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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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607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曼麗、邱議瑩等 22 人，為有效落實空污源頭管制
措施，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空污排放許可證由地方政府核給發放，然法令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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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模式模擬因涉及
高度學術專業技能，地方政府等審核機關之審查能力不足，故刪除模式模擬，改採最佳可
行控制技術。
二、目前地方政府應訂定公告空氣污染防制計畫，並應每二年檢討修正改善。增列中央級空氣
污染防制計畫，供立法院及公民進行監督。
三、目前總量管制計畫多僅就固定污染進行管制，增列各總量管制區之總量計算，應包含固定
污染源、移動污染源及逸散污染源之污染量。
四、環保署自 96 年起將固定污染源的管制及徵收空污費的工作已全數委由地方政府執行，擬調
整各類空污費收入應以百分之八十比例將其撥交直轄市、縣（市）政府運用於空氣污染防
制工作。
五、各地方政府，因應不同的環境及產業情形，授權地方政府訂定加嚴標準或禁止使用之權限
，以符合地方治理空污問題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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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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說

明

第六條

一級防制區內，除維

現行空污排放許可證由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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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核給發放，然法令規範：二
級防制區內，新增或變更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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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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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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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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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量達一定規模者，應採用
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放量達一定規模者，其污染
物排放量須經模式模擬證明

影響之鄰近防制區污染物容許
增量限值；然模式模擬因涉及

三級防制區內，既存之
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

不超過污染源所在地之防制
區及空氣品質同受影響之鄰

高度學術專業技能，地方政府
等審核機關審查能力不足，建

放量；新增或變更之固定污
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

近防制區污染物容許增量限
值。

議刪除模式模擬，改採最佳可
行控制技術。

模者，應採用最佳可行控制
技術。

三級防制區內，既存之
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

前二項污染物排放量規
模、及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放量；新增或變更之固定污
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模者，應採用最佳可行控制
技術，且其污染物排放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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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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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
並公告全國之空氣污染防制

第七條 直轄市、縣（巿）主
管機關應依前條規定訂定公

計畫，並應每二年檢討改善
。

告空氣污染防制計畫，並應
每二年檢討修正改善，報中

直轄市、縣（巿）主管
機關應依前條規定訂定公告

央主管機關核備之。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並應每
二年檢討修正改善，報中央
主管機關核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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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列中央級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供立法院及公民進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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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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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總量管制計畫多僅就
固定污染進行管制，增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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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量管制區之總量計算，應
包含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

總量管制區，訂定總量管制
計畫，公告實施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區，訂定總量管制
計畫，公告實施總量管制。

源及逸散污染源之污染量。
二、刪除模式模擬，改採最佳

各總量管制區之總量計
算，應包含固定污染源、移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
量管制區，新設或變更之固

可行控制技術。
三、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總量管

動污染源及逸散污染源之污
染量。

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
定規模者，須經模式模擬證

制實施以來，高屏地區既存
固定污染源之污染排放「認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
量管制區，新設或變更之固

明不超過該區之污染物容許
增量限值。

可量」產生諸多爭議；雖「
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準則」明

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
定規模者，應採用最佳可行

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
總量管制區，既存之固定污

確規範地方主管機關認可公
私場所之既存固定污染源的

控制技術。
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

染源應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
認可其污染物排放量，並依

污染物排放量，可依據過去
七年內完整操作年度之最大

總量管制區，既存之固定污
染源應依其實際排放量向當

主管機關按空氣品質需求指
定之目標與期限削減；新設

年實際排放量來認可；然實
際情形，多數由地方主管機

地主管機關申請認可其污染
物排放量，並依主管機關按

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污染物
排放量達一定規模者，應採

關參考操作許可證給予審查
認定之，致空污「認可量」

空氣品質需求指定之目標與
期限削減；新設或變更之固

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並取
得足供抵換污染物增量之排

訂得太高，甚至比實際排放
量多出一倍，無疑恐致失去

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
定規模者，應採用最佳可行

放量。
既存之固定污染源因採

總量管制意義，為避免總量
管制認可量超過實際排放量

控制技術，並取得足供抵換
污染物增量之排放量。

行防制措施致實際削減量較
指定為多者，其差額經當地

太高，特於母法增訂：「既
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

既存之固定污染源因採
行防制措施致實際削減量較

主管機關認可後，得保留、
抵換或交易。

之「認可量」不得超過該既
存固定污染源過去七年內完

指定為多者，其差額經當地
主管機關認可後，得保留、

第二項污染物容許增量
限值、第二項、第三項污染

整操作年度之最大年實際排
放量」。

抵換或交易。
第二項污染物容許增量

物排放量規模、第三項既存
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

限值、第二項、第三項污染
物排放量規模、第三項既存

可準則、前項削減量差額認
可、保留抵換及交易辦法，

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
可準則、前項削減量差額認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
關定之。

可、保留抵換及交易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
關定之，唯既存固定污染源
污染物排放量之認可量不得
超過該既存固定污染源過去
七年內完整操作年度之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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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實際排放量。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

石化工業區所在之鄉鎮市區
、各級主管機關應選定適當

石化工業區所在之鄉鎮市區
、各級主管機關應選定適當

地點，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
，定期公布空氣品質狀況。

地點，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
，定期公布空氣品質狀況。

增加第二項條文。

前項之空氣品質監測站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之。
費除營建工程由直轄市、縣

費除營建工程由直轄市、縣

環保署自 96 年起將固定污染
源的管制及徵收空污費的工作

（市）主管機關徵收外，由

（市）主管機關徵收外，由

已全數委由地方政府執行，擬

中央主管機關徵收。中央主

中央主管機關徵收。中央主

調整各類空污費收入應以百分

管機關應將各類空污費所收

管機關由固定污染源所收款

之八十比例將其撥交直轄市、

款項之百分之八十比例，撥

項應以百分之六十比例將其

縣（市）政府運用於空氣污染

交該固定污染源所在之直轄

撥交該固定污染源所在直轄

防制工作。

市、縣（市）政府運用於空

市、縣（市）政府運用於空

氣污染防制工作。但直轄市

氣污染防制工作。但直轄市

、縣（市）政府執行空氣品

、縣（市）政府執行空氣品

質維護或改善計畫成果不佳

質維護或改善計畫成果不佳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或未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或未

依第十八條規定使用者，中

依第十八條規定使用者，中

央主管機關得酌減撥交之款

央主管機關得酌減撥交之款

項。

項。

第十七條

前條空氣污染防制

第十七條

前條空氣污染防制

前項收費費率，由中央

前項收費費率，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依空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依空

氣品質現況、污染源、污染

氣品質現況、污染源、污染

物、油（燃）料種類及污染

物、油（燃）料種類及污染

防制成本定之。

防制成本定之。

前項費率施行滿一年後

前項費率施行滿一年後

，得定期由總量管制區內之

，得定期由總量管制區內之

地方主管機關考量該管制區

地方主管機關考量該管制區

環境空氣品質狀況，依前項

環境空氣品質狀況，依前項

費率增減百分之三十範圍內

費率增減百分之三十範圍內

，提出建議收費費率，報請

，提出建議收費費率，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可並公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可並公

告之。

告之。

第二十八條 販賣或使用生煤
、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

第二十八條 販賣或使用生煤
、石油焦或其他易致空氣污

各地方政府，因應不同的環境
及產業情形，授權地方政府訂

染之物質者，應先檢具有關
資料，向直轄市、縣（市）

染之物質者，應先檢具有關
資料，向直轄市、縣（市）

定加嚴標準或禁止使用之權限
，以符合地方治理空污問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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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申請，經審查合格
核發許可證後，始得為之；

主管機關申請，經審查合格
核發許可證後，始得為之；

其販賣或使用情形，應作成
紀錄，並依規定向當地主管

其販賣或使用情形，應作成
紀錄，並依規定向當地主管

機關申報。
前項易致空氣污染之物

機關申報。
前項易致空氣污染之物

質，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
關機關公告之。

質，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
關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販賣或使用許可
證之申請、審查程序、核發

第一項販賣或使用許可
證之申請、審查程序、核發

、撤銷、廢止、紀錄、申報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

、撤銷、廢止、紀錄、申報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
關機關定之。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
關機關定之。

需求。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制定較嚴之許可規範
或禁止使用第一項所定之物
質，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備
之。
第三十一條

在各級防制區及

第三十一條

在各級防制區及

總量管制區內，不得有下列
行為：

總量管制區內，不得有下列
行為：

一、從事燃燒、融化、煉製
、研磨、鑄造、輸送或其

一、從事燃燒、融化、煉製
、研磨、鑄造、輸送或其

他操作，致產生明顯之粒
狀污染物，散布於空氣或

他操作，致產生明顯之粒
狀污染物，散布於空氣或

他人財物。
二、從事營建工程、粉粒狀

他人財物。
二、從事營建工程、粉粒狀

物堆置、運送工程材料、
廢棄物或其他工事而無適

物堆置、運送工程材料、
廢棄物或其他工事而無適

當防制措施，致引起塵土
飛揚或污染空氣。

當防制措施，致引起塵土
飛揚或污染空氣。

三、置放、混合、攪拌、加
熱、烘烤物質或從事其他

三、置放、混合、攪拌、加
熱、烘烤物質或從事其他

操作，致產生異味或有毒
氣體。

操作，致產生惡臭或有毒
氣體。

四、使用、輸送或貯放有機
溶劑或其他揮發性物質，

四、使用、輸送或貯放有機
溶劑或其他揮發性物質，

致產生異味或有毒氣體。
五、餐飲業從事烹飪，致散

致產生惡臭或有毒氣體。
五、餐飲業從事烹飪，致散

布油煙或異味。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

布油煙或惡臭。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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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固定污染源排放標準，將
惡臭修正為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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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行為。
前項空氣污染行為，係

空氣污染行為。
前項空氣污染行為，係

指未經排放管道排放之空氣
污染行為。

指未經排放管道排放之空氣
污染行為。

第一項行為管制之執行
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行為管制之執行
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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