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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執行期間為 107年 4月 1日至 12月 31日，主要工作項目及查

核點包括 107年 4月 10日前完成前置作業及布建細部規劃並提交第一期工

作進度報告書、8月 31日前完成布建並提交第二期工作進度報告、9月 30

以前數據完整率達到 90%以上、11月 5日提交成果報告、12月 31日完成期

末報告。本計畫各工作項目執行進度皆已 100%完成，並且符合各查核點要

求。 

本計畫實際完成工作項目與成果包括: 

(一) 前置作業結果及布建細部規劃: 

(1) 感測器感測項目規格及購置組裝 

感測器SAQ-200由本團隊成員柏昇企業提供，主要感測項目包括PM2.5 、

溫、濕度及 VOC，設備採進、出氣口分離之流道設計，可避免自干擾，提供

精確度控制，外殼採一體成形，由底部主動進氣，可降低受風雨侵入破壞

機板運作之風險，設備底部另有其他氣體擴散偵測之孔位及空間可供未來

擴充使用。設備通過環保署授權之認證機構工研院量測中心的型式驗證測

試，符合實地場域測試標準，三台送測樣機通過與測站儀器相關性 R2大於

0.7、中位數相對器差在 30%以內、模組間差異在 10%以內。 

(2) 比對驗證測試規劃 

設備於工廠生產後與標準件比對，以篩選品質不良的產品，上線前感

測器全數至桃園測站進行一致性比對，以確認數據品質，共分 8批次比對，

每批次 55台，比對時至少取得測站儀器數據 64筆，比對標準為與測站儀

器監測數據之相對器差中位數必須在 30%以內、同一批次之感測器間變異係

數需在 0.2以內，400台設備通過比對標準後開始至現場安裝。 

(3) 架設及運作標準方法 

設計金屬燈桿附掛與水泥燈桿附掛兩種標準工法，高空作業方法及施

工安裝檢查教育訓練，舉辦兩次，務求安裝人員了解施工程序及上線檢查

方法，避免二次施工延誤工期，施工安全注意事項及危害告知，也在教育

訓練時提醒並依程序簽字確認。 

(4) 巡檢校正機制 

依據布建位置及感測類型將相鄰 3個感測器分在同一組，每月巡檢其

中一個，三個月巡完全數感測器，巡檢用之比對源使用 SAQ-200標準件，

巡檢前先至測站進行比對，比對源與測站儀器平行比對之相對器差中位數

在 30%以內，至現場與受檢設備掛在同一地點同一高度，至少 16小時以上，

比對完成後，比對源再到測站與測站儀器平行比對，事後比對之比對源仍

須達到與測站儀器之相對器差中位數在 30%以內，108年受檢設備之比對標



 

準須符合中位數相對器差 50%以內。微型感測器在現場比對巡檢遇到環境低

值(15μg/m3)或風力過大時，比對相對器差之結果可能有差異，須與該感測

器平常與周邊之感測器變化是否一致做為參考。 

(5) 選址規劃 

制定選址選點作業原則，以 2公頃布建一顆為原則，採取網格式布建。

透過事先 Google map街景調查及污染源分布調查，事先規劃分布再做現場

選點，同時須考慮未來維運方便性。 

 

布建細部規劃內容包含於桃園市轄內 6 處工業區(龜山、平鎮、大園、

觀音、工業區、華亞科技園區及龍潭科學園區)之空氣品質感測物聯網布建

規劃，感測器主要附掛在路燈桿上，附掛高度 3~4公尺，觀音、大園、龜

山及平鎮工業區屬於經濟部工業局所屬工業區服務中心管轄，華亞工業區

屬於私人企業管轄，龍潭科技園區屬於科技部管轄，布建規劃除了工業區

內之外，周邊鄰近社區常常成為污染陳情熱點，也列入布建規劃中，因此

就感測器所附掛之路燈桿管轄區分可分為工業區管轄及區公所管轄。感測

類型以工業區內為工業感測，工業區鄰近周邊社區為社區感測，總計完成

400站感測器布建，其中工業感測點 252站、社區感測點 148站，另外提供

5站感測器布建於桃園標準測站上，以供長期與測站儀器觀察比對是否偏移。

工業局所屬工業區之路燈附掛，已完成公有設施無償用地申請程序並經過

公證及簽約。區公所管轄路燈附掛則已取得回函同意附掛。布建規劃分配

數量及分類如下: 

 

地區 
管轄區分 感測類型區分 

工業區管轄 區公所管轄 小計 工業感測點 社區感測點 小計 

大園 40 50 90 50 40 90 

龜山 22 47 69 49 20 69 

平鎮 30 24 54 38 16 54 

華亞 56 10 66 59 7 66 

龍潭 25 5 30 25 5 30 

觀音 26 29 55 31 24 55 

三和里 0 36 36 0 36 36 

合計 199 201 400 252 148 400 

 

(二) 400個空氣品質感測器布建 

依據布建細部規劃結果，感測器分 3梯次共 8批次於桃園測站分梯次



 

完成比對，並經工研院審核通過後，開始布建，8月 28日完成 400站感測

器布建，並完成數據上傳至環保署平台。 

 

(三) 巡檢維護及數據品質管理作業 

布建完成後須依巡檢校正機制及品質管理作業，進行巡檢與管理，除

例行巡檢維護外，若有異常或故障發生，需另行派員檢修或更換。107年巡

檢維護及數據品質管理作業之目的在維持數據有效性達 90%以上，108年巡

檢維護及數據品質管理之目的在維持數據有效性達 90%以上，且數據資料品

質目標以環保署績效查核的誤差在 50%以內為品質目標。9月~12月每月均

進行1/3數量感測器之巡檢，11月份即完成一次全數感測器比對巡檢作業。 

 

(四) 感測數據上傳 

布建完成後，每月統計數據上傳完整率，9月完整率達 97.87%，10月

完整率達 96.69%，環保署平台 11月完整率依地理分區計算，每區完整率都

在 95%以上。期間，主要發生障礙問題為不可抗力之路燈 AC供電迴路異常，

造成設備電池耗光後仍無法恢復而缺值，或少部分因蟲繭阻塞之離群低值

障礙排除。 

 

(五) 提交報告 

已完成 4月至 12月工作報告提交，並於 4月 10日提交第一期工作進

度報告書， 8月 31日提交第二期工作進度報告書，11月 5日提交成果報

告書，12月 31 日提交期末報告。 

 

依據 9月至 12月累積監測數據，結合環保署平台及本團隊之 Smart Air

平台網頁分析工具，蒐集分析小尺度空氣品質變化以供未來管制策略參考

依據。對於突發異常事件，可透過 Smart Air PM2.5 5分鐘即時區域標準差

凸波高值門檻告警機制，快速掌握異常高值，再連動時空分析工具，以區

別是否有污染擴散或僅單點瞬間異常高值。本團隊使用之 VOC感測器，對

於易發生氧化還原的氣體物種容易發生指標反應，對於常態高值區，透過

蒐集各個感測器的 VOC月均值，以區域為單位，換算感測器的 VOC月均值 Z

分數後，篩選 0.5個標準差的感測器為高值熱區，對於連續 2~3個月都出

現在高值熱區的感測器，可列為進一步分析管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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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計畫說明 

1.1  計畫緣起 

有鑒於地球氣候環境變遷與全球暖化趨勢，民眾對台灣地區受到空氣品

質惡化影響日益感受切身，再加上環保意識強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

簡稱環保署）對台灣地區整體空氣品質監測網規劃三角形階層式架構。 

除了原有 76 站國家級測站以及區域性測站包含 26 站地方測站、46 站特

殊性工業區測站、72 站大型國營企業測站，一般民間也已普遍採用 Airbox

低成本普及家用型空氣品質感測器，大型測站設備雖有較高感測數據品質，

但建置維護成本高建置數量少，而家用型空氣品質感測器所產生之數據雖品

質較低，但其成本較易於普及裝設，環保署規劃空氣品質感測器布設以形成

一智慧城鄉空品監測網，彌補空品監測缺口，達到空間街道尺度與時間分鐘

尺度的嚴密監測網。 

 

桃園市政府轄內工商活動頻繁，大小工業區共有 30 多處，工廠登記 1

萬 1000 多家，空氣品質負荷沉重，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

規劃於 107 年在龜山、大園、平鎮、觀音工業區、華亞科技園區及龍潭科學

園區等大型工業區布建城鄉空品監測網，針對污染熱區加以控管，期能解決

工業區周邊長期因空氣品質不良而引起民眾陳情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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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畫目標與效益 

本計畫執行期自 107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預計達成之

計畫目標與效益為： 

（一） 規劃桃園市轄內 6處工業區(龜山、平鎮、大園、觀音工業區、華亞科技

園區及龍潭科學園區)之空氣品質感測物聯網及感測器布建前置作業。 

（二） 107年於上述桃園市轄內 6處工業區布建 400個空氣品質感測點，並至少

維持 3年以上運作(至少至 109年底)。 

（三） 提供空氣品質感測物聯網感測數據資料，上傳至環保署指定資料平台，且

有效資料完整率達 90%以上。 

（四） 針對境內主要工業區布建空氣品質感測器，建立桃園市區域性空氣品質監

測網，蒐集掌握區域空氣品質資訊，可於空氣品質發生異常時立即警示，

以利採行後續稽查處置等應變作為，並作為管制策略研擬依據。 

（五） 透過空氣品質連線監測作業，即時掌握工業區空氣品質，針對異常污染情

形執行預警及應變，減輕環境污染衝擊。  

（六） 發現空氣品質異常情事發生時，可立即連線警示，採行相關稽查管制作為，

以免空氣品質持續惡化。 

（七） 藉由空氣污染感測器之布建，可針對空氣污染熱區執行長期監控，遏止不

肖業者非法排放，提升稽查管制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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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作項目 

本計畫主要工作項目包含 

（一） 空氣品感測物聯網前置作業結果及布建細部規劃 

前置作業包括: 

(1)空氣品質感測器之感測項目規格及購置組裝 

(2)感測器比對測試驗證規劃 

(3)訂定空氣品質感測器架設及運作之標準方法 

(4)訂定巡檢校正機制 

(5)布建初步選址規劃 

 

布建細部規劃，主要要求: 

以桃園市轄內 6處工業區(包括龜山、平鎮、大園、觀音工業區、華亞科技園

區及龍潭科學園區)為優先規劃布建區域，原則上以高密度(每 2公頃 1點次)

網格監測方式布建，最終布建位置由環保局決定。 

 

（二） 400個空氣品質感測器布建 

布建前須經一致性比對，並依據布建細部規劃書完成布建，感測器數據成功

上傳至環保署指定平台，方屬布建完成。 

 

（三） 巡檢維護與數據品質管理作業 

布建完成後須依巡檢校正機制及品質管理作業，進行巡檢與管理，除例行巡

檢維護外，若有異常或故障發生，需另行派員檢修或更換。107年巡檢維護

及數據品質管理作業之目地在維持數據有效性達 90%以上，108 年巡檢維護及

數據品質管理之目的在維持數據有效性達 90%以上，且數據資料品質目標以

環保署績效查核的誤差在 50%以內為品質目標。 

 

（四） 監測數據上傳 

至遲於 107年 9月 30日完成 1個月以上 400點之感測數據資料上傳至環保署

平台。 

 

（五） 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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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工作報告，5月份至 8月份主要為布建進度達成率，9月至 12月份主要

為數據完整率。11月 5日前提送成果報告書。3份工作進度報告，包括 4月

10日前提交第1期工作進度報告書，8月31日前提交第2期工作進度報告書，

12月 31日前提交期末報告書，須包含整體計畫成果。 

表 1 工作項目期限與數量摘要表中，列出工作項目要求期限與數量，詳

細委辦工作內容說明如表 2 委辦工作內容說明、表 3 委辦前置作業結果與布

建細部規劃工作細項說明，詳列各項工作細節說明。 

表1  工作項目期限與數量摘要表 

項

次 
工作項目 交付期限 數量 

一 

前置作業結果及布建細部規劃， 

提送「空氣品質感測物聯網布建前置作

業結果報告書（初稿）」及「布建細部

規劃書（初稿）」 

107年 4月 10日 1 式 

二 400個空氣品質感測器布建 107年 8月 31日 400站 

三 巡檢維護與數據品質管理作業 
107年 8月 31日布建完成後至計畫結

束 
4 個月 

四 監測數據上傳 

(1)107年 9月 30日前完成 1個月以上

400點之感測數據資料上傳至環保署

指定平臺 

(2)執行期間自 107年 9月 1日至計畫

結束 

4 個月 

五 提交報告 

每月 10日工作報告 9 次 

(1)107 年 04月 10日第一期工作報告 

(2)107 年 08月 31日第二期工作報告 

(3)107年 11月 5日前提送成果報告書 

(4)107 年 12月 31日期末報告 

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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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委辦工作內容說明 

工作項目 項目內容 工作細項 

一、提送「空

氣品質感測

物聯網布建

前置作業結

果 報 告 書

（初稿）」及

「布建細部

規劃書（初

稿）」 

1.空氣品質感測

物聯網布建前置

作業 

(1) 空器品質感測器之感測項目、規格及購置組裝 

(2) 感測器比對測試驗證規劃 

(3) 訂定空氣品質感測器架設及運作之標準方法 

(4) 訂定巡檢校正機制 

(5) 布建初步選址規劃 

2.空氣品質感測

器布建細部規劃 

(1)布建範圍 

(2)布建原則 

(3)布建期程 

(4)同意書函 

二、400個空

氣品質感測

器之布建 

1.須依「布建細部規劃書」布建空氣品質感測器（布建前須經一致性比對） 

2.若空氣品質感測器布建進度落後時，須提出趕工計畫書報機關審查並據以執行 

3.各別的空氣品質感測器以感測數據能成功上傳至環保署指定平台，該空氣品質感

測器方屬布建完成 

三、巡檢維

護與數據品

質管理作業 

1.布建完成後需依巡檢校正機制及感測器物聯網運作品質管理作業規劃書，進行巡

檢及感測數據品質管理作業 

2.感測器除例行性巡檢維護外，若有異常或故障發生，須另行派員檢修或更換 

3.107 年度巡檢維護及數據品質管理作業之目的在維持監測數據有效性達 90%以上 

4.108 年度巡檢維護及數據品質管理作業之目的在維持監測數據有效性達 90%以

上，以及數據資料品質目標以環保署績效查核的誤差（bias）在 50%以內為品質目

標 

四、監測數

據上傳 

1.至遲於 107年 9月 30日前完成 1個月以上 400點之感測數據資料上傳至環保署指

定平臺 

2.各感測器每 3 分鐘產出各污染物濃度或環境參數之有效平均監測數據（包括觀測

值、校正值），至遲於監測後 5分鐘內，以資料串流方式，將即時數據發布至環保署

環境物聯網平臺，即時展示於環保署指定資料應用展示資訊網頁 

3.107 年資料完整率應以 90%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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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項目內容 工作細項 

4.108 年起可能增加內容 

每季資料完整率應以 90%為目標 

此期間數據資料品質目標係參考 USEPA Air Sensor Guidebook 建議，以環保署績效

查核的誤差（bias）在 50%以內為品質目標 

前述每季環保署績效查核方式，由環保署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人員攜帶經環保署品

保品管室校正過手提式分析檢測器隨機抽驗一定數量比例（感測器總數 10%為抽查

目標），在感測器進氣口相同高度及不干擾進氣原則下量測，並比較感測器經演算法

校正後對外示值，以計算量測誤差。具體作業方式由環保署參考文獻並以量測真實

濃度需要定之 

數據品質滿意目標，係指各季環保署績效查核結果之數據品質目標的符合率，計算

公試為：數據品質滿意度=（當季查核結果符合數據品質目標總項次數/當季查核總

項次數） 

有效資料完整率計算公式係加總前項規定「即時資料完整率」及「每週資料完整更

新率」後平均所得 

五、提交報

告 

1. 每月之工作報

告 

(1)每月 10日前提交上個月份之工作報告報機關審查 

(2)工作報告需包含工作人數及時數、工作事項、工作進度、異

常狀況及因應對策，以及預計將執行之工作內容及預期進度 

(3)107年 5月份至 8月份之月報需包含當月預計布建之空氣品

質感測器數量及實際布建數，以計算之達成率，若布建進度落

後則須提送趕工計畫書報機關審查，作為執行進度查核之依據 

(4)107 年 9 月份至 12 月份之月報需包含每月之即時資料筆數

完整率，做為費用撥付之依據 

2. 成果報告 

(1)需於 107 年 11月 5 日前提送成果報告書 1式 10份 

(2)內容須包含由本計畫開始執行起至 107年 10月 31日止之執

行內容及成果。 

3. 工作進度報告 

(1)107 年 4 月 10 日前提送第 1 期工作進度報告初稿，報告內

容須包含「空氣品質感測物聯網布建前置作業結果報告書（初

稿）」及「布建細部規劃書（初稿）」 

(2)107 年 8 月 31 日前提送第 2 期工作進度報告初稿，報告內

容須包含布建完成前，每月之布建進度與 400 個空氣品質感測

器之完成布建證明。 

(3)107 年 12月 31日前提送期末報告初稿，報告內容須包含整

體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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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委辦前置作業結果與布建細部規劃工作細項說明 

工作細項 細項說明 

(1)空器品質感測

器之感測項目、規

格及購置組裝 

A.空氣品質感測器感測模組之項目包含溫度、溼度、細懸浮微粒(PM2.5)及

VOC，且須預留感測項目擴充空間 

B.感測元件感範圍能偵測當地空氣品質的濃度變化，誤差範圍符合 USEPA Air 

Sensor Guidebook 所建議污染熱區鑑別或輔助標準監測站應用等級需求 

C.所採用之「感測元件」以國產化為優先，測試結果經環保署認可或經該署指

定之測試驗證單位驗證通過後始得組裝 

D.空氣品質感測器需可模組化，提供未來快速抽取更換不同國產化感測元件或

新增感測項目，設計上需考量各感測元件進、排氣流道設計合理性。模組化方

式需配合後續擴充條件，以電路板擴充或外接 USB 形式設計 

E.感測器機體應具備戶外防水功能、減少氣狀物及粒狀物進氣相互干擾問題及

積塵之設計，且感測模組電路主板以不干擾臭氧感測的外殼材質包覆。為確保

數據品質及績效查核需要，應採進氣口及校正測試進氣口設計，以提供測試氣

體校正、測試使用或未來自動校正模組組裝測試使用 

F.感測器供電模組應符合節能省電，且有供電穩壓設計及接用不同電源轉換設

計，並確保感測器運作及資料傳輸之電力無虞。如有結合路燈安裝可能有日間

不供電情形者，應設計儲電裝置，以供夜間儲電、日間供電操作使用 

G.感測器微控制器及資料儲存單元，應具備感測資料處理、篩選、大量儲存及

感測元件功能狀態偵測及通知功能，以掌握感測器維護管理需求或抽換更新 

H.感測器通訊模組可因地制宜選擇，且需達到快速抽取更換，並可適地性選擇

資料傳輸通訊模組，以達資料即時完整且成本經濟等最適化。為求傳輸數據穩

定度，建議避免採用 LoRa模組，儘量以 3G、4G或 Wi-Fi 等連續傳輸較穩定之

模組為優先，或採 2組以上模組互相支援。 

(2)感測器比對測

試驗證規劃 

A.完成組裝之感測器必須經過一致性比對測試，通過測試後始得安裝 

B.可以群組(至少 50個)的方式置於同一地點進行數據一致性分析，異常的感

測器必須淘汰更換 

C.每次完成一致性分析後，須留下至少 10%為基礎，以利另一群組進行比對之

參考依據 

(3)訂定空氣品質

感測器架設及運

作之標準方法 

A.訂定及執行快速安裝、運作之標準方法，應配合感測器機構及外觀設計，整

體考量設計及制定安裝固定、線路及電源連接等簡易、快速之安裝作業流程 

B.實際布建位置應設於通風良好及灰塵不易聚集處，以維持感測器良好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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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細項 細項說明 

(4)訂定巡檢校正

機制 

A.須運用環保署監測站執行平行比對測試，固定蒐集測試資料，訂定同步即時

檢核及調校比對作業制度，亦須確認感測器之抽風量以利釐清變因 

B.研擬感測器物聯網運作品質管理作業規劃書，如自備至少 2組手提式分析檢

測器或其他合理且可行的方式執行巡迴感測品質管制作業，規劃書須經機關核

定後始得執行 

a.建立分級巡檢智慧維護檢修作業模式，將感測器按其布建位址及其各類相似

特性分群（相鄰 3 個感測器為一群），再採用具精準度、可校正的檢測儀器或

其他合理且可行之方式，以每群至少執行每 4週 1 次的品質管制查核作業，每

個感測器 1季至少需巡檢 1次為原則，針對數據品質明顯不佳的感測器應現場

簡易檢修或直接更換備機後送維修，環保署及環保局得陪同抽查巡檢。必要時

每季可抽樣將感測器置於環保署監測站再次平行比對測試 

b.訂定高效巡迴更換及後送維修作業程序，針對感測器裝置特性訂定現場快速

檢測、維修作業流程及問題處理技術指引，提供巡檢維修人員快速維修以確保

功能正常。針對檢修結果現場無法修復者，能快速拆卸感測器並以備機更替安

裝 

(5)布建初步選址

規劃 

初步以規劃龜山、平鎮、大園、觀音等工業區及華亞科技園區與龍潭科學園區

分階段布設本計畫所租用之 400個簡易空氣品質感測器為原則，惟環保局保有

最終布建位置之決定權 

(6)布建範圍 

以桃園市轄內 6 處工業區（包括龜山、平鎮、大園、觀音工業區、華亞科技園

區及龍潭科學園區）為優先規劃布建區域，原則上以高密度（每 2公頃 1點次）

網格監測方式布建於龜山、平鎮、大園工業區、華亞科技園及龍潭科學園區，

另 63 點次布建於觀音工業區，以增加觀音工業區之監測密度（目前已布建 100

點次） 

(7)布建原則 
除觀音工業區外，其他工業區內依每 2公頃布建 1 點次為原則規劃細部布建位

置，惟最終布建位置仍由環保局決定 

(8)布建期程 布建細部規劃書除細部布建位置外，須包含布建進度期程規劃 

(9)同意書函 

感測器架設以電桿及路燈或其他合宜公共設施為主要布建位置，布建後需運作

至 109年底，故須確認所架設之位置至 109 年底皆無須更換布建地點，若需要

時可由環保局與轄內相關管理機關協商取得同意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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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執行進度 

計畫執行期程自 107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為期 9 個月，

分為三個查核點：107 年 4 月 10 日、107 年 8 月 31 日、107 年 12 月 31 日。

由環保局審查工作執行成效，第一個查核點為前置作業與布建細部規劃，第

二個查核點為 400 點布建完成並且上傳數據至環保署平台，第三個查核點為

期末執行成果。 

表 4 為各項工作之實際執行進度表，本計畫執行總進度達 100%。400 站

微型感測器於現場布建，另外於桃園測站布建 5 台以長期與測站儀器比對，

觀察是否有偏移，7 月 28 日完成全數感測器上測站比對後，陸續展開現場布

建，布建同時進行 1 個月次簡易巡檢，8 月 31 日完成全數布建並上傳數據至

環保署平台，9 月開始比對巡檢作業，每月完成全數感測器 1/3 比對巡檢，1

季完成全數感測器巡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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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各項工作執行進度表 

                   數量 

工作項目 

目

標 

單

位 

107年 
進度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

前置

作業

結果

與布

建細

部規

劃 

 

前置作業結果報告

書 
1 式 1         100% 

布建細部規劃書 1 式 1         100% 

實地場域測試 1 式   1       100% 

實驗室測試 1 式     1     100% 

設備組裝 400 台    400      100% 

一致性比對 400 台    200 200     100% 

布建同意函 12 份     9 3    100% 

(二)

400

個感

測器

布建 

比對站布建 5 站     5     100% 

6 大工業區布建 400 站    150 250     100% 

優化調整 400 站     400     100% 

(三)

巡檢

維護

與品

質管

理 

巡檢維護與品質管

理 533 
站

次 
     133 133 134 133 100% 

簡易巡檢 
5 月     1 1 1 1 1 100% 

(四)監測數據上傳 4 月      1 1 1 1 100% 

(五)

報告

提交 

每月工作報告 9 份 1 1 1 1 1 1 1 1 1 100% 

成果報告 1 份        1  100% 

工作進度報告 3 份 1    1    1 100% 

查核點   完成時間 查核點內容說明 

第一期工作進度報告 
  

107/4/10 
提交布建前置作業結果與布建細部規劃

書（初稿） 

第二期工作進度報告 
  

107/8/31 
包含布建完成前，每月布建進度與 400個

空氣品質感測器之完成布建證明 

成果報告   107/11/5 提送成果報告書 1式 10份 

期末報告   107/12/31 期末報告初稿，包含整體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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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工作方法與成果 

2.1  重點工作執行構想 
本計畫主要三大重點工作為前置規畫作業、布建作業及巡檢維護作業，工作

構想整理分述如下： 

2.1.1 前置作業 

前置作業包括選定使用的感測器，感測器通過型式認證、實地場域測試驗

證及實驗室場域測試驗證，每一台出貨的感測器還需要通過一致性比對驗證測

試。而在安裝的場域，也須事先進行點位的選擇確認，並取得架設地點用地及

用電的同意，使得開始安裝架設。 

以下就針對前置作業各部分加以說明。 

2.1.1.1 空氣品質感測器之規格與感測項目 

本計畫使用之感測器須符合規格要求，並先後通過型式認證、一致性比對

後才可以安裝架設。架設位置採用路燈燈桿時，則需克服路燈燈桿白天不供電

的問題。此外，感測器的資料上傳，必須具備多種傳輸模式，以因應各種不同

場域的需求。感測器的架設地點多位於戶外，感測器外殼的抗濕抗污能力也必

須通過考驗。 

本計畫之 TVOC 感測器，採用半導體電阻式氣敏金屬氧化陶瓷氣體感測器, 

靈敏度高, 響應速度快, 壽命長, 對濕度敏感度低, 缺點是工作於高溫下(為

使吸附於氣敏材料上的氧分子轉化為氧離子以便迅速與吸附於氣敏材料上的還

原性氣體離子基團迅速反應, 而產生氣敏材料電阻變化), 對於氣體的選擇性

也較差，但是對於容易發生氧化還原的氣體物種仍具指標性意義。甲醇, 乙醇 

乙醛 及有取代基的苯類如甲苯等較易氧化還原反應, 其他如苯, 酮, 酸 則較

不易發生氧化還原。 

醇的分子結構中的羥基官能團（-OH）被綁定到一個飽和碳原子，羥基通常會

使分子產生極性。羥基基團會通過氫鍵和其他同類分子連接，具有氫鍵就意味著該

有機物可用作質子性溶劑，在工業和科學上通常可作為化學試劑，或溶劑。醛類的

官能團具有結構通式：R-CHO，其中的羰基中心連接了一個氫原子與一個 R基團，

揮發性醛大多具有刺激性氣味。 

2.1.1.2 空氣品質感測器之型式驗證規劃 

感測設備須送至工研院量測中心進行型式驗證，分為實地場域測試（7 ~ 10

天）與實驗室場域測試（30天）。 

實地場域測試係市售空氣品質感測器與美國聯邦參考方法（Federal 

Reference Methods, FRM）、美國聯邦等效方法（Federal Equivalent Methods, FEM）

空氣監測設備進行平行比對。 

實驗室場域測試則是在實驗室系統中，可調控不同濃度的細懸浮微粒濃度、

測試腔體內的溫度與相對溼度，進以評估同型號之模組間變異、數據接收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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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方法之相關係數（R²）、精密度、偏移誤差（準確度）、溫濕度干擾效應、偵

測極限等參數。 

 

2.1.1.3 一致性比對驗證測試規劃 

透過工廠內的精確度與準確度比對後，最後再到測站確認器差是否符合規範

要求以作為感測器篩選標準。 

 

一致性比對：保證整批感測器監測參數一致性 

淘汰模組內差異大者：於工廠比對室進行，模組內變異性 IMV<25%，

不合者淘汰 

挑選基礎感測器(Golden Sample) : 挑出整批 IMV 最小的 5台為 Golden Sample 

所有感測器與基礎感測器比對：相關性Ｒ2>0.9, 均方根差 RMSE<5 

準確性比對：基礎感測器與測站儀器比對 

比對至少 3天, 標準為去掉 15μg/m3數據後, 必須 R2>0.7, 中位數

器差 Bias ≦ 30%，取得校正式以修正現場安裝的感測器 

全數上測站比對確認(依據環保署要求)：感測器與測站儀器比對，比對 3 天，中

位數器差 Bias <30%，變異係數<0.2 

2.1.1.4 選址作業 

先收集工業區廠商分佈與環保署空氣管制污染源分佈，以 2公頃布建一顆為

原則，在工業區內採網格式布建，在工業區外周邊敏感社區採中密度布建，並配

合場域特殊需求調整。選址作業原則請參閱附件 5。 

2.1.1.5 用電用地資料準備 

工業局管轄之工業區配合辦理方式必須提交無償用地申請相關資料，同時工

業區服務中心也依據工業局函文辦理申請並將依函文內容建議電費收費方式辦理

收費。 無償用地申請資料中須提供附掛燈桿位置的地籍圖騰本及地籍資料，需取

得地段、地號、面積、所有權人等相關資料。資料準備程序如下: 

 

燈桿號調查:先以 Google 街景圖確認燈桿號相對位置，與環保局討論後再以多組

人員同時進行現勘調查抄回。 

部分地籍資料自動化撈取：以軟體程式自動介接地籍查詢系統，以座標自動轉換

查詢地段、地號、面積 

手動付費查詢地籍圖謄本：先與工業區服務中心路燈負責窗口確認工業區內燈桿

附掛申請地籍圖謄本需求後，再上網付費申請或至地

政事務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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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布建作業 

2.1.2.1 施工工法與安全 

以過去實務經驗及標準工法教育在地工班確實操作練習，並選用經過驗證穩

定的漏電斷路保護器，工班教育訓練辦理及首站施工觀摩，可有效降低施工差異

並減少工安意外。 

2.1.2.2 空氣品質感測器架設及運作之標準方法 

燈桿附掛工法依照燈桿類型為金屬桿或水泥桿，選用合適固定座，搭配

對應的金屬固定套環，附掛施工方式請參照圖 1。3米以上屬於高空作業，作

業人員須符合高空作業相關安全規範，施工型態說明請參閱表 5。 

 

圖1 金屬桿與水泥桿附掛施工示意 

表5  施工型態說明 

類型 說明 注意事項 

金屬路燈桿附掛 (1). 鑽孔引電力線至電源底座 

(2). 安裝配件：金屬桿固定座，金屬

固定套環，IP67戶外防水短路保

護器 

(1). 建議高度 3公尺以上 

(2). 附掛方向位於燈桿順向

側，以避免車輛誤撞破壞 

水泥路燈桿附掛 (1). 電力明線配管 

(2). 安裝配件：水泥桿固定座，金屬

固定套環，IP67戶外防水短路保

護器 

(1). 建議高度 3公尺以上 

(2). 固定套環避免壓住其他附

掛配管 

(3). 附掛方向位於燈桿順向

側，以避免車輛誤撞破壞 

2.1.3 巡檢維護作業 

2.1.3.1 分級智慧巡檢校正作業 

將感測類型為相同性質或場域相近的感測器三顆分成一組，400顆共分成 134

監測器

背架固定座

鑽孔

金屬套管
(預留滴水環)

1.25mm

3芯線

戶外防水
短路保護器

白鐵緊束帶

車行方向

監測器

背架固定座

金屬套管
(預留滴水環)

1.25mm

3芯線

戶外防水
短路保護器

白鐵緊束帶

車行方向

既設配電箱

PVC管

金屬套管
(預留滴水環)

金屬柱體施工

水泥柱體施工

金屬燈桿 水泥燈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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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每個月以相同設備 SAQ-200於測站比對校正(標準件中位數器差小於等於 30%)

後，至現場與受檢感測器掛在相同地點相同高度，進行比對校正作業，依據環保

署規範進行數據確認。每個月巡檢每組中的一顆，三個月巡完 400顆。依據規範

要求，107年以數據完整率為主，108年中位數器差必須小於等於 50%。 

2.1.3.2 障礙維護 

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陸續提供各項告警通知功能，包括一小時內無測值回

傳、一小時內監測數據中位數大於 54.5μg/m3 的數值過高通知、6小時或 24小時

的監測數據中位數小於離群值的過低通知，目前仍在嘗試與優化中以更符合實際

應用。以上通知之目的在提供使用者注意有事件發生的嫌疑，相關配合措施如下： 

 

無數據回傳: 

    先確認運營商網路無定期維護或故障，遠端嘗試重啟無效後，再派人至現場

查看設備是否有毀損或電源開關跳脫，開關重啟無效後即通知派工更換，以不違

反 90%數據完整率的要求下，派工單派出後 24小時內修復，遇假日於第一個上班

日內完成。因設備現場露天抽換電路板，故遇雨天不計。 

 

數值過高或過低： 

    觀察周邊感測器測值一段時間，現場是否有污染源或新增遮蔽，綜合判斷後，

若為感測器異常則派工抽換。另外，環保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陸續制定相關自

動檢查機制，將於數據分析應用章節描述。主要透過離群值分析找出測值過低之

感測器，透過一小時的監測數據中位數值來判斷測值過高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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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空氣品質感測器之感測項目、規格、購置組裝 

本節就感測器規格詳列說明，感測器規格有 PM2.5、VOC、溫、濕度為

必要項目，未來擴充性、電力系統、機構設計等皆符合規範書要求。 

本計畫使用感測器型號採用柏昇企業 SAQ-200，內含感測項目為 PM2.5 、

VOC、溫、濕度四項，設備內預留未來氣體偵測空間及外露的氣體感測擴充

孔。採模組化擴充設計，便於未來擴充與維護更換。外殼機構一體成型，設

備插入口在下方，下方周邊加裝防水膠條，PM2.5、VOC 感測器使用相同進

氣流道，進氣風扇帶入外部氣體進入 PM2.5 雷射感測及 VOC 半導體感測，進

氣感測後，內部氣體透過氣壓與氣體流動由排氣孔排出，外殼顏色為淺色系

不吸熱，過去在台中及觀音使用設備內建 2 個行動電源，晚上路燈開電時，

設備運作同時儲電，白天使用電池運作，設備內建防突波與防雷擊保護。通

訊模組採用 4G LTE Cat 1，亞太電信使用 Band28 700MHz 頻段，少部分地區

使用 Band8 900MHz 頻段。主板內建微控制器，處理各項資料收集、計算、

儲存及傳送，內建 SD 卡，每 5 秒儲存一筆感測資料。 

採購設備內含設備主板含感測器、外殼、行動電源、SD 卡及背架固定座。

施工另行購置：白鐵束圈、PVC 管、金屬軟管、戶外防水漏電斷路器。 

規格需求與設備規格對照如表 6： 

表6  規格需求與設備規格對照表 

項

次 
規格需求 ＳＡＱ－２００ 說明 

符合規

格需求

與否 

備

註 

Ａ 

感測模組之項目包含溫度、溼

度、細懸浮微粒  (PM2.5)及

VOC，且須預留感測項目擴充

空間 

可感測溫度、溼度、細

懸浮微粒(PM2.5)及 VOC 

請參閱附件 1  符合  

Ｂ 

感測元件感範圍能偵測當地

空氣品質的濃度變化，誤差範

圍 符 合 USEPA Air Sensor 

Guidebook 所建議污染熱區鑑

別或輔助標準監測站應用等

級需求 

依計畫需求之誤差範

圍為 50% 

 

5月 15日提出申請財

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以下簡稱工研院）

性能測試驗證作業並

於 6月 7 日取得實地

場域測試報告，請參

考附件 3 

符合  

Ｃ 

「感測元件」以國產化為優

先，測試結果經環保署認可或

經該署指定之測試驗證單位

驗證通過後始得組裝 

經環保署認可 5月 15日提出工研院

性能測試驗證作業並

於 6月 7 日取得實地

場域測試報告，請參

考附件 3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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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規格需求 ＳＡＱ－２００ 說明 

符合規

格需求

與否 

備

註 

Ｄ 

空氣品質感測器需可模組

化，提供未來快速抽取更換不

同國產化感測元件或新增感

測項目，設計上需考量各感測

元件進、排氣流道設計合理

性。模組化方式需配合後續擴

充條件，以電路板擴充或外接

USB形式設計 

空氣品質模組化，可依

需求增加氣體模組。 

PM2.5 與 VOC 進氣流道

與出氣流道分離，另有

預留未來氣體感測模

組擴充空間 

請參考附件一感測器

項目與規格 

符合  

Ｅ 

感測器機體應具備戶外防水

功能、減少氣狀物及粒狀物進

氣相互干擾問題及積塵之設

計，且感測模組電路主板以不

干擾臭氧感測的外殼材質包

覆。為確保數據品質及績效查

核需要，應採進氣口及校正測

試進氣口設計，以提供測試氣

體校正、測試使用或未來自動

校正模組組裝測試使用 

SAQ-200是依據空品感

測需求設計，可於戶外

防水，感測器朝下設

計，可大量減少積塵，

並可以標準氣體做測

試校正。PM2.5採流道設

計，將進氣口與出氣口

隔開，可避免空氣循環

吸入。另流道採用鐵氟

龍材質可避免干擾日

後臭氧的感測 

請參考附件一感測器

項目與規格 

符合  

Ｆ 

感測器供電模組應符合節能

省電，且有供電穩壓設計及接

用不同電源轉換設計，並確保

感測器運作及資料傳輸之電

力無虞。如有結合路燈安裝可

能有日間不供電情形者，應設

計儲電裝置，以供夜間儲電、

日間供電操作使用 

採用 ARM Cortex - M4 

低功耗設計，整體平均

功耗在 5 瓦以下。並有

電池及充電設計，可晚

上充電早上放電，供電

無虞 

ARM Cortex-M 具有

Sleep-on-Exit（中斷

完成時直接進入休

眠）功能，可同時節

省 CPU周期和能耗，

因為處理器的大部分

時間不是在執行中斷

處理，就是在中斷事

件之間休眠 

符合  

Ｇ 

感測器微控制器及資料儲存

單元，應具備感測資料處理、

篩選、大量儲存及感測元件功

能狀態偵測及通知功能，以掌

握感測器維護管理需求或抽

換更新 

採 用 STM32 ARM 

Cortex-M4 

Microcontroller，具

資料處裡、儲存、篩

選、偵測、通知、遠端

控制等功能，並以模組

化設計，可快速維護及

更換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 ARM 系列微處

理器內建 Flash 提供

更多設計自由度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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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規格需求 ＳＡＱ－２００ 說明 

符合規

格需求

與否 

備

註 

Ｈ 

感測器通訊模組可因地制宜

選擇，且需達到快速抽取更

換，並可適地性選擇資料傳輸

通訊模組，以達資料即時完整

且成本經濟等最適化。為求傳

輸數據穩定度，建議避免採用

LoRa 模組，儘量以 3G、4G 或

Wi-Fi 等連續傳輸較穩定之模

組為優先，或採 2組以上模組

互相支援 

採用標準 Mini-PCIe 

介面 LTE 4G 傳輸 

Mini-PCIe 乃工業界

匯流排標準介面，適

用於各種高速通訊擴

充介面卡 

符合  

 

SAQ-200 感測器詳細規格及資料，請參見附件 1。 

2.2.1 空氣品質感測器型式驗證 

感測設備送至工研院量測中心進行型式驗證，分為實地場域測試（7 ~ 10

天）與實驗室場域測試（30 天）。後續安排與量測中心進行實地場域測試與

實驗室場域性能測試驗證作業並提交測試報告。就風洞大小與氣體產生器等

議題討論與執行，在設備上線前通過測試。 

實地場域測試時間 107 年 5 月 15 日送測，6 月 7 日取得報告，測試結果

符合。實驗室測試主要提供結果參考，包括在相同的環境溫度、濕度、風速

條件下，感測器對不同測試濃度的反應；另外也就固定測試濃度下，調整環

境條件，以觀察感測器在不同環境條件下， 監測數據的表現，8 月 10 日已

取得實驗室測試報告。 

感測器型式驗證報告請參見附件 3。三台送測設備之實地場域測試結果

中，模組間差異(IMV)4.7%，符合規範標準為 10%以內；與測站儀器比對測

試結果， 中位數相對器差為 22.7%，符合規範標準為 30%以內；三台送測設

備與測站儀器比對之相關性 R2 均在 0.89 以上，符合規範要求標準 0.7 以上。

三項標準均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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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空氣品質感測器比對測試驗證規劃 

2.3.1 空氣品質感測器比對測試規劃 

完成組裝之感測器必須經過一致性比對測試，通過測試後始得安裝，一

致性比對及準確性比對作業說明如下。 

A. 一致性比對： 

 感測器全數上測站進行一致性比對：依據環保署最新標準作業, 於

測站上進行比對, 至少要有連續三天 72 筆數據且至少 64 筆有效數

據, 15μg/m3 以下環境條件狀況可剔除, 必須符合變異係數 CV<0.2, 

中位數相對器差<=30%。 

 感測器於測站進行一致性比對數據資料檢送工研院分析，工研院確

認全部感測器符合上述標準後，同意布建。 

B. 準確性比對：Golden Sample再安裝到測站，與測站 BAM儀器進行 3天比

對並取得校正式，校正後的數據，在環境濃度 > 15μg/m3情況下，與 BAM

儀器中位數器差需 ≦30%。 

C. 感測器全數比對確認：於 7月開始依據環保署標準，安排所有感測器與

測站做全數比對確認。 

感測器出貨後，至少有 5 台裝到當地測站，長期運作當作比對站，可確

認校正式是否會因當地污染條件不同造成偏移而需要修正。 

感測器比對測試規劃詳見表 7。 

表7  感測器比對測試規劃表 

項目 說明 

一致性 

(Precision) 

此項參數主要驗證同款感測器，在同一時間，同樣環境背景濃度下，所測得數值的

一致性。數值具有一致性，佈建後才能互相比較，彼此之間的誤差需在一定範圍內 

準確度 

(Accuracy) 

此項參數主要驗證微型感測器，經過校正後，與測站等級儀器（BAM）相比之誤差

值。誤差需符合 USEPA Air Sensor Guide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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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出貨比對 從 400台中找出 IMV最小的 10 台 

 最少有 7 天的比對數值 

 IMV < 25% 

 此 10 台做為 Golden Sample 

 

其餘感測器與這 10 台進行比較 

 計算 10台 Golden Sample 平均值之 R
2
與 RMSE 

 R
2
 > 0.9，RMSE < 5 方可出廠 

 比對時間最少三天，環境濃度需有高低值（15~40 μg/m
3
） 

 

測站比對 

10台 Golden Sample 與測站 BAM儀器實際場域比對 

 經校正後，環境濃度 > 15 μg/m
3
情況下 

中位數器誤需 ≦30% （USEPA Air Sensor Guidebook 標準） 

最後執行標準仍以環保署規範要求為準 

 

全部感測器分成八批，共三個梯次進行一致性比對，一致性比對結果請

參見附件 2。一致性比對計算表格式，由環保署本合辦計畫之專案管理單位

工研院提供，主要檢查項目為同一批次感測器間之變異係數(CV)必須在 0.2

以內，與測站儀器比對之中位數相對器差(Bias)必須在 30%以內。比對結果為: 

第一批比對 55 台剃除 1 台，通過 54 台感測器。 

第二批比對 55 台剃除 8 台，通過 47 台感測器。 

第三批比對 55 台全數通過。 

第四批比對 55 台全數通過。 

第五批比對 55 台剃除 14 台，通過 41 台。 

第六批比對 55 台剃除 2 台，通過 53 台。 

第七批比對 55 台全數通過。 

第八批比對 55 台剃除 15 台，通過 4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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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空氣品質感測器巡檢校正機制 

依空氣品質感測器安裝的位置分佈，將屬性相同的三台劃分為一組，共

分 134 組，每季第一個月巡檢、維護保養每組中的第一台，第二個月巡檢、

維護保養每組中的第二台，第三個月則巡檢、維護保養每組中的第三台，每

台感測器以每季至少巡檢、維護保養 1 次為原則， 每季產生一次數據品質巡

檢報告。巡檢設備與受檢感測器之中位數器差必須≦50%。 

巡檢作業首先檢查設備外觀及安裝設施，同時觀察周遭環境是否改變而

影響監測，依據表 8 檢點項目進行確認。 

表8  簡易巡檢檢點表 

站點編號: 檢點日期: 維護人員: 會同人員: 

類別 工作項目 是   否 備註 

設備 

1.外殼是否完整無破損? □   □  

2.電力線引進栓是否完整無脫落? □   □  

3.固定背架及束鐵圈是否固定完整? □   □  

周邊環境 

1.設備周邊 1公尺內是否無新增遮蔽? □   □  

2.周邊是否無新增固定污染源? □   □  

安裝設施 

金屬桿 □   □  

1.電力線引出孔防水矽利康是否完整? □   □  

2.金屬套管是否完整無破損? □   □  

水泥桿 □   □  

1.電力線用 PVC 套管是完整無破損? □   □  

2.金屬套管是否完整無破損? □   □  

3.PVC 束鐵圈是否完整無脫落? □   □  

品質查核作業主要在確認監測數據品質，利用校正過的比對源設備（即

巡檢儀器 SAQ-200），於相同地點相同高度同時掛測，依環保署訂定標準執行，

以確保巡檢儀器與受檢感測器之 bias≦50%；詳細說明請參閱補充資料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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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執行現場比對掛測作業程序。雲端同步收集現場設備與比對源設備的監測

資料後，進行數據品質比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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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空氣品質感測器異常偵測與更換 

感測器每 3 分鐘會上傳 1 筆資料，每小時會有 20 筆資料，以計劃需求 3

分鐘一筆數據上傳，約等於每小時平均 20 筆資料。當 1 小時內皆無資料上傳

時，先確認網路傳輸端是否有定期維護作業，若無，則先通知駐點人員排定

時間至現場確認，現場設備若無遭破壞現象，先檢查漏電斷路保護器是否跳

脫，若有跳脫則予以復歸，現場狀況簡易排除後觀察15分鐘仍無資料上傳時，

則進行設備更換作業程序，障礙查修更換程序請參閱補充資料 5-4 及 5-5。 

當異常狀況發生時，經過後臺及現場檢查，判斷需更換設備時，通知工

班後，在天候條件允許下，24 小時內修復，遇假日則在第一個上班日 24 小

時內修復，但以不違反 90%資料完整性為優先考量。 

署平台於各地區的 Line 告警群組中，提供異常事件告警判斷標準做法。

判斷方式、可能原因及處理方法，分別詳述如下： 

 

缺值: 一小時內無數據上傳即判定為設備異常，可能原因包括路燈供電

迴路故障，或設備故障，或傳輸信號干擾，透過 Smart Air 平台可判斷路燈供

電迴路是否異常，若於晚上路燈供電期間仍使用內建電池，即表示路燈迴路

故障，須向路燈主管機關報修。供電迴路故障或設備故障造成的缺值時間通

常較久，短時間缺值有可能是傳輸信號干擾，本團隊可透過 4G 核心網路工

具查詢斷訊前後信號品質狀況，若確認信號品質不穩定，可進行問題區干擾

查測與排除。 

定值：過去 12 小時的標準差等於 0，可利用 Smart Air 平台比較周圍附

近感測器趨勢變化，若周圍感測器趨勢有上下變化，但此設備感測數據無變

化，且環境濃度不在低值(4~5μg/m3)時，則有可能設備感測元件故障，通知

工班以備品設備更換，並將現場設備拆回查測。 

相對低值：署平台設計離群值，以感測器過去 24 小時的監測數據中位數

是否小於離群值來判斷設備是否阻塞，離群值是以全區感測器的 1/4 位數減

去 3/4 位數與 1/4 位數間距的 1.5 倍，此狀況在環境低值時容易誤判，依過去

經驗仍須現場檢查進氣口及排氣口是否阻塞，實際發生過的阻塞現象，阻塞

物為蟲繭，夾出後即可恢復。 

環境高值: 以過去一小時監測數據中位數是否大於 54.5μg/m3 為判斷標

準，通常需再搭配周圍感測器變化判斷是否有擴散現象，才可為污染事件依

據，此方式在秋冬季節紅害期間，將產生大量告警。署平台近日也提供污染

事件判斷通知，但尚未公布判斷方式，有時為多點單一獨立事件，是否為污

染事件難以推斷，若平台未來可提供高值發生機率的統計報表，將有助於定

位高頻繁高值區，以做為未來管制參考。Smart Air 平台也另外提供 5 分鐘即

時區域平均值及標準差計算，依據歷史記錄設定標準差門檻，超過標準差門

檻告警時再結合連動時空分析工具判斷是否為單點瞬間異常或有擴散至周邊

感測器，將有效區別污染事件的發生時間與源點。 



第2章 工作方法與成果 

 

 

Page 23 

持續高值: 過去6小時監測數據1/4位數大於54.5μg/m3，代表感測器75%

的監測數據都大於 54.5，也就是長時間處於高值狀態，通常是中南部在紅害

入侵期間較易發生。 

表9 署平台告警規則 

規則 

類型 

規則 

內容 說明 檢核時間 

註記 

名稱 

通知異常

原因 通知類型 

合理性 缺值 過去 1 小時收到筆數

為 0 

每小時 nodata 設備異常 LINE/EMAIL/

問題單 

定值 過去 12 小時標準差等

於 0 

每小時 con 設備異常 問題單 

一致性 相對低

值 

過去 24 小時中位數小

於離群值 

 

Q1- 1.5X(Q3 – Q1)= 

離群值 

Q1 = ¼ 

Q3 = ¾ 

每小時 elow 設備異常 LINE/問題單 

關聯性 環境高

值 

過去 1 小時中位數大

於 54.5 

每小時 pophigh 環境異常 LINE/EMAIL/

問題單 

持續高

值 

過去6小時1/4位數大

於 54.5 

每小時 conhigh 環境異常/

設備異常 

LINE/EMAIL/

問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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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布建期程 

感測器在布建前完成工研院量測中心之型式認證、一致性比對完及協調

取得燈桿與用電同意書，這些項目分別進行。 

型式驗證可分為實地場域測試與實驗室場域測試，已於 107 年 5 月 15

日送至工研院量測中心進行，先進行實地場域測試（7 ~ 10 天），再進行實驗

室場域測試（30 天），於 107 年 8 月 10 日完成。 

一致性比對規劃於 107 年 6 月 1 日正式開始進行，首先將於生產工廠比

對室進行，挑選出 IMV≦25%的 400 台，再從中挑出 IMV 最小的 10 台做為

基礎感測器（Golden Sample），其他的感測器須與這 10 台基礎感測器監測參

數平均值之 R2（相關性係數）>0.9、RMSE（root-mean-square error，均方根

誤差）<5，以確保整批感測器的一致性表現。另將基礎感測器全數安裝到大

型空氣品質監測站，進行準確性比對，確認基礎感測器與 BAM 儀器中位數

器差需 ≦ 30%且感測器間的變異係數在 0.2 以內，於 107 年 7 月 28 日前完

成全數感測器之一致性比對。 

在本計畫開始執行之初，即與路燈的權管單位接洽協調燈桿使用事宜，

接著通知環保局正式函文各單位申請無償租用路燈，作為附掛空氣品質感測

器之用，環保局於 107 年 4 月 11 日、4 月 19 日已先後函文各單位，並將於

107 年 5 月 8 日正式提出申請書向各路燈權管單位申請，區公所的部分皆已

取得回函確認，工業局管轄之工業區服務中心已通過北區管理處複審會， 並

已完成公證及簽約，皆已取得布建同意。 

空氣器質感測器合作夥伴柏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在 7 月底出貨 400 台，

即可開始進行安裝，於 107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全部 400 個空氣品質感測器之

布建工作，其餘細部期程可參考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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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點位合適性確認 

本計畫於龜山、大園、平鎮、觀音工業區及華亞科技園區與龍潭科學園

區等大型工業區布建，待設置完成後，將比照 105 年觀音工業區之模式針對

污染熱區加以控管，期望能解決工業區周邊長期因空氣品質不良而引起民眾

陳情之問題。 

2.7.1 選址規劃作業程序 

布建地點在型態上可分為工業感測點、臨近工業區之社區感測點、交通

感測點、敏感受體感測點、輔助感測點、測站平比感測點等。從專業上需考

量環境面之污染排放總量、固定/移動污染源分佈、濃度變化量；應用面之數

據資料的最大價值發揮；社會面之陳情案件、交通流量、人口數等；及經濟

面之設置、維運成等多個面向，相關選址規劃作業程序請參閱補充資料 5-1。 

2.7.2 布建點位調整 

感測器在實際布建時，因不可抗力的因素(如鄰近樹木遮蔽、燈桿傾斜、

原燈桿遷移、燈桿增加附掛物、燈桿供電不良等)，導致原規劃點位不適合架

設感測器時，須進行點位調整。燈桿點位調整時，會先行針對原點位附近尋

找適合架設之燈桿，進行確認，如無法在附近尋得適合架設感測器之燈桿時，

經主辦單位同意，以符合布建原則之前提，尋找其他適合架設之燈桿點位規

畫布建。調整點位之規劃完成後，仍須提報主辦單位同意變更點位後，始進

行感測器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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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園工業區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經點位調整後，實際感測器布建位置

圖如圖 2，藍色點位為大園工業區管轄範圍之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綠色點

位為區公所管轄範圍之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棕色點位為調整前原點位。 

 

圖2 大園工業區布建圖 

  

調整前原點位 

工業區管轄 

區公所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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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工業區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經點位調整後，實際感測器布建位置

圖如圖 3，紅點位為既有空品感測器點位，藍色點位為觀音工業區管轄範圍

之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綠色點位為區公所管轄範圍之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

棕色點位為調整前原點位。 

 

 

圖3 觀音工業區布建圖 

 
  

調整前原點位 

工業區管轄 

區公所管轄 

既有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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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工業區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經點位調整後，實際感測器布建位置

圖如圖 4，綠色點位為龜山區公所管轄範圍之空品感測器點位，藍色點位為

龜山工業區管轄範圍之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橙色點位為桃園區公所管轄範

圍之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棕色點位為調整前原點位。 

 

圖4  龜山工業區布建圖 

  

調整前原點位 

工業區管轄 

龜山區公所管轄 

桃園區公所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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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鎮工業區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經點位調整後，實際感測器布建位置

圖如圖 5，綠色點位為區公所管轄範圍之空品感測器點位，藍色點位為平鎮

工業區管轄範圍之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棕色點位為調整前原點位。 

 

圖5  平鎮工業區布建圖 

  

調整前原點位 

工業區管轄 

區公所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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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亞工業區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經點位調整後，實際感測器布建位置

圖如圖 6，綠色點位為區公所管轄範圍之空品感測器點位，藍色點位為華亞

一期工業區管轄範圍之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紫色點位為華亞二期工業區管

轄範圍之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棕色點位為調整前原點位。 

 

圖6  華亞科技園區布建圖 

 

 

調整前原點位 

華亞一期管轄 

區公所管轄 

華亞二期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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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工業區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經點位調整後，實際感測器布建位置

圖如圖 7，綠色點位為區公所管轄範圍之空品感測器點位，藍色點位為龍潭

工業區管轄範圍之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棕色點位為調整前原點位。 

 

圖7  龍潭科學園區布建圖 

 

 

調整前原點位 

工業區管轄 

區公所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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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區三和里空品感測器布建位置，經點位調整後，實際感測器布建位

置圖如圖 8，綠色點位為龍潭區三和里管轄範圍之空品感測器點位，棕色點

位為調整前原點位。 

 

圖8 龍潭區三和里布建圖 

 
  

調整前原點位 

區公所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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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場域協調 

本計畫採燈桿附掛空品感測器，收集各規劃場域路燈負責窗口並進行先

期工法溝通為前置作業重要工作，規劃場域主要分為工業局管轄的工業區服

務中心，國科會管轄的新竹科學園區所屬龍潭科學園區，私人興建的華亞科

學園區，各區公所，先完成前期工法介紹與溝通，各場域燈桿附掛溝通聯絡

資訊請參閱表 10。路燈權管機關回函同意附掛如附件 4，工業局所屬三處工

業區服務中心(大園工業區、平鎮工業區、觀音工業區)初審及複審通過，並

完成簽約及繳費。 

表10 各場域燈桿附掛溝通與配合事項 

地區 聯絡人 配合事項 

華亞工業區一期 蘇先生 
可配合附掛，確認桿號並行

文通知。 

華亞工業區二期 黃先生  

龍潭科學園區 徐先生 
可配合附掛，已確認桿號並

行文通知。 

經濟部工業局 陳小姐  

大園工業區 蔡先生 行文通知，並同意附掛。 

龜山工業區 藍先生 
已行文通知，希望也能提供

給廠商知道偵測結果 

平鎮工業區 許小姐 已行文通知 

觀音工業區 陳小姐 
已行文通知，並同意配合辦

理 

桃園區公所公園路燈

管理課 
高先生 

 環保局已行文區公所並

同意配合辦理 

 同時提供燈桿號以確認

迴路歸屬 

 金屬桿鑽孔務必補上矽

利康防水膠 

大園區公所工務課 陳小姐 

龜山區公所工務課 鍾先生 

平鎮區公所工務課 許小姐 

龍潭區公所工務課 陳先生 

觀音區公所工務課 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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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本計畫開始執行後，環保局已分別於 107 年 4 月 11 日及 4 月 19 日函文

通知上述單位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為本計畫之執行廠商，並請其同意將布

建所需之公共設施無償租予環保局作為附掛空氣品質感測器之用（附件 4）。

在徵得上述各單位初步同意後，環保局於 107 年 5 月 8 日前檢附路燈點位無

償租用申請書向各單位申請無償租用路燈供本計畫附掛空氣品質感測器之用。

相關申請與回覆函文統計如表 11： 

表11 用電申請與回覆函文統計表 

場域機關主管 場域機關 無償租用發文 機關同意回函 備註 

科技部管轄 竹科管理局

龍潭科學園

區 

5月 8日 5 月 16日  

經濟部工業局

管轄 

龜山工業區

服務中心 

5月 8日 

7月 19日 

8 月 1日  

觀音工業區

服務中心 

5月 8日 11 月 22日合約

生效 

7月 23日審查

會通過，同意

布建 

大園工業區

服務中心 

5月 8日 11 月 30日合約

生效 

協調會後調整

2具感測器至

大工路儒鴻前

汽電共生高架

柱體 

7月 20日審查

會通過，同意

布建 

平鎮工業區 

服務中心 

5月 8日 11 月 22日合約

生效 

7月 27日審查

會通過，同意

布建 

私人工業區 華亞科技園

區服務中心 

5月 8日 5月 16日(一期) 

5月 31日(二期) 

 

市政府管轄 桃園區公所 5月 8日 5 月 10日 龜山工業區內

燈桿協調會完

成 

龜山區公所 5月 8日 5 月 11日  

平鎮區公所 5月 8日 5 月 11 日  

龍潭區公所 5月 8日 5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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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機關主管 場域機關 無償租用發文 機關同意回函 備註 

觀音區公所 5月 8日 5 月 8日  

大園區公所 5月 8日 5 月 15日  

 

感測器位置與用地用電協調詳細資料請參見附件 4。 

 

  



107年桃園市空氣品質感測器布建合辦計畫 

期末報告 

 

Page 36 

2.9 布建成果 

布建密度依規格需求 2 公頃一顆布建，部分廠區占地較大，故換算若以

間隔距離安排約採 150~200 公尺間隔布建，裝設於工業區的公共設施如燈桿

上，但部分廠區占地較大屬私有地，各地區規劃數量分配依據路燈管轄單位

區分請參閱表 12，共計 400 點。 

依據感測類型區分為工業區內的工業感測點及社區內的社區感測點，統

計各地區感測類型分配表請參閱表 12。另外長期加裝 5 點輔助感測於桃園測

站供做輔助感測以做為未來平行比對。 

 

表12 布建數量分配表 

地區 
管轄區分 感測類型區分 

工業區管轄 區公所管轄 小計 工業感測點 社區感測點 小計 

大園 40 50 90 50 40 90 

龜山 22 47 69 49 20 69 

平鎮 30 24 54 38 16 54 

華亞 56 10 66 59 7 66 

龍潭 25 5 30 25 5 30 

觀音 26 29 55 31 24 55 

三和里 0 36 36 0 36 36 

合計 199 201 400 252 148 400 

備註：管轄區分依據感測器附掛之燈桿以電力迴路管轄單位來做區分，

感測類型區分依據感測器所在地區分感測類型。 

 

2.9.1 大園工業區布建成果 

本工業區主要廠商類別包括有化學製品製造業、金屬製品業及紡織業，

均屬於高污染的行業。規劃時根據平均兩公頃一具感測器的原則，以工業區

平均 150-300 公尺，工業區外 300-500 公尺的間距規劃點位。此外，參考環

保署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對於列管之空氣污染源周邊，採用最短間距

規劃。 

由於空氣污染會隨著風向擴散，因此布建時亦須考量當地盛行風向。台

灣地區盛行風向，冬季為東北風，夏季常吹西南風，桃園位在台灣北部，冬

夏風向與台灣地區盛行風相同，並未受到地形太多干擾，因此在規劃時，對

於外圍感測器，多選擇在區域的西南向與東北向設置，以感測受風力擴散之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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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路北段因中央分道島設有汽電共生高架設施，路燈均附掛於帽樑側

邊，無燈桿供架設感測器，僅能架設於汽電共生鋼架上，因此選定該路段兩

處汽電共生高架鋼架上架設感測器。區內大同公司廠區，占地遼闊，但為私

有廠區，因此無法進入架設，因此廠區之布建密調較低。 

大園工業區廠商廠商類型包括機械類，化學類，金屬類，電工器材類，

紡織類，造紙類，木竹籐製造類，非金屬礦物製品類，運輸工具類，食品類，

及其他類。分布圖如圖 9 所示。 

 

 

圖9 大園工業區廠商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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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園工業區及外圍分布，屬工業感測點 50 站（藍色），屬社區感測點 40

站（綠色），規劃如圖 10 所示。 

   

 

圖10 大園工業區感測點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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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可完整呈現大園工業區目前空氣品質感測器

的 PM2.5 濃度，也表示本期所布建的空氣品質感測器在大園工業區的監測狀

態，可供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作為施政參考用，環保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

台所示資訊請參閱下圖 11 所示。 

 

 

圖11 大園工業區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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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龜山工業區布建成果 

本工業區規劃根據平均兩公頃一具感測器的原則，以工業區平均 150-300

公尺，工業區外 300-500 公尺的間距規劃點位。此外，參考環保署列管污染

源資料查詢系統，對於列管之空氣污染源周邊，採用最短間距規劃。 

由於空氣污染會隨著風向擴散，因此布建時亦須考量當地盛行風向。台

灣地區盛行風向，冬季為東北風，夏季常吹西南風，桃園位在台灣北部，冬

夏風向與台灣地區盛行風相同，並未受到地形太多干擾，因此在規劃時，對

於外圍感測器，多選擇在區域的西南向與東北向設置，以感測受風力擴散之

污染。 

區內有鐵路貫穿，其沿線無法架設，靠近軌道的圖面標示龜山-08、龜山

-40、龜山-41 三處，除了做為工業感測點外，未來另外可用以評估火車經過

時軌道鐵屑造成 PM2.5的相關性評估；南僑化工與宏達電等私有廠區占地較

大，無法進入架設。 

龜山工業區廠商廠商類別包括有紡織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及機械設備製造業。主要廠商有佳

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明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等共 225 家。廠商分布

請參閱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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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龜山工業區廠商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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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感測器布建選點方面分為工業感測點及社區感測點 2 種，屬工

業感測點 49 站（藍色），屬社區感測點 20 站（綠色），規劃感測點請參閱圖

13 所示。 

 

圖13 龜山工業區感測點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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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可完整呈現龜山工業區目前空氣品質感測器

的 PM2.5 濃度，也表示本期所布建的空氣品質感測器在龜山工業區的監測狀

態，可供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作為施政參考用，環保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

台所示資訊請參閱下圖 14。 

 

 

圖14 龜山工業區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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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平鎮工業區布建成果 

平鎮工業區規劃時根據平均兩公頃一具感測器的原則，以工業區平均

150-300 公尺，工業區外 300-500 公尺的間距規劃點位。此外，參考環保署列

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對於列管之空氣污染源周邊，採用最短間距規劃。 

由於空氣污染會隨著風向擴散，因此布建時亦須考量當地盛行風向。台

灣地區盛行風向，冬季為東北風，夏季常吹西南風，桃園位在台灣北部，冬

夏風向與台灣地區盛行風相同，並未受到地形太多干擾，因此在規劃時，對

於外圍感測器，多選擇在區域的西南向與東北向設置，以感測受風力擴散之

污染。 

本區基地大致方正，以東西向的南豐路為主要出入幹道，南北向則是以

工業一路、工業二路、工業三路及工業五路形成骨幹，南側則是以工業六路、

工業十路及工業七路串起工業九路、工業十一路及工業十二路等次要道路，

布建規劃時，沿此區內路網布建，形成網格式監測網。 

本區範圍規模較小，南側及東北側與住宅鄰接，因此在住宅區中增設社

區感測測站作為監控。 

平鎮工業區主要廠商類別包括有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紡織業、化學製品製造業及塑膠製品製造業。 

區內各廠多為環保署列管空氣汙染排放申報廠商，如穎台科技、敬鵬工

業、伸昌光電、台灣嘉碩科技、錦群實業、志順企業、祥竑電子等，其周邊

均有規劃感測器建置。廠商分布圖請參閱圖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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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平鎮工業區廠商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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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感測器布建選點方面分為工業感測點及社區感測點 2 種，工業

感測點 38 站（藍色），社區感測點 16 站（綠色），詳細規劃布點如圖 16 所示。 

    

 

圖16 平鎮工業區感測點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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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可完整呈現平鎮工業區目前空氣品質感測器

的 PM2.5 濃度，也表示本期所布建的空氣品質感測器在平鎮工業區的監測狀

態，可供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作為施政參考用，環保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

台所示資訊請參閱下圖 17 所示。 

 

 

圖17 平鎮工業區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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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華亞科技園區布建成果 

本區為民間籌建經營，規劃時根據平均兩公頃一具感測器的原則，以工

業區平均 150-300 公尺，工業區外 300-500 公尺的間距規劃點位。 

本區區域屬狹長形分布，布建規劃時以復興三路、華亞一路、華亞二路

及華亞三路為縱向主軸，與科技一路、科技三路、文化二路、科技五路、科

技六路及科技九路橫向交會形成網格分布。區域北側有住宅區，東北側亦與

林口工三工業區鄰接，南區為台地地形，較少聚落，社區感測布建則以北側

區域為主。 

華亞科技園區主要廠商類別包括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光電製造業及半導體製造業。另參考環保署列管污染源資

料查詢系統，對於列管之空氣污染源周邊，採用最短間距規劃。如萬達光電、

元太科技、穩懋半導體、華亞汽電等廠區，華亞科技園區廠商分布圖請參閱

圖 18 所示。 

 

圖18 華亞科技園區廠商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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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亞科技園區布建選點方面分為工業感測點及社區感測點 2 種，屬工業

感測點 59 站（藍色），屬社區感測點 7 站（綠色），細部點位規劃如圖 19 所

示。 

 

圖19 華亞科技園區感測點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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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可完整呈現華亞科技園區目前空氣品質感測

器的 PM2.5 濃度，也表示本期所布建的空氣品質感測器在華亞科技園區的監

測狀態，可供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作為施政參考用，環保環保署環境物聯

網平台所示資訊請參閱下圖 20 所示。 

 

 

圖20 華亞科技園區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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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龍潭科學園區布建成果 

本科學園區規劃時根據平均兩公頃一具感測器的原則，以工業區平均

150-300 公尺，工業區外 300-500 公尺的間距規劃點位。此外，參考環保署列

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對於列管之空氣污染源周邊，採用最短間距規劃。 

本區基地面積較小，以龍園一路貫穿全區，一半面積為友達光電、明基

電通與台積電私有廠區，其他包括台灣日鑛金屬亦屬環保署列管空污排放申

報廠商。而本區周邊多屬未開發之丘陵地，缺乏包圍布建所需之點位，因此

選擇鄰近之德龍國小及最近之社區設置社區感測點。 

龍潭科學園區主要廠商類別包括有光電產業、生技產業、半導體製造業

及智慧型行動裝置產業。廠商分布圖請參閱圖 21 所示。 

 

 

圖21 龍潭科學園區廠商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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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科學園區布建選點方面分為工業感測點及社區感測點 2 種，屬工業

感測點 25 站（藍色），屬社區感測點 5 站（綠色），規劃請參閱下圖 22 所示。 

 

圖22 龍潭科學園區感測點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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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可完整呈現龍潭科學園區目前空氣品質感測

器的 PM2.5 濃度，也表示本期所布建的空氣品質感測器在龍潭科學園區的監

測狀態，可供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作為施政參考用，環保環保署環境物聯

網平台所示資訊請參閱下圖 23 所示。 

 

圖23 龍潭科學園區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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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觀音工業區布建成果 

本工業區主要廠商類別包括有化學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紡織

業、金屬製品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基本金屬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

業及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因此空氣污染嚴重。規劃時根據平均兩公頃一具

感測器的原則，以工業區平均 150-300 公尺，工業區外 300-500 公尺的間距

規劃點位。此外，參考環保署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對於列管之空氣污

染源周邊，採用最短間距規劃。 

本區在 105 年已經先行布建 100 具空氣品質監測器，因此本次布建著眼

於增加密度與周邊社區檢測布建。 

觀音工業區主要廠商類別包括有化學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紡

織業、金屬製品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基本金屬製造業、機械設備製

造業及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廠商分布圖請參閱圖 24 所示。 

 

 

圖24 觀音工業區廠商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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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工業區布建選點方面分為工業感測點及社區感測點 2 種，，屬工業

感測點 31 站（藍色），屬社區感測點 24 站（綠色），紅色點位為原已布建之

感測器。細部規劃請參閱圖 25 所示。 

 

 

圖25 觀音工業區感測點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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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可完整呈現觀音工業區目前空氣品質感測器

的 PM2.5 濃度，也表示本期所布建的空氣品質感測器在觀音工業區的監測狀

態，可供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作為施政參考用，環保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

台所示資訊請參閱下圖 26。 

 

 

圖26 觀音工業區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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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三和里空污熱點布建成果 

本區並未劃設工業區，但有多家廠商在此區設廠，包括中華映管、友達

光電、新應材、銡祥實業、安捷企業、志祥精密工業及厚生等。由於周邊區

域居民多次陳情，因此在本區規畫布建。規劃時根據平均兩公頃一具感測器

的原則，以 300-500 公尺的間距規劃點位。此外，參考環保署列管污染源資

料查詢系統，對於列管之空氣污染源周邊，採用最短間距規劃。 

龍潭區三和里空污熱區，屬社區感測點計 36 站，規劃如圖 27。 

 

 

圖27 三和里空污熱區感測點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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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可完整呈現龍潭區三和里目前空氣品質感測

器的 PM2.5 濃度，也顯示本期所布建的空氣品質感測器在龍潭區三和里的監

測狀態，可供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作為施政參考用，環保環保署環境物聯

網平台所示資訊請參閱下圖 28。 

 

 

圖28 三和里空污熱區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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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巡檢與維護作業 

由於感測器本身有使用壽命上的限制，感測器安裝到現場後，會因感測

元件的衰退及各種環境因素(如灰塵、水氣、溫度、濕度變化等)影響，產生

準確度與可靠度的變化。定期巡檢的目的在於了解感測器在長期使用之下的

各項感測參數變化，並進行重新校正，以確保數據品質。本計畫建立分級巡

檢智慧維護檢修作業模式，將感測器依據布建位址，透過區域相似特性分群

(相鄰 3 個感測器為一組)，執行每 4 週至少 1 次的每群品質管制查核作業，

平均每個感測器每 1 季至少巡檢 1 次。 

巡檢方法主要基於 Error Propagation 的原理，將定期校正比對後之標準

感測器附掛於布建現場同一高度、同一地點的感測器旁，進行平行數據比對

作業，收集回來的數據將會進行誤差、相關性等比對，並視需要進行重新校

正，巡檢校正比對標準作業程序執行說明如下：  

1. 計畫共計建置 400 個感測器，各組感測器以鄰近 3 組感測器設為 1 組，

共計分為 134 組。 

2. 建立巡檢用標準感測器，與環保署標準測站進行 3 天平行比對，確認相

對偏差(bias )< 30%，相關係數(R2)>70%。 

3. 巡檢人員依據巡檢工單排定巡檢路線及領取標準感測器，確認標準感測

器電源開關已關閉，確認感測器行動電源電力充足。  

4. 前往比對地點，依群組分類進行巡檢比對，附掛前確認燈桿桿號及欲比

對之感測器編號，並進行現場交管及交通錐設置。  

5. 開啟傳輸標準感測器電源開關後架設工作梯，確認工作梯穩固後將傳輸

標準感測器附掛於感測器旁。  

6. 確認測試主機收到標準感測器數值後，開始進行平行比對。 

7. 拍攝平行比對作業照片一張及桿號照片一張(拍照時先開啟手機定位及

拍照定位服務，才可定位該點之 GPS 位置)。 

8. 撤除工作梯、交通錐，重複步驟(3)至(6)，進行下一個比對地點標準感

測器附掛程序。  

9. 巡檢比對時間：規劃至少收集 16 小時之資料，藉以評估感測器之狀況。  

10. 隔天依照昨天路線依序回收標準感測器。  

11. 進行現場交管及交通錐設置，架設工作梯，回收標準感測器並關閉電源

開關。  

12. 比對結束，回到後勤基地進行標準感測器充電。 

 排除低於 15μg/m3 數據紀錄，分析每一受檢感測器巡檢比對紀錄，彙

整每季感測器巡檢成果，待執行整季巡檢比對資料後，於 11 月份、12 月份

工作月報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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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受檢感測器與標準感測器相對器差(bias)超過 30%，或受檢感測器與

標準感測器相關係數(R2)低於 70%，進行數據校正作業，校正完成後再安排

標準感測器平行比對作業，如果仍無法維持上述標準，即進行感測器更換作

業。 

 

2.10.1  巡檢分組 

依空氣品質感測器安裝的位置分佈，將屬性相同的三台劃分為一組，共分 134

組，每季第一個月巡檢、維護保養每組中的第一台，第二個月巡檢、維護保養每

組中的第二台，第三個月則巡檢、維護保養每組中的第三台，每台感測器以每季

至少巡檢、維護保養 1 次為原則， 每季產生一次數據品質巡檢報告。 

感測器選點作業完成後，即根據感測器規劃位置進行分組，分組清單請見附

件 7。 

 

2.10.2  簡易巡檢 

每月巡檢時，依照簡易巡檢檢點表項目進行簡易巡檢，主要為針對設備本身、

周遭環境以及安裝設施進行檢查。巡檢工班攜帶簡便工具，如有不符合檢點標準

之項目，立即予以改善，如有當場無法改善之處，則做成記錄回報，另行安排派

工前往改善，以期維持所有感測器在最佳工作狀態，確保監測數值的正確性與完

整性。 

本年度自九月開始進行巡檢作業，搭配比對巡檢同時進行簡易巡檢，依照巡

檢分組表之規劃，九月巡檢 133台，十月巡檢 133 台，十一月巡檢 134台，共計

已完成 400台感測器之簡易巡檢。巡檢結果發現部分感測器狀態均屬完整，管線

無破損，管線銜接燈桿處矽力康彌封均未受破壞，部分站點施予預防性補強。 

簡易巡檢記錄請參見附件 8。 

 

2.10.3  比對巡檢 

比對巡檢作業自九月開始進行，第一季比對巡檢期間為九月、十月及十一月，

九月及十月巡檢各 133 台感測器，十一月巡檢 134 台感測器，合計 400台。九月

巡檢各組第一台感測器，十月巡檢各組第二台，十一月巡檢各組第三台，如遇巡

檢期間，各組該次巡檢之感測器因故未能正常運作，例如路燈供電迴路故障，則

以該組尚未巡檢過之感測器取代接受巡檢，第三個月仍未復電而未能執行巡檢之

感測器，則於日後補行巡檢。 

本季巡檢期間，第三個月(十一月)原應巡檢 134台，但排定巡檢之龍潭-21因

AC迴路故障(已報修並發函環保局備查)掛測無效，但實際掛測 136台，合計本季

巡檢掛測 402次。掛測結束後分析所有比對資料，九月份因一台比對源掛測後與

測站之比對分析未達標準，表示比對源異常，其掛測比對之數據不予採納，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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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台感測器受到影響，必須重新掛測。其中 1台感測器於十一月已重行掛測，無

須另行安排掛測，其餘 9台，已列入十二月之巡檢掛測清單。 

此外，十月有 2台感測器，十一月有 1台感測器，與比對源比對之數據異常，

必須重新掛測，安排於十二月巡檢時補行掛測。其餘 387台巡檢比對掛測數據符

合標準，通過率為 96.75%。 

第一季比對巡檢掛測記錄及巡檢報告請見附件九。 

 

2.10.4  維護作業 

感測器布建之後，為確保所以感測器都能正常運作，必須在設備異常時派工

維修，排除障礙。感測器架設於室外路燈燈桿上，除設備本身可能出現障礙之外，

非屬感測器本身因素所造成的障礙，諸如路燈 AC 電源迴路故障、電壓電流不穩定

導致斷路保護器跳脫或燒毀保險絲、進出氣管蟲繭阻塞、人為破壞(拔斷接線、拔

除斷電保護器)等也都有發生，因此在接獲告警或知悉狀況後，須立即派出工班前

往查修。 

由於路燈於白天不會供電，要檢測出 AC電源迴路故障之原因須於夜間前往檢

測，因此若遇到感測器斷線時，會請工班於夜間路燈供電時段前往查測。如檢測

結果確認設備正常，一次測量不到電壓，且路燈不亮時，即可判定為 AC迴路故障

的狀態。其他若屬接線、斷路保護器、保險絲或設備障礙的問題，則依照 SOP立

即處理。 

若屬進出氣管蟲繭阻塞，僅會影響 PM2.5及 VOC 的偵測，感測器本身仍會正常

運作，雲端平台也仍能遲須接收資料，但 PM2.5會出現持續異常固定低值，遇此狀

況時，會請工班前往檢視進出企管到異常狀況，並予以清除阻塞。 

以下圖 29至圖 34 為各區障礙查修照片，維護作業紀錄請參見附件 10。 

 

 

圖29 龍潭三和里 進出氣管蟲繭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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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龜山區 道路施工挖斷路燈 AC 迴路 

 

圖31 龍潭科學園區 斷路保護器跳脫 



第2章 工作方法與成果 

 

 

Page 63 

 

圖32 大園工業區 一次側沒電 

 

圖33 大園工業區 整排路燈不亮 AC 迴路故障 

 

圖34 觀音工業區 一次側沒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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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數據上傳完整率 

感測器布建完成之後，至遲須於 107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 1 個月以上 400

點之感測數據資料上傳至環保署指定平臺。各感測器每 3 分鐘產出各污染物

濃度或環境參數之有效平均監測數據（包括觀測值、校正值），至遲於監測後

5 分鐘內，以資料串流方式，將即時數據發布至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臺，即

時展示於環保署指定資料應用展示資訊網頁。107 年資料完整率應以 90%為

目標。 

根據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統計資料顯示，桃園區 405 顆微型空氣品質

感測器於 107 年 9 月資料完整率為 97.87%，符合 107 年資料完整率應以 90%

為目標之要求。107 年 9 月資料完整率資料來源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物

聯網平台，如圖 35 所示 

 

圖35 107 年 9 月資料完整率 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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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 10 月 31 日開始提供分區數據上傳完整率如圖 36，

整體完整率 96.77%，符合 107 年資料完整率應以 90%為目標之要求。 

 

圖36  107 年 10 月資料完整率 96.77% 

 

107年 11月資料各區完整率均達到 95%以上，符合「107年資料完整率應以

90%為目標」之目標，各區完整率如下表 13，分區數據上傳完整率如圖 37。 

表13 十一月份各區資料完整率 

區域 資料完整率 資料接收率 

大園工業區 97.11% 100.00% 

平鎮工業區 99.04% 100.00% 

龜山工業區 97.25% 100.00% 

華亞科技園區 99.36% 100.00% 

龍潭科學園區 95.33% 99.38% 

觀音工業區 97.29% 100.00% 

龍潭區三和里 95.25% 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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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107 年 11 月各區資料完整率大於 95% 

 

 

圖38  107 年 12 月各區資料完整率大於 94% 

另外提供 107 年 9 月至 12 月全日所有感測器完整率資料請參見附件 6。 

 

桃園地區路燈供電迴路故障後，修復時間較久，雖然設備內建電池可維持 48

小時運作，但常因電力耗盡後，路燈供電迴路仍未恢復正常而造成斷線，9 月份及

10月份路燈迴路故障已透過夜間拍照取證並以不可抗力因素發函通知備查，迴路

故障清單如表 14，相關舉證照片請參閱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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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路燈供電迴路故障報備清單 

編號 狀態 斷線時間 備註 

龜山-07 斷線 2018/8/17 道路施工挖斷路燈電路 

觀音-14 斷線 2018/8/24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觀音-15 斷線 2018/8/24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觀音-23 斷線 2018/8/24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龜山-43 斷線 
2018/9/16 

04:34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龜山-44 斷線 
2018/9/16 

04:34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觀音-38 斷線 
2018/9/29 

12:01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龍潭-21 斷線 
2018/9/29 

14:39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龍潭-12 斷線 
2018/10/1 

17:56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龍潭-22 斷線 
2018/10/1 

17:53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大園-07 斷線 
2018/10/3 

09:30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大園-08 斷線 
2018/10/3 

09:36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大園-09 斷線 
2018/10/3 

09:42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大園-10 斷線 
2018/10/3 

06:09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大園-23 斷線 
2018/10/3 

09:36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大園-47 斷線 
2018/10/3 

00:53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大園-48 斷線 
2018/10/3 

05:51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大園-49 斷線 
2018/10/3 

04:50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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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狀態 斷線時間 備註 

大園-50 斷線 
2018/10/3 

06:44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大園-51 斷線 
2018/10/3 

07:02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華亞-30 斷線 
2018/10/7 

06:42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大園-35 斷線 
2018/10/13 

18:32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華亞-06 斷線 
2018/10/14 

18:22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華亞-07 斷線 
2018/10/14 

17:46 
路燈 AC迴路故障，已報修 

 

桃園地區路燈供電迴路故障問題較頻繁，且處理時間較久，將採取以下措施

縮短斷線期間: 

1. 透過平台告警系統可以得知路燈缺電導致內建行動電源耗光而停止傳送資料

的空品設備，一旦發現有斷線的 Line 通知, 經判斷與信號品質無關並搭配查詢

前一日電源供電狀態回報資料，當日隨即派工前往處理。 

2. 工程師於晚上到現場後，觀察路燈供電狀況，隨即測量路燈 AC 迴路電壓，並

拍照存證，如發現漏電斷路保護器跳脫或故障，隨即復歸或更換。 

3. 經確認為路燈供電迴路問題後，隨即電話通知工業局或是透過網頁進入桃園市

路燈管理系統(http://www1.isn.com.tw/sltaoyuan/Default.aspx)，進行報修作業，

並持續追蹤觀察，如果仍未修復，則撥打 1999 專線，再度以電話報修方式，

確認報修進度。 
  

http://www1.isn.com.tw/sltaoyuan/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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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結論與建議 
結論: 

本計劃布建之空氣品質感測器屬環保署城鄉級測站，係利用微型空品感

測器，布建採密度小尺度，以監測空氣品質 PM2.5、溫度、濕度及 VOCs 數據

間之變化，來探討空氣品質變化與空氣污染問題時，藉由高密度布建之微型

空品感測器數據，以縮小空間尺度，提供精緻即時空品資訊，分析污染源熱

區、時間，建立污染源通報預警及智慧環境督察模式。 

本計畫執行期間為 107年 4月 1日至 12月 31日，主要工作項目及查核

點包括 107年 4月 10日前完成前置作業及布建細部規劃並提交第一期工作進

度報告書、8月 31日前完成布建並提交第二期工作進度報告、9月 30以前數

據完整率達到 90%以上、11月 5日提交成果報告、12月 31日完成期末報告。

本計畫各工作項目執行進度皆已 100%完成，並且符合查核點要求。 

本計畫屬合辦計畫，以布建感測器為主，環保署委由工研院協助制訂一

系列之 SOP 作業程序，皆以滾動式檢討修正 SOP 標準，依此標準 SOP 準則

審核本計畫提出之細部計畫書布建規範及布建感測器施工建置及後勤維護之

驗收標準。 

依據 9月至 12 月累積監測數據，結合環保署平台及本團隊之 Smart Air

平台網頁分析工具，本團隊亦蒐集分析小尺度空氣品質變化以供未來管制策

略參考依據。對於突發異常事件，可透過 Smart Air PM2.5 5分鐘即時區域標

準差凸波高值門檻告警機制，快速掌握異常高值，再連動時空分析工具，以

區別是否有污染擴散或僅單點瞬間異常高值。本團隊使用之 VOC感測器，對

於易發生氧化還原的氣體物種容易發生指標反應，對於常態高值區，透過蒐

集各個感測器的 VOC 月均值，以區域為單位，換算感測器的 VOC月均值 Z分

數後，篩選 0.5個標準差的感測器為高值熱區，對於連續 2~3個月都出現在

高值熱區的感測器，可列為進一步分析管制之參考。 

107 年度建立 400 站空氣品質感測物聯網，透過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

及本團隊之 Smart Air 平台，輔助判斷污染源與擴散方向，可再配合局內固定

污染源計畫，稽查製程空氣污染排放是否符合標準。若發生經常性高值，確

認後進行列管，再搭配局內稽查隊進行聯合稽查。屢遭陳情處，也可透過監

測數據歷史資料調閱及時間特徵分析，輔助判斷污染行為，提升稽查效能。 

 

建議: 

未來可建立環保局自有監測平台，自我掌控警示值設定與警示通知，自

動產生感測器污染玫瑰圖以輔助分析污染來源，建立 PM2.5 與 VOC 雙感測值

的動態視覺化歷史資料回放，以輔助分析時間與空間小尺度下的空氣品質變

化，進而判斷可能污染源與擴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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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級之微型空氣品質感測器布建後，如何有效確保數據之精準度、及

善用蒐集到之大數據分析，成為重要之課題，據此，環保署已陸續開辦一系

列之教育課程，並陸續開放提供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決策分析等多項分析

服務供局方解析及應用。本計畫後續執行巡檢作業維護，則依據環保署相關

制定之巡檢維護作業辦法，確實執行及後勤維護時效性，以達到感測器數據

之精準性，以環保署之標準要求，使微型空品感測器蒐集到之數據，以數據

上傳完整率達 90%以上為標準。另本團隊提供 Smart Air 平台數據分析工具服

務，作為輔助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之功能，再以 IoT 大數據服務，收集長

期資料後進入機器學習服務運算，未來在數據之判讀及解析上，可作為專家

學者及局方與大署之判斷之研究與參酌依據。 

 

就兩個月的數據收集來看，在數據分析作業與應用章節中，已列出依據

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 1 個月數據分析後的高潛勢污染風險區域大園工業區，

並且列出熱區內的感測熱點，同時也就各工業區及周邊社區的監測數據中，

以每個感測器的 PM2.5日均值統計分析方式，分類各區域中偏高值天數較多

的感測點。VOC 月均值也透過 Z 分數統計篩選 0.5 個標準差以上的高值區，

對於常態性處於 VOC 高值區的感測器有鑑別效果。經過以上縮小污染熱區

及感測型態的管制重點區後，可提供未來稽查重點及管制策略參考。原始資

料都已保留在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及 Smart Air 平台上，未來也可提供給專

家學者利用其他的統計分析工具，提供更有效精確的數據應用。有關一區域

內多個感測器監測值是否再以平均值作為此區的監測數據代表，環保署環境

物聯網平台及 Smart Air 平台已透過驗證與嘗試來解讀數據，中位數可避免極

端值的影響，可具有代表性，將來長時間段的空品惡化告警機制的改善與分

析，可多利用中位數分析法來代表該區域的長時間段之監測數據狀態。 

 

數據分析流程可透過環保署環境物聯網平台及 Smart Air 平台工具搭配

使用，發揮各自專長功能，提升分析效益。透過數據分析功能達到預警效果

仍是兩個平台正在努力的方向，結合背景濃度值、高值出現後是否往下風處

地理位置的感測器在後續時間序列上也產生高值影響的擴散效應，應該對污

染源提前預警與成功鑑別率有提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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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僅係受託廠商或個人之意見，僅供環保局施政之參考」。 

＊「本報告之著作財產權屬環保局所有，非經環保局同意，任何人均不得重製、

仿製或為其他之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