀態之提示功能，如正常與故障，

供駕駛辨識。本項未具備者，應提供其他警示機制佐證之。  

六、應於駕駛室內設置明確標示內容，包括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維護

保養需求、監測系統警示訊息處理方式，以及售後服務聯絡方

式等。  

七、施工機具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必須密

封，不允許任何可供開啟之洩氣口，且排氣管路不得有任何洩

漏現象。  

八、施工機具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應符合相關噪音排放標準且

不得增加原施工機具噪音排放。  

九、施工機具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期間，不得有目視判煙或民眾

檢舉等通知在案紀錄。  

十、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應與柴油引擎相互匹配，並提供適配評估佐

證文件，至少包括以下項目：  

- 排氣量、施工機具行駛特性與排氣溫度範圍。  

- 施工機具維護保養紀錄。  

- 施工機具添加油品。  

- 檢查施工機具引擎、油底殼、齒輪箱是否有漏油現象，

以及排氣狀況是否有顯示機油進入汽缸燃燒現象。  

- 引擎運轉有無異音。  

- 排氣管有無破洞、漏氣或加裝非施工機具製造廠規範

之裝置。  

- 潤滑機油是否足夠。  

- 冷卻水是否足夠。  

- 引擎運轉時溫度是否正常。  

- 外觀有無嚴重損傷。  

- 是否無明顯機油進入引擎汽缸。  

- 其他適合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施工機具情況。  

十一、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步驟如下：  

（一）確認施工機具情況符合安裝需求。  

（二）根據安裝施工圖說和安裝技術規範，進行空氣污染防制設

備之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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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寫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表格（如附表三，一式兩份），

提供予施工機具所有人和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廠商。  

第七條、甲方於收受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如發現有應由乙方負責之瑕疵時，

應於收受後一個月內通知乙方；但有不能立即發現之瑕疵者，應於發

現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乙方。前述瑕疵經甲方通知乙方後，乙方應於

15日內完成修復，若於保固期內衍生維修費用，乙方應無償辦理。未

於上述期限內通知者，視為承認所受領之物，甲方則喪失其瑕疵擔保

請求權。若因乙方故意不告知瑕疵予甲方，不適用之。其瑕疵擔保條

款如下： 

一、  乙方保證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品質、功能與前述所載之貨品

規格、品質式樣相符，並無減少或滅失其應有之效用。  

二、  乙方保證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使用保固期限至少須達 _____年

或_______公里 /小時，保固項目包括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本體

（若為濾煙器者須包括濾材）、周邊系統（如濾煙器之監測系

統與再生控制系統）及其他管路等。  

三、  施工機具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其排放之黑煙不透光率

須符合下列任一規定：  

□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黑煙不透光率0.6m-1以下且具改善

效果。 

□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黑煙不透光率達 1.0m-1以下未達

0.6m-1且具改善效果。 

四、  施工機具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期間，不得有目視判煙或民

眾檢舉等通知在案紀錄。  

五、  乙方應保證售予甲方之貨品，絕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情事。

若甲方因使用該貨品致侵害他人權利，且經他人提出告訴時，

乙方應代為排除並對最後結果負完全之賠償責任。  

六、  乙方須至少提供產品責任險________萬以上（含人體傷害、

事故傷害、財物損失等）。  

第八條、施工機具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驗收： 

一、  文件審查：提交審查之文件應完整、齊全與有效，如使用手

冊、保固保證書及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代理商取得國外製造商授

權文件之有效日期等。  

二、  外觀檢查：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必須符合安裝圖說和相關

規定，各管路、電線、元件之配置，以及安裝合理、安全與規

範，不得影響原施工機具之行駛特性。  

三、  密封性檢查：排氣系統各部位不得有排氣洩漏。  

四、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後不得影響施工機具安全性。  



42 

 

五、  黑煙排放檢測：依無負載急加速之不透光率試驗法執行。  

六、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廠商應提供保證書，確保黑煙不透光率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使用保固期限（至少達

_____年或_______公里 /小時）及保固項目，包括空氣污染防

制設備本體（若為濾煙器者須包括濾材）、周邊系統（如濾煙

器之監測系統與再生控制系統）及其他管路等，並投保產品責

任險達_______萬元以上。  

□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黑煙不透光率0.6m-1以下且具改善

效果。 

□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黑煙不透光率達 1.0m-1以下未達

0.6m-1且具改善效果。 

七、  如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功能無法達成上述規範致未完成驗收，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廠商須以同型設備做為更換或修復，並改善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直至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完成驗收為止。  

第九條、甲方應善盡以下責任，不得擅自拆除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或有任何操作

不當情事，若因此導致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損壞或施工機具故障之情形，

均由甲方承受負擔。 

一、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前應提供施工機具性能、排放、運行和

使用油品狀況。  

二、應使用市售合法之車用柴油或原施工機具製造廠指定之油品，

且不得使用燃油添加劑。  

三、施工機具應符合原製造廠規範，並進行有效之維護保養，確保

施工機具情況無虞。  

四、負責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之施工機具正常維護保養，確保

施工機具技術狀況和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工作狀況正常無虞。  

五、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出現故障時（含任何警示系統），必須排除

故障後始能繼續行駛。  

六、施工機具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須辦理驗收，且不得拆卸與

竄改該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七、經審核通過補助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施工機具所有人或使

用人，應於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起，應定期（如每年）取得

自主管理標章。  

八、契約簽訂後之期間，若施工機具轉賣於他人，雙方應簽訂「買

賣定型化契約」中，詳細說明賣方已於民國OOO年OO月OO日

與OO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廠商訂定「施工機具購置與安裝空氣

污染防制設備定型化契約」，其中乙方應與新機具所有人重新

簽訂本契約，且該施工機具應定期（如每年）取得自主管理標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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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乙方應善盡以下責任，使施工機具與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能正確操作，

減少損壞之情形。  

一、保證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性能及各項功能（如濾煙器之監測與再

生功能等）正常且品質無虞，且保固期限須達 _____年或

_______公里/小時。  

二、安裝前須確認施工機具情況無虞。  

三、依照安裝圖說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四、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過程，須有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廠商之技

術人員進行現場指導，解決安裝過程中之技術問題。  

五、須針對施工機具所有人、駕駛等，辦理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原

理、使用、維護、注意事項、故障排除、緊急處理等技術培訓，

培訓地點由甲方自訂。  

六、具備完善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維修服務體系，在空氣污染防制

設備使用保固期限內，應依照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保證書內容提

供全面之售後服務。  

七、具備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產品發生故障之緊急應變與處理能力。  

八、須保證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產品之一致性，主管單位得隨機查核

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施工機具，確保施工機具與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使用無虞。  

第十一條、有下列第一款與第二款之情形者，乙方得終止契約，得要求歸還已

加裝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並要求甲方賠償乙方造成之損失；有下

列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情形者，甲方得終止契約，並要求乙方償還甲

方造成之損失。 

一、  甲方使用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不符第九條規定，經乙方通知改

善而拒不改善。  

二、  甲方因故辦理已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施工機具報廢或回

收。若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辦理施工機具報廢者，不

在此限。  

三、  乙方提供明顯瑕疵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或違反第一條、第二

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之規定。  

四、  乙方辦理停業、歇業而由其他公司行號頂讓或與其他公司行

號合併，甲方不願由其存續或新設公司行號繼續維護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  

五、  乙方未配合各級主管機關抽驗或抽驗不合格經限期改善仍不

合格。  

第十二條、甲方與乙方損害賠償責任關係如下說明。 

一、乙方之受僱人未依第六條正確匹配與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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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確認當下機具情況符合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需求或未

告知甲方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正確使用方法與危險事項，致甲方

或使用人受損害者，乙方與該受僱人應連帶負賠償責任。 

二、甲方或其他使用人因過失而未依一般之使用方法使用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或未善盡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保管責任，致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毀損、變更或滅失者，甲方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契約權利義務轉移如下說明。 

一、契約簽訂後，乙方如因停業或歇業而由其他公司行號頂讓者，

乙方或頂讓者應通知甲方。甲方同意時，雙方權利義務則由存

續公司行號概括承受。 

二、前款規定，於乙方契約簽訂後有與其他公司行號合併之情事時，

亦適用之。 

第十四條、資料保密義務說明。 

一、乙方對甲方留存之個人資料負有保密義務，非經甲方書面同意，

乙方不得對外揭露或為契約目的範圍外之利用，並應依相關法

令之規定保護之。 

二、前項資料於甲方不再使用乙方提供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乙

方應返還或銷毀之。 

第十五條、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合意以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六條、本契約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法理及誠信原則公平解決之。 

第十七條、本契約正本一式兩份，由甲方與乙方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第十八條、本契約由甲乙雙方協議新增補充 條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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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人：  

 

甲  方：  

負  責  人：                   （簽章，若屬公司行號請蓋公司大小章）  

代  理  人：  

地  址：     

電  話：  

負責人身份證字號：    

代理人身份證字號：  

統一編號：  

 

乙     方：  

負  責  人：                   （簽章，若屬公司行號請蓋公司大小章）  

代  理  人：  

地  址：  

電  話：  

負責人身份證字號：  

代理人身份證字號：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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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施工機具基本資料表 

項次 
牌照號碼 

（僅適用輪式起重機）  
廠牌 種類 年份 型式 機具引擎編號 

排氣量 

(c.c.) 

最大額定馬力  

(hp) 

最大額定 

功率轉速 

完成安裝 

累積里程或使

用時數 

安裝前黑煙不

透光率（m-1） 

範例 — Komatsu 挖土機  202009 PC 200 OOOOOOOOO 6,690 147 2,000 200小時  1.6 

1            

2            

3            

            

            

            

            

            

            

說明：上述表格可自行延伸  

附表二、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基本資料表  

項次 

牌照號碼 

（僅適用輪式起重

機） 

設備型式 設備型號 

匹配性 

（適用排氣量或  

引擎輸出馬力範圍）  
設備烙印碼 完成安裝日期 安裝地點 安裝人員 

1         

2         

3         

         

         

         

         

         

         

         

說明：上述表格可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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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施工機具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前後檢查表單  編號：________ 

施工機具基本情況  

牌照號碼（僅適用輪式起重機）：＿________＿＿ 廠牌：＿＿＿___________  

種類：____________________     出廠年月：_______＿＿＿     型式：______________ 

引擎編號：_________________     排氣量：_____________c.c.     

最大額定馬力：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大額定馬力轉速：_____________      

里程表/使用時數讀數：＿＿_________＿公里或_________________ 

施工機具總重：＿＿＿_________噸      

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前黑煙排放不透光率：_____________m-1    

機具情況描述：  

□行駛特性與排氣溫度範圍無虞     □維護保養紀錄正常 

□添加油品紀錄無虞              □引擎油底殼無漏油現象 

□排氣無顯示機油進入汽缸燃燒     □引擎運轉無異音 

□引擎運轉時溫度正常            □排氣管無破洞、漏氣或未加裝非製造廠規範之裝置 

□引擎本體無漏油現象            □潤滑機油足夠                     

□齒輪箱無漏油現象              □冷卻水足夠 

□施工機具外觀無嚴重損傷       □本機具當下情況符合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需求 

其他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與安裝情況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廠商：______________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型式 /型號：______________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匹配性：適用排氣量_________c.c.以下或__________hp以下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編號：________________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日期：_____________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地點：________________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負責人：

__________ 

其他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檢查與測試情況  

外觀檢查情況：□正常  □異常         安全性檢查：□正常  □異常 

密封性檢查：□正常  □異常             行駛特性：□正常  □異常 

安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後之黑煙不透光率：__________m-1   

其他檢查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工機具所有者（簽名）  

 

年  月  日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廠商代表（簽名）  

 

年  月  日  

本安裝表單由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廠商提供，一部機具一單（兩聯）。  

第一聯：施工機具所有者留存；第二聯：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廠商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