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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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648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岱樺等 17 人，有鑑於台灣地區社會人文、產業經
濟、環保永續的與時俱進，現行空氣污染防制法已不敷所需
；此外，隨著近年全台空氣品質的急遽惡化，石化業、燃煤
火力發電廠、煉鋼廠等重工業造成的空氣污染，乃至於 PM10
、PM2.5 對居民健康的影響，不斷引起國人與環保團體質疑。
爰為彰顯環境正義，建置「透明足跡」資料庫，落實公私區
域與「特殊性工業區」污染管制，建立完善補償救濟，保障
國人健康與生活品質，爰提案修正「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
文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空氣污染防制法自六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公布施行迄今，歷經七十一年、八十一年、八十
八年、九十一年、九十四年、九十五年、一百年及一百零一年八次修正，雖初步建構我國
空氣污染法制；唯現行法規因社經環境變遷、污染管制需求、環保意識高漲，環境正義的
論辯、PM10 與 PM2.5 對民眾健康的危害等，實有檢討修正之必要。
二、環保署最新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清冊 TEDS9.0（2017 年最新版、2013 年為基準年），依據各
直轄市、縣（市）工業排放量資料計算「人均污染量」，高雄、台中、雲林等工業地區產
生的人均空污量是台北的數十到數千倍。以 PM2.5 為例，高雄人均為北市的 121 倍，台中
人均為北市的 82 倍，雲林縣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的人均值更高達台北的
926~2,239 倍。
三、復依據「台灣健康空氣污染行動聯盟」公布環保署自動監測數據，全台環保署的監測站，
有 1/3 的地區 PM2.5 惡化，且越往南，不健康的超標日數越多，台南市與高雄市一年有
51%和 57%的時數，PM2.5 超過 WHO 規範上限的 25 微克/立方公尺，達到不健康的標準。
而左營更是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標準時數第一名，接下來依次為高雄小港、南投、高雄前金
、高雄鳳山、高雄仁武、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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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地區空氣污染主要來自固定污染源（火力發電廠、煉鋼廠、石化業與各類工廠等排放
）與移動污染源（汽、機車等排放），以上均與經濟發展，貨物流通息息相關。倘若制定
總量管制須「會同」經濟部，更難落實環境正義，反映真實的外部性。爰提案修正第十二
條，建議「會同」等文字刪除。
五、高雄地區在 106 年 10 月 7 日晚間，多個地點都傳出一股有點像「塑膠味」的怪味。高雄市
政府多個單位從晚間 9 點 40 分起陸續接到通報，持續追查怪味內容及其來源。民眾反應有
怪味的地點，包括高雄火車站附近、中正二路、哈瑪星與駁二特區、文化中心、巨蛋、高
應大、美術館等，涵蓋新興、鼓山、左營、鹽埕、前金、三民、苓雅等多個行政區，幾乎
都在市中心，多個消防分隊也陸續接到通報，分別出勤至轄區通報地點探查，始終未能查
出怪味與其來源。雖然初步檢測並無可燃性氣體，但經歷過高雄氣爆事件的民眾仍然提心
吊膽。因此，針對公私區域，乃至於「特殊性工業區」的即時監測與管制，至為重要。
六、「特殊性工業區」係指工業區內合計特殊性工業基地面積超過工業區總基地面積 1/4 者。特
殊性工業類別包括：金屬冶煉業、煉油工業、石油化學基本原料工業、紙漿工業、水泥製
造工業、農藥原體製造工業、煉焦工業（煤為原料）、以煤、油或氣體為燃料之電力業、
樹脂、塑膠、橡膠製造工業、石油化學中間原料業、酸鹼工業、半導體製造工業、光電材
料及元件製造業等 13 項特殊性工業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工業。
七、目前台灣地區共有高雄林園工業區 9 站及臨海工業區 10 站、雲林六輕工業區 10 站、台南
市南科工業園區 4 站及台中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4 站，設置特殊性工業區空氣品質監測設施
。但除了區域的監測站以外，特殊性工業區內的設備，由於排放之空氣污染物成分較為複
雜，多有化學性質，影響居民健康至深且鉅。為了確保居民健康與生活品質，有必要即時
監測管理。
八、本席建議，中央主管機關應對這些高污染的特殊工業區之固定污染源建立「透明足跡」資
料庫，透過全面載入或監測企業固定污染源的環境表現數據與資料，進而應用分析這些數
據與資料，提出明確解決改善方案。同時，透過即時傳輸有關數據，推動友善環境的行動
污染源數據開放資料（OpenData），建置污染源資料庫與網站帄台，讓環保團體乃至於一
般民眾，透過網路都能清楚知道區域環境品質現況等，避免恐慌與無謂的猜測。爰修正本
法第十五條與二十二條。
九、空氣污染防制費來源，應該「固定污染源」與「移動污染源」並重。「固定污染源」繳交
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應增加比例撥交於受影響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移動污染源」
則應以使用人設籍地區及隨燃料銷售地徵收。兩者並重，方可有效充實受影響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財源，落實執行空氣品質維護與改善計畫。修正本法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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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空氣污染防制費專供空氣污染防制之用，增列其支用項目如下：第一、增加流行病學長期
追蹤調查，以確認空氣污染來源責任，及擬訂空氣污染改善或復原方案。第二，參考廢棄
物清理法有關規定，增列檢舉製造空氣污染獎金項目，鼓勵民眾或企業員工檢舉。第三、
增列空氣污染嚴重地區，當地居民或從事工作者之健保費減免與免費健康檢查等支用項目
。修正本法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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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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第八條至前條關於

環保署最新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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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冊 TEDS9.0（2017 年最新
版、2013 年為基準年），依

放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
機關分期分區公告實施。

放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經濟部分期分區公

據各直轄市、縣（市）工業排
放量資料計算「人均污染量」

告實施。

得出，高雄、台中、雲林等工
業地區產生的人均空污量是台
北的數十到數千倍。
以 PM2.5 為例，高雄人均為
北市的 121 倍，台中人均為北
市的 82 倍，雲林縣的硫氧化
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的人
均值更高達台北的 926~2,239
倍。
台灣地區空氣污染主要來自固
定污染源（火力發電廠、煉鋼
廠、石化業與各類工廠等排放
）與移動污染源（汽、機車等
排放），均與經濟發展息息相
關，倘若制定總量管制須「會
同」經濟部，更難落實環境正
義，反映真實的外部性。爰建
議「會同」等文字刪除。

第十五條 開發特殊性工業區
，應於區界內之四周或適當

第十五條 開發特殊性工業區
，應於區界內之四周或適當

目前全台共有高雄林園工業區
及臨海工業區、雲林六輕工業

地區分別規劃設置緩衝地帶
及空氣品質監測設施。

地區分別規劃設置緩衝地帶
及空氣品質監測設施。

區、台南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及
台中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特

前項特殊性工業區之類
別、緩衝地帶、空氣品質監

前項特殊性工業區之類
別、緩衝地帶及空氣品質監

殊性工業區空氣品質監測設施
。

測狀況申報及設施標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測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對固定污染源
建立「透明足跡」資料庫，透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透
明足跡資料庫，定期公布前

過全面載入或監測企業污染源
的環境表現數據與資料，進而

項申報狀況及其原始資料。

應用分析這些數據與資料，提
出明確的解決改善方案。包括
：推動友善環境的行動污染源
數據開放資料（OpenData），
建置污染源資料庫與網站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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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環保團體乃至於一般民眾
都能透過網路，即時知道環境
污染現況，避免恐慌與不必要
的猜疑。
第十七條 前條空氣污染防制
費除營建工程由直轄市、縣

第十七條 前條空氣污染防制
費除營建工程由直轄市、縣

空氣污染防制費來源，應該「
固定污染源」與「移動污染源

（市）主管機關徵收外，由
中央主管機關徵收。中央主

（市）主管機關徵收外，由
中央主管機關徵收。中央主

」並重。
「固定污染源」繳交之空氣污

管機關由固定污染源所收款
項應以百分之八十比例將其

管機關由固定污染源所收款
項應以百分之六十比例將其

染防制費，應增加比例撥交於
受影響之直轄市、縣（市）政

撥交該固定污染源所在直轄
市、縣（市）政府；由移動

撥交該固定污染源所在直轄
市、縣（市）政府運用於空

府；「移動污染源」則應以使
用人設籍地區及隨燃料銷售地

污染源所收款項，應以百分
之四十比例將其撥交該移動

氣污染防制工作。但直轄市
、縣（市）政府執行空氣品

徵收。方可充實受影響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財源，落實

污染源使用者設籍地或油燃
料銷售地所在直轄市、縣（

質維護或改善計畫成果不佳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或未

執行空氣品質維護與改善計畫
。

市）主管機關。但受影響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

依第十八條規定使用者，中
央主管機關得酌減撥交之款

空氣品質維護或改善計畫成
果不佳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項。

者或未依第十八條規定使用
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酌減撥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依空
氣品質現況、污染源、污染

交之款項。
前項收費費率，由中央

物、油（燃）料種類及污染
防制成本定之。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依空
氣品質現況、污染源、污染

前項費率施行滿一年後
，得定期由總量管制區內之

物、油（燃）料種類及污染
防制成本定之。

地方主管機關考量該管制區
環境空氣品質狀況，依前項

前項費率施行滿一年後
，得定期由總量管制區內之

費率增減百分之三十範圍內
，提出建議收費費率，報請

直轄市、縣（市）政府考量
該管制區環境空氣品質狀況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可並公
告之。

前項收費費率，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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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可並公告之。
第十八條 空氣污染防制費專
供空氣污染防制之用，其支

第十八條 空氣污染防制費專
供空氣污染防制之用，其支

增加流行病學長期追蹤調查，
以確認空氣污染來源責任，及

用項目如下：
一、關於主管機關執行空氣

用項目如下：
一、關於主管機關執行空氣

擬訂空氣污染改善或復原方案
。

污染防制工作事項。
二、關於空氣污染源查緝及

污染防制工作事項。
二、關於空氣污染源查緝及

參考廢棄物清理法第六十七條
規定，增列空氣污染檢舉獎金

委 39

立法院第 9 屆第 5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三、關於補助及獎勵各類污

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三、關於補助及獎勵各類污

項目，鼓勵民眾或工廠等污染
源員工檢舉。

染源辦理空氣污染改善工
作事項。

染源辦理空氣污染改善工
作事項。

增列空氣污染嚴重地區，當地
居民或從事工作者之健保費減

四、關於委託或補助檢驗測
定機構辦理汽車排放空氣

四、關於委託或補助檢驗測
定機構辦理汽車排放空氣

免與免費健康檢查等支用項目
。

污染物檢驗事項。
五、關於委託或補助專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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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及評鑑事項。

構辦理固定污染源之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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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關於空氣污染防制技術
之研發及策略之研訂事項

。
七、關於涉及空氣污染之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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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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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關於徵收空氣污染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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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執行空氣污染防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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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作所需人力之聘僱事項
。

十一、關於空氣污染之健康
風險評估、流行病學調查

十一、關於空氣污染之健康
風險評估及管理相關事項

及管理相關事項。
十二、關於潔淨能源使用推

。
十二、關於潔淨能源使用推

廣及研發之獎勵事項。
十三、關於檢舉空氣污染案

廣及研發之獎勵事項。
十三、其他有關空氣污染防

件獎勵事項。
十四、關於投保單位處於空

制工作事項。
前項空氣污染防制費，

氣污染嚴重區域之被保險
人，全民健康保險費酌減

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管理運
用，並成立基金管理委員會

與免費健檢事項。
十五、其他有關空氣污染防

監督運作，其中學者、專家
及環保團體代表等，應占委

制工作事項。
前項空氣污染防制費，

員會名額三分之二上，且環
保團體代表不得低於委員會

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管理運
用，並成立基金管理委員會

名額九分之一。
前項基金之收支、保管

監督運作，其中學者、專家
及環保團體代表等，應占委

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及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分

員會名額三分之二上，且環
保團體代表不得低於委員會

別定之。
第一項空氣污染防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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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九分之一。
前項基金之收支、保管

有關各款獎勵及補助之對象
、申請資格、審查程序、獎

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及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分

勵及補助之撤銷、廢止與追
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別定之。
第一項空氣污染防制費

，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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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公私場所具有經

「透明足跡」的即時資料庫建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或
特殊工業區內相關設備屬於

公私場所具有經

第二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
定污染源者，應於規定期限

置，除一般公私區域外，尤應
針就「特殊性工業區」積極納

固定污染源者，應於規定期
限內完成設置自動監測設施

內完成設置自動監測設施，
連續監測其操作或空氣污染

管。
「特殊性工業區」係指工業區

，連續監測其操作或空氣污
染物排放狀況，並向主管機

物排放狀況，並向主管機關
申請認可；其經指定公告應

內合計特殊性工業基地面積超
過工業區總基地面積 1/4 者。

關申請認可；其經指定公告
應連線者，其監測設施應於

連線者，其監測設施應於規
定期限內完成與主管機關連

特殊性工業類別包括：金屬冶
煉業、煉油工業、石油化學基

規定期限內完成與主管機關
連線。

線。
前項以外之污染源，主

本原料工業、紙漿工業、水泥
製造工業、農藥原體製造工業

前項以外之污染源，主
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指定

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指定
公告其應自行或委託檢驗測

、煉焦工業（煤為原料）、以
煤、油或氣體為燃料之電力業

公告其應自行或委託檢驗測
定機構實施定期檢驗測定。

定機構實施定期檢驗測定。
前二項監測或檢驗測定

、樹脂、塑膠、橡膠製造工業
、石油化學中間原料業、酸鹼

前二項監測或檢驗測定
結果，應作成紀錄，並依規

結果，應作成紀錄，並依規
定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監

工業、半導體製造工業、光電
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等 13 項特

定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監
測或檢驗測定結果之紀錄、

測或檢驗測定結果之紀錄、
申報、保存、連線作業規範

殊性工業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工業。

申報、保存、連線作業規範
、完成設置或連線期限及其

、完成設置或連線期限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

特殊性工業區相關設備，排放
之空氣污染物成分較為複雜，

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多有化學性質，影響居民健康
至深且鉅。為掌握特殊性工業
區設備排放空氣污染物對空氣
品質造成的影響，保障民眾健
康。並驗證開發案是否產生非
預期中之不良影響。故應建立
完整即時空氣品質背景資料，
據以觀測短期及長期空氣品質
變化趨勢，作為研擬管制策略
之應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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