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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按日連續處罰執行準則修

正草案總說明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按日連續處罰執行準則(下稱本準則)於九

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發布施行後，迄今未修正。本次修正係配合一百

零七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之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本法)，將按日連續

處罰修正為按次處罰，爰擬具「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按日連續處罰執

行準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明定本準則適用對象，修正準則名稱；另配合本法修正，刪除按

日連續處罰之規定，修正為按「次」處罰。（本準則名稱、修正

條文第一條及第二條） 

二、因應本法已將按日連續處罰修正為按次處罰，因此主管機關對公

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有無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逐次依職權調查事

實及證據，以作為裁罰之基準，毋需再行規範裁罰之起算日、暫

停日、暫停日後繼續處罰及停止日之規定，爰刪除之。（現行條

文第三條至第六條） 

三、本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六條所定符合排放標準之證明文件內容、第

三十七條所定申請延長改善期限所提報之改善計畫內容，以及第

三十八條所定未確實依改善計畫執行之情形，移列至本準則規範，

以利主管機關認定及依法處分。（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六條、第

七條） 

四、新增違反本法規定，以應停止污染源操作、停工或停業作為改善

之方式者，應檢具之證明文件。（修正條文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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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按日連續處罰執行準則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違反

空氣污染防制法按次處罰

之限期改善或補正執行準

則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按日

連續處罰執行準則 

明定本準則適用對象，爰修

正準則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一條 本準則依空氣污

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八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準則依空氣污

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七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配合本法修正，調整授權條

次。 

第二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

為行政罰，應於處分書載

明處分事由，其須限期補

正、改善或申報者，應載

明補正、改善或申報內

容、期限，完成補正、改

善或申報之應檢具證明

文件，及屆期未補正、改

善或申報完成者，按次處

罰之相關規定。 

第二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

為行政罰，應於處分書載

明處分事由，其須限期補

正、改善或申報者，應載

明補正、改善或申報內

容、期限，完成補正、改

善或申報之應檢具證明

文件，及屆期未補正、改

善或申報完成者，按日連

續處罰之相關規定。 

配合本法修正，將「按日連

續」處罰規定修正為「按次」

處罰。 

 第三條 按日連續處罰之

起算日，依下列規定： 

一、未於期限屆滿前檢

齊補正、改善或申報

完成證明文件，向主

管機關報請查驗

者，自其補正、改善

或申報期限屆滿之

翌日起算。但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依法

命其停工、停業、歇

業或自報停工、停業

進行改善經主管機

關查驗屬實者，不在

此限。 

二、於期限屆滿前檢齊

補正、改善或申報完

成證明文件，向主管

機關報請查驗，經主

管機關於期限屆滿

一、本條刪除。 

二、因應本法已將按日連

續處罰修正為按次處

罰，因此主管機關對公

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有

無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應逐次依職權調查

事實及證據，以作為裁

罰之基準，無須再行規

定裁罰之起算日，爰刪

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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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行查驗，認其未

完成補正、改善或申

報者，自期限屆滿之

翌日起算；主管機關

於期限屆滿後進行

查驗，認其未完成補

正、改善或申報者，

自查驗日起算。 

 第四條  按日連續處罰

中，經完成補正、改善或

申報，並檢齊補正、改善

或申報完成證明文件送

達主管機關者，自送達日

之翌日起，暫停按日連續

處罰。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說明同前條說明

二。 

 第五條 依前條規定暫停

按日連續處罰，經主管機

關查驗結果認定仍未完

成補正、改善或申報者，

自暫停日起繼續按日連

續處罰。 

前項查驗，尚需檢測

空氣污染物以認定完成

改善者，自空氣污染物檢

測報告檢出未符合排放

標準之日起，繼續按日連

續處罰，空氣污染物檢測

日數不計入按日連續處

罰。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說明同現行條文

第三條說明二。 

 

 第六條  按日連續處罰之

停止日，依下列規定： 

一、檢齊補正、改善或

申報完成證明文件

送達主管機關後，

經主管機關查驗結

果認定完成補正、

改善或申報者，以

暫停日為停止日。 

二、經主管機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依法

命其停工、停業或

歇業者，自停工、

停業或歇業日起，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說明同現行條文

第三條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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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按日連續處

罰。 

三、自報停工、停業進

行改善，經主管機

關查驗屬實者，自

停工、停業日起，

停止按日連續處

罰。 

第三條  違反本法規定，以

應符合排放標準作為改

善之方式者，應檢具下列

文件： 

一、污染源之設備、構造

及規模之說明。 

二、生產製造流程圖說

及產製期程。 

三、污染源使用原 (物 )

料、燃料之種類、成

分、數量、產品種類

及產量。 

四、排放空氣污染物之

種類、成分、濃度及

排放量。 

五、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及操作條件之說明。 

六、經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之環境檢驗測定

機構所為之合格檢

測報告，或其他足以

說明完成改善之文

件。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限期改善或補正

等執行方式或其他管

理事項已授權本準則

訂定，爰將本法施行細

則第三十六條移列至

本準則統一規範，並酌

作文字修正。 

第四條  違反本法規定，以

停止污染源操作、停工或

停業作為改善之方式

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

主管機關提出證明： 

一、自行停止污染源操

作、停工或停業之佐

證資料。 

二、主要生產設備已搬

遷，且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無製

造、加工事實之文

件。 

 一、 本條新增。 

二、 考量改善方式可能以

停止污染源操作方式

進行，爰參考違反水污

染防治法按次處罰通

知限期改善或補正執

行準則第七條規定，明

定違反本法規定，以停

工、停業作為改善之方

式者，得檢具證明改善

完成之相關文件。  

三、 以停止污染源操作、停

工或停業作為改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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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變生產製造程序

或空氣污染防制措

施，致無空氣污染物

排放之文件。 

方式，且屬主要生產設

備未搬遷者，應檢具第

一款或第三款文件；屬

主要生產設備已搬遷

者，應檢具第二款文

件。 

第五條 主管機關進行補

正、改善或申報完成之認

定查驗，自期限屆滿之翌

日起十日內為之，必要時

得延長。 

公私場所於期限屆

滿前，檢齊完成補正、改

善或申報之證明文件報

請查驗者，主管機關得於

期限屆滿前進行認定查

驗。 

前二項之認定查驗

方式得以書面審查或現

場查驗方式為之。 

第七條 主管機關進行補

正、改善或申報完成之認

定查驗，自期限屆滿之翌

日起或按日連續處罰之

暫停日起十日內為之，必

要時得延長。 

於期限屆滿前，檢

齊完成補正、改善或申報

證明文件報請查驗者，主

管機關得於期限屆滿前

進行認定查驗。 

前二項之認定查驗

方式得以書面審查或現

場查驗方式為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配合現行條文

第四條刪除，爰修正

之。 

三、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三項未修正。 

第六條  公私場所未能於

主管機關指定之期限內

完成改善者，依本法第八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申請

延長改善期限所提報之

具體改善計畫，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污染源名稱及原據

以處罰並限期改善

之違規事實。 

二、改善目標、時程、預

定改善進度及其相

關證明文件。 

三、申請延長之日數。 

四、改善期間採取之污

染防制措施與經費。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

定之事項。 

主管機關受理前項

延長申請，應於三十日內

核定。 

經主管機關核定延

長改善期限者，應於每月

十五日前向核定機關提

 一、本條新增。 

二、將本法施行細則第三

十七條移列至本準則

統一規範，修正說明同

修正條文第三條說明

二，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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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前一月之改善執行進

度。 

第七條  公私場所經主管

機關查驗，認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為未確實依改

善計畫執行： 

一、未依前條第三項，按

月提報改善進度。 

二、非因不可抗力因

素，未按主管機關核

定之改善計畫進度

執行，且落後進度達

三十日以上。 

三、未依主管機關核定

之改善計畫內容執

行。 

四、延長改善期間，大量

排放空氣污染物，嚴

重影響附近地區空

氣品質。 

 一、本條新增。 

二、將本法施行細則第三

十八條移列至本準則

統一規範，修正說明

同第三條說明二，爰

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本法按日連續處

罰之執行不扣除例假

日、停工及停業日。 

一、本條刪除。 

二、按次處罰之執行，與例

假日、停工及停業日等

無關，爰刪除之。 

第八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

施行。 

第九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文字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