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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6年3月15日印發 

 

院總第 970 號 委員 提案第 20349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蔣萬安等 17 人，鑑於國外有為管制特定區域移動污

染源之排放，劃定一定區域規範進出車輛的廢氣排放量標準

，有效管制移動污染源，達到維護空氣品質之效果。考量台

灣已有區域業經各地方政府公告設立類似概念之管制區，卻

因缺乏母法即「空氣污染防制法」之授權，無法訂定罰則，

致缺乏強制力。為降低移動污染源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以

維護民眾身體健康，爰提案修正「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增訂「低污染排放區」之定義，並授權直轄市

、縣（巿）主管機關劃定區域並增訂違反管制措施及標準之

罰則規範。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歐盟於 1992 年發表「運輸綠皮書」（Green Paper on the Impact of Transport on the 

Environment）做為指導原則，要求各會員國境內移動的各類型車輛達到預期汙染的排放。

而德國會為應歐盟政策，在 2006 年制定「聯邦防治法」第三十五條，對汽機車進行控管，

以提供獎勵的方式鼓勵民眾改善交通工具的廢氣排放量，而環保區的設定即藉由限定都市

內部移動汽車的廢氣排放量。除了德國，包含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瑞典斯德哥爾摩、以

及中國大陸北京皆有類似區域的設置。 

二、台灣亦有數十個區域設立類似「低污染排放區」概念之區域，以最早設立「空氣品質淨化

區」的嘉義縣阿里山為例，雖縣政府要求進出該區之柴油車輛須出示排放達一定標準之證

明方可通行，卻因缺乏空氣污染防制法之授權，無法有效規範並容易引發爭議。 

三、爰於現行「空氣污染防制法」中增訂「低污染排放區」之定義，並授權直轄市、縣（巿）

主管機關得會商中央主管機關設立低污染排放區，以維護民眾身體健康。 

 

提案人：蔣萬安   

連署人：簡東明  徐榛蔚  徐志榮  鄭天財 Sra Kac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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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玉玲  許淑華  黃昭順  陳雪生  馬文君  

江啟臣  張麗善  柯志恩  李彥秀  許毓仁  

蔣乃辛  林麗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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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

下： 
一、空氣污染物：指空氣中

足以直接或間接妨害國民

健康或生活環境之物質。 
二、污染源：指排放空氣污

染物之物理或化學操作單

元。 
三、汽車：指在道路上不依

軌道或電力架設，而以原

動機行駛之車輛。 
四、生活環境：指與人之生

活有密切關係之財產、動

、植物及其生育環境。 
五、排放標準：指排放廢氣

所容許混存各種空氣污染

物之最高濃度、總量或單

位原（物）料、燃料、產

品之排放量。 
六、空氣品質標準：指室外

空氣中空氣污染物濃度限

值。 
七、空氣污染防制區（以下

簡稱防制區）：指視地區

土地利用對於空氣品質之

需求，或依空氣品質現況

，劃定之各級防制區。 
八、自然保護（育）區：指

生態保育區、自然保留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及國有

林自然保護區。 
九、總量管制：指在一定區

域內，為有效改善空氣品

質，對於該區域空氣污染

物總容許排放數量所作之

限制措施。 
十、總量管制區：指依地形

及氣象條件，按總量管制

第二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

下： 
一、空氣污染物：指空氣中

足以直接或間接妨害國民

健康或生活環境之物質。 
二、污染源：指排放空氣污

染物之物理或化學操作單

元。 
三、汽車：指在道路上不依

軌道或電力架設，而以原

動機行駛之車輛。 
四、生活環境：指與人之生

活有密切關係之財產、動

、植物及其生育環境。 
五、排放標準：指排放廢氣

所容許混存各種空氣污染

物之最高濃度、總量或單

位原（物）料、燃料、產

品之排放量。 
六、空氣品質標準：指室外

空氣中空氣污染物濃度限

值。 
七、空氣污染防制區（以下

簡稱防制區）：指視地區

土地利用對於空氣品質之

需求，或依空氣品質現況

，劃定之各級防制區。 
八、自然保護（育）區：指

生態保育區、自然保留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及國有

林自然保護區。 
九、總量管制：指在一定區

域內，為有效改善空氣品

質，對於該區域空氣污染

物總容許排放數量所作之

限制措施。 
十、總量管制區：指依地形

及氣象條件，按總量管制

增列第十三款「低污染排放區

」之定義，指為維護空氣品質

，在一定區域內，得限制或禁

止移動污染源之行駛與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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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劃定之區域。 
十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指考量能源、環境、經濟

之衝擊後，污染源應採取

之已商業化並可行污染排

放最大減量技術。 
十二、怠速：機動車輛停車

時，維持引擎持續運轉之

情形。 
十三、低污染排放區：指為

維護空氣品質，在劃設區

域內，得限制或禁止移動

污染源之行駛與進入。 

需求劃定之區域。 
十一、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指考量能源、環境、經濟

之衝擊後，污染源應採取

之已商業化並可行污染排

放最大減量技術。 
十二、怠速：機動車輛停車

時，維持引擎持續運轉之

情形。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土

地用途對於空氣品質之需求

或空氣品質狀況劃定直轄市

、縣（市）各級防制區並公

告之。 
前項防制區分為下列三

級： 
一、一級防制區，指國家公

園及自然保護（育）區等

依法劃定之區域。 
二、二級防制區，指一級防

制區外，符合空氣品質標

準區域。 
三、三級防制區，指一級防

制區外，未符合空氣品質

標準區域。 
前項空氣品質標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

定之。 
第二項之防制區，直轄

市、縣（巿）主管機關得劃

設低污染排放區並公告之。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土

地用途對於空氣品質之需求

或空氣品質狀況劃定直轄市

、縣（市）各級防制區並公

告之。 
前項防制區分為下列三

級： 
一、一級防制區，指國家公

園及自然保護（育）區等

依法劃定之區域。 
二、二級防制區，指一級防

制區外，符合空氣品質標

準區域。 
三、三級防制區，指一級防

制區外，未符合空氣品質

標準區域。 
前項空氣品質標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

定之。 

增列第四項，授權地方主管機

關得劃定低污染排放區並公告

之。 

第六條 一級防制區內，除維

繫區內住戶民生需要之設施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必要設

施或國防設施外，不得新增

或變更固定污染源。 
二級防制區內，新增或

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

第六條 一級防制區內，除維

繫區內住戶民生需要之設施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必要設

施或國防設施外，不得新增

或變更固定污染源。 
二級防制區內，新增或

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

一、修正第四項，授權地方主

管機關得訂定相關管制措施

與標準，並報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後公告之。 
二、原第四項條文改列第五項

，並酌做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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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達一定規模者，其污染

物排放量須經模式模擬證明

不超過污染源所在地之防制

區及空氣品質同受影響之鄰

近防制區污染物容許增量限

值。 
三級防制區內，既存之

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

放量；新增或變更之固定污

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

模者，應採用最佳可行控制

技術，且其污染物排放量經

模式模擬證明不超過污染源

所在地之防制區及空氣品質

同受影響之鄰近防制區污染

物容許增量限值。 
低污染排放區內，除維

繫區內住戶民生需要之交通

工具外，其移動污染源之管

制標準與措施應由直轄市、

縣（巿）主管機關訂定，並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

告之。 
第二項、第三項污染物

排放量規模、二、三級防制

區污染物容許增量限值、空

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及最佳

可行控制技術，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放量達一定規模者，其污染

物排放量須經模式模擬證明

不超過污染源所在地之防制

區及空氣品質同受影響之鄰

近防制區污染物容許增量限

值。 
三級防制區內，既存之

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

放量；新增或變更之固定污

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

模者，應採用最佳可行控制

技術，且其污染物排放量經

模式模擬證明不超過污染源

所在地之防制區及空氣品質

同受影響之鄰近防制區污染

物容許增量限值。 
前二項污染物排放量規

模、二、三級防制區污染物

容許增量限值、空氣品質模

式模擬規範及最佳可行控制

技術，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第六十三條之二 違反第六條

第四項移動污染源之管制標

準與措施規定者，處使用人

或所有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令其改善；未改善者，得按

次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 
前項罰鍰標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交通部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增加違反第六條第四項移

動污染源之管制標準與措施

規定的罰則規範。 
三、違反規定進入低污染排放

區之使用人或所有人，因違

反之態樣可立即更正，故應

令其改善而非限期改善，且

未立即改善者得按次連續處

罰至改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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