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 

中文名稱 

（化學物質登

錄號） 

污染源種類 排放管道標準值 周界標準值 換算係數 a 備註 

1,2-二氯乙烷 

（107-06-2）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150 ppb 3.4510-4 

一、第一

階段規

範新設

污染源

與既存

污染源

之標準

值、換

算係數

及既存

污染源

標準值

（1）、

換算係

數（1），

自中華

民國一

百十年

七月一

日 施

行。 

二、第二

階段規

範既存

污染源

之標準

值

（2） 、

換算係

數（2），

自中華

民國一

百十二

年七月

一日施

行。 

既存污染源 

1,3-丁二烯 

（106-99-0）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15 ppb 1.8810-5 

既存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50 ppb（1） 

15 ppb（2） 

6.2810-5（1） 

1.8810-5（2） 

乙苯 

（100-41-4）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150 ppb 3.7010-4 

既存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300 ppb（1） 

150 ppb（2） 

7.3910-4（1） 

3.7010-4（2） 

二甲苯 

（1330-20-7）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150 ppb 3.7010-4 

既存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300 ppb（1） 

150 ppb（2） 

7.3910-4（1） 

3.7010-4（2） 

二氯甲烷 

（75-09-2）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100 ppb 1.9710-4 

既存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200 ppb（1） 

100 ppb（2） 

3.9410-4（1） 

1.9710-4（2） 

三氯乙烯 

（79-01-6）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45 ppb 1.3610-4 

既存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100 ppb（1） 

45 ppb（2） 

3.0310-4（1） 

1.3610-4（2） 

三氯甲烷 

（ 67-66-3）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90 ppb 2.4910-4 

既存污染源 

六價鉻化合物 

（18540-29-9）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0.025 μg/m3 1.4210-8 

既存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0.5 μg/m3（1） 

0.025 μg/m3（2） 

2.8410-7（1） 

1.4210-8（2） 

丙烯腈 

（107-13-1）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27 ppb 3.3210-5 

既存污染源 

四氯乙烯 

（127-18-4）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100 ppb 3.8510-4 

既存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200 ppb（1） 

100 ppb（2） 

7.7010-4（1） 

3.8510-4（2） 

四氯化碳 

（56-23-5）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40 ppb 1.4210-4 

既存污染源 

甲苯 

（108-88-3）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150 ppb 3.2110-4 

既存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300 ppb（1） 

150 ppb（2） 

6.4210-4（1） 

3.2110-4（2） 

甲醛 

（50-00-0）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60 ppb 4.1810-5 

既存污染源 

汞及其化合物 

（7439-97-6）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1 μg/m3 5.6810-7 

既存污染源 

苯 

（71-43-2）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40 ppb 7.2510-5 

既存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80 ppb（1） 

40 ppb（2） 

1.4510-4（1） 

7.25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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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化學物質登

錄號） 

污染源種類 排放管道標準值 周界標準值 換算係數 a 備註 

苯乙烯 

（100-42-5）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100 ppb 2.4210-4 

既存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200 ppb（1） 

100 ppb（2） 

4.8310-4（1） 

2.4210-4（2） 

砷及其化合物 

（7440-38-2）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0.07 μg/m3 3.9710-8 

既存污染源 

氯乙烯 

（75-01-4） 

新設污染源 10 ppm 20 ppb --- 

既存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40 ppb（1） 

20 ppb（2） 
--- 

鈹及其化合物 

（7440-41-7）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0.04 μg/m3 2.2710-8 

既存污染源 

鉛及其化合物 

（7439-92-1） 

新設污染源 
1 mg/Nm3 1 μg/m3 --- 

既存污染源 

鎘及其化合物 

（7440-43-9） 

新設污染源 
0.1 mg/Nm3 0.17 μg/m3 --- 

既存污染源 

鎳及其化合物 

（7440-02-0） 

新設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0.5 μg/m3 2.8410-7 

既存污染源 依第四條所列方法計量 
1 μg/m3（1） 

0.5 μg/m3（2） 

5.6810-7（1） 

2.8410-7（2） 

行政院公報 第 027 卷 第 036 期 20210226 農業環保篇

 

 



 
 
    
   HistoryItem_V1
   StepAndRepeat
        
     Trim unused space from sheets: no
     Allow pages to be scaled: no
     Margins and crop marks: none
     Sheet background: Page 1 to 6 (repeat 0) of file /Public/共用區/04_數位製作部/行政院公報/eg027036/ALL/ch07-48-new-訂定「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Nina.pdf
     Layout: rows 2 down, columns 2 across
     Align: top left
      

        
     0.0000
     10.0000
     20.0000
     0
     Corners
     0.3000
     ToFit
     2
     2
     0.7000
     0
     0 
     1
     0.0000
     0
    
     Best
     29
     144
    
    
     0.0000
     TL
     0
            
       CurrentAVDoc
          

     0.0000
     0
     2
     0
     0
     0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