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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公布施行後過渡期間執行原則修正
草案公聽研商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7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0 分 

二、 地點：本署第 2 辦公室（臺北市中正區秀山街 4 號 14 樓）第 2

會議室 

三、 主席：徐專門委員淑芷                  記錄：簡大詠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草案簡報：略。 

七、 綜合討論： 

（一） 交通部 

1. 空污法第 43 條相關委託辦法未完成訂定之前，應如何

處理? 

2. 空污法修正後涉及交通管理及車輛管制之子法訂定已

刪除會同交通部，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交通工

具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及處理、交通工具罰鍰標準…等

等相關子法，建議環保署後續訂定時與本部協商。 

（二） 經濟部工業局 

鑒於近年秋冬空品不良時，燃煤電廠配合降載，致需增

加燃氣發電來維持供電穩定，建議過渡原則應增訂空污

法第 14 條第 2 項燃氣增量經核定後可排除空污法及環評

法限制之規定，以符合第 14 條之立法說明。 

（三） 經濟部能源局 

第 14 條第 2 項電業應變免除空污法及環評法之相關規

定，台灣電力公司已提報降載規劃資料至本局審核，後

續將轉送環保署，請問後續審核要如何辦理。 

（四） 桃園市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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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法原第 31 條與第 32 條條文已不同，罰鍰上下限也

不一致，公私場所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應處罰鍰額度裁

罰準則如何適用。 

（五） 屏東縣環保局 

空污法第 26條新增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技師簽證是否

需待管理辦法修正，或是逕依空污法修正後規定辦理。 

（六） 雲林縣環保局 

1. 依據空污法第 29 條規定，使用易致空氣污染物之物質

應取得許可證後，始得用之。本縣六輕工業區業者已依

法取得使用許可證(燃料油)且依規定每半年申報使用紀

錄，惟於 104 年度燃料油(含硫分>1%)申報量超出許可

核定用量，本局依法告發時，業者即表示申報資料為誤

植，該申報量為含硫分<0.5%非屬易致空氣污染物之物

質，並附台塑油品檢驗室檢測報告佐證，其後業者未再

有使用及申報情況，故建議如下： 

(1) 如業者申請許可證，但一直沒有使用，是否可規定

一定年限後即廢止該許可。 

(2) 有關燃料油含硫分檢測報告，是否應以經環保署認

可檢測機構出具檢測報告做為佐證依據。 

2. 經媒體報導違反空污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若未發現

行為人時可罰地主，惟母法未明確規範，建議是否納入

施行細則或執行原則中明確定義。 

（七）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1. 抵換機制辦法尚未修改嘛！那為何急於套用新版空污

法？ 

2. 拍賣規定未訂定前，應停止實施總量管制。 

3. 過渡期即應加強 CEMS 自動監測，否則抓小放大，空污

法失去意義。 

4. CEMS 自動監測應包括半導體，晶圓廠才能達到新版空

污防制法減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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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簡報八，只說本法第 85 條對學校有影響者應從重處罰，

若依此次第 8 點依本法第 33 條修定，即應考量敏感族

群、社區、醫院，若影響都加強處罰。 

（八） 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 

1. 修正草案第 1 點建議改為「……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

簡稱本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修正施行

後…」，以利知道是針對那一年之修正。 

2. 修正草案第 4點建議改為「對於本法修正施行前之違法

行為，行為後尚未處分者，適用行為當時之法律或相關

規定。但本法修正後之相關規定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

本法修正後之相關規定…」。 

3. 修正草案第 6點建議改為「…依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

月三十日訂定之高屏地區總量管制計畫及中華民國一

百年七月六日訂定之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削減量差

額…」，以利知道是那一年之版本。 

4. 有關修正草案第 4 點第 3 項：「…於違法行為該當本法

第 96 條各款規定情節重大情形之一者，得以各該條罰

鍰最高裁處。」，惟依據空污法第 96條第 1項第 3款，

對於情節重大定義「一年內經二次限期改善，仍繼續違

反本法規定」，考量法律應「不朔及既往」，故其次數認

定時間點，建議以空污法修法實施日開始計算，以符合

信賴保護原則。 

（九） 中華民國汽車商業同業公司全國聯合會 

案由：空污法淘汰大貨車及加嚴檢驗一案 

說明： 

1. 每一年份出廠的車都有當年出廠檢驗的標準，而且 10

年以上的車一年檢驗 2次也都通過檢驗，為何現在空污

法一定要淘汰。 

2. 署長雖說 112年才執行，但是這都是人民的財產，每一

輛車代表一家子的經濟來源，有車才有錢賺，才能繳房

貸車貸，才能繳小孩子學費補習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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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在政府雖說 112年執行 4期標準檢驗，但一、二、三

期的車一定都檢驗不過。 

4. 特種車一輛的附加改裝配備動輒幾百萬，幾乎每一輛大

貨車都有貨款。 

5. 這些貨款繳不出來，會造成多少家庭破裂，貨款公司呆

帳倒閉，會造成多大金融危機。 

6. 尤其車行，幾千萬的財產，一輛車幾百萬的本錢只補助

30萬，怎麼活的下去。 

方法： 

1. 政府可以做的是輔導，可以補助淘汰老車但不可以強制

規定，於法這都是人民的財產。 

2. 可以配合維修廠補助維修幫助，噴油嘴、引擎內部加裝

濾煙器不行，一、二期車加裝溫度會上升縮肛，三期車

引擎會壞掉。 

3. 請廢除加嚴檢驗這條法案，當期出廠車以當期出廠標準

檢測！ 

（十）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1. 草案第 2點建議意見：本法修正前之相關法規，其規範

內容已明訂於本法者，逕行適用本法規定。但修正後其

相關子法尚未訂定或修正發布前，事業得依據原相關法

規規範內容執行。 

2. 如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1 條，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

放量頻率由年修正為季，但相關行業排放標準尚未訂定

或修正發布前，得依據原規範內容執行。 

（十一） 鼎砬營造工程有限公司(老車自救會) 

1. 環保署開空污法相關會議應找大一點的會議室，歡迎更

多民眾參與，要以更開放的態度接受各界意見。 

2. 老車無罪認同環保署管制高污染車輛，但老車未必高污

染，應詳細依使用情形估算老車污染，不要污名化。 

3. 管制老車應考量係維生工具應適當合理，不要趕盡殺

絕，留點空間給人改善。 

4. 堅決反對對 10年以上的車加嚴標準。 



 5 

（十二） 空保處 

1. 本次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公布施行後過渡期間執行原

則修正草案，修訂內容略以增加本法授權之相關法規未

修訂前之適用原則、過渡期間處分從新從輕原則，另總

量管制排放量拍賣、易致空氣污染物質、空氣污染事件

應變依現有相關規定辦理。 

2. 空污法新增相關規定，例如操作許可證技師簽證等，請

依空污法修正後規定辦理。 

3. 107 年 08 月 20 日已預告「公私場所應設置連續自動監

測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固定污染源」修正草案，增

訂第五批公私場所之規定，已將半導體及晶圓廠納入。 

4. 空污法第 14 條第 2 項已明定電業執行緊急防制措施等

致增加燃氣用量及空污排放量之審核及核可程序，在核

可程序未報行政院核定公告前，請依該規定辦理個案核

可。 

5. 草案條文內所述法規加註發布時間點之建議，後續研析

合適性予以納入修正。 

6. 其他涉及空污法子法修訂之意見，本署後續修正子法時

也會納入參考。 

八、 結論： 

（一） 感謝各位與會並提供意見，本次研商會各與會代表所提

意見，將納入草案修正參考。 

（二） 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文到 7

日內提出意見，或與本案承辦人簡大詠環境技術師聯

繫，電話（02）2371-2121 分機 6103，傳真（02）2311-3185，

電子郵件 jiandy@epa.gov.tw，俾作為草案修正參考。 

九、 散會：下午 3 時 00 分。 

mailto:yhlee@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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