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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鍋爐污染改善及法規趨勢加嚴說明會 

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一、 背景說明 

空氣品質關乎民眾健康，是政府極為重視之議題，為加速解決國內

空氣污染問題，行政院於 106 年 12月 21 日第 3581 次院會通過「空氣污

染防制行動方案」，針對各項空氣污染源提出具體管制與防制措施，其中

強化作為之一為 108年底前完成工業鍋爐改用清潔燃料；另環保署於 107

年 1 月 30 日預告訂定「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既設鍋爐應於 109

年 7月 1日起符合加嚴排放標準。 

爰此，經濟部爭取經費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業鍋爐改善，

推動鍋爐改用低污染性氣體燃料、柴油或停用鍋爐改用能源整合中心提供

之蒸汽，以減少煤、重油使用量，另輔以污染防制技術輔導，以達成鍋爐

空氣污染減量目標。為協助產業瞭解法規趨勢、鍋爐改善規劃及補助資源，

經濟部工業局特邀請環保署共同辦理本說明會。 

二、 場次日期、地點及邀請對象 

◎北部場 

時間：107年 4月 26日（四）  14：00～17：00 

地點：中和區公所 4樓多媒體室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 634-2號 

對象：建議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合法

登記工廠參與北部場說明會 

◎桃竹場 

時間：107年 5月 2日（三）  14：00～17：00 

地點：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 851號 

對象：建議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合法登記工廠參與桃竹場說明會 

◎中部場 

時間：107年 5月 11日（五）  14：00～17：00 

地點：臺中市公務人力訓練中心 8樓禮堂 

地址：臺中市西區東興路 3段 246號 

對象：建議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合法登記工廠參與中部場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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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場 

時間：107年 5月 16日（三）  14：00～17：00 

地點：臺南市勞工育樂中心第 3會議室 

地址：臺南市南區南門路 261號 

對象：建議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合法登記工廠參與南部場說明會 

◎高屏場 

時間：107年 5月 25日（五）  14：00～17：00 

地點：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605會議室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號 

對象：建議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合法登記工廠參與高屏場說明會 

◎雲彰場 

時間：107年 5月 31日（四）  14：00～17：00 

地點：彰化縣立圖書館 1樓演講廳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500號 

對象：建議彰化縣、雲林縣合法登記工廠參與雲彰場說明會 

三、 建議出席人員 

因事涉工廠鍋爐改善事宜，並可能影響工廠營運，請既設鍋爐以煤

或重油為燃料之工廠指派環保或廠務人員代表出席。 

四、 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主題 主講人 

14：00～14：30 報  到 

14：30～14：40 長官致詞 經濟部工業局 

14：40~15：20 鍋爐空氣污染物管制趨勢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5：20~15：40 休  息 

15：40~15：55 工業鍋爐改善補助作業說明 (財)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15：55~16：30 
工業鍋爐改善樣態分析 

及輔導資源介紹 
(財)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16：30~17：00 綜合討論 － 

17：00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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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業鍋爐污染改善及法規趨勢加嚴說明會報名表(請盡量網路報名) 

服務單位  部門  

參與場次 

請依工廠廠址所在地之縣市別，擇一參加 

□北部場(4/26)      □桃竹場(5/2)      □中部場(5/11) 

□嘉南場(5/16)      □高屏場(5/25)     □雲彰場(5/31) 

出席者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六、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網路報名：https://www.ftis.org.tw/active/gn10704260531403.htm 

為響應環保無紙化，請儘量採用網路報名，敬請配合！ 

若無電腦者，請填寫報名表後傳真至(02)2325-3922 

◎聯絡窗口：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02)2325-5223分機403 李小姐、分機419 周先生、分機416 蔡先生 

◎注意事項： 

1. 報名截止日期：北部場 107年 4月 24日(二) 、桃竹場 4月 30日(一) 、

中部場 5月 9日(三) 、嘉南場 5月 14日(一)、高屏場 5月 23日(三) 、

雲彰場 5月 29日(二)，請依工廠廠址所在縣市別參加建議場次。 

2. 如遇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若台北市或會議辦理所在縣市發布停止

上班，則該場次即延期舉行，辦理日期將另行通知。 

3. 報名資料僅供經濟部工業局及 107 年度「產業綠色技術提升計畫」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使用，資料將予以保密，並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敬請安心填寫。 

4. 為響應環保，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環保水杯。 

5. 為求會議品質，本會保有更換場地、調整議程內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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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交通資訊 

北部場【新北市中和區公所】 

交通位置圖 

 

(一) 搭乘臺鐵者： 

至臺鐵臺北車站下車後，轉搭台北捷運至捷運景安站，乘車時間約

15分鐘，步行十分鐘後抵達。 

(二) 搭乘高鐵者： 

至高鐵臺北車站下車後，轉搭台北捷運至捷運景安站，乘車時間約

15分鐘，步行十分鐘後抵達。 

(三) 搭乘上述交通工具抵達臺北車站後，亦可轉搭公車 262、262 區、

202、307 至公車站名：中和區公所下車，乘車時間約 30 至 4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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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竹場【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交通位置圖 

(一) 自行開/騎車前往者，請自楊梅往新埔方向前往本分署。中山高速

公路楊梅交流道下）請參閱上圖前往。 

(二) 搭乘火車前往者，請依說明轉乘公車：請至新竹客運楊梅站（火車

站前圓環左轉前行 100公尺左側）搭乘往新埔（經清水）方向至【職

訓中心站】下車 (右方見到中華汽車後即可拉鈴於下一站下車)。

【5641往返】 新埔→楊梅(經清水)及楊梅→新埔(經清水) 。 

請參考新竹客運網址：(選 5641) 

http://www.hcbus.com.tw/big5/information-1.asp 

自 106年 2月 2日起，新竹客運 5652路線「楊梅-梅園(東流里)」7

時 50分班次楊梅發車有延駛至桃竹苗分署(僅有此班，其他班次無

延駛)，如欲由楊梅火車站搭乘公車至本分署，民眾請多加利用，

詳細公車搭乘資訊，請逕洽新竹客運公司確認。 

【5652往返】楊梅→梅園(東流里) 。 

請參考新竹客運網址：(選 5652) 

http://www.hcbus.com.tw/big5/information-3.asp 

桃園市楊梅區免費公車秀才雙榮線 L607 自 10 月 1 日起行駛至本

分署，路線圖及時刻表如網址：https://goo.gl/Gx9nn4

http://www.hcbus.com.tw/big5/information-1.asp
https://goo.gl/Gx9n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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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場【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 

交通位置圖 

(一) 自行開車前往者： 

1.行駛國道 1號： 

下【臺中交流道（臺中、沙鹿）】往臺中方向 

→ 行駛臺灣大道 3段（路經黎明路、河南路、惠來路、惠中路、

文心路、大墩路）→ 右轉東興路，行駛至大業路口，本中心將

在您左側。 

2.南下國道 3號： 

於【中港系統交流道】接【國道 4 號（神岡、清水）】往神岡方

向於【臺中系統交流道】接【國道 1 號（后里、臺中）】往臺中

方→下【臺中交流道（臺中、沙鹿）】往臺中方向→ 行駛臺灣大

道 3段（路經黎明路、河南路、惠來路、惠中路、文心路、大墩

路）→右轉東興路，行駛至大業路口，本中心將在您左側。 

3.北上國道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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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快官交流道】接【中彰快速道路（74線）】往臺中方向 

→下【市政路交流道】→ 行駛市政路（路經河南路、惠中路） 

→右轉文心路 → 左轉大業路 → 行駛至東興路口，本中心將在

您左側。  

4.行駛中彰快速道路（74線）： 

下【市政路交流道】→ 行駛市政路（路經河南路、惠中路） 

→右轉文心路→左轉大業→行駛至東興路口，本中心將在您左

側。 

(二) 搭乘臺鐵： 

請至臺中火車站下車，再轉搭公車： 

1.搭乘【台中客運 70號】至「東興國小站」下車，再步行約 3-5 分  

鐘（約 200 公尺）。 

2.搭乘【統聯客運 81號】、【台中客運 27號】至「公益東興路口站」 

下車，再步行約 5 分鐘（約 300 公尺）。 

3.搭乘【優化公車 300、301、302、303、304、305、306、307、308 

號或【豐榮客運 48 號】至「頂何厝站（台灣大道與東興路口）」

下車，再步行約 10 分鐘（約 700 公尺）。 

(三) 搭乘高鐵： 

請至高鐵臺中站下車，再轉搭公車： 

搭乘【統聯客運 159號】至「公益公園站（公益路與忠明南路口）」

下車，再步行約 10-15 分鐘（約 8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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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彰場【彰化縣立圖書館】 

交通位置圖 

 
(一) 搭乘臺鐵者： 

至臺鐵彰化火車站下車後，轉搭 6912公車，乘車時間約 24分鐘，

步行 4分鐘後抵達。 

(二) 搭乘高鐵者： 

至高鐵臺中站下車後，轉搭 101 公車，乘車時間約 23 分鐘，步行

4分鐘後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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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場【台南市南門勞工育樂中心】 

交通位置圖 

(一) 自行開車前往者：中山國道 1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319km）→

中正南路→直行西門路、健康路交叉路口左轉→健康路、南門路交

叉路口右轉→本中心（全程約 9.5公里）。 

※中山高速公路（330KM仁德系統）轉行 86快速道路。 

(二) 中山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326km）→東門路、林森路交叉口左

轉→林森路大同地下道→直行健康路、南門路交叉口左轉→本中心

（全程約 5.5公里）。 

(三) 福爾摩莎國道 3 高速公路→關廟交流道（357km）→直上 86 快速

道路→在 5km 出口處往台南方向→直行大同路和國民路交叉口左

轉→國民路→南門路→本中心（全程約 7公里）。 

(四) 由火車站可搭 2號、5號公車，在健康路與南門路交叉口下車步行

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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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場【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交通位置圖 

(三) 自行開車前往者：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提供地下三層收費停車場(共約 450個停車位)以

及平面機車停車格(共 64 個停車位)，提供會展參觀者及洽公人員

便利的停車服務。 

(四) 搭乘高鐵者： 

請至高鐵左營站下車，再轉搭高雄捷運至橘線美麗島站。 

(五) 搭乘臺鐵者： 

請至臺鐵高雄站下車，再轉搭高雄捷運至橘線美麗島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