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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970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570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宜民、黃昭順、顏寬恒等 17 人，有鑑於空氣污染
防制法自民國 91 年 6 月 19 日全文修正公告 86 條後，迄今未
能與時俱進，致使空污防治成效不彰！爰擬具「空氣污染防
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削減污染物之實際排放量；空污
費專款專用、流行病學調查、檢舉獎金；相關資料上網公告
；淘汰高污染機具；並提高相關罰則等。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說明：
一、削減空氣污染物之實際排放量（草案第六條、第八條）。
二、空污費專款專用、增訂流行病學調查與檢舉獎金（草案第十八條）。
三、相關資料上網公告（草案第十三條、第二十二條）。
四、淘汰高污染機具（草案第三十四條）。
五、提高相關罰則（草案第四十六條至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一條）。

提案人：陳宜民

黃昭順

顏寬恒

連署人：吳志揚

張麗善

鄭天財 Sra Kacaw

柯志恩

林為洲

曾銘宗

林麗蟬

費鴻泰

李彥秀

蔣萬安

許淑華

蔣乃辛

簡東明

徐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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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六條

一級防制區內，除維

條

第六條

一級防制區內，除維

為確保固定污染源能有效刪減

繫區內住戶民生需要之設施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必要設

繫區內住戶民生需要之設施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必要設

，應確實削減污染物之實際排
放量，以達防制空氣污染之目

施或國防設施外，不得新增
或變更固定污染源。

施或國防設施外，不得新增
或變更固定污染源。

的。

二級防制區內，新增或
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

二級防制區內，新增或
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

放量達一定規模者，其污染
物排放量須經模式模擬證明

放量達一定規模者，其污染
物排放量須經模式模擬證明

不超過污染源所在地之防制
區及空氣品質同受影響之鄰

不超過污染源所在地之防制
區及空氣品質同受影響之鄰

近防制區污染物容許增量限
值。

近防制區污染物容許增量限
值。

三級防制區內，既存之
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實

三級防制區內，既存之
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

際排放量；新增或變更之固
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

放量；新增或變更之固定污
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

定規模者，應採用最佳可行
控制技術，且其污染物排放

模者，應採用最佳可行控制
技術，且其污染物排放量經

量經模式模擬證明不超過污
染源所在地之防制區及空氣

模式模擬證明不超過污染源
所在地之防制區及空氣品質

品質同受影響之鄰近防制區
污染物容許增量限值。

同受影響之鄰近防制區污染
物容許增量限值。

前二項污染物排放量規
模、二、三級防制區污染物

前二項污染物排放量規
模、二、三級防制區污染物

容許增量限值、空氣品質模
式模擬規範及最佳可行控制

容許增量限值、空氣品質模
式模擬規範及最佳可行控制

技術，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技術，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地
形、氣象條件，將空氣污染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地
形、氣象條件，將空氣污染

一、為有效落實空污管制，中
央主管機關應依據地形、氣

物可能互相流通之一個或多
個直轄市、縣（巿）指定為

物可能互相流通之一個或多
個直轄市、縣（巿）指定為

象條件，將空氣污染物可能
互相流通之一個或多個直轄

總量管制區，訂定總量管制
計畫，並於半年內公告實施

總量管制區，訂定總量管制
計畫，公告實施總量管制。

市、縣（巿）指定為總量管
制區，訂定總量管制計畫，

總量管制。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
量管制區，新設或變更之固

並於本法修正通過後半年內
公告實施總量管制。

量管制區，新設或變更之固

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

二、為確保固定污染源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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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
定規模者，須經模式模擬證

定規模者，須經模式模擬證
明不超過該區之污染物容許

刪減，應確實削減污染物之
實際排放量，以達防制空氣

明不超過該區之污染物容許
增量限值。

增量限值。
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

污染之目的。

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
總量管制區，既存之固定污

總量管制區，既存之固定污
染源應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

染源應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
認可其污染物實際排放量，

認可其污染物排放量，並依
主管機關按空氣品質需求指

並依主管機關按空氣品質需
求指定之目標與期限削減；

定之目標與期限削減；新設
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污染物

新設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污
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模者，

排放量達一定規模者，應採
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並取

應採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並取得足供抵換污染物增量

得足供抵換污染物增量之排
放量。

之排放量。
既存之固定污染源因採

既存之固定污染源因採
行防制措施致實際削減量較

行防制措施致實際削減量較
指定為多者，其差額經當地

指定為多者，其差額經當地
主管機關認可後，得保留、

主管機關認可後，得保留、
抵換或交易。

抵換或交易。
第二項污染物容許增量

第二項污染物容許增量
限值、第二項、第三項污染

限值、第二項、第三項污染
物排放量規模、第三項既存

物排放量規模、第三項既存
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

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
可準則、前項削減量差額認

可準則、前項削減量差額認
可、保留抵換及交易辦法，

可、保留抵換及交易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
關定之。

關定之。

第十二條

（刪除）

第十二條

第八條至前條關於

第八條之修正條文已明訂總量

總量管制之規定，應於建立

管制之啟動機制，爰刪除本條

污染源排放量查核系統及排

。

放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經濟部分期分區公
告實施。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

為讓民眾能即時掌握空氣品質

石化工業區所在之鄉鎮市區

石化工業區所在之鄉鎮市區

監測站之測量結果狀況，爰要

、各級主管機關應選定適當

、各級主管機關應選定適當

求主管機關應將監測之空氣品

地點，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

地點，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

質狀況即時上網公布。

，將空氣品質狀況即時上網

，定期公布空氣品質狀況。

公布。
第十七條

前條空氣污染防制

第十七條

前條空氣污染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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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除營建工程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徵收外，由

費除營建工程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徵收外，由

幅度自百分之三十提高到至
百分之五十。

中央主管機關徵收。中央主
管機關由固定污染源所收款

中央主管機關徵收。中央主
管機關由固定污染源所收款

二、因本法第十九條已有採行
污染防制減量措施得申請減

項應以百分之六十比例將其
撥交該固定污染源所在直轄

項應以百分之六十比例將其
撥交該固定污染源所在直轄

免空氣污染防制費之規定，
故刪除本條得建議減少費率

市、縣（市）政府運用於空
氣污染防制工作。但直轄市

市、縣（市）政府運用於空
氣污染防制工作。但直轄市

之文字。

、縣（市）政府執行空氣品
質維護或改善計畫成果不佳

、縣（市）政府執行空氣品
質維護或改善計畫成果不佳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或未
依第十八條規定使用者，中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或未
依第十八條規定使用者，中

央主管機關得酌減撥交之款
項。

央主管機關得酌減撥交之款
項。

前項收費費率，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依空

前項收費費率，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依空

氣品質現況、污染源、污染
物、油（燃）料種類及污染

氣品質現況、污染源、污染
物、油（燃）料種類及污染

防制成本定之。
前項費率施行滿一年後

防制成本定之。
前項費率施行滿一年後

，應定期由總量管制區內之
地方主管機關考量該管制區

，得定期由總量管制區內之
地方主管機關考量該管制區

環境空氣品質狀況，依前項
費率增加百分之五十範圍內

環境空氣品質狀況，依前項
費率增減百分之三十範圍內

，提出建議收費費率，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可並公

，提出建議收費費率，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可並公

告之。

告之。

第十八條

空氣污染防制費專

空氣污染防制費專

增列流行病學調查，以維護民

供空氣污染防制之用，其支
用項目如下：

第十八條

供空氣污染防制之用，其支
用項目如下：

眾健康權益；增列檢舉獎金事
項，鼓勵員工或居民檢舉。

一、關於主管機關執行空氣
污染防制工作事項。

一、關於主管機關執行空氣
污染防制工作事項。

二、關於空氣污染源查緝及
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二、關於空氣污染源查緝及
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三、關於補助及獎勵各類污
染源辦理空氣污染改善工

三、關於補助及獎勵各類污
染源辦理空氣污染改善工

作事項。
四、關於委託或補助檢驗測

作事項。
四、關於委託或補助檢驗測

定機構辦理汽車排放空氣
污染物檢驗事項。

定機構辦理汽車排放空氣
污染物檢驗事項。

五、關於委託或補助專業機
構辦理固定污染源之檢測

五、關於委託或補助專業機
構辦理固定污染源之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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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及評鑑事項。
六、關於空氣污染防制技術

、輔導及評鑑事項。
六、關於空氣污染防制技術

之研發及策略之研訂事項
。

之研發及策略之研訂事項
。

七、關於涉及空氣污染之國
際環保工作事項。

七、關於涉及空氣污染之國
際環保工作事項。

八、關於空氣品質監測及執
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八、關於空氣品質監測及執
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九、關於徵收空氣污染防制
費之相關費用事項。

九、關於徵收空氣污染防制
費之相關費用事項。

十、執行空氣污染防制相關
工作所需人力之聘僱事項

十、執行空氣污染防制相關
工作所需人力之聘僱事項

。
十一、關於空氣污染之健康

。
十一、關於空氣污染之健康

風險評估、流行病學調查
及管理相關事項。

風險評估及管理相關事項
。

十二、關於潔淨能源使用推
廣及研發之獎勵事項。

十二、關於潔淨能源使用推
廣及研發之獎勵事項。

十三、關於空氣污染檢舉獎
事項。

十三、其他有關空氣污染防
制工作事項。

十四、其他有關空氣污染防
制工作事項。

前項空氣污染防制費，
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管理運

前項空氣污染防制費，
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管理運

用，並成立基金管理委員會
監督運作，其中學者、專家

用，並成立基金管理委員會
監督運作，其中學者、專家

及環保團體代表等，應占委
員會名額三分之二以上，且

及環保團體代表等，應占委
員會名額三分之二以上，且

環保團體代表不得低於委員
會名額九分之一。

環保團體代表不得低於委員
會名額九分之一。

前項基金之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及直

前項基金之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及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分
別定之。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分
別定之。

第一項空氣污染防制費
有關各款獎勵及補助之對象

第一項空氣污染防制費
有關各款獎勵及補助之對象

、申請資格、審查程序、獎
勵及補助之撤銷、廢止與追

、申請資格、審查程序、獎
勵及補助之撤銷、廢止與追

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
源，因採行污染防制減量措

第十九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
源，因採行污染防制減量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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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能有效減少實際污染排
放量達一定程度者，得向主

施，能有效減少污染排放量
達一定程度者，得向主管機

管機關申請獎勵；其已依第
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繳納空氣

關申請獎勵；其已依第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繳納空氣污染

污染防制費者，得向主管機
關申請減免空氣污染防制費

防制費者，得向主管機關申
請減免空氣污染防制費。

。
前項空氣污染防制費之

前項空氣污染防制費之
減免與獎勵之對象、申請資

減免與獎勵之對象、申請資
格、審查程序、撤銷、廢止

格、審查程序、撤銷、廢止
與追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與追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放量，以達防制空氣污染之目
的。

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公私場所具有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
定污染源者，應於規定期限
內完成設置自動監測設施，
連續監測其操作或空氣污染
物排放狀況，並向主管機關
申請認可；其經指定公告應
連線者，其監測設施應於規
定期限內完成與主管機關連
線並上網公布。
前項以外之污染源，主
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指定
公告其應自行或委託檢驗測
定機構實施定期檢驗測定並
上網公布。
前二項監測或檢驗測定
結果，應作成紀錄，並依規
定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監
測或檢驗測定結果之紀錄、
申報、保存、連線作業規範
、完成設置或連線期限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公私場所具有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
定污染源者，應於規定期限
內完成設置自動監測設施，
連續監測其操作或空氣污染
物排放狀況，並向主管機關
申請認可；其經指定公告應
連線者，其監測設施應於規
定期限內完成與主管機關連
線。
前項以外之污染源，主
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指定
公告其應自行或委託檢驗測
定機構實施定期檢驗測定。
前二項監測或檢驗測定
結果，應作成紀錄，並依規
定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監
測或檢驗測定結果之紀錄、
申報、保存、連線作業規範
、完成設置或連線期限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讓民眾能即時掌握空氣污染
源之狀況，該污染源監測站之
測量結果應上網公布。

第三十四條 交通工具排放空
氣污染物，應符合排放標準

第三十四條 交通工具排放空
氣污染物，應符合排放標準

一、修正第二項要求中央主管
機關，訂定交通工具排放空

。

。
前項排放標準，由中央

前項排放標準，由中央

氣污染物之排放標準時，應
邀集與國民健康有關的機關

主管機關邀集國民健康主管
機關與醫療或公共衛生、交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

與專家學者討論之。又為制
定符合實際且可行標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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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及車輛機械領域之專家
學者討論後定之。

使用中車輛無論國產或
進口，均需逐車完成檢驗，

應邀及交通部及車輛機械領
域專業人士參與討論。

使用中車輛無論國產或
進口，均需逐車完成檢驗，

並符合第一項之排放標準。
前項使用中車輛之認定

二、修正第三項對於高污染之
使用中車輛，建議中央主管

並符合第一項之排放標準。
對於高污染之車輛，中央主

及檢驗實施方式，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

機關應邀集交通部討論後，
以法令訂定淘汰辦法。

管機關應邀集交通部討論後
訂定淘汰辦法。
前項使用中車輛之認定
及檢驗實施方式，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
第四十六條 違反第三十二條
第一項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
措施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第
三十二條第二項所為之命令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
導致疾病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六條 違反第三十二條
第一項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
措施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第
三十二條第二項所為之命令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
罰金。

提高罰金。

第四十七條 依本法規定有申
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
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
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七條 依本法規定有申
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
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
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提高罰金。

第四十八條 無空氣污染防制
設備而燃燒易生特殊有害健
康之物質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易生特殊有害健康
之物質及其空氣污染防制設
備，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

第四十八條 無空氣污染防制
設備而燃燒易生特殊有害健
康之物質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易生特殊有害健康
之物質及其空氣污染防制設
備，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

提高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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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條 公私場所不遵行
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工或

第四十九條 公私場所不遵行
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工或

停業之命令者，處負責人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停業之命令者，處負責人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不遵行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二條第二項、第六十條第

不遵行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二條第二項、第六十條第

二項所為停止操作、或依第
六十條第二項所為停止作為

二項所為停止操作、或依第
六十條第二項所為停止作為

之命令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之命令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
下罰金。

第五十三條 公私場所違反第
十四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所

第五十三條 公私場所違反第
十四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所

定之辦法者，處新臺幣五十
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定之辦法者，處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
工或停業。

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
或停業。

交通工具使用人違反第
十四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所

交通工具使用人違反第
十四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所

定之辦法者，處使用人或所
有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

定之辦法者，處使用人或所
有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

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六十一條

違反第三十二條

第六十一條

違反第三十二條

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情

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

節重大者，得命其停工或停
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操

重大者，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操作

作許可證或勒令歇業。

許可證或勒令歇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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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罰金。

提高罰金。

提高罰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