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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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2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785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宏陸等 21 人，鑒於鐵道運輸業與大眾捷運系統運
輸業之地下月台來往人潮眾多，允應提升該等空間之空氣品
質，爰提出「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執行「懸浮微粒特徵對民眾
健康影響之研究」，2017 年度針對捷運、公車、汽車、機車、步行、腳踏車 6 大交通方式
，以環保署觀測站濃度為基準，審視何種交通方式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暴露量最高，
研究發現：捷運濃度暴露量最高，夏季捷運暴露濃度為大氣環境 1.68 倍，高於機車的 1.4
倍、腳踏車 1.37 倍、步行 1.36 倍、公車 1.02 倍，汽車 0.29 倍。
二、然大眾捷運早已成都會地區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以雙北為例每日乘客數已有百萬人次，
而且乘客在捷運地下月台等候的瞬間即是 PM2.5 濃度暴露量最高的時候，PM2.5 早已被證
實對人體健康有很大的影響，政府應落實改善如捷運等軌道運輸業之地下月台瞬間高濃度
暴露的 PM2.5 等問題，提升地下候車空間空氣品質，以照顧國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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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整合
規劃及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相關工作，訂定、修正室
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與室內
空氣品質標準及檢驗測定或
監測方法。
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權責劃分如下：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整合
規劃及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相關工作，訂定、修正室
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與室內
空氣品質標準及檢驗測定或
監測方法。
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權責劃分如下：

一、鑒於鐵路運輸業與大眾捷
運系統運輸業之地下月台
PM≦10 懸浮微粒濃度超高
且被忽略一事，為加以防制
之，建議強化相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權責，爰修正的
第二項第一款與第四款。
二、對於位於地下空間者，必

一、建築主管機關：建築物
通風設施設計與材料、建
築物裝修管理及建築物裝
修建材管理相關事項。
二、經濟主管機關：裝修材
料與商品逸散空氣污染物
之國家標準及空氣清淨機
（器）國家標準等相關事

一、建築主管機關：建築物
通風設施、建築物裝修管
理及建築物裝修建材管理
相關事項。
二、經濟主管機關：裝修材
料與商品逸散空氣污染物
之國家標準及空氣清淨機
（器）國家標準等相關事

要時應要求其設置防制微粒
粒徑小於或等於十微米（μ
m）（PM≦10）以下之 懸
浮微粒之設備。爰修正第三
項。

項。
三、衛生主管機關：傳染性
病原之防護與管理、醫療
機構之空調標準及菸害防
制等相關事項。
四、交通主管機關：大眾運
輸工具之空調設備通風量
及通風設施維護管理相關
事項。
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輔導其主管場所改善其室
內空氣品質。對於地下候車
空間，必要時，應要求其設
置防制粒徑小於或等於十微
米之懸浮微粒設備。

項。
三、衛生主管機關：傳染性
病原之防護與管理、醫療
機構之空調標準及菸害防
制等相關事項。
四、交通主管機關：大眾運
輸工具之空調設備通風量
及通風設施維護管理相關
事項。
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輔導其主管場所改善其室
內空氣品質。

第六條 下列公私場所經中央
主管機關依其場所之公眾聚
集量、進出量、室內空氣污
染物危害風險程度及場所之
特殊需求，予以綜合考量後
，經逐批公告者，其室內場
所為本法之公告場所：

第六條 下列公私場所經中央
主管機關依其場所之公眾聚
集量、進出量、室內空氣污
染物危害風險程度及場所之
特殊需求，予以綜合考量後
，經逐批公告者，其室內場
所為本法之公告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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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已有研究指出地下候車月
台有高濃度 PM2.5 以下的細
或超細懸浮微粒。且本法第三
條亦都有定義室內空氣污染物
包含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之懸
浮微粒（PM10）與粒徑小於
等於二‧五微米之懸浮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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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

他供兒童、少年教育或活
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
二、大專校院、圖書館、博
物館、美術館、補習班及

他供兒童、少年教育或活
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
二、大專校院、圖書館、博
物館、美術館、補習班及

PM2.5），而地下捷運站內管
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在依
第六條公告之「應符合室內空
氣品質管理法第一批公告場所
附表二」中，所指定之場所公

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
。
三、醫療機構、護理機構、
其他醫事機構及社會福利

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
。
三、醫療機構、護理機構、
其他醫事機構及社會福利

告類別之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
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卻未包含
PM10 與 PM 小於或等於二‧
五的懸浮微粒，將候車空間（

機構所在場所。
四、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
辦公場所。
五、鐵路運輸業、民用航空

機構所在場所。
四、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
辦公場所。
五、鐵路運輸業、民用航空

包括月台層）納入。
又，鐵路運輸業、民用航空運
輸業、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及
客運業等產業之地下候車空間

運輸業、大眾捷運系統運
輸業及客運業等之搭乘空
間、候車空間及車（場）
站。

運輸業、大眾捷運系統運
輸業及客運業等之搭乘空
間及車（場）站。
六、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

，乘客眾多之處所亦都有同樣
的情形，亦應將其納入空氣品
質管理之場域，爰修正第一項
第五款。

六、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
事業之營業場所。
七、供體育、運動或健身之
場所。

事業之營業場所。
七、供體育、運動或健身之
場所。
八、教室、圖書室、實驗室

八、教室、圖書室、實驗室
、表演廳、禮堂、展覽室
、會議廳（室）。
九、歌劇院、電影院、視聽

、表演廳、禮堂、展覽室
、會議廳（室）。
九、歌劇院、電影院、視聽
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

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
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場所
。
十、旅館、商場、市場、餐
飲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
場所。
十一、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場
所及大眾運輸工具。

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場所
。
十、旅館、商場、市場、餐
飲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
場所。
十一、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場
所及大眾運輸工具。

第七條 前條公告場所之室內
空氣品質，應符合室內空氣
品質標準。
但因不可歸責於公告場
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之事由，致室內空氣品質未
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者，
不在此限。
前項標準，由中央主管

第七條 前條公告場所之室內
空氣品質，應符合室內空氣
品質標準。
但因不可歸責於公告場
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之事由，致室內空氣品質未
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者，
不在此限。
前項標準，由中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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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訂定室內空氣品質標準一
節，現行規定似有球員兼裁判
之嫌，稍有不足。室內空氣品
質法所規定的終究是與人體健
康有極密切關係，故對於製定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一事，則亦
應邀請醫衛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本其專業參與表達意見。又
中央主管機關於邀請醫衛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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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召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領域專家學者時應注意性別帄

機關與醫衛相關領域專家學
者討論依公告場所之類別及
其使用特性定之。

機關依公告場所之類別及其
使用特性定之。

等之問題。

第十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
理人或使用人應委託檢驗測
定機構，定期實施室內空氣

第十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
理人或使用人應委託檢驗測
定機構，定期實施室內空氣

一、對於依第六條指定之公告
場所中具有大量公眾使用之
地下候車空間，本條第二項

品質檢驗測定，並應定期公
布檢驗測定結果，及作成紀
錄。
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六

品質檢驗測定，並應定期公
布檢驗測定結果，及作成紀
錄。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公告場所」自應與其規定
相同，要求其設置自動監測
設施，並將地下月台空氣品
質之即時資訊公開，讓乘客

條指定之公告場所中大量公
眾使用之地下候車空間應設
置自動監測設施，以連續監
測室內空氣品質，其自動監
測最新結果，應即時公布於
該場所內或入口明顯處，並
應作成紀錄。
前二項檢驗測定項目、

公告場所應設置自動監測設
施，以連續監測室內空氣品
質，其自動監測最新結果，
應即時公布於該場所內或入
口明顯處，並應作成紀錄。
前二項檢驗測定項目、
頻率、採樣數與採樣分布方
式、監測項目、頻率、監測

知道，以利其採取因應措施
。爰修正第二項。
二、本法自民國一百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公布施行至今，即
將屆滿八年，然本條文第三
項訂定檢驗測定等相關辦法
仍未公布實施，以致於無法
落實本條文第二項公告場所

頻率、採樣數與採樣分布方
式、監測項目、頻率、監測
設施規範與結果公布方式、
紀錄保存年限、保存方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辦法最遲應自中華
民國○年○月○日起實施。

設施規範與結果公布方式、
紀錄保存年限、保存方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的規定
，實影響大眾知的權利，爰
修正第三項。

第二十四條
年施行。

本法自公布後一

第二十四條
年施行。

本法自公布後一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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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上述條文修正，爰增列第
二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