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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總統蔡英文早在 2016 年就職前就宣示要對抗空污。2017 年執政黨將空氣
品質改善作為主要施政目標。隨後行政院為了讓環保署空污防制計畫能順利推行
，召集各部會針對有關空污防制所應配合與執行之事項，進行行政院層級的正式
協商與整合。2017 年 4 月推出「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可以說是近年最具體
的空氣品質改善措施。除了明確列出各項主要污染源的減量目標，也提出達到此
減量目標之相應可行具體措施，特別是 PM2.5 的原生與衍生源減量。一改過往空
污治理計畫僅有目標而無實質預算投入的缺失，由政府、台電與民間共同投入
2,150 億元。然而 2017 年冬季，台灣民眾又遭受「連續紅爆」的嚴重空污威脅，
尤其南部空氣品質經常在「對所有族群不健康」警戒範圍，讓民眾苦不堪言。
環保署陸續推動許多空氣品質管制興革事項，僅一年時間，政策效果未臻
理想、措施未盡完善之處可以理解，但台灣空氣品質治理仍有非常迫切的改革必
要，特別是主要空氣污染物中以 PM2.5 超標最嚴重，以法定年均 15µg/m3 的 PM2.5
標準來看，年平均僅宜蘭站（2016 年始低於 15µg/m3）、台東站、花蓮站、陽明
山及恆春 5 個測站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但其中兩個是國家公園測站。以環保署
2016 年空氣品質監測報告所列 PM2.5 自動測站濃度，資料提供 72 站僅 9 站達標，
不及格率高達 88%，高達 31%測站處於濃度>25µg/m3 重災區，25%測站亦在
>20µg/m3 以上，這代表全台灣大多數地區暴露在高健康風險區域。台大公衛學院
詹長權院長就直言，台灣空污問題用健康代價、經濟代價來看比政府理解的嚴重
性大 20 倍，其健康危害甚至已是國安層級問題。
中心研究團隊認為，當代空氣品質治理絕非僅是「空氣污染物管制技術」層
面問題，也非僅是傳統空氣污染防制策略的「行政管制」與「經濟誘因」兩大主
軸項目可以處理。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NRC）2004 年對其空氣品質管理的總檢
討建議就指出，空氣品質改善需要提升治理課責性，從歐盟新興風險治理典範來
看空氣品質，乃是牽涉到整體台灣社會的產業、能源與交通轉型之跨界風險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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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例如 14+N 為何最終只能訂出未達法訂標準的 18µg/m3，和其推估的政策
工具只能根據現況，在技術上 BACT 的排放管制前提下，行政管制與經濟誘因的
最佳化的結果。意即若不能以國家層級做產業、能源與交通轉型，台灣民眾恐怕
只能接受髒空氣的危害。因此從治理面來看，空氣品質高度關連於低碳與非（減）
煤之國家戰略，然而目前溫室氣體與空氣污染政策各行其是，兩者都高度相關於
能源與產業轉型的國家戰略，但兩者在政治議程中經常分開進行，若能整合管制
口徑，方能有效推估預期效益並管考政策成效。另外包括去化石燃料交通革命，
也必須傾國家之力推動，而非提供電動車補貼、柴油車改裝補貼能做出的大幅改
革。
因此本文從跨界風險治理的角度，首先盤點 10 年空污政策進展，脈絡性探
討當前問題，再談到當前的治理革新與其限制所在，對於排放清冊與能源轉型之
分析與具體建議，最後提出對待解治理架構的建言。包括透過公民科學促進治理
創新、參考南韓空污政策以及銜接政策與民眾感知（爭議）之科學與風險溝通，
提出政策建議。冀望透過本文，在治理面上提供一些觀點，讓台灣空氣品質治理
能突破現有困境，讓全民能夠活在乾淨、健康的呼吸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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