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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排氣管制相關法規車輛排氣管制相關法規

空氣污染防制法

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進口汽車空氣污染物驗證核章辦法

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核發撤銷及廢止辦法

•汽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

•柴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

•機器腳踏車

使用中汽車召回改正辦法



車輛排氣抽驗及調查測試車輛排氣抽驗及調查測試
 為確保國內新車符合排放標準，除建置新車排氣審驗制度，

所有車輛須依程序取得排氣審驗合格證明始得進口及生產，
每年並例行執行進口車核章作業、新車抽驗、使用中車輛召
回調查測試（耐久保證期間）

 103年辦理情形如下：

• 核發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汽油車433張、柴油車328張及機車295張。

• 完成15萬2,129輛進口車之污染驗證核章作業，辦理113車次實車查核。

• 執行新車抽驗：汽油車107輛次、柴油車47輛次及機車147輛次。

• 進行使用中汽油引擎汽車、機車及柴油車召回調查測試，共105輛次。

 104年規劃辦理情形如下：

• 核發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汽油車480張、柴油車350張及機車300張。

• 辦理17萬輛進口車之污染驗證核章作業，辦理150車次實車查核。

• 執行新車抽驗：汽油車100輛次、柴油車55輛次及機車150輛次。

• 進行使用中汽油引擎汽車、機車及柴油車召回調查測試，共110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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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車新車排氣污染管制規範柴油車新車排氣污染管制規範



6

柴油車排氣審驗合格審驗規範流程柴油車排氣審驗合格審驗規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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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車新車抽驗流程柴油車新車抽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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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召回改正調查流程車輛召回改正調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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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環保車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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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工作-車載量測之車主須知後續工作-車載量測之車主須知

受測車輛選定原則（車輛處於耐久保證期限內）：
•新車出廠年份為101年1月1日以後者（5期車）車齡不超過5年、或行駛

里程數不超過10萬公里。
•新車出廠年份為95年10月1日以後者（4期車），車齡不超過5年，或行

駛里程不超過8萬公里。

受測車輛須依原廠規範進行車輛定期維護保養，未
使用非法油品，無改裝/拆裝引擎、燃油控制系統
及污染防治設備，亦無引擎過熱等重大損傷。
測試車輛須拆除座椅、洩水孔等，並安裝約110公
斤重之儀器，故車輛會有拆裝痕跡。
須取得車主同意並進行租借及保險事宜。



11

後續工作-車載量測之流程後續工作-車載量測之流程



車載量測系統(PEMS)研究測試車載量測系統(PEMS)研究測試

測試車輛A 國瑞HINO

引擎參考功 24.854  kWh/ETC cycle

CO2參考排放 16.875  kg/ETC cycle

最大額定馬力 206 kW @ 2400rpm

測試路線
(146 km)

測試車輛 B 成運 Doosan

引擎參考功 41.027 kWh/ETC cycle

CO2參考排放 26.45  kg/ETC cycle

最大額定馬力 199 kW @ 2200rpm

測試路線
(137 km)

台中火車站台中火車站

76快速道路76快速道路

永康交流道永康交流道

台中高鐵站台中高鐵站

時間
(分鐘) 佔比

Euro VI
規範

市區 25 18% 20±5%

郊區 40 29% 25±5%

高速公路 75 53% 55±5%

台中火車站台中火車站

新烏日火車站新烏日火車站

76快速道路76快速道路

麻豆交流道麻豆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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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鐘) 佔比

Euro VI
規範

市區 80 46% 45±5%

郊區 45 26% 25±5%

高速公路 50 28% 30±5%

• 實驗室測試結果並無法完全代表車輛於真實道路的污染排放，歐盟六期已
採實車搭載車載量測系統做為使用中車輛一致性檢核機制。

• 本年度分別選取客/貨車各一款重型柴油車，研究國內導入PEMS實車測試
型態之可行性。

• 目前研究成果顯示於實驗結果可符合歐盟法令規範，後續規劃我國運用車
載量測設備執行使用中車輛一致性確認。

車載量測系統設備

重型車輛執行PEMS道路試驗



車載排放量測系統的起源

 環保署自2010年起，透過委辦計畫的方式，引進車載量測技術並進
行道路實測，逐年累積車輛於本土環境下之道路行駛排放資料

 目前主要累積之數據仍以市場主流之汽油小客車為主

傳統推估方法

車載量測系統

做法：
• 行駛特定之行車型態
• 蒐集檢測、審驗資料
• 遙測數據建立相關模式
瓶頸：

• 道路類型、駕駛行為及交通狀況未納入考量
• 僅能計算平均狀況之車輛排放
• 無法反映真正的駕駛行為與車輛排放特性

做法：
蒐集真實駕駛狀況下的：
• 引擎操作參數
• 大氣環境參數
• 車輛排放數據
瓶頸：

• 道路變數較多
• 技術上較不普及

(On-board Portable Emission 
Measurement System, PEMS)



2011 應用車載量測系統推估移動污染源排放
量(多款小客車測試、機車可行性研究)

2012 應用車載系統驗證移動污染源排放量
(不同行車型態之排放比較、怠速熄火成效)

2010
應用車載量測系統建立汽車空氣污染物
排放係數之研究(可行性研究)

2013
應用車載量測系統推估移動污染源排放
量(北中南不同城市測試、油電混合車測
試、公車測試可行性研究)

2014
應用車載量測系統推估移動污染源排放
量(行車型態、不同期別比較、二行程機車)

累積資料約
3.5萬筆

累積資料約
15萬筆

累積資料約
50萬筆

累積資料約
76萬筆

累積資料約
250萬筆

環保署歷年車載系統研究成果（氣狀污染物）環保署歷年車載系統研究成果（氣狀污染物）

• 環保署移動污染源計畫已利用車載系統累積6年之經驗、共完成44款車輛測試

2015
應用車載量測系統推估移動污染源排放量
(不同期別、油電車、高里程車、機車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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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車
(自動怠速熄火) 國道客運

四行程機車
市區公車

汽油小客車

(含怠速熄
火測試)

LPG車

汽油小客車

二行程機車

油電混合車

44輛測試

環保署歷年車載系統研究涵蓋之測試車輛



• 車載系統可對環保單位之相關政策進行量化評估及建議

車載系統能協助量化政策推動成效車載系統能協助量化政策推動成效

推動車輛更新 逐期加嚴排放標準等

推廣電動機車、汽車
、公車等

推廣環保駕駛、推動
停車熄火措施等

•新、舊車輛排放實測及比較

• 機車定檢成效評估—定檢未過、檢
修後通過之機車行駛排放比較

• 十年以上老舊車輛行駛排放評估
• 二行程機車道路行駛排放測試

• LPG車（與同款原裝汽油車）排放
之實測資料比對

• 油電混合及傳統汽油車排放實測
• 電動公車及傳統公車排放實測

• 利用實測資料對環保駕駛之行為分
析及推廣提供建議

• 怠速熄火實測及減量效益評估
• 新管理措施，如號誌改善或專用道
對污染減量成效之量化評估

移動源減量政策移動源減量政策 車載系統能提供之政策分析車載系統能提供之政策分析

使用中車輛管制 機車排氣檢定等

政策推動方式或手法政策推動方式或手法

潔淨燃料推動
LPG或其他新燃料之

應用

低污染車輛推廣

交通管理措施

推動車輛更新 逐期加嚴排放標準等

推廣電動機車、汽車
、公車等

推廣環保駕駛、推動
停車熄火措施等

•新、舊車輛排放實測及比較

• 機車定檢成效評估—定檢未過、檢
修後通過之機車行駛排放比較

• 十年以上老舊車輛行駛排放評估
• 二行程機車道路行駛排放測試

• LPG車（與同款原裝汽油車）排放
之實測資料比對

• 油電混合及傳統汽油車排放實測
• 電動公車及傳統公車排放實測

對 染減 成 化評估

• 利用實測資料對環保駕駛之行為分
析及推廣提供建議

• 怠速熄火實測及減量效益評估
• 新管理措施，如號誌改善或專用道
對污染減量成效之量化評估

移動源減量政策 車載系統能提供之政策分析

使用中車輛管制 機車排氣檢定等

政策推動方式或手法

潔淨燃料推動
LPG或其他新燃料之

應用

低污染車輛推廣

交通管理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