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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3月2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252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鑑於中南部地區空氣品質改善幅度不若
北部，對國人健康仍有顯著危害，有必要授權中央主管機關
及地方政府依實際需要禁止或管制使用高污染燃料之必要，
以降低區域內空氣中有害物質、相關疾病或癌症之發生率，
提高居民生活品質，保護國人健康。綜上，爰擬具「空氣污
染防制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明定中央
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禁止或管制生煤或其他
易致空氣污染物質之使用，同時符合國際減煤減碳趨勢。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陳椒華 王婉諭 邱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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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原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對於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是否得禁止或
管制使用生煤或其他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存有不同之法律見解，造成行政機關無法採取積
極有效之措施，管制生煤等燃料之使用。鑑於我國中南部空氣污染問題依然嚴重，而以生煤
作為燃料來源所形成之細懸浮微粒（PM2.5），更對於國人健康造成顯著危害，有必要授權中
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得以禁止使用或制定許可要件，以降低空氣中有害物質、相關疾病或癌症
之發生率，提高居民生活品質，保護國人健康，爰增修正第三項規定。
二、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最新公布的 108 年空氣品質監測年報指出，我國各區域細懸浮微粒（下
稱 PM2.5）帄均濃度：宜花東地區 8.5 至 10.6 微克／立方公尺、北北基桃竹苗地區 12.2 至
16.2 微克／立方公尺、離島地區 13.8 至 22.5 微克／立方公尺、中彰投地區 16.4 至 19.8 微克
／立方公尺、高屏地區除恆春測站外為 18.7 至 22.3 微克／立方公尺、雲嘉南地區甚至高達
20.4 至 23.9 微克／立方公尺，其中又以雲林縣斗六測站 23.9 微克／立方公尺為最大值、屏東
縣恆春測站 7.6 微克／立方公尺為最小值，足見我國各區域 PM2.5 濃度存有顯著分布不均之情
形。
三、上開數據對照世界衛生組織（WHO）所設空氣品質準則年均值 10 微克／立方公尺、美國聯邦
空氣品質標準 12 微克／立方公尺、國內及日本空氣品質標準 15 微克／立方公尺，顯見我國
中、南部地區仍屬 PM2.5 濃度超標地區；此外，依國內外相關研究，以生煤作為燃料來源所
形成之 PM2.5，因其體積小、表面積大之特性，易吸附如重金屬、戴奧辛、多環芳烴等有毒物
質，可穿透肺泡進入人體循環，造成如急性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病、心血管疾病及癌
症等疾病。以衛生福利部統計為例，2014 年氣管、支氣管和肺癌之標準死亡率，彰化、南投
、雲林、嘉義、台南、高雄等中、南部地區均高於全國帄均值，其中又以雲林、嘉義為最高
，分別達 32.4%及 32.1%。準此，實有必要明確授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因地方環境
治理之需求，在中央主管機關未禁止使用之情形，以自治條例制定較第三項標準更嚴之許可
規範或禁止使用第三項所定之物質，以符合需要實際需求。
四、於第二十八條第三項明確授權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得以禁止使用或制定許可要件，並於第四項
明確授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因地方環境治理之需求，在中央主管機關未禁止使用
之情形，以自治條例制定較第三項標準更嚴之許可規範或禁止使用第三項所定之物質，並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負責許可申請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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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八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
染源所使用之燃料及輔助燃
料，含生煤或其他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公告者，應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燃料種類混
燒比例及成分之標準，並申
請及取得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發之使用許可證

第二十八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
染源所使用之燃料及輔助燃
料，含生煤或其他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公告者，應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燃料種類混
燒比例及成分之標準，並申
請及取得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發之使用許可證

一、原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
八條之規定，對於中央及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是否得禁止使用生煤或其他
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存有
不同之法律見解，造成行政
機關無法採取積極有效之措
施，管制生煤之使用。鑑於

，始得為之；其使用情形，
應作成紀錄，並依規定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報。
前項燃料種類混燒比例
與成分之標準，及其使用許
可證之申請、審查程序、許
可條件、核發、撤銷、廢止

，始得為之；其使用情形，
應作成紀錄，並依規定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報。
前項燃料種類混燒比例
與成分之標準，及其使用許
可證之申請、審查程序、許
可條件、核發、撤銷、廢止

我國中南部縣市空氣污染問
題依然嚴重，而以生煤作為
燃料來源所形成之細懸浮微
粒（PM2.5），更對於國人
健康造成顯著危害，且其產
生的大量硫氧化物、氮氧化
物亦為衍生性 PM2.5 的前
驅物質，有必要授權中央主

、記錄、申報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就
前項燃料或其他易致空氣污
染物質之使用，得公告禁止
或制定許可辦法。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因地方環境治理之需
求，以自治條例制定較第一
項標準更嚴之許可規範或禁
止使用第一項所定之物質，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記錄、申報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管機關得以禁止使用或制定
許可要件，以降低空氣中有
害物質、相關疾病或癌症之
發生率，提高居民生活品質
，保護國人健康，爰新增第
三項規定。
二、中央法規命令就特定事項
為全國一致之規定時，倘非
有全國一致性制度之必要者
，應僅為基本規範或最低標
準，地方自治團體倘於不牴
觸中央法規之範圍內，以自
治條例為因地制宜之規範，
均為憲法有關中央與地方權
限劃分之規範所許。（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 738 號解釋
、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 11 月
22 日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
議、內政部 92 年 5 月 16 日
台內民字第 0920004984 號
函釋意旨參照）。查地方制
度法第十九條第九款第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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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環境保護」為縣（市
）自治事項，地方政府本得
依此來制定自治法規，採取
具體之管理措施，例如：不
核發特定燃料之使用許可、
禁止使用劣質燃料、或要求
減量使用、加嚴污染物排放
標準等。惟前述法律原則為
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不
採而引發爭議。為使法規適
用明確，爰增訂第四項規定
，明確授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因地方環境治
理之需求，在中央主管機關
未禁止使用之情形，以自治
條例制定較第一項標準更嚴
之許可規範或禁止使用第一
項所定之物質，以符合需要
實際需求。
第三十條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及前條第一項核發之許
可證，其有效期間為五年；
期滿仍須繼續使用者，應於
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
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提
出許可證之展延申請，經核
准展延之許可證，其有效期
間為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每次展
延有效期間得縮減至未滿二
年：
一、原許可證有效期間內，
違反本法規定情節重大經
處分確定。
二、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未
達五年。
三、固定污染源位於總量管
制區或三級防制區。
公私場所申請許可證展
延之文件不符規定或未能補

第三十條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及前條第一項核發之許
可證，其有效期間為五年；
期滿仍須繼續使用者，應於
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
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提
出許可證之展延申請，經核
准展延之許可證，其有效期
間為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每次展
延有效期間得縮減至未滿三
年：
一、原許可證有效期間內，
違反本法規定情節重大經
處分確定。
二、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未
達五年。
三、固定污染源位於總量管
制區。
公私場所申請許可證展
延之文件不符規定或未能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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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許可證展延有效期間縮短
為二年，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據以在准駁是
否予以展延之時機，根據轄
內空氣品質狀況、固定污染
源減量情況、相關法規更迭
，及是否違反相關法規等情
事，進一步要求污染源加嚴
操作條件、排放標準或核減
排放總量。
二、展延有效期間得縮減至未
滿二年以下的第三款新增「
三級防制區」，以加速排放
減量，早日符合空品標準成
為二級防制區。
三、第三款未訂定許可證屆滿
未完成准駁的期限，為避免
主管機關遲未准駁之拖延情
事而影響政府公權力與公信
力之伸張，宜訂定最遲應於
一個月內完成准駁的最後期
限，如未完成，主管機關應
負行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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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者，直轄市、縣（市）主

正者，直轄市、縣（市）主

四、第四項不得變更許可證內

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
之機關應於許可證期限屆滿
前駁回其申請；未於許可證
期限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申

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
之機關應於許可證期限屆滿
前駁回其申請；未於許可證
期限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申

容的負面表列方式改成正面
表列，新增第四款「其他主
管機關認定有削減或加嚴操
作條件之必要者。」得變更

請展延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機關於其許可證期限
屆滿日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

請展延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機關於其許可證期限
屆滿日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

許可證內容，授予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因地制宜
調整許可證登載之操作條件
、排放標準或排放總量等內

時，應於許可證期限屆滿日
起停止設置、變更、操作或
使用；未於許可證期限屆滿
前申請展延者，於許可證期

時，應於許可證期限屆滿日
起停止設置、變更、操作或
使用；未於許可證期限屆滿
前申請展延者，於許可證期

容規範。

限屆滿日起其許可證失其效
力，如需繼續設置、變更、
操作或使用者，應重新申請
設置、操作或使用許可證。

限屆滿日起其許可證失其效
力，如需繼續設置、變更、
操作或使用者，應重新申請
設置、操作或使用許可證。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於
第一項規定期間，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
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展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於
第一項規定期間，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
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展

延，因該機關之審查致許可
證期限屆滿前無法完成展延
准駁者，公私場所固定污染
源於許可證屆滿後至完成審

延，因該機關之審查致許可
證期限屆滿前無法完成展延
准駁者，公私場所固定污染
源於許可證屆滿後至完成審

查期間內，得依原許可證內
容設置、操作或使用，審查
最遲應於許可證期限屆滿一
個月內完成准駁。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
機關審查展延許可證，如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變更原
許可證內容：
一、三級防制區內之既存固
定污染源，依第六條第四
項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
污染物排放量之準則規定
削減。
二、屬第七條第二項所定空
氣污染防制計畫指定削減
污染物排放量之污染源，

查期間內，得依原許可證內
容設置、操作或使用。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
機關審查展延許可證，非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變更
原許可證內容：
一、三級防制區內之既存固
定污染源，依第六條第四
項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
污染物排放量之準則規定
削減。
二、屬第七條第二項所定空
氣污染防制計畫指定削減
污染物排放量之污染源，
依規定期程計算之削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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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期程計算之削減量

三、公私場所使用燃料之種

。
三、公私場所使用燃料之種
類、成分標準或混燒比例
變更。

類、成分標準或混燒比例
變更。

四、其他主管機關認定有削
減或加嚴操作條件之必要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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