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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0224 號之 1

案由：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擬具「下水道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5 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 1074000045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擬具「下水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審查完竣
，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06 年 03 月 01 日台立議字第 1060700311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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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擬具「下水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
報告
一、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提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
二、本會於 106 年 12 月 14 日本會第 9 屆第 4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29 次全體委員會議、106 年 12 月
27 日本會第 9 屆第 4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33 次全體委員會議，將本案提出審查，邀請內政部部
長葉俊榮（106 年 12 月 14 日，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代）說明，另請科技部、經濟部、交通
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派員列席備詢，會議由賴委員瑞隆擔任主席。
三、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提案要旨：
(一)污水下水道建設在國際上為國家基礎建設之重大指標，世界各國皆將該建設列為重要施
政工程。查 105 年 7 月統計之全國污水處理率為 52.47%，相較去年同期 50.10%，僅成長
2.37%，顯見建設仍舊過於緩慢。為提升污水處理率，業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
定之地區或場所，縱係由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所開發，亦應設置專用下水道，且應
由各該開發之機關或機構建設及管理。（修正條文第八條）
(二)對毀損下水道主要設備或以其他行為使下水道不堪使用或發生危險之行為者，將危害公
眾安全甚鉅，為有效遏止，維護公共利益。加以考量本法自七十三年公布施行迄今，相
關罰則未曾調整，且刑事訴訟程序緩不濟急，爰擬依行政罰處罰為主，並提高罰鍰金額
，其情節重大致以致釀成災害者，才依刑事罰處罰，以收處罰之效。（修正條文第三十
一條）
(三)為確保水域水質之安全，爰參酌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四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三十八條提高罰緩，以達嚇阻之效。另現行條文所稱「事業」，應與水污染防治法所稱
事業相同，避免混淆，減少執行上之疑義，中央主管機關應免另行指定事業，以利本條
之執行，爰於第二項將「中央主管機關」修正為「水污染防治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本
項末句乃參照環境用藥管理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修正，以使處分機關及執行機關明其權責
，並對於違反規定之事業，增列地方主管機關得通知停止使用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
十二條）
(四)行政執行法中已明文規範行政執行事項，為免重複規定，第三十三條予以刪除，原第三
十四條、第三十五條遂依次進行條號變更。
四、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說明（106 年 12 月 14 日）：
(一)有關修正下水道法第 8 條條文本部尊重大院委員提案內容。
(二)下水道法第 31 條主要為遏止毀損下水道主要設備，或以其他行為使下水道不堪使用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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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危險，以免影響下水道運作；考量行為人有事業及個人之不同，建議將罰鍰額度提高
為新台幣 10 萬至 300 萬元，並增列向行為人請求償還修復費用之規定。
(三)有關修正下水道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範下水道用戶之相關行為，考量大部分之用戶均為一
般家戶，且尚非影響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罰鍰額度建議調整為新台幣 1 萬元以上 10 萬元
以下，以利行政裁量。
(四)有關修正下水道法第 33 條條文內容，本部尊重大院委員修正意見；第 34 條、第 35 條建
議維持現行條文。
五、經說明及詢答後，進行逐條審查，對於委員提案中，關於毀損下水道主要設備，或以其他行為
使下水道不堪使用或發生危險等嚴重損害公共利益、肇致公共危害之行為，應予扼制，以免
影響下水道運作，委員咸具共識。爰決議：「(二)第八條，依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提案通過。
(三)第三十二條，依委員洪宗熠等 3 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四)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至
第三十五條，均維持現行法條文。」。
六、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賴召集委
員瑞隆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七、附條文對照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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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下水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洪宗熠等18人提案條文對照表
現
行
法
審

查

會

通

過

委

員

提

案

現

行

明

第八條 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
構新開發社區、工業區或經直

第八條 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
構新開發社區、工業區或經直

構、新開發社區、工業區之專
用下水道，由各該機關或機構

一、業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指定之地區或場所，縱係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
之地區或場所，應設置專用下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
之地區或場所，應設置專用下

建設、管理之。
私人新開發社區、工業區

由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所
開發，亦應設置專用下水道，

水道，由各該開發之機關或機
構建設、管理之。

水道，由各該開發之機關或機
構建設、管理之。

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地區或場
所，應設置專用下水道。但必

且應由各該開發之機關或機構
建設及管理，爰修正第一項規

私人新開發社區、工業區
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私人新開發社區、工業區
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要時，得由當地政府、鄉（鎮
、市）公所或指定有關之公營

定。
二、因第一項條文之修正，爰於

關指定之地區或場所，應設置
專用下水道。但必要時，得由

關指定之地區或場所，應設置
專用下水道。但必要時，得由

事業機構建設、管理之。其建
設費依建築基地及樓地板面積

第二項條文新增文字以符合條
文一致性。

當地政府、鄉（鎮、市）公所
或指定有關之公營事業機構建

當地政府、鄉（鎮、市）公所
或指定有關之公營事業機構建

計算分擔之。
前項應分擔之建設費於申

設、管理之。其建設費依建築
基地及樓地板面積計算分擔之

設、管理之。其建設費依建築
基地及樓地板面積計算分擔之

請核發建造執照時，向各該建
築物起造人徵收之。建設費徵

。

。

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請核發建造執照時，向各該建
築物起造人徵收之。建設費徵

請核發建造執照時，向各該建
築物起造人徵收之。建設費徵

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維持現行法）

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毀損下水道主要設

第三十一條 毀損下水道主要設
備或以其他行為使下水道不堪

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提案：

審查會：
照案通過。

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提案：
一、罰鍰增列幣值單位「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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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提案：

前項應分擔之建設費於申

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

說

（照案通過）

前項應分擔之建設費於申

第八條

法

備或以其他行為使下水道不堪
使用或發生危險者，處新臺幣

使用或發生危險者，處六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

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金。

」。
二、對毀損下水道主要設備或以
其他行為使下水道不堪使用或
發生危險之行為者，將危害公
眾安全甚鉅，為有效遏止，維
護公共利益。加以考量本法自

刑。

七十三年公布施行迄今，相關
罰則未曾調整，且刑事訴訟程
序緩不濟急，爰擬依行政罰處
罰為主，並提高罰鍰金額，其
情節重大致以致釀成災害者，
才依刑事罰處罰，以收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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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
（照委員洪宗熠等 3 人所提修正
動議通過）
第三十二條 下水道用戶有下列

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下水道用戶有左列

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下水道用戶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

情事之一者，處一千元以上一
萬元以下罰鍰：

一、罰鍰增列幣值單位「新臺幣
」，又考量本法自七十三年公

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不依規定期限將下水排洩

一、不依規定期限將下水排洩
於下水道者。

布施行迄今，相關罰則未曾調
整，為確保水域水質之安全，

一、不依規定期限將下水排洩
於下水道者。

於下水道者。
二、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未

二、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未
經檢驗合格而聯接使用，或

爰參酌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四
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二、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未
經檢驗合格而聯接使用，或

經檢驗合格而聯接使用，或
經檢驗不合格而不依限期改

經檢驗不合格而不依限期改
善者。

第三十八條提高罰緩，以達嚇
阻之效。

經檢驗不合格而不依限期改
善者。

善者。
三、拒絕下水道機構依第二十

三、拒絕下水道機構依第二十
四條規定之檢查或檢驗者。

二、現行條文所稱「事業」，應
與水污染防治法所稱事業相同

三、拒絕下水道機構依第二十
四條規定之檢查或檢驗者。

四條規定之檢查或檢驗者。
四、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

四、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不依限期改善者。

，避免混淆，減少執行上之疑
義，中央主管機關應免另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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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毀損以致釀成災害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定，未能於限期內改善者。
工廠、礦場或經水污染防

工廠、礦場或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事業，經依前項第

定事業，以利本條之執行，爰
於第二項將「中央主管機關」

工廠、礦場或經水污染防
治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

治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
業，經依前項第四款規定處罰

四款規定連續處罰三次而不改
善者，主管機關得報請其目的

修正為「水污染防治法之中央
主管機關」。本項末句乃參照

業，經依前項第四款規定處罰
三次而仍未能改善者，直轄市

三次而仍未能改善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通知停

事業主管機關予以停業處分。

環境用藥管理法第五十四條規
定修正，以使處分機關及執行

、縣（市）主管機關得通知停
止使用或報請其目的事業主管

止使用或報請其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予以停業處分。

機關明其權責。
三、對於違反規定之事業，增列

機關予以停業處分。

地方主管機關得通知停止使用
之規定。
審查會：
照委員洪宗熠等 3 人所提修正動
議通過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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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現行法）

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刪除）

第三十三條

本法所定之罰鍰，

由主管機關處罰；經通知而逾
期不繳納者，得移送法院強制
執行。

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行政執行法中已明文規範行
政執行事項，為免重複規定，
本條予以刪除。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

（維持現行法）

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四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提案：
一、條號變更。
二、本法第三十三條如經刪除後
，本條文原條號修訂為第三十
三條。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

立法院第 9 屆第 5 會期第 9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四、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未能於限期內改善者。

（維持現行法）

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

第三十五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委員洪宗熠等 18 人提案：
一、條號變更。
二、本法第三十三條如經刪除後
，本條文原條號修訂為第三十
四條。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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