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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鍋爐管制方向與補助資源說明會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協辦單位：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一、背景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為加速確實解決國內

空氣污染的問題，於 106 年 12 月 21 日提出更具體、擴大的「空

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其中為加強管制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

環保署採管制與補助並行之方式，於 107 年 1 月 30 日預告訂定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採不分規模及不分燃料

別，訂定各行業所設鍋爐之空氣污染排放標準，考量給予業者改

善時間，草案將預計於 109 年 7 月 1 日實施。在補助誘因部分，

環保署於已於 107 年 5 月 4 日修正發布「改造或汰換燃油鍋爐補

助辦法」；另經濟部已公告「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業鍋

爐改善作業要點」，針對工業與非工業之鍋爐皆有相關補助。以

鼓勵鍋爐業者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提出補助汰換鍋爐申請。 

為讓各鍋爐業者知悉鍋爐改善作法與資源，環保署將辦理未

來鍋爐管制方向與補助資源說明會，邀請已完成汰換之業者或具

備相關經驗之講師，於會中分享、說明汰換經驗，並於會中廣蒐

業者之意見做為日後輔導機制之規劃與參考，以期國內鍋爐造成

之空氣污染問題能獲得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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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次日期、地點 

為顧及全國鍋爐業者之權益，本次說明會分別於臺北市、桃

園市、臺中市、雲林縣、高雄市及臺東市各辦理一場次，各場次

辦理日期、地點如下： 

◎ 臺中場 

時間：107 年 5 月 24 日（四） 13：30～16：00 

地點：臺中市團委會 407 教室 

地址：臺中市北區力行路 262-1 號 

◎ 雲林場 

時間：107 年 5 月 28 日（一） 13：30～16：00 

地點：雲林科技大學 AC226 國際會議廳室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 段 123 號 

◎ 桃園場 

時間：107 年 6 月 7 日（四） 13：30～16：00 

地點：桃園市婦女館 S301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 147 號 

◎ 高雄場 

時間：107 年 6 月 8 日（五） 13：30～16：00 

地點：高雄商務會議中心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 5 號 

◎ 臺北場 

時間：107 年 6 月 13 日（三） 13：30～16：00 

地點：淡江大學城中校區 D221 室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99 巷 5 號 

◎ 臺東場 

時間：107 年 6 月 14 日（四） 13：30～16：00 

地點：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視聽中心 

地址：臺東縣臺東市博物館路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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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議程 

 

時間 主題 講師 

13:30~013:50 報到 

13:50~14:00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加嚴及其他相關補

助辦法說明 
環保署 

14:00~15:30 

鍋爐汰換、改善之

實務分享與成本效

益分析說明 

非工業鍋爐汰換案例一 鍋爐業者 

非工業鍋爐汰換案例二 熱泵協會 

工業鍋爐汰換案例 羅福山 顧問 

15:30~16:00 現場座談與討論 
熱泵協會、天然氣公司、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四、報名方式與報名時間 

網路報名：https://ppt.cc/fZaJBx 

為響應無紙化，請多使用網路報名 

傳真報名：請填寫附件報名表後，傳真至 02-66301010 

報名時間：臺中場 107/05/10～107/05/21 

雲林場 107/05/10～107/05/23 

桃園場 107/05/21～107/06/03 

高雄場 107/05/21～107/06/03 

臺北場 107/05/21～107/06/06 

臺東場 107/05/21～107/06/06 

聯絡窗口：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02-66309988#129 莊先生、#130 盧先生、#111 戴先生 

  

https://ppt.cc/fZaJBx


4 

 

五、其他重要注意事項 

1.請評估可參加之時間與交通選擇報名場次，切勿重複報名，佔用他

人名額，浪費相關資源。 

2.如遇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該縣市發布停止上班，則該場次延期

舉辦，辦理日期另行通知。 

3.因場地限制，每場次報名人數有限，如已額滿則不另開放報名，敬

請把握機會。 

4.相關報名資料僅提供環保署及107年度「鍋爐改善推動計畫」承辦

單位使用，所提供之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5.為響應環保，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環保水杯。 

6.為求會議品質，本會保有更換場地、調整議程內容之權利；如場地

變動會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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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資訊 

【臺中場】 

臺中市團委會 407教室（臺中市北區力行路 262-1 號） 

 

開車：  

1. 臺中交流道→中港路→中正路→左轉建國路→雙十路二段→右轉

力路 

2.大雅(中青)交流道→右轉環中路二段→左轉中清路→直行大雅路→ 

左轉五權路→右轉錦南街→右轉雙十路二段→左轉力行路  

公車：請於一心巿場、錦中街口、體育場、雙十國中附近下車 

客運： 

1. 臺中客運：8、14、15、34、35、36、40、41、42、60、63、100、

102(白牌)、108 路公車可達 

2. 仁友客運：1、2、7、20、21、31 路公車可達 

3. 國光客運、統聯客運或和欣客運到干城車站後步行約 5 分鐘 

鐵路： 

至臺中火車站下車後，步行至干城站搭 7、50、56、59、131、270 路

公車至臺灣體大體育館站下車，步行 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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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場】 

雲科大 AC226國際會議廳室（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段 123 號） 

 

開車： 

◎國道一號北上 

1. 國道一號雲林系統交流道(243.7 km)→78 線快速公路往古坑方向

→斗六/古坑交流道出口右轉台三線(往斗六)→本校 

2. 國道一號(240.6 km)→下斗南交流道右轉→台一線→雲林路左轉

→至斗六右轉大學路三段→本校 

◎國道一號南下 

1. 國道一號(235.7km)→下虎尾交流道→斗六聯絡道路(斗六方向)→

雲 74鄉道→至大美國小處右轉台 1丁省道(西平路)→右轉明德北

路三段→上鎮西陸橋後右轉→公明路→左轉大學路三段→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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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道一號（230.5 km）→下西螺交流道→台一線→莿桐鄉→省道 1

乙→西平路→中山路→右轉大學路三段→本校 

3. 國道一號(240.6 km)→下斗南交流道右轉→台一線→雲林路左轉

→至斗六右轉大學路三段→本校 

4. 國道一號雲林系統交流道(243.7 km)→78 線快速公路往古坑方向

→斗六/古坑交流道出口右轉台三線(往斗六)→本校 

◎國道三號北上 

國道三號古坑系統(269.2 km)→台 78 線快速公路往古坑方向→斗六

(台三線)→本校(大學路三段 123 號) 

◎國道三號南下 

1. 國道三號古坑系統(269.2 km)→台 78 線快速公路往古坑方向→斗

六(台三線)→本校 

2. 國道三號(260.3 km) →下斗六交流道往斗六方向→於石榴路/台 3

線向右轉→台 3 線→於大學路一段/台 3 線向左轉→本校 

高鐵： 

雲林站轉搭高鐵快捷公車至雲林科技大學校區，再步行至會場。 

火車： 

斗六火車站：轉搭計程車、本校校車或客運至雲林科技大學校區，再

步行至會場。 

客運： 

◎台西客運 

斗六火車站（後站）雲林科技大學 

路線一：7120 斗六-大學路-虎尾（經本校正門） 

路線二：7126 斗六-崙峰-梅山（經本校龍潭路側門） 

◎日統客運 

斗六火車站（前站)）本校正門（7011 斗六－六輕路線） 

台北本斗六（雲科大站） 

路線一：7000 梅山－中山高－臺北 

路線二：7006 梅山－北二高－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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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場】 

桃園市婦女館（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 147 號） 

 

開車： 

婦女館停車場出入口位於金門二街路口，地下室停車場有 90 個停車

位。 

1. 國道一號(49km)→下南崁/桃園交流道往桃園方向→春日路→過桃

鶯路橋→建國路右轉→延平路左轉→第二個紅綠燈即見婦女館 

2. 國道三號(54km)→轉鶯歌交流道接國道 2 號→下鶯歌/八德交流道

往鶯歌方向→接福德一路直行→桃鶯路左轉→大豐路左轉→延平

路右轉即可見婦女館。 

公車&火車： 

可搭乘桃園火車站後站線紅線或藍線於婦女館前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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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場】 

高雄商務會議中心（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 5號） 

 

開車：（請留意停車場進入位置） 

高速公路中山高南下終點→右轉接中山路往高雄市區→直行約 3 公

里可抵達。 

周邊停車場： 

1. 國聯停車場（林森三路上），平日每小時 30 元 

2. 獅甲停車場（中山二路獅甲綠豆湯旁），每小時 30 元 

3. 普客二四停車場（中山二路臺慶不動產旁），每小時 20 元 

高鐵＆台鐵＆捷運： 

高鐵於左營站轉乘捷運紅線，台鐵於高雄火車站轉乘捷運紅線，至

R7 獅甲站四號出口，步行至會場約 3 分鐘。 

公車： 

搭乘市公車 12、25、36、69 路由獅甲（勞工公園）站下車。 

  



10 

 

【臺東場】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視聽中心（臺東縣臺東市博物館路 1 號） 

 

開車： 

於臺東市中興路四段上，永豐餘紙廠旁轉入博物館路即可達 

1. 花蓮（台 9 線）南下山線方向來車  

池上→關山→初鹿→（萬年）加油站→右轉東 37 縣道方向→直走

和平路→左轉太平路→左轉中興路→右轉永豐餘紙廠→本館 

2. 花蓮（台 11 線）南下海線方向來車  

壽豐→豐濱→長濱→東河→臺東市→中華大橋→右轉馬亨亨大道

→左轉志航路→直走聯航路→日光大橋→右轉中興路→左轉永豐

餘紙廠→本館 

3. 高雄（台 9 線）北上方向來車  

大武→太麻里→知本（台 9 線）→荒野加油站→直走青海路→直

走中興路→右轉永豐餘紙廠→本館 

4. 高雄（台 11 線）北上方向來車  

大武→太麻里→新知本橋（台 11 線）→中華路→左轉漢陽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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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正氣北路→右轉民航路→左轉中興路直走→左轉永豐餘紙廠→

本館 

公車： 

搭乘鼎東客運海線（路線編號：8115 台東-康樂），於『史前館』下

車。【鼎東客運 http://diingdong.myweb.hinet.net/】 

火車； 

「康樂站」下車，徒步 5 至 10 分鐘。 

  

http://diingdong.myweb.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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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場】 

淡江大學城中校區 D221室（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99巷 5 號） 

 

開車： 

國道一號(23km)→下圓山交流道（建國北路/松江路）→建國高架道

路→於建國快速道路（和平東路）出口下交流道→建國南路二段→和

平東路二段口右轉→新生南路二段右轉→金華街口左轉→金華街 199

巷口右轉即可達。 

公車： 

1. 信義永康街口站（0 南、0 東、20、204、22、信義幹線) 

2. 金山路口站（214、22、3、606、0 南）  

3. 捷運東門站（金山）（0 南、214、214 直、237、248、670、671） 

火車； 

自台北捷運站 8 號出口前行 50 公尺到青島西路轉搭信義幹線公車 

捷運： 

1. 東門站 5 號出口迴轉走麗水街（步行 5 分鐘）。 

2. 古亭站 5 號出口延和平東路至師大校門對面轉麗水街（步行 15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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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未來鍋爐管制方向與補助資源說明會報名表 

報名場次 

□臺中場(05/24)   □雲林場(05/28)   □桃園場(06/07) 

□高雄場(06/08)   □臺北場(06/13)   □臺東場(06/14) 

服務單位  

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餐點 

   □葷 □素 

   □葷 □素 

為讓環保署了解本場鍋爐使用業者基本狀況，煩請報名者填寫下

列調查資料 

1. 請問，貴單位目前鍋爐燃料類型為何？（可複選） 

□電熱水器 □熱泵 □天然氣（NG） □液化石油氣（LPG） 

□重油（燃料油） □柴油 □煤油 □木柴（木屑、稻殼等） 

□無鍋爐 

2. 貴單位是否已自行評估鍋爐改善前後之整體成本差異？ 

 □是 □否 

3. 是否對於天然氣鍋爐安全操作及管線配置有疑慮？ 

□是 □否 □無想法 

4. 請問貴單位是否已準備進行鍋爐改善？ 

 □是 □否，請填原因                  

請務必確實填寫聯絡電話，相關資料填寫完畢後，請傳真至 02-66301010 

報名前請確認各場次開放報名時間： 

臺中場 107/05/10～107/05/21、雲林場 107/05/10～107/05/23 

桃園場 107/05/21～107/06/03、高雄場 107/05/21～107/06/03 

臺北場 107/05/21～107/06/06、臺東場 107/05/21～107/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