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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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343 號

案由：本院委員江啟臣、顏寬恒等 17 人，鑑於近年臺灣空氣品質惡
化，PM2.5 空污問題頻傳，影響人類健康問題甚鉅，顯見現行
空氣污染防制法未能有效達其立法之目的。具體來說，現行
法中對於空氣污染物之排放標準僅要求各級主管機關依特定
業別、設施、污染物項目或區域，於會商有關機關定之，未
將該空氣污染物對人體健康可能造成之危害列入其中，欠缺
健康風險評估之排放標準，難取信於人。爰提案修正「空氣
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除修正實務面臨之問題，並要求各
級主管機關應將人體健康風險評估列為訂定空氣污染物排放
標準之關鍵因素，同時加重違法排放空氣污染物人員之刑責
，以有效落實空氣污染防制法之規定。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
說明：
一、台灣近年 PM2.5 空污問題頻傳，影響人類健康問題甚鉅，台大公衛學院透過全台空氣品質
監測站的空污 PM2.5 濃度與缺血性心臟病、中風、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死亡人口比對
推估發現，104 年國內相關疾病死者超過 3 萬人，其中有 6,000 多人死因與 PM2.5 相關，並
證實 PM2.5 是引發結核病的危險因子之一。
二、然依據現行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有關總量管制規定之公告，環保署需會同經濟部方得為之
，實務上時遇經濟部以經濟發展、產業發展等理由拒絕，然環境保護管制標準、法令公告
等，應由環保署本於專業為之，不應因經濟部之意見而阻礙環境保護之工作，爰修正第十
二條。
三、而為全面監測空氣品質，除石化工業區應設置工業空氣品質監測站外，修訂第十三條，規
定中央主管機關或各級主管機關應選定適當地點，設置一般及交通等各類型空氣品質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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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各級主管機關應即時公布各類型之監測站之監測數據，俾利準確掌握全國空氣品質且
供一般民眾知悉。
四、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之最終目的是為保護國人身體健康，因此，採取何種標準方能有效達成
空氣污染防制之目的，係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排放標準時應優
先考量之要素。爰於第二十條增訂第三項，明文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於訂定前項標準時，應具體評估該空氣污染物對人體健康之影響，並列為訂定排放
標準之關鍵因素。
五、鑑於現行法令規範未能對製造污染之事業產生嚇阻效用，爰提高第五十六條第一項所定違
反空氣污染防制相關規定之裁罰標準，並於第二項增訂「情節重大」者，得處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另新增第五十六條之一，若有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且其排放之空氣污染物中含有害物質，因而致人於死、重傷或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者，
課與刑責及罰金。

提案人：江啟臣

顏寬恒

連署人：王惠美

馬文君

呂玉玲

鄭天財 Sra Kacaw

孔文卲

楊鎮浯

徐志榮

許毓仁

吳志揚

張麗善

蔣乃辛

柯志恩

羅明才

林麗蟬

曾銘宗

委 192

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0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二條

條

文

第八條至前條關於

現

行

第十二條

條

文

第八條至前條關於

說

明

一、文字修改。

總量管制之規定，應於建立
污染源排放量查核系統及排

總量管制之規定，應於建立
污染源排放量查核系統及排

二、原條文規定關於空氣污染
物總量管制之規定，由中央

放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經濟部分期分區公

放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經濟部分期分區公

主管機關會同經濟部分期分
區公告實施，惟實務上時常

告實施。

告實施。

面臨經濟部以經濟發展、產
業發展為由，與環保署對環
保法令存有不同意見，無法
達成共識。然環境保護管制
標準、法令公告等，應由環
保署本於專業為之，不應因
經濟部之意見而阻礙環境保
護之工作。爰此，修正本條
文字，有關空氣污染物總量
管制之規定，由環保署會商
經濟部即得自行分期分區公
告實施。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
石化工業區所在之鄉鎮市區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
石化工業區所在之鄉鎮市區

一、文字修改。
二、將空氣品質監測站分為工

設置工業空氣品質監測站。
中央主管機關或各級主

、各級主管機關應選定適當
地點，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

業測站、一般測站及交通測
站等類型，於石化工業區內

管機關應選定適當地點，設
置一般及交通等各類型空氣

，定期公布空氣品質狀況。

應設置工業空氣品質監測站
，一般都市地點，如公園、

品質監測站。
前兩項各空氣品質監測

學校周邊、交通要道等處，
應設置一般或交通空氣品質

站應即時公布空氣品質狀況
。

監測站俾利準確監測全國空
氣品質，爰訂定第一項及第
二項。
三、各空氣品質監測站應即時
公布空氣品質監測結果，供
一般民眾知悉，爰增訂第三
項。

第二十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

第二十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

一、文字修改。

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合
排放標準。

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合
排放標準。

二、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之最終
目的是為保護國人身體健康

前項排放標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依特定業別、設施

前項排放標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依特定業別、設施

，因此，採取何種標準方能
有效達成空氣污染防制之目

、污染物項目或區域，於會

、污染物項目或區域會商有

的，係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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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有關機關定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因特殊

關機關定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因特殊需要

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
排放標準時應優先考量之要

需要，擬訂個別較嚴之排放
標準，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

，擬訂個別較嚴之排放標準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

素。爰增訂第三項，明文規
定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

商有關機關核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

關機關核定之。

縣（市）主管機關於訂定前
項標準時，應具體評估該空

、縣（市）主管機關於訂定
前項標準時，應具體評估該

氣污染物對人體健康之影響
，並列為訂定排放標準之關

空氣污染物對人體健康之影
響，並列為訂定排放標準之

鍵因素。

關鍵因素。
第五十六條

公私場所違反第

第五十六條

公私場所違反第

一、文字修改。

二十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

二十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

二、鑑於現行法令規範未能對
製造污染之事業產生嚇阻效

項或第三項、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二項

項或第三項、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二項

用，故為防止企業成為污染
環境之源，爰提高本條第一

未依許可證內容設置、變更
或操作、第二十五條、第二

未依許可證內容設置、變更
或操作、第二十五條、第二

項所定違反空氣污染防制相
關規定之裁罰標準，並於第

十七條第二項核准之排放標
準或依第二十四條第三項、

十七條第二項核准之排放標
準或依第二十四條第三項、

二項增訂「情節重大」者，
得處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五

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所定管理
辦法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

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所定管理
辦法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

千萬元以下罰鍰，以收實效
。

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其
違反者為工商廠、場，處新

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其違
反者為工商廠、場，處新臺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
以下罰鍰。

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

依前項處罰鍰者，並通
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

依前項處罰鍰者，並通
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

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日
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處

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日
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五千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停工

命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
並得廢止其操作許可證或令

或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
其操作許可證或令其歇業。

其歇業。
第一項情形，於同一公

第一項情形，於同一公
私場所有數固定污染源或同

私場所有數固定污染源或同
一固定污染源排放數空氣污

一固定污染源排放數空氣污
染物者，應分別處罰。

染物者，應分別處罰。

第五十六條之一 違反前條第
一項規定，且其排放之空氣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空氣污染防制法對於

污染物中含有害物質，因而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規定且排
放之空氣污染物中含有害物
委 194

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0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三億元以下罰金；致

質，因而致人死、傷或罹病
之行為，未定有刑責，難收

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嚇阻實效，爰增訂本條規定
，明定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

二億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
體健康導致疾病者，處五年

，且其排放之空氣污染物中
含有害物質，因而致人於死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重傷或危害人體健康導致
疾病者，課與刑責及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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