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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空污法修正 落實源頭到管末管理

為落實「清淨空氣」政策，空污法修正共有五大亮點，未來將增訂約120項相關子法，將從空氣品
質改善的規劃、污染源的源頭管制與中間管理，到管末處理及應變等，全面管控空氣品質，秉持
環保及永續發展理念，環保署以民眾健康為出發點，推動各項措施，落實預防與預警機制。

「清淨空氣」為環保施政主軸之一。空污法業於107年
6月25日於立法院三讀通過，8月1日總統公布施行，8
月3日正式生效，修正內容共有5大亮點，包括：增訂
好鄰居條款、增訂工廠源頭管制機制、增加移動污染
管制措施、提高罰則，以及追繳不法利得與增訂吹哨
者條款等，從空氣品質改善的規劃、污染源的源頭管
制與中間管理，到管末處理及應變，都全面補強。

全面修法 空污防制新里程
1. 空污法修法後續規劃辦理情形
(1)初步盤點後續約118項相關子法需配合修正或增
訂，因子法作業時程需依法制程序辦理，已訂定過渡
期間執行原則，作為新舊法交替期間之作業依據。

(2) 配合本次空氣品質標準增訂每4年檢討機制，優
先檢討空氣品質標準，作為後續中央空污防制方案和
地方空污防制計畫之目標，針對固定污染源辦理高屏
總量管制第二期規劃，優先修（增）訂有害污染物、
餐飲業、鍋爐標準、連續自動監測等項目之相關法
規。
(3) 對移動污染源加強宣傳並提升車輛汰換或污染改善
之經濟誘因，空污法修正後的柴油車管制措施係以輔
導改善污染排放為主要目標，只要符合排放標準即可
正常使用。另為輔導大型柴油車進行污染改善，刻正
檢討相關補助措施，將提供更多元的改善方案，如調
修污染排放系統或加裝污染防制設備、購車補助及信
用保證與低利貸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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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污防制行動方案推動現況
106年12月21日經行政院通過「空氣污染防制行動方
案」，該方案針對各項空氣污染源提出具體管制與防
制措施，包括國營事業及大型企業空污減量、鍋爐管
制、餐飲油煙管制、改善燒紙錢文化之衍生問題、營
建及堆置揚塵管制、農家稻草及果樹枝去化處理、河
川揚塵防制、補助1-3期大型柴油車汰舊及二行程機車
改善、推動電動蔬果運輸車、港區運輸管制、交通管
制新作為、交通運具電動化、補助及推廣空氣牆設置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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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3萬302公噸紙錢集中焚燒、完成河川汛期後清理
共24萬983公里，完成1~2期柴油汰舊2萬1,758輛及
3期柴油車污染改善1,062輛)、二行程機車改善72萬
3,070輛，將持續與環保局積極推動方案，以因應秋冬
季節空氣品質之改善。

108年施政目標
1. 持續辦理空氣品質分析、更新空氣污染物排放清
冊、發展模式模擬工具、分析空氣污染來源與成因，
精進空氣品質管理策略規劃。

環保署並訂立指標性政策目標，包括2019年空污紅害
減半，2030年新購公務車輛及公共運輸大巴士全面電
動化、2035年禁售燃油機車、2040年禁售燃油汽車
等，透過前述管制與防制措施，期能在108年底時，將
PM2.5年平均濃度，由每立方公尺22µg（104年）降到
18µg；全年紅色警戒站日數則由997站/日（104年）
降至499站/日。

2. 推動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作業，持續辦理固定污
染源空氣污染防制工作，檢討加嚴固定污染源排放標
準，落實各項固定污染源管制措施。

107年全國P M 2.5 年平均濃度17.5µ g/m 3 ，較106年
18.3µg/m3、105年20.0µg/m3及104年22.0 µg/m3
改善；紅色警示發生次數310次，也較105年874次、
106年483次改善，並已提前達成細懸浮微粒紅色警示
降低50%之目標。

4. 108年推動1~3大型柴油車污染改善目標包括汰舊換
新6,000輛及污染改善7,000輛(108~111年總目標為汰
舊換新2萬輛及污染改善2萬4,000輛) 、二行程機車污
染改善或淘汰累計達100萬輛、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禁
止或限制高污染車輛進入及推廣低污染運具與清潔燃
料等措施，以降低移動污染源污染排放。

統計全國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各項策略執行情形，
截至108年1月底止，共計輔導工業鍋爐834座(含申請
補助改善中531座及已改善完成303座)、輔導改善653
座商業鍋爐 (含已申請補助改善中292座及已停工或拆
除鍋爐361座）。另6,365家餐飲油煙裝設防制設備、

空污法修正五大亮點

3. 持續推動鍋爐改善策略，建立鍋爐改善推動平臺，
辦理說明會與鍋爐補助，排除鍋爐汰換障礙，加速高
污染鍋爐汰換工作。

5. 落實推動河川揚塵防制，預估削減總懸浮微粒 1,100
公噸、懸浮微粒 320 公噸；裸露地綠化 10 公頃，預估
吸收二氧化硫 75 公噸、二氧化氮 3.8 公噸，以及減少
懸浮微粒 5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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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因應國際環保公約，執行臭氧層保護；另依室內空
氣品質管理法推動業務，持續檢討修正相關法規。

環境督察

檢討標準擬訂計畫 納入新增管制項目

環境督察

防豬瘟 中央地方訂廚餘短中長期計畫
防堵非洲豬瘟疫情發生，環保署於108年1月15日邀集各地方環保局召開研商會議，盤點廚餘產生

為量、去化及處理量能，並規劃短、中及長期廚餘去化分階段計畫。
環保署表示，該署及各地方環保機關為防堵豬瘟病毒
透過廚餘造成感染風險，於1月份開始快速的邀集轄內
廚餘養豬場，協助有意願取得再利用登記檢核之養豬
場順利取得檢核。在此期間，環保署責成縣市環保局
務必確認有蒸煮能力的業者再行檢核，並請地方環保
單位配合農政單位加強巡查，如未具蒸煮設備則應轉
請農政單位輔導改由飼料飼養。截至1月31日，全國取
得廚餘再利用登記檢核之合法養豬場家數已提升至736
場。而針對沒有取得檢核的養豬場，已立即轉請農政
單位協助改用飼料或離牧，以避免因動物疫災造成更
大的損失。

請。中期強化公有區域堆肥埸處理能量、輔導公有污
水處理廠厭氧消化設施協助去化廚餘，及輔導民間大
型事業自設快速發酵設備等。長期政策上，廚餘去化
規劃將朝向以生質能源化推動，目前臺中市已於107年
10月完成第一階段工程（每日處理量能80公噸）、桃
園市預計於110年7月完工，另臺南市、宜蘭縣、臺北
市及高雄市等4縣市刻正規劃中，完工後預計每日可處
理家戶廚餘800公噸。

環保署規劃強化短中長期厨餘處理量能，短期將優先
補助地方政府設置廚餘破碎脫水等緊急處理設備，各
縣市提出破碎脫水、打漿設施及快速發酵處理模組，
所需經費合計新臺幣4.5億元，已請各縣市儘速提送申

（一）若轄內原使用廚餘養豬改為飼料者，請轉知產
源縣市提早因應，並掌握流向。

環保署最後強調，防堵疫情發生，需全民及各單位共
同努力，環保署請地方環保單位配合：

（二）請地方政府與轄內民間堆肥廠合作。

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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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於1公噸之產源，請其輔導自行設置處理設施
。
（四）因應年節，請加強宣導民眾惜食、廚餘瀝水減
量之觀念，並事先擬定年節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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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短期請各縣市立即提報脫水、破碎設施及模組
式高效堆肥所需購置經費；中長期將輔導公有污水處
理廠厭氧消化設施能協助去化廚餘，及補助設置區域
堆肥廠、及生質能源廠。

（五）若規劃進焚化廠處理者，將補助作業所需堆高
機之經費。

水質

修正違反水污法罰則 罰鍰加重

環保署於108年1月16日修正發布「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修正一行為違反本法數
個規定、嚴重違規態樣、規模、影響、非法稀釋行為、加重與減輕等之處分點數認定方式。
環保署表示，因應水污法已於107年6月13日修正，為
解決主管機關實務依水污法執行裁處時有認定上的疑
慮，以及配合近年大幅修正相關子法，故重新檢討修
正。
該修正內容將明確規範違規態樣及審酌點數；此外，
疏漏油品至水體之違規情事頻傳，其規模認定未臻明
確，情節嚴重態樣之裁處過輕；現行裁罰額度對嚴重
違規之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及非屬本法列管者罰鍰過
輕，難以嚇阻不法等問題，須強化及增列違規態樣及
計算基準。藉由本次裁罰準則修正，一併重新檢討，
以強化違反水污法的處罰執行力，嚴懲違規者，以維
護河川和地面的水體水質。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1、明確水污法所稱情節嚴重者，屬嚴重違規，並得以
各該條最高罰鍰額度裁處。

2、配合水污染防治法及相關子法之修正，增修違規態
樣和審酌點數。
3、修正違反水污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屬疏漏油品、
廢（污）水、原料、藥劑或其他污染物者之規模認定
方式。
4、修正營建工地規模及未遵行逕流廢水管理規定的態
樣和審酌點數。
5、修正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徵收水污染防治費之
適用對象、逾期未繳納水污染防治費者之日數認定方
式，以及刪除家戶水污染防治費之罰鍰認定方式。
6、修正有申報義務，不為申報者與經通知限期申報，
回收
屆期未申報者之日數認定方式。
7. 修正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及非屬水污染防治法列管
事業的處分基數。

水質

2次預告修正「放流水標準」 強化戴奧辛排放控管

環

保署於108年1月4日第2次預告修正「放流水標準」第2條、第2條之1，除維持第1次預告修正內
容，為強化管制戴奧辛排放，另修正廢棄物焚化設施事業之適用條件。

環保署說明，事業如具有廢棄物焚化設施，且其空氣
污染防制設備採濕式或半乾式洗滌設施者，無論洗滌
設施是否有產生廢水，放流水中仍具戴奧辛排放之風
險，故有修正放流水標準適用對象條件，強化放流水
戴奧辛排放控管之必要性。

環保署強調，戴奧辛為民眾高度關切之有害健康物
質，亦為斯德哥爾摩公約所列管之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基於維護環境及回應民意需求，藉由管制具污染
風險事業其適用之放流水管制項目及限值，促使業者
正常操作廢（污）水處理設施，並提升水體品質。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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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業者確實守法，如有水體、土壤污染之重大情事，
違者將依違反水污染防治法處分，切勿以身試法。

空氣

發布「氯乙烯及聚氯乙烯製造業空氣污排放標準」

環

保署於108年1月22日訂定發布「氯乙烯及聚氯乙烯製造業空氣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強化
管制產製氯乙烯及聚氯乙烯的石化製程，以落實氯乙烯單體的排放減量。

氯乙烯單體係對人體有明確致癌性影響物質，屬有害
空氣污染物，影響民眾健康備受關注，環保署為降低
民眾生活環境中暴露於氯乙烯單體所造成健康衝擊，
對於排放氯乙烯單體之石化業相關製程加強管制，預
期可有效降低對環境的危害。
鎖定每個環節
環保署表示，環保署所訂定之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
管制及排放標準，已針對石化業之廢氣燃燒塔、儲槽
及設備元件等可能排放揮發性有機物之主要排放來
源，訂有管制規範，已有效降低揮發性有機物排放。
環保署為進一步強化石化業排放有害空氣污染物之管
制及減量工作，優先針對會排放氯乙烯單體的石化製
程，訂定加嚴管制及排放標準。
落實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環評
環保署本次參採國際間管制與執行經驗，審酌國內管
制現況，並考量健康風險評估結果及防制設備技術可
行性，訂定「氯乙烯及聚氯乙烯製造業空氣污染物管
制及排放標準」。藉由強化管制氯乙烯及聚氯乙烯之
生產製造、輸儲及運輸等過程，降低氯乙烯單體及二
氯乙烷等有害空氣污染物由排放管道或逸散等方式進
入到環境中所造成之衝擊影響。

可快速裝卸之止漏接頭

促使業者加強污染防制投資
環保署說明，本標準管制重點包括訂定氯乙烯排放管
道排放濃度不得大於10 ppm；規定設備元件揮發性有
機物淨檢測值不得大於1,000ppm，另要求採用低袜袜
洩漏型設備元件，以源頭管制方式澈底降低設備元件
洩漏機率及排放量；裝載操作之進料及卸料管線應採
止漏型接頭且保持密閉狀態，避免物料裝卸過程造成
洩漏污染；槽車之任何設備及裝卸口為氣密狀態，且
槽車所屬設備元件之揮發性有機物淨檢測值不得大於
1,000ppm，避免槽車逸散造成污染。
開啟重合槽或聚合槽，設備開口之揮發性有機物濃度
平均值應小於500ppm，避免因開啟過程造成短時間
大量排放污染；產製氯乙烯單體之二氯乙烷儲槽採用
固定頂槽者，應裝設儲槽排氣密閉收集系統，並連通
至削減率達95%以上之污染防制設備；規定氯乙烯單
體製程及聚氯乙烯製程之廢水管制措施，要求聚氯乙
烯製程廢水(含清洗反應槽之廢水)之水中氯乙烯單體濃
度處理至小於0.1 mg/L才得回收再利用等多項管制措
施，以減少氯乙烯單體由排放管道或逸散等方式進入
到環境之可能性。本標準給予合理改善時間，除部分
需耗時執行之改善工程給予1~3年內之改善期限，其餘
規定皆於發布日即生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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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需採用低洩漏型設備元件

空氣

預告修正空污法施行細則草案

環保署說明，空污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係參考歷年解釋函令、法院解釋、相關訴願判例及實務運
作經驗，主要修正重點如下：
分使用者執行土壤、地下水之監測費用高於繳交水污費

一、配合本法新增訂定中央主管機關所應訂定之空氣
污染防制方案，新列方案所應規範事項。
二、配合本法第7條新增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空氣污染防
制方案內容，調整包括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及總量管制
計畫原所應填寫項目。
三、因產業園區多樣化及考量工業區分期分區開發
情形，新增工業區定義及特殊性工業區面積計算方
式。

管道排放空污物，如有違反第20條第2項所定標準之有
害空污排放限值，以刑事處罰之規定，與現行違反排
放標準以行政罰管制之手段不同，故增訂本法第20條
第2項所定有害空污物排放標準之分類。

環境督察
五、配合本法第32條新增管理不當產生自燃之規定，
增訂其判定方式。
六、本法修正內容新增違反本法部分罰鍰提撥納入基
金之規定，參考現行水污法施行細則，補充解釋違反
本法罰鍰之提撥比率規範。

四、為因應本法第53條新增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

化學物質

跨部會勤守護 食安五環迎新春

農曆春節期間，為讓國人吃得安心，環保署、衛生福利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三部會署持續攜手，
合作把關春節食品安全衛生，讓國人安心愉快過好年，並提醒春節期間多多選用具有驗證標章或
生產追溯標示之國產農漁畜產品，以及選用具屠宰衛生合格標章之畜禽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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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是政府施政重點，透過跨部會合作推動食安
五環：源頭控管、重建生產管理、加倍抽驗、加重黑
心廠商責任、全民監督，環保署從源頭控管具食安風
險疑慮化學物質流入食品供應鏈，農委會在農產品上
市前，加強農產品抽驗與監測，衛福部則執行市場食
品稽查抽驗，從農場到餐桌，層層把關食品安全。
環保署表示，過去在國內曾發生紅湯圓中的玫瑰紅
B、豆干中的皂黃、二甲基黃、澱粉中的順丁烯二酸
酐，以及月餅中鹹蛋黃檢出蘇丹紅等非食品添加物化
學物質食安事件，為防堵該類化學物質系統性流入食
品供應鏈，環保署以法規面和預防面雙管齊下源頭控
管。
在法規面源頭控管方面，環保署已於106年9月26日公
告玫瑰紅B等13種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為毒性化學
物質，運作業者依規定須申報運作紀錄、完成容器、
包裝、場所標示及備妥安全資料表、取得核可文件
等；此外又於107年6月28日再公告蘇丹色素等14種具
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為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業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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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申報運作紀錄，並於108年7月1日前完成容器、包
裝、場所標示及備妥安全資料表，109年1月1日前取得
核可文件，且不可擅自轉讓或買賣給未取得核可文件
之業者，以確實掌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及流向，環保
署已於春節前稽查輔導，運作業者皆已依法辦理。
在預防面源頭控管方面，環保署化學局106年、107年
連續兩年均完成國內3,000家次以上化工原料販售業者
訪查作業，輔導業者落實四要管理：貯存分區、標示
明確、用途告知及流向記錄，108年將持續精進辦理；
此外更跨部會與衛生、農政機關合作辦理民俗年節假
日專案聯合稽查與輔導，107年均未再發生有經公告列
管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流入食品供應鏈情形。
為保障國人飲食安全，衛福部於108年春節前針對年
節應景食品製造業、販售業及年菜餐廳業者等加強稽
查，並抽驗相關年節食品或食材，整體合格率達98%
以上；農委會則加強水產品之藥物殘留監測，對春節
重要畜、禽產品，加強源頭端肉品品質抽驗，並持續
推動農產品追溯追蹤制度。
三部會署共同表示，春節食
品化學物質源頭控管與食品
抽驗監測，任一環節若有違
規均依法處辦。

環保署化學局謝燕儒局長（左一）說明化學物質源頭控管對於後端食
品安全重要性

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法」修正案已於107年12月
21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108年1月16日經總統令修
正公布，名稱修正為「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增列「關注化學物質」專
章，擴大列管化學物質，逐
步將對人體健康或環境有影
響之虞的化學物質納入管
理，從源頭控管防堵流入食
品供應鏈。

氣候變遷

修正發布「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

環保署於108年1月11日修正發布「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第3條、第7條、第14
條，，本次修正主要排除未執行溫室氣體減緩措施卻取得額度、刪除減緩措施需執行滿12個月之
限制，以及增訂效能標準值施行前所執行減緩措施之申請期限等規定。
為獎勵公告排放源在總量管制前執行溫室氣體減緩之努
力，該署已於106年3月15日發布本辦法。本次修正係
為因應「溫室氣體排放源效能標準」訂定，將採以「全
廠總排放量」之計算基準，因此增訂因關廠、歇業、停

工或停業等未執行減緩措施者，排除申請減量獎勵額
度之資格。
另考量減緩措施時效性，刪除原需執行滿12個月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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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之限制；並同時就效能標準值施行前所執行減緩
措施之申請期限，明定統一於108年10月底前申請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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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更契合實際運作狀況，並避免未努力減量即可
取得額度之情形。

簡訊
訂定發布環保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
辦法

環保署為配合財團法人法條文於 108 年 2 月 1 施行，
相關子法已陸續研擬完成，其中「環境保護財團法人
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已於 108 年 1 月 25 日發布，以
使受規範之財團法人及民眾，對於財團法人之設立、規
範內容及程序等有所瞭解與遵行。
環保署表示，本次辦法訂定重點如下：
一、辦法之訂定依據，即財團法人法之授權依據。
二、環境保護財團法人之定義及申請設立時之財產額
度。
三、財團法人投資項目規範及辦理獎助之金額限制。
四、符合一定條件之財團法人，其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度之程序規範。
五、電子傳輸方式及流程。
六、公法人捐助之財團法人，其推薦董監事方式及比
率計算。

環檢警聯手查獲隱藏城市毒瘤

歷經 3 個月長期監控蒐證，環保署 108 年 1 月 29 日
與士林地檢署、保七總隊刑警大隊、台北市環保局聯
手查獲宏○土資場以合法土資場名義，於北投區焚化
廠附近非法堆置大量營建廢棄物，依涉嫌違反廢棄物
清理法第 46 條規定，由士林地檢署依法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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