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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中文摘要關鍵詞：  

節能減碳、溫室氣體盤查、人均排放分析、自主管理辦法、淨零排放、

綠牆補助、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節能減碳診斷輔導  

十四、英文摘要關鍵詞：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facil ity, GHG inventory, Analysis 

on per capita emission,  Net zero emissions, Building greening and 

cooling subsidy,  GHG emission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protocol,  

Energy-saving diagnosis counseling.  

十五、中文摘要（約三百至五百字）  

本計畫為 110 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暨減量計畫，依循「臺中市發

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所訂之各權責機關分工，負責環境保護局應執行

之低碳相關業務，包含溫室氣體盤查、減量管理及推動低碳社區等行動

計畫，再由上位計畫 (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 )定期檢討執行成果與做法，

以實現臺中市整體節能減碳及執行方案目標；本計畫自 110 年 1 月 1

日執行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主要工作重點分別為持續追蹤溫室氣體

減量與管理法 (以下簡稱溫管法 )修法進度、自主管理辦法修正、低碳社

區補助、建築綠化降溫補助及淨零排碳相關資料蒐集研析，執行成果如

下：1.修法重點包含 2050 年溫室氣體達「淨零排放」目標，明確宣示

我國減量決心，並新增「氣候變遷調適」專章，同時將徵收碳費，以專

款專用型式作為溫室氣體減量用途。2.完成「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

主管理辦法」修訂、召開 1 場受納管對象研商會，檢討修訂修正草案提

交環保局進行簽辦；研擬第二批應訂定自主管理計畫之公私場所及該區

域之經管單位；完成「臺中市碳捕集技術發展可行性分析報告」。 3.完

成修訂本年度低碳社區認證作業規定，並公告於「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官網及「臺中市因應氣候變遷資訊網」，共計 10 處單位獲得認證，

總計節電量達 18 萬 4,297 度電，減碳量 92.5 公噸。4.完成訂定綠化建

築物降溫補助作業規定與辦理說明會 1 場，並將資料上傳至「臺中市因

應氣候變遷資訊網」，增加後續推廣作為；完成辦理綠化建築物降溫補

助審查會議，通過施作位置總計 8 處，已全數施作完成。5.計畫執行期

間於 110 年 5 月 17 日第一次契約變更，將原「推動微型規模抵換專案

相關作業程序」變更為「淨零排碳相關資料蒐集」以及「淨零排碳跨局

處會議」。淨零排碳相關資料蒐集已完成實現淨零排放之目標年份、相

對應法案名稱、淨零排碳法案階段性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並提出對本市

2050 淨零排碳減量路徑評估報告。  

十六、英文摘要：  

The purpose of Taichu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s 

Project is to realize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for Taichung City. 

Currently the project has been ongoing for 10 months and we have 

completed the following works: 1. Follow up of the revision of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act. 2. Complete the Legislat ion of Taichung City 

Greenhouse Gas Self -Management Regulation and held a meeting 

with regulated companies. We will  continue to satisfy the need of 

EPB of Taichung city of f inishing legislative procedure. Besides, we 

have finished the report of CCS technology in Taichung power plant, 

Taiwan Cement Helping plant and Formosa Petroleum Company 

Mailiao plant. 3. The verif ication regulation for low carbon community 

has been completed and published on the website of EPB. By July 

31, We have received 7 applicat ions, the init ial reviewing process are 

currently undertaken. 4. The subsidy plan for green buildings has 

been legislated. We have uploaded related documents to EPB 

website and wil l continue promoting the subsidy plan. 5. We have 

renewed the contract with Taichung EPB on May 17, 2021. Instead of 

legislat ing procedures for Micro-Offset Projects, we wil l collect and 

analyze possible paths of net -zero emission for Taichung city. 

Currently we have collected data of net -zero related legislat ion and 

targets. We plan to come up with a report of 2050 net zero pa ths for 

Taichung city by the end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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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本計畫為110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暨減量計畫，依循「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

治條例」所訂之各權責機關分工，負責環境保護局應執行之低碳相關業務，包含溫室

氣體盤查、減量管理及推動低碳社區等行動計畫，再由上位計畫(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

定期檢討執行成果與做法，以實現臺中市整體節能減碳目標；本計畫自110年1月1日

執行至110年12月31日，共執行12個月，主要工作重點分別為持續追蹤溫室氣體減量

與管理法(以下簡稱溫管法)修法進度、自主管理辦法修正、低碳社區補助、建築綠化

降溫補助及淨零排碳相關資料蒐集研析，並據以擬訂本市溫室氣體減量及管制策略，

藉以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而本計畫期末報告主要共分為四章節，除本章

報告大綱外，後續包含前言、背景資料蒐集、計畫工作成果、結論與建議，本章節先

就後續各章節之內容摘要說明，以利閱讀。 

一、前言 

本章節共分為4小節，包含計畫緣起、計畫目標及預期效益、工作項目及進度說

明。 

二、背景資料蒐集 

本章節共分為11小節，針對本計畫工作項目之相關背景資料進行蒐集，例如溫

室氣體減量及管制相關法規推動工作、淨零排碳資料蒐集、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

辦理本市社區低碳認證相關作業及綠牆補助等，再於第三章執行成果進行說明。 

三、計畫工作成果 

詳細說明分述於各節，執行成果簡要說明如下： 

(一)110年10月21日預告《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整理修法重點包含2050年溫

室氣體達「淨零排放」目標，明確宣示我國減量決心，並新增「氣候變遷調

適」專章，同時將徵收碳費，以專款專用型式作為溫室氣體減量用途。 

(二)彙整本市依法申報21家排放源推估量與盤查量，造成推估量與盤查量差異主

要原因為固定源空污費申報系統中歸類於「固定燃燒源」相關原(燃)物料之

使用量推估計算，另外，鋼鐵業所產生之產品及副產品含有碳成分，因此會

將原料與產品以質量平衡方式計算，進行排放量之抵扣，而引用固定源空污

費申報系統之推估量無法得知扣抵項目及抵扣量，因此無法完整呈現範疇一。 

(三)完成21處依法申報和2處自願申報排放源環保署溫室氣體管制登陸平台線上

審查作業，並於110年11月12日完成轄內21家納管排放源溫室氣體現場盤查



作業。完成40處臺中市非環保署列管溫室氣體排放源現場盤查作業。 

(四)完成「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草案修訂，訂定自主管理減量

目標為119年減量30%、減量基準年與基準量設定準則、每年查核機制及改

善方案等配套措施，並於110年5月10日召開納管對象研商會議，收集各單

位意見檢討修正，現階段修正草案已提交環保局簽奉核定，後續將依環保局

需求協助各項法制程序，並研擬自主管理計畫撰寫原則、環保局審查 /審核

原則等配套措施。 

(五)完成一式「蒐集國內外碳捕集技術相關資訊」，針對台中電廠、台泥和平廠、

台塑石化麥寮廠等3座國內碳捕集示範場域之每年碳捕集量、碳捕集率及捕

集效益分析，提供「臺中市空氣品質管制自治條例」制定時參考。 

(六)已完成10處社區節能輔導，針對電力、照明、空調系統改善重點輔導，達到

節能減碳之目的，並協助提升社區低碳認證及低碳永續家園認證率。 

(七)追蹤20處107年本局補助設置低碳設施(完成機關學校9處、公寓大廈11處)，

減碳效益為56,339 kgCO2e/年，節省電量111,732度/年 

(八)完成修訂本年度低碳社區認證作業規定，並公告於「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官網及「臺中市因應氣候變遷資訊網」，共計10處單位獲得認證，總計節電

量達18萬4,297度電，減碳量92.5公噸。 

(九)完成修訂本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辦法，並召開說明會與輔導本市市政

府機關(含區公所)申請對象，並進行現場勘查等相關行政作業，審查通過案

件共5案，綠牆施作位置共8處，110年12月5日前全數提報完工報告。 

(十)因各國陸續宣告2050年將達成淨零排放之國際趨勢，而全球共有134國/聯盟

承諾淨零排放，本團隊已掌握將淨零排放納入法案6個國家，包含瑞典、紐

西蘭、法國、丹麥、英國及日本；另外，尚有3國尚處於立法階段、42國將

該目標納入政策文件、76國尚在討論。已整理50個國家與50個城市相關資

料，包含實現淨零排放之目標年份、相對應法案名稱、淨零排碳法案階段性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等，提出對本市2050淨零排碳減量路徑評估報告。 

(十一)完成辦理一場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跨局處會議，並研擬初步臺中市2050年淨

零排放目標路徑規劃草案。 

四、結論與建議 

本章節主要針對本計畫執行成果撰寫結論，展現計畫成果績效，並提出本市市府

或本市環保局可加強推動事項之建議。 

  



計畫成果報告摘要(詳細版) 

計畫名稱：110 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暨減量計畫 

計畫召集人及服務單位：顏素絹/永智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期程：110 年 1 月 1 日起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總 經 費：6,400,000 元 

摘  要 

本計畫自 110 年 1 月 1 日執行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計畫工作內容與相

關執行成果摘要說明如下： 

(1) 110 年 10 月 21 日預告《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整理修法重點包含

2050 年溫室氣體達「淨零排放」目標，明確宣示我國減量決心，並新

增「氣候變遷調適」專章，同時將徵收碳費，以專款專用型式作為溫

室氣體減量用途。 

(2)針對本市轄內 61 家(納管對象 21 家，非納管對象 40 家)執行排放源排

放數據與相關設施資料之現場查核，其中盤查結果 21 家納管對象皆無

不符合事項。另完成 40 處臺中市非環保署列管溫室氣體排放源現場盤

查作業。 

(3)辦理節能診斷輔導，並實地前往里或社區進行診斷，累計完成 10 處。 

(4)配合本市發展低碳自治條例，已協助環保局提出「自主管理辦法」修訂

建議及相關配套作法；研擬第二批應訂定自主管理計畫之公私場所及

該區域之經管單位；完成臺中市碳捕集技術發展可行性分析報告。 

(5)110 年臺中市低碳社區認證採用「節電競賽」，利用同期「節電量」為

評比標準，分為「公寓大廈委員會」、「里辦公處」2 組各取總節電量

前 5 名獲頒認證及獎勵金，共 10 處單位總計節電量 18 萬 4,297 度電，

減碳量達 92.5 公噸。 

(6)追蹤 20 處 107 年本局補助設置低碳設施(完成機關學校 9 處、公寓大廈

11 處)，減碳效益為 56,339 kgCO2e/年，節省電量 111,732 度/年。 

(7)本(110)年度建築物綠化降溫共 7 個單位提出申請，包含東區衛生所、

烏日衛生所(申請 2 處)、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申請 2 處)、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臺中市東區區公所(申請 2 處)及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衛生所，總計申請 10 處，經審核後，除臺中市和平



區梨山衛生所(不符合建築物本體)與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因現場勘

查後，建議施作位置與原申請位置不同，故放棄申請)，共 5 單位 8 處

申請計畫符合本補助辦法規定，審查通過本年度補助計畫。 

(8)完成節能減碳相關宣導品 1,000 份。 

(9)截至 110 年 12 月，全球共有 136 國/聯盟承諾淨零排放，本團隊已蒐集

分析將淨零排放納入法案 6 個國家，包含瑞典、紐西蘭、法國、丹麥、

英國及日本之相關資料，包含立法精神、立法重點摘要、背景資料、

目標期程、減量路徑、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10)已完成研析 50 個國家與 50 個城市淨零排放相關資料，包含實現淨零

排放之目標年份、相對應法案名稱、淨零排碳法案階段性溫室氣體減

量目標等，提出對本市 2050 淨零排碳減量路徑評估報告。 

(11)各國淨零排碳策略可提供我國借鏡，包含增加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取代

化石燃料、提升各部門能源使用效率、循環經濟延長物質生命週期、

實施碳交易(總量管制或碳交易)、植樹造林增加碳匯等，作為我國或臺

中市之淨零排碳策借鏡。 

 



前  言 

依據 104 年 7 月 1 日公布施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溫管

法)，由國家層級提出「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及推動方案、部會層級提

出六大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地方政府提出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整合推動跨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管理。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低碳城市相關工作，設置低碳城市推

動委員會，並透過「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確立各機關權責分工，

再由臺中市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掌握各機關推動項目執行成果定期檢討，實現

整體節能減碳目標。而溫管法第四條明定我國長期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將我國

13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 94 年 50%以下)，因此，臺中市於 106 年 1 月 5 日

公告「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落實受管制對象達到減量目標，

而目前各國紛紛宣告民國 139 年將達成淨零排放之國際趨勢，故臺中市提出民

國一百一十九年溫室氣體減量達百分之三十之加嚴目標，爰進行「臺中市溫室

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訂，明確規範本辦法公告之公私場所及區域之開

發或經營管理單位應設定之減量目標，並每年報告減量目標達成情形。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歷年來積極執行溫室氣體相關管理

作為，奠定臺中市低碳目標及推動策略的基礎。110 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暨

減量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持續推動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相關溫室氣體管理

行動，其計畫目標分為六大項，分別為一、溫室氣體排放源盤查及查核輔導作

業；二、掌握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公告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排放量；三、依據

本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推動一定規模以上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

理；四、推動低碳城市辦理低碳社區認證及補助本市建築物推動綠化降溫工作；

五、辦理溫室氣體減量、節能減碳、再生能源、全球暖化或其他環保相關議題；

六、協助蒐集國外淨零排碳相關資訊與減量策略，並規劃研擬 2050 年淨零碳

排路徑。 



執行方法 

一、蒐集分析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策略發展趨勢 

為協助環保局蒐集分析溫室氣體減量及管制策略發展趨勢，本工

作團隊將掌握環保署規劃於110年公告之溫管法修法相關子法、推動策

略之進展以及溫管法修訂方向之資料研析，包括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

機制與碳稅(費)等相關法規訂定。 

二、溫室氣體排放量推估、排放源盤查輔導相關工作 

為掌握臺中市轄內固定污染源前200大溫室氣體排放源之排放現

況，因此先依據固定源或空污費申報原(燃)物料活動數據進行排放量推

估，來掌握200大公、私場所之溫室氣體排放狀況，並從中篩選出61處

公、私場所進行現場盤查，以確認實際排放量。另外，本市環保署公告

本市109年第一批納管對象名單總計21家，原21家應於8月30日前將年

度盤查資料登錄於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但因疫情關係，故延後至9

月30日前完成登錄相關作業。 

三、推動微型規模抵換專案 

因110年度地方環保機關推動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績效評比原則無

微型規模抵換專案之評分標準，故停止辦理並完成契約變更。 

四、本市溫室氣體減量及管制相關法規推動工作 

依據106年1月5日發佈「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

彙整、檢討現階段推動執行情形，並依本局相關管制策略及政策推動

之需求，協助修訂本市自主管理辦法、建立相關審查/審核機制之相關

作業程序及文件。 

五、辦理本市溫室氣體輔導或減量之管制策略 

本計畫團隊將聘請節能輔導專業技術團隊，至現場針對里、社區等

進行現場診斷輔導與調查，並後續提供診斷建議成果報告書。 

六、本市城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及人均排放量調查及彙整工作 

依據行政院環保署106年4月「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彙

整計算，完成本市城市溫室氣體排放資料及人均排放量分析報告，並

彙整國內五都溫室氣體排放資料及人均排放量。 

七、辦理本市社區低碳認證相關作業 

本計畫社區低碳認證辦法改為節電競賽方式作業機制，分為公寓



大廈組與里辦公處組，審查依據方式為109年1月至109年9月及110年1

月至110年9月台灣電力公司電費單等相關證明文件，檢視完整性及正

確性；另里辦公處組則直接依據台灣電力公司網頁公開之「縣市用電

資訊」-「各縣市村里售電資訊」進行總計及評比作業，無須自行報名

申請。 

八、追蹤歷年低碳設施、省電照明及再生能源設這補助執行情形 

協助追蹤107年機關學校9處、補助設置省電照明之公寓大廈11處，

設計查核表單後，依表單內容執行追蹤，並將查核紀錄結果提供環保

局作為參考。 

九、辦理業務交流/聯繫/研商等相關會議 

配合外縣市或因應本局特定議題召開相關會議，並規劃活動前、中、

後執行階段與協助環保局前置作業連繫、會議資料蒐集彙整、簡報製

作等相關工作。 

十、蒐集國外淨零排碳相關資訊與減量策略 

將彙整6個淨零碳排國家與已宣告國家等相關資訊，以及各國承諾

實現淨零排放之目標年份、相對應法案名稱、淨零排碳法案階段性溫

室氣體減量目標，並提供本市淨零排碳之減量路徑，後續提供環保局

作參考。 

十一、彙整年度(署)績效評比及(府)考核計畫相關成果報告 

配合環保署評比原則與協助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整理溫室氣體管

制執行績效考核計畫，本工作團隊將彙整蒐集相關資料，提出成果報

告及簡報，爭取考評佳績。 



結  果 

本計畫執行期程自 110 年 1 月 1 日開始執行，截至 12 月期末審查會議止，

重點執行成果說明如下： 

 

一、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修法策略與發展趨勢 

110年10月21日預告《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整理修法重點包含

2050年溫室氣體達「淨零排放」目標，明確宣示我國減量決心，並新增

「氣候變遷調適」專章，同時將徵收碳費，以專款專用型式作為溫室氣

體減量用途。 

二、溫室氣體排放量推估、排放源盤查輔導相關工作 

 (一)彙整本市依法申報21家排放源推估量與盤查量，造成推估量與盤

查量差異主要原因為固定源空污費申報系統中歸類於「固定燃燒

源」相關原(燃)物料之使用量推估計算，另外，鋼鐵業所產生之

產品及副產品含有碳成分，因此會將原料與產品以質量平衡方式

計算，進行排放量之抵扣，而引用固定源空污費申報系統之推估

量無法得知扣抵項目及抵扣量，因此無法完整呈現範疇一之排放

狀況，故造成推估量與盤查量之差異。 

(二)已於110年4月27日完成1場次「110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說明會」。 

(三)已完成21處依法申報和2處自願申報排放源環保署溫室氣體管制

登錄平台線上審查作業，並於110年11月12日完成轄內21家納管排

放源溫室氣體現場盤查作業。 

(四)完成40處臺中市非環保署列管溫室氣體排放源現場盤查作業。 

三、臺中市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相關法規推動工作 

(一)完成「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訂，包含訂定自

主管理減量目標「119年較基準量減少30%，排放量逐年減少2%」、

減量基準年與基準量設定準則、每年查核機制及改善方案等配套

措施，並於110年5月10日召開納管對象研商會議，收集各單位意

見檢討修訂完成，已提交環保局進行簽辦程序。 

(二)已完成一式「研擬新增第二批自主管理之公私場所評估報告」，

規劃臺中市轄內環保署列管之應盤查登錄對象為第二批自主管制

對象。預計新增19家公私場所(台積電、友達、正隆、豐興等)及1

家區域之經管單位(中科管理局)。 



(三)已完成一式「臺中市碳捕集技術發展可行性分析報告」，法規面

評估《氣候變遷因應法》已明訂CCUS主管機關為環保署，倘未來

臺中市有制訂相法規，可能會有牴觸；效益面評估國內規模最大

之台泥碳捕集示範廠每年捕集量僅5.5萬噸，全廠碳捕集率僅1.6%，

其他電廠及鋼鐵廠示範場效率更低，顯示目前國內示範廠址減量

效果有限，未來是否能放大規模，仍有技術面挑戰及財務面風險，

臺中市若要推行應與經濟部及工技院等研究機構充分討論。 

(四)建議「臺中市空氣品質管制自治條例」草案以「得採其他減碳、

固碳措施，達成法規規定一定比例之碳抵換」方式訂定即可，並

與「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結合共同推動臺中市

溫室氣體減量，同時鼓勵業者配合中央政策發展碳捕集技術，逐

步降低臺中市整體溫室氣體排放量。 

四、辦理臺中市溫室氣體輔導或減量之管制策略 

(一)本次社區節能輔導以活動中心為對象，包含和龍、民龍聯合里活

動中心、大忠吉龍聯合里活動中心、南屯區田心里活動中心、南

屯區大同里活動中心、南屯區黎明里活動中心、西區大益活動中

心、大里區立德活動中心、大里區內新里活動中心、大里區長榮

里活動中與大里區永隆里活動中心，共計10處。 

(二)綜整10處輔導結果，「電力系統」、「照明系統」以及「空調系

統」為輔導重點。電力系統常見三項負載分配不均、配電盤功能

未標示、配電電線使用錯誤等情形，照明設備需改善照度不足之

問題及空調系統需注意室外機與室內機連接的銅管裸露情形，以

提升冷房效率。 

五、彙整本市城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現況 

(一)臺中市109年度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3,426萬9,075公噸

CO2e，人均排放量為12.15公噸CO2e，扣除工業能源使用及工業製

程則為4.28公噸，而扣除碳匯之淨排放量為3,354萬4,907公噸CO2e。 

(二)臺中市109年溫室氣體主要排放源為工業部門能源使用，工業使用

電力與燃料之排放量為1,228萬1,199公噸CO2e(占比35.84%)，其次

依序為工業製程(非能源之原物料)，占全市28.89%；能源之住商及

農林漁牧部門(占20.22%)；能源之運輸部門(占比13.89%)；廢棄物

部門(占0.94%)；農業部門(占比0.21%)。其中工業部門排放以金屬

製造業(鋼鐵)排放最高、電子業(半導體、光電業等)次之。 



六、臺中市低碳社區認證相關作業 

(一)110年臺中市低碳社區認證採用「節電競賽」，利用同期「節電量」

為評比標準，分為「公寓大廈委員會」、「里辦公處」2組取各總

節電量前5名獲頒，共10處單位總計節電量18萬4,297度電，減碳量

達92.5公噸。 

(二)製作認證獎牌及發放獎勵金(每名新臺幣2萬元整，共計提供新臺

幣20萬元整)，並提送成果報告供環保局作為未來參考依據。 

七、追蹤歷年低碳設施、省電照明及再生能源設這補助執行情形 

完成機關學校9處、公寓大廈11處，合計20處補助追蹤，減碳效益

為56,339 kgCO2e/年，節省電量111,732度/年。 

八、輔導臺中市建築物推動綠化降溫工作 

(一)綠牆降溫補助辦法皆已完成公告，並於110年5月4日辦理「110年

本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說明會。 

(二)共7個單位提出申請，總計申請10處綠牆施作，經審核後共5單位

8處申請計畫符合本補助辦法規定，通過本年度補助計畫，並已於

11月30日全數建置完成，12月5日前提報完工報告。 

九、淨零排碳國家資訊彙整 

(一)全球共有134國/聯盟承諾淨零排放，依合約要求已研析6個已立法

淨零碳排國家，包括瑞典、紐西蘭、法國、丹麥、英國與日本，

研蒐資料包含立法精神、立法重點摘要、背景資料、目標期程、

減量路徑、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二)截至110年12月，根據Net Zero Tracker統計，共有136國/聯盟承諾

淨零排放，目前尚有3國處於立法階段、42國將該目標納入政策文

件、76國尚在討論。另有84個城市宣告達成淨零排放。 

(三)依合約要求研析100個已提案/宣告淨零碳排之國家/城市，研蒐其

背景資料、目標期程、減量路徑及減量策略等4項內容進行彙整，

於期末報告中以表格方式呈現50個國家與50個城市。 

  



結  論 

一、110 年 10 月 21 日預告《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整理修法重點包含

2050 年溫室氣體達「淨零排放」目標，明確宣示我國減量決心，並新

增「氣候變遷調適」專章，同時將徵收碳費，以專款專用型式作為溫

室氣體減量用途。 

二、彙整本市依法申報 21 家排放源推估量與盤查量，造成推估量與盤查

量差異主要原因為固定源空污費申報系統中歸類於「固定燃燒源」相

關原(燃)物料之使用量推估計算，另外，鋼鐵業所產生之產品及副產

品含有碳成分，因此會將原料與產品以質量平衡方式計算，進行排放

量之抵扣，而引用固定源空污費申報系統之推估量無法得知扣抵項目

及抵扣量，因此無法完整呈現範疇一之排放狀況，故造成推估量與盤

查量之差異。 

三、已完成 21 處依法申報和 2 處自願申報排放源環保署溫室氣體管制登

陸平台線上審查作業，並於 110 年 11 月 12 日完成轄內 21 家納管排

放源溫室氣體現場盤查作業。並完成 40 處臺中市非環保署列管溫室

氣體排放源現場盤查作業。 

四、完成「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訂，包含訂定自主管

理減量目標「119 年較基準量減少 30%，排放量逐年減少 2%」、減

量基準年與基準量設定準則、每年查核機制及改善方案等配套措施，

並於 110 年 5 月 10 日召開納管對象研商會議，收集各單位意見檢討

修訂完成，已提交環保局進行簽辦程序。 

五、完成一式「臺中市碳捕集技術發展可行性分析報告」，法規面評估《氣

候變遷因應法》已明訂 CCUS 主管機關為環保署，倘未來臺中市有制

訂相法規，可能會有牴觸；效益面評估國內規模最大之台泥碳捕集示

範廠每年捕集量僅 5.5 萬噸，全廠碳捕集率僅 1.6%，其他電廠及鋼鐵

廠示範場效率更低，顯示目前國內示範廠址減量效果有限，未來是否

能放大規模，仍有技術面挑戰及財務面風險，臺中市若要推行應與經

濟部及工技院等研究機構充分討論。 

六、本次社區節能輔導以活動中心為對象，綜整 10 處輔導結果，以「電

力系統」、「照明系統」及「空調系統」為輔導重點。電力系統常見

三項負載分配不均、配電盤功能未標示、配電電線使用錯誤等情形，

照明設備需改善照度不足之問題及空調系統需注意室外機與室內機

連接的銅管裸露情形，以提升冷房效率。 

  



七、本年度臺中市低碳社區認證採用「節電競賽」，利用同期「節電量」

為評比標準，分為「公寓大廈委員會」、「里辦公處」2 組取各總節

電量前 5 名獲頒，共 10 處單位總計節電量 18 萬 4,297 度電，減碳量

達 92.5 公噸。 

八、本年度追蹤低碳設施完成機關學校 9 處、公寓大廈 11 處，合計 20 處

補助追蹤，減碳效益為 56,339 kgCO2e/年，節省電量 111,732 度/年。 

九、本年度綠化補助計畫申請，經審查後通過共有 5 案，綠牆施作地點共

8 處，已於 11 月 30 日前建置完成，12 月 5 日全數提報完工報告。 

十、全球共有 134 國/聯盟承諾淨零排放，依合約要求已研析 6 個已立法

淨零碳排國家，包括瑞典、紐西蘭、法國、丹麥、英國與日本，研蒐

資料包含立法精神、立法重點摘要、背景資料、目標期程、減量路徑、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十一、研析 100 個已提案/宣告淨零碳排之國家/城市，研蒐其背景資料、

目標期程、減量路徑及減量策略等 4 項內容進行彙整，於期末報告中

以表格方式呈現 50 個國家與 50 個城市。 

十二、各國淨零排碳策略可提供我國借鏡，包含增加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取

代化石燃料、提升各部門能源使用效率、循環經濟延長物質生命週期、

實施碳交易(總量管制或碳交易)、植樹造林增加碳匯等，作為我國或

臺中市之淨零排碳策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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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章節摘要」 

簡述本報告之計畫背景、計畫目的、工作項目與執行進度及現況進行說明。 

1-1 計畫緣起 

依據104年7月1日公布施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溫管法)，由

國家層級提出「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及推動方案、部會層級提出六大部門

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地方政府提出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整合推動跨部

門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管理。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低碳城市相關工作，設置低碳城市推動委員

會，並透過「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確立各機關權責分工，再由臺中市

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掌握各機關推動項目執行成果定期檢討，實現整體節能減碳

目標。而溫管法第四條明定我國長期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將我國139年溫室氣體排

放量降至94年50%以下)，因此，臺中市於106年1月5日公告「臺中市溫室氣體排

放源自主管理辦法」，落實受管制對象達到減量目標，而目前各國紛紛宣告民國

139年將達成淨零排放之國際趨勢，故臺中市提出民國一百一十九年溫室氣體減量

達百分之三十之加嚴目標，爰進行「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訂，

明確規範本辦法公告之公私場所及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應設定之減量目標，

並每年報告減量目標達成情形。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歷年來積極執行溫室氣體相關管理作

為，奠定臺中市低碳目標及推動策略的基礎。110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暨減量計

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持續推動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相關溫室氣體管理行動，其計

畫目標分為六大項，分別為一、溫室氣體排放源盤查及查核輔導作業；二、掌握溫

室氣體減量管理法公告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排放量；三、依據本市溫室氣體排放源

自主管理辦法，推動一定規模以上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四、推動低碳城市辦

理低碳社區認證及補助本市建築物推動綠化降溫工作；五、辦理溫室氣體減量、節

能減碳、再生能源、全球暖化或其他環保相關議題；六、協助蒐集國外淨零排碳相

關資訊與減量策略，並規劃研擬2050年淨零碳排路徑，詳細內容說明於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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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畫目標及預期效益 

一、計畫目標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議題，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本計畫依據「溫室氣

體減量及管理法」及「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相關規定及政策推動期程，

並據以擬訂本市溫室氣體減量及管制策略，藉以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

而本計畫目標主要分為以下六大項目: 

(一)透過溫室氣體排放源盤查及查核輔導作業，有效掌握本市溫室氣體排放現

況及部門別貢獻及排放占比。 

(二)掌握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公告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排放量。 

(三)依據本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推動一定規模以上溫室氣體排放

源自主管理。 

(四)推動低碳城市辦理低碳社區認證及補助本市建築物推動綠化降溫工作。 

(五)辦理溫室氣體減量、節能減碳、再生能源、全球暖化或其他環保相關議題。 

(六)協助蒐集國外淨零排碳相關資訊與減量策略，並規劃研擬2050年淨零碳排

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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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效益 

為協助環保局統整各工作項目之預期效益，本工作團隊透過十大工作內容，

將各工作項目進行質化及量化分析，在質與量的部分可取得之預期效益如下表

1-2-1所示。 

表 1-2-1 本計畫預期效益 

工項 內容 預期效益 

一、蒐集分析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修法策略發展趨勢 

1 

蒐集溫室氣體減量管

理法修法策略發展趨

勢研析報告 

質化 

蒐集相關中央溫管法修法資料，並彙整

進行研析，以供環保局未來再執行減量

策略規劃之參考依據。 

量化 1 式研析報告。 

二、溫室氣體排放量推估、排放源盤查輔導相關工作 

2 

固定污染源前 200 大

公私場所溫室氣體排

放量推估及分析報告 

質化 

推估 109 年度前 200 大公私場所溫室

氣體排放量及分析近三年溫室氣體排

放情形。 

量化 
1 式固定源前 200 大公私場所溫室氣體

排放量推估及分析報告。 

3 
溫室氣體排放源法規

輔導說明會 

質化 
說明現場盤查作業流程及法規輔導說

明。 

量化 
1 場次溫室氣體排放源法規輔導說明

會。 

4 

溫室氣體排放源盤查

登錄之審查作業及排

放數據與相關設施資

料之現場查核－納管

對象 

質化 
針對「溫室氣體線上盤查登錄平台」納

管對象進行線上審查作業。 

量化 
完成 21 處轄內納管對象線上審查及現

場盤查。 

5 

輔導轄內非納管對象

之自願申報及相關審

查作業 (溫室氣體排

放源盤查登錄之審查

作業－非納管對象) 

質化 

針對「溫室氣體線上盤查登錄平台」自

願申報名單(非納管對象)進行線上審查

作業。 

量化 
完成輔導 5 處轄內非納管對象線上審

查。 

6 
轄內溫室氣體排放源

現場盤查作業 
質化 

透過現場盤查方式，掌握目前本市溫室

氣體排放現況，並彙整查核完成之相關

資料以供環保局未來減量策略規劃之

參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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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本計畫預期效益 

工項 內容 預期效益 

量化 
40 處現場盤查(應排除納管對象及自願

申報之非納管對象)。 

7 
溫室氣體排放可行性

減量分析報告 

質化 

針對 61 處現場查核排放數據與相關設

施資料確認後，進行溫室氣體盤查分析

報告。 

量化 
1 式溫室氣體盤查分析報告及可行性減

量措施分析報告。 

三、推動微型規模抵換專案 

8-11 
推動微型規模抵換

專案相關作業程序 

質化 

因 110 年度地方環保機關推動因應氣

候變遷行動績效評比原則無微型規模

抵換專案之評分標準，故停止辦理並完

成契約變更。 

量化 - 

四、本市溫室氣體減量及管制相關法規推動工作 

12 
本市自主管理辦法推

動執行檢討報告 

質化 

1. 110 年 10 月完成「臺中市溫室氣體

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檢

討修訂，提交環保局簽核。 

2. 彙整本市推動自主管理辦法執行情

形，定期滾動式檢討執行成效，提出

相關改善建議，作為未來執行自主

管理辦法之參酌。 

量化 
1 式臺中市自主管理辦法推動執行檢討

報告。 

13 

本市第二批應訂定自

主管理計畫規劃減量

目標及執行排放量管

理之公私場所評估報

告 

質化 

1. 彙整本市環保署第一批納管對象進

行分析，彙整其納管名單資料，提供

環保局參考。 

2. 研擬第二批應訂定自主管理計畫之

公私場所及區域之經管單位。 

3. 研析本市環保署第一批納管對象排

放量與臺中市總排放量及城市層級

排放量占比分析。 

量化 

1 式本市第二批應訂定自主管理計畫減

量目標及執行排放量管理之公私場所

評估報告。 

14 
蒐集碳捕集之國內外

資料及可行性技術評
質化 

1. 蒐集國內外技術發展現況，研擬臺

中市發展碳捕集之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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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本計畫預期效益 

工項 內容 預期效益 

估報告 2. 研蒐台中電廠、台泥和平廠、台塑石

化麥寮廠 3 座國內碳捕集示範廠資

料進行捕集效益面評估，提供「臺中

市空氣品質管制自治條例」制定參

考。 

3. 蒐集台南市成功大學負碳排示範工

廠及冰島直接空氣碳捕集封存技術

發展資訊進行分析。 

量化 
1 式碳捕集之國內外相關資料及可行性

評估報告。 

15 

自主管理辦法修訂及

自主管理計畫審查 /

審核等作業相關會議 

質化 

1. 110 年 5 月 10 日召開 1 場納管對

象研商會議，蒐集各方意見使自主

管理辦法修訂更趨完整。 

2. 召開諮詢、研商及審查等會議，使

自主管理辦法修訂更趨完整。 

量化 
5 場次專家諮詢、納管對象研商及自主

管理計畫審查等會議。 

五、辦理本市溫室氣體輔導或減量之管制策略 

16 節能減碳診斷輔導 
質化 

透過實地前往里、社區診斷輔導，提供

推動建築綠化、相關節能、節電相關減

碳措施能源轉型建置及節能改善建議，

確保建置設備有效利用，提升能源使用

效率，並達到節能減碳之效益。 

量化 完成 10 處輔導。 

六、本市城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及人均排放量調查及彙整工作 

17 

本市城市層級溫室氣

體排放量及人均排放

量盤查分析綜合報告 

質化 

1. 更新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量資料庫 

2. 統計六大部門別、人均排放量並掌

握本市與其他城市之排放趨勢。 

量化 
1 式臺中市 109 年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

查分析綜合報告。 

七、辦理本市社區低碳認證相關作業 

18 
修訂本年度「低碳社

區認證」機制 

質化 完成修訂相關社區低碳認證作業規定。 

量化 1 式社區低碳認證作業規定。 

19 
低碳社區認證作業說

明會 
質化 

1. 本計畫原訂本(110)年 5 月份辦理

1 場次低碳社區認證作業說明會，

惟第一期款驗收前(110 年 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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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本計畫預期效益 

工項 內容 預期效益 

日)，「110 年臺中市社區低碳認證

作業規定」尚未獲環保局核准定案

公告，故辦理契約變更，原規劃第

一期款完成履約並驗收，延至第二

期款完成相關工作。 

2. 為考量國內 COVID-19 疫情嚴峻，

為避免多人群聚活動，故環保局決

議此說明會將以「減價收受」方式

停止辦理。 

量化 0 場次說明會。 

20 

輔導本市低碳社區或

區里具符合本市認證

條件 

質化 

本年度收件共計 22 件公寓大廈管理委

員會申請表單；另里辦公處組則至台灣

電力公司官網下載數據資料進行節電

量統計及排名作業。 

量化 

本年度總計5處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組

及 5 處里辦公處組，共計 10 處社區單

位獲低碳社區認證，總計節電量達 18

萬 4,297 度電，減碳量 92.5 公噸。 

21 
協助低碳社區認證之

行政作業 

質化 
受理案件申請及審核/查等（含書面審查

作業及後續所需資料蒐集彙整）。 

量化 辦理 1 式低碳社區行政作業。 

22 
召開低碳社區認證審

查會 

質化 
本項目環保局長官批示不辦理，故於第

三期款以「減價收受」方式停止辦理。 

量化 0 場次審查會議。 

23 

低碳社區認證表揚、

獎勵金發放及獎牌製

作 

質化 核發低碳社區認證獎狀及獎勵金。  

量化 
完成每一處獲獎單位獎勵金新臺幣2萬

元整發放及獎牌製作。 

八、追蹤歷年低碳設施、省電照明及再生能源設置補助執行情形 

24 

追蹤近年補助設置低

碳設施、省電照明及

再生能源執行情形 

質化 

透過現場查核追蹤方式，掌握以往補助

完成後，相關設備維護情況與成效，以

利環保局掌握補助情形。 

量化 20 處補助對象執行狀況追蹤。 

九、輔導本市建築物推動綠化降溫工作 

25 

訂定本年度「臺中市

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

計畫」機制 

質化 
已完成本年度「臺中市建築物綠化降溫

補助計畫」辦法。 

量化 1 式臺中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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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本計畫預期效益 

工項 內容 預期效益 

業機制。 

26 
辦理建築物綠化降溫

補助計畫說明會 

質化 說明補助作業流程與申請作業。 

量化 1 場次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說明會。 

27 
輔導本市建築物綠化

降溫工作 

質化 
已完成申請對象相關輔導 (含現地勘

查、評估等行政事項)。 

量化 1 式輔導本市建築物綠化降溫工作。 

28 
補助本市建築物推動

綠化降溫工作 

質化 
補助對象以綠化降溫與有節能改善實

質效益為主。 

量化 
10 處補助本市建築物推動綠化降溫工

作。 

十、辦理教育宣導、議題查核及新聞發布等相關工作 

29 編制及提供宣導品 

質化 

為配合加強宣導節能減碳概念予市民，

完成製作小麥玻璃調味罐 500 份及寶

之林手作原木杯墊 500 份，共計 1,000

份。 

量化 

已於第二期款驗收前(110 年 10 月 22

日)，完成 1,000 份宣導品點交驗收作

業。 

30 
宣導網站定期維護更

新工作 

質化 
協助環保局定期維護網頁穩定資訊安

全工作，防止資訊網中毒、駭客入侵等。 

量化 不定期配合本局資訊安全維護工作。 

31 

定期摘譯有關國際上

溫室氣體減量、碳排

放交易、全球暖化及

氣候變遷等相關議題

之發表內容 

質化 

提供國外相關溫室氣體減量摘譯新知，

登載於臺中市因應氣候變遷資訊網，讓

市民能瞭解最新訊息。 

量化 

每月定期摘譯國際新聞議題 8-10 則，

110 年 1 月至 12 月共計摘譯 104 則國

際新聞。 

32 

辦理資訊蒐集彙整、

現場查核或其他相關

事項 

質化 

配合相關 SIP 或其他有關溫室氣體等

議題進行彙整，瞭解目前溫室氣體等相

關議題執行狀況。 

量化 完成 6 件臨時交辦研析報告。 

33 

撰寫新聞稿或針對網

路、臉書或新聞輿情

回應 

質化 
配合環保局相關計畫工作項目成果，進

行新聞稿之撰擬。 

量化 
110 年 1 月至 12 月共計完成 5 則新聞

稿撰寫。 

34 
配合本局需求，辦理

市府新聞議題發布、
質化 

宣導臺中市現階段推動溫室氣體減量

相關議題或協助環保局發布相關溫室



110 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暨減量計畫 
 

8 

表 1-2-1 本計畫預期效益 

工項 內容 預期效益 

協助媒體聯繫廣宣、

新聞露出、政令宣導、

媒體宣導、記者會等

及配合本計畫執行必

要之相關工作 

氣體減量訊息。 

量化 
完成「今日新聞」宣導圖卡刊登，

計 1 式。 

十一、辦理業務交流/聯繫/研商/教育訓練等相關會議 

35 

召開業務交流、聯繫、

研商、說明或教育訓

練等相關會議 

質化 

規劃辦理因應特定問題、溫室氣體減

量、節能減碳、配合外縣市團隊來訪交

流或空氣污染防制相關宣導工作等業

務需求，召開「因應氣候變遷法教育訓

練」、「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

理辦法修正草案受納管對象研商會

議」，並協助前置作業聯繫、會議資料、

蒐集彙整、簡報製作等相關資料。 

量化 
110 年 1 月至 12 月共計完成 2 場次

相關會議。 

十二、彙整年度(署)績效評比及(府)考核計畫相關成果報告 

36 

彙整提送(署)「109 年

度地方環保機關推動

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績

效評比原則」年度績

效報告及簡報 

質化 

配合環保署「109 年度地方環保機關推

動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績效評比原則」時

間內提交相關文件。 

量化 1 式考評相關成果。 

37 

彙整提送(府)「溫室

氣體管制執行績效考

核計畫」109 年度本

局整體推動成果報告

及簡報 

質化 

協助彙整相關資料及各項執行成果進

行年度績效分析，掌握各單位執行效

率。 

量化 1 式成果報告書。 

十三、2050 年淨零碳排路徑 

41 

蒐集分析國外已立法

淨零排碳或碳中和之

國家推動策略分析報

告 

質化 

1. 本工作項目為本(110)年 5 月 17 日

第一次契約變更之增加項目，係依

環保局長官指示，為規劃「2050 年

淨零碳排路徑」之工作，將刪減工

作項目 8 至工作項目 11 之「減帳

金額」建立工作項目 41 至工作項

目 45「加帳金額」(新臺幣 114 萬

4,000 元整)。 

2. 研析 6 個已立法淨零碳排國家，進



第一章 前言 
 

9 
 

表 1-2-1 本計畫預期效益 

工項 內容 預期效益 

行綜合性彙整，並提出相關分析報

告。 

量化 1 式成果報告書。 

42 

蒐集分析國外已提案

/宣告淨零排碳或碳

中和之國家或城市推

動策略分析報告 

質化 

1. 本工作項目為本(110)年 5 月 17 日

第一次契約變更之增加項目，係依

環保局長官指示，為規劃「2050 年

淨零碳排路徑」之工作，將刪減工

作項目 8 至工作項目 11 之「減帳

金額」建立工作項目 41 至工作項

目 45「加帳金額」(新臺幣 114 萬

4,000 元整)。 

2. 研析 100 個已宣示/提案淨零碳排

國家或城市，進行綜合性彙整，並

提出相關分析報告。 

量化 1 式成果報告書。 

43 
2050 年淨零排碳路

徑評估報告(初稿) 

質化 

1. 本工作項目為本(110)年 5 月 17 日

第一次契約變更之增加項目，係依

環保局長官指示，為規劃「2050 年

淨零碳排路徑」之工作，將刪減工

作項目 8 至工作項目 11 之「減帳

金額」建立工作項目 41 至工作項

目 45「加帳金額」(新臺幣 114 萬

4,000 元整)。 

2. 彙整國外及本市相關局處減量策

略或政策工具，協助評估本市淨零

排碳路徑。 

量化 1 式評估報告書。 

44 
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規

劃跨局處會議 
質化 

1. 本工作項目為本(110)年 5 月 17 日

第一次契約變更之增加項目，係依

環保局長官指示，為規劃「2050 年

淨零碳排路徑」之工作，將刪減工

作項目 8 至工作項目 11 之「減帳

金額」建立工作項目 41 至工作項

目 45「加帳金額」(新臺幣 114 萬

4,000 元整)。 

2. 分析本市相關局處減量策略或政

策工具，需邀集相關局處召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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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本計畫預期效益 

工項 內容 預期效益 

議，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規劃跨局處

會議。 

量化 完成辦理 1 場次跨局處會議 

45 
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規

劃專家學者諮商會議 

質化 

1. 本工作項目為本(110)年 5 月 17 日

第一次契約變更之增加項目，係依

環保局長官指示，為規劃「2050 年

淨零碳排路徑」之工作，將刪減工

作項目 8 至工作項目 11 之「減帳

金額」建立工作項目 41 至工作項

目 45「加帳金額」(新臺幣 114 萬

4,000 元整)。 

2. 依本市各局處所提減量策略或政

策工作，邀集相關領域之專家學

者，召開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規劃專

家諮商會議。 

量化 0 場次會議 

46 計畫例行事項 

質化 

1. 每月工檢會討論本計畫工作進度，

以確實符合計畫目標方向。 

2. 教育訓練使工作執行更專業。 

3. 全面使用再生紙與雙面影印的方式

以降低原木使用量。 

量化 

1. 12 次工檢會。 

2. 完成 8 小時執行人員教育訓練。 

3. 1 式期中報告。 

4. 1 式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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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作項目 

一、蒐集分析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修法策略發展趨勢 

(一)掌握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

下簡稱溫管法)及其相關子法、推動策略之進展。 

(二)蒐集有關溫管法修訂方向資料研析，需包含總量管制、排放交易制度、

碳費(稅)及其他相關法規訂定等，供本局參考。 

二、溫室氣體排放量推估、排放源盤查輔導相關工作 

(一)固定污染源前200大公私場所溫室氣體排放量推估及分析。 

(二)轄內溫室氣體排放源－法規輔導說明。 

(三)轄內溫室氣體排放源－盤查登錄、審查及現場查核作業。 

(四)轄內溫室氣體排放源－現場盤查作業。 

(五 )針對依限於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完成盤查登錄暨審查作業之排放源

(亦即納管對象及自願申報之非納管對象 )及前述現場盤查對象，前一

(109)年度溫室氣體排放資料於110年10月底前提出減量可行性分析，並

以一致性基準進行年度排放量之比較，提出報告1式。 

三、推動事業溫室氣體減量工作－推動微型規模抵換專案 

(一) 透過輔導或補助機制，協助轄內事業推動溫室氣體減量，並促使其申請

微型規模抵換專案。 

(二)邀集本市轄內符合本項工作推動可行性及執行潛能之事業（如運輸部門

－電動公車業者、住商部門－百貨業者及量販業者、低碳無煙校園及工

業/非工業鍋爐(汰換燃油鍋爐改用天然氣或其他)等對象），於簽約日後

3個月內召開微型規模抵換專案推動說明會計1場次。本項工作依實作數

量驗收，並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數量給付，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三)協助修訂本年度「臺中市輔導申請溫室氣體微型規模抵換專案案件處理

原則」並建立申請審查及評選制度之行政程序。 

(四)協助本局輔導轄內事業申請微型規模抵換專案 

(五)協助本局追蹤109年受輔導申請溫室氣體微型規模抵換專案案件相關行

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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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市溫室氣體減量及管制相關法規推動工作 

(一)依據「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市自主管理辦

法)，彙整、檢討現階段推動執行情形，另應研析其與中央溫管法及其他

本市自治條例等相關法規彼此間之競合關係，並依本局相關管制策略及

政策推動之需求，協助修訂本市自主管理辦法、建立公私場所溫室氣體

排放源自主管理計畫(以下簡稱自主管理計畫)審查/審核機制之相關作業

程序及文件；本項工作應提出執行檢討報告1式(含前揭自主管理辦法修

訂建議及建立自主管理計畫審查/審核機制)。 

(二)為精準掌握本市溫室氣體排放大戶，研擬本市第二批應訂定自主管理計

畫減量目標及執行排放量管理之公私場所評估報告1式，本項工作除提

供評估報告，必要時需協助本局研擬名單及預告、公告草案等行政相關

作業。本項工作依實作數量驗收，並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數量給付，

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三)蒐集碳捕集之國內外相關資料及可行性評估報告1式，配合本市訂定「空

污自治條例」(草案)，必要時需協助本局研擬碳補集率及相關可行性之

行政事宜。本項工作依實作數量驗收，並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數量給

付，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四)依據本市自主管理辦法及相關作業要求，協助本局辦理公私場所自主管

理計畫相關審查/審核作業及核定後定期追蹤檢核工作。另配合前述自主

管理辦法修訂及自主管理計畫審查/審核等作業需求，規劃辦理相關諮詢、

研商及審查等會議計5場次。本項工作依實作數量驗收，並依完成履約實

際供應之數量給付，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五)前述相關諮詢、研商及審查等會議，各場次會議應聘請外部學者專家至

少3人(含)以上。惟本局倘無聘請外部學者專家之需求者，得免聘請之；

或另依本局需求，達必要之聘請人數；邀請外部學者專家與會之交通費、

出席審查費(或諮詢費)等，均由廠商負責支應。 

五、 辦理本市溫室氣體輔導或減量之管制策略 

(一)聘請專業講師成立社區節能輔導團(至少2位)，以建築綠化、節能、再生

能源、社區節電等面向為主，實地前往「里」或「社區」診斷輔導至少

10處，提供推動建築綠化、能源轉型建置及節能改善建議，廠商應於活

動辦理完成後，針對推廣成果提出報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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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述輔導名單須經篩選具效益並送本局同意後，始得執行。輔導相關成

果於全數診斷完畢後30日內提送成果至本局，經本局審閱同意後，始可

送至受診斷單位，本局將採公文方式寄送。 

六、本市城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及人均排放量調查及彙整工作 

(一) 依據環保署公告「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針對本市城市層

級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盤查、資料庫建立及分析工作，藉以掌握本市排

放基線之特性與減量空間，作為制定符合本市城市特色之溫室氣體減量

行動及減緩氣候變遷對策之參考基礎。 

(二) 藉由前項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工作，除據以分析比較本市歷年排放趨

勢、部門別排放量及人均排放量等，並彙整評析國內各縣市（至少應包

含臺中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南市及高雄市）溫室氣體排放

趨勢。 

(三) 本項工作應提出盤查分析綜合報告1式 

七、辦理本市社區低碳認證相關作業 

(一)參考國內外低碳社區評估指標、依據歷年辦理情形及本市公告之社區低

碳認證辦法，於簽約後3個月內協助修訂本年度「低碳社區認證」機制(低

碳認證作業規定)及建立低碳社區認證展延認定機制與其相關審查行政

支援作業，鼓勵轄內社區或區里等運用自身優勢與特色，推動符合低碳

概念之社區環境。 

(二)完成擬訂申請辦法或計畫後，應至少辦理1場次說明會，其對象應含區公

所、里辦公處或社區發展協會、設有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公寓大

廈等相關單位。本項工作依實作數量驗收，並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數

量給付，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三)依本市低碳社區認證辦法診斷並輔導至少10處社區或區里具符合認證之

條件，本項作業應符合本市低碳社區認證辦法之執行項目，含協助輔導

該辦法其他協辦單位之認證項目條件。另本項作業應於輔導後1個月內

提出評估報告及紀錄送本局核備。本項工作依實作數量驗收，並依完成

履約實際供應之數量給付，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四)辦理低碳社區認證審核行政作業，包括申請案件受理予審核(含初審及後

續所需資料收集彙整)及認證審查審查會，審查會應聘請相關領域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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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3位外聘專家學者，另邀請低碳社區認證辦法之協辦單位)進行書面

審查，書面資料應由廠商先行完成現場勘查作業(資格、文件完整性、減

碳量計算等)，備妥相關照片及查證資料，以供委員審查使用。 

(五)經委員評分符合本項資格者，協助核(製)發低碳社區認證獎狀(牌)及相關

獎勵金(依前述擬訂辦法或計畫規定核發，倘費用從缺不足額則予以扣除

賸餘獎勵金，不計懲罰性扣罰)，並辦理表揚作業。 

(六)本項之社區認證作業應進行相關滿意度調查以作回饋，並於蒐集後彙整

分析統計，提供下年度修正參考。 

八、追蹤歷年低碳設施、省電照明及再生能源設置補助執行情形 

(一)依據近(107)年本市「低碳城市設施補助作業計畫」及「低碳公寓大廈省

電照明設備(及再生能源設置)補助執行計畫」，追蹤受本局補助設置低

碳設施之機關學校計5處、補助設置省電照明(及再生能源)之公寓大廈計

15處。 

(二)前述追蹤查核作業程序(含複查)、對象篩選及查核表單格式內容，需經本

局同意後始得執行。追蹤查核如遇有未符合前揭補助計畫相關規定時，

應執行追蹤複查工作至完成改善為止；追蹤複查之執行處次不重複列計

前揭契約工作量。 

(三)當月份執行查核作業後，相關查核紀錄表應併同次月月報提送執行成果。 

九、輔導本市建築物推動綠化降溫工作 

(一)協助訂定本年度「臺中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並建立申請審查及

評選制度之行政程序。 

(二)本項補助計畫行政程序，含受理申請案件、初審及召開評選審查會，審

查會應配合局內要求方式辦理審查，廠商應先行完成申請案件初審及現

場勘查作業(含資格認定、文件完整性、減碳量計畫等)，備妥相關照片及

查證資料提供予審查委員進行審查。 

(三)完成擬訂計畫後，應至少辦理1場次說明會，對象針對本市所轄區域之學

校、公有建築、里、公寓大廈、大型商場或公司行號辦公大樓等建築物，

提倡運用綠屋頂、綠牆、綠籬、綠化、綠能等方式結合建築物，提升建

築物或週邊區域綠帶、綠化面積或以隔熱及通風、風廊方式降溫，達到

節能減碳效益。【依實作數量驗收，並依履約實際供應之數量給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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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工作量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四)輔導本市建築物推動綠化降溫工作，含現地勘查、評估、複查等行政事

項1式。 

(五)本項工作應編列補助經費新臺幣100萬元【固定金額】，依據本年度「臺

中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輔導本市建築物至少10處，補助事項

以綠化降溫並具節能改善實質效益為優先。【依實作數量驗收，並依履

約實際供應之數量給付，未達工作量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六)本計畫所編列補助項目及對象，不得與能源局或其他單位補助計畫重複。 

十、 辦理教育宣導、議題查核及新聞發布等相關工作 

(一)製作及提供宣導品1,000份；其物品及樣式等需經本局同意，且應標示有

關溫室氣體減量或空污防制相關宣導標語及「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廣告」字樣。 

(二)本局宣導網站定期維護更新工作 

(三)配合本局SIP計畫執行、長官臨時交辦事項或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節

能減碳或空氣污染防制等相關議題，於計畫執行期間辦理資訊蒐集彙整、

現場查核或其他相關事項計10件。本項工作依實作數量驗收，並依完成

履約實際供應之數量給付，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四)配合宣導本市溫室氣體減量、節能減碳或空氣污染防制等相關議題，於

計畫執行期間撰寫新聞稿或針對網路、臉書或新聞輿情回應等（含文字、

影片或圖片等回應方式）計6則。本項工作依實作數量驗收，並依完成履

約實際供應之數量給付，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五)配合本局需求，辦理市府新聞議題發布、協助媒體聯繫廣宣、新聞露出、

政令宣導、媒體宣導、記者會等及配合本計畫執行必要之相關工作1式；

上述執行方式需經本局同意後、始得據以執行。本項工作應編列執行經

費新臺幣20萬元【固定金額】；於計畫執行結束時，依實際執行經費額

度進行驗收及給付(應檢據相關憑證覆實核銷)，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十一、辦理業務交流/聯繫/研商/說明/教育訓練等相關會議 

配合外縣市來訪、因應本局特定議題、溫室氣體減量、節能減碳或空氣污染

防制相關宣導工作等業務需求，邀請相關機關、局處、專家學者、媒體或本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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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對象等共同參與，召開業務交流、聯繫、研商、說明或教育訓練等相關會議等

5場次，並應協助本局前置作業連繫、會議資料蒐集彙整、簡報製作等相關工作。

前述辦理時間及地點需經本局同意。本項工作依實作數量驗收，並依完成履約實

際供應之數量給付，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十二、彙整年度(署)績效評比及(府)考核計畫相關成果報告 

(一)配合環保署「110年度地方環保機關推動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績效評比原

則」，並依該績效評比原則附表－「年度績效報告大綱」及相關格式要

求，於110年11月10日前彙整提送年度績效報告及簡報(初稿)各1式（報

告內容包括該績效評比原則各項工作執行情形及成效），並應依本局意

見及建議事項，協助完成內容修正及定稿作業。 

(二)配合本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溫室氣體管制執行績效考核計畫」，並

依該績效考核計畫附件－「執行成果報告撰寫原則」及相關格式要求，

於110年12月20日前彙整提送110年度本局整體推動成果報告及簡報(初

稿)各1式，並應依本局意見及建議事項，協助完成內容修正及定稿作業。 

十三、2050年淨零碳排路徑 

(一)蒐集分析國外已立法淨零排碳或碳中和之國家推動策略，至少需研析6個

國家，研析內容：立法精神、法條重點摘要、背景資料、目標期程、減量

路徑、經濟發展、產業結構、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等項目，至少包含6個

項目，就上述研析內容進行綜合性彙整，並提出相關分析報告1式。 

(二)蒐集分析國外已提案/宣告淨零排碳或碳中和之國家或城市推動策略，至

少研析100個國家或城市，研析內容：背景資料、目標期程、減量路徑、

經濟發展、產業結構、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等項目，至少包含4個項目，

就上述研析內容進行綜合性彙整，並提出相關分析報告1式。 

(三)結合前2項作業，彙整國外及本市相關局處減量策略或政策工具，並提出

2050年淨零排碳路徑評估報告(初稿)1式。 

(四)協助分析本市相關局處減量策略或政策工具，需邀集相關局處召開會議，

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規劃跨局處會議，至少2場次。本項工作依實作數量驗

收，並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數量給付，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五)依本市各局處所提減量策略或政策工作，邀集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召

開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規劃專家諮商會議，至少2場次，各場次會議應聘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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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專家學者至少5人(含)以上。另依本局需求，達必要之聘請人數；邀

請外部專家學者與會之交通費、出席費等，均由廠商負責支應。本項工

作依實作數量驗收，並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數量給付，不加計懲罰性

違約金。 

十四、計畫相關行政工作及配合事項 

綜合上述所列之工作項目，除其他協助項目外，本計畫目標分為十二大類別，

相關工作內容如圖1-3.1所示，將依序於後續章節分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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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本計畫工作項目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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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本計畫工作項目流程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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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執行進度說明 

本計畫執行成果相關工作進度及查核點如表1-4.1與表1-4.2所示，實際執行數

如表1-4.3所示。目前計畫執行進度統計至期末審查會議止，完成時間分別為第一

期款工作量為110年05月14日、第二期款工作量為110年10月22日及第三期款工作

量為110年12月31日，本計畫所有工項於民國110年12月31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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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計畫預定進度及查核點 

預定進度(以甘特圖表示) 

工作內容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別 2021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蒐集溫室氣體減
量管理法修法策
略發展趨勢研析
報告 

- - - - - - - - - 1.1   

2 

固定污染源前
200 大公私場所
溫室氣體排放量
推估及分析報告 

- - - - - - - - - -   

3 
溫室氣體排放源
法規輔導說明會 

- - - 3.1   
    

  

4 

溫室氣體排放源
盤查登錄之審查
作業及排放數據
與相關設施資料
之現場查核－納
管對象 

- - - - - - - - - 4.1   

5 

"輔導轄內非納
管對象之自願申
報及相關審查作
業(溫室氣體排
放源盤查登錄之
審查作業－非納
管對象) 

- - - - - - - - - 5.1   

6 
轄內溫室氣體排
放源現場盤查作
業 

- - - - - - - - - 6.1   

7 
溫室氣體排放減
量可行性分析報
告 

- - - - - - - - - -   

8 
微型規模抵換專
案推動說明會 

   
  

     
  

9 

訂定本年度「臺
中市輔導申請溫
室氣體微型規模
抵換專案案件處
理原則」機制 

  

     

   

  

10 
輔導轄區事業完
成微型規模抵換
專案計畫書 

  
     

   
  

11 

輔導轄區事業向
環保署提出微型
規模抵換專案註
冊申請 

  

     

   

  

12 
本市自主管理辦
法推動執行檢討
報告 

- - - - - - - - - -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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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進度(以甘特圖表示) 

工作內容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別 2021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本市第二批應訂
定自主管理計畫
規劃減量目標及
執行排放量管理
之公私場所評估
報告 

- - - - - - - - - -  13.1 

14 
蒐集碳捕集之國
內外資料及可行
性技術評估報告 

- - - - - - - - - -  14.1 

15 

自主管理辦法修
訂及自主管理計
畫審查/審核等作
業相關會議 

- - - - - - - - - -   

16 
節能減碳診斷輔
導 

- - - - - - - - - 16.1   

17 

本市城市層級溫
室氣體排放量及
人均排放量盤查
分析綜合報告 

- - - - - - - - - -   

18 
修訂本年度「低
碳社區認證」機
制 

- - - - - 18.1 - - - -   

19 
低碳社區認證作
業說明會 

- - - - - - - - - -   

20 
輔導本市低碳社
區或區里具符合
本市認證條件 

- - - - - - - - - -  20.1 

21 
協助低碳社區認
證之行政作業 

- - - - - - - - - -  21.1 

22 
召開低碳社區認
證審查會 

- - - - - - - - - -   

23 
低碳社區認證表
揚、獎勵金發放
及獎牌製作 

- - - - - - - - - -   

24 

追蹤近年補助設
置低碳設施、省
電照明及再生能
源執行情形 

- - - 24.1 - - - - - 24.2  24.3 

25 

訂定本年度「臺
中市建築物綠化
降溫補助計畫」
機制 

- - - - 25.1        

26 
辦理建築物綠化
降溫補助計畫說
明會 

- - - - 26.1        

27 
輔導本市建築物
綠化降溫工作 

- - - - - - - - - 27.1   

28 
補助本市建築物
推動綠化降溫工
作 

- - - - - - - - - -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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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進度(以甘特圖表示) 

工作內容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別 2021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9 
編制及提供宣導
品 

- - - - - - - - - 29.1   

30 
宣導網站定期維
護更新工作 

- - - - - - - - - -   

31 

定期摘譯有關國
際上溫室氣體減
量、碳排放交
易、全球暖化及
氣候變遷等相關
議題之發表內容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1.10 31.11 
31.1

2 

32 
辦理資訊蒐集彙
整、現場查核或
其他相關事項 

- - - - - 32.1 - - - 32.2 
33.3 
33.4 
33.5 

 

33 
撰寫新聞稿或針
對網路、臉書或
新聞輿情回應 

  
33.1 

 
  33.2 - - -  33.3 

34 

配合本局需求，
辦理市府新聞議
題發布、協助媒
體聯繫廣宣、新
聞露出、政令宣
導、媒體宣導、
記者會等及配合
本計畫執行必要
之相關工作 

- - - - - - - - - -   

35 

召開業務交流、
聯繫、研商、說
明或教育訓練等
相關會議 

- 35.1 - - 35.2 - - - - -   

36 

彙整提送(署)
「110 年度地方
環保機關推動因
應氣候變遷行動
績效評比原則」
年度績效報告及
簡報 

- - - - - - - - - -   

37 

彙整提送(府)
「溫室氣體管制
執行績效考核計
畫」110 年度本
局整體推動成果
報告及簡報 

- - - - - - - - - -   

38 

工作計畫書、期
中/期末報告、會
議資料、報表印
製、紙張文具及
辦公耗材等 

- - - - - - 38.1 - - -  38.2 

39 電腦軟硬體租賃     39.1        
40 陣列式磁碟租賃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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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進度(以甘特圖表示) 

工作內容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別 2021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41 

蒐集分析國外已
立法淨零排碳或
碳中和之國家推
動策略分析報告 

    

- - - - - -  41.1 

42 

蒐集分析國外已
提案/宣告淨零排
碳或碳中和之國
家或城市推動策
略分析報告 

    

- - - - - -  42.1 

43 
2050 年淨零排
碳路徑評估報告
(初稿) 

    
- - - - - -   

44 
淨零排碳或碳中
和規劃跨局處會
議 

    
- - - - - -   

45 
淨零排碳或碳中
和規劃專家學者
諮商會議 

    
- - - - - -   

預定進度累積百分
比（％） 

8.33 16.66 24.99 33.32 41.65 49.98 58.31 66.64 74.97 83.33 91.63 100 

查核點 
預定完成 

時間 
查核點內容說明(工作項目之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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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進度(以甘特圖表示) 

工作內容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別 2021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第一期款工
作量 

110 年 05
月 14 日 

1. 完成溫室氣體排放源法規輔導說明會 1 場次 
2. 溫室氣體排放源盤查登錄之審查作業及排放數據

與相關設施資料之現場查核－納管對象 0 家【本
項依實際量驗收】 

3. 輔導轄內非納管對象之自願申報及相關審查作業
(溫室氣體排放源盤查登錄之審查作業－非納管
對象)0 家【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4. 自主管理辦法修訂及自主管理計畫審查/審核等作
業相關會議 0 場次【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5. 節能診斷輔導 0 處【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6. 完成修訂本年度「低碳社區認證」機制 1 式 
7. 完成追蹤近年補助設置低碳設施、省電照明及再

生能源執行情形 5 處 
8. 完成訂定本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機制 1 式 
9. 完成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說明會 1 場次 
10. 定期摘譯有關國際上溫室氣體減量、碳排放交

易、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等相關議題之發表內容
計 4 個月【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11. 辦理資訊蒐集彙整、現場查核或其他相關事項 0
件【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12. 撰寫新聞稿或針對網路、臉書或新聞輿情回應 1
則【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13. 召開業務交流、聯繫、研商、說明或教育訓練等
相關會議 2 場次【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14. 完成電腦軟硬體租賃 1 式 
15. 完成陣列式磁碟租賃 1 式 
16. 於本(110)年 5 月 17 日完成第一次契約變更，刪

減工項 8 至工項 11，並新增工項 41 至工項
45、工項 24 修正為追蹤受補助機關學校計 9
處，公寓大廈計 11 處 

17. 於本(110)年 5 月 20 日完成第二次契約變更，工
項 19 延至第二期款完成【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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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進度(以甘特圖表示) 

工作內容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別 2021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第二期款工
作量 

110 年 10
月 22 日 

1. 完成蒐集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修法策略發展趨
勢研析報告 1 式 

2. 溫室氣體排放源盤查登錄之審查作業及排放數
據與相關設施資料之現場查核－納管對象【本
項依實際量驗收】 

3. 累計完成輔導轄內非納管對象之自願申報及相
關審查作業（溫室氣體排放源盤查登錄之審查
作業－非納管對象）5 家【本項依實際量驗
收】 

4. 完成轄內溫室氣體排放源現場盤查作業 40 家 
5. 自主管理辦法修訂及自主管理計畫審查/審核等

作業相關會議【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6. 節能診斷輔導【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7. 低碳社區認證作業說明會 
8. 輔導本市低碳社區或區里具符合本市認證條件

【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9. 累計完成追蹤近年補助設置低碳設施、省電照

明及再生能源執行情形 20 處 
10. 補助本市建築物推動綠化降溫工作【本項依實

際量驗收】 
11. 完成編制及提供宣導品 1,000 份 
12. 定期摘譯有關國際上溫室氣體減量、碳排放交

易、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等相關議題之發表內
容【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13. 辦理資訊蒐集彙整、現場查核或其他相關事項
【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14. 撰寫新聞稿或針對網路、臉書或新聞輿情回應
【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15. 召開業務交流、聯繫、研商、說明或教育訓練
等相關會議【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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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進度(以甘特圖表示) 

工作內容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別 2021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第三期款工
作量 

110 年 12
月 31 日 

1. 完成固定污染源前 200 大公私場所溫室氣體排
放量推估及分析報告 1 式 

2. 累計完成溫室氣體排放源盤查登錄之審查作業
及排放數據與相關設施資料之現場查核－納管
對象 21 家 

3. 完成溫室氣體排放可行性減量分析報告 1 式 
4. 完成本市自主管理辦法推動執行檢討報告 1 式 
5. 完成本市第二批自主管理計畫規劃名單評估報

告 1 式 
6. 完成蒐集碳捕集之國內外資料及可行性技術評

估報告 1 式 
7. 累計完成自主管理辦法修訂及自主管理計畫審

查/審核等作業相關會議 5 場次【本項依實際量
驗收】 

8. 累計完成節能減碳診斷輔導 10 處 
9. 完成本市城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及人均排放

量盤查分析綜合報告 1 式 
10. 累計完成輔導本市低碳社區或區里具符合本市

認證條件 10 處 
11. 完成協助低碳認證之行政作業 1 式 
12. 完成低碳社區認證審查會議 1 場次 
13. 完成低碳社區認證獎勵金發放及獎牌製作 1 式 
14. 完成輔導本市建築物推動綠化降溫工作 1 式 
15. 累計完成補助本市建築物推動綠化降溫工作 10

處 
16. 完成宣導網站定期維護更新工作 1 式 
17. 累計完成定期摘譯有關國際上溫室氣體減量、碳

排放交易、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等相關議題之發
表內容 12 月次 

18. 累計完成辦理資訊蒐集彙整、現場查核或其他相
關事項 10 件【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19. 累計完成撰寫新聞稿或針對網路、臉書或新聞輿
情回應 6 則【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20. 完成配合本局需求，辦理市府新聞議題發布、協
助媒體聯繫廣宣、新聞露出、政令宣導、媒體宣
導、記者會等及配合本計畫執行必要之相關工作
1 式 

21. 累計完成召開業務交流、聯繫、研商、說明或教
育訓練等相關會議 5 場次【本項依實際量驗收】 

22. 完成彙整提送(署)「110 年度地方環保機關推動
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績效評比原則」年度績效報告
及簡報 1 式 

23. 完成彙整提送(府)「溫室氣體管制執行績效考核
計畫」110 年度本局整體推動成果報告及簡報 1
式 

24. 完成工作計畫書、期中/期末報告、會議資料、報
表印製、紙張文具及辦公耗材等 1 式 

  

備註：1.本計畫預定進度及查核點依據勞務採購契約附表一規定進度執行工作內容 

      2.工作項目內容 8-11、19，因應 COVID-19 疫情關係，已於 110 年 5 月 17 日與 110 年 5 月 20

日，辦理第一次與第二次契約變更，並新增工作項目內容 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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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查核點編號對照表 

編號 內容 編號 內容 

1.1 

完成 1 式蒐集溫室氣體減量

管理法修法策略發展趨勢研

析報告 

26.1 
完成 1 場次建築物綠化降

溫補助計畫說明會 

3.1 
完成 1 場次溫室氣體排放源

法規輔導說明會 
27.1 

完成 1 式輔導本市建築物綠

化降溫工作 

4.1 
完成 14 家第一批應排放登

錄對象現場盤查作業 
27.1 

完成 1 式輔導本市建築物綠

化降溫工作 

5.1 完成 2 家自願申報查核作業 28.1 完成 8 處建築物綠牆施作 

6.1 
完成轄內 36 家現場盤查作

業 
29.1 

完成 1,000 份編制及提供

宣導品 

12.1 
完成 1 式臺中市溫室氣體排

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訂作業 
31.1~31.12 

完成 12 月次定期摘譯有關

國際上溫室氣體減量、碳排

放交易、全球暖化及氣候變

遷等相關議題之發表內容 

13.1 

完成 1 式本市第二批應訂定自

主管理計畫規劃減量目標及執

行排放量管理之公私場所評估

報告 

32.1~32.5 
完成 5 件其他臨時交辦相

關事項 

14.1 
完成 1 式蒐集碳捕集之國內外

資料及可行性技術評估報告 
33.1~33.3 

完成 3 則撰寫新聞稿或針

對網路、臉書或新聞輿情回

應 

16.1 
完成 10 處節能減碳診斷輔

導 
35.1 

35.2 

完成 2 場次召開業務交流、

聯繫、研商、說明或教育訓

練等相關會議 

18.1 
完成 1 式修訂本年度「低碳

社區認證」機制 
38.1~38.2 完成期中報告、期末報告 

20.1 

完成 10 處輔導本市低碳社

區或區里具符合本市認證條

件 

39.1 完成 1 式電腦軟硬體租賃 

21.1 
完成 1 式協助低碳社區認證之

行政作業 
40.1 完成 1 式陣列式磁碟租賃 

24.1~24.2 

完成 20 處追蹤近年補助設

置低碳設施、省電照明及再

生能源執行情形 

41.1 
完成 6 個淨零排放已立法

國家資料研蒐 

25.1 

完成 1 式訂定本年度「臺中

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

畫」機制 

42.1 
完成 100 個承諾淨零排放

國家/城市資料研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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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3 本計畫實際執行數進度表 

序號 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數/契約目標數 

(執行率) 
備註 

1 
蒐集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修法策
略發展趨勢研析報告 

1/1 式 

(100%) 
-- 

2 
固定污染源前 200 大公私場所溫室氣

體排放量推估及分析報告 

1/1 式 

(100%) 
-- 

3 溫室氣體排放源法規輔導說明會 
1/1 場 

(100%) 
-- 

4 

溫室氣體排放源盤查登錄之審查作業

及排放數據與相關設施資料之現場查

核－納管對象 

21/21 處 

(100%) 

【本工作項目依
實作數量驗收，
未達工作量不加
計 懲 罰 性 違 約

金】 

5 

輔導轄內非納管對象之自願申報及相

關審查作業 

(溫室氣體排放源盤查登錄之審查作

業－非納管對象) 

2/5 處 

(40%) 

【本工作項目依
實作數量驗收，未
達工作量不加計
懲罰性違約金】 

6 轄內溫室氣體排放源現場盤查作業 
40/40 場 

(100%) 
-- 

7 溫室氣體排放可行性減量分析報告 
1/1 式 

(100%) 
-- 

12 本市自主管理辦法推動執行檢討報告 
1/1 式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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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數/契約目標數 

(執行率) 
備註 

13 

本市第二批應訂定自主管理計畫規劃

減量目標及執行排放量管理之公私場

所評估報告 

1/1 式 

(100%) 

【本工作項目依
實作數量驗收，未
達工作量不加計
懲罰性違約金】 

14 
蒐集碳捕集之國內外資料及可行性技

術評估報告 

1/1 式 

(100%) 

【本工作項目依
實作數量驗收，未
達工作量不加計
懲罰性違約金】 

15 
自主管理辦法修訂及自主管理計畫審

查/審核等作業相關會議 

0/5 場次 

(0%) 

自主辦法尚未修訂

完成，無審查會議 

【本工作項目依實

作數量驗收，未達

工作量不加計懲罰

性違約金】 

16 節能減碳診斷輔導 
10/10 處 

(100%) 

【本工作項目依
實作數量驗收，未
達工作量不加計
懲罰性違約金】 

17 
本市城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及人均

排放量盤查分析綜合報告 

1/1 式 

(100%) 
-- 

18 修訂本年度「低碳社區認證」機制 
1/1 式 

(100%) 
-- 

19 低碳社區認證作業說明會 
0/1 場 

(0%) 

配合環保局決議不

辦理 

【本工作項目依實

作數量驗收，未達

工作量不加計懲罰

性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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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數/契約目標數 

(執行率) 
備註 

20 
輔導本市低碳社區或區里具符合本市

認證條件 

10/10 處 

(100%) 

【本工作項目依
實作數量驗收，未
達工作量不加計
懲罰性違約金】 

21 協助低碳社區認證之行政作業 
1/1 式 

(100%) 
-- 

22 召開低碳社區認證審查會 
0/1 場次 

(0%) 

配合環保局決議不

辦理 

【本工作項目依實

作數量驗收，未達

工作量不加計懲罰

性違約金】 

23 
低碳社區認證表揚、獎勵金發放及獎

牌製作 

1/1 式 

(100%) 
-- 

24 
追蹤近年補助設置低碳設施、省電照

明及再生能源執行情形 

20/20 處 

(100%) 
-- 

25 
訂定本年度「臺中市建築物綠化降溫

補助計畫」機制 

1/1 式 

(100%) 

【本工作項目依
實作數量驗收，未
達工作量不加計
懲罰性違約金】 

26 辦理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說明會 
1/1 式 

(100%) 
-- 

27 輔導本市建築物推動綠化降溫工作 
1/1 式 

(100%) 
-- 

28 補助本市建築物推動綠化降溫工作 
8/10 處 

(80%) 

【本工作項目依
實作數量驗收，未
達工作量不加計
懲罰性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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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數/契約目標數 

(執行率) 
備註 

29 編制及提供宣導品 
1,000/1,000 份 

(100%) 
-- 

30 宣導網站定期維護更新工作 
1/1 式 

(100%) 
-- 

31 

定期摘譯有關國際上溫室氣體減量、

碳排放交易、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等

相關議題之發表內容 

12/12 月次 

(100%) 
-- 

32 
辦理資訊蒐集彙整、現場查核或其他

相關事項 

5/10 件 

(50%) 

【本工作項目依
實作數量驗收，未
達工作量不加計
懲罰性違約金】 

33 
撰寫新聞稿或針對網路、臉書或新聞

輿情回應 

5/6 則 

(80%) 

【本工作項目依

實作數量驗收，未
達工作量不加計
懲罰性違約金】 

34 

配合本局需求，辦理市府新聞議題發

布、協助媒體聯繫廣宣、新聞露出、政

令宣導、媒體宣導、記者會等及配合

本計畫執行必要之相關工作 

1/1 式 

(100%) 

【本工作項目依

實作數量驗收，未
達工作量不加計
懲罰性違約金】 

35 
召開業務交流、聯繫、研商、說明或教

育訓練等相關會議 

2/5 場次 

(40%) 

【本工作項目依
實作數量驗收，未
達工作量不加計

懲罰性違約金】 

36 

彙整提送(署)「110 年度地方環保機關

推動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績效評比原

則」年度績效報告及簡報 

1/1 式 

(100%) 
-- 

37 

彙整提送(府)「溫室氣體管制執行績

效考核計畫」110 年度本局整體推動

成果報告及簡報 

1/1 式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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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數/契約目標數 

(執行率) 
備註 

38 

工作計畫書、期中/期末報告、會議資

料、報表印製、紙張文具及辦公耗材

等 

1/1 式 

(100%) 
-- 

39 電腦軟硬體租賃 
1/1 式 

(100%) 
-- 

40 陣列式磁碟租賃 
1/1 式 

(100%) 
-- 

41 
蒐集分析國外已立法淨零排碳或碳中

和之國家推動策略分析報告 

1/1 式 

(100%) 
-- 

42 

蒐集分析國外已提案/宣告淨零排碳

或碳中和之國家或城市推動策略分析

報告 

1/1 式 

(100%) 
-- 

43 2050 年淨零排碳路徑評估報告(初稿) 
1/1 式 

(100%) 
-- 

44 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規劃跨局處會議 
1/2 場次 

(50%) 

【本工作項目依
實作數量驗收，未
達工作量不加計
懲罰性違約金】 

45 
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規劃專家學者諮商

會議 

0/2 場次 

(0%) 

配合環保局決議不

辦理 

【本工作項目依實

作數量驗收，未達

工作量不加計懲罰

性違約金】 



110 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暨減量計畫 

34 

第二章 背景資料蒐集 

「章節摘要」 

本章主要包含蒐集分析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修法策略與發展趨勢、辦理低碳

社區認證作業及辦理本市溫室氣體現場盤查及申報審核作業、彙整本市城市層級

溫室氣體排放現況、推動本市溫室氣體減量管制及策略擬定、節能診斷輔導、建築

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與2050年淨零排碳相關資訊、其他應配合辦理等事項，進行

背景資料之蒐集，詳細說明分述如各節。 

2-1 蒐集分析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修法策略與發展趨勢  

2-1-1 掌握環保署「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及相關子法、策略推動

進展 

為協助環保局蒐集分析溫室氣體減量及管制策略發展趨勢，本工作團隊將掌

握環保署規劃於110年公告之溫管法修法相關子法、推動策略之進展以及溫管法修

訂方向之資料研析，包括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機制與碳稅(費)等相關法規訂定。 

我國於104年7月1日發布「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溫管法)，中央

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及溫室氣

體減量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動方案)。依據溫管法第9條第2項規定，推動方案應包

括階段管制目標、推動期程、推動策略、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等項目，溫管法第9

條第3項規定，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依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

方案)，接下來溫管法第1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政院核定之推

動方案及行動方案，修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整體架構如圖2-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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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1 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方案架構圖1 

截至110年12月，環保署已訂定12項法規命令及8項行政規則(如下表2-1-1.1

所示)，以建構可量測、可報告及可查證之碳管理法制基礎，推動排放源盤查登錄、

查驗管理及抵換專案制度；另建立效能標準及低碳產品獎勵機制，將結合相關部會

的獎勵補助規範，訂定排放源效能標準及自願減量誘因機制，以鼓勵事業減量行

動。 

表 2-1-1.1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相關子法之規劃時程2 

分類 條次 公告及子法名稱 預計完成時間 

法規 

命令 

§27 一般廢棄物掩埋場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獎勵辦法 
已完成 

(104.12.25) 

§16-3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 
已完成 

(105.01.05) 

§33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 
已完成 

(105.01.06) 

§16-1 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已完成 

(105.01.07) 

§16-2 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 
已完成 

(105.01.07) 

§19-1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已完成 

(105.01.30) 

§11-1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準則 
已完成 

(106.03.28) 

§27-2 低碳產品獎勵辦法 已完成 

 
1 行政院環保署「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規劃研商會簡報資料，107 年 4 月 30 日 
2 本工作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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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條次 公告及子法名稱 預計完成時間 

(106.07.10) 

§27 
補助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發

展計畫作業辦法 

已完成 

(107.11.13) 

§20 新設或變更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規模 
已完成 

(107.12.19) 

§22-3 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 

已完成 

(104.12.31 發布；

107.12.27 修正) 

§22-3 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 

已完成 

(106.03.15 發

布；108.01.11 修

正) 

§18-2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計畫 

(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 
預計 114 年之前 

§20-1 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環保署公告) 預計 114 年之前 

§21-4 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則(環保署發布) 預計 114 年之前 

行政 

規則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低碳永續家園專案貸款信用

保證實施要點 

已完成 

(103.09.04 發

布； 

103.10.29 修正；

105.03.11 修正；

106.02.23 修正；

108.05.28 修正) 

§2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減量成效認可審議

會設置要點 

已完成 

(105.01.04 訂

定； 

105.09.09 修正； 

108.08.26 修正) 

§11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已完成 

(105.01.28 發

布；105.05.17 修

正；106.02.14 修

正) 

§13 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審議會設置要點 

已完成 

(105.10.11 發

布；106.02.14 修

正) 

§9-1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已完成 

106.02.23 
行政院核定 

§9-1 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107.03.22 

https://ghgrule.epa.gov.tw/greenhouse_sub/greenhouse_sub_page/56
https://ghgrule.epa.gov.tw/greenhouse_sub/greenhouse_sub_page/56
https://ghgrule.epa.gov.tw/greenhouse_sub/greenhouse_sub_page/57
https://ghgrule.epa.gov.tw/greenhouse_sub/greenhouse_sub_page/45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005#lawmenu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005#lawmenu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014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014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012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6556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page/50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page/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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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條次 公告及子法名稱 預計完成時間 

行政院核定 

§9 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107.10.03 
行政院核定 

§3 溫室氣體排放額度編碼作業要點 
已完成 

(108.05.22)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page/52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GL007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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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蒐集有關溫管法修訂方向資料研析 

氣候變遷是全球共同面臨的重大危機。截至2021年底，全球有1個聯盟、135

個國家、34個州/邦/縣市、84個城市、419個企業承諾達成淨零排放，要將地球氣

溫的上升幅度控制在工業化前相比攝氏2度以內，並致力限制在1.5度。 

2018年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進一步發布報告，告誡全球必須將

減碳目標設定在攝氏1.5度3，以避免更多土地、生態、物種、經濟的損害。為達此

目標，全世界的碳排量必須在2030年前減少45%，並在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為

此，世界許多國家與地區皆重新審視並修訂更積極的減碳目標，如亞洲鄰近國家日

本與韓國，先後於2020年10月宣示2050年碳中和目標。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10年10月21日預告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並

將其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溫管法現行條文三十四條，修正後條文共計

五十七條。因全球氣候變遷情勢嚴峻，國際產業供應鏈對減碳要求持續增加，各國

在巴黎協定架構下，紛紛檢討因應氣候變遷作為，積極展開減緩、調適、技術、資

金、能力建構等工作，並提出2050年達成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目標。 

針對110年10月21日預告《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修正要點如表2-1-2.1所示，

整理修法重點如下： 

(一)2050年溫室氣體達「淨零排放」目標 

國際間超過130個國家或聯盟已宣示「淨零排放」目標，其中有13個

國家法律明文納入減量目標。為明確宣示我國減量決心，由「2050年達成

淨零碳排目標」取代溫管法「2050年較基準年2005年減量50%」目標。(修

正條文第4條) 

(二)新增「氣候變遷調適」專章 

《氣候變遷因應法》新增第三章氣候變遷調適專章(第18條至第21條)，

透過氣候變遷推估資料、風險評估方法、報告等作為推動調適方式及策略

參考依據，可有效提升國家整體因應氣候變遷基礎能力。 

(三)針對直接或間接排放源及高碳含量之進口商品徵收「碳費」 

採用徵收碳費之經濟誘因工具，增加碳費徵收對象自願減量之動機，

同時促使電力業者減少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以達成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3 IPCC Special Report“Global Warming of 1.5℃”, https://www.ipcc.ch/sr15/ 

https://www.ipcc.ch/sr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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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之碳費作為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以專款專用，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

候變遷調適之用。(修正條文第26條、第31條及第32條) 

(四)提升層級強化氣候治理 

本次修法明定中央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協調、分工或整合國

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跨部會相關業務之相關決策。此外，中央主管

機關負責整合各部門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減量計畫；地方政府增設氣候變遷

因應推動會，協調整合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修正條文第8條、第9條至第13

條、第15條及第16條) 

(五)強化排放管制及誘因機制促進減量 

提升能源效率是邁向淨零排放的關鍵策略，納入對製造、運輸及建築

等各部門排放行為之管制機制，以提升能源效率及降低排放強度，且規定

新設污染源應採最佳可行技術並進行增量抵換，減少排放增量對環境衝擊；

另亦強化對事業或各級政府提出自願減量計畫，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

施者核予減量額度之誘因機制。(修正條文第23條、第24條及第25條) 

表 2-1-2.1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訂要點 

項次 修正要點說明 

一 
規定淨零排放之長期目標，增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修正條

文第二條及第四條) 

二 

呼應巴黎協定，增訂兼顧跨世代平衡及弱勢族群扶助；溫室氣體管理相關

計畫或方案之基本原則納入中央地方及公私協力措施、科學技術研究發

展、公正轉型、綠色金融、能力建構等。(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六條) 

三 
規定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協調、分工或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

本方針，以及跨部會相關業務之決策及協調。(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階段管制目標，整合部門

行動方案擬定國家減量計畫，並明定成果報告及改善措施之公開。(修正

條文第九條至第十三條) 

五 

強化地方政府為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增設氣候變遷因應推動

會，並明定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及成果報告之公開。(修正條文第十五

及第十六條) 

六 

增訂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推動事項，接軌氣候變遷科學及風險評估，中

央主管機關整合調適行動方案擬定國家調適計畫，並明定成果報告之公

開。(修正條文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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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正要點說明 

七 
增訂地方政府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之定修及成果報告之公開。(修正條

文第二十一條) 

八 

具公告指定排放源之事業盤查排放量，應由查驗機構查驗；增訂新設汙染

源應採最佳可行技術並進行增量抵換；鼓勵提出自願減量計畫並據以執行

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者，得申請減量額度。(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第二十

四條、第二十五條) 

九 
增訂製程、設備或器具應符合之效能標準、車輛及建築應符合之容許或減

緩溫室氣體排放規定，強化對排放行為之管理。(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十 

增訂徵收碳費作為經濟誘因工具，中央主管機關對國內排放源及高碳含量

之進口產品徵收碳費，並因應國際趨勢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碳費收入納

入基金，得支用於補助、獎勵發展低碳與負排放技術及產業、投資溫室氣

體減量技術等用途。(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一條及

第三十二條) 

十一 
修正實施總量管制時機、調整排放額度之核配規定並增訂額度用於市場穩

定機制等，以與國際作法一致。(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 

十二 
增訂事業應符合碳足跡標示相關規定，以延伸生產者責任。(修正條文第

三十三條) 

十三 
增訂配合國際公約發展趨勢，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或限制高溫暖化潛勢溫

室氣體及相關產品。(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十四 
增訂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及封存相關管理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五

條) 

十五 

配合新增相關管制措施，修正行政檢查之範疇；罰則明確受處分主體及調

整違反條次，新增違反效能標準、增量抵換、碳足跡標示、二氧化碳捕捉、

再利用封存、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禁止、限制等管理規定之處罰。(修

正條文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九條) 

十六 

增訂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碳費之加徵滯納金及處罰規定；以不正當方式短

漏報碳費者，以碳費收費費率之二倍計算應繳納費額。(修正條文第五十

條及第五十一條) 

十七 
統一規範本法補正、改善或申報期間；增訂本法處罰之權責機關，並授權

訂定罰鍰裁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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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析110年溫管法修法議題 

目前全球已進入氣候緊急狀態，為達成各階段管制目標，以提供能源、住商、

運輸等六大部門減碳過程更多誘因及規範標準，我國持續定期檢討及修正法規內

容。本工作團隊將持續蒐研溫室氣體減量方案及詳細具體行動，並進一步研析其

附加效益。為徵詢民眾團體對於我國因應氣候變遷採取做為之意見，環保署已於

109年10月舉辦北、中、南三場第二階段管制目標公聽會。環保署於109年度建置

氣候公民對話平臺4，進行溫管法相關法案推動作業。本工作團隊於氣候公民對話

平台彙整相關意見，包含整體減量目標以及各部門，包括能源部門、製造部門、

運輸部門、住商部門、農業部門及環境部門之意見結果分析，如表2-1-2.2所示。 

表 2-1-2.2 公眾意見結果分析5 

項目 彙整意見結果 

整體減量目標 
(1)2030 年減排目標提升至 45%。 

(2)更積極的減碳目標，強化減碳成效。 

能源部門 

(1)明訂每年減碳 2%的目標，以低碳策略遠、中、近三個目標，並

於每年 3 月、10 月檢討國家能源政策。 

(2)配合風電與太陽能等再生能源推動，與能源使用效率提升，應

可以訂出更積極的目標，如減量 5~8%。 

製造部門 

(1)設定碳排定期逐漸減量、尋找可能的替代能源。 

(2)第二期目標可訂的更積極，建議至少設在減量 5%。 

(3)第二期目標可更加積極，決心藉由減碳目標進行經濟轉型，以

綠色經濟做為目標發展永續社會。 

運輸部門 

(1)相較於其他部門，運輸減碳目標稍嫌保守。 

(2)第二期目標因為電動車相關技術之成熟應可提高減量，建議最

大可設在減少 15%。 

住商部門 
考量住商屬於散戶且須管理的對象為數眾多，執行方面的行政成

本高且程序繁瑣，若列入建造碳排考量，建議訂在減量 10~15%。 

農業部門 

碳排計量應該列入進口漁農產品物運所造成之碳排，而沼氣發電

跟造林視為負碳排項目，可以獨立列出計算，因此目標可設定在減

量 20~25%，但需釐清計量方式。 

環境部門 

可以明顯看到垃圾減量跟資源回收帶來的減 碳效益，但如果要更

積極減碳則可加強沼氣排放管制跟發電利用，以及垃圾發電的可

能性，第二期建議可訂在減量 70%以上。 

 
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氣候公民對話平臺，https://www.climatetalks.tw/。 
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氣候公民對話平臺，https://www.climatetalks.tw/。 

https://www.climatetalks.tw/
https://www.climatetalk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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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碳定價實施策略 

(一)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即代表進入溫管法強制減量的階段，

國際間推動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已行之有年，對於業者設定溫室氣體總

排放量限制，並透過減量抵換與交易方式以較低成本達成減量目標。環

保署於109年10月舉行分區座談會，特別針對我國碳定價實施策略進行

修法檢討說明。 

1.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 

溫管法授權訂定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現已完成盤查登錄、抵

換專案管理等辦法。然而，製造部門前30大的業者就占碳排放總量約4

成，若以現在所累積的碳權，排放集中少數參與者，導致總量管制與排

放交易之市場規模小，額度流動性不佳，實施總量管制將遇到挑戰。環

保署於109年10月舉辦之分區座談會針對碳定價實施策略進行檢討分析。 

2.增加收費機制 

規劃將於溫管法修法增加收費機制，即徵收碳費。環保署已陸續與

各界溝通，碳費徵收初步有三方向如表2-1-2.3所示。 

表 2-1-2.3 環保署碳費徵收初步方向說明 

序 碳費徵收方向 

1 

借鏡新加坡徵收模式，目前新加坡之費率為每噸碳約新台幣 100 元。根據

《Carbon pricing options for Taiwan》6指出，若要達成減碳效益，每噸碳應收

10 元美元，拉高到新台幣 300 元，且制定未來 10 年的漲幅，2030 年增加到

98 美金，相當於約新台幣 3,000 元。 

2 初步以年產 2.5 萬噸以上製造業排碳大戶將列為收費對象，全國約 290 家。 

3 

法案通過後將給予緩衝期，提供業界充足時間因應。環保署規劃將針對收費衝

擊進行評估，並進行專款專用，提供減碳誘因，包括補助(獎勵)產業節能、提

高能源使用效率或補助(獎勵)住商即運輸部門減量。 

  

 
6 https://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wp-content/uploads/2020/12/Carbon-pricing-options-for-Taiw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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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溫室氣體排放量推估、排放源盤查輔導相關工作  

2-2-1  固定污染源前 200 大公私場所溫室氣體排放量推估及分析 

為瞭解本市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結構，本工作團隊將提出轄內推估

固定源前200大公私場所溫室氣體範疇一排放量及61家110年現場盤查名單，以供

環保局有效掌握本市轄內公私場所溫室氣體排放情形。本工作團隊推估固定源前

200大公私場所溫室氣體範疇一排放量預計採用「排放係數法」進行推估計算，而

推估方法可分為十一大步驟依序為：(1)引用固定源系統(空污費)、(2)篩選出燃料、

(3)篩選出對應燃料名稱、(4)物燃料單位換算、(5)年度燃料名稱加總、(6)排除生質

燃料、(7)使用量乘以排放係數、(8)範疇一CO2e總量、(9)推估排放量排序、(10)推

估排放量異常處理、(11)範疇一排放量排序，其推估方法流程如圖2-2-1.1所示，相

關說明如下。 

 

圖 2-2-1.1 範疇一燃料燃燒排放量推估流程7 

  

 
7 本工作團隊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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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用固定源系統資料庫(空污費)： 

由「固定源系統」與「空污費資料庫」篩選出工廠名稱、事業分類、申報季

別、物料名稱、物料類別、申報量及單位。 

二、篩選出燃料： 

在系統中從物料類別項目當中篩選出燃料項目。 

三、篩選出對應燃料名稱： 

系統中從物料名稱項目當中篩選出對應物料名稱項目。 

四、物燃料單位換算： 

將篩選出之物料名稱與燃料名稱進行單位換算，燃料名稱對應及密度換算如

表 2-3.1 所示。 

五、年度燃料名稱加總： 

將篩選出各季燃料量進行年度加總。 

六、排除生質燃料： 

如篩選出原燃物料為木頭、木材、木屑及生質柴汽油等，予以之排除。 

七、使用量乘以排放係數： 

依據環保署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之排放係數，各原

燃物料經加總為年度總使用量後，將總使用量乘以排放係數計算出各原物料

CO2e 排放量。 

八、範疇一CO2e總排放量： 

各事業單位加總各原燃物料 CO2e 排放量後，取得年度範疇一 CO2e 總排放

量。 

九、推估排放量排序： 

經引用空污費資料庫申報系統中推估計算出各事業單位範疇一CO2e總排放

量，並排序各事業單位範疇一推估 CO2e 總排放量。 

十、推估排放量異常處理： 

經排序後，篩選出本市固定污染源範疇一前 200 大事業單位名單，其中與前

一年度排放量差異較大之事業單位列為異常對象，優先進行異常釐清及處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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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處理步驟為：(1)來源數據與提供單位確認、(2)數據與事業單位確認、(3)數

據經前 2 項步驟確認無誤後，列為後續本年度現場盤查之重點事業單位。 

十一、範疇一排放量排序： 

經前述排放量異常處理後，彙整範疇一 CO2e 總排放量進行排序本市範疇一

前 200 大名單。 

本工作團隊推估工業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方式，將優先選用國家溫

室氣體登錄平台數據，若無登錄者再從臺中市固定污染源系統資料庫(空污費)申報

中，篩選出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之原（燃）物料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估算，相關活

動數據選用原則如表2-2-1.1所示，燃料燃燒排放量推估流程，如圖2-2-1.2所示。

上述方法及步驟可幾乎全數掌握臺中市各公私場所範疇一燃料燃燒排放，惟範疇

一製程活動排放估算若未瞭解實廠運作情形，可能有嚴重失真，因此依環保署公告

第一批應盤查登錄及自願申報之排放源，其範疇一排放量包含燃料燃燒及製程活

動數據。 

表 2-2-1.1 溫室氣體排放數據選用準則8 

資料來源 優先順序 說明 

國家溫室氣體 

登錄平台 
1 

排放源登錄自廠溫室氣體排放量資料，包含環

保署第一批納管對象及自願申報者；惟本報告

撰寫時間早於環保署規定之申報期限(每年 8 月

底)，尚未上傳至國家登錄平台者，將暫以空污

費或固定源資料推估排放量，本計畫將於期末

報告前進行修正。 

空污費資料庫 2 
法規強制規定每季申報實際活動數據及繳費之

資料庫。 

固定源申報 

資料庫 
3 

法規強制規定每季申報實際活動數據之資料

庫。 

  

 
8 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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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2 燃料燃燒排放量推估流程9 

經前述推估方法流程估算109年公私場所溫室氣體範疇一直接排放量，其中環

保署公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之公私場所範疇一排放量，優先使用經現場盤查後之範

疇一數據，進行排放量高低排序選出前200大公私場所名單，以完成臺中市109年前

200大公私場所之排放量推估，供環保局掌握本市轄內主要排放源推估之排放情形。  

 
9 本計畫繪製 

 

 

 

 

 

 

 

一、空污費資料庫系統 

1. 工廠名稱及事業分類 

2. 申報季別 

3. 物料名稱及類別 

4. 申報量及單位 

二、「物料類別」篩選出

「燃料」 

一、固定源資料庫系統 

1. 工廠名稱及事業分類 

2. 申報季別 

3. 物料名稱及類別 

4. 申報量及單位 

 

三、「物料名稱」篩選出

對應「燃料名稱」 

四、「物料名稱」與「燃

料名稱」單位換算 

五、「燃料名稱」申報量

年度加總 

六、排除「生質燃料」 

七、「燃料用量」乘以排

放係數 

八、經 GWP 轉換後計

算 CO2e 總量 

九、空污費及固定源推

估結果兩者取最大

量 

計算 CO2e 總量 
十、排序本市固定源前

200 大公私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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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轄內溫室氣體排放源-法規輔導說明 

本工作項將辦理溫室氣體排放源法規輔導說明會，由環保局發函通知本年度現

場盤查對象，執行單位說明現場盤查作業流程、盤查文件填寫、現場盤查準備資料

與注意事項，透過說明會可讓現場盤查對象瞭解盤查目的、配合內容、注意事項，

進而使作業流程順遂並提高盤查資料正確性。 

110 年溫室氣體盤查說明會說明本年度本市溫室氣體現場盤查查核要點以及廠

商應準備資料，以利現場查核作業的進行。針對環保署公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進行排放量現場盤查及提出可行性減

量分析，透過現場盤查與輔導，來瞭解內溫室氣體大排放源之排放特性與資料正確

性。 

 

2-2-3 轄內溫室氣體排放源—盤查登錄、審查及現場查核  

一、現場盤查篩選原則 

為提供臺中市低碳策略推動的參考，並配合環保署執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作業，本市依據固定污染源系統資料庫、空污費申報等相關資料，推估本市前一

(109)年度前200大公私場所溫室氣體排放量，109年固定源溫室氣體排放量前200

大及109年現場盤查名單之篩選依據為二大原則，分述如下： 

1.於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申報者，屬本市環保署公告應盤查登

錄業者，共計21處。 

2.轄內申報空污費及固定污染源之排放量計算推估出前200大溫室氣體

排放源(範疇一)，並篩選出轄內40處公私場所執行溫室氣體現場盤查

作業，共計40處(不含上開應盤查登錄21處公私場所)。 

依據上述1.、2.之篩選原則，110年現場盤查作業建議名單為21處環保署公告

應盤查登錄公私場所、非屬本市環保署公告應盤查登錄業者40處，共計61處及備

取10處。藉由溫室氣體盤查不但可解決數據異常問題，也可以提升溫室氣體盤查

資料的完整性、一致性、準確性及透明度，以真實反應臺中市轄內公私場所之溫

室氣體排放狀況。待本計畫之61處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完成後，將彙整現場盤查數

據，並更新後呈現於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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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知轄內納管對象應於110年9月底前至登錄平台完成排放量盤查

登錄作業 

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於104年7月1日由總統公告實施，並於105年

1月5日由行政院環保署發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其中明訂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進行排放量盤查登錄，申報之溫室氣體種類包含

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三氟化氮等

7種溫室氣體，而應進行盤查登錄之排放源則需根據行政院環保署105年1月7日訂

定之「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規範進行納管。本計畫將彙

整我國溫室氣體盤查管制規範，例如法源依據、溫室氣體申報種類、申報對象、

計算方式、作業頻率與期限、補正總日數、資料保存、排除門檻與罰則等要項摘

錄如表2-2-3.1所示。 

表 2-2-3.1 溫室氣體盤查管制規範10 

項次 項目 內容 

1 辦法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第一批應盤查登錄

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2 法源依據 溫管法 16 條第 3 項 

3 溫室氣體申報種類 
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

六氟化硫、三氟化氮 

4 申報對象 

第一批：涵蓋發電業、鋼鐵業、石油煉製業、水泥業、半

導體業、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業等行業，及其他全廠

(場)化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排放產生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

2.5 萬公噸 CO2e 者 

5 計算方式 
排放係數法、質量平衡法、直接監測法或其他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方法 

6 作業頻率與期限 

每年八月底完成前一年度全廠（場）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登錄作業，上傳盤查清冊及報告書、查證聲明書及查證總

結報告 

7 補正總日數 不得超過 90 日 

8 資料保存 6 年 

9 排除門檻 

歸類為特定行業別，需以撤除管制編號且法人不存在 

歸類為 2.5 萬噸 CO2e 類別，需前一年度全廠(廠)化石燃

料燃燒排放小於 2.5 萬噸 CO2e 

10 罰則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 

  

 
10 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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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規定，納管之排放源應

於每年8月底完成前一年度全廠（場）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並上傳排

放量清冊及報告書、查證聲明書及總結報告書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溫室

氣體登錄平台」，但囿於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關係，並配合國家疫情管制政策，

納管之排放源登錄作業可延至9月底前完成。此外，為有助於查核工作執行，排

放源得備妥相關資料包含以下四項： 

(一)原（物）料、燃料之種類、成分、熱值及用量、產品種類及生產量或其

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操作量紀錄月報表。 

(二)製程現場操作紀錄月報表。 

(三)進貨、生產、銷貨、存貨憑證、帳冊相關報表及其他產銷營運或輸出入

之相關文件。 

(四)盤查報告書、查證聲明書及查證總結報告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等供主管

機關查核。 

目前環保署公告本市(109年度)第一批應盤查登錄對象共計21家（即納管對

象），應於110年9月底前至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完成前一(109)年度全

廠(場)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如表2-2-3.2所示。為掌握本市應申報單位

是否確實落實申報作業，以及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查證作業之準確性，本計畫

將檢視並更新轄內應申報名單，並進行線上審查及現場查核作業，以完善本市溫

室氣體排放源管理工作；另自願申報者需依實際申報情形進行審查。 

表 2-2-3.2 目前環保署公告本市應盤查登錄名單11 

序號 管制編號 工廠名稱 類別 

1 L020047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發電廠 第一批次申報 

2 B2311535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批次申報 

3 L9100198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廠 第一批次申報 

4 L9101748 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廠 第一批次申報 

5 L95A2041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15 廠 第一批次申報 

6 L9506056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第一批次申報 

7 L8900676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清水廠 第一批次申報 

8 L0000624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廠 第一批次申報 

9 L9202099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批次申報 

10 L9200693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 第一批次申報 

 
11 行政院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https://ghgregistry.epa.gov.tw/Examine/examine_ControlNO.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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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2 目前環保署公告本市應盤查登錄名單11 

序號 管制編號 工廠名稱 類別 

11 L8801052 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廠 第一批次申報 

12 L9200728 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批次申報 

13 L9000666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第一工廠 第一批次申報 

14 B2313780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廠 第一批次申報 

15 L92A0931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廠 第一批次申報 

16 L0200633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批次申報 

17 B9202664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2 廠 第一批次申報 

18 B9100709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不鏽鋼廠 第一批次申報 

19 L9100563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平板三場 第一批次申報 

20 B23B6125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五 B 廠 第一批次申報 

21 L02A0301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場 第一批次申報 

 

(一)應盤查登錄排放源之線上審查作業 

本計畫線上審查作業可分為以下三部分： 

1.排放源完成盤查登錄上傳作業：排放源於9月底前於行政院環保署國

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完成盤查上傳作業。 

2.上傳資料審核：盤查登錄審查作業將依循「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審查

作業指引」，其審查原則涵蓋完整性(是否依制定格式填報)、一致性

(是否依法規規定要求填報)及合理性(上傳資訊無爭議之處)，並依據

該原則建立「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系統審查作業表單」得執行線上審查

作業。 

3.審查結果：資料確認無誤則審查通過；資料有誤則退件說明請業者補

件，補件總日數不得超過90日。 

(二)應盤查登錄排放源之現場查核作業 

經前述完成線上審查作業後，本計畫即針對應申報之事業單位進行排

放量現場查核作業，其工作項目分四項；分別為確認查核名單、查核前置

作業、現場查核、紀錄彙整等，相關說明如下。 

1.確認查核名單：查核名單由貴局指定應執行現場查核之對象。 

2.查核前置作業：聯絡廠商並準備查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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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現場查核：現場查核表單紀錄、資料核對。查核項目包含主要排放源

排放量(抽查項目累積達全廠排放量八成)之活動數據及電力數據其引

用單據是否一致，並依建立「溫室氣體盤查申報現場查核表單」進行

填寫。研擬該表單需包含下列要素。 

(1)基本資料填寫。 

(2)受管制對象鑑別。 

(3)是否採用外購能源與其來源。 

(4)範疇一排放源活動數據與引用單據是否一致。 

(5)外購電力之活動數據與其引用單據是否一致。 

(6)查核結果與查核意見陳述。 

4.紀錄彙整：查核相關文件與紀錄彙整及提交查核成果予環保局核備。 

三、現場盤查作業 

(一)確認資料與赴廠行程 

本市(109年度)第一批應盤查登錄對象共計21家(即納管對象)名單如

前述表2-2-3.2所示，另40處公私場所執行溫室氣體現場盤查作業名單(不

含上開應盤查登錄21處公私場所)如表2-2-3.3所示。執行單位收到環保局

發函通知之現場盤查對象，主動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與現場盤查對象確認

赴廠行程，並將赴廠行程於行前一週提送至環保局，經環保局核准後方得

赴廠，執行單位需於赴廠前與現場盤查對象確認盤查表單完整性並請其備

妥相關佐證，以利進行現場盤查作業。 

(二)現場確認盤查資料正確性 

現場盤查應符合無紙化推廣，使用平板電腦、錄音筆與照相機進行查

核及記錄作業。執行環保署公告列管對象與自願申報對象之盤查作業應依

照「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105年1月5日公告)，確認其已載

明排放源之基本資料、排放範疇完整涵蓋範疇一及範疇二並定性描述範疇

三、排放來源型式、溫室氣體種類、原(物)料、燃料活動數據、排放係數及

年排放量統計結果，並記錄於溫室氣體盤查登錄作業表單。執行排放大戶

之盤查作業，應現場抽查排放源之基本資料、範疇一直接排放源及範疇二

間接排放源、活動數據，並將排放係數及年排放量統計結果記錄於溫室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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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盤查清冊。 

(三)現場確認可行性減量資料 

執行單位於現場確認盤查對象回覆之可行性減量調查表，確認內容包

含減量措施名稱、減量措施內容、預期減量與預期執行期程，並視盤查對

象屬性提供合適減量措施與減量效益作為其後續評估減量方向，如：商業

服務類之排放大戶可汰換老舊空調機組、傳統製造業之排放大戶可採用高

效率IE3等級之馬達或採用以天然氣為燃料之鍋爐，現場盤查表單內容詳

如附錄一所示。 

表 2-2-3.3 本市公私場所執行溫室氣體現場盤查作業名單(40 處) 

序號 管制編號 工廠名稱 

1 L0056153 臺中市烏日 BOT 垃圾資源回收廠（倫鼎股份有限公司代操作） 

2 L9201289 台中市后里垃圾資源回收廠 

3 L0100629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 

4 B2402442 台中市文山垃圾焚化廠 

5 L8901039 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港廠 

6 L02A1943 餘慶堂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磨廠 

7 L0204999 汰原實業有限公司 

8 B9101742 立安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9 L9101720 祥祐資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10 B0410571 英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 L91A3247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2 L8801141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日南廠 

13 L0000802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烏日啤酒廠 

14 L88A0987 陸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年廠 

15 B9100209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無菌飲料二廠 

16 L8801187 新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7 L0200606 南華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一、二廠 

18 L9300269 聯合福興股份有限公司 

19 B8901131 益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 B2300112 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21 L91A0897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中港分公司 

22 L9100456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23 L9402571 大豐膠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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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管制編號 工廠名稱 

24 L0301082 貴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5 B2304049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酒廠 

26 L8801132 陸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幼獅廠 

27 L0000240 寶泰瀝青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28 B24A0531 妙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29 L9000737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廠 

30 B9503479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先進封測五廠 

31 B0301513 寶泰瀝青股份有限公司霧峰廠 

32 B0300525 桐友利實業有限公司 

33 L9100223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34 L0100049 進拓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35 L9900812 通用瀝青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十甲工廠 

36 L0100683 台茂奈米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 

37 B9305795 啟宬有限公司 

38 L0200848 源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39 L0201229 宏展工業社 

40 B0201385 昇佑企業有限公司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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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推動微型規模抵換專案(契約變更項目) 

本計畫於 110 年 5 月 17 日進行第一次契約變更，變更項目如下表 2-3.1 所示。 

 

表 2-3.1 本計畫第一次契約變更項目 

變更項目 工作內容 

刪減項目 

1. 微型抵換規模抵換專案說明會 

2. 訂定本年度「臺中市輔導申請溫室氣體微型抵換專案案件

處理原則 

3. 輔導轄區事業完成微形規模抵換專案計畫書 

4. 輔導轄區事業向環保署提出微型規模抵換專案註冊申請 

新增項目 

1. 研析 6 個已立法淨零碳排國家，進行綜合性彙整，並提出

相關分析報告 1 式。 

2. 研析 100 個已宣示/提案淨零碳排國家或城市，進行綜合

性彙整，並提出相關分析報告 1 式。 

3. 彙整國外及本市相關局處減量策略或政策工具，協助評估

本市淨零排碳路徑。 

4. 分析本市相關局處減量策略或政策工具，需邀集相關局處

召開會議，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規劃跨局處會議 2 場次。 

5. 依本市各局處所提減量策略或政策工作，邀集相關領域之

專家學者，召開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規劃專家諮商會議 2 場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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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市溫室氣體減量及管制相關法規推動工作 

2-4-1 自主管理辦法修法與檢討執行情形  

本工項將彙整、檢討現階段自主管理辦法推動執行情形，並研析自主管理辦法

與中央溫管法及其他本市自治條例等相關法規彼此間之競合關係，並依本局相關管

制策略及政策推動之需求，修訂本市自主管理辦法、建立公私場所溫室氣體排放源

自主管理計畫審查/審核機制之相關作業程序及文件，最後彙整本工作項目所執行作

業完成之成果，提出一式臺中市自主管理辦法推動執行檢討報告，以下分段說明。 

一、「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推動現況 

「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以下簡稱低碳自治條例)自103年5月3日

正式公告，其中第24條明訂：「環保局公告指定之一定規模以上用電或溫室氣體

排放源之公私場所，應訂定自主管理計畫規劃減量目標，並執行排放量管理，必

要時應進行碳抵換，並報經環保局核定」；為此，臺中市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

保局)於104年3月20日公告「臺中市第一批應訂定自主管理計畫規劃減量目標及

執行排放量管理之公私場所」，要求轄內公私場所於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申報

溫室氣體排放量超過500萬噸以上者，應依前述低碳自治條例第24條訂定自主管

理計畫規劃減量目標及執行排放量管理，而現階段符合該公告對象者計有「台灣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以下簡稱台中發電廠)及「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中龍公司)等2家。 

另依據低碳自治條例第25條：「前條公私場所位於下列區域，該區域之開發

或經營管理單位應訂定自主管理計畫規劃減量目標，並執行排放量管理，必要時

應進行碳抵換，並報經環保局核定：(1)商港區域、(2)工業區、(3)科學工業園區、

(4)加工出口區及(5)其他經環保局指定之區域」，是以，前述二家符合現階段之公

告第一批對象者因位屬台中港區，故經營管理單位－「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

中分公司」(以下簡稱台中港務分公司)亦應依相關規定訂定自主管理計畫規劃減

量目標、並執行排放量管理。 

其後，臺中市政府續依低碳自治條例第26條規定，於106年1月5日公告「臺

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並針對前述符合公告第一批對象及其經營

管理單位(即台中發電廠、中龍公司及台中港務分公司等3家)，實質進行排放源自

主管理等相關要求。 

現行「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未明確訂定排放源溫室氣體減

量目標，而納管之3家業者所提自主管理計畫均於105年及106年先行提送，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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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簽奉核定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及減量目標審查原則之前

完成預審作業或通過備查，並分別於109年及110年提送自主管理計畫更新版(每

4年檢討)，第一批納管名單提送自主管理計畫之環保局處理現況，彙整詳如於表

2-4-1.1所示。 

表 2-4-1.1 臺中市第一批納管對象自主管理計畫處理現況12 

序 納管對象 提送時間 環保局審核情形 

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106 年 6 月 30 日 備查 

110 年 10 月 12 日 

(更新版 110~113 年) 
發文補正 

110 年 12 月 21 日 

(更新版 110~113 年) 
- 

2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106 年 3 月 24 日 備查 

110 年 1 月 22 日 

(更新版 110~113 年) 
備查 

3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分公司 

105 年 7 月 7 日 備查 

109 年 6 月 24 日 

(更新版) 
備查 

 

二、第一批納管對象自主管理計畫減量目標執行成效追蹤 

彙整臺中市3家第一批納管對象包含台中發電廠、中龍公司及臺中港務分公司

(經營管理單位)自主管理計畫，檢視自主管理減量目標達成狀況如表2-4-1.2，第一

批納管對象歷年排放量變化與自主減量成效，說明如后。

 
12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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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2 第一批納管對象自主管理減量目標達成狀況 

納管對象 
減量 

基準年 

基準量(A) 

(公噸 CO2e) 
減量目標依據 

自主目標排放量(B) 

(公噸 CO2e) 

實際排放量(C) 

(公噸 CO2e) 

實際削減量(B-C) 

(公噸 CO2e) 

達標 

狀況 

台中發電廠 

(106/6 提交) 

(110/12 更新) 

103 年 39,651,271 自主管理計畫 

104 年 39,626,594 38,587,102 1,039,492 YES 

105 年 39,627,112 38,562,844 1,064,268 YES 

106 年 39,602,228 38,231,193 1,371,035 YES 

107 年 39,602,316 34,203,261 5,399,055 YES 

108 年 39,602,736 26,972,316 12,630,420 YES 

109 年 39,600,933 26,146,457 13,454,476 YES 

中龍鋼鐵 

(106/3 提交) 

(110/1 更新) 

103 年 9,937,371 環評承諾 

105 年 9,732,737 9,448,189 284,548 YES 

106 年 9,732,737 

9,840,746 

(原盤查量
9,830,096) 

-108,009 

(-97,359) 

YES
註 1 

(抵換額度
97,359) 

107 年 9,732,737 10,119,831 -387,094 

YES
註 1 

(抵換額度
395,788) 

108 年 9,732,737 9,037,597 695,140 YES 

109 年 9,567,415 9,142,275 425,140 YES 

臺中港務 

分公司 

(105/7 提交) 

(109/6 更新) 

103 年 

(B-2 區) 

449,636 

(B-2 區) 
自主管理計畫 

109 年 382,885 419,951 –37,066 NO 

114 年 266,067 –
註 2 – – 

119 年 237,990 –
註 2 – – 

註 1：依據中龍環評承諾，若前一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未符合總量管制目標，會透過購買環保署認可之溫室氣體減量額度方式來抵換以符合承諾。經查 106 年抵

換之減量額度為 9 萬 7,359 公噸，其中 106 年度現場盤查量為 983 萬 0,096 公噸，因當時能源局 106 年度電力係數尚未公告，故中龍採用 105 年電力係

數 0.529 公斤 CO2e/度進行計算與查驗機構查證，而環保署溫室氣體登錄平台待能源局公告當年度電力係數後，即自動轉換為 106 年電力係數 0.554 公斤

CO2e/度進行計算，故環保署溫室氣體登錄平台中龍排放量為 984 萬 0,746 公噸；107 年抵換之減量額度為 39 萬 5,788 公噸。 

註 2：臺中港務分公司僅訂定 109 年、114 年、119 年減量目標，其中 109 年排放量數據已於 110 年 10 月提交之報告中揭露，114 年、119 年尚無數據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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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中發電廠自主減量成效 

台中發電廠之減量基準年為民國103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基準量)

為3,965萬1,271公噸CO2e，在實施自主減量措施下，104-108年的溫室氣

體減量目標訂為19萬5,369公噸CO2e，109年減量目標則訂為5萬338公噸

CO2e，溫室氣體自主減量措施包括：台中電廠既有機組效率提升改善、台

中發電廠四號機汽機效能提升及台中發電廠三號機空氣預熱器曁汽機效

能提升，藉由汽輪機葉片的升級來減少燃料耗用、降低熱耗率，以及提升

汽輪機發電效率來減少燃煤量。 

依據台中發電廠每年於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所登錄之溫室氣體盤

查量，其歷年排放量與目標達成狀況列如表2-4-1.2，發現其每年排放量皆

逐年遞減，不但達成自主管理計畫的每年減量目標，成效更是比預期目標

甚高，在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2,614萬6,457公噸CO2e已較基準量減量達

34%，提前達成119年法規上的目標排放量(減少20%的基準量)。 

溫室氣體減量成效顯著之原因，除了台中發電廠自主減量外，更因為

臺中市政府依據生煤自治條例之規定(要求自105年起於4年內減少4成生

煤使用量)，而積極督促發電廠減煤、新增燃氣機組汰換老舊燃煤機組，並

要求主動於空品惡化期間啟動降載措施等作為，促使台中發電廠生煤使用

量逐年遞減，溫室氣體排放量亦隨之降低。 

(二)中龍鋼鐵自主減量成效 

中龍鋼鐵之減量基準年為民國103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基準量)為

993萬7,371公噸CO2e，在實施自主減量措施下，依據環評承諾訂定105-

108年每年總量管制目標973萬2,737公噸CO2e，109年環評管制目標為

9,56萬7,415公噸CO2e，溫室氣體自主減量措施包含設置#1、#2煉焦工場

之煤料濕度控制(即室內原料堆置場)與經濟部工業局自願減推動計畫。另

外，依據中龍第二期第二階擴建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以經

減量措施後之全廠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作為是否達成承諾之依據，若前一

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經第三者查證後，未符合總量管制目標，將透過購

買環保署認可之溫室氣體減量額度、按比率自行削減或減產等方式，以符

合承諾。 

依據中龍鋼鐵每年於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所登錄之溫室氣體盤查

量，其歷年排放量與目標達成狀況列如表2-4-1.2，發現105年、108年及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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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皆有達標，而106與107年未能達成減量目標，但已透過購買環保署認可

之溫室氣體減量額度來抵換，經查106年抵換之減量額度為9萬7,359公噸，

其中106年度現場盤查量為983萬0,096公噸，因當時能源局106年度電力係

數尚未公告，故中龍採用105年電力係數0.529公斤CO2e/度進行計算與查

驗機構查證，而環保署溫室氣體登錄平台待能源局公告當年度電力係數後，

即自動轉換為106年電力係數0.554公斤CO2e/度進行計算，故環保署溫室

氣體登錄平台中龍排放量為984萬0,746公噸；107年抵換之減量額度為39

萬5,788公噸。 

(三)臺中港務分公司自主減量成效 

依自主管理計畫內容，臺中港區分成A區(主管機關列管應單獨提報自

主管理計畫之場所，目前為台電台中電廠與中龍鋼鐵)、經濟部所轄B-1區

(中港加工出口區76個單位)與臺中港務分公司所轄B-2區(廠商與行政機關

共109個單位)。其中A、B-1與B-2區每年均需進行溫室氣體與相關空氣污

染物盤查與整合，B-2區為臺中港務分公司所轄直接管理與減量區域。A區

之台中電廠與中龍鋼廠則另須自行完成與執行其相關自主管理計畫，經濟

部所轄B-1區則協請該管理機關與環保局輔導廠商管理與減量。 

臺中港務分公司之減量基準年為民國103年，109年所提自主管理計

畫之全區基準量更新為5,027萬3,288公噸CO2e，而B-2區更新為44萬

9,636公噸CO2e，自主減量措施 (B-2區 )訂制了短中長程減量目標為6萬

6,751公噸(109年)、18萬3,569公噸(114年)及21萬1,646公噸(119年)。依

據臺中港務分公司於每年10月31日前陳報給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之前

一年度溫室氣體與相關空氣污染物排放管理報告，其歷年排放量列如表2-

4-1.3。 

由於有分區管理，發現臺中港務分公司直接管轄之B-2區歷年排放量

起伏不定，無呈現逐年減少趨勢，主要係因103年與108年廠商數由75家增

為100家，各家廠商用電量的增加所致；而全區排放量因為有涵蓋台中發電

廠與中龍鋼鐵兩大排放源，此兩家廠商減量成效大致上為良好，尤其是台

中發電廠減量更多，故全區排放量皆逐年遞減。 

惟依據110年10月29日「109年溫室氣體與相關空氣污染物排放管理

報告」中，B-2區109年實際排放量為41萬9,951公噸CO2e，未達成其原訂

109年自主目標38萬2,885公噸CO2e，但臺中港務分公司於該報告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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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台中港區開發，滾動調整原定之109年、114年及119年之自主目標排

放量，造成未來自主目標檢討有落差，建議貴局請該公司修正為原訂目標，

以檢視其自主管理計畫達成情形，並評估未來媒合輔導其執行改善方案。 

 

表 2-4-1.3 臺中港務分公司自主目標排放量與歷年實際排放量 

年度 
B-2 區自主目標排放

量(公噸 CO2e) 

B-2 區實際排放量 

(公噸 CO2e) 

全區實際排放量 

(公噸 CO2e) 

103 – 449,636 50,273,288 

104 – 456,791 48,898,170 

105 – 425,916 48,523,396 

106 – 449,753 48,587,539 

107 – 421,700 44,784,890 

108 – 433,782 36,525,718 

109 382,885 419,951 35,762,341 

114 266,067 – – 

119 237,990 – – 

 

三、修訂「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 

鑒於業者依臺中市自主管理辦法所提送之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計畫，其

減量目標及相關審查原則等作業機制尚未完備，且在近年國際各國響應淨零排放

浪潮下，臺中市亦於110年1月簽署「氣候緊急宣言」，宣告2030年溫室氣體相較

基準年減量30%，並以逐年減量2%比例降低排放量，朝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城

市」之氣候目標，臺中市自主管理辦法應配合此政策目標進行調整，包含適用對

象、用詞定義、執行時程、計畫項目、自主管理檢核報告內容、減量目標、改善

方案、補正及駁回、資料保存期限、排除條款、及實施日期等，皆有持續修正精

進之空間及必要性。 

因此本計畫預計針對臺中市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109年計畫修訂版本)及

相關撰寫原則配套措施進行研議修正，並召開受納管對象研商會(公聽會)或專家

諮詢會議，收集各單位對本市之溫室氣體自主管理辦法及配套措施之反映意見，

檢討修正相關法規與原則後再提交於環保局供審閱校正，隨後經環保局審核公告

實施，以完善「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訂工作。 

另同時研擬有關自主管理計畫及應遵行事項之審核標準作業，俾利未來環保

局受理業者所提自主管理計畫相關審查作業之進行。預計本辦法公告實施後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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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溫室氣體自主管理辦法及配套措施之說明會，並且透過電話諮詢協助排公

私場所及開發經營單位放源撰寫自主管理計畫書，於排放源提交自主管理計畫後，

辦理本市排放源溫室氣體自主管理計畫審查作業，以提升本市於溫室氣體管理之

有效性。臺中市自主管理辦法修訂相關作業推動流程如圖2-4-1.1所示。 

 

圖 2-4-1.1 辦理本市溫室氣體減量及管制相關法規推動工作流程13 

  

 
13 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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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辦理自主管理辦法相關會議  

為協助環保局推動自主管理辦法修訂及自主管理計畫審查/審核等作業，本工

作團隊預計於本年度計畫中辦理5場次會議，內容主要配合環保局市執行本市自

主管理辦法相關作業召開專家諮詢會、受納管對象研商會(公聽會)及自主管理計

畫審查會等相關會議，其中辦理會議標準執行流程(SOP)如下圖2-4-2.1所示。透

過辦理相關會議以增加轄內事業單位執行溫室氣體管理之能力，並有助於本市推

行事業單位溫室氣體管理之措施與提高本市溫室氣體管理執行效率。 

 

 

 

 

 

 

 

圖 2-4-2.1 辦理自主管理計畫相關會議標準執行流程14 

  

 
14 本工作團隊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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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規劃新增第二批自主管理之公私場所  

「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係自103年5月正式公告上路，作為臺中市

溫室氣體管理最上位之法源依據，而其中第二十四條明定：「環保局公告指定之

一定規模以上用電或溫室氣體排放源之公私場所，應訂定自主管理計畫規劃減量

目標，並執行排放量管理，必要時應進行碳抵換，並報經環保局核定」。為此，

臺中市環保局於104年3月20日公告「臺中市第一批應訂定自主管理計畫規劃減量

目標及執行排放量管理之公私場所」，公告轄內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500萬噸之

事業為第一批納管之公私場所，應依前述低碳自治條例第24條訂定自主管理計畫

規劃減量目標及執行排放量管理，臺中市遂於106年1月公告自主管理辦法，針對

大排放源實質進行自主管理減量等相關要求。臺中市於106年1月公告自主管理辦

法，並以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500萬噸之事業為第一批納管之公私場所，實際針

對大排放源進行實質管理要求，然而，臺中市目前所公告之第一批公私場所僅包

含臺中發電廠、中龍鋼鐵公司以及臺中港務局(區域管理單位)共三家，雖排放量

高，但管制層面仍須逐漸擴大，於我國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前，其中可著力點

為用電大戶及固定污染列管事業。本計畫將協助臺中市環保局擴大管制範疇，協

助臺中市達到低碳城市之願景。 

為精準掌握本市溫室氣體排放大戶，本計畫將研擬臺中市第二批應訂定自主

管理計畫減量目標及執行排放量管理之公私場所評估報告1式，並協助本局研擬

名單及預告、公告草案等行政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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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蒐集碳捕集之國內外相關資料及可行性評估  

由於臺中市正進行擬具「臺中市空氣品質管制自治條例」草案，其中，草案

第二十條規定「使用生煤作為燃料或原料之電力業（含汽電共生鍋爐）及鋼鐵業，

應依生煤使用所產生溫室氣體排放，進行一定比率之碳捕集或得採行其他減碳、

固碳措施。前項一定比率之碳捕集或得採行之其他減碳、固碳措施及辦理期程，

由環境保護局公告之。」，以減少公私場所因燃煤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其

中，碳捕集亦稱為碳捕集與封存技術 (Carbon Dioxide Capture and Storage, 

CCS)。是故，本年度計畫將蒐集並提出碳捕集之國內外相關資料及可行性評估報

告1式，以協助本局研擬碳捕集及相關可行性之行政事宜。研蒐國際碳捕集技術發

展相關資訊如後，後續於計畫期間將會定期更新國內外相關資訊，並將分別以法

規、地域性、產業、技術以及成本效益五大面向進行臺中市發展碳捕集與封存技

術的可行性評估。 

一、碳捕集與封存技術 

CCS 的 運 作 方 式 可 區 分 為 CO2(Carbon) 捕 集 (Capture) 、 運 輸 及 封 存

(Storage)3大流程。不同的產業會透過不同的捕集技術(如電廠採用燃燒前處理法、

水泥廠採用燃燒後處理法、熔鋁業採用富氧燃燒法等等，將排放的CO2分離並捕

集蒐集，並傳送到適合的地質深層處封存、以利生物吸收（如藻類）或再利用，

避免排放到大氣中並減少碳排放，是最接近實用與產業化（技術研發及專利、CO2

再利用、可能衍伸碳市場）的CO2排放減量技術15。表2-4-4.1分別列出不同CO2捕

集之技術與分離系統。碳捕集技術分為溶劑/吸收、薄膜、土壤吸附和低溫之捕集

方式，依據不同的分離系統有所差異，如：富氧燃燒法不適用溶劑捕集技術，其

餘三種分離系統則適用化學/物理溶劑進行CO2的捕集；低溫捕集技術應用於工業

分離法時，將使用Ryan-holmes製程(此製程為低溫蒸餾法，為獲得純CO2和乙烷，

以高壓且加入丁烷，達到分離CO2的效果16。 

  

 
15 碳捕集及封存知識網。什麼是 CCS? http://www.nepii.tw/KM/CCS/index.html 
16 Finn, A. J., & O’Brien, J. (2015, April). Processing of carbon dioxide rich gas. In 94th Annual GPA 

Convention, Proceedings of the 94th Annual GPA Conference, San Antonio, TX, USA, April, pp.12-15 

http://www.nepii.tw/KM/CC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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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4.1 碳分離與捕集技術17 

分離

系統 

工業分離法 

(Industrial 
separation) 

富氧燃燒法 

(Oxyfuel) 

燃燒前處理法 

(Pre-
Combustion) 

燃燒後處理法 

(Post 
Combustion) 

捕集技術 

溶劑/ 

吸收 
化學/物理溶劑 - 化學/物理溶劑 化學/物理溶劑 

薄膜 聚合 聚合 聚合 聚合 

土壤

吸附 
沸石、活性碳 

沸石、活性

碳 

沸石、活性碳、

礬土 
沸石、活性碳 

低溫 Ryan-holmes 製程 蒸餾 液化 液化 

適用

產業 

天然氣處理廠、鋼鐵

製造業、精煉業 

玻璃業、焚

化爐、窯爐

業、熔鋁業 

燃煤發電業 
水泥廠、氣化煤

發電廠 

在CCS技術中，將捕集到的CO2運輸至封存地點是相當重要之過程，根據IEA

指出目前全球以三種方式進行CO2的運輸，分別為管線、槽車和船舶運輸18。截至

目前為止，又以管線運輸方式居多，因其運輸技術已相當純熟，能進行長程且大

量的運輸，以及可使用原有的石油與天然氣運輸管線，是目前全球CCS技術中最

常見的運輸方式19。船舶運輸方式適用於封存地點在海上者，其屬於穩定安全可

大量裝載CO2之海上運輸交通工具20。此外，適用於台灣的運輸方式則是長程大

量者以管線運輸；短程量少者以氣態高壓車運輸為主21。 

  

 
17 本工作團隊彙整。 
18 IEA, Carbon Capture, Utilisation, and Storage-CO2 storage, https://www.iea.org/topics/carbon-capture-and-

storage/storage/ 
19 Ha-Duong, M., & Loisel, R. (2011). Actuarial risk assessment of expected fatalities attributable to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in 205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eenhouse Gas Control, 5(5), pp.1346-1358 
20 Ha-Duong, M., & Loisel, R. (2011). Actuarial risk assessment of expected fatalities attributable to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in 205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eenhouse Gas Control, 5(5), pp.1346-1358 
21 國立台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碳捕集及封存知識網，碳捕集與封存 Q&A，

http://www.nepii.tw/KM/CC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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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碳捕集與封存技術之溫室氣體減量潛力 

依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2018年發布的《全球限制升溫1.5℃特別報告》(Special 

Report: Global Warming of 1.5 ºC)中指出22，若全球利用碳捕集與封存技術

(Carbon Dioxide Capture and Storage, CCS；以下簡稱CCS技術)，其可迅速且

有效達到全球CO2排放量之減量目標，並控制全球暖化升溫超過1.5℃之棘手問題。

因此，CCS技術被認定為是目前具有潛力的氣候變遷減緩機制之一。 

此外，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所發表的2020年《能

源技術展望報告》(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中指出，若要使2070年全球

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至2°C情境(2DS)目標，除了需藉由能源需求抑制、能源效率

提升，IEA特別提及4項淨零排放關鍵技術將顯著貢獻減量，包含終端部門電氣化、

碳補集利用與封存技術(CCUS)、生質能及氫能等溫室氣體減量技術，其中CCUS

技術所貢獻之減量潛力效果將占15% (如圖2-4-4.1)。 

 

圖2-4-4.1溫室氣體減量技術之減量潛力23 

 

三、國內外碳捕集與封存發展現況 

(一)各國CCS計畫現況 

現今CCS之技術被應用於CO2排放量較大之產業，如：石油與石化工

業，但其使用之規模沒有發電廠來的大24。燃煤發電廠主要利用燃燒前(Pre-

 
22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https://www.ipcc.ch/sr15/chapter/spm/ 
23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ETP) 2020,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 2020 
24 Rubin, E., & De Coninck, H. (2005). IPCC special report on carbon dioxide capture and stora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NO (2004): Cost Curves for CO2 Storage, Part, 2, p.14 

https://www.ipcc.ch/sr15/chapter/s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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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ustion)或燃燒後(Post Combustion)處理法，應用CCS技術達到CO2

減量，藉由CCS技術分離CO2並進行捕集與壓縮，通常能使發電廠的碳排

放量減少約80-90%25。 

依據全球碳捕集與封存研究所(Global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Institute, GCCSI)於2020年最新發布之全球碳捕集與封存發展現況報告

(The Global Status Of CCS)，截至2020年全球共有65個大型CCS計畫，

其中26個CCS計畫已經正式營運、3個仍在建置、13個於最終設計階段及

21個於早期開發階段，而2個分別因財務問題及火災暫停營運，如圖2-4-4.2

所示。 

 

圖 2-4-4.2 全球碳捕集與封存計畫分布現況26 

  

 
25 Abend, K. A. (2010). Deploying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isk and 

Opportunities. Geo. Int'l Envtl. L. Rev., 23, 397. 
26 GCCSI. The Global Status Of CCS 2020. https://www.globalccsinstitute.com/resources/global-statu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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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CCS發展現況 

經濟部已於2010年1月18日成立「CCS研發聯盟」，成員包括：經濟

部能源局、台電公司、台灣中油公司、中鋼公司等單位，工研院則扮演協

助的角色，共同推動相關之研發及示範工作。CCS研發聯盟的主要任務在

於2012至2014年間完成CO2捕集先導型示範試驗廠建立，以及CO2地質封

存示範場址之建置工作。 

CCS的技術發展攸關國家的經濟建設、能源安全及環境永續。除業者

間加緊研發腳步之外，在我國政策方面，我國「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已將

CCS納為CO2減量的關鍵技術，初期發展與示範需要政府投入資源，但就

中長期而言，CCS 技術依靠政策與法規更需要市場的支持，來推動實用化

與產業化的目標。 

由於CCS被國際上認為是能夠大幅減少來自大量化石燃料使用而產

生溫室氣體的一項重要技術，因此我國期望亦能發展碳捕存之減碳技術，

為使技術能順利建置及策略推動，環保署於2011年3月成立「碳捕存技術

策略聯盟」，結合各界共同合作，規劃我國碳捕存之發展策略，初期將開

始執行研訂配套法規與管理規範、技術研發、封存潛能評估及試行計畫推

動，逐步透過公眾參與、溝通及國際合作經驗，並擴大示範計畫，最終期

望未來能達成商業運轉目標。 

環保署2015年9月17日曾預定訂定「碳封存場址之開發，屬對環境有

不良影響之虞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草案。考量碳封存可能

有洩漏、地質安全、地下水…等環境影響，宜於開發前先充分評估，並有

適當之因應措施，以預防或減輕開發產生之不良影響，環保署依環境影響

評估法第5條第1項第11款預告規定碳封存場址之開發均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27。 

同年10月環保署召開「碳封存場址之開發，屬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

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草案公聽研商會，其公聽會重點意見

摘錄如下: 

1.環團呼籲不應分規模大小都應納入環評範疇。 

2.業者主張碳封存10萬噸以下小規模開發應免做環評門檻，小規模碳封

 
27 環保署預告訂定「碳封存場址之開發，屬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草案。https://enews.epa.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0245f370-160f-4ed2-b0ae-bd2db8eb74bb 

https://enews.epa.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0245f370-160f-4ed2-b0ae-bd2db8eb7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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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試驗或技術驗證場址應不致對環境造成太大影響，建議訂定合理門

檻予以排除，且歐盟也訂定CO2灌注量低於10萬噸，可免除環評管制

要求，此規定可供台灣法規制定參考。 

3.業者主張碳封存開發案申請前準備環評資料所需的地質鑽探或特定

試驗等，應非屬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致造成不良影響，不宜要求實施

環評。 

環保署對此提出解釋，現階段《溫管法》尚未有針對個別技術進行表

列，以免有圖利廠商之嫌，針對碳封存技術，台灣也未有明定主管機關。

環保署綜合計畫處補充，將來碳封存若被列為減碳選項後，碳封存技術才

有可能在台灣成為減碳技術。如今先討論碳封存開發是否應環評，是預做

準備以避免將來突然公告碳封存可為減碳技術選項，卻無環評把關而直接

開發的疑慮。然而，截至2021年12月，該草案仍未正式公告執行。 

但依據2021年10月環保署預告之《溫管法》修正草案(《氣候變遷因

應法》)，已將二氧化碳捕集、再利用與封存技術納入氣候法，正面表列為

國家減碳技術，並明訂主管機關為環保署，可見臺中市能否推動碳捕集、

利用與封存技術端看後續《氣候變遷因應法》內容及相關子法而定，相關

評估結果詳見3-4.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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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辦理本市溫室氣體輔導或減量之管制策略 

全球氣候變遷的加速，極端異常天氣發生頻率增加。在平時生活環境中，燈具

照明、空調系統老舊、通風排氣不良等問題，皆會造成過多能源消耗。為達到節能

減碳宣導目的，將針對建築綠化、節能、再生能源、社區節電等面向，實地前往「里」

或「社區」進行診斷輔導。本工作團隊將邀請產、官、學界專家學者成立「臺中市

社區節能輔導團」，協助提供推動建築綠化、能源轉型建置及節能改善建議，確保

建置設備有效利用，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並達到節能減碳之效益。 

本工作團隊擬定之社區節能輔導團將依照執行規劃、前置作業、現場輔導及成

果彙整等流程，逐步進行現場輔導作業，詳細工作內容如下。 

一、組成臺中市節能減碳技術輔導團 

本工作團隊依據「低碳永續家園資訊網中區評等審查小組及北區評等審查小

組」所列名單，建議邀請專業講師(至少2位)，共同成立「臺中市社區節能輔導團」，

推動節能減碳輔導工作，並提供專業知識協助社區單位節電節能改善及建築綠化

等，其建議成員名單如下表2-5.1所示。 

 

表 2-5.1 110 年臺中市社區節能輔導團名單 

講師姓名 經歷與專長 

陳美玲 

現職：國立聯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1)法國格勒諾勃理工學院 自動控制博士 

(2)經濟部能源局產業中小型能源用戶節能診斷中心 

曾坤祥 

現職：國立聯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1)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博士 

(2)專長：自動控制 學習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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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名單篩選 

為有效提升本市社區低碳認證及低碳永續家園行政區或村里評等認證率，本

工作團隊針對本市低碳永續家園報名參與及未參與社區低碳認證之村里社區活

動中心進行節能診斷優先輔導對象，共計20處。本工作團隊將再以電話確認聯繫

確認社區單位受輔導意願後，整理篩選具效益之10處名單並提送環保局同意，始

得執行輔導作業。 

三、社區節能輔導團診斷作業 

本計畫依據環保局核定後之現場輔導診斷名單，將規劃安排至少 2 位相關領

域之節能減碳輔導專家前往事業單位進行現場輔導工作，專家出席現場輔導所需

之交通費及諮詢費皆由計畫支付，分為下列二步驟進行： 

(一)行前確認診斷需求面向 

在與事業單位聯絡確認其受輔導意願，並經環保局確認核定後，本計

畫將於前往現場輔導診斷工作前，協請受輔導事業單位提供能源使用資料，

以利進行行前分析，藉以確認診斷需求面向。 

經協調、確認各該事業單位之節能需求面向、輔導行程及日期後，將

依其需求面向規劃安排至少2位相關領域之「節能減碳診斷輔導團」成員前

往事業單位進行現場輔導工作。 

(二)現場輔導診斷工作 

現場勘查當日，可先請受輔導單位就診斷需求進行簡報，讓輔導團專

家能更清楚其需求面，進而提供更有效的改善建議方案。 

其後由輔導團成員將針對建築綠化、節能、節電及再生能源使用等進

行實地勘查及效率診斷，提出適宜的診斷意見及節能改善建議或方法，完

成節能減碳潛力評估、問題分析、改善建議或方案，並協助落實改善，並

詳實紀錄於「現場輔導紀錄表」，如表2-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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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 社區節能輔導團現場輔導紀錄表 

一、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聯絡人  職稱  

連絡電話  傳真號碼  

 

二、盤點項目 

(一)電力系統 

1.訂有契約容量 □是   

□否(若為表燈用戶 2~5 項無須填寫) 

2.電力系統 □高壓供電：變壓器總容量    KVA 

□低壓供電： 

3.時間電價選擇 □表燈累進計費 

□低壓非時間電價 

□二段式時間電價 

□三段式時間電價 

4.最近一年是否調整契約容量 □是，原契約容量：        KW 

□否 

5.有超約附加費 □是，去年超約月份為   個月 

□否 

6.電力需量控制 □是  □否 

7.提高功率因素 □是  □否，目前平均功率因數： 

8.加裝自動功因調整器 □是  □否 

9.裝設數位電表 □是，功裝設    組   □否 

(二)照明系統 

10.室內公共區域照度：      LUX 

建議照度約       LUX 

 

11.已逐步更換照明燈具為省電型燈具   □是  □否 

說明： 

 

12.推行隨手關燈 □是  □否 

13.加裝紅外線感應器或自動點滅開

關 

□是，裝設地點： 

□否 

14.裝置光感測器 □是，裝設地點： 

□否 

(三)空調系統 

設備名稱及規格 

(機種、容量、COP/CSPF 值) 

數量 使用時間(小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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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已逐步更換高效率冷氣

(COP>3.8/CSPF>5) 

□是(COP=     ，CSPF=       ) 

□否 

16.夏天室內空調溫度控制在 26~28℃ □是   □否 

17.冷氣房內配合使用電風扇 □是   □否 

18.定期清洗冷氣機濾網 □是   □否 

(四)公用系統  □無此系統，則無需填寫 

19.停車場抽排風合理化運轉控制 □是，1 天  次，每次    分鐘 

□有一氧化碳連動控制 

□有抽排風雞蛋已停用 

□有錯開運轉 

□否 

□無停車場 

20.電梯節能管理模式 □是，待機模式設定    分鐘 

□否 

□無電梯 

21.飲水機加裝定時控制器 □是，飲水機加熱功率：    W 

  (單位飲水機共     台) 

□否 

22.關閉長時間不使用之電器或設備 □是  □否 

(五)再生能源  □無此系統，則無需填寫 

23.太陽光電系統建置 □是，設置容量     kWp 

□否 

24.太陽能熱水器建置 □是  □否 

25.風力發電系統建置 □是，設置容量     kWp 

□否 

(六)建築物節能 

26.開窗率 □窗戶西曬，面積   M*   M 

□通風窗 

27.窗戶遮陽狀況 □外遮陽(遮陽板) 

□內遮陽(遮陰窗簾) 

□窗戶內縮 

□低輻射玻璃 

□其他 

28.外牆材質 □混凝土  □鐵皮  □其他 

29.西曬外牆隔熱 □綠籬或樹蔭 

□雙層外牆 

□垂直花園 

□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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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屋頂材質 □混凝土  □鐵皮 

31.屋頂隔熱 □加蓋鐵皮屋 

□加蓋太陽能板 

□屋頂綠化 

□高反射塗層 

□其他 

□無 

 

三、其他已推行低碳措施或未來擬執行方案 

1.近 2 年曾參與相關節能訓練或講習 □是，活動名稱： 

□否 

2.有供外界學習之節能減碳實績 □是，說明： 

□否 

3.已建置節能交流網站 □是  □否 

4.未來有意願透過 ESCO(節能績效保

證)模式進行節能改造 

□是  □否 

5.未來執行改善意願 □已大致完成並願意分享示範 

□已推動並持續改善中 

□尚未規劃，可考慮 

□沒意願 

簽名欄 

委員 會同人員 機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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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本市城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執行作業 

為有效掌握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現況，藉由本項城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及

人均排放量調查及彙整工作之執行，進行分析歷年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量及趨勢

變化。 

本工作團隊將以環保署106年「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指引」及其盤查計算指

引附錄一至四內容28(環保署如有更新盤查指引，將依最新公告版次內容進行作業)，

進行臺中市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並以臺中市地理行政轄區範圍為盤查範

疇邊界外，計算過程除引用環保署108年公告「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4版」、

能源局110年公告「109年度電力排碳係數」為計算排放量之碳排放係數外，並以

政府盤查資料庫、統計年報等為各類排放源活動強度數據，作為盤查計算109年度

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排放量。 

經完成盤查排放量之計算統計後，將以近3年五大部門、人均排放量趨勢進行

差異比較外，並彙整國內其他五都最新公布城市排放量及人均排放量(含扣除工業

部門排放量數據部分)，分析其他五都之排放趨勢。以上工作項目將針對臺中市近

3年五大部門、人均排放量之排放趨勢進行綜合性評析後，提出一份盤查分析綜合

報告供環保局參考，藉以掌握本市排放基線之特性與減量空間。故本工作團隊於計

畫執行期間，將蒐集彙整本市溫室氣體排放相關活動數據資料，進行彙算臺中市

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工作步驟分別為：一、盤查範疇界定及排放係數確認；二、

五大部門相關排放資料彙整蒐集；三、五大部門排放量估算。 

  

 
28 環保署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 106 年修正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city/Tool/tools.aspx?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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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盤查範疇界定及排放係數確認 

(一)盤查邊界設定 

依環保署「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本報告盤查邊界設定

為行政轄區之邊界，即界定以臺中市所管轄29個行政區，包含：中區、東

區、西區、南區、北區、西屯區、南屯區、北屯區、豐原區、大里區、太

平區、清水區、沙鹿區、大甲區、東勢區、梧棲區、烏日區、神岡區、大

肚區、大雅區、后里區、霧峰區、潭子區、龍井區、外埔區、和平區、石

岡區、大安區及新社區，如圖2-6.1所示，作為本次盤查溫室氣體排放量及

碳匯量所屬排放源之地理範圍。 

 

 

圖 2-6.1 臺中市行政轄區盤查邊界範圍29 

  

 
29 臺中市政府網站，https://www.taichung.gov.tw/8868/9945/10014/676413/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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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用盤查標準 

本計畫依據行政院環保署106年4月所公告之「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

計算指引」修正版作為本市在行政轄區盤查作業之依據，因此將7種溫室氣

體(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三

氟化氮)納入盤查範圍，來計算本市行政區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三)排放邊界設定 

盤查邊界的設定為臺中市政府進行溫室氣體盤查計算之首要步驟，俾

利釐清盤查溫室氣體排放量及碳貯存量所屬排放源之歸屬，以進行後續盤

查步驟，並確保盤查內容能正確反映溫室氣體排放狀況。行政轄區邊界以

各地方政府之法定地理邊界為界定標準。盤查報告書中應以適當方式呈現

行政轄區邊界範圍，如架構圖、平面圖或文字說明等，將臺中市盤查邊界

範圍完整且清楚展現。 

臺中市盤查範圍涵蓋地理邊界內所有溫室氣體排放相關活動，為詳實

掌握各地方政府對於其行政轄區內的排放管理責任，並且避免重複計算或

遺漏，須進一步將溫室氣體排放源及碳貯存量分類為直接排放(範疇一)、

能源間接利用排放(範疇二)及其他間接排放(範疇三)，說明於下： 

1.範疇一(Scope 1)：係指所有位於臺中市行政轄區地理邊界範圍內之

直接排放源。 

2.範疇二(Scope 2)：係指臺中市行政轄區地理邊界範圍內活動相關的

外購電力、熱或蒸汽之能源利用間接排放源。 

3.範疇三(Scope 3)：係指其他非能源利用間接排放源，或與邊界內活動

相關然涉及邊界外排放之排放源。 

為完整掌握整體排放之狀況，針對本市範疇一、二之所有排放源必須

進行定量；而範疇三之排放源則因計算所需求之相關數據蒐集困難且不易

確認其準確性，故現階段僅需定性描述，並依本市政府溫室氣體管理之需

求進行量化與獨立報告。以上作為提供環保局減量行動、管理決策過程之

參酌。 

(四)排放源鑑定 

臺中市政府依地理邊界設定行政轄區盤查邊界範圍後，須完整計算邊

界內各部門範疇一及範疇二排放源之排放量。行政轄區盤查涵蓋之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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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包括能源(住商及農林漁牧、工業、運輸)、工業製程、農業、林業及其

他土地利用、廢棄物等5大部門，其分類意義在於協助各地方政府完整掌握

轄區內排放特性與各類型排放源之排放狀況。「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

算指引」規定之各部門涵蓋排放源說明如下： 

1.能源部門 

能源部門排放主要來自燃料及電力使用，包含住商及農林漁牧、工

業與運輸，能源部門詳細說明分述如下： 

(1)能源部門-住商及農林漁牧 

能源部門之住宅與商業，係依轄內住宅與服務業用電量及燃料使用

量進行盤查，用電量資料來自台灣電力公司統計年報縣市別用電量資料

中，而燃料用量來自經濟部能源局之能源平衡表所登載之液化石油氣、

天然氣與液化天然氣等資料，配合內政部戶政司之鄉鎮土地面積及人口

密度進行計算。 

(2)能源部門-工業 

能源部門之工業盤查作業，用電量資料來自台灣電力公司統計年報

縣市別用電量資料。另燃料使用量則依據行政院環保署空污固定污染源

綜合查詢系統之燃料申報用量，含天然氣、柴油、液化天然氣、煙煤、

焦炭等多種燃料燃燒，且搭配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盤查清冊之

應申報排放源，其中排除電力發電業及鍋爐發電程序等發電牧地使用之

申報燃料量，透過以上方法彙整能源-工業排放量。 

(3)能源部門-運輸 

本項作業係針對本市轄內道路運輸、鐵路、高速鐵路、航運、海運

及水運之電力和燃油使用量進行盤查，其中道路運輸燃料使用量係引用

自經濟部能源局之能源平衡表與車種機動車輛登記數做計算；鐵路軌道

燃料使用量為交通部臺灣管理局所提供之柴油使用資料，其柴油使用資

料已用「經臺中市里程數/全縣市實施營運總里程數」因子換算；海運與

水運之燃料使用量以邊界內國內(際)出港貨運量/國內估算；境內航運部

分係以經濟部能源局能源平衡表之航空燃油資料，及民航局民航統計年

報之國內航線班機載客率、市場占有率比例換算臺中航運燃料使用量；

以上計算皆符合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之燃料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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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業製程部門 

涵蓋邊界內工業製程活動及產品使用之非能源之原（物）料等排放

源。依據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南，工業製程部門包含轄內工業製程

排放之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氧

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及三氟化氮(NF3)等

七大類別；工業製程主要來源為礦業(亦稱非金屬工業)、化學工業、金

屬工業與電子業等四大產業製程所使用之原料或產品量進行工業製程

之總排放量彙整。其數據來源為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申報之本市應申

報排放源之盤查清冊數據。 

5.農業部門 

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源主要為邊界內之水稻田及飼養禽畜；其中

農業以稻田面積及耕作方式估算稻作排放，畜牧業應涵蓋包括牛、羊、

豬、雞等各類禽畜，其胃腸道內發酵及排泄物處理所造成之甲烷及氧化

亞氮排放。 

6.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部門 

此部門之統計對象包括邊界內之林業與土地利用改變等。林地在溫

室氣體管理上擔任碳貯存的角色，本市政府應統計其邊界內碳貯存量的

變化，轉換為CO2e表示並獨立報告。考量我國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部門

之特性，針對林地碳貯存量及變化提供計算方法與報告要求，臺中市在

資料可取得情形下，應盡量統計因土地利用變化產生之碳貯存量的變化。 

7.廢棄物部門 

廢棄物部門包括掩埋處理、事業廢水厭氧處理、生活污水處理、堆

肥及廢棄物焚化，其中垃圾掩埋量、垃圾焚化量及回收堆肥量係引用臺

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保護年報、事業廢水係參考行政院環保署水污

染管制管理系統數據統計資料，生活污水則引用內政部營建署全國污水

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率、整體污水處理率統計表及行政院主計處臺中市

轄內總人口人數統計值進行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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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排放係數引用 

1.範疇一(Scope 1)：主要為估算範圍內活動相關之直接排放源排放量，

引用環保署公告「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4版」30為計算範疇一

排放量之排放係數。 

2.範疇二(Scope 2)：主要為估算範圍內活動相關的外購電力、熱或蒸汽

之能源利用間接排放源，主要仍以電力為主。而電力碳排放係數則引

用能源局公告「109年度電力排碳係數」31為計算範疇二排放量之排放

係數。 

二、五大部門相關排放資料彙整蒐集 

待上述排放邊界設定、排放源鑑定及蒐集相關資料後，本計畫依據行政院環

保署106年4月所公告之縣市盤查指引修正版進行臺中市能源部門(住商及農林漁

牧、工業、運輸)、工業製程部門、農業部門、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部門及廢棄物

部門之活動數據蒐集彙整。主要排放源活動數據來源，包括政府盤查統計資料(如

環保署固定污染源資料庫)、中央及臺中市公佈統計數據(如統計年報)，以及特定

來源估算(如能源局公告之能源平衡表)。各部門別排放源之需用統計數據及預計

採用之資料來源，彙整如表2-6.1所示。 

表 2-6.1 臺中市轄區各部門排放源及數據蒐集來源32 

部門別 
排放

源 
數據 資料來源 範疇 

能

源 

住商及

農林 

漁牧 

電力 
電力使用量、 

部門用電比例 

台灣電力公司統計年報、 

台灣電力公司部門用電比例 
二 

燃料 

住宅商業機構及

農林漁牧之燃料

總用量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平衡表 

一 臺中市人口數及

全國人口數 
內政部戶政司-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動力漁船馬力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中華民國台

閩地區漁業統計年報 

 
30 「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網址：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upload/Tools/%E6%BA%AB%E5%AE%A4%E6%B0%A3%E9%AB%94%

E6%8E%92%E6%94%BE%E4%BF%82%E6%95%B8%E7%AE%A1%E7%90%86%E8%A1%A86.0.4%

E7%89%88.ods 
31 「109 年度電力排碳係數」，經濟部能源局，網址：https://www.moeaboe.gov.tw 
32 本工作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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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臺中市轄區各部門排放源及數據蒐集來源32 

部門別 
排放

源 
數據 資料來源 範疇 

農林漁牧業產值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中市農林漁牧統

計年報 

工業 

電力 電力使用量 
台灣電力公司-統計年報、 

台灣電力公司-部門用電比例 
二 

燃料 

燃料使用量、 

應申報排放源之

盤查清冊數據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

平台盤查數據(排放清冊表八-固定排

放量+移動排放量+逸散排放量) 

一 

運輸 

軌道 

運輸 

電力燃料使用量 台灣電力公司-統計年報、 二 

燃料用電量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平衡表 一 

延車公里數分配

軌道用量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統計資料、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營運資訊 
二 

道路 

運輸 

燃料使用量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平衡表 

一 機動汽機車輛登

記數 
交通部公路總局-機動車輛登記數 

航運 

燃料使用 經濟部能源局-年能源平衡表 

三 

國內航線班機載

客率及市場占有

率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年度統計資料 

邊界內國際出境

載客人數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年度統計資料 

海運/

水運 

燃料使用量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平衡表 

三 

邊界內國內(際)

出港貨運量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

公司統計數據 

工業製程 
製程 

排放 

原物料使用或產

品產量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

平台盤查數據(排放清冊表八-製程排

放量) 

一 

農

業 

農田 
水稻

田 

稻作種植 

收穫面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臺灣地區耕

地面積 

一 牲畜和

糞便管

理 

畜禽 
各種類牲畜之數

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禽統計調查結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統計年報、 

行政院環保署-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

清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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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臺中市轄區各部門排放源及數據蒐集來源32 

部門別 
排放

源 
數據 資料來源 範疇 

廢

棄

物 

固體 

廢棄物

處理 

掩埋 

處理 

掩埋量、 

廢棄物比例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中市環境保

護統計年報 
一 

生物 

處理 

堆肥量 

回收甲烷總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境設施大隊 

廢棄物

焚化 
焚化 

焚化量、售電率、

碳可燃份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中市環境保

護統計年報 
一 

廢水 

處理 

生活 

污水 

污水處理率 
內政部營建署-全國污水下水道用戶接

管及普及率及整體污水處理率統計表 

一 臺中市人口數 內政部戶政司-人口資料統計 

年人均蛋白質消

耗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糧食平衡表 

事業 

廢水 

廢水產生量、化

學需氧量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污染源管制資料

管理系統 
一 

林業及其

他土地利

用 

碳匯 

變化

量 

林地面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統計年報 

 
林業損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業統計電

子書 

 

  



第二章 背景資料蒐集 

83 

三、五大部門排放量估算 

經彙整蒐集後的各部門排放源活動數據，除乘上前述各類範疇別之排放係數

外，依據環保署公告108年排放係數表6.0.4版中所述，需將各類型溫室氣體之「全

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簡稱GWP)，引用聯合國「政府間氣候

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IPCC)發

佈的第四次評估報告 (AR4) GWP值納入計算，所得之數值為二氧化碳當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簡寫為CO2e)，並且將七大類別溫室氣體予以合計

後，即為該項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各類溫室氣體之GWP值，彙整如表2-6.2所示。 

表 2-6.2 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計算引用之全球暖化潛勢值 

溫室氣體種類 全球暖化潛勢值 數據來源 

二氧化碳 CO2 1 

IPCC 第四次評估報告 

(2007) 

甲烷 CH4 25 

氧化亞氮 N2O 298 

氟氫碳化物 HFCs 140-14,800 

全氟碳化物 PFCs 7,390-17,200 

六氟化硫 SF6 22,800 

三氟化氮 NF3 17,200 

 

四、完成本市城市層級溫室氣體分析報告 

經完成前述三項作業後，再提出溫室氣體盤查分析綜合報告時，將特別針

對臺中市現行「溫室氣體管制行動方案」中，各行動方案進行分類對應六大部

門碳排放量之對應指標工作，並依近3年各部門別排放趨勢，評析各行動方案執

行減量現況與減量目標差異，並與執行成效進行評析後，提出各行動方案執行

檢核結果，除可透過經盤查後的排放量數據進行檢核各執行方案的執行成效外，

並可做為提供負責執行各行動方案之市府各局處後續執行方向或策略調整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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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辦理本市低碳社區認證相關作業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持續推動節能節電措施，展現社區執行績效，依據

105年至109年執行低碳社區認證時，各社區單位回饋及審查委員建議修正，針對

附件表單過於複雜繁瑣及雷同指標項目整合、刪除，於本(110)年度大幅修正臺中

市低碳社區認證作業規定，並依環保局長官指示，以「節電量」評比方式，依據申

請單位提供之「109年1月至109年9月及110年1月至110年9月」台灣電力公司電費

單證明文件，進行同期比較並計算節電量，各組評比辦法說明如表2-7.1所示、低

碳社區認證作業流程如圖2-7.1所示及低碳社區認證作業規定詳如附錄二所示。 

 

表 2-7.1 臺中市低碳社區認證各組評比說明 

序 組別 

節電量計算方式 

(取至小數點第三

位，四捨五入) 

評比依據 獎勵方式 

1 

公寓大廈委

員會組 

(限109年1月

1日前設立完

成並啟用營

運之社區) 

(109年1~9月公設母

戶電號用電量總計 )

－ 

(110年1~9月公設母

戶電號用電量總計) 

1. 社區單位提供109年1

月1日~109年9月30日

及110年1月1日~110

年7月31日「公共用電

費」用電證明文件。 

2. 由環保局向台灣電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查 詢

110年8月1日~110年9

月30日「公共用電費」

用電資料。 

取總結算節

電量最高前

5名，每名可

獲證書及獎

金2萬元，提

供共計新臺

幣 10 萬 元

整。 

2 里辦公處組 

(109年1~9月該里總

售電量 /總抄表戶數 )

－ 

(110年1~9月該里總

售電量/總抄表戶數) 

1. 依台灣電力公司網頁

公開之「縣市用電資

訊」-「各縣市村里售電

資訊，蒐集109年1月1

日~109年9月30日及

110年1月1日~110年7

月31日用電資料。 

2. 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查詢110年8月1

日~110年9月30日用

電資料。 

取總結算節

電量最高前

5名，每名可

獲證書及獎

金2萬元，提

供共計新臺

幣 10 萬 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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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 110 年度低碳社區認證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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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認證申請期間自公告日起至110年8月15日止，有效期限為3年(依頒發日起

計)，針對提出申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組進行書面審查，如表2-7.2所示，包含

基本資料表、申請文件檢查表、節電措施與規劃、109年1月至109年9月及110年1

月至110年7月台灣電力公司電費單證明文件、申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台灣電力公

司電費單證明文件資料無誤切結書及台灣電力公司用電資料查詢同意書，檢視完整

性及正確性；另里辦公處組則直接依據台灣電力公司網頁公開之「縣市用電資訊」

-「各縣市村里售電資訊」進行總計及評比作業，無須自行報名申請。 

經統整確認各單位用電度數後，每組各取總結算節電量最高前5名者(共計10

名)，可獲證書乙紙及獎金新臺幣2萬元整，共計提供新臺幣20萬元整。 

期透過本工作項目讓社區居民瞭解住家電力使用資訊，推廣節能生活的好習慣，

並增進對於低碳社區認證識別標誌的認同與歸屬感，落實節能減碳之理念，並凝聚

社區減碳意識，進而打造本市之低碳社區，作為低碳社區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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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2 臺中市低碳社區認證作業規定申請資料審查表 

申請單位： 

聯絡資訊 

聯絡人： 職稱：  

電話： 手機號碼： 

單位地址： 

E-mail： 

來文資訊 來文日期： 來文字號： 

收文資訊 收文日期： 收文文號： 

項次 審查內容 審查結果 審查意見 

一、 

申請文件完整

性審查 

依文件檢查表檢視申請文件有無缺漏

(附件 1~7)且需一式三份 

□通過 

□須補正 

 

二、 

申請資格審查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是否檢附依法所

設立登記之相關證明文件 

□通過 

□須補正 

 

三、 

申請文件內容

完整性審查 

附件內容是否皆填寫完整(附件 1~7) 
□通過 

□須補正 

 

四、 

台灣電力公司

電費單證明文

件審查 

檢視公寓大廈所提供之電費單(附件 4)

是否齊全。 

□通過 

□須補正 

 

五、 

其他審查意見 
 

審查結果 

□通過  □須補正  □不通過 

審查人員： 

 

審查日期： 

※應遵守事項： 
審查結果為須補正者，應於申請對象收到本局公文起算 10 日內完成補正。  

 
  



110 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暨減量計畫 

88 

2-8  追蹤歷年低碳設施、省電照明及再生能源設置補助執行情形 

臺中市以「溫室氣體減量」為目標，希望從最基礎的機關學校及公寓大廈為

單位，由下往上推廣節能減碳的觀念，輔導社區能有計畫地改變民眾的行為模式，

並用實體的改造設施，以降低能源的消耗並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臺中市

政府補助機關學校及公寓大廈進行低碳改造，提供誘因促使社區進行低碳改造。

臺中市環保局持續推動節能減碳工作，實施追蹤歷年補助對象執行情形，以瞭解

各處執行相關改善措施之實際執行及後續維護情況，並分析計算節能效率。本年

度本項追蹤工作皆以電子化查核方式，並結合平板電腦使用以落實無紙化作業，

相關作業流程圖2-8.1及圖2-8.2所示。本工作項依執行流程規劃為提報追蹤對象、

前置作業、實地追蹤查核及追蹤成果提報等工作單元，各工作內容說明如后，成

果彙整於3-8節。 

 

 

 

 

 

 

圖 2-8.1 本計畫追蹤歷年執行補助工作規劃流程圖 

  

01 02 03 04
先期規劃 審核名單 實地訪查 提報成果
1. 提報追蹤對象
2. 設計乙式追蹤表單

1. 審核名單
2. 發函通知追蹤對象

1. 實地追蹤查核
2. 備齊檢查證、平板電

腦等作業物件

1. 彙整追蹤成果
2. 提報追蹤成果
3. 『臺中市因應氣候變

遷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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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2 歷年獲補助對象節能成果追蹤查核作業流程 

  

撤銷補助並追
回補助款項 

提報追蹤對象 

 

確認追蹤對象及  
追蹤時間 

彙整 107 年度 
獲補助對象 

填寫追蹤相關資料 

實地查訪作業 

追蹤成果彙整 

符合 

臺中市環保局 

審核名單與查核表單 

以電話聯繫追蹤對象
確認追蹤時間 

符合補助情形 

發文通知 

發文通知限期改善 

實地複查 

符合補助情形 

不符合 

(30 日內) 

不符合 符合 

整理追蹤查核表單 

彙整節電量 

設計查核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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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報追蹤對象 

因歷年獲臺中市環保局「低碳城市設施補助作業計畫」及「低碳公寓大廈

省電照明設備(及再生能源設置)補助執行計畫」之補助對象中(108年起停止補

助)，僅餘107年度補助對象尚待執行追蹤作業，故本項工作彙整107年度獲前述

計畫補助名單，並排除已追蹤對象，再依據該年度補助項目之補助金額及節電

量多寡排序，規劃篩選獲補助設置低碳設施之機關學校計9處、補助設置省電照

明(及再生能源)之公寓大廈計11處，共計追蹤20處之節能設備維護情形與節能

成果(擬追蹤家數如表2-8.1所示)。篩選符合追蹤對象名單需經臺中市環保局核

定後，始得以電話通知追蹤對象，再進行實地追蹤查核。 

為使查核作業一致及彙整節能成果，於實地追蹤查核前設計乙式查核表單，

表單內容需有管制編號、獲補助年度、補助對象基本資料以及補助項目之數量、

規格、位置等，查核表單需經臺中市環保局核可後始得進行後續追蹤作業。 

表 2-8.1 107 年機關學校與公寓大廈獲補助與追蹤情形33 

年度 申請對象 補助家數 曾追蹤家數 未追蹤家數 
本年度擬追蹤

家數 

107 

機關學校 33 23 10 9 

公寓大廈 69 56 13 11 

二、前置作業 

聯繫獲補助對象說明追蹤補助設備之目的、實地追蹤查核作業流程與確認

追蹤查核時間後，將獲補助對象基本資料與追蹤查核資料填入追蹤查核表單，

並回報臺中市環保局。經環保局同意後，將追蹤作業相關資料存入平板電腦，

並於約定時間至現場進行追蹤查核。 

三、實地追蹤查核 

實地追蹤前應檢視所需物件(臺中市環保局計畫檢查人員檢查證、已存入追

蹤作業相關資料之平板電腦、觸控筆、數位相機)是否配戴齊全，查核人員至現

場時應先向社區管理員表示到訪目的及出示檢查證，並協請聯絡社區主委或總

幹事(含社區經理等代表)，帶領至獲補助項目現場察看，作業人員應核對獲補

助項目之數量、規格、位置等，檢視獲補助項目維護管理情形並輔以拍照佐證

 
33 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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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社區外觀、獲補助項目等)，其追蹤查核重點可歸納為下列四項： 

1. 獲補助項目運作現況，獲補助項目是否逕行變更它項 

2. 獲補助項目是否有毀損、故障情形(若有毀損是否已完成更換) 

3. 獲補助項目是否仍裝設於原申請位置(可挪動，其應避免差異過大) 

4. 確認獲補助對象之實際節能與減碳成果 

查核人員檢視完獲補助項目後，於追蹤查核表單上予以紀錄(於平板電腦作

業)，並向社區代表說明當日追蹤查核結果，若有需改善或不符原申請內容之情

形則應於表單上敘明並向社區代表告知，待完成說明後，請社區代表於表單簽

名欄上簽名(於平板電腦作業)，即完成實地追蹤查核。 

四、追蹤成果提報 

查核人員完成實地追蹤查核作業後，應整理追蹤查核作業表單(如編輯現場

查核照片)、填寫該次追蹤查核資訊(如查核日期、獲補助項目維護情況)以及彙

整當月追蹤查核結果，相關查核紀錄表應併同隔月月報提送執行成果。 

五、作業執行常見問題與排除方法 

本工作項為使追蹤作業一致以及持續推動臺中市節能減碳作業，整理追蹤

作業執行常見問題與排除方法(參照表2-8.2)，可提供查核人員於聯繫作業或實

地查核等工作面臨阻礙應對參考。然現場狀況較難克服之問題應詳實記錄彙整

並向局端承辦人員回報，以作為日後本項工作內容執行修改參考依據便於日後

業務之遂行。107年度補助單位維護管理情形追蹤調查表，如表2-8.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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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2 追蹤作業執行常見問題與排除方法 

編號 問題 排除方法 

1 追蹤對象之聯絡人已更換 

依據當年度獲補助對象所留存之聯絡方

式先行聯繫新任承辦窗口，並說明該補

助計畫之相關事項且同時約定追蹤訪查

時間。 

2 

查核人員至現場時，獲補助對象

的接待人員因不熟稔「臺中市低

碳城市設施補助執行計畫」與「臺

中市低碳公寓大廈省電照明設備

補助執行計畫」內容之業務，以致

配合意願不佳，其如何因應? 

查核人員應先行口頭詢問獲補助對象是

否有參與「臺中市低碳城市設施補助執

行計畫」與「臺中市低碳公寓大廈省電照

明設備補助執行計畫」之相關人員，協請

至現場配合執行追蹤業務，若無則應聯

絡新任承辦窗口並另約定時間再執行實

地查核。 

3 

查核人員至現場時，若獲補助對

象承辦窗口態度不佳，不願配合

執行本項追蹤作業，如何因應? 

查核人員應說明清楚本項作業乃受臺中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之委託，其「臺中市低

碳城市設施補助執行計畫」與「臺中市低

碳公寓大廈省電照明設備補助執行計

畫」中亦明定獲補助單位須配合辦理。 

4 

查核人員至現場時，若獲補助對

象承辦窗口對我方人員身分有疑

慮時，如何因應? 

查核人員執行本項作業時，應隨身佩戴

檢查證，以利於追蹤工作進行。 

5 
實地查核若發現相關節能設備與

獲補助項目不符，如何因應? 

查核人員查驗相關節能設備時，應注意

是否為當年度獲補助項目，若有差異則

應詢問獲補助對象承辦窗口，並據實登

載於本表單之中；倘若無正當原因則應

回報局端發文通知限期 30 日內改善，逾

期未改善則撤銷補助並追回撥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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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3 107 年度補助單位維護管理情形追蹤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申請年度 107 年 管制編號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單位 

聯絡資訊 

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手機： E-mail： 

二、節能設備使用檢核表 

補助項目 

□省電燈具汰換補助   □省水器材汰換補助   □雨水儲存設施 

□其他低碳設備補助   □風力發電  □太陽能發電  □腳踏車發電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確認項目 

(施作位置

及數量) 

補助設備

項目 
設備規格 施作位置 施作數量 與原申請資料 

備註 

(原因) 

    □相符□不同  

    □相符□不同  

查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現勘日期 年     月     日 

會同查驗

人員簽名 
 查驗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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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輔導本市建築物推動綠化降溫補助計畫相關作業 

近年來有鑑於溫室氣體導致氣候變遷加劇及熱島效應造成的影響日益顯著，

為喚起全民共同參與減緩調適，並進行節能減碳與低碳生活等，特訂定本年度「臺

中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機制(以下簡稱補助機制)，針對本市轄內補助對象

市政府機關(含區公所)，輔導與協助本市各機關推動「建築綠化降溫」項目，提倡

運用綠牆、綠籬等方式增加綠化，以強化建物綠化之認同感與提升環境保護意識，

並降低建築物內部能源使用，提高節能降溫之效益，以打造永續發展的目標。有鑑

於此，今年度針對本市研擬「建築綠化」相關補助要點，再召開說明會，補助機制

補助對象為本市市政府機關(含區公所)為主，並與環保局商討後，確認本年度還是

以「綠牆」為補助。 

臺灣現行立面綠化牆分為兩種，其一是以藤蔓型植物應用區分的藤蔓型綠牆，

另一為以盆器結構區分的畫素型綠牆，包含單槽式、多槽式、開放式、不織布和布

花園，以期能透過此建置發揮築綠化降溫之最大效益，藉以完備本市整體低碳永續

家園發展藍圖，提升基層單位實踐力與參與度，持續維護永續發展之可行性。布花

園是臺灣紡織研究所開發，將寶特瓶回收後再製，使無法分解的東西再生成為植生

牆植栽的容器，賦予新生命，以下為其布花園之特點: 

一、由與寶特瓶相同的材料(PET)所製作而成的立體織物，材料輕盈卻有著高強

度及支撐力。 

二、布花園材質選用上具在地性，皆為臺灣製造。 

三、輕、薄、強韌柔軟可造形，可適應凹凸不平的牆面。 

四、不積水、不腐爛、抗UV、不發霉，容易養護。 

五、植栽介質左右及上下相通、具透氣性合適植物根系生長。 

六、施工與固定方式容易，每平方米植栽覆蓋率最高可達50株。 

110年臺中市建築物綠化降溫建置作業流程圖如圖2-9.1所示；後續補助機制

相關作業成果內容將於3-9節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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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1 110 年臺中市建築物綠化降溫建置作業流程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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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蒐集分析國外已立法及已提案之淨零排碳或碳中和推動策略 

極端氣候以走到民眾「家門口」，臺灣遭逢56年來的旱災危機，隨著國際上紛

紛宣示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的目標，而聯合國祕書長要求各國領導人出席2019年

9月之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並宣布於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目標34。不僅越來越多

主體提出該目標，我國鄰近國家，如中國、日本及南韓等也接連提出相關承諾。故

本節將討論已經提出該承諾之國家資訊，供未來評估實現淨零排放路徑之可能性。 

根據Net Zero Tracker統計35，全球有1個聯盟、135個國家、34個州/邦/縣市、

84個城市承諾達成淨零排放(主體分布如圖2-10.1所示)36。目前承諾淨零排放之主

體主要聚集於西半球，且多為小國，推估係此目標對其經濟體與能源架構等並不至

於產生太大衝擊。其中，已入法或提案中主體，多位於歐洲，次為美洲；黑點則代

表承諾該目標之城市及企業，可見即使國家與所在地尚未發布，如東亞、北美等地，

仍有城市與企業自主規劃淨零時程。 

 

圖 2-10.1 全球承諾淨零排放之主體分佈圖37  

 
34 What Does "Net-Zero Emissions" Mean? 6 Common Questions, Answered, 

https://www.wri.org/blog/2019/09/what-does-net-zero-emissions-mean-6-common-questions-answered 
35 Net Zero Tracker, https://eciu.net/netzerotracker 
36 Energy and Climate intelligenceUunit, Net Zero Tracker, 2021.02.18, https://eciu.net/netzerotracker 

37 Energy and Climate intelligenceUunit, Net Zero Tracker, 2021.02.18, https://eciu.net/netzero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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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計畫期末報告審查，前述136個承諾達成淨零排放之國家/聯盟中，已達

成碳中和目標之國家有二，一為位於喜馬拉雅之小國不丹，及位於南美洲北部、國

土涵蓋93%亞馬遜雨林之蘇利南共和國，共通點為人口數低，民生建設之排放量也

不高，加上森林覆蓋面積大，可提供大量碳匯，故相對較易達成淨零排放。 

依合約要求彙整6個淨零碳排國家資訊，各國承諾實現淨零排放之目標年份、

相對應法案名稱、淨零排碳法案階段性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將在3-10節中呈現蒐集

結果，另外，已提案或宣示淨零排放國家將於3-11節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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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跨局處與專家學者諮商會議 

臺中市近年以「富市台中、新好生活」為城市整體願景，市長在期許在發展經

濟同時，打造臺中成為創新宜居城。城市快速發展，吸引大量產業進駐，以工商業

為主，帶動經濟發展並吸引大批人口移入，因此在製造部門、住商部門以及運輸部

門成為本市溫室氣體排放之主要來源。 

為有效降低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現況，以達到本市2030年較基準年減量30%

之目標，期望藉由跨局處與專家學者諮商會議彙整各方減碳策略做法與建議，作為

制定符合本市城市特色之溫室氣體減量行動及減緩氣候變遷對策之參考基礎。 

一、會議目的 

會議召集本市低碳辦公室、相關局處承辦人員以討論「淨零排碳路徑」議題，

除了分享臺中市執行減碳情況以及本年度推動目標外，另邀請外部氣候變遷與減

碳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協助分析本市相關局處減量策略或政策工具，藉以研擬未

來臺中市淨零排碳行動方案，利於後續執行參考。 

二、會議內容 

依據本計畫契約規範至少辦理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規劃跨局處會議及淨零排

碳或碳中和規劃專家學者會議各 2 場次。會議主軸以討論淨零排碳各局處減碳行

動之目標與計畫、淨零轉型策略、環保署政策推動事宜或臨時交辦等議題，藉由

專家學者之專業內涵提供相關技術資訊或法令規定之諮詢建議，以利後續政策執

行之參考。 

三、與會人員 

會議實際與會人員以臺中市政府相關局處承辦人員、專家學者、公民團體代

表為主要參與人員，相關邀請的專家學者、公民團體代表，將經 貴局同意後方

予以邀請與會。 

四、預期效益 

透過此會議蒐集專家學者與各委員意見，評估臺中市減碳策略各種可能性，

將可行建議納入本市淨零排放行動方案，使行動方案具完整性並提高淨零排放路

徑執行績效。 

召開2050年淨零排碳跨局處會議前，各局處目前規劃簡碳策略如下表2-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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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 臺中市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之對應減量作為 

序 
部門

別 

中央業務

主管機關 
主(協)辦機關 預計推動期程 預計減量措施 

1 製造 經濟部 經濟發展局  一、再生能源： 

節能減碳為政府施政重點，本局亦積極推動各項綠能、節

電、減碳等相關措施，包含公有房舍屋頂設置太陽光電、推動

用電大戶設置再生能源、太陽光電設置補助、指定能源用戶稽

查及輔導、鼓勵各單位汰換老舊耗能設備等，達成節能減碳的

目標。 

二、燃油燃煤鍋爐汰換： 

(一) 為推廣潔淨能源，鼓勵企業使用天然氣取代燃料油及生煤，

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及提升節能減碳效益，本府推出「臺

中市政府推動企業加熱設備改用天然氣補助計畫」，累計至

109 年已核定補助超過 200 家企業將燃油燃煤鍋爐汰換為

天然氣鍋爐，本(110)年度亦以空污基金編列 1,500 萬元，

預計補助 18 家企業辦理鍋爐汰換作業。 

(二) 假設企業每年使用燃料油量為 100 公秉，110 年度倘補助

18 家 企 業 完 成 鍋 爐 汰 換 作 業 ， 減 碳 量 估 算 為

18(家)*100*1,000*0.856/1,000=1,540.8(公噸) 

三、都市退燒全民植樹行動計畫：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預計 110 年第 4 季完成種植 835 株喬

木。 

四、碳捕集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CCUS) 

五、固體生質燃料 RDF/木質顆粒 

利用生質燃料排碳量計算為 0，作為化石燃料替代。 

2 運輸 交通部 交通局 2021~2050 年間

持續推動，各捷運

建構大臺中捷運網，打造綠色宜居城市： 

一、臺中捷運路網將由 110 年 4 月 25 日正式通車的捷運綠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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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 臺中市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之對應減量作為 

序 
部門

別 

中央業務

主管機關 
主(協)辦機關 預計推動期程 預計減量措施 

路線預計於綜合

規劃核定後 9 至

13 年陸續完工，期

以捷運系統串連

大臺中地區，帶動

整體發展。 

單一路線，逐步推動成與捷運藍線交會形成的十字路網，

並接續與機場捷運(橘線)構成雙十字軸線，建構出臺中捷

運系統骨幹，並將各自服務不同的旅運需求廊帶及交通運

輸重要節點(臺鐵、高鐵、臺中港及臺中國際機場)。後續將

再由大平霧捷運與捷運綠線串聯成環形路網，並持續向外

輻射發展，擴大服務範圍，打造四通八達的臺中捷運路網。 

二、其中，捷運藍線已於 110 年 3 月 4 日提送綜合規劃至交通

部審查；機場捷運(橘線)亦於 110 年 4 月 9 日提送可行性

研究予交通部審查；捷運綠線延伸大坑、彰化可行性研究

已推進至行政院審查階段；大平霧捷運則正辦理可行性研

究中。未來皆將逐步推動實現，並落實 TOD 大眾運輸導向

發展策略，促進土地多元開發及整體發展，營造良好大眾

運輸搭乘環境，降低民眾對汽機車的倚賴。" 

2021 年-2030 年 

2031 年-2040 年 

2041 年-2050 年 

電動公車占比： 

2021-2030 年全面電動化(100%)，未來兩階段(2031-2040

及 2041-2050)亦持續推動本市公車全面電動化。 

 
市區公車成長： 

2021-2030 本市公車運量由 1.09 億人次提升為 1.5 億人

次，未來兩階段(2031-2040 及 2041-2050)皆維持 1.5 億人次。 

逐年編列經費(含

設備維護費用) 

一、本局推動本市公有停車場建置電動車充電站，推廣友善電

動車充電環境，以鼓勵民眾使用電動車，達到降低碳排放，

依據「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三十條規定略以

「......公有停車場每滿五十格，應設置一格低碳汽車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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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 臺中市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之對應減量作為 

序 
部門

別 

中央業務

主管機關 
主(協)辦機關 預計推動期程 預計減量措施 

格位。......前款之公有停車場應設置一處以上之充電設

備」，故優先建置滿 50 格以上之公有停車場。 

二、本市公有停車場將持續建置充電站，預計至 2030 年電動

車充電站成長率目標為 36.7%，後續將滾動式檢討使用率，

期以 2050 年電動車充電站成長率最大化，營造友善電動

車充電環境。" 

2030 年-2050 年 為提供完善公共自行車運輸系統，iBike 總站數將達 1,329

站，並持續提供民眾租借服務，亦透過相關宣傳推廣本市公共

自行車；經計算 2014 年至 2020 年平均各年度租借人次約為

600 萬人次，預計 2050 年累計租借人次可達 2 億人次。 

 捷運綠線運量成長： 

台中捷運公司現正營運台中捷運綠線，亦規劃運量提升策

略以吸引民眾搭乘，進而提高捷運使用度，為溫室氣體減量盡

一份心，預測綠線 111 年~114 年運量將由 51,500 人次/日成長

為 64,000 人次/日，年成長幅度約為 5.8%。 

3 住商 內政部 都市發展局、

建設局 

【建築管理】 

2021 年目標累積

固碳量達 660 公

噸。 

2025 年目標累積

固碳量達 3,300 公

噸。 

2030 年目標累積

固碳量達 8,250 公

獎勵宜居建築設置： 

目前依建築技術規則，針對新、增建建築物之建築基地綠

化、建築物節約能源以及綠建材的使用已有一定的規範，本市

更進一步以透過鼓勵開發業者設置垂直綠化以及垂直鄰里設

施，增加喬木種植數量，透過點線面三部曲，扭轉都市水泥叢

林變成花園都會，於都市中創造全新綠化環境，打造幸福花園

城市，並增加累計固碳量。 

一、施政重點計畫/行動方案 

(一)就立法程序輔以滾動式檢討法規，以免計容積樓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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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 臺中市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之對應減量作為 

序 
部門

別 

中央業務

主管機關 
主(協)辦機關 預計推動期程 預計減量措施 

噸。 面積及收取回饋金方式，鼓勵建築開發業者設置垂直

綠化。 

(二)後續以收取之回饋金部分補助該宜居設施之維護管理

費用，以達永續經營目標。 

(三)有效吸引起造人申請宜居建築，以增加垂直綠化申請

有效達到增加固碳量之實質成效。 

二、執行成果統計 

(一) 統計 109 年總計有 35 件建造執照核准，共增加 975

棵喬木、固碳量 4,740.8 公噸、宜居垂直綠化面積

12,476.64 平方公尺，業界推案踴躍。 

(二) 自宜居建築於 108 年 3 月 26 日發布迄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提出申請有 57 件，其中 42 件建造執照核

准。共增加 1,224 棵喬木、固碳量 7,407.7 公噸、宜

居垂直綠化面積 14,582.79 平方公尺。 

(三) 一座文心森林公園約有 1500 顆喬木，約可創造 0.8 座

文心森林公園，小型社區以平均約 20 顆大喬木計算

固碳量，亦約等於 60 多個小型社區鄰里公園之固碳

量。 

三、未來發展方向 

正辦理法規修正，以宜居 2.0 之執行方向檢討，以法條更

簡化與增加設計彈性之精神，鼓勵開發商設置，增進本市垂直

綠化與市容瞻觀，持續增加累計固碳量，打造臺中逐步成為零

碳排的宜居城市。 

【建築管理】 一、公有建築物申辦建築許可階段，推動宣導建築物之各種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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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 臺中市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之對應減量作為 

序 
部門

別 

中央業務

主管機關 
主(協)辦機關 預計推動期程 預計減量措施 

111 年起 料及設備規格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規定。 

二、建築物裝修材料除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防火材料規定文件

外，研議應檢具符合經濟部準檢驗局標示之相關無汙染材

料證明。 

【都市規劃】 

持續推動 

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 

依據內政部辦理城鎮之心工程之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

畫，分為友善環境、高齡銀髮及窳陋空間、產業遊程等類別，

每年透過社區民眾參與達成 35 處綠化環境效益；配合營建署

政策與經費採滾動式調整方式進行，提升環境綠化固碳量。 

【都市規劃】 

111 年起 

推動都市設計審議制度，管制本市新建建築物送審案件屋

頂綠化設計，透過屋頂綠美化設計，營造良好住宅品質及都市

良好生活環境，呼應推動 SDG11 永續城鄉之目標。 

【都市規劃】 

持續推動 

透過「臺中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之規定，鼓勵

申請綠美化(包括垂直綠化、增加喬木數量等)，創造綠化環境，

調節微氣候，增加固碳量。 

4 農業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農業局 【減(固)碳量】 

( 單 位 ： 萬 公 噸

CO2e/年) 

2021-2025 年 ：

0.01 
2026-2030 年 ：

0.01 
2031-2035 年 ：

0.01 

推動綠化及造林面積計畫 

每年碳匯量(t)=造林面積(公頃)×23 公噸 

苗木數量依林務局每公頃栽植 1,500 株之造林標準折算造林面

積每年 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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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 臺中市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之對應減量作為 

序 
部門

別 

中央業務

主管機關 
主(協)辦機關 預計推動期程 預計減量措施 

2036-3040 年 ：

0.01 
2041-2045 年 ：

0.01 
2046-2050 年 ：

0.01 

【減(固)碳量】 

( 單 位 ： 萬 公 噸

CO2e/年) 

2021-2025 年 ：

0.01 
2026-2030 年 ：

0.01 
2031-2035 年 ：

0.02 
2036-3040 年 ：

0.02 
2041-2045 年 ：

0.03 
2046-2050 年 ：

0.03 

建置農產品地產地銷系統（建立農產品地產地銷系統，並推動

本市優質農特產品牌）(農特產展售及農夫市集) 

透過地產地銷，減少供貨至批發市場次數，降低碳排放。

由臺中批發市場至臺北批發市場距離為 175 公里，至高雄批發

市場距離 220 公里，以貨車平均耗油量 3.5 公里/公升，柴油碳

排量 2.78 公斤。 

【減(固)碳量】 

( 單 位 ： 萬 公 噸

CO2e/年) 

2021-2025 年 ：

推動有機農業 

參照一般綠化植栽減碳量數據，估計當改採有機耕作一年

後，每公頃換算可固定 CO2 當量約為 17 公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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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 臺中市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之對應減量作為 

序 
部門

別 

中央業務

主管機關 
主(協)辦機關 預計推動期程 預計減量措施 

0.37 
2026-2030 年 ：

0.39 
2031-2035 年：0.4 

2036-3040 年 ：

0.45 
2041-2045 年：0.6 

2046-2050 年：1 

【減(固)碳量】 

( 單 位 ： 萬 公 噸

CO2e/年) 

2021-2025 年 ：

0.41 
2026-2030 年 ：

0.41 
2031-2035 年 ：

0.41 
2036-3040 年 ：

0.41 
2041-2045 年 ：

0.41 
2046-2050 年 ：

0.41 

山區綠寶石計畫-霧峰青桐林計畫 

每年碳匯量(t)=造林面積(公頃)×23，計 180 公頃。 

【減(固)碳量】 

( 單 位 ： 萬 公 噸

海區藍寶石計畫－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棲地維護計畫 

每年碳匯量(t)=濕地面積(公頃)×8.89，計 701.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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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 臺中市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之對應減量作為 

序 
部門

別 

中央業務

主管機關 
主(協)辦機關 預計推動期程 預計減量措施 

CO2e/年) 

2021-2025 年 ：

0.62 
2026-2030 年 ：

0.62 
2031-2035 年 ：

0.62 
2036-3040 年 ：

0.62 
2041-2045 年 ：

0.62 
2046-2050 年 ：

0.62 

【減(固)碳量】 

( 單 位 ： 萬 公 噸

CO2e/年) 

2021-2025 年：1.5 

2026-2030 年：1.5 

2031-2035 年：2 

2036-3040 年：2 

2041-2045 年：2.5 

2046-2050 年：2.5 

推動景觀綠肥作物計畫 

種植綠肥作物每公頃減碳量為 15 公噸。 

【減(固)碳量】 

( 單 位 ： 萬 公 噸

CO2e/年) 

防止稻草露天燃燒再利用計畫 

每公頃稻田稻草產量約 6 公噸，稻草中碳含量約 41.3%。 

減碳量=公頃數×6 公噸×41.3% (含碳量)×44/12 (CO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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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 臺中市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之對應減量作為 

序 
部門

別 

中央業務

主管機關 
主(協)辦機關 預計推動期程 預計減量措施 

2021-2025 年：9.5 

2026-2030 年：9.5 

2031-2035 年：10 

2036-3040 年：10 

2041-2045 年：11 

2046-2050 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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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工作成果 

「章節摘要」 

本章主要包含蒐集分析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修法策略與發展趨勢、辦理低碳

社區認證作業及辦理本市溫室氣體現場盤查及申報審核作業、彙整本市城市層級

溫室氣體排放現況、推動本市溫室氣體減量管制及策略擬定、節能診斷輔導、建築

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與2050年淨零排碳相關資訊、其他應配合辦理等事項，於本

章節執行成果進行論述，詳細說明分述於各節。 

3-1  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修法策略與發展趨勢成果 

3-1-1  國內溫管法及相關子法、策略推動成果 

目前已發布草案的子法共九條，其餘子法，包括「溫室氣體排放源最佳可行技

術」、「一定規模以上之新設或變更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核配管理辦法」、

「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拍賣及配售管理辦法」、「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交易、登錄、扣

減暨平台管理辦法」、「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計畫」及「國外排放額度開

放認可準則」目前尚在研議中。環保署針對部分子法進行修訂，包括「溫室氣體抵

換專案管理辦法」、「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之條文修訂，修訂

內容與現況比較，如表3-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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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1 溫管法子法修訂內容與現況比較 

原法案名稱 修訂內容 修訂比較說明 修正時間 

溫室氣體抵

換專案管理

辦法 

新增微型

規模抵換

專案 

微型規模抵換專案類別，申請者僅需論證

減量非屬法規應遵循事項即可提出，簡化

申請作業程序，以鼓勵中小企業等小型排

放源，並擴及運輸及住商部門皆可參與，

促進各類型排放源減量技術發展。環保署

亦規劃優先推動運輸業參與微型規模抵換

專案，已於 107 年起展開運輸業盤查輔導

作業建構業者溫室氣體基礎能力，以利後

續工作之推動。 

民國 107 年

12 月 27 日 

溫室氣體排

放源符合效

能標準獎勵

辦法 

第三條、

第七條、

第十四條

之修正 

1.第三條：第一項文字微幅修正；增列第

二款內容，因關廠、停工、停業或歇業等

因素導致減量之適用對象及資格規定。 

2.第七條：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序文及第

二款十二個月之限制；第一項第四款及

第五款作文字修正；增訂第二項獎勵額

度計算方式；排除排放係數變動所造成

之影響，以確保減緩成效，第二項計算公

式之計算，涉及間接排放之排放係數時，

應以申請獎勵額度當年度最新公告計

算；增訂第三項獎勵額度計算時，事業應

扣除為執行法規應遵循事項、環境影響

評估書件所載之審查結論或承諾事項與

符合效能標準之差值。 

3.第十四條：配合第七條修正，刪除現行

第二項規定；溫室氣體排放源效能標準

施行前所執行減緩措施，事業應儘早申

請獎勵額度，增訂第二項申請期限規定。 

民國 108 年

0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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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蒐集溫管法修訂方向資料成果 

氣候變遷是全球共同面臨的重大危機。截至2021年底，全球有1個聯盟、133

個國家、34個州/邦/縣市、84個城市，要將地球氣溫的上升幅度控制在工業化前相

比攝氏2度以內，並致力限制在1.5度。 

2018年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進一步發布報告，告誡全球必須將

減碳目標設定在攝氏1.5度38，以避免更多土地、生態、物種、經濟的損害。為達此

目標，全世界的碳排量必須在2030年前減少45%，並在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為

此，世界許多國家與地區皆重新審視並修訂更積極的減碳目標，如亞洲鄰近國家日

本與韓國，先後於2020年10月宣示2050年碳中和目標。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10年10月21日預告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並

將其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溫管法現行條文三十四條，修正後條文共計

五十七條。因全球氣候變遷情勢嚴峻，國際產業供應鏈對減碳要求持續增加，各國

在巴黎協定架構下，紛紛檢討因應氣候變遷作為，積極展開減緩、調適、技術、資

金、能力建構等工作，並提出2050年達成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目標。 

針對110年10月21日預告《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整理修法重點如下： 

(一)2050年溫室氣體達「淨零排放」目標 

國際間超過130個國家或聯盟已宣示「淨零排放」目標，其中有14個

國家與聯盟法律明文納入減量目標。為明確宣示我國減量決心，由「2050

年達成淨零碳排目標」取代溫管法「2050年較基準年2005年減量50%」目

標。(修正條文第4條) 

(二)新增「氣候變遷調適」專章 

《氣候變遷因應法》新增第三章氣候變遷調適專章(第18條至第21條)，

透過氣候變遷推估資料、風險評估方法、報告等作為推動調適方式及策略

參考依據，可有效提升國家整體因應氣候變遷基礎能力。 

(三)針對直接或間接排放源及高碳含量之進口商品徵收「碳費」 

採用徵收碳費之經濟誘因工具，增加碳費徵收對象自願減量之動機，

同時促使電力業者減少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以達成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徵收之碳費作為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以專款專用，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

 
38 IPCC Special Report“ Global Warming of 1.5℃ ”, https://www.ipcc.ch/sr15/ 

https://www.ipcc.ch/sr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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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遷調適之用。(修正條文第26條、第31條及第32條) 

(四)提升層級強化氣候治理 

本次修法明定中央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協調、分工或整合國

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跨部會相關業務之相關決策。此外，中央主管

機關負責整合各部門行動方案擬訂國家減量計畫；地方政府增設氣候變遷

因應推動會，協調整合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修正條文第8條、第9條至第13

條、第15條及第16條) 

(五)強化排放管制及誘因機制促進減量 

提升能源效率是邁向淨零排放的關鍵策略，納入對製造、運輸及建築

等各部門排放行為之管制機制，以提升能源效率及降低排放強度，且規定

新設污染源應採最佳可行技術並進行增量抵換，減少排放增量對環境衝擊；

另亦強化對事業或各級政府提出自願減量計畫，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

施者核予減量額度之誘因機制。(修正條文第23條、第24條及第25條) 

另《氣候變遷因應法》第9條至第21條針對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推動減量與

調適行動方案架構。針對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減量措施推動架構如圖3-1-2.1所示。

中央主管機關依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與階段管制目標，

整合能源、製造、建築、運輸、農業及環境等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擬訂國家

溫室氣體減量行動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應每年編寫所屬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若執行成果未能達所屬部門階段

管制目標時，應提出改善措施。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立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由

地方政府收長擔任召集人，協調與整合跨局處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推動。地方政

府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行動綱領與溫室氣體減量行動計畫修訂溫室氣體減量執行

方案(以下簡稱減量執行方案)，提送至地方政府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地方政府每年應

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提送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外公開。 

針對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減量措施推動架構如圖3-1-2.2所示。中央主管機關

依行動綱領，整合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調適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調適行動方

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以下簡稱國家調適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

後實施，並對外公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每年編寫行動方案成果報告，提送

中央主管機關彙整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地方政府依行動綱領與國家調適

計畫修訂氣候變遷執行方案(以下簡稱調適執行方案)，提送地方政府氣候變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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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

開。地方政府每年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提送地方政府氣候變遷因應推動

會後對外公開。 

 

圖 3-1-2.1 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減量措施推動架構 

 
圖 3-1-2.2 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調適策略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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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團隊研析《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對於臺中市之影響如下表3-1-2.1。 

表 3-1-2.1 《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之摘要及可能對臺中市之影響 

項次 修法條文 修法摘要 對本市影響 

1 修正條文第 4

條及第 10 條 

規定淨零排放之長期目標為

2050 年溫室氣體「淨零排

放」，並以 105 年起 5 年為一

期之階段性管制目標。 

臺中市制定溫室氣體減量執

行方案應可依循「氣候變遷因

應法」，朝 2050 年淨零排放長

期目標進行減量管制作業。 

2 修正條文第 9

條至第 13 條、

第 15 至第 16

條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國家因應

氣候變遷行動綱領、階段管制

目標，整合部門行動方案擬定

國家減量計畫，並明訂成果報

告及改善措施公開。強化地方

政府為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

協調整合，增設氣候變遷因應

推動會，並明定溫室氣體減量

執行方案及成果報告之公開。 

1. 依據修正條文第 15 條，

臺中市需增設「氣候變遷

因應推動會」，整合與推

動跨局處氣候變遷之事

務。 

2. 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

方案」之機制納入公民參

與。 

3. 臺中市需依行動綱領及

國家減量計畫制定「溫室

氣體減量執行方案」，送

「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

後，報請環保署核定後實

施，並增加對外公開程

序。 

4. 增加每年編寫「減量執行

方案成果報告」，經送「氣

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

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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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法條文 修法摘要 對本市影響 

3 修 正 條 文 第

18 條至第 21

條 

增訂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

推動事項，中央主管機關整合

調適行動方案擬定國家調適

計畫，並明定成果報告之公

開。增訂地方政府氣候變遷調

適執行方案之訂修及成果報

告之公開。 

1. 增訂氣候變遷調適專章，

臺中市需依行動綱領及

國家調適計畫訂修「氣候

變遷調適執行方案」，送

「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

後，報請環保署核定後實

施，並增加對外公開程

序。 

2. 訂修「氣候變遷調適執行

方案」之機制納入公民參

與。 

3. 增加每年編寫「調適執行

方案成果報告」，經送「氣

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

外公開。 

4 修 正 條 文 第

24 條 

增訂新設污染源應採最佳可

行技術並進行增量抵換 

1. 事業新設排放源之規範

已由環保署訂定(最佳可

行技術、增量抵換比例

等)，「臺中市自主管理辦

法」針對新設排放源可能

需由中央進行管制。 

2. 台中發電廠新設 2 座燃

氣機組可能被匡入，但最

佳可行技術、增量抵換比

率仍待中央訂定，現階段

相關管制仍納入「臺中市

自主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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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法條文 修法摘要 對本市影響 

5 修 正 條 文 第

26 條 

增訂徵收碳費作為經濟誘因

工具，中央主管機關對國內排

放源及高碳含量之進口產品

徵收碳費 

1. 碳費徵收與「臺中市自主

管理辦法」明訂公私場所

之自主減量目標相輔相

成，可協助企業低碳轉

型，降低排碳量以朝 119

年減量目標邁進。 

2. 碳費徵收條款排除電力

業發電供給用電戶之直

接排放量，台中發電廠僅

用電間接排放量(109 年

約 4.7 萬噸)需繳納碳費，

管制力道將大幅降低。 

6 修 正 條 文 第

31 條及第 32

條 

碳費收入納入基金，得支用於

補助、獎勵發展低碳與負排放

技術及產業、投資溫室氣體減

量計等用途 

依本次預告總說明中提及此

條文刪減之原因：為地方政府

之補助事宜依財政收支劃分

法及地方制度法辦理，惟未明

確有一定比例，修法後各地方

政府將無法依據相關條文獲

得一定比例之溫室氣體管理

基金，地方推行減量及調適行

動將面臨阻礙。 

7 修 正 條 文 第

28 條及第 29

條 

修正實施總量管制時機、調整

排放額度之核配規定並增訂

額度用於市場穩定機制等，以

與國際作法一致 

1. 明定總量管制及排放交

易制度為中央權責，臺中

市政府無權實施。 

2. 總量管制納入電力業，刪

除原溫管法公用事業核

配額應扣除其提供排放

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

接排放量。故未來台中發

電廠會被納入總量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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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法條文 修法摘要 對本市影響 

3. 我國實施總量管制後，

「臺中市自主管理辦法」

自動排除已納入總量管

制之列管對象，以避免重

複管制並抵觸本法。 

8 修 正 條 文 第

35 條 

增訂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

及封存相關管理規定 

明定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

及封存係屬中央主管機關權

責，倘未來有制訂相法規，可

能會有所牴觸之疑慮。 

 

《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仍屬預告60日期間，法案條文尚有待討論之處，預計

110年12月21日後釋出修訂版本，本工作團隊整理如下二點： 

(一)需明訂各減量與調適策略權責單位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二章政府權責機關第8條第2項羅列17項中央機

關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事項，但並未說明各項目相對應之權

責機關，同時僅以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作為中央跨部會協調、整合

溝通橋梁，若減碳工作散布各部會且無較高層級跨部會協調機制，容易造

成減碳行動難以推行。 

現階段依107年3月行政院核定之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權責分工原

則，對照《氣候變遷因應法》第二章政府權責機關第8條第2項羅列17項中

央機關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事項之相對應主辦與協辦單位如

表3-1-2.2所示。若未於法條內容中明確載明權責單位及對象，則有權責分

工不明確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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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2 行政院核定之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權責分工原則 

序 
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 

變遷調適事項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地方政府 

1 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經濟部 科技部 經濟發展局 

2 
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及能源

節約 
經濟部 - 經濟發展局 

3 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經濟部 科技部 經濟發展局 

4 

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

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

體減量 

交通部 經濟部 交通局 

5 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交通部 
經濟部、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交通局 

6 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內政部 經濟部 
建設局、都市發

展局、水利局 

7 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 環境保護局 

8 
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

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化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內政部 農業局 

9 
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

糧食安全確保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 農業局 

10 
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

之誘因機制 

國家發展委員

會 

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財政部 
財政局 

11 
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

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 

國家發展委員

會 
經濟部 財政局 

12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交易制

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

機制之推動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經濟部、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

外交部 

中央權責 

13 
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

及推動 
經濟部 科技部 經濟發展局 

14 

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

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

與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 

法制局、環境保

護局、永續發展

及低碳城市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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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 

變遷調適事項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地方政府 

動辦公室 

15 
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

研擬及推動 

國家發展委員

會、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環境保護局、永

續發展及低碳

城市推動辦公

室 

16 
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

減量之教育宣導 

教育部、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教育局、環境保

護局 

17 
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

氣體減量事項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環境保護局、永

續發展及低碳

城市推動辦公

室 

 

(二)恢復地方政府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調適基金補助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32條說明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專款專用，應優先

用於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輔導、補助及獎勵辦理排放源溫室氣

體減量工作，相較於目前原《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以不低於30%比例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作為溫室氣體減量與調適工作。 

依本次預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總說明中提及此條文刪減之原因

為地方政府之補助事宜，以有《財政收支劃分法》第30條與《地方制度法》

第69條規定之，但上述2法規之條文皆未明確說明補助比例多寡，修法後各

地方政府將無法依據相關條文獲得一定比例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地方推

行減量及調適行動將面臨阻礙。建議比照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7條規定，應

以百分之六十比率提撥地方政府，以利地方政府擁有預算及資金進行溫室

氣體減量與調適行動。 

雖環保署將「2050淨零排放」目標明確入法，卻未見將相關碳費計算

方法列入一起討論也未見中央對地方的補助與監督等相關內容，實屬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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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溫室氣體排放量推估、排放源盤查輔導相關工作成果 

3-2-1  推估前 200 大公私場所成果 

一、109年前200大名單與排放量概況 

經上述2-2節流程估算及彙整臺中市109年申報空污費與固定源之公私場所

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一)，依排放量高低排序選出前200大公私場所，相關推估結

果及前200大名單，經彙整及統計109年前200大的推估排放量約為4,440萬噸，詳

如表3-2-1.1所示。 

109年的前200大名單有187處場所與108年重疊、而109年名單與107年相比，

則有182處場所名單重疊，前20大名單有18處與108年重疊、前2大名單則完全與

107年及108年相同，而109年前3大排放量就已達4,248.16萬公噸CO2e，佔前200

大總排放量比例高達95.7%，顯示臺中市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有高度集中於特定場

所的現象。 

109年前200大排放量較108年(5,433萬6,862公噸CO2e)減少993萬3,777公

噸CO2e。第一名排放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排放推估量為2,977萬

1,731公噸CO2e，較108年實際盤查量增加排放285萬1,471公噸CO2e；第2名排

放源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排放推估量為1,189萬2,359公噸CO2e，較108年實際

盤查量增加排放305萬9,150公噸CO2e；第3名排放源為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

公司排放量為81萬7,498公噸CO2e，較108年實際盤查量減少排放1萬575公噸

CO2e。 

綜整比較近三年排放量異常情況大致分為兩類，一為燃燒廢棄物之排放量，

轄內臺中市烏日BOT垃圾資源回收廠、臺中市環境保護局后里資源回收廠及臺中

市文山垃圾焚化廠均有此問題；另一異常原因為申報活動數據異常，空污費及固

定源申報數據兩系統間推估計算後有異常，例如興農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豐興

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等排放源有此狀況。 

針對轄內前200大排放量數據異常之排放源進行研析，異常原因於表3-2-1.1

後註解呈現，實際異常原因將於現場盤查時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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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臺中市前 200 大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彙整表 

前 200 大 

排序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公噸 CO2e) 
行業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 L0200473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發電廠 

34,177,352.13
註 1 26,920,260.00

註 1 26,100,261.18
註 1 電力供應業 

2 L0200633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9,899,184.61
註 1 8,833,209.00

註 1 8,959,412.82
註 1 鋼鐵冶煉業 

3 L9200693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
分公司 

834,178.94
註 1 828,073.00

註 1 807,654.00
註 1 

紙漿、造紙
業 

4 B23B6125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
有限公司十五 B 廠 

215,849.27
註 1 286,269.00

註 1 383,912.47
註 1 

機械設備製
造修配業 

5 L95A2041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
有限公司 15 廠 

212,594.43
註 1 185,289.00

註 1 252,104.81
註 1 

積體電路製
造業 

6 L9200728 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233,532.09
註 1 227,615.00

註 1 251,942.46
註 1 鋼鐵冶煉業 

7 L91A3247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廠 

15,563.86
註 1 11,967.00

註 1 203,564.59
註 1 

化學材料製
造業 

8 L0056153 

臺中市烏日BOT垃圾資
源回收廠（倫鼎股份有
限公司代操作） 

104,157.96
註 1 147,903.00

註 1 198,662.32
註 1 

非有害廢棄
物處理業 

9 L9201289 
台中市后里垃圾資源回
收廠 

165,293.08
註 1 186,361.00

註 1 150,147.88
註 1 

非有害廢棄
物處理業 

10 L9101748 
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廠 

175,136.83
註 1 158,327.00

註 1 136,159.15
註 1 

化學材料製
造業 

11 L8801052 
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廠 

121,777.38
註 1 114,113.00

註 1 110,558.42
註 1 

紙漿、造紙
業 

12 B2402442 台中市文山垃圾焚化廠 161,554.00
註 1 106,218.00

註 1 106,987.89
註 1 

非有害廢棄
物處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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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臺中市前 200 大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彙整表 

前 200 大 

排序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公噸 CO2e) 
行業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3 L9100198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廠 

93,225.32
註 1 95,796.00

註 1 101,142.25
註 1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14 L9000666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沙鹿第一工廠 
131,741.04

註 1 139,478.00
註 1 93,019.28

註 1 食品製造業 

15 L9202099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
限公司 

122,785.94
註 1 93,942.00

註 1 77,135.69
註 1 

積體電路製
造業 

16 B2313780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廠 

129,805.02
註 1 18,299.00

註 1 57,348.65
註 1 

積體電路製
造業 

17 L9506056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廠 

64,510.06
註 1 65,748.00

註 1 53,271.00
註 1 

積體電路製
造業 

18 B2311535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 
43,953.50

註 1 47,951.00
註 1 43,882.63

註 1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19 L8900676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清水廠 

39,010.86
註 1 36,546.00

註 1 43,506.13
註 1 

紙漿、造紙
業 

20 B9100709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不銹鋼廠 

45,500.88
註 1 39,246.00

註 1 38,518.47
註 1 

金屬基本工
業 

21 L9100563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廠平板三場 

38,282.31
註 1 38,811.00

註 1 38,478.78
註 1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22 L02A0301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廠 
28,051.95

註 1 27,925.00
註 1 34,199.79

註 1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23 B9101742 
立安東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台中廠 
18,097.08

註 1 17,919.00
註 1 31,696.89

註 1 
化學材料製

造業 

24 L8901039 
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港廠 

10,871.26
註 1 8,746.00

註 1 26,182.77
註 1 

動植物油脂
製造業 



110 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暨減量計畫 

122 

表 3-2-1.1 臺中市前 200 大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彙整表 

前 200 大 

排序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公噸 CO2e) 
行業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25 L02A1943 
餘慶堂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研磨廠 

18,193.39
註 1 20,775.00

註 1 22,201.65
註 1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26 L0000624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

限公司成功廠 
16,190.40

註 1 29,258.00
註 1 21,827.42

註 1 
紙漿、造紙

業 

27 L0000802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烏日啤酒廠 

18,356.12
註 1 16,985.00

註 1 16,059.16
註 1 食品製造業 

28 L9101720 
祥祐資源再生股份有限
公司 

13,759
註 1 10,890.00

註 1 14,215.26
註 1 

化學材料製
造業 

29 L8900809 
信富紡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9,881.85
註 1 10,270.00

註 1 13,385.50 
紡織、印染
業 

30 L0204999 汰原實業有限公司 9,357.50
註 1 8,199.00

註 1 7,774.56
註 1 

紡織、印染

業 

31 L92A0931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后里廠 

47,144.54
註 1 7,211.00

註 1 7,319.78
註 1 

機械設備製
造修配業 

32 L8801141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日南廠 

7,027.60
註 1 6,721.00

註 1 7,159.82
註 1 

自行車製造
業 

33 L88A0987 
陸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青年廠 

6,369.30
註 1 6,198.00

註 1 6,569.29
註 1 

化學材料製
造業 

34 B9100209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無菌飲料二廠 
6,570.42

註 1 6,841.00
註 1 6,527.25

註 1 食品製造業 

35 L9300269 聯合福興股份有限公司 25,148.49
註 1 7,464.00

註 1 6,520.24
註 1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36 B2304049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酒廠 

7,619.22
註 1 6,458.00

註 1 6,139.22
註 1 食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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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臺中市前 200 大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彙整表 

前 200 大 

排序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公噸 CO2e) 
行業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37 L8801187 新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183.04
註 1 6,234.00

註 1 5,961.45
註 1 

化學材料製
造業 

38 B2300112 
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廠 
- - 5,802.28

註 1 
化學材料製

造業 

39 L0100629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王田
廠 

5,498.36
註 1 5,235.00

註 1 5,575.46
註 1 

農業及環境
用藥業 

40 L9000737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廠 

5,339.35
註 1 4,771.00

註 1 5,144.31
註 1 食品製造業 

41 L0200606 
南華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二廠 

3,866.67
註 1 3,447.00

註 1 5,083.47
註 1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42 L0100683 
台茂奈米生化股份有限

公司王田廠 
796.48 5,536.00

註 1 4,708.25
註 1 

化學材料製

造業 

43 B8901131 益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538.06 3,491.00
註 1 4,702.40

註 1 食品製造業 

44 L91A0897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中港分公司 

4,250.06
註 1 5,119.00

註 1 4,629.36
註 1 食品製造業 

45 B9202664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二廠 

3,127.00
註 1 4,426.00

註 1 4,426.09
註 1 

機械設備製
造修配業 

46 L9402571 
大豐膠囊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分廠 

3,013.57
註 1 3,253.00

註 1 4,171.61
註 1 

化學製品製
造業 

47 L9100223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廠 

4,059.98
註 1 4,035.00

註 1 3,884.99
註 1 食品製造業 

48 B24A0531 
妙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3,425.02
註 1 3,490.00

註 1 3,544.90
註 1 

化學材料製
造業 

49 L0000240 
寶泰瀝青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3,752.79
註 1 3,824.00

註 1 3,509.04
註 1 

石油及煤製
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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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臺中市前 200 大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彙整表 

前 200 大 

排序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公噸 CO2e) 
行業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50 L8801132 
陸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幼獅廠 

4,420.02
註 1 4,072.00

註 1 3,500.87
註 1 

化學材料製
造業 

51 B0300525 桐友利實業有限公司 5,043.14
註 1 5,226.00

註 1 3,221.94
註 1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52 L9100456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廠 

3,045.20
註 1 3,428.00

註 1 3,217.00
註 1 食品製造業 

53 L9900812 
通用瀝青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三十甲工廠 

2,272.22 2,661.00
註 1 3,087.03

註 1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54 B2301842 臺中榮民總醫院 3,069.61 3,318.49 3,006.90 醫院 

55 L0200848 源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1,975.71 5,700.00
註 1 2,795.09 註 1 

紡織、印染
業 

56 L0201229 宏展工業社 3,966.48
註 1 3,183.00

註 1 2,678.03
註 1 

紡織、印染
業 

57 L8802184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幼獅二廠 

4,765.69
註 1 3,581.00

註 1 2,640.95 
化學製品製
造業 

58 L0300647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總廠 

899.67
註 1 2,417.09 2,619.15 食品製造業 

59 L8801105 
永日化學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幼獅廠 

2,350.87 2,382.28 2,447.40 
化學製品製
造業 

60 B8802151 
三晃股份有限公司大甲
廠 

1,900.61 2,105.49 2,440.17 
化學材料製
造業 

61 L0056180 豪慶工業有限公司 3,115.41 609.00
註 1 2,433.46 

金屬基本工
業 

62 L8802362 
金隆化學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幼獅廠 

2,105.32 2,047.09 2,418.07 
化學材料製
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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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臺中市前 200 大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彙整表 

前 200 大 

排序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公噸 CO2e) 
行業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63 B0301513 
寶泰瀝青股份有限公司
霧峰廠 

2,273.53 3,506.00
註 1 2,163.70

註 1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64 B9100601 三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273.44 888.52 2,130.55 
塑膠製品製

造業 

65 B2400859 欣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00.68
註 1 2,343.82 2,058.99 

化學製品製
造業 

66 L0201121 
煜益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廠 

1,333.19 1,907.38 2,026.83 
金屬基本工
業 

67 B2401810 保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820.94 1,859.5 1,996.02 
塑膠製品製
造業 

68 L9302889 
源合興鑄造股份有限公

司 
1,984.43 1,984.11 1,983.48 

金屬基本工

業 

69 L0100085 
中美嘉吉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飼料廠 

1,277.50 1,316.53 1,957.72 食品製造業 

70 B2303944 陽昇壁紙股份有限公司 - 192.03 1,956.68 
紙漿、造紙
業 

71 L8804937 友懋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1,546.36 1,854.68 1,882.39 
金屬基本工
業 

72 B0404895 詠釧股份有限公司一廠 1,931.86 1,691.48 1,859.62 
金屬基本工

業 

73 L8801098 
品冠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甲廠 

2,315.73
註 1 1,704.36 1,859.49 

紙漿、造紙
業 

74 B8902218 台灣中華蠟業有限公司 2,276.88 2,932.00
註 1 1,854.61 

機械設備製
造修配業 

75 L00A1636 達闊友力股份有限公司 68.04 1,842.94 1,841.79 工商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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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臺中市前 200 大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彙整表 

前 200 大 

排序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公噸 CO2e) 
行業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76 L9201887 
錩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后二廠 

3,010.16
註 1 1,809.75 1,827.23 

金屬基本工
業 

77 B2301986 
江興鍛壓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2,996.06

註 1 2,339.05 1,825.41 
金屬基本工

業 

78 L9500312 臺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28.54 419.50 1,815.28 
塑膠製品製
造業 

79 B2303319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廠 

2,193.04 2,087.96 1,794.20 
化學材料製
造業 

80 L9100107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廠 

1,748.60 1,666.26 1,777.50 
紙漿、造紙
業 

81 B0203781 
豐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 1,276.09 1,768.41 

紡織、印染

業 

82 L0100807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油脂廠 

2,440.76
註 1 1,611.63 1,747.01 食品製造業 

83 L0100736 
天弘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分廠 

1,487.39 1,528.76 1,681.50 
化學材料製
造業 

84 L8801061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幼獅廠 

2,400.07
註 1 1,751.93 1,673.69 

化學製品製
造業 

85 L9100429 
成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1,658.57 1,804.27 1,650.41 食品製造業 

86 L0502721 偉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763.39
註 1 1,654.79 1,608.37 

橡膠製品製
造業 

87 L9505960 
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
公司 

7,610.90
註 1 1,813.65 1,606.74 

機械設備製
造修配業 

88 B19A1689 中農粉絲有限公司 1,123.62 1,125.55 1,586.70 食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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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臺中市前 200 大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彙整表 

前 200 大 

排序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公噸 CO2e) 
行業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89 B9500398 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982.04 1,385.48 1,578.84 
機械設備製
造修配業 

90 L0501331 
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3,279.81

註 1 3,133.00
註 1 1,576.96 食品製造業 

91 B2303426 榮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259.40 1,587.15 1,567.56 食品製造業 

92 L8601963 東億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1,442.62 1,680.38 1,554.37 
紙漿、造紙
業 

93 B2400420 
高鼎精密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1,418.46 1,711.90 1,538.31 
化學材料製
造業 

94 B2304076 般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92.44 993.33 1,513.35 
金屬基本工
業 

95 B2303248 
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
司台中廠 

2,571.32 1,419.33 1,484.16 
化學製品製
造業 

96 L9101711 成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509.62 2,156.26 1,441.74 食品製造業 

97 B2301771 
中華民國農會台農鮮乳
廠 

1,501.36 1,172.01 1,439.26 食品製造業 

98 L0100405 台灣日油股份有限公司 1,810.28 1,458.72 1,435.42 
化學製品製
造業 

99 L0101368 
環台水泥製品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廠 
1,385.80 1,334.71 1,413.19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100 L0508830 漢杞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1,216.59 1,374.38 工商服務業 

101 L9307142 
財石砂石有限公司瀝青
廠 

2,407.91
註 1 1,170.27 1,351.46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102 L9307142 
麗榮實業有限公司瀝青
廠 

2,496.94 - 1,351.27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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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臺中市前 200 大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彙整表 

前 200 大 

排序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公噸 CO2e) 
行業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03 B0201385 昇佑企業有限公司二廠 2,382.96 854.58
註 1 1,348.42

註 1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104 B9107351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無菌三廠 
- - 1,344.63 食品製造業 

105 L9302138 
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神岡廠 

2,376.78 2,206.32 1,340.26 
紙漿、造紙
業 

106 B23A9558 
長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廠 

804.27 1,079.13 1,316.25 
金屬基本工
業 

107 L8600699 揚鋼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1,698.46 1,382.52 1,315.24 
金屬基本工
業 

108 B0100605 
盛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肚廠 
113.23 1,481.18 1,288.19 

金屬基本工

業 

109 L9200308 
台中精機廠股份有限公
司后里鑄造廠 

2,952.91 1,772.46 1,227.48 
金屬基本工
業 

110 B2313066 
台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東海館 

1,384.59 883.74 1,118.74 工商服務業 

111 B2401187 岦興紙器股份有限公司 991.89 1,001.20 1,079.64 
紙漿、造紙
業 

112 L8603234 煜鋒工業社 - - 1,070.61 
金屬製品製

造業 

113 L0101233 富進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1,192.34 1,126.56 1,063.18 
塑膠製品製
造業 

114 L9100205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港廠 

1,357.15 1,073.31 1,060.27 食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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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臺中市前 200 大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彙整表 

前 200 大 

排序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公噸 CO2e) 
行業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5 B2407894 
捷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1,292.04 1,273.87 1,058.16 
橡膠製品製
造業 

116 L91A0867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天然氣事業部台中液化
天然氣廠 

1,165.52 594.45 1,057.72 水電燃氣業 

117 L0401532 億聯琺瑯股份有限公司 1,591.80 1,435.53 1,054.19 
金屬製品製
造業 

118 L0400384 
昇鑫保力龍股份有限公
司太平廠 

1,129.35 939.23 1,034.50 
塑膠製品製
造業 

119 L9101695 
匯僑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港西二槽區) 

1,070.56 1,092.25 1,033.51 
運輸﹑倉儲
及通信業 

120 L8900096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

業處(台中供油中心) 

1,829.10 1,128.01 1,009.77 商業 

121 L9100705 聯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713.53 1,676.83 1,009.58 
紡織、印染
業 

122 L9500956 
史丹利七和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853.88 933.88 1,003.07 
金屬製品製
造業 

123 L9300125 佳大紙器股份有限公司 1,189.29 903.77 1,001.11 
紙漿、造紙
業 

124 B9106256 培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993.81 
化學材料製
造業 

125 B2408695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901.54 922.49 974.59 公共行政業 

126 B9503479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

有限公司先進封測五廠 
849.79 2,277.37

註 1 961.79
註 1 

機械設備製

造修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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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臺中市前 200 大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彙整表 

前 200 大 

排序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公噸 CO2e) 
行業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27 L0201103 鉅曜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03.29 1,192.81 953.19 
紡織、印染
業 

128 L9100072 浤正企業有限公司一廠 - - 950.22 
紡織、印染

業 

129 L9302727 東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1,061.20 1,206.17 942.09 
化學製品製
造業 

130 L0001514 
精達熱處理股份有限公
司 

1,076.81 1,076.65 936.35 
金屬基本工
業 

131 L9300465 銓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803.39 776.14 909.83 
金屬基本工
業 

132 L9400237 
台灣美濃屋股份有限公

司 
549.46 751.63 898.91 食品製造業 

133 B2400831 妙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900.67 721.87 896.05 
化學製品製
造業 

134 L9501891 勝騠金屬企業有限公司 852.08 951.82 883.29 
金屬基本工
業 

135 L0100058 
興國橡膠廠股份有限公
司 

1,315.89 1,216.46 878.12 
橡膠製品製
造業 

136 L8802513 
正能紙器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大甲廠 
886.07 889.03 854.93 

紙漿、造紙

業 

137 B9800777 久誼股份有限公司 1,173.61 1,082.06 852.96 
紙漿、造紙
業 

138 L8804857 
佑益烤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三廠 

920.09 1,004.30 844.17 
金屬基本工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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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臺中市前 200 大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彙整表 

前 200 大 

排序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公噸 CO2e) 
行業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39 B2401445 
明通化學製藥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廠 

1,747.86 1,136.98 840.07 
化學製品製
造業 

140 B2308878 
台灣真空鍍膜股份有限

公司 
- - 837.61 

塑膠製品製

造業 

141 B9401934 
鎔利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847.66 831.72 836.99 
塑膠製品製
造業 

142 B2304030 
偉益紙器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827.55 869.78 836.81 
紙漿、造紙
業 

143 L0402655 
永祺車業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廠 

117.76
註 1 779.81 814.45 

金屬基本工
業 

144 B2201516 
臺中市肉品市場股份有

限公司 
842.39 723.21 814.15 食品製造業 

145 B20A0541 
日華金典國際酒店股份
有限公司 

1,008.31 869.01 797.90 工商服務業 

146 L9803881 
輔德高分子股份有限公
司 

663.76 653.66 791.02 
化學材料製
造業 

147 L9302496 伯鑫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830.23 714.65 777.79 
金屬基本工
業 

148 L91A2675 
東昀綠能再生股份有限

公司關連廠 
- - 771.53 工商服務業 

149 L0204953 聖鑫發工業有限公司 671.05 739.86 758.32 
金屬基本工
業 

150 L0419230 
中邑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8,540.20 2,295.52 752.61 
金屬基本工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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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臺中市前 200 大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彙整表 

前 200 大 

排序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公噸 CO2e) 
行業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51 L9202339 
明明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后里廠 

1,684.24 1,410.76 748.10 
金屬基本工
業 

152 B23B1650 禔福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774.03 760.64 748.06 
紙漿、造紙

業 

153 B2301404 
墩豐機械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612.75 640.25 731.90 
機械設備製
造修配業 

154 L9100796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79.24 767.02 727.52 食品製造業 

155 L8801374 
大甲永和機械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756.63 941.99 717.81 
金屬基本工
業 

156 L8807858 鎂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44.77 660.37 711.42 
機械設備製
造修配業 

157 B2302723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廠 

1,077.75 1,988.71 702.13 
塑膠製品製
造業 

158 L0401970 正點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607.52 720.37 697.80 食品製造業 

159 B2401427 吉利高股份有限公司 554.1 596.2 681.18 食品製造業 

160 L0400437 好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32.62 786.03 675.76 
紙漿、造紙
業 

161 L0001676 
萬富瀝青股份有限公司
烏日廠 

709.97 724.26 661.31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162 L9101711 
成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港廠 

764.36 747.06 661.15 食品製造業 

163 L0400240 
英全化學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707.02 569.86 659.85 
化學製品製
造業 

164 L9200120 
中北化學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998.78 692.43 648.90 
塑膠製品製
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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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臺中市前 200 大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彙整表 

前 200 大 

排序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公噸 CO2e) 
行業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65 B2300336 
正能紙器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廠 

- 585.46 643.56 
紙漿、造紙
業 

166 B0500605 狄將企業有限公司 38.27 - 640.79 
金屬基本工

業 

167 B2309044 
鑽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647.46 631.01 637.65 
機械設備製
造修配業 

168 B2201490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994.18 571.97 627.59 工商服務業 

169 L8802988 寶集實業有限公司 658.83 699.38 624.22 
紡織、印染
業 

170 L94A0664 
天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潭子廠 

647.02 - 611.55 
金屬基本工
業 

171 L9803765 
鋐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廠 

- - 611.55 
金屬基本工
業 

172 B9101386 台灣昵帕股份有限公司 796.97 650.93 604.78 
塑膠製品製
造業 

173 B9104449 祐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23.01 668.63 596.01 
紡織、印染
業 

174 L9502058 百億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561.73 592.94 593.02 
金屬製品製
造業 

175 B9002100 美崙興業有限公司 1,425.85 771.79 573.03 工商服務業 

176 L0101199 明興皮革股份有限公司 703.19 582.77 568.55 

皮革整製及
其製品製造
業 

177 L8802808 威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26.58 584.17 560.86 
機械設備製
造修配業 



110 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暨減量計畫 

134 

表 3-2-1.1 臺中市前 200 大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彙整表 

前 200 大 

排序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公噸 CO2e) 
行業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78 L9406579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台中慈濟醫院 

480.5 580.51 550.15 工商服務業 

179 L05A0603 
坤隆行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大里廠 
527.36 617.07 542.50 印刷業 

180 B9502212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中科分公司 

284.53 516.88 535.37 
機械設備製
造修配業 

181 B9303013 祥瑞金屬企業有限公司 356.84 516.51 520.89 
金屬基本工
業 

182 B23A9736 
榮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 

595.55 514.72 519.67 食品製造業 

183 L0054426 建瀝實業有限公司分廠 2,044.37 811.01 519.05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184 B9503068 
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分公司 

657.71 564.01 514.27 
金屬基本工
業 

185 L9100250 進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30.14 503.45 512.27 食品製造業 

186 L9307035 金池金屬壓鑄有限公司 681.2 587.69 508.17 
金屬基本工
業 

187 L03A0336 百一香食品有限公司 373.50 518.06 507.72 食品製造業 

188 B2402595 台灣台中女子監獄 561.73 729.41 495.52 公共行政業 

189 B0003290 
玉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烏日廠 

- - 492.84 工商服務業 

190 L0100861 耀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13.75 481.37 490.12 食品製造業 

191 L8807090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幼獅三廠 

1,244.76 663.66 487.90 
化學製品製
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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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臺中市前 200 大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彙整表 

前 200 大 

排序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公噸 CO2e) 
行業別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92 B2303300 
福績樹脂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一廠 

605.56 683.5 486.28 
化學材料製
造業 

193 L8807054 竣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8.70 442.40 485.74 
金屬基本工

業 

194 L0201050 
振盛瀝青有限公司龍井
廠 

1,205.90 589.01 481.53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195 L9104007 和勝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212.71 210.18 473.29 
運輸﹑倉儲
及通信業 

196 L0407534 和益鐵工廠 486.90 397.89 471.92 
金屬基本工
業 

197 L0100049 進拓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2.98 2.69
註 1 39.59

註 1 
金屬基本工

業 

198 L0301082 貴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93.02 63.13
註 1 37.82

註 1 

皮革整製及
其製品製造
業 

199 B0410571 英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 27.2402
註 1 

金屬基本工
業 

200 B9305795 啟宬有限公司 1.89 1.95 2.32
註 1 

金屬製品製
造業 

註 1：範疇一排放量數據引用來源為經現場盤查後之數據，其他範疇一排放量數據為引用申報空污費系統原(燃)物料使用量後推估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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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範疇一推估排放量與現場盤查差異說明 

推估量係於盤查前預先推估今年度本市前200大排放源，其目的係排序前200

大推估量，進而選定現場盤查名單，執行年度現場盤查作業，以作為後續現場盤

查之參考依據，故部分排放源推估量與盤查量會有些微差異。 

為掌握本市轄內排放源溫室氣體之排放狀況，直接排放源(範疇一)依排放源

型式區分為「固定燃燒源」、「製程排放源」、「移動燃燒源」及「逸散排放源」

等類型，各排放源類型分別說明如下。 

(一)「固定燃燒源」：指固定式設備之燃料燃燒，如鍋爐、熔爐、燃燒爐、蒸

汽渦輪機、加熱爐、焚化爐及引擎等。 

(二)「製程排放源」：物理或化學製程之排放，例如：切割使用之乙炔、CO2

從煉油製程中之觸媒裂解、PFCs從半導體晶圓製程及光電業之乾式蝕刻、

清洗化學氣相沉積製程反應室所造成之排放等。 

(三)「移動燃燒源」：指交通運輸設備之燃料燃燒，如堆高機、汽車、卡車、

火車、飛機及船舶。 

(四)「逸散排放源」：有意及無意的排放，如從設備之接合處、密封處、填塞

物之洩漏或冷媒之逸散，亦可能從廢水處理廠、礦坑、冷卻水塔及瓦斯

加工設備排放的甲烷。 

各行業因生產方式或製程特性而各類型式排放占比亦不相同。本工項範疇一

推估排放量僅引用由空污費系統中原(燃)物料使用量(歸類於「固定燃燒源」型式)

之資料，故以此作為範疇一排放量推估計算。 

本工作項目已完成現場盤查家數為21家，並與109年空污費資料推估範疇一

排放量比較後，進行範疇一推估量與盤查量分析說明，其篩選條件為推估量與盤

查量之差異±50%之廠商為主，如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五B廠、豐興

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15廠、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

有限公司台中廠、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清水廠、友達

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廠及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

有限公司台中二廠等共計11家公私場所，109年21處範疇一推估排放量與現場盤

查量比較如表3-2-1.2所示，相關分析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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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本年度範疇一推估量為6萬噸CO2e，盤查量為25.1萬噸CO2e，推估量

與盤查量差異19.1噸CO2e，主要原因為該廠空污費申報系統中，申報「固

定燃燒源」原(燃)料之天然氣使用量「製程排放源」之鋼胚產出量。依據前

述排放量推估流程僅推估「固定燃燒源」原 (燃)料之天然氣使用量為3萬

2,196千立方公尺，其占整體範疇一排放量29.6%，因此無法完整呈現範疇

依之排放狀況，故造成推估量與盤查量差異大。 

2.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15廠： 

本年度範疇一推估量為0.5萬噸CO2e，盤查量為25.2萬噸CO2e，推估

量與盤查量差異24.7萬噸CO2e，主要原因為該廠空污費申報系統中，申報

「固定燃燒源」原(燃)料之天然氣、「製程排放源」之製程氣使用量。依據

前述推估方法僅推估計算「固定燃燒源」原(燃)料之天然氣使用量為2,655

千立方公尺，經查驗公司查驗及本計畫現場盤查後，範疇鑑別天然氣使用

量為7,231千立方公尺，另外固定排放源排放量經現場盤查後僅占範疇一

排放量6%，難以直接反映範疇一估計量，故造成推估量與盤查量差異極大。 

3.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本年度範疇一推估量為5.7萬噸CO2e，盤查量為13.6萬噸CO2e，推估

量與盤查量差異7.9萬噸CO2e，主要原因為該廠空污費申報系統中，僅申

報「固定燃燒源」原(燃)料之天然氣及製程氣使用量。依據前述排放量推

估流程僅推估計算「固定燃燒源」之天然氣使用量為3萬352千立方公尺，

經查驗公司查驗及本計畫現場盤查後，範疇鑑別天然氣使用量為3萬362千

立方公尺，占整體範疇一排放量44.9%，因此無法完整呈現範疇一之排放

狀況，故推估量與盤查量差異稍大。 

4.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本年度範疇一推估量為1.2萬噸CO2e，盤查量為7.7萬噸CO2e，推估量

與盤查量差異6.5萬噸CO2e，主要原因為該廠空污費申報系統中，僅申報

「固定燃燒源」原(燃)料之天然氣及製程氣使用量。依據前述排放量推估

流程僅推估計算「固定燃燒源」原(燃)料之天然氣使用量為6,440千立方公

尺，經查驗公司查驗及本計畫現場盤查後，範疇鑑別天然氣使用量應為全

廠使用量，其使用量為1萬4,509千立方公尺，故造成量與盤查量差異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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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本年度範疇一推估量為1.2噸CO2e，盤查量為5.3萬噸CO2e，推估量與

盤查量差異4.1萬噸CO2e，主要原因為該廠空污費申報系統中，僅申報「固

定燃燒源」原(燃)料之天然氣、「製程排放源」之製程氣及六氟化硫使用

量。依據前述推估方法僅推估計算「固定燃燒源」原(燃)料之天然氣使用

量，占整體範疇一排放量18%，因此無法完整呈現範疇一之排放狀況，故

造成推估量與盤查量差異極大。 

6.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本年度範疇一推估量為2.4萬噸CO2e，盤查量為4.3萬噸CO2e，推估量

與盤查量差異1.9萬噸CO2e，主要原因為該廠空污費申報系統中，僅申報

「固定燃燒源」原(燃)料之天然氣使用量。依據前述排放量推估方法僅推

估計算「固定燃燒源」之天然氣使用量，占整體範疇一排放量73%，因此

無法完整呈現範疇一之排放狀況，故造成推估量與盤查量差異稍大。 

7.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清水廠： 

本年度範疇一推估量為8.5萬噸CO2e，盤查量為4.3萬噸CO2e，推估量

與盤查量差異4.2萬噸CO2e，主要原因為該廠空污費系統中，僅申報「固

定燃燒源」原(燃)料之煙煤及低硫燃油使用量，經查驗公司查驗及本計畫

現場盤查後，計算「固定燃燒源」之煙煤及低硫燃油排放量，占整體範疇

一排放量75%，因此無法完整呈現範疇一之排放狀況，故造成推估量與盤

查量差異稍大。 

8.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本年度範疇一推估量為0.8萬噸CO2e，盤查量為2.1萬噸CO2e，推估量

與盤查量差異1.3萬噸CO2e，主要原因為該廠空污費申報系統中，僅申報

「固定燃燒源」原(燃)料之天然氣使用量。依據前述排放量推估方法僅推

估計算「固定燃燒源」之天然氣使用量，占整體範疇一排放量52%，因此

無法完整呈現範疇一之排放狀況，故造成推估量與盤查量差異稍大。 

9.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廠： 

本年度範疇一推估量為1,699噸CO2e，盤查量為7,319噸CO2e，推估

量與盤查量差異5,620噸CO2e，主要原因為該廠空污費申報系統中，僅申

報「固定燃燒源」原(燃)料之天然氣使用量。依據前述排放量推估方法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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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計算「固定燃燒源」原(燃)料之天然氣使用量，占整體範疇一排放量

71%，因此無法完整呈現範疇一之排放狀況，故造成推估量與盤查量差異

稍大。 

10.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二廠： 

本年度範疇一推估量為1,888噸CO2e，盤查量為4,426噸CO2e，推估

量與盤查量差異2,538噸CO2e，主要原因為該廠空污費申報系統中，僅申

報「固定燃燒源」原(燃)料之天然氣使用量。依據前述排放量推估方法僅

推估計算「固定燃燒源」之天然氣使用量，占整體範疇一排放量34%，因

此無法完整呈現範疇一之排放狀況，故造成推估量與盤查量差異極大。 

11.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15B廠： 

本年度範疇一推估量為0.07萬噸CO2e，盤查量為38.4萬噸CO2e，推

估量與盤查量差異38.33萬噸CO2e，主要原因為該廠空污費申報系統中，

申報「固定燃燒源」原(燃)料之天然氣、「製程排放源」之製程氣使用量。

依據前述推估方法僅推估計算「固定燃燒源」原(燃)料之天然氣使用量為

384千立方公尺，經查驗公司查驗及本計畫現場盤查後，範疇鑑別天然氣

使用量為1萬7,072千立方公尺，另外固定排放源排放量經現場盤查後僅占

範疇一排放量不到1%，難以直接反映範疇一估計量，故造成推估量與盤查

量差異極大。 

綜合以上各廠針對範疇一推估量與盤查量造成差異原因主要可分為下列五

項： 

(一)溫室氣體範疇一包含「固定燃燒源」、「製程排放源」、「移動燃燒源」

及「逸散排放源」等四種類型，本推估方法係引用固定源空污費申報系

統中歸類於「固定燃燒源」相關原(燃)物料之使用量推估計算，因此無法

完整呈現範疇一之排放狀況，故造成推估量與盤查量之差異。 

(二)固定源空污費申報系統中，係依據「固定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中受

管制之製程及設備，申報其原(燃)物料之使用量及相關空氣污染物排放

量；而溫室氣體排放源盤查範疇則為全廠之原(燃)物料使用量，部分公

私場所依法申報之燃料使用量並非全廠使用量，因此會造成部分公私場

所推估量與盤查量會有較大的落差。 

(三)鋼鐵業所產生之產品及副產品含有碳成分，因此會將原料與產品以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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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方式計算，進行排放量之抵扣，而引用固定源空污費申報系統之推

估量無法得知扣抵項目及抵扣量，故推估量與盤查量差異極大。 

(四)台積電、美光及友達等電子及半導體光電業在範疇一排放源型式類別中，

主要排放量以「製程排放源」為主，約占整體範疇一排放量50~90%，如

NF3、N2O等，而在固定源空污費申報系統中僅可取得該廠申報「固定燃

燒源」之天然氣使用量，無法完整呈現範疇一之排放狀況；另部分公私

場所依法於空污費系統申報受管制設備之天然氣使用量，而非全廠使用

量，故推估量與盤查量差異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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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2 109 年環保署公告 21 處範疇一推估量與盤查量比較表 

序號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量 

(公噸 CO2e) 
[(B)-(A)]╱(A) 

差異±50% 
推估量(A) 盤查量(B) 

1 L0200473 

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發電

廠 

29,771,731 26,100,261  

2 L0200633 
中龍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 
11,892,359 8,959,413  

3 L9200693 
正隆股份有限公

司后里分公司 
817,498 807,654  

4 B23B6125 

台灣積體電路製

造股份有限公司

十五 B 廠 

721 383,912 ✓ 

5 L9200728 
豐興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 
60,557 251,942 ✓ 

6 L95A2041 

台灣積體電路製

造股份有限公司

15 廠 

5,013 252,105 ✓ 

7 L9101748 

中美和石油化學

股份有限公司台

中廠 

57,088 136,159 ✓ 

8 L9000666 

味丹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沙鹿第一

工廠 

107,345 93,019  

9 L8801052 
廣源造紙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廠 
82,243 53,271  

10 L9100198 

台灣玻璃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台中

廠 

78,400 101,142  

11 L9202099 
台灣美光記憶體

股份有限公司 
12,113 77,136 ✓ 

12 L9506056 
華邦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中科廠 
12,002 53,271 ✓ 

13 B2311535 
台灣康寧顯示玻

璃股份有限公司 
24,229 43,883 ✓ 

14 B9100709 

華新麗華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不銹

鋼廠 

34,505 3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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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範疇一排放量 

(公噸 CO2e) 
[(B)-(A)]╱(A) 

差異±50% 
推估量(A) 盤查量(B) 

15 L9100563 

台灣玻璃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台中

廠平板三場 

34,415 38,479  

16 L8900676 

永豐餘消費品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

清水廠 

84,865 43,506 ✓ 

17 L0000624 

永豐餘工業用紙

股份有限公司成

功廠 

20,960 21,827  

18 L02A0301 
中聯資源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廠 
40,378 34,200  

19 B2313780 
友達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廠 
8,459 21,457 ✓ 

20 L92A0931 
友達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后里廠 
1,699 7,319 ✓ 

21 B9202664 

台灣美光記憶體

股份有限公司台

中二廠 

1,888 4,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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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溫室氣體盤查法規說明會 

為提升本市對於轄內溫室氣體排放量，為掌握轄內溫室氣體大排放源及用電

大戶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參考108年度固定污染源及空污費申報狀況，羅列61處

進行實地溫室氣體排放量查核，故在執行現場查核之前，召開一場次之說明會，

詳表3-2-2.1所示，溫室氣體盤查說明會討論要點詳表3-2-2.2所示，會議成果照片

如圖3-2-2.1所示。 

由於召開說明會前，尚無法取得109年固定污染源及空污費申報資料，以至

於109年排放量資料未推估完成，故以108年資料為名單基礎；於109年資料更新

後變更新增之排放大戶盤查名單，以電話（或電子郵件）方式與排放大戶聯繫說

明盤查作業。 

 

表 3-2-2.1 溫室氣體法規輔導說明會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3:30~14:00 報到 

14:00~14:10 主席致詞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4:10~15:00 溫室氣體盤查表單填報與盤查作業程序介紹 財團法人 

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15:00~15:30 問題與討論 

15:30 賦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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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2 溫室氣體盤查說明會討論要點 

項次 綜合討論意見 回覆內容 

1 預計盤查作業期程? 配合環保署盤查申報作業，溫室氣體

納管對象預計於 9 月起開始安排相

關盤查作業事宜；排放大戶預計 6 月

起安排相關盤查作業事宜。 

2 排放大戶詢問，溫室氣體盤查作業填寫電

子檔盤查表單或需至環保署溫室氣體登錄

平台進行填報? 

排放大戶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以填寫

電子檔盤查表單方式進行。 

3 排放大戶詢問，是否能使用廠內簡易表單

計算排放量? 

應使用具有最新排放係數之盤查表

單，本計畫提供之排放大戶盤查表單

引用環保署最新盤查申報作業表單： 

 溫 室 體 體 盤 查 表 單 3.0.0 版

(106.07) 
 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

(1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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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簽到情形 主持人致詞 

  

說明會現場情形 主持人致詞 

  

說明會現場情形 說明會 Q&A 現場情形 

圖 3-2-2.1 溫室氣體盤查說明會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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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盤查登錄、審查及現場查核作業成果  

一、現場盤查(環保署納管對象)執行說明 

依據溫管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應

於每年八月底完成前一年度全廠(場)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並應於每年

進行排放量盤查與查驗機構查證，本市符合上述規定公私場所共計21處，每年皆

依據上述規定進行登錄相關作業與查驗機構查證。因110年5月起國內疫情嚴峻全

國進入三級警戒，為考量安全，現場盤查作業皆無法進行，後續已於110年11月

12日完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1家第一批納管排放源現場查核作業，21家排放源皆

無不符合事項。21家排放源盤查結果如表3-2-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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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1 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 21 家盤查結果 

序

號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查驗機構 主要排放源 

範疇一 

排放量 

範疇二 

排放量 

全廠 

排放量 

1 L020047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DNV 煙媒 26,100,261 46,197 26,146,457 

2 L0200633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DNV 冶金煤 8,959,413 182,862 9,142,275 

3 L9200693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廠 DNV 外購電力 7,319 345,234 352,553 

4 L9200728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五B廠 DNV 外購電力 383,912 1,549,029 1,932,942 

5 L9202099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15 廠 DNV 外購電力 252,105 801,414 1,053,519 

6 L92A0931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 SGS 煙媒 807,654 34,499 842,153 

7 L9506056 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SGS 外購電力 251,942 510,589 762,531 

8 L9101748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BV 天然氣、外購電力 43,883 332,030 375,913 

9 L9000666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BSI 外購電力 113,281 538,812 652,093 

10 B9202664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BSI 外購電力 53,271 274,222 327,493 

11 B9100709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DNV 外購電力 21,457 1,010,853 1,032,310 

12 L8900676 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BSI 製成氣、天然氣 136,159 32,628 168,210 

13 L02A0301 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DNV RDF、外購電力 110,558 49,628 160,187 

14 L0000624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SGS 4~6 號重油 101,142 19,527 120,669 

15 B9202664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二廠 BSI 外購電力 4,426 112,287 151,262 

16 L9000666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第一工廠 SGS 生煤 93,019 18,315 111,334 

17 B9100709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不銹鋼廠 TUV-Rh 天然氣、外購電力 38,518 39,808 78,327 

18 L8900676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清水廠 DNV 煙煤、外購電力 43,506 28,174 71,680 

19 L9100563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平板

三場 
SGS 4~6 號重油 

38,479 23,323 61,801 

20 L02A0301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BSI 半煙煤、外購電力 34,200 25,610 59,810 

21 L0000624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廠 DNV 廢紙混合物 21,827 8,560 30,388 

註:範疇二排放量數據，皆以 110 年 9 月 27 日經濟部能源局公告 109 年度「電力排碳係數」為 0.502 公斤 CO2e/度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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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場盤查(環保署非納管對象)執行說明 

本計畫已完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40家非納管排放源現場盤查作業，盤查結果如表3-2-3.2所示，另針對本市轄內三

家垃圾焚化廠排放量進行說明。 

表 3-2-3.2 溫室氣體 40 家盤查結果 

序號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主要排放源 
範疇一 

排放量 

範疇二 

排放量 

全廠 

排放量 

1 L91A3247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硝酸 203,565 43,427 246,992 

2 L0056153 
臺中市烏日 BOT 垃圾資源回收廠(倫鼎股份有限

公司代操作) 
廢塑膠混合物 198,662 230 198,892 

3 L9201289 台中市后里垃圾資源回收廠 廢塑膠混合物 150,148 146 150,294 

4 B2402442 台中市文山垃圾焚化廠 廢塑膠混合物 106,988 769 107,757 

5 B9503479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先進封測五廠 外購電力 962 101,179 102,141 

6 L02A1943 餘慶堂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磨廠 外購電力 22,202 24,257 46,458 

7 L8901039 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港廠 天然氣 26,183 16,036 42,219 

8 B9101742 立安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天然氣 31,697 5,010 36,707 

9 L0000802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烏日啤酒廠 外購電力 16,059 12,202 28,261 

10 B9100209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無菌飲料二廠 外購電力 6,527 14,932 21,459 

11 L8801141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日南廠 天然氣 7,160 9,944 17,103 

12 L0200606 南華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一、二廠 外購電力 5,083 11,799 16,882 

13 L0100629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 外購電力 5,575 9,814 15,389 

14 L9101720 祥祐資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事業廢棄物 14,215 949 15,164 

15 L9000737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廠 外購電力 5,144 8,159 13,304 

16 L91A0897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中港分公司 外購電力 4,629 8,540 13,169 

17 L9402571 大豐膠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廠 外購電力 4,172 8,654 1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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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2 溫室氣體 40 家盤查結果 

序號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主要排放源 
範疇一 

排放量 

範疇二 

排放量 

全廠 

排放量 

18 L9100223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外購電力 3,885 8,085 11,970 

19 L0200848 源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外購電力 2,795 8,551 11,346 

20 L9300269 聯合福興股份有限公司 重油 6,520 3,131 9,651 

21 L0204999 汰原實業有限公司 煙煤 7,775 1,501 9,275 

22 L88A0987 陸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年廠 天然氣 6,569 2,396 8,965 

23 B2304049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酒廠 天然氣 6,139 2,303 8,442 

24 L8801187 新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天然氣 5,961 2,284 8,246 

25 B24A0531 妙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外購電力 3,545 4,057 7,602 

26 B2300112 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天然氣 5,802 1,380 7,182 

27 L9100456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外購電力 3,217 3,848 7,065 

28 B8901131 益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然氣 4,702 1,599 6,301 

29 L0100683 台茂奈米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 石灰石 4,708 1,319 6,028 

30 L8801132 陸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幼獅廠 天然氣 3,501 2,408 5,909 

31 L0000240 寶泰瀝青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重油 3,509 802 4,311 

32 B0300525 桐友利實業有限公司 重油 3,222 626 3,848 

33 L9900812 通用瀝青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十甲工廠 重油 3,087 637 3,724 

34 L0201229 宏展工業社 煙煤 2,678 313 2,991 

35 B0301513 寶泰瀝青股份有限公司霧峰廠 重油 2,164 690 2,854 

36 B0201385 昇佑企業有限公司二廠 重油 1,348 608 1,956 

37 L0100049 進拓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外購電力 40 1,050 1,090 

38 L0301082 貴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購電力 38 351 389 

39 B0410571 英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購電力 27 88 115 

40 B9305795 啟宬有限公司 外購電力 2 3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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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61處溫室氣體排放量彙整與前年度排放量分析 

每年除了環保署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之排放源現場盤查家數較固

定，除依據溫管法規定本市有新增公私場所符合特定行業或化石燃料達2.5萬

噸以上者，須列為環保署納管對象；本市今年符合環保署納管對象總計21處，

其餘40處為本市依排放量大小排序進行現場盤查作業，總計61處，現場盤查

61家公私場所與前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彙整表如表3-2-3.3所示，彙整21處環保

署納管對象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並與前年度排放量比較，針對增減幅度較

大者進行分析說明如后： 

(一)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幅度較大之公私場所 

1.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五B廠 

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193萬2,941噸CO2e，較108年156萬2,951

噸CO2e增加23.67%，主要原因為排放佔比達8成的外購電力大幅增加，

109年電力使用量為3,085,715千度，較108年電力使用量2,508,218千度

增加1.23倍，範疇二外購電力排碳量顯著上升；另外在範疇一之109年

天然氣使用量約為17,072千立方公尺，亦較108年天然氣使用量14,546

千立方公尺增加1.17倍，故在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08年增加。 

2.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65萬2,092噸CO2e，較108年53萬8,041噸

CO2e增加21.20%，主要原因為排放佔比超過8成的外購電力大幅增加，

109年電力使用量為1,073,331千度，較108年電力使用量872,493千度

增加1.23倍，範疇二外購電力排碳量顯著上升；另外在範疇一之109年

天然氣使用量約為17,377千立方公尺，亦較108年天然氣使用量14,510

千立方公尺增加1.2倍，故在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08年增加。 

3.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二廠 

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15萬1,261噸CO2e，較108年11萬8,278噸

CO2e增加27.89%，與美光台中廠同樣於109年排放量顯著增加，主要原

因為排放佔比達94%的外購電力使用上升，109年使用量為289,974千度，

較108年電力使用量223,679千度增加1.3倍，因此範疇二外購電力排碳

量顯著上升，故在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08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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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5萬9,809噸CO2e，較108年5萬2,298噸

CO2e增加14.36%，主要原因為最大排放源煙煤使用量上升，109年使用

量為16,542公噸，較108年使用量14,509公噸增加1.3倍，故在109年溫

室氣體排放量較108年增加。 

5.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清水廠 

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7萬1,680噸CO2e，較108年6萬4,735噸

CO2e增加10.73%，主要原因為配合本市減煤政策，109年開始使用固體

衍生燃料SRF (Solid Recovered Fuel)投入燃煤鍋爐進行混燒，SRF由

廢棄物轉製而成，從一般廢棄物中分類出可燃燒的紙、塑膠或纖維等，

加以均質化、形成單一性質的燃料，可取代煤炭降低化石燃料之使用，

為環保署推動循環經濟的重要策略，理論上SRF的燃燒熱值與效率更高、

有助生產製程，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更低，但經現場盤查排放清冊使用之

SRF排放係數較煙煤高，故即便109年使用SRF約2,854公噸，使煙煤

109年使用量較108年減少2,624公噸，但計算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仍

較108年增加。 

(二)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幅度較大之公私場所 

1.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09年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溫室氣體排放量為16

萬8,340噸CO2e，較108年18萬9,158噸CO2e減少11.01%，主要原因為

天然氣及製程氣用量減少，109年天然氣使用量為30,363千立方公尺，

較108年使用量32,570千立方公尺減少6.8%；109年製程氣使用量為

72,686公噸，較108年使用量81,981公噸減少11%，透過減少化石燃料

使用，故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08年降低。 

2.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第一工廠 

109年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第一工廠溫室氣體排放量為11

萬1,334噸CO2e，較去年17萬8,899噸CO2e減少37.77%，主要原因為配

合本市積極推動減煤政策，主要排放源生煤使用量大幅下降，由108年

56,825公噸降至109年43,183公噸，減煤幅度達24%；另外購電力使用

量亦由108年77,449千度降至109年36,484千度，大幅減少53%。透過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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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化石燃料使用及設備優化降低用電量，故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108年降低。 

3.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廠 

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3萬387噸CO2e，較108年4萬3,386噸

CO2e減少29.96%，主要原因為成功廠已於109年9月關廠，生產製程僅

運作至109年6月，故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明顯較108年為低。因成功

廠已關廠，已於每年底向環保署提報110年溫室氣體盤查現場查核對象

名單中申請解除列管，110年不再針對該廠進行溫室氣體盤查現場查核。 

綜合上述，本年度經現場盤查21處環保署納管對象之排放量為4,363萬

噸CO2e，較108年度排放量4,389萬噸CO2e下降26萬噸CO2e (降幅約0.59%)，

主要為台中發電廠及味丹沙鹿廠持續配合市府減煤政策大幅降低排碳量所致；

而109年度非納管對象40家之排放量為121萬噸CO2e，較108年度排放量87

萬噸CO2e增加約35萬噸CO2e (重疊家數共34家)，主因為109年度新納入台

積電公司封測五廠及三福氣體公司台中廠2家排碳量顯著之排放源，以及烏

日焚化廠排碳量較108年大幅增加34.11%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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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3 現場盤查 61 家公私場所與前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彙整表 

序號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108 年全廠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109 年全廠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較 108 年增減比例 

(%) 

1 L020047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26,972,314 26,146,457 -3.06% 

2 L0200633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9,037,596 9,142,275 1.16% 

3 B23B6125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五 B 廠 1,562,951 1,932,941 23.67% 

4 B2313780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049,943 1,032,310 -1.68% 

5 L95A2041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15 廠 1,007,906 1,053,518 4.53% 

6 L9200693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 856,756 842,153 -1.70% 

7 L9200728 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713,995 762,531 6.80% 

8 L9202099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538,041 652,092 21.20% 

9 B2311535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389,790 375,912 -3.56% 

10 L92A0931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廠 367,916 352,552 -4.18% 

11 L9506056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334,695 327,493 -2.15% 

12 L9101748 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89,158 168,340 -11.01% 

13 L9000666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第一工廠 178,899 111,334 -37.77% 

14 L8801052 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60,293 160,186 -0.07% 

15 B9202664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二廠 118,278 151,261 27.89% 

16 L9100198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13,991 120,668 5.86% 

17 B9100709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不銹鋼廠 79,014 78,326 -0.87% 

18 L8900676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清水廠 64,735 71,680 10.73% 

19 L9100563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平板三場 62,740 61,800 -1.50% 

20 L02A0301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52,298 59,809 14.36% 

21 L0000624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廠 43,386 30,387 -29.96% 

小計(環保署納管對象總計 21 處統計) 43,894,695 43,634,025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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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108 年全廠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109 年全廠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較 108 年增減比例 

(%) 

22 L9201289 臺中市后里資源回收廠 186,439 150,293 -19.39% 

23 L0056153 臺中市烏日 BOT 垃圾資源回收廠 148,299 198,891 34.11% 

24 B2402442 臺中市文山垃圾焚化廠 106,502 107,756 1.18% 

25 L91A3247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總廠 54,608 246,991 352.30% 

26 L02A1943 餘慶堂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磨廠 43,295 46,458 7.31% 

27 L0000802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烏日啤酒廠 29,242 28,260 -3.36% 

28 L8901039 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25,576 42,218 65.07% 

29 B9101742 立安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2,959 36,706 59.88% 

30 B9100209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無菌飲料二廠 21,523 21,459 -0.30% 

31 L0200848 源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19,040 11,345 -40.41% 

32 L8801141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日南廠 16,438 17,103 4.05% 

33 L0100629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 14,644 15,389 5.09% 

34 L0200606 南華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一、二廠 13,830 16,882 22.07% 

35 L91A0897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中港分公司 13,724 13,169 -4.04% 

36 L9000737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廠 12,770 13,303 4.17% 

37 L9100223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2,161 11,969 -1.58% 

38 L0204999 汰原實業有限公司 10,304 9,275 -9.99% 

39 L9101720 祥祐資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11,760 15,163 28.94% 

40 B0410571 英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4 - 

41 L88A0987 陸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年廠 8,513 8,965 5.31% 

42 L8801187 新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724 8,245 -5.49% 

43 L9300269 聯合福興股份有限公司 10,617 9,651 -9.10% 

44 B8901131 益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037 6,301 4.37% 

45 B2300112 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 7,181 - 

46 L9100456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6,986 7,06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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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108 年全廠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109 年全廠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較 108 年增減比例 

(%) 

47 L9402571 大豐膠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廠 9,778 12,825 31.16% 

48 L0301082 貴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389 - 

49 B2304049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酒廠 9,436 8,442 -10.53% 

50 L8801132 陸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幼獅廠 6,743 5,909 -12.37% 

51 L0000240 寶泰瀝青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4,667 4,311 -7.63% 

52 B24A0531 妙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7,679 7,602 -1.00% 

53 B9503479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封測五廠 - 102,140 - 

54 B0301513 寶泰瀝青股份有限公司霧峰廠 4,156 2,853 -31.35% 

55 B0300525 桐友利實業有限公司 5,966 3,846 -35.53% 

56 L0100049 進拓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 1,088 - 

57 L9900812 通用瀝青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十甲工廠 3,320 3,723 12.14% 

58 L0100683 台茂奈米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 6,909 6,027 -12.77% 

59 B9305795 啟宬有限公司 - 32 - 

60 B0201385 昇佑企業有限公司二廠 - 1,955 - 

61 L0201229 宏展工業社 3,541 2,991 -15.53% 

小計(非環保署納管對象總計 40 處統計) 866,186 1,214,285 40.19% 

註:「-」為該年度無現場盤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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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家焚化廠溫室氣體盤查執行說明 

依據環保署環境資料庫(焚化廠營運年報)近5年(2016年至2020年)資料，

轄內三家焚化廠：后里垃圾資源回收廠、烏日垃圾資源回收廠及文山垃圾焚

化廠之廢棄物進廠量統計(包含一般廢棄物與一般事業廢棄物)如圖3-2-3.1所

示。分析三廠近5年一般廢棄物進廠量部分，后里垃圾資源回收廠由21.2萬公

噸上升至27.2萬公噸，烏日垃圾資源回收廠由21.3萬公噸上升至24.7萬公噸，

文山垃圾焚化廠由17.3萬公噸上升至18.7萬公噸，詳如圖3-2-3.2。此外，三

家焚化廠近5年之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廠量均大幅降低，后里垃圾資源回收廠

由7.8萬公噸降至1.7公噸，烏日垃圾資源回收廠由9.7萬公噸降至4.8萬公噸，

文山垃圾焚化廠由5.0萬公噸降至0.8公噸；而三家焚化廠相較之下仍以烏日

垃圾資源回收廠收受一般事業廢棄物居多，2020年仍有約4.8萬公噸。詳如圖

3-2-3.3。而各廠年度廢棄物進廠量及焚化量因貯坑廢棄物存量因素，大約存

在0~4%之差異，三廠近5年之年處理量分別約為后里垃圾資源回收廠

28.5~29.5萬公噸、烏日垃圾資源回收廠29.2~29.9萬公噸、文山垃圾焚化廠

19.6~22.0萬公噸。 

 

圖 3-2-3.1 三家焚化廠近 5 年廢棄物進廠情形39 
  

 
39 環保署環境資源資料庫-焚化廠營運年報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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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2 三家焚化廠近 5 年一般廢棄物進廠情形40 
 

 

圖 3-2-3.3 三家焚化廠近 5 年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廠情形41 
 

后里、烏日及文山三座焚化廠依據其代操作合約，進行每季一次之垃圾

採樣分析檢測，109年度垃圾採樣分析如圖3-2-3.4，結果顯示各廠109年每季

垃圾組成即存在相當大之差異。依據垃圾採樣分析結果進行加權平均計算出

109年三廠垃圾組成分析如圖3-2-3.5所示，顯示生質類垃圾以紙類占比最高，

三廠之比例介於25~38%間；非生質類垃圾以塑膠類占比最高，三廠之比例介

 
40 環保署環境資源資料庫-焚化廠營運年報彙整 
41 環保署環境資源資料庫-焚化廠營運年報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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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31~40%間，其中以烏日垃圾資源回收廠最高達40%，塑膠類等非生質比例

越高者，其排放量相對也增加。若以垃圾組成及其生質比例進行處理量計算

分析，如圖3-2-3.6所示，非生質類垃圾處理量高至低依序為烏日、后理及文

山。 

 

圖 3-2-3.4 三家焚化廠 109 年度每季垃圾成份分析比較 
 

 

圖 3-2-3.5 三家焚化廠 109 年度垃圾成份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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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生質比例計算依據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圖 3-2-3.6 三家焚化廠 109 年度各類別垃圾處理量比較 

 

針對環保局轄下三家焚化廠之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查核，其109年度溫

室氣體排放量計算結果如表3-2-3.4。如以溫室氣體排放量排序，以烏日最高、

后里次之。 

表 3-2-3.4 三家焚化廠 109 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 

廠區 
範疇一 範疇二 合計 

(公噸 CO2e) 

生質排放 

(公噸 CO2e) 固定 移動 製程 逸散 能源間接 

后里 150,143.4204  0.0000  0.0000  4.4640  145.7808   150,293.665   142,677.1820  

烏日 198,653.1897  0.0000  4.1747  4.9518  229.6449  198,891.961 133,922.2269  

文山 106,955.1292  0.4468  0.0000  32.3175  768.6624 107,756.556 115,216.6403  

依據三家焚化廠109年度排放清冊資料進行彙整，另依據ISO 14064-1條

文，因生質燃料(主要如廢紙、廢纖維布、木竹稻草落葉、廚餘等)所產生的二

氧化碳可藉由生態圈的生物固碳作用加以吸收，故生質燃料燃燒的CO2排放

量不納入總量，僅需量化後分開表列，另產生之CH4及N2O則量化並彙總到總

排放量，故以下排放量針對各類別垃圾之非生質排放與生質排放之CH4及

N2O之合計量探討說明。三家焚化廠109年度各類別垃圾溫室氣體排放量比

較如圖3-2-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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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7 三家焚化廠 109 年度各類別垃圾溫室氣體排放量比較 

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方式為『溫室氣體排放當量＝廢棄物處理量×排放係

數×GWP(全球暖化潛勢值)』各類別廢棄物處理量以109年每季實際採樣成分

分析結果為依據進行計算，並依IPCC 2006年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南之廢棄

物含碳率、化石碳及有機碳比例(如表3-2-3.5)等數值計算排放係數如表3-2-

3.6所示，溫室氣體盤查計算主要以處理量或排放係數決定該廢棄物之排放量

高低，結果顯示塑膠類排放係數最高，故其類別焚化處理量越高者排放量越

高。針對各廠主要排放量計算說明如下： 

1.后里垃圾資源回收廠處理非生質垃圾主要為塑膠類，E001設備及

E002設備合計塑膠處理量5萬493公噸，計算其溫室氣體排放量為14

萬2,984公噸，占全廠總排放量95.14%。 

2.烏日垃圾資源回收廠處理量非生質垃圾主要為為塑膠類，E001設備

及E002設備合計塑膠處理量6萬7,872公噸，計算其溫室氣體排放量

為19萬967公噸，占全廠總排放量96.02%。 

3.文山垃圾焚化廠處理量非生質垃圾主要為為塑膠類，E001設備、E002

設備及E003設備合計塑膠處理量3萬6,814公噸，計算其溫室氣體排

放量為10萬2,659公噸，占全廠總排放量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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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5 各類別垃圾含碳率、化石碳及有機碳比例42 

類別 
一般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 

乾基含碳率 化石碳 有機碳 乾基含碳率 化石碳 有機碳 

紙類 46.00% 1.00% 99.00% 45.56% 2.44% 97.56% 

纖維布類 50.00% 20.00% 80.00% 50.00% 40.00% 60.00% 

木竹稻草落葉類 50.00% 0.00% 100.00% 50.59% 0.00% 100.00% 

廚餘類 38.00% 0.00% 100.00% 37.50% 0.00% 100.00% 

塑膠類 75.00% 100.00% 0.00% 80.00% 100.00% 0.00% 

皮革橡膠類 67.00% 20.00% 80.00% 66.67% 30.36% 69.64% 

其他類 3.00% 100.00% 0.00% 4.44% 75.00% 25.00% 

表 3-2-3.6 各類別垃圾排放係數 

類別項目 一般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 單位 

紙類 
生質 1.6698000000 1.6296296296 公噸CO2/公噸 

石化 0.0168666667 0.0407407407 公噸CO2/公噸 

纖維布類 
生質 1.4666666667 1.1000000000 公噸CO2/公噸 

石化 0.3666666667 0.7333333333 公噸CO2/公噸 

木竹稻草落葉類 生質 1.8333333333 1.8549019608 公噸CO2/公噸 

廚餘類 生質 1.3933333333 1.3750000000 公噸CO2/公噸 

塑膠類 石化 2.7500000000 2.9333333333 公噸CO2/公噸 

皮革橡膠類 
生質 1.9653333333 1.7023809524 公噸CO2/公噸 

石化 0.4913333333 0.7420634921 公噸CO2/公噸 

其他類 
生質 - 0.0407407407 公噸CO2/公噸 

石化 0.1100000000 0.1222222222 公噸CO2/公噸 

固體廢棄物 
0.0000001256 × 廢棄物熱值 公噸CH4/公噸 

0.0000000167 × 廢棄物熱值 公噸N2O/公噸 

註 1：計算依據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針對上述三座焚化廠溫室氣體盤查結果，彙整提出下列幾點說明： 

1.三座焚化廠之溫室氣體排放量高低，與垃圾主要成份(塑膠類)含碳量

高低、該類別垃圾處理量(塑膠類)多寡成高度相關，並由各類別項目

排放係數求得其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逐一加總計算，求得溫室

氣體排放總量。 

2.因生質燃料(如廢紙、木竹稻草落葉、廚餘等)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可藉

由生態圈的生物固碳作用加以吸收，故生質燃料燃燒的CO2排放量不

納入總量。 

 
42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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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據各廠塑膠類垃圾處理量由高至低依序為烏日(6萬7,872公噸)、 后

里(5萬493公噸)、文山(3萬6,814公噸)，與最後全廠計算而得之溫室

氣體排放量由高至低依序為烏日(19萬8,895公噸)、后里 (15萬296公

噸)、文山(10萬7,767公噸)成高度相關，因垃圾採樣分析組成對於溫

室氣體盤查計算有非常大的影響，故其檢測頻率增加可提高盤查準確

性。 

4.目前各廠塑膠類垃圾焚化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由高至低依序為烏

日(19萬967公噸)、后里(14萬2,984公噸)、文山(10萬2,659公噸)，且

均占全廠總排放量之95%以上，未來若能提高企業及民眾執行塑膠容

器、塑膠袋、包裝材等塑膠類別廢棄物回收以減少焚化處理量，可降

低焚化廠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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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私場所可行性減量分析 

另外，本工作團隊在執行現場盤查作業時，同時會詢問業者是否有110年

度執行相關減量措施或節電量較為顯著之公私場所，可提供給環保局作為參

考，而61處公私場所可行性減量措施彙整表中，其中提供減量措施公私場所

31處(納管對象8處、非納管對象23處)，其餘30處公私場所無可行性減量措施，

蒐集31處公私場所減量措施如表3-2-3.7所示，總減碳量為1,226萬3,109公噸

CO2e/年，其中節電量較為顯著的減量措施內容有電力系統需量控制、節能

設備汰換、冷卻機更新、冷卻風扇加裝變頻器達到節能等。 

110年減量措施預期減碳量較為顯著前五大之公私場所分別為： 

(一)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五B廠預計透過UPS運轉模式切

換為節能模式、CDA system ASC控制節能、調整照明設備節能時段

等，預期減碳量為696萬4,927噸CO2e/年。 

(二)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預計透過水銀燈汰換為Led燈、改變

冰水機操作模式等，預期減碳量為226萬1,884公噸CO2e/年。 

(三)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15廠預計透過製程節能改善，預期

減碳量為152萬8,380公噸CO2e/年。 

(四)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預計透過採用高效率馬達、Led節能燈具及空

調系統改為變頻，預期減碳量為46萬2,579公噸CO2e/年。 

(五)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清水廠預計透過採用高效率馬達、

降減磨漿機用電等，預期減碳量為40萬1,581公噸CO2e/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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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7 公私場所可行性減量措施彙整表註
 

序

號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可行性減量措施 

110 年減量措施 

預期減少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1 L8900676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清水廠 

1. PM7 損紙混合原生漿磨漿，降減磨漿機用電。 

2. PM7 停用 CH104 混合漿槽，減少攪拌機與漿

泵用電採用高效率馬達。 

3. PM8 損紙混合原生漿磨漿，降減磨漿機用電。 

4. PM9 停用損紙離解機與一段篩，降減用電。 

401,581 

2 L9200693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 LINE3 M0314 粗篩篩選機附載改善。 159,034 

3 L9200728 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1. 採用高效率馬達。 

2. 採用 LED 節能燈具。 

3. 行政大樓空調設備採變頻控制。 
462,579 

4 L02A0301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 冰水機汰舊換新。 

2. 冷卻水泵節能。 

3. 一號產線照明更換為 LED 燈具。 
105,223 

5 L020047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1. 中五機高中壓契機 DensePack 更新。 

2. 中五機 DCDAS 系統設備汰換。 

3. 中六機 DCDAS 系統設備汰換。 

4. #1~#4 機器機房 400W 水銀燈泡全面汰換成

150W LED 燈泡。 

5. 中六機機組儀用不中斷電源更新為國產

PWM(麥寬調變)不中斷電源。 

6. 中六機 DCDAS 系統不中斷電源供給器汰換。 

370,990 

6 B23B6125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五 B

廠 

1. 變電站照明更換成 LED 燈管。 

2. UPS運轉模式切換為節電模式-Stag2新擴充設
6,96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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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可行性減量措施 

110 年減量措施 

預期減少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備。 

3. CDA system ASC 控制節能(新擴充#10~#12)。 

4. UPS 運轉模式切換為節能模式。 

5. 調整照明設備節能時段。 

6. 變電站內設置導風罩，關閉電池櫃風扇電源。 

7. DIFF Tool Type HCS and Trident GASBOX 
SEX reduction from 500Pa to 150Pa。 

8. CMP 薄膜 Tool OX_CMP AMAT Reflexion LK 

Prime PreCLN tank turn off。 

9. EUV CO2 Laser 節能變頻系統。 

7 L95A2041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15 廠 

1. MAU 濕膜改善。 

2. IMP AMAT HCS and Trident GEX 排氣減量(調

整 GEX 管 damper)。 

3. LAM Kiyo 45 65 green chiller for Energy 
saving。 

4. ETCH LAM chiller DEX20 更改安裝 ENT-20A。 

5. EPI Top VSB factor align to best for energy 
saving。 

6. NXT UPWC rack GEX pressure align to 
Optimal。 

7. UV_Curing pumping line heat jacket 保溫需求

降低。 

1,528,380 

8 B2311535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1. 水銀燈汰換為 LED 照明 250 盞。 

2. 3 號爐生產設備。 

3. 改變冰水二次蹦操作模式。 

4. 7 號爐生產設備。 

2,26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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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可行性減量措施 

110 年減量措施 

預期減少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5. 14 號爐生產設備。 

6. 關閉部分空調。 

9 L0100629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 天然氣鍋爐汰舊換新。 1,619 

10 B2402442 台中市文山垃圾焚化廠 
1. 引風機增設變頻器。 

2. 汰換舊型螢光燈管為 LED 燈管。 
1,858 

11 L02A1943 餘慶堂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磨廠 新增球磨機生產線。 838 

12 L91A3247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 卸除組氨壓縮系統之惰性氣體排放器更換。 

2. 稀酸泵浦 P-1605 更換 IE3 馬達。 

3. 硝酸工廠提濃系統冷卻水區管線修改停用冷卻

水增壓泵浦。 

274 

13 L8801141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日南廠 

1. 日立舊型空壓機一般空壓機汰舊換新日立變頻

永磁馬達空壓機。 

2. 30HP 給氣風車更新 IE3 馬達 1 台及電控新增

為變頻器控制。 

3. 10HP 排氣風車汰舊更新 IE3 馬達 4 台及電控

新增為變頻器控制。 

4. 10 抽水馬達更新 IE3 馬達 3 台電控新增為變頻

器控制。 

5. 總站低壓開關箱更新及新增電容節電盤。 

433 

14 B9100209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無菌飲料二廠 

原好氧性廢水生物池需全年開啟 35 馬力鼓風機 2

台，更換成厭氧性汙泥生物池則不需再開廢水鼓風

機。 

519 

15 L0200606 南華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一、二廠 

增設抽水幫及排水管線，將大倉內堆置之水淬爐石

多餘水分排出，降低原料含水分，減少烘乾原料之燃

料油使用量。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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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可行性減量措施 

110 年減量措施 

預期減少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16 L91A0897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中港分公司 機電公用能源設備高壓空壓機區整合。 275 

17 L9402571 大豐膠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廠 

1. 冷卻風扇加裝變頻器，控制變頻器達到節能。 

2. 回收廠內蒸氣冷凝水與蒸氣，降低天然氣使用

量。 
216 

18 B2304049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酒廠 
新設 75kw 節能型微油空壓機，取代既有 45kw 及

55kw 兩台空壓機同時運轉。 
73 

19 B24A0531 妙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30hp 馬達控制運轉由 24 小時減少為 12 小時。 49 

20 L91A0897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廠 
1. 馬達汰舊換新共 14 台。 

2. 更換 50HP 變頻空壓機 1 台。 
93 

21 L9100223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 油管與保溫管路改善。 

2. 熟化廠冷卻機更新。 
239 

22 L0100049 進拓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將 NRT 節電卡、塗料使用奈米共振技術，張貼或塗

抹在配電箱設備及電線上，節電 6%。 
64 

23 L0100683 台茂奈米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 冰水主機汰舊換新節電 50%。 62 

24 L0201229 宏展工業社 鍋爐燃煤改燃天然氣。 1,060 

25 L0056153 
臺中市烏日 BOT 垃圾資源回收廠(倫鼎

股份有限公司代操作) 
新增高效變頻空壓機節省電力使用。 132 

26 L9100223 台中市后里垃圾資源回收廠 
1. 高壓鈉燈汰換為 LED。 

2. 停用一台冷凝水泵馬達。 
76 

27 L8901039 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港廠 
1. 舊有集塵布管機更換新機型，並加裝變頻控制。 

2. 將老舊非變頻空壓機汰換成新型變頻空壓機。 
214 

28 B9101742 立安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增設第二套製氧機組舊設備當備用。 40 

29 L88A0987 陸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年廠 

1. 將 1 台 30HP 舊馬達更換為 25HP 馬達。(吸收

塔區)。 

2. 將 4 台 25HP 舊馬達更換為 20HP 馬達。(冰水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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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可行性減量措施 

110 年減量措施 

預期減少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桶儲槽區)。 

3. 將 4 台 20HP 舊馬達更換為 7.5HP 馬達。(冰水

桶儲槽區)。 

30 L9300269 聯合福興股份有限公司 兩台 100 定頻空壓機改變頻(其一為備用)。 34 

31 L9100456 華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將二廠 A 棟生產線區域內更換空壓機為變頻式。 20 

合計 12,263,109 

註：各減量措施減少節電量，換算為溫室氣體減碳量，皆以 110 年 9 月 27 日經濟部能源局公告 109 年度「電力排碳係數」為 0.502 公斤 CO2e/度為計

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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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推動微型規模抵換專案(契約變更項目) 

本計畫於 110 年 5 月 17 日進行第一次契約變更，變更項目如下表 3-3.1 所示。 

表 3-3.1 本計畫第一次契約變更項目 

變更項目 工作內容 

刪減項目 

1. 微型抵換規模抵換專案說明會 

2. 訂定本年度「臺中市輔導申請溫室氣體微型抵換專案案件

處理原則 

3. 輔導轄區事業完成微形規模抵換專案計畫書 

4. 輔導轄區事業向環保署提出微型規模抵換專案註冊申請 

新增項目 

1. 研析 6 個已立法淨零碳排國家，進行綜合性彙整，並提出

相關分析報告 1 式。 

2. 研析 100 個已宣示/提案淨零碳排國家或城市，進行綜合

性彙整，並提出相關分析報告 1 式。 

3. 彙整國外及本市相關局處減量策略或政策工具，協助評估

本市淨零排碳路徑。 

4. 分析本市相關局處減量策略或政策工具，需邀集相關局處

召開會議，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規劃跨局處會議 2 場次。 

5. 依本市各局處所提減量策略或政策工作，邀集相關領域之

專家學者，召開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規劃專家諮商會議 2 場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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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本市溫室氣體減量及管制相關法規推動工作成果 

3-4-1  修訂「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  

一、自主管理辦法修正重點、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訂歷程 

截至本計畫期末報告階段，已與環保局長官就自主管理辦法之修正方式進行

多次溝通討論，滾動檢討修訂後於110年10月提交「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

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目前待環保局簽奉核定，已完成

自主管理辦法修訂作業。後續將依環保局需求協助各項法制程序，研擬自主管理

計畫撰寫原則、環保局審查/審核原則等配套措施。本次修法重點包含(一)增訂自

主管理減量目標為119年較基準量減量30%、(二)減量基準年與基準量設定準則、

(三)每年查核機制及(四)執行改善方案等四個修正重點，說明如後。 

(一)設定自主減量目標： 

原 106 年 1 月 5 日公告之自主管理辦法並未訂定「自主減量目標」，為

加強對臺中市轄內溫室氣體排放源之管制力道，本次修法增訂本辦法納管公私

場所及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應設定之自主減量目標為「119 年較基準量

減量 30%」，以使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朝我國及臺中市減量目標邁進。 

以我國第三期階段管制目標 119 年排放量較基準年減量 20%為基礎，並

依循 110 年 1 月臺中市盧秀燕市長提出之「氣候緊急宣言」(宣告 119 年排放

量較基準年減量 30%、139 年達成淨零排放)之臺中市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因

此於本辦法修正草案第六條增訂自主減量目標為「11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其減量基準年之基準量 70%以下，且以逐年遞減原則訂定年度目標排放量，

每年排放量減量比率至少 2%」。除了針對 119 年單年度排放量規範較基準量

減少 30%，另預先評估第一批納管對象至 119 年之減量路徑，預估每年排放

量需減少 2%才可接近 119 年目標排放量，故管制每年排放量減量比率至少

2%，要求納管對象應採取積極減量行動逐年降低排放量，以符合臺中市溫室

氣體自主管理規範，並於修正草案第九條增訂未達減量目標得採改善方案，增

加業者營運彈性，創造雙贏。自主減量目標規範設定詳如圖 3-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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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1 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減量目標概念圖 

 

(二)減量基準年與基準量設定準則： 

原106年1月5日公告之自主管理辦法因未訂定自主減量目標規範，故無

一致性之基準情境設定原則。本次修法明訂自主管理辦法納管之公私場所應

訂定之自主減量目標，因此本辦法配合增訂減量基準年及基準量設定準則，

分別定義如下： 

1. 減量基準年：訂定自主減量目標時所選定之基準年度 

2. 基準量：指訂定自主減量目標時所選定之基準排放量 

本計畫為提供本辦法納管之公私場所、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設定

自主減量目標後，可用以檢視及減量目標達成情況，設計四個減量基準年及

基準量設定情境可供業者依循，如表3-4-1.1所示。情境設定係以納管對象新

設或變更完成年分類為情境一至情境三，據以設定減量基準年，並取特定年

份排放量數據平均值作為基準量，另提供不適用前述情境者，則以有完整盤

查資料當年度為減量基準年與基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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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1 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情境說明彙整表43 

情境 
情境選定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情境四 

新設或變

更完成年 

94 年前 

(含 94 年) 

94 年後 未滿 5 年 其他 

註：如情境一至情

境三皆不適用，則

皆以情境四進行

試算。 

減量 

基準年 

設定 

94 年 新設或變更完成

年 

新設或變更完成

年 

始有完整盤查資

料之盤查年度。 

基準量 

設定 

( 公 噸

CO2e) 

自 94-98 年 5 年

間，取 3 年較高

排 放 量 之 平 均

值。 

新設或變更完成

後，取其中 3 年

較高排放量之平

均值。 

新設或變更完成

後未滿 5 年者，

若僅有 1-2 年完

整盤查數據，則

取較高 1 年排放

量之數值。 

以有完整盤查資

料當年度為基準

量。 

直接使用 94 年

當年排放量之數

值。 

新設或變更完成

後未滿 5 年者，

若有 3-5 年完整

盤查數據，則取 2

年較高排放量之

平均值。 

 

(三)建立每年查核機制： 

原自主管理辦法僅要求納管對象應每年檢討溫室氣體及其他相關空氣

污染物排放量，提送環保局核定，未有明確審查/查核機制。本次修法為檢視

納管之公私場所及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自主減量管理目標達成情形，

強化本辦法管理力道，爰明定納管對象除提出自主管理計畫外，新增每年應

提送「自主管理檢核報告」，以滾動式檢視納管對象之自主管理計畫執行成

效及變更事項，並明訂未達減量目標者，應於檢核報告提出改善方案。目的

在要求適用對象應每年報告自主目標達成情形，供環保局審查核定。 

  

 
43 本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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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改善方案： 

原自主管理辦法並未明確定義納管對象未達減量目標時可執行之改善

方案。本次修法公告得採執行包含外部減碳計畫、廠內實質減量、減量額度

交易或其他經環保局認可之溫室氣體減量方法以達減量目標，明定改善方案

執行方式供各納管對象參考，以鼓勵產業進行自主減量，並規劃執行臺中市

轄內減碳計畫之獎勵機制，鼓勵納管之公私場所於臺中市轄內執行溫室氣體

減量措施，協助降低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量。改善方案列舉如下： 

1. 外部減碳計畫： 

如裝設太陽能板、照明或空調設備汰換、使用電動運具等。 

2. 廠內實質減量： 

如節能改善工程、設備效率提升、熱能冷能回收等。 

3. 減量額度交易： 

如環保署核發之先期或抵換額度、購買國內外碳額度等。 

4. 其他經環保局認可之方式： 

如我國再生能源憑證、植樹、碳捕集封存與再利用技術等。 

 

(五)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修正要點及修訂歷程概述： 

依循前述四項自主管理辦法修正方向，本計畫已完成「臺中市溫室氣體

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訂作業，並於110年5月10日召開1場受納管對象研

商會議，收集納管對象反饋意見與環保局長官進行討論修訂，目前檢討修訂

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之說明對照表(110年10月21日版)如表3-4-1.2所示，

已於110年10月提交環保局，後續依需求辦理草案預告/公告等行政程序，及

研擬自主管理計畫撰寫原則、環保局審核/審查原則等配套措施，逐步完成臺

中市自主管理辦法修訂作業。相關修訂作業歷程如表3-4-1.3所示。 

本辦法修正要點分述如下： 

1. 修正本辦法之適用對象，並增訂適用對象除應提出自主管理計畫，亦

須提出自主管理檢核報告供環保局核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2. 增訂本辦法所使用到之用詞定義。(修正條文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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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修環保局公告指定之一定規模以上用電或溫室氣體排放源之公私

場所、該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提交自主管理計畫及自主管理

檢核報告之期限、申請展延、檢討週期；增訂因既設公私場所變更而

增加溫室氣體排放量者，得提出自主管理計畫異動申請。(修正條文

第五條) 

4. 增訂公私場所及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訂定減量目標之依據，俾

利環保局後續審查。(修正條文第六條) 

5. 增修公私場所提交自主管理計畫內容應包含項目。(修正條文第七條) 

6. 增修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提交自主管理計畫內容應包含項目。(修正

條文第八條) 

7. 增訂公私場所及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之自主管理檢核報告內容，並明

確規定未達減量目標者，應提出改善方案。(修正條文第九條) 

8. 增訂新設公私場所首次納入本辦法管制時應辦理之事項。(修正條文

第十條) 

9. 增訂環保局審查機制納入自主管理檢核報告並修正補正日數。(修正

條文第十一條) 

10. 增修審查結果應通知對象以及審查期限。(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11. 增修自主管理計畫與檢核報告相關文件之資料皆須予以保留。(修正

條文第十三條) 

12. 增訂排除條款，避免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

放交易制度後重複管制。(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13. 增訂違反本辦法之情事，應依自治條例第五十條規定辦理。(修正條

文第十五條) 

14. 施行日期條次變更至修正條文第十六條。(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15. 因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八條，爰刪除現行條文(106年1月5日版)

第五條、第六條、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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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2 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說明對照表4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106.01.05)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中巿發展

低碳城市自治條例(以下簡

稱本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中巿發

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以

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第二

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

下簡稱環保局)。 

第二條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以下簡稱環保局)。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符

合本自治條例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五條規定之公私場

所、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

單位，應提出溫室氣體排放

源自主管理計畫（以下簡稱

自主管理計畫）及自主管理

檢核報告（以下簡稱檢核報

告）並經環保局核定。 

 
 

第三條 符合本自治條例第

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規

定之公私場所，應提出溫

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

計畫（以下簡稱自主管理

計畫）並經環保局核定。 

適用本辦法之公私場

所，為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法納管之排放源及所

屬事業。 

一、 依據本自治條例

規定增列第一項

適用對象為公私

場所、區域之開發

或經營管理單位。 

二、  為強化本辦法管

理，爰明定適用對

象除提出自主管

理計畫外，亦應提

出自主管理檢核

報告，目的在要求

適用對象應每年

報告自主目標達

成情形。 

三、  適用對象已於第

一項說明，爰刪除

第二項。 

第四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下

簡稱排放量）：指自公私

場所排出之各種溫室氣

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

化潛勢所得之合計量，

以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CO2e)表示。 

二、減量基準年：指訂定自

主減量目標時所選定之

基準年度。 

三、基準量：指訂定自主減

 一、 本條新增。 

二、 明定本辦法用詞

之定義。 

三、 第一款係參酌「溫

管法」定義。 

四、 訂定基準量及減

量基準年之目的

在於公私場所、區

域之開發或經營

管理單位設定自

主減量目標後(第

六條)，用以檢視

其減量目標之達

 
44 本工作團隊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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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2 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說明對照表4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106.01.05) 說明 

量目標時所選定之基準

排放量。 

四、新設：本辦法修正發布
實施後始設立之公私場
所。 

五、變更:本辦法修正發布實

施後因設備更換或擴

增、製程、原(物)料、燃

料或產品改變等情形之

既設公私場所。 

成狀況。 

第五條 環保局公告指定之公

私場所應於通知日起九十

日內提出自主管理計畫，公

私場所位於本自治條例第

二十五條規定之區域者，該

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單

位應於通知日起一百八十

日內提出自主管理計畫。無

法如期提出者，應於屆期前

三十日以書面向環保局申

請展延，展延以一次為限，

展延期限不得超過九十日。 

公私場所或該區域之開

發或經營管理單位，若因公

私場所變更涉及增加溫室

氣體排放量，得提出自主管

理計畫異動申請，申請內容

應包含變更前後之溫室氣

體排放量增量、減量目標等

異動說明。 

前兩項自主管理計畫經

核定後，應於次年起，每年

九月底前提交前一年度檢

核報告。無法如期提出者，

應於屆期前三十日以書面

向環保局申請展延，展延以

一次為限，展延期限不得超

過三十日。 

自主管理計畫經核定

第四條 環保局公告指定之

公私場所應於公告後九

十日內提出自主管理計

畫，公私場所位於本自治

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之

區域者，該區域之開發或

經營管理單位應於一百

八十日內提出自主管理

計畫。無法如期提出者，

應於屆期前三十日以書

面向環保局申請延期，延

長期限不得超過九十日。 

前項自主管理計畫經

核定後，應每四年檢討修

正，並於屆期前六十日內

送交環保局核定。無法如

期提出者，應於屆期前三

十日以書面向環保局申

請延期，延長期限不得超

過三十日。 

 

一、 條次變更。 

二、 本辦法已規範公

告對象應設定之

減量目標 ( 第六

條)，故第一項增

訂起算日，以要求

公私場所及區域

之開發或經營管

理單位應於通知

日起之一定期間

內重新提出新版

自主管理計畫。 

三、 增訂第二項，若因

公私場所變更涉

及溫室氣體排放

量增量，公私場所

或該區域之開發

或經營管理單位

得重新提出自主

管理計畫異動申

請。 

四、 為檢視自主管理

目標達成情形，新

增每年應提送檢

核報告，以滾動式

檢視自主管理計

畫執行成效或變

更項目，故增列第

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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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2 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說明對照表4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106.01.05) 說明 

後，應每四年檢討修正，並

於屆期前三至六個月內提

出下一期程之自主管理計

畫。無法如期提出者，應於

屆期前三個月以書面向環

保局申請展延，展延以一次

為限，展延期限不得超過三

十日。 

五、 第一項至第四項

統一將延期修正

文字為展延，並明

確規範展延次數

及期限規定。 

第六條 公私場所及區域之開

發或經營管理單位之自主

減量目標為民國一百一十

九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其減量基準年之基準量百

分之七十以下，且以逐年遞

減原則訂定年度目標排放

量，每年排放量減量比率至

少百分之二。 

減量基準年、基準量之

設定方式如下表： 

情境 
情境選定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設立

或變

更完

成年 

94 年

前 

(含 94

年) 

94 年

後 
未滿 5 年 

減量

基準

年 

設定 

94 年 

設立或

變更完

成年 

設立或變更

完成年 

基準

量設

定 

(公噸

CO2e) 

自 94-

98 年 5

年間，

取 3 年

較高排

放量之

平均值 

 

設立或

變更完

成後，

取其中

3 年較

高排放

量之平

均值 

 

設立或變更

完成後未滿

5 年者，若僅

有 1-2 年完

整 盤 查 數

據，則取較

高 1 年排放

量之數值 

直接使

用 94

年當年

排放量

之數值 

設立或變更

完成後未滿

5 年者，若有

3-5 年完整

盤查數據，

則取 2 年較

高排放量之

平均值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溫管法」第

四條以及第三期

階段管制目標為

119 年排放量降

為基準年百分之

八十以下，為使臺

中市溫室氣體排

放朝我國階段管

制目標邁進，並加

強轄內溫室氣體

排放源管制力道，

參考國際淨零排

放趨勢，爰新增第

一項，明定公私場

所及區域之開發

或經營管理單位

應設定之減量目

標，以利後續檢視

其減量目標達成

之狀況。 

三、第一項規範公私

場所及區域之開

發或經營管理單

位之 119 年溫室

氣體排放量較基

準量減少 30%，

且以逐年遞減為

原則訂定本辦法

修正發布實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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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2 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說明對照表4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106.01.05) 說明 

如情境一至情境三皆不

適用，則以有完整盤查資料

當年度為減量基準年與基

準量。 

至 119 年之年度

目標排放量，其每

年減量比率至少

達 2%，以要求納

管對象採取減量

行動逐年降低排

放量。 

四、由於各公私場所

及區域之開發或

經營管理單位設

立或變更時間不

同，爰新增第二

項，以作為選取適

合情境以設定減

量基準年及基準

量之準則。 

五、各公私場所及區

域之開發或經營

管理單位設立或

變更時間不同，若

第二項所列情境

一至情境三皆不

適用，爰新增第三

項作為減量基準

年及基準量選定

之依據。 

 第五條 本自治條例第二十

五條所定區域內新設公

私場所其用電或溫室氣

體排放量達環保局公告

之規模者，應於設立前六

十日提出自主管理計畫

並經環保局核定，並副知

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 

自主管理計畫經核定

者，於核定結果送達至開

發或經營管理單位三十

日內，開發或經營管理單

一、本條刪除。 

二、新設公私場所已

於修正條文第十

條規範自主管理

計畫提交期程，故

本條配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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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2 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說明對照表4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106.01.05) 說明 

位應提出自主管理計畫

差異說明提送環保局核

定。 

 第六條 公私場所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於六十日內

提出自主管理計畫差異

說明，提送環保局核定： 

一、 經盤查溫室氣體年

排放量增加達已核

定之年排放量百分

之十以上。 

二、 預估溫室氣體年排

放增加達已核定之

年排放量百分之十

以上。 

三、 其他經環保局指定

者。 

 
前項公私場所位於

本自治條例第二十五條

所規定之區域內者，應

於提出自主管理計畫差

異說明後副知開發或經

營管理單位。 

自主管理計畫差異

說明經核定者，於核定

結果送達至開發或經營

管理單位三十日內，開

發或經營管理單位應提

出自主管理計畫差異說

明送環保局核定。 

前三項自主管理計

畫差異說明內容應包含

排放量增量說明、增量

改善方案及排放量管理

策略。 

一、本條刪除。 

二、因修正條文第五

條第三項已明定

每年應提交上年

度檢核報告以達

成效管控，無須另

提差異說明，故本

條配合刪除。檢核

報告中應說明溫

室氣體減量措施、

成效、減量目標達

成狀況；如未達成

減量目標，則必須

於檢核報告中提

出改善方案。 

 

第七條 公私場所自主管理計

畫內容應包含下列各項： 

一、溫室氣體管理組織與

第七條 公私場所自主管理

計畫內容應包含下列各

項： 

一、條次變更。 

二、考 量 自 溫 管 法

104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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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2 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說明對照表4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106.01.05) 說明 

監管架構。 

二、溫室氣體排放源鑑

別。 

三、基準量、減量基準年

及歷年溫室氣體排放

量。 

四、溫室氣體排放量預估

方法。 

五、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六、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規

劃。 

七、其他經環保局指定之

項目。 

 
公私場所應提交之自主

管理計畫格式由環保局訂

定之。 

 

一、 產能、排放源與製

程說明。 

二、溫室氣體及其他相

關空氣污染物排放

源之排放量推估及

排放清單。 

三、電 力 種 類 及其 來

源、電力使用數量

及預估計畫期間內

節約能源百分率。 

四、依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溫室氣體排放量

申報作業指引進行

基準年及歷年溫室

氣體盤查清冊及報

告書。  

五、溫室氣體及其他相

關空氣污染物排放

量 及 電 力 查核 制

度。 

六、溫室氣體及其他相

關空氣污染物收集

及排放管道設施、

防制設施之種類、

構造、效能、流程、

使用狀況及其設計

圖說。 

七、溫室氣體及其他相

關空氣污染物排放

量管理、減量目標

與措施。 

八、其他經環保局指定

之項目。 

正式施行後，針對

溫室氣體之管理

已與空污管制脫

鉤，本辦法為規定

溫室氣體之減量

管理，爰刪除空氣

污染相關內容，修

正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八款，並配合

修正自主管理計

畫應包括內容及

規定格式。 

三、增列第二項公私

場所須依公告之

格式提交自主管

理計畫，以利公私

場有所依循。 
 

第八條 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

理單位自主管理計畫內容

應包含下列各項： 

一、基本資料與管制區域

環境現況（含範疇平面

第八條 開發或經營管理單

位自主管理計畫內容應

包含下列各項： 

一、 區域環境現況(含平

面配置圖)、環境負

一、修正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九款，自

溫管法正式施行

後，溫室氣體已

與空污脫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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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2 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說明對照表4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106.01.05) 說明 

配置圖）。 

二、溫室氣體管理組織與

監管架構。 

三、溫室氣體排放源鑑別。 

四、基準量、減量基準年及

歷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五、溫室氣體排放量預估

方法。 

六、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七、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規

劃。 

八、其他經環保局指定之

項目。 

 
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

單位提交之自主管理計畫，

得排除其區域內已自行提

交自主管理計畫之公私場

所。 

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

單位應提交之自主管理計

畫格式由環保局訂定之。 

荷及環境變化分析。 

二、 溫室氣體及其他相

關空氣污染物排放

源排放量推估及排

放清單。 

三、 區域內公私場所之

基準年及歷年溫室

氣體及其他相關空

氣污染物盤查彙整

表及報告書。 

四、 區域內溫室氣體及

連帶產生其他相關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管理、減量目標及策

略。 

五、 自主管理計畫管制

之組織、資源與查核

管制措施。 

六、 其他經環保局指定

之項目。 

 

辦法為規定溫室

氣體之減量管理，

爰刪除空氣污染

相關內容，並配合

修正自主管理計

畫應包括內容及

規定格式。  

二、增列第二項，如公

私場所已自行提

出自主管理計畫，

則該公私場所之

開發或經營管理

單位所提出自主

管理計畫得排除

前述公私場所產

生之溫室氣體排

放量，以避免重複

提交審查以致減

量無法落實。 

三、增列第三項，區

域之開發或經營

管理單位須依公

告之格式提交自

主管理計畫，以

利區域之開發或

經營管理單位有

所依循。 

 第九條 公私場所應配合開

發或經營管理單位執行

自主管理計畫所列之各

項管理工作。 

公私場所及開發或經

營管理單位應定期查核

並保留紀錄，查核紀錄應

保留五年。 

將本條文移至修正條

文第十三條。 

第九條 公私場所及區域之開

發或經營管理單位提交之

檢核報告內容應包含下列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

五條規定，爰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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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2 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說明對照表4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106.01.05) 說明 

各項： 

一、 溫室氣體盤查報告。 

二、 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成效、減量目標達成狀

況及未達成減量目標

之改善方案。 

三、 其他經環保局指定之

項目。 

 

未達減量目標者，應於
檢核報告提出改善方案。改
善方案得採執行外部減碳

計畫、廠內實質減量、減量
額度交易或其他經環保局
認可之方式以達減量目標，
前項減量額度比例為一比
一，若外部減碳計畫位於臺
中市轄內得以一點二倍作
為減量額度。 

公私場所及區域之開發

或經營管理單位應提交之

檢核報告格式由環保局訂

定之。 

應提交之檢核報

告內容。 

三、增列第二項，以說

明改善方案之方

式，明定減量額度

取得來源，並訂定

執行轄內減碳計

畫之獎勵機制，鼓

勵公私場所及區

域之開發或經營

管理單位於本市

轄內執行溫室氣

體減量措施，協助

降低本市排放量。 

四、增列第三項，公私

場所及區域之開

發或經營管理單

位皆須依公告之

格式提交檢核報

告，以利有所依

循。 

 第十條 公私場所及開發或

經營管理單位應每年檢

討溫室氣體及其他相關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未能

達成自主管理計畫之減

量目標時，應提出改善方

案，提送環保局核定。 

溫室氣體及其他相關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或用

電量減量超過自主管理

計畫減量目標者，其超額

減量部分得依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空氣污染

防制法相關規定辦理申

請保留或抵換。 

公私場所提報自主管

一、本條刪除。 

二、未達減量目標者，
應於檢核報告提
出改善方案，改善
方案之相關規範
已整併於修正條
文第九條第二項，
因此本條文配合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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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2 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說明對照表4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106.01.05) 說明 

理計畫內容，經環保局核

定後，仍應符合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溫室氣體相關

管制目標；不符合相關管

制目標時，需提差異說

明，再送環保局核定。 

第十條 本辦法修正發布實施

後，新設公私場所為環保局

公告指定之公私場所，應於

通知日起兩年內提交自主

管理計畫，並提出溫室氣體

排放量相對應之減量目標

及減量措施等相關文件送

環保局核定。其中減量目標

以每年排放量減少 1%為願

景。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新設公私場

所首次納入自主
管理計畫管制時
應辦理事項。 

三、考量前述對象至
少需營運一至兩
年方有完整之經
查證盤查數據資
料，故訂定兩年為
前述公私場所之
自主管理計畫提
交期限。 

第十一條 環保局受理自主管

理計畫、檢核報告後應進行

審查，必要時得要求公私場

所及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

理單位說明。 

前項內容經審查認定

有不符合本辦法規定或內

容有欠缺者，應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應予駁回。

但已於期限內補正而仍不

符合本辦法規定或內容有

欠缺者，得再通知限期補

正。各次補正日數不算入審

查期間，且總補正日數不得

超過九十日。 

第十一條 環保局受理自主

管理計畫、第五條或第六

條規定之差異說明後應

進行審核，必要時得要求

公私場所、開發或經營管

理單位說明。 

前項內容經審查認定

有不符合本辦法規定或

內容有欠缺者，應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者，應予

駁回。但已於期限內補正

而仍不符合本辦法規定

或內容有欠缺者，得再通

知限期補正。補正總日數

不得超過九十日。 

自主管理計畫經駁回

者，視同未訂定。 

一、現行條文有關差

異說明之敘述已

刪除，改以提列檢

核報告，故配合酌

修第一項。 

二、文字修正，統一將

第一項之審核修

正為審查。 

三、於第二項明定各

次補正日數不算

入審查期間。 

第十二條 環保局應於受理自

主管理計畫或檢核報告九

十日內，將審查結果通知公

第十二條 環保局應於受理

公私場所自主管理計畫、

第五條或第六條之差異

一、條次變更。 

二、增修第一項審查

結果應通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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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2 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說明對照表4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106.01.05) 說明 

私場所、區域之開發或經營

管理單位。 

前項審查期限不包含

補正日數及其他不可歸責

於環保局之可扣除日數。如

因不可抗力之因素而超出

九十日之期限，則不在此

限。 

說明後六十日內，將自主

管理計畫審查結果通知

公私場所。 

公私場所位於本自治

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區

域者，環保局得待公私場

所及開發或經營管理單

位繳交前項內容後，一併

審查，並於六十日內，將

審查結果通知公私場所

及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 

前二項審查期限不包

含補正日數及其他不可

歸責於環保局之可扣除

日數。 

並同步第二項修

正審查期限為九

十日。 

三、區域之開發或經

營管理單位已排

除其區域內自行

提交自主管理計

畫之公私場所，故

無現行條文第二

項適用狀況，爰以

刪除。 

四、增修第二項，說明

如遇不可抗力之

因素，審查期限得

以延長。 

第十三條 公私場所及區域之

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應定

期查核並保留紀錄，查核紀

錄應保留五年。 

 

第九條 公私場所應配合開

發或經營管理單位執行

自主管理計畫所列之各

項管理工作。 

公私場所及開發或

經營管理單位應定期查

核並保留紀錄，查核紀錄

應保留五年。 

一、條次變更。 

二、因公私場所已不

納入區域之開發

或經營管理單位

執行自主管理計

畫中，爰刪除第一

項。 

第十四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於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實施溫

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

易制度後為納管對象者，得

予排除。 

 一、本條新增。 

二、為配合未來中央

將實施總量管制

與排放交易，增列

排除條款，避免重

複管制及牴觸中

央法令。 

第十五條 公私場所、區域之開

發或經營管理單位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依自治條例

第五十條規定辦理: 

一、未依第七條與第八條

規定提交自主管理計

畫者。 

二、未依第九條規定提交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公私場所及

區域之開發或經

營管理單位如有

違反本辦法之情

事，則依自治條例

規定處以相關罰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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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2 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說明對照表4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106.01.05) 說明 

檢核報告者。 

三、自主管理計畫或檢核

報告經主管機關駁回

者。 

四、資料提報不實者。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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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3 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歷程彙總表 

日期 進度說明 

110年1月13日 

(與科長、股長討

論自主管理辦法) 

1. 討論109年計畫自主管理辦法最終版本修改方向  

2. 第六條訂定自主管理減量目標由20%提高至30% 

110年2月19日 

(提交修正草案) 

提交「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110

年2月19日版(後續研商會討論版本) 

110年4月20-21日 

(拜訪台中電廠、

中龍鋼鐵、台中港

務分公司) 

1. 召開研商會議會前會，說明本次修法方向  

2. 掌握各單位自主管理運作，釐清減量30%可行性  

3. 收集各單位反饋意見，預先準備因應對策  

110年4月29日 

(與科長、股長討

論會前會意見) 

1. 台中電廠至119年排放量推估情境分析  

2. 討論台中電廠、中龍鋼鐵自主減量目標設定  

3. 討論台中港務公司自主減量目標管制範疇、目標設定  

4. 預擬研商會問答QA討論 

110年5月3日 

(與商副座討論自

主管理辦法) 

1. 確認台中電廠、中龍鋼鐵維持減量30%目標 

2. 討論台中港務分公司可排除台中電廠、中龍鋼鐵，以可

直接管轄之B-2區為自主減量目標管制範疇  

3. 考量低碳自治條例納入經營管理單位係為避免港區成

為高污染及高碳密集產業園區，故仍維持管制排放總量

概念，因已明定台中電廠、中龍鋼鐵須減量30%，建議

針對台中港務公司之減量目標比照辦理  

110年5月6日 

(台中港務分公司

拜訪局陪同討論) 

針對台中港務分公司之納管方式，包含匡列港區排放總量

及減量目標規範等問題進行意見交流  

110年5月10日 於臺中市環境保護局召開1場受納管對象研商會議  

(出席者：台中電廠、中龍鋼鐵、台中港務分公司 ) 

110年5月13日 

 

提交研商會議後補充資料：  

1. 蒐集「高雄市自主管理辦法」並與臺中市版本比較  

2. 針對環評增量抵換規定，提供環保署「審查開發行為

溫室氣體排放增量抵換處理原則」之說明  

3. 蒐集交通部對各港務分公司之「減量目標或策略」  

110年5月17日 整理研商會議各單位癥結點、意見重點及預擬回覆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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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進度說明 

110年6月9日 提交「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110

年6月9日修正版：  

1. 第六條減量目標，新增以面積概念管制本辦法宣告後

至119年之排放總量  

2. 第九條放寬改善方案得採行方式，並賦予執行臺中市

轄內減碳計畫加碼獎勵  

3. 刪除原先明定公私場所、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

應自我簽核之相關規定  

110年7月14日 依環保局長官意見檢討修訂「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

管理辦法修正草案」，並提交環保局簽奉核定，完成初版

自主管理辦法修訂作業。  

110年10月21日 110年7月至10月陸續依環保局長官意見檢討修訂「臺中市

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最終修訂版(110

年10月21日)已提交環保局呈核，主要修正內容如下：  

1. 第五條增訂因既設公私場所變更而增加溫室氣體排放

量者，得提出自主管理計畫異動申請。  

2. 第六條減量目標，除了規範119年較基準量減量30%，

新增「以逐年減量為原則訂定年度目標排放量，每年

排放量減量比率至少2%」 

3. 增訂第十條，明定新設公私場所首次納入本辦法管制

應辦理之事項，得提出溫室氣體排放量相對應之減量

目標及減量措施等相關文件送環保局核定。不受第六

條減量目標管制，惟應以每年排放量減少1%為願景。 

4. 配合增訂第十條，後續條文調整條次。  

110年10月25日 環保署110年10月21日預告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氣候變遷因應法」)，提交「臺中市自主管理辦法與氣候

變遷因應法之競合關係」說明。  

 

二、第一批納管對象依修正辦法執行自主管理減量推估 

依循「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法增訂之119年減量目標(較

基準量減少30%)，為使環保局預先掌握第一批納管對象執行自主管理後之減量空

間，針對台中電廠、中龍公司及臺中港務分公司3家納管對象，模擬套用修正辦法

後之情境，包含減量基準年及基準量之設定、119年自主減量目標及其減量路徑

與歷年實際排放量比較，推估要達成自主減量目標之難度相當大 (台中電廠約差

616萬公噸CO2e、中龍鋼鐵約差206萬公噸CO2e、台中港務分公司約差12萬公噸

CO2e)，顯示本修正草案將具備足夠管制力道推動企業低碳轉型，第一批納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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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若依循本修正草案規範之自主減量路徑降低排放量，將為臺中市朝119年整體

溫室氣體減量30%目標邁進奠定重要基礎，說明如後。 

(一) 減量基準年及基準量設定 

依據本修正辦法第6條，針對納管對象之自主減量目標係依據減量基準

年及基準量訂定，其適用情境及說明詳見表3-4-1.4。台中發電廠於81年即

正式商轉，然現今十部燃煤機組中第十號機組於95年6月正式上線，故視95

年為變更完成年，選擇情境二假設95年為減量基準年，計算95年~108年間

排放量最大3年之平均值作為基準量，為3,919萬1,431噸。 

中龍鋼鐵於93年即有溫室氣體申報資料，然考量其二期擴建計畫增設

第二座高爐於102年3月投產，原物料使用及溫室氣體排放大幅提升，故視

102年為變更完成年，選擇情境二假設102年為減量基準年，計算102年~108

年間排放量最大3年之平均值作為基準量，為996萬5,983噸。 

臺中港務分公司為管理單位非屬排放源，因106年「臺中市溫室氣體排

放源自主管理辦法」公告後才須依法申報，故不適用情境一~情境三，依其

所提自主管理計畫假設以103年為減量基準年，基準量為44萬9,636噸。 

表 3-4-1.4 第一批納管對象之減量基準年、基準量設定 

納管對象 適用情境 適用條件 減量基準年 
基準量 

(公噸 CO2e) 

台中電廠 情境二 
第十號機組於 95 年 6 月運

轉，視變更完成年為 95 年。 
95 年 39,191,431 

中龍鋼鐵 情境二 

二期擴建增設第二座高爐於

102 年 3 月投產，視變更完

成年為 102 年。 

102 年 9,965,983 

臺中港務 
分公司 

自主設定 

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

管理辦法公告後，才須依法

申報，故不適用情境一~三。 

103 年 

449,636 
(B-2 區) 

449,636 
(全區) 

註 1：情境二條件為設立或變更完成年在 94 年後，其基準量設定為設立或變更完成後，取其

中 3 年較高排放量之平均值。 

註 2：台中港務公司因不適用情境一~三，以有完整盤查資料當年度為減量基準年與基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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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批納管對象之減碳量估算 

針對台中電廠、中龍公司及臺中港務分公司3家納管對象，模擬依據本

修正辦法第6條「自主減量目標為民國11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其減量基

準年之基準量70%以下，且以逐年減量為原則訂定年度目標排放量，每年排

放量減量比率至少2%」，計算3家納管對象之119年自主減量目標，並依此

推估108年至119年逐年應達成之目標排放量，與歷年實際排放量比較(詳表

3-4-1.5)，分析本修正辦法對3家台中市第一批自主管理納管對象108年至

119年之預估減碳量，說明如後。 

1. 台中發電廠預估減碳量(詳表 3-4-1.5、圖 3-4-1.2)： 

(1) 依本修正辦法台中發電廠每年排放量減少 2％，預估排放量由 108 年

實際排放量 2,697 萬公噸 CO2e 減少至 114 年約 2,389 萬公噸 CO2e，

減碳量約 308 萬公噸 CO2e。 

(2) 台中發電廠預計 114 年後將新增 2 部天然氣機組，依據 109 年環保署

審查通過之「台中發電廠新建燃氣機組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碳排預

估增加 662.45 萬公噸 CO2e/年，考量增設發電機組為因應國家整體用

電需求，依據本次修正草案第五條第二款「得提出自主管理計畫異動

申請，申請內容應包含變更前後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減量目標等

異動說明」，預估 114 年排放量提高至約 3,052 萬公噸 CO2e。依本修

正辦法每年排放量仍須減少 2％，預估 119 年排放量減少至 2,759 萬

公噸 CO2e，減碳量約 293 萬公噸 CO2e；而因 119 年排放量須較基

準量減量 30%為目標(目標排放量 2,743 萬公噸 CO2e)，減碳量約 308

萬公噸 CO2e。 

(3) 考量台中發電廠 114 年新增燃氣機組，推估自 108 年實際排放量至

119 年目標排放量(2,743 萬公噸 CO2e)，預估減碳量約 308+308=616

萬公噸 CO2e。 

2. 中龍鋼鐵預估減碳量(詳表 3-4-1.6、圖 3-4-1.3)： 

(1) 依本修正辦法中龍鋼鐵每年排放量減少 2％，預估排放量由 108 年實

際排放量 904 萬公噸CO2e 減少至 119 年排放量約 724 萬公噸 CO2e，

減碳量約 180 萬公噸 CO2e。 

(2) 因 119 年排放量須較基準量減量 30%為目標(目標排放量 698 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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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預估減碳量約 206 萬公噸 CO2e。 

3. 台中港務分公司(B2 區)預估減碳量(詳表 3-4-1.7、圖 3-4-1.4)： 

(1) 依本修正辦法台中港務分公司實際管轄(B2 區)每年排放量減少 2％，

預估排放量由 108 年實際排放量 43.4 萬公噸 CO2e 減少至 119 年約

34.7 萬公噸 CO2e，減碳量約 9 萬公噸 CO2e。 

(2) 因 119 年排放量須較基準量減量 30%為目標(目標排放量 31.5 萬公噸

CO2e)，預估減碳量約 12 萬公噸 CO2e。 

4. 台中發電廠預估減碳量(詳表 3-4-1.8、圖 3-4-1.5)： 

(1) 依本修正辦法台中港務分公司全區(含台中發電廠、中龍鋼鐵、經濟部

加工出口區)每年排放量減少 2％，預估排放量由 108 年實際排放量

3,653 萬公噸 CO2e 減少至 114 年約 3,236 萬公噸 CO2e，減碳量約

417 萬公噸 CO2e。 

(2) 若額外考量台中電廠 114 年新增燃氣機組增加 662.45 萬公噸 CO2e，

預估全區 114 年排放量提高至 3,898 萬公噸 CO2e。假設每年排放量

減少 2％，預估 119 年排放量減少至 3,524 萬公噸 CO2e，減碳量約

375 萬公噸 CO2e；而因 119 年排放量須較基準量減量 30%為目標(目

標排放量 3,519 萬公噸 CO2e)，減碳量約 379 萬公噸 CO2e。 

(3) 台中港務分公司(全區)若納入台中電廠新增燃氣機組新增之排碳量，

推估自 108 年實際排放量至 119 年目標排放量(3,519 萬公噸 CO2e)，

預估減碳量約 417+379=796 萬公噸 CO2e。 

(4) 顯示本修正辦法有助於台中港全區溫室氣體總量管制，並作為台中港

務分公司對台中港區溫室氣體排放進行實質管制之法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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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5 台中電廠執行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之預估減碳量 

年度 

台中發電廠排放量推估(萬公噸 CO2e) 

逐年減 2% 
114 年新增燃氣機組註 1 

逐年減 2% 119 年較基準量減量 30% 

108(實際排放量) 2,697 - - 

109 2,643 - - 

110 2,590 - - 

111 2,539 - - 

112 2,488 - - 

113 2,438 - - 

114 2,389 3,052 3,052 

115 - 2,991 2,991 

116 - 2,931 2,931 

117 - 2,872 2,872 

118 - 2,815 2,815 

119 - 2,759 2,743
註 2 

預估減碳量 308 293 308 
註 1：依據台中發電廠燃氣機組環評資料排碳量將增加 662.45 萬公噸 CO2e。 

註 2：本計畫概估實際由各公司依情境設定減量基準年、基準量，據以估算 119 年減量目標。 

 

 

 

圖 3-4-1.2 台中電廠歷年排放量與 119 年減量路徑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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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6 中龍鋼鐵執行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之預估減碳量 

年度 
中龍鋼鐵排放量推估(萬公噸 CO2e) 

逐年減 2% 114 年較基準量減量 30% 

108(實際排放量) 904 904 

109 886 886 

110 868 868 

111 851 851 

112 834 834 

113 817 817 

114 801 801 

115 785 785 

116 769 769 

117 754 754 

118 738 738 

119 724 698
註 1 

預估減碳量 180 206 
註 1：本計畫概估。實際由各公司依情境設定減量基準年、基準量，據以估算 119 年目標排放量 
 

 

 

圖 3-4-1.3 中龍鋼鐵歷年排放量與 119 年減量路徑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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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7 台中港務分公司(B2 區)執行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之預估

減碳量 

年度 
台中港務分公司(B2 區)排放量推估(萬公噸 CO2e) 

逐年減 2% 114 年較基準量減量 30% 

108(實際排放量) 43.4 43.4 

109 42.5 42.5 

110 41.7 41.7 

111 40.8 40.8 

112 40.0 40.0 

113 39.2 39.2 

114 38.4 38.4 

115 37.7 37.7 

116 36.9 36.9 

117 36.2 36.2 

118 35.4 35.4 

119 34.7 31.5 註 1 

預估減碳量 9 12 

註 1：本計畫概估。實際由各公司依情境設定減量基準年、基準量，據以估算 119 年目標排放量 

 

 

 

圖 3-4-1.4 台中港務公司(B2 區)歷年排放量與 119 年減量路徑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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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8 台中港務分公司(全區)執行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之預估減

碳量 

年度 

台中港務分公司(全區)排放量推估 (萬公噸 CO2e) 

逐年減 2% 
考量台中電廠 114 年新增燃氣機組註 1 

逐年減 2% 114 年較基準量減量 30% 

108(實際排放量) 3,653   

109 3,580   

110 3,508   

111 3,438   

112 3,369   

113 3,302   

114 3,236 3,898 3,898 

115  3,820 3,820 

116  3,744 3,744 

117  3,669 3,669 

118  3,595 3,595 

119  3,524 3,519
註 2 

預估減碳量 417 375 379 
註 1：依據台中發電廠燃氣機組環評資料排碳量將增加 662.45 萬公噸 CO2e。 

註 2：本計畫概估實際由各公司依情境設定減量基準年、基準量，據以估算 119 年目標排放量。 

 

 

 

圖 3-4-1.5 台中港務公司(全區)歷年排放量與 119 年減量路徑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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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中電廠溫室氣體減量對臺中市 119 年減量目標貢獻說明 

假設台中電廠依循本辦法執行自主管理，預估119年可貢獻溫室氣體減量

達616萬噸CO2e。然而，依據環保署106年4月公告之「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

計算指引」中，說明我國電力排放係數已考量燃料作為發電目的使用所造之排

放量，又因電力業擔負能源供應責任，涉屬國家能源政策及能源安全穩定等國

家上位層級，故電廠排放量(台中電廠)不納入臺中市城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

進行計算。爰此，台中電廠之溫室氣體減量無法算入臺中市119年減量目標(較

基準年減量30%)，後續建議臺中市政府仍需公告第二批應執行自主管理之公私

場所，擴大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範疇，才有機會達成臺中市對外承諾之119

年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減量30%目標。 

另外，有關高雄市草擬之自主管理辦法版本和臺中市修正草案版本異同處及

優缺點，詳列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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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辦理自主管理辦法相關會議成果  

本計畫於110年5月10日召開1場次「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

正草案納管對象研商會議」，邀請台灣電力公司台中發電廠、中龍鋼鐵公司及台

中港務分公司出席，會議記錄及簽到簿詳附件，整理各單位所提意見及研商會議

結論如表3-4-2.1，研商會議辦理情形如圖3-4-2.1所示。 

表 3-4-2.1 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研商會議各單位意見摘錄 

單位 條文 意見 

台中港務

分公司 
第四條 

建議「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應排除於自我檢核保證

制度外。 

第六條 

「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之減量基準年、基準量、減

量目標應具彈性，不應齊頭一致標準。且港區排放量較少，

建議考量納管排放量大者，以增加實際減量效益。 

- 

有關「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之「自我簽核」及「溫

室氣體排放源自主減量承諾書」，因不應承擔為業者資料背

書之責任，建請予以刪除。 

台中電廠 第六條 1. 台中電廠發電量係看國家經濟成長、整體能源政策及國

土計畫做全面考量，變因太大難以確保達成此線性減少

30%之排放管制方式。 

2. 希望回歸中央政府訂定之電力部門減量目標，如溫管法

所訂定之階段管制目標、能源局訂定之電網電力排碳係

數目標。 

第十三條 環保署已宣布將徵收碳費，未來針對已徵收之排放範疇是否

可予以排除，避免雙重管制。 

中龍鋼鐵 第九條 具有減量額度之公私場所多為環保署已列管對象，要釋出額

度可能性低，因此轄內有多少減量額度，建議需事先調查及

評估。且減量額度用途及使用方式仍依照環保署所訂規則，

若台中市自行核發減量額度，環保署是否認可，兩邊是否會

有衝突 

第十三條 建議針對環保署徵收碳費、效能標準等國家減碳工具納管對

象，可一併予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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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詞發言 本計畫簡報說明 

  

會議討論 會議討論 

  

台中港務分公司發言 臺中電廠發言 

圖 3-4-2.2 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研商會議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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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依據各單位所提意見，經由主席商副座裁示以下三點結論： 

1. 請各納管對象(台中電廠、中龍鋼鐵、台中港務分公司)將意見提交本局，

由業務單位進行規劃及討論，後續調整「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

辦法」修正草案。 

2. 建請各納管對象對應中央之溫室氣體減量規劃，提出已盤點之減量量化數

據，若無法達成減量30%目標，請提供明確之減量規劃及減量目標評估，

供本局後續對於「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自主減量目

標進行研議。 

3. 針對各單位意見討論事項決議： 

(1). 針對第六條，「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之自主減量目標朝與公

私場所不同之管制方式來制定，不需承擔轄內所有業者之30%減量責

任，但仍須「框出排放總量」，確保區域內污染不增加。 

(2). 針對第六條，「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之排放總量訂定基準、

合理性及減量目標設定等，建請審慎評估，並提供給本局參考、研議。 

(3). 擬朝「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具直接管轄權之區域排放量進行

自主減量管制。但建議經管單位可評估納入已列管之公私場所，由本

辦法提供管理單位審核權限，協助管控區內之污染排放。 

(4). 擬重新檢視修正草案中有關「自我簽核」之條文(如第五條、第十一條

等)，考量經管單位不應為轄下業者承擔資料背書責任，建議參採刪除

其「自我簽核」及「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減量承諾書」等內容。 

(5). 針對第十三條是否納入環保署徵收碳費及效能標準納管對象予以排

除，本局後續再研議。 

後續持續依環保局長官意見進行「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

草案」修訂作業，考量當初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納入「區域之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

係避免台中港區成為高污染及高碳密集產業園區，因此仍需框出區域排放總量並

依循本辦法設定自主管理減量30%之目標，以此賦予經管單位得審查區域內進駐

廠商之溫室氣體排放管理之權限，期藉由環保局及經管單位雙管齊下，共同推動

臺中市港區及未來預計納入之工業區及園區低碳轉型，降低臺中市整體溫室氣體

排放量。修正草案修訂版已於110年10月提交環保局，詳如表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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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規劃新增第二批自主管理之公私場所成果 

為協助臺中市達到低碳城市之願景，預計擴大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範疇，以朝

臺中市119年減量目標(較基準年減量30%)邁進，本計畫參考環保署公告應盤查登

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已研擬第二批自主管理之公私場所預計共19家，該

19家名單及其溫室氣體排放量詳如表3-4-3.1所示，說明如後。 

一、臺中市自主管理辦法第二批公告對象規劃 

 (一)規劃新增第二批自主管理之公私場所(環保署列管對象) 

第二批規劃納管溫室氣體排放源之篩選原則，主要以環保署於 105 年 1

月 7 日依據溫管法第 16 條第 1 項公告之「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

之排放源」，管制第一批排放源包含以下七類： 

(1) 發電業特定製程 

(2) 鋼鐵業特定製程 

(3) 石油煉製業特定製程 

(4) 水泥業特定製程 

(5) 半導體業特定製程 

(6)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業特定製程 

(7) 各行業之全廠(場)化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排放產生溫室氣體年排放

量達2.5萬噸CO2e 

因此在溫管法實施總量管制前，為有效管理臺中市轄內主要排放源自主

管理溫室氣體實質減量措施，建議新增納管名單優先以環保署第一批應盤查

登錄對象為主。統整109年度臺中市轄內於環保署列管名單共計21家，除台

中發電廠、中龍鋼鐵2家已是本市第一批自主管理納管對象，故本次建議新增

共19家納入臺中市第二批應自主管理之公私場所，清單如表3-4-3.1所示。 

第二批規劃對象主要為本市排碳大戶及用電量高之企業，預計包含半導

體業大廠台積電、美光及華邦，液晶顯示器指標企業友達及台灣康寧，鋼鐵

業大廠豐興及華新，以及因化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排放達2.5萬噸CO2e門檻之

正隆紙業、中美和、味丹、廣源造紙、台灣玻璃、永豐餘及中聯資源等廠，

預計新增共19家納入第二批自主管理公告對象，實際列管廠家仍依各年度環

保署盤查資料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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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新增第二批自主管理之區域經營管理單位(共1家) 

另依據低碳自治條例第 25 條：「前條公私場所位於下列區域，該區域之

開發或經營管理單位應訂定自主管理計畫規劃減量目標，並執行排放量管理，

必要時應進行碳抵換，並報經環保局核定：(1)商港區域、(2)工業區、(3)科學

工業園區、(4)加工出口區及(5)其他經環保局指定之區域」，前述 19 家規劃新

增之公私場所中有中美和、華新及中聯資源位於台中港區，該區域之經營管理

單位－「臺中港務分公司」原先即已納入第一批自主管理對象。 

而因台積電、友達光電、美光等科技廠分別位於中部科學園區之台中園

區及后里園區，因此中部科學園區之經營及管理單位－「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以下簡稱中科管理局)亦應依相關規定訂定自主管理計畫規劃減量目

標、並執行排放量管理，因此規劃公告第二批應執行自主管理之對象中，區域

之經營管理單位預計新增 1 家「中科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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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1 109 年臺中市轄內之環保署列管應盤查登錄對象45 

序 公私場所名稱 
109 年排放量(tCO2e) 環保署 

列管原因 
區域之經營
管理單位 全廠 範疇一 

第
一
批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26,146,458 26,100,261 發電業 台 中 港 務

分公司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9,142,275 8,959,413 鋼鐵業 

1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五

B 廠 
1,932,942 383,912 半導體業 

中 科 管 理

局 

2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15

廠 
1,053,519 252,105 半導體業 

中 科 管 理

局 

3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032,310 21,457 

薄膜電晶

體液晶顯

示器業 

中 科 管 理

局 

4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 842,153 807,654 
2.5 萬 噸

門檻 
- 

5 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762,531 251,942 鋼鐵業 - 

6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一

廠 
652,093 113,281 半導體業 

中 科 管 理

局 

7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375,913 43,883 

薄膜電晶

體液晶顯

示器業 

中 科 管 理

局 

8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廠 352,553 7,319 

薄膜電晶

體液晶顯

示器業 

中 科 管 理

局 

9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327,493 53,271 半導體業 
中 科 管 理

局 

10 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68,210 136,159 
達 2.5 萬

噸門檻 

台 中 港 務

分公司 

11 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60,187 110,558 
達 2.5 萬

噸門檻 
- 

12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二

廠 
151,262 4,426 半導體業 

中 科 管 理

局 

13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20,669 101,142 
達 2.5 萬

噸門檻 
- 

14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第一工廠 111,334 93,019 
達 2.5 萬

噸門檻 
- 

15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不銹鋼廠 78,327 38,518 鋼鐵業 
台 中 港 務

分公司 

 
45
 由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取得數據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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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公私場所名稱 
109 年排放量(tCO2e) 環保署 

列管原因 
區域之經營
管理單位 全廠 範疇一 

16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清水

廠 
71,680 43,506 

達 2.5 萬

噸門檻 
- 

17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平

板三場 
61,801 38,479 

達 2.5 萬

噸門檻 
- 

18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59,810 34,200 
達 2.5 萬

噸門檻 

台 中 港 務

分公司 

19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廠 30,388 21,827 
達 2.5 萬噸
門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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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第二批公告對象之排放量分析 

統整109年度臺中市轄內於環保署公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名單共計21家，扣

除台中發電廠、中龍公司2家已是本市第一批自主管理辦法納管對象，規劃第二

批新增納管對象共19家。經資料研蒐與分析109年第一批已列管2家及本次建議新

增納管19家排放量於全臺中市整體排放量占比，由於城市層級排放量統計基準不

同(排除電力業)，分別針對自主管理對象較全臺中市總排放量(含台中發電廠)、城

市層級排放量(不含台中發電廠)之排放量占比進行情境分析，說明如下。 

(一)情境一、台中發電廠、中龍鋼鐵2家及建議新增19家第二批自主管理對象

與全臺中市總排放量(含台中發電廠)之占比分析 

可發現台中發電廠、中龍鋼鐵 2 家第一批已納管者合計排放量占全臺中

市總排放量(含台中發電廠)已達 59%，納入本次建議新增第二批納管 19 家公

私場所之合計總排放量占全臺中市總排放量(含台中發電廠)占比將提高至

72%，其中新增第二批 19 家僅占全臺中市總排放量(含台中發電廠)之 14%。

故第一批已列管公私場所(台中發電廠、中龍鋼鐵)對全臺中市排放量總影響面

較大，如圖 3-4-3.1 及表 3-4-3.2 所示。 

 

 

圖 3-4-3.1 第一批及規劃第二批自主管理對象占全臺中市總排放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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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2 自主納管對象與 109 年臺中市排放量(含台中發電廠)分析46 

序 公私場所名稱 109 年全廠排放量(tCO2e) 

第

一

批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26,146,458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9,142,275 

1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五 B 廠 1,932,942 

2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15 廠 1,053,519 

3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032,310 

4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  842,153 

5 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762,531 

6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一廠 652,093 

7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375,913 

8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廠 352,553 

9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327,493 

10 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68,210 

11 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60,187 

12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二廠 151,262 

13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20,669 

14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第一工廠 111,334 

15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不銹鋼廠 78,327 

16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清水廠 71,680 

17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平板三場 61,801 

18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59,810 

19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廠 30,388 

21 家合計 43,633,908 

全臺中市總排放量(含台中發電廠) 60,415,533 

21 家/全臺中市總排放量(含台中發電廠)占比 72% 

第一批 2 家/全臺中市總排放量(含台中發電廠)占比 58% 

第二批 19 家/全臺中市總排放量(含台中發電廠)占比 14% 

 

  

 
46 由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取得數據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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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境二、中龍鋼鐵1家及建議新增19家第二批自主管理對象與臺中市城市

層級排放量(不含台中發電廠)之占比分析 

臺中市 109 年城市層級排放量為 3,427 萬噸 CO2e，其中工業部門整體排

放量為 2,218 萬噸，占比達 65%為最高。臺中市城市層級排放量是依據環保

署「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量化計算，依規定須不含電力業，故已

排除台中發電廠之排放量，因此後續第一批列管對象僅以中龍鋼鐵 1 家進行

分析。 

本報告分析第一批自主管理對象(中龍鋼鐵)較臺中市城市層級排放量占

比為 27%，占工業部門排放量之 41%；納入本次建議新增第二批納管共 19 家

公私場所之合計總排放量占臺中市城市層級排放量將提高至 51%，占工業部

門之排放量將提高至 79%，如圖 3-4-3.2 及表 3-4-3.3 所示。由此可見納入第

二批公告對象後，本市工業部門接近 8 成排放量已納入自主管理辦法管制，未

來可配合臺中市自主管理辦法修訂，要求納管對象朝臺中市 2030 年減量 30%

及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邁進。 

因此，本計畫建議新增第二批自主管理納管對象為此 19 家公私場所，並

新增 1 家區域之經營管理單位「中科管理局」，待與環保局討論確認後，後續

協助研擬名單及預告、公告草案等行政相關作業。 

109年臺中市城市層級排放量3,427萬噸CO2e 109年工業部門排放量2,218萬噸CO2e 

  

圖 3-4-3.2 自主納管對象與臺中市 109 年城市層級排放量分析 



110 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暨減量計畫 

206 

表 3-4-3.3 自主納管對象與 109 年臺中市城市層級排放量分析47 

序 公私場所名稱 109 年全廠排放量(tCO2e) 

第一批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9,142,275 

1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十五 B 廠 1,932,942 

2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15 廠 1,053,519 

3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032,310 

4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  842,153 

5 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762,531 

6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一廠 652,093 

7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375,913 

8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廠 352,553 

9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廠 327,493 

10 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68,210 

11 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60,187 

12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二廠 151,262 

13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20,669 

14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第一工廠 111,334 

15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不銹鋼廠 78,327 

16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清水廠 71,680 

17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平板三場 61,801 

18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59,810 

19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廠 30,388 

20 家合計 17,487,450 

臺中市城市層級排放量(不含台中發電廠) 34,269,075 

臺中市城市層級工業部門排放量 22,183,672 

20 家/臺中市城市層級排放量(不含台中發電廠)占比 51% 

20 家/臺中市城市層級工業部門排放量占比 79% 

第二批 19 家/臺中市城市層級排放量占比 24% 

第二批 19 家/臺中市城市層級工業部門排放量占比 38% 

 

  

 
47 由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取得數據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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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第二批公告對象小結與建議 

(一)小結 

1.經評估情境二、中龍鋼鐵1家及建議新增19家第二批自主管理對象與

臺中市城市層級排放量(不含台中發電廠)之占比分析，顯示中龍鋼鐵

與建議新增納管合計共20家在109年臺中市城市層級排放量之占比約

51%，在工業部門排放量之占比約79%，已將接近8成之工業排放納入

自主管理減量，未來可配合臺中市自主管理辦法修訂，以達有效行政

管理，確保臺中市工業排放朝減量目標邁進。 

2.建議新增第二批自主管理納管對象為環保署公告應盤查對象之19家

公私場所(清單詳表3-4-3.3)，並依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25條規定，將

前述公私場所所在區域之經營管理單位納入自主減量計畫管制，故區

域之經管單位新增1家「中科管理局」。 

3.本計畫依據「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輔導及協助台中

發電廠、中龍鋼鐵及建議新增納管名單等共計21家，該納管名單亦為

環保署公告之「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且可

透過自主管理辦法協助未來會受到中央環保署管制之大排放源，進行

內部溫室氣體管理及減量，以提早因應未來總量管制之規範。 

(二)建議 

1.綜合情境一、情境二分析結果，顯示台中發電廠之溫室氣體排放對「全

臺中市總排放量」影響最顯著，但因其所產生之電力係為供應全國電

網調度使用，並已列入各公私場所計算範疇二(間接能源排放)之排放

量，有重複計算之虞，雖依據環保署指引該發電廠之總排放量未納入

「臺中市城市層級排放量」，但考量環保署已預告《氣候變遷因應法》，

將2050年淨零排放納入國家長期目標，故仍依循《臺中市低碳城市自

治條例》，要求台中發電廠提出自主管理計畫並訂定減量目標。 

2.目前臺中市修訂「自主管理辦法」之條文內容，已排除未來環保署若

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之列管對象，避免地方政府重複與中央政府管

制相同公私場所。建議未來環保局可於環保署修訂《溫室氣體減量管

理法》或制定相關子法之公聽會場合，提出公私場所在配合地方法規

於總量管制之前進行減量之減量成果可以被中央認可，運用於未來總

量管制抵換之相關機制，提高企業自主減量之意願及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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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蒐集碳捕集之國內外資料及可行性評估成果 

為協助臺中市擬具「臺中市空氣品質管制自治條例」草案，評估要求電力業及

鋼鐵業執行碳捕集之可行性，本工項蒐集國內外碳捕集技術發展現況，完成台中電

廠、台泥和平廠、台塑麥寮廠碳捕集示範場域研蒐作業，發現國內最大規模之台泥

和平廠鈣迴路碳捕集系統，發展10年至今每年碳捕集量約5.5萬噸，相較全廠總排

放量之碳捕集率僅1.6%，而電力業及其他產業所適用之碳捕集技術捕集量更低，

顯示目前國內碳捕集示範場規模減量效果有限，未來是否能放大規模至正式商轉

還需考量廠內設置空間、人力運維及成本效益等綜合因素，具有相當大挑戰及不確

定性，且臺中市推動碳捕集可能與《氣候變遷因應法》牴觸，建議未來若制定相關

法規，應以得採其他減碳、固碳措施替代執行碳捕集。評估結果如下： 

本節研析臺中市推動國內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之法規面評估，並研蒐

國內CCUS技術發展現況、減量效益，評估結果如下。 

一、法規面可行性評估 

我國環保署於2015年9月17號曾聲明，為了保護環境，未來「碳封存場地」

如果要開發，都必須經過環評許可，並預告訂定相關草案，但截至2021年10月底

為止，「碳封存場址之開發，屬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評」

草案仍未正式公告。 

現階段CCUS我國尚無相關法令將其納管，但環保署2021年10月21日預告修

正《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更名為《氣候變遷因應法》)，該法草案第35條明定：

「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及封存，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前項二氧化碳

之捕捉、再利用及封存之許可、審查程序、撤銷、廢止、監測、紀錄、申報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官機關定之。」明定

CCS為國家之減碳選項，其設立屬中央主管機關權責，因此就法規層面而言，臺

中市未來若欲推展CCS制定如「臺中市空氣品質管制自治條例」等相關法規，可

能會與中央法律有所牴觸之疑慮。 

現階段法規面評估不可行，建議待環保署訂定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相關辦法後，

再評估臺中市推動CCUS之可行性。 

二、效益面可行性評估 

蒐集國內CCUS技術發展現況，分別說明捕集率、捕集辦法、捕集認定、對

應經濟效益等攸關CCUS執行效益之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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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示範廠碳捕集率 

現階段已蒐集台電公司、台泥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等投入設置碳捕集技

術示範廠之實際成果或規劃設計資料，各示範廠之碳捕集率、年捕集量及換算

全廠之碳捕集率如表 3-4-4.1 所示，分別說明如後。 

表 3-4-4.1 國內 CCS 示範廠二氧化碳捕集率及捕集量比較 

場所 碳捕集技術 

示範廠碳

捕集率 

(%) 

預估年捕

集量 

(萬噸) 

整廠年排

放量48 

(萬噸) 

整廠碳捕

集率 

(%) 

台電公司 

(台中電廠) 

醇胺類溶劑吸收脫

附循環49 
90% 0.2 2,697 0.0074 

台泥公司 

(和平廠) 

鈣迴路吸收脫附捕

集系統50 
90% 5.5 337 1.6 

台塑石化 

(麥寮廠) 

吸收填充塔結合超

重力旋轉床51 
99% 0.03 2,752 0.0011 

 

1.台中電廠示範廠碳捕集率 

依據台電公司於台中發電廠設置CCS示範廠之環評資料，預計設置

年捕集量小於2千餘噸二氧化碳之小規模試驗廠，進行一系列測試以收

集各項工程參數，作為CCS技術規模放大基礎。若試驗完成結果評估可

行將再進行預計規模10萬噸/年之整合性試驗，試驗結果評估可行才會

繼續放大規模進行100萬噸/年之商轉驗證，若前述計畫順利進行完成，

才會據此推展CCS商轉於台電公司有需求之電廠，後兩階段試驗場址將

由台電公司評估各電廠空間、人力及執行難易度後方能決定。 

可見目前國內CCS技術尚未於燃煤電廠或其他產業商業化，需先進

行小規模模廠試驗，才可評估放大規模商轉之可行性。故設計之捕集率

指的是「進入CCS系統煙氣之二氧化碳捕集率」，並非整廠碳排放量可

捕集下來之比例。 

 
4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108 年排放量數據(CO2e 公噸)。

https://ghgregistry.epa.gov.tw/ghg_rwd/Main/Examine/Examine_2 
49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發電廠第九、十號機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五次變更內容對照表(設置減碳

技術園區) 
50 經濟部研究機構能源科技專案，108 年度「化學迴路與二氧化碳捕集再利用研發計畫」(1/3)(第一年

度)執行報告，計畫編號 108-E0216，109 年 3 月。 
51 科技部，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全程結案總計畫成果效益報告。10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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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發電廠規劃設置之小規模碳捕集設施，預計自燃煤機組擷取部

分煙氣(最大量為1,100 Nm3/hr，約占0.055%之煙氣量)進入系統，利用

胺類溶劑之吸收及脫附進行二氧化碳捕集，純化後進行CO2再利用，捕

集後煙氣送回製程經原本煙囪排放，整套碳捕集流程如圖3-4-4.1所示，

在此「擷取煙氣量下之二氧化碳捕集率」設計為90%以上，以獲得每日

最大量6.6噸之碳捕集能力。 

若以台中電廠108年整廠實際排放量2,697萬公噸為基準，小規模碳

捕集設施預計每年捕集量約2千噸，換算整廠碳捕集率約0.0074%；採下

階段試驗規模10萬噸/年換算，整廠碳捕集率約0.37%；若改以商轉驗證

規模100萬噸/年換算，整廠碳捕集率約3.7%。然而由於實際排放量主要

受生煤使用量影響，與不同階段試驗模廠設計之最大捕集量無相關，因

此訂定整廠碳捕集率並無實際意義。 

 

圖 3-4-4.1 台中電廠碳捕集設施流程示意圖52 

 

2.台泥公司鈣迴路示範廠碳捕集率 

參考國內發展最為成熟(超過10年)之台泥公司鈣迴路CCS系統，以

鈣(石灰石)作為吸收劑，利用其吸收容量高且能耗較低，失去的活性吸

收劑還可再投入水泥製程做為原料，達到零廢棄物產生。 

台泥公司自100年~107年度參與工研院「鈣迴路捕集二氧化碳先導

型系統技術」合作研究計畫，並於花蓮和平廠與工研院合作興建「1.9 

 
52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發電廠第九、十號機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五次變更內容對照表(設置減碳

技術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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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t 鈣迴路捕集CO2先導試驗廠」及「500 kWt 整合蒸汽水合與多階

旋風式之新世代鈣迴路捕集系統」，以引進實際煙氣進行技術可行性驗

證，前述系統已完成長時間連續運轉測試及技術驗證。 

台泥公司與工研院合作之鈣迴路捕集CO2系統流程詳圖3-4-4.2，係

結合燃燒後捕集之碳酸化反應，與純氧燃燒之鍛燒再生吸附劑技術，因

擁有豐富石灰石(CaCO3)作為原料，利用反覆石灰石再生/石灰吸附循環

操作形成迴路系統，可捕集90%以上之CO2，當石灰石吸附劑失去活性

後排出可作為水泥廠原料，使吸附劑完全不需成本，亦無廢棄物衍生問

題。 

 

圖 3-4-4.2 台泥公司與工研院合作碳捕集設施流程示意圖53 

108年持續參與工研院「鈣迴路捕集技術驗證與放大技術研發」計

畫進行優化修改與性能提升，並宣布投入10 MWt示範廠之設計及建置，

每年CO2捕集量約達5.5萬噸，若與花蓮和平廠108年排放量約337萬噸

為基準，換算整廠碳捕集率大約1.6%，目前正進行連續運轉測試及技術

驗證階段。 

  

 
53 經濟部研究機構能源科技專案，108 年度「化學迴路與二氧化碳捕集再利用研發計畫」(1/3)(第一年

度)執行報告，計畫編號 108-E0216，10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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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目標願景為推動鈣迴路捕碳系統產業化，以產業為主，推動

10 MWt(3 噸CO2/時)示範廠建置。2025年完成首座年捕碳百萬噸，成

本小於30 USD/噸CO2之鈣迴路捕碳商轉廠。若順利商轉百萬噸規模之

CCS碳捕集廠，與花蓮和平廠108年排放量約337萬噸相比，整廠碳捕集

率可提升至30%以上。 

然由於選用鈣迴路系統以石灰石作為吸附劑之技術特性，在水泥廠

設置幾乎不需購買額外吸附劑，可壓低碳捕集廠營運之CO2捕集成本，

具減量及經濟效益，為最適合台泥公司投入之CCS碳捕集技術，但應用

於電力業及鋼鐵業鍋爐是否具效益，或有更適合之CCS捕集技術，仍需

待國內各行業示範廠運轉測試後才能評估實際應用及規模放大之可行

性。 

(二)捕集認定54 

目前國際上大規模 CCS 實廠，大多因環保法規要求如徵收碳稅，或是利

用捕集下來之 CO2 轉換為高經濟價值產品，可獲得高收益來分攤 CCS 系統捕

集分離 CO2 之成本，否則只要求 CCS 捕集化石燃料電廠排放之 CO2，再將其

貫注於地層中封存，成本相當高難以進行大規模 CO2 捕集，因此需建立一個

高捕集效率、低能耗、低成本之 CO2 捕集製程，依此評估放大規模可行性。 

依據美國能源部(DOE)要求，希望 CO2 捕集製程能在增加電力使用下之

成本低於 35%，及自排放氣中捕集 CO2 效率達 90%以上，惟另有一派認為應

注重總捕集量，而非關注碳捕集效率；歐盟則強調 CO2 捕集之能耗應低於 2 

GJ。 

目前國內 CCS 示範場不論是台泥公司發展之鈣迴路系統、台塑石化之超

重力旋轉床技術、及台電公司規劃於台中電廠設置之醇胺類溶劑吸收技術，其

自煙囪擷取「進入 CCS 系統煙氣之二氧化碳捕集效率」均有超過 90%，符合

國際碳捕集認定。 

(三)捕集成本效益 

1.國際文獻參考資料 

彙整國際文獻電力業及工業製程中CCS技術捕集每噸CO2之成本

如圖3-4-4.3所示，可看出電力業、鋼鐵業及水泥業加裝CCS系統後成本

 
54 科技部，107 年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減碳淨煤主軸中心之推動及管理計畫。10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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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提高，包含捕集(Capture)、壓縮(Compression)、運輸(Transport)、

封存(Storage)等皆會衍生額外經費，將導致發電及生產成本增加，因此

普遍不容易被業界接受。 

電力業中超臨界燃煤電廠 (Supercritical PC) 及富氧燃燒電廠

(Oxyfuel)設置CCS系統每噸碳約增加60~120 USD/t-CO2，複循環燃氣

機組(Natural Gas Combined Cycle)稍高約在80~160 USD/t-CO2，其他

工業製程中水泥業(Cement)設置CCS每噸碳將增加約100~195 USD/t-

CO2，鋼鐵業(Iron&Steal)約60~120 USD/t-CO2，此增加成本主要受CCS

系統之CO2分離、壓縮、運輸、封存與利用等程序影響，隨著各國環境

及條件有所不同。 

部分工業應用先進碳捕集技術(advanced capture techniques)其減

碳成本將遠低於預期，如我國台泥公司重點推展之鈣迴路系統即利用自

產石灰石做為吸附劑，脫附後可回製程生產水泥，無廢棄物產生，大幅

降低捕集每噸碳之衍生成本。 

 

圖 3-4-4.3 電力業與工業製程加裝 CCS 每噸碳增加之成本(美元)55 

  

 
55 經濟部能源局，2017 年全球 CCS 狀況_2017 年運作中的大型 CCS 設施有 17 個，另有 4 個將於 2018

年完工使用，合計每年 CO2 捕集能力約 3,700 萬噸。2017 年 12 月 3 日。 

https://km.twenergy.org.tw/Data/share?YS59FwJdNI3pH+LK18o5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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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國碳捕集示範廠比較 

我國各碳捕集技術示範廠捕集每噸碳成本比較如表3-4-4.2所示，台

泥公司與工研院合作之1.9 MWt鈣迴路示範廠，因結合水泥製程無需額

外支付吸附劑，捕集每噸碳成本約為40 USD/t-CO2，預計擴大規模至10 

MWt示範廠後，捕集每噸碳成本約可降至30 ~40 USD/t-CO2
56。換算新

台幣約每噸碳900~1,200 元/噸-CO2。 

台電公司預計於台中電廠設置之採用醇胺類溶劑吸收脫附循環系

統，捕集每噸碳成本目前無公開資料可供查詢，環評計畫亦無提及，僅

由前述科技部及經濟部能源局相關研究報告可看出該技術係參考台泥

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已完成試驗之碳捕集示範場設計。而台塑石化公司

採用之吸收填充塔結合超重力旋轉床技術，在吸收劑劣化、揮發及脫附

再生能耗上均與國外每日捕集2,500噸之實廠相當，捕集每噸碳成本約

8~10 USD/t-CO2，換算新台幣約240~300 元/噸-CO2，相較文獻中一般

大型CCS場址之50 USD/t-CO2，更具能耗與成本優勢57。 

針對碳捕集技術成本之國際文獻蒐集，依據國際能源總署IEA發布

之「2020年清潔能源轉型報告(CCUS)」58，發電業碳捕集成本約USD 50-

100/tCO2e，水泥業約USD 60-120/tCO2e鋼鐵業約USD 60-100/tCO2e，

生質能碳捕集 (BECCS) 約 USD 15-85/tCO2e ，直接空氣捕集技術

(DACCS)約USD 135-345/tCO2e，提供與國內碳捕集示範場比較參考。 

表 3-4-4.2 國內碳捕集示範廠補集每噸 CO2 成本效益與文獻比較 

CCS 示範

廠 

台電公司 

(台中電廠) 

台泥公司 

(和平廠) 

台塑石化 

(麥寮廠) 
國際文獻 

碳捕集技

術 

醇 胺 類 溶

劑 吸 收 脫

附循環 

鈣 迴 路 吸

收 脫 附 系

統 

吸收填充塔

結合超重力

旋轉床 

一 般 大

型 CCS

場址 

發電業 鋼鐵業 

捕集成本 

(USD/t-
CO2) 

未公開 30~40 8~10 50 50-100 60-100 

換算成本 - 900~1,200 240~300 1,500 - - 

 
56 經濟部研究機構能源科技專案，108 年度「化學迴路與二氧化碳捕集再利用研發計畫」(1/3)(第一年

度)執行報告，計畫編號 108-E0216，109 年 3 月。 
57 科技部，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全程結案總計畫成果效益報告。108 年 3 月 
58 IEA, CCUS in Clean Energy Transitions – Analysis,2020.09. https://www.iea.org/reports/ccus-in-clean-

energy-tran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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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 噸 -

CO2) 
註：以 1 美元=新台幣 30 元概估 

三、2021年國內外CCUS及其他減量技術最新發展資訊 

(一)成功大學建置全台首座負碳排示範工廠59 

為解決全球暖化問題，實踐環境永續，國立成功大學於 110 年 9 月 24 日

宣布，於成大安南校區建置啟用全台首座「負碳排放示範工廠」，工廠分 2 大

單元，第一部分為將工廠之碳排放(CO2/CO)捕集與純化，第二部分為將純化

後之 CO2 烷化轉成乙烷、丙烷，達到將 CO2 資源化再利用，做為石化原料新

碳源之目的，有助於國內碳產業及氫戰略產業的發展，協助我國朝 2050 年淨

零排放目標邁進。 

此負碳排示範工廠由科技部價創計劃補助建置，但因建置資訊尚未於期刊

發表或成果報告揭露，目前僅能由官方新聞來彙整相關資訊，整理如下供臺中

市參考。 

1.碳捕集之方式 

整套系統為可歸類為碳捕集與利用(CCU)工廠，未來將應用推廣

之各產業，在中油、中鋼、台電及台塑等排碳大戶放大模廠建置。該系

統以模擬鋼鐵業、石化業之煙道環境設置，針對採用之碳捕集機制及

捕集量目前尚無相關資訊，設置如圖3-4-4.4所示。 

  

 
59 國立成功大學，負碳排實踐永續循環經濟綠色製造，成大啟用全臺首座負碳排示範工廠。110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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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4 成功大學建置全台首座負碳技術工廠 

2.碳利用之方式 

預計將捕捉之CO2在低溫低壓下，100%轉化成低碳數烷類(甲、乙、

丙烷)，所產生的乙、丙烷可脫氫為乙烯和丙烯（石化工業原料）合成

生產綠色塑膠（PE/PP/EVA/ISP），不僅達到CO2/CO廢棄物變綠金，

取代傳統石化塑膠，也可串連起碳捕集至產製綠電的完整解決方案60。 

成功大學陳志勇教授表示此系統已規劃與國內石化、鋼鐵、廢棄

物處理等龍頭企業，如中油、中鋼、長春、台聚等訂有具體合作規劃，

使用此負碳示範工廠來消除其無法避免之碳排放，預計可將捕集下來

之CO2應用於以下用途： 

(1)高值石化上游基本碳氳原料(乙、丙烷) 

降低產業對於進口原油與關鍵化學材料的依賴，引領臺灣石

化產業往綠色經濟、負碳循環之應用發展，同時對達成減碳/固碳目

標有所貢獻。 

(2)生產固碳化學品/材料 

 
60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COVID-19 後永續產業新思維 碳資源循環再利用，200 年 5 月 13 日。 

https://nsdn.epa.gov.tw/archives/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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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CO2為料源生產各類含氧固碳化學品/材料，如高級固碳鞋

材或民生產品，創造龐大商機。 

(3)農業氮肥 

將CO2轉化為尿素，作為農作的氮肥，以取代進口，確保農民

關鍵物資的供應並達減碳目標。 

(4)儲能化學品(甲烷天然氣) 

將CO2轉化為甲烷天然氣，可供燃氣電廠使用，藉以實現我國

天然氣燃料自主生產，以產出零碳排之綠電（即P2G與G2P61），

提高燃氣發電佔比以取代燃煤發電，徹底解決 PM2.5 之空污問題。 

(二)冰島直接空氣中碳捕集及封存技術(DACCS) 62 

目前國際上有多種碳捕集技術，包括燃燒後捕獲、燃燒前捕獲、富氧燃燒、

工業分離等，甚至直接從空氣中捕集二氧化碳等，最後將捕集下來之 CO2 透

過高壓進行壓縮，轉換為液態後，再透過管線、船舶等方式運輸至再利用及封

存場所，進行利用或封存處置以達到最終減碳目標。 

冰島於 2021 年 9 月建置全球最大之碳捕集與封存(CCS)工廠，自大氣中

直接捕捉 CO2 並將其封存於地底，透過新興技術將 CO2 轉變成石頭永遠固定

在地底下，屬於「直接空氣中碳捕集及封存技術(DACCS)」，預計每年可封存

4,000 公噸 CO2，其碳捕集與封存機制如圖 3-4-4.5 所示。 

  

 
61 電轉氣(Power to Gas，P2G)與氣轉電(Gas to Power，G2P）系統：利用將二氧化碳轉換為儲能之甲

烷，結合發電廠進行甲烷富氧燃燒之技術。使二氧化碳可循環再利用。 
62 科技新報，冰島世界最大 CCS 工廠將落成，每年把 4,000 噸二氧化碳「變石頭」，2021 年 9 月 9 日。 

https://technews.tw/2021/09/09/direct-air-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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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5 冰島直接空氣中碳捕集及封存技術示意圖 

1.碳捕集之方式 

這座DACCS工廠名為Ocra，由8個大型集裝箱貨櫃組成，配備高

科技過濾設備及大量風扇，利用風扇將空氣吸入收集箱，大氣中之CO2

會吸附於具選擇性之過濾材中，將CO2從空氣中分離捕集下來，不含

CO2之空氣則注入地下水層中。碳捕集系統之捕集裝置如圖3-4-4.6所

示。 

 

圖 3-4-4.6 冰島直接空氣中碳捕集及封存技術之捕集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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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碳封存之方式 

有別於其他CCS技術需將捕集下來之CO2透過管線輸送至封存場

址，冰島Ocra工廠即已設置於封存廠址上，可大幅減少封存衍生之能

耗。碳封存之方式係利用集裝箱中過濾器直接捕集空氣中二氧化碳，

濾材吸附飽和後則將收集箱關閉並將溫度加熱至80~100℃，利用脫附

程序將高濃度CO2收集壓縮，與地下水混合後利用幫補注入地下

800~2000公尺深之玄武岩層中封存，使碳酸水與玄武岩反應轉換為碳

酸鹽礦物，只要2年時間即可固化形成石灰岩固定於地層中，達到CO2

封存之目的。 

3.結合地熱電廠之零碳電力 

CCS技術最為人詬病的為能耗問題，因碳捕集過程其風扇及空壓

機等皆需依靠電力，吸附後之濾材脫附亦要透過電力加熱升溫才可將

CO2分離，若CCS廠址所在地之電力排碳係數仍未顯著降低，如我國

109年電力係數仍高達0.502 kgCO2/度，則該CCS技術雖可為個別工廠

降低排碳量，但因其用電仍來自於化石燃料電廠之特性，將增加火力

電廠排碳量，因此將大幅削減CCS對全國排碳量之減量效益。 

冰島利用其境內豐富地熱資源之優勢，將Ocra工廠建置於地熱電

廠旁，使用地熱電廠生產之零碳電力供給整套直接空氣中碳捕集與封

存系統(DACCS)使用，Ocra完全靠再生能源運作之方式，避免增加火

力電廠之排碳量，可大幅降低碳捕集封存系統之能耗，提升減碳效益。 

4.國際DACCS發展現況63 

依據IEA資料，目前全球有15座營運中之直接空氣碳捕集及封存

廠，每年捕集約9,000公噸CO2。其中美國石油生產公司  西方石油

(Occidental Petroleum)目前正在開發全球最大直接空氣捕集工廠

(DACCS)，預計每年從德州ㄧ些油田附近之空氣中收集100萬公噸CO2。 

  

 
63 REUTERS, World's largest plant capturing carbon from air starts in Iceland. 2021.09.14.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vironment/worlds-largest-plant-capturing-carbon-air-starts-iceland-

202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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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瑞典綠氫煉鋼技術64 

分析臺中市城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組成，製造部門佔比最高，其中又以中

龍鋼鐵公司為最大排放源，108 年數據分析中龍鋼鐵排放占製造部門之 42%，

占全市層級總排放量之 27%，因此要求中龍鋼鐵實際執行削減為臺中市達成

減量目標之關鍵。考量目前國內鋼鐵業碳捕集示範場發展緩慢，減碳效果有限，

建議中龍鋼鐵可參考瑞典推動「綠氫煉鋼」的成功經驗，打造無化石燃料參與

生產之潔淨鋼鐵廠，從源頭改造煉鋼技術，降低鋼鐵業溫室氣體排放。 

1.綠氫煉鋼技術說明65 

2020年全球鋼產量約18.64億噸，主用應用於各種建築、基礎設施、

船舶、汽車、電器等，屬於高耗能高排碳之產業，其中煉鋼能源有75%

來自煤炭，因此每噸鋼排碳量約高達1.9公噸CO2e，每年鋼鐵業總排碳

量約佔全球7-8%，因此各國在減碳行動中如何降低煉鋼廠溫室氣體排

放為重要關鍵。 

煉鋼製程主要可分為高爐與電爐兩種，前者主要應用於一貫鋼廠，

將鐵礦石、焦炭和溶劑等融煉而成的生鐵，再以轉爐大量吹氧將鐵水

脫碳成為鋼液的煉鋼製程，本市之中龍鋼鐵即為代表；電爐則利用高

壓供電系統，將電流通過人造石墨電極與廢鋼，利用此高溫電弧將廢

鋼熔解，最後冶煉鋼鐵的製程，本市之豐興鋼鐵廠即屬於此類。 

高爐製程使用之能源主要為煤炭，為溫室氣體主要排放源，因此

近年各國皆在評估用「氫氣替代煤炭」之可行性，利用氫氣取代焦炭

作為高爐製程之還原劑，煉鋼過程只會排放水，不會排放溫室氣體及

空氣污染物。另外氫氣亦可當燃料成為氫燃料電池，提供電爐製程所

需之電力，故氫氣有機會打造一條潔淨之煉鋼生產線，且只要氫氣是

由再生能源製造而得，即可確保鋼鐵業大幅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因此

「綠氫煉鋼」為全球各國皆努力發展之創新減碳技術，其製程示意圖

詳見圖3-4-4.7。 

  

 
64 關鍵評論，瑞典成功生產無化石參與的乾淨鋼鐵，「綠氫煉鋼」將迎來全球高鋼價時代，2021 年 8 月

20 日。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5342 
65 科技新報，不使用任何煤炭，瑞典氫能鋼鐵廠預計 2024 年開業，2021 年 3 月 3 日。 

https://technews.tw/2021/03/03/sweden-hydrogen-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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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7 綠氫煉鋼製程示意圖 

2.瑞典推動綠氫煉鋼發展現況 

瑞典新興綠色鋼鐵企業 H2 Green Steel（H2GS）撥出30億美元，

結合再生能源設備所製造的氫氣來煉鋼，計劃在2024年開始生產，預

計到2030年每年可製造500萬噸零排碳鋼。 

而瑞典鋼鐵業SSAB亦推動「Hybrit」綠氫煉鋼計畫，已於2021年

8月成功生產全球第一批無化石燃料參與生產之鋼鐵，為鋼鐵業邁向無

化石燃料製造價值鏈之重要里程碑，預計2026年大規模拓展於各鋼鐵

廠，開始大量生產零排碳之鋼鐵。 

四、臺中市推動碳補集技術之建議 

(一)碳捕集未達商轉規模前對整廠碳排放減量有限 

現階段國內碳捕集尚處在小規模示範廠階段，即便國內發展最成熟、最大

規模之台泥公司 10 MWt 鈣迴路碳捕集系統每年碳捕集量亦僅有 5.5 萬噸，相

較全廠總排放量之碳捕集率僅 1.6%，顯示目前國內示範場規模下減量效果有

限。 

臺中市預計管制對象為電力業及鋼鐵業，目前國內電力業或其他產業執行

中之碳捕集技術示範廠規模更小(台中電廠碳捕集量 2,000 噸/年；台塑石化麥

寮廠 300 噸/年)，測試完成後未來是否能放大規模至正式商轉廠，仍需考量吸

附劑再生能耗、廠內設置空間、人力運維及成本效益等綜合因素，具有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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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及不確定性。且捕集下來大量 CO2 是否能順利進行封存(CCS)或再利用

(CCU)，將是我國碳捕集技術發展另一大課題，建議應與管制對象及其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技術研究院等研究機構優先討論。 

(二)臺中市空氣品質管制自治條例草案建議 

「臺中市空氣品質管制自治條例」草案規劃訂定「使用生煤作為燃料或原

料之電力業（含汽電共生鍋爐）及鋼鐵業，應依生煤使用所產生溫室氣體排放，

進行一定比率之碳捕集或得採行其他減碳、固碳措施。前項一定比率之碳捕集

或得採行之其他減碳、固碳措施及辦理期程，由環境保護局公告之。」 

然而，環保署 110 年 10 月 26 日預告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

草案(即《氣候變遷因應法》)，明定二氧化碳之捕捉、再利用及封存係屬中央

主管機關(環保署)權責。且經由前述分析國內碳捕集示範場域可知，要建置大

型碳捕集與封存(CCS)、碳捕集與再利用(CCU)系統具有高度技術風險及金融

風險(如無法商轉或無法獲利等)等潛在風險，相對削弱計畫籌資能力，恐會有

巨大財務風險，需要政府政策大力支持，如提供補助或相關稅收抵免等經濟誘

因，協助企業可發展至大規模碳捕集商轉廠，才能對全廠碳排放量產生一定減

量效益。 

在國內碳捕集技術尚未發展達商轉規模前，目前評估無法做為大排放源主

要減碳手段，倘臺中市未來有制訂如「臺中市空氣品質管制自治條例」等法規，

要求企業針對全廠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進行一定比率之碳捕集，可能會有牴觸

中央法律之疑慮，且若無配套措施勢必引發企業強烈反彈，故建議「臺中市空

氣品質管制自治條例」草案以「得採其他減碳、固碳措施，達成法規規定一定

比例之碳抵換」方式訂定即可，並與「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

結合共同推動臺中市溫室氣體減量，同時鼓勵業者配合中央政策發展碳捕集技

術，逐步降低臺中市整體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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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本市溫室氣體輔導或減量管制策略成果 

為有效提升本市社區低碳認證及低碳永續家園行政區或村里評等認證率，本

工作團隊110年社區節能輔導對象如表3-5.1及圖3-5.1所示。 

表 3-5.1 110 年社區節能輔導對象名單 

序 輔導日期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1 

110 年 9 月 3 日 

和龍、民龍聯合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西區西屯路一段 169 號 

2 大忠吉龍聯合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西區五權五街 285 號 

3 南屯區田心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路 2 段 530 號 

4 南屯區大同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 6 街 161 號 3.4 樓 

5 南屯區黎明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 150 號 

6 

110 年 9 月 10

日 

西區大益活動中心 臺中市西區精誠 23 街 30 號 3 樓 

7 大里區立德活動中心 臺中市大里區甲堤南路 10 號 

8 大里區內新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大里區中新街 9 號 

9 大里區長榮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大里區德芳路一段 229-4 號 

10 大里區永隆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六街 29 號 

 

  

照度計量測空間亮度 檢視配電盤 

  

紅外線熱像儀量測變電箱溫度 冷氣銅管裸露 

圖 3-5.1 110 年社區節能輔導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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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社區節能輔導以活動中心為對象，綜整10處輔導結果，「電力系統」、

「照明系統」以及「空調系統」為輔導重點，各輔導重點結果說明如下： 

(一)電力系統 

10處輔導社區活動中心配電盤檢查無特殊異常，但仍有常見三項負載

分配不均、配電盤功能未標示、配電電線使用錯誤等情形，應立即安排協

力廠商現場檢修與調整，以避免電力使用過程中發生電線走火之危險情形。 

(二)照明系統 

10處輔導社區活動中心目前照度大多符合CNS照度建議值，然目前T5

燈管之發光效率僅約95 LM/W，未來若有汰換計畫建議更換為LED燈具，

除能節約用電外，尚可減少眩光或是改善照度不足之問題。 

(三)空調系統 

社區活動中心多屬室內場所，冷氣為必要之冷房設備。10處輔導社區

活動中心常見問題有管路太長對於壓縮機來說是額外的負擔，另外室外機

與室內機連接的銅管暴露在室外且管線裸露情形嚴重，降低冷房效率以至

於室內會有吹不涼之情形發生，將提升活動中心電力使用。 

經「節能減碳診斷輔導團」委員完成現場輔導診斷後，彙整現場紀錄表及相關

諮詢事項，據以分析提出相關改善建議報告，內容包括具體節能空間、減碳效益、

改善對策方案等；並將改善建議報告回饋提供予受輔導之單位，俾利具體實質提升

能源使用及減碳效益。透過實地前往里、社區診斷輔導，提供推動建築綠化、節能、

節電相關減碳措施能源轉型建置及節能改善建議，確保建置設備有效利用，提升能

源使用效率，並達到節能減碳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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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本市城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執行成果 

本章節將依序說明本市109年度溫室氣體量化結果(主要針對範疇一與範疇二

並排除電力業)，瞭解歷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與人均排放量排放趨勢，並評析近三年

各部門別排放量變化原因。最後，研析國內其他五都(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臺南市及高雄市)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一、臺中市109年度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臺中市109年度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3,426萬9,075公噸CO2e，人均

排放量為12.15公噸CO2e，扣除工業能源使用及工業製程則為4.28公噸，而扣除

碳匯之淨排放量為3,354萬4,907公噸CO2e。各部門及範疇別之溫室氣體排放統計

如表3-6.1所示。 

表 3-6.1 109 年臺中市部門別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部門 
範疇一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範疇二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部門排放量 

(公噸 CO2e/年) 

部門排放占比 

(%) 

能源 

住商及農

林漁牧 
1,015,039.7695 5,915,351.1812 6,930,390.9507 20.22% 

運輸 4,706,063.8023 53,782.5166 4,759,846.3189 13.89% 

工業 1,647,495.6929 10,633,703.1395 12,281,198.8324 35.84% 

工業製程 9,902,472.9164 - 9,902,472.9164 28.90% 

農業 73,272.3156 - 73,272.3156 0.21% 

廢棄物 321,893.8510 - 321,893.8510 0.94% 

林業及其他土

地利用 

(碳匯) 

- - 724,167.7700 - 

總排放量 
17,666,238.3477 

(51.55%) 
16,602,836.8373 

(48.45%) 
34,269,075.185 100% 

淨排放量 

(扣除碳匯) 
- - 33,544,907.415 - 

人均排放量 12.15 

扣除工業(能源使用及製程)之人均排放量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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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範疇別排放量 

臺中市109年度行政轄區之範疇一(直接排放)總排放量為1,766萬6,238

公噸CO2e，而範疇二(電力使用之間接排放)總排放量為1,660萬2,837公噸

CO2e，排放量占比分別為51.55%與48.45%，可得知本市整體因使用化石燃

料之溫室氣體直接排放量略高於使用電力所產生之溫室氣體間接排放量。 

(二)各部門別排放量 

臺中市109年行政轄區溫室氣體主要排放源為能源部門之工業，工業使

用電力與燃料之排放量為1,228萬1,199公噸CO2e (占比35.84%)，其次依序

為工業製程 (非能源之原物料 )，排放量為 990萬 2,473公噸CO2e (占比

28.90%)；能源之住商及農林漁牧部門，使用電力與燃料之排放量為693萬

391公噸CO2e (占比20.22%)；能源之運輸部門使用電力與燃料之排放量為

475萬9,846公噸CO2e (占比13.89%)；廢棄物部門因掩埋處理、事業廢水厭

氧處理、生活污水處理、堆肥及廢棄物焚化所產生之排放量為32萬1,894公噸

CO2e (占比0.94%)；農業部門因水稻田及飼養禽畜所產生之排放量為7萬

3,272公噸CO2e (占比0.21%)。其中，工業部門因能源使用與製程所致之總

排放量為2,218萬3,672公噸CO2e，占本市排放量之64.74%，為本市溫室氣

體最大排放源，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貢獻占比如圖3-6.1所示。 

 

圖 3-6.1 臺中市 109 年各部門別溫室氣體貢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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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中市部門別與人均排放趨勢評析 

臺中市歷年溫室氣體與人均排放量趨勢變化如圖3-6.2所示。109年溫室

氣體排放量為3,426.91萬公噸CO2e，而109年相較於108年則整體增加了

94.6萬公噸CO2e (上升2.84%)。由圖亦可看出民國107年有歷年最高排放量

3,552.45萬公噸CO2e及人均排放量每人12.67公噸CO2e，相較於107年排放

量降低約126萬公噸，人居排放量亦減少0.52公噸CO2e。 

各部門之近三年排放量彙整如表3-6.2，發現109年相較108年增加最多

排放量的部門是工業能源使用(用電量與化石燃料使用量)增加37.79萬公噸

CO2e (年增3.17%)，再者依序為工業製程增加28.13萬公噸CO2e (年增

2.92%)、住商及農林漁牧能源使用增加23.24萬公噸CO2e (年增3.47%)、運

輸能源使用增加6.22萬公噸CO2e (年增1.32%)，以上共4個部門皆有增量，

而排放量減少的有2個部門分別為：農業部門排放量減少4,497公噸CO2e(減

少5.78%)與廢棄物部門排放量減少3,332噸(減少1.02%)。 

另外，本市之人均排放量於近三年隨著工業部門排放趨勢而變動，107年

每人排放增加成12.67公噸CO2e，108年每人排放降低為11.84公噸CO2e，

109年每人排放12.15公噸CO2e，而不含工業部門之人均排放量109年微幅上

升，107年不含工業每人排放4.38公噸CO2e，108年每人排放為4.19公噸

CO2e，108年每人排放4.30公噸CO2e。以下針對各部門近三年排放量變化進

行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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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2 臺中市歷年溫室氣體與人均排放量趨勢66 

 

  

 
66 本工作團隊歷年城市層級量化結果彙整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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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2 臺中市行政轄區各部門近三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化分析表67 

部門 

排放量(萬公噸 CO2e) 108 年 
較 107 年 

增減比例(%) 

109 年 
較 108 年 

增減比例(%)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能 
源 

住商及農林
漁牧 

722.38 669.80 693.04 -7.28 3.47 

運輸 465.55 469.76 475.98 0.90 1.32 

工業 1,248.59 1,190.33 1,228.12 -4.67 3.17 

工業製程 1,075.60 962.12 990.25 -10.55 2.92 

農業 7.95 7.78 7.32 -2.24 -5.78 

廢棄物 32.37 32.52 32.19 0.48 -1.02 

林業及其他土地
利用(碳匯) 

72.42 72.42 72.42 - - 

總溫室氣體 
排放量 

(不含碳匯) 
3,552.45 3,332.31 3426.91 -6.20 2.84 

人均排放量 
12.67 

公噸/人  
11.84 

公噸/人 
12.15 

公噸/人 
-6.58 2.64 

不含工業 
人均排放量 

4.38 
公噸/人 

4.19 
公噸/人 

4.30 
公噸/人 

-4.33 2.63 

臺中市人口數 
280.39 

萬人 
281.53 

萬人 
282.08 

萬人 
0.41 0.20 

 

  

 
67 本工作團隊歷年城市層級量化結果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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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業部門 

工業能源使用之用電量資料來自台灣電力公司統計年報(縣市別用

電量扣除住商及農林漁牧與運輸用電)。另外，燃料使用量係包含天然

氣、柴油、高爐氣、液化天然氣、煙煤等多種化石燃料燃燒。工業製程

主要來源為礦業、化學工業、金屬工業與電子業等四大產業製程所使用

之原料或產品量進行工業製程之總排放量計算，其數據來源皆依據行政

院環保署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盤查清冊數據(第一批應盤查登錄對象)，扣

除發電廠共計20家事業。 

107至109年間，工業能源使用及工業製程所排放之溫室氣體量占臺

中市排放比例為64.59%至65.43%，排放占比位居第一，變化情形如圖

3-6.3，統計分析如表3-6.3所示，109年部門整體排放量為2,218.37萬公

噸CO2e，較108年(2,152.45萬公噸CO2e)增加65.92萬公噸CO2e，年增

3.06%；而108年較107年減少171.75萬公噸CO2e，年減7.39%。 

由圖3-6.3與表3-6.3中可得知，溫室氣體排放貢獻最高者為「工業

用電」與「金屬業製程」，此兩種排放源在工業部門中占了89%以上的

溫室氣體排放量，工業用電為20家事業之總用電量，而金屬業製程主要

為鋼鐵業(中龍鋼鐵、豐興鋼鐵與華新麗華共3家)之製程排放量。另外電

子業製成109年較108年排放量增長幅度最高，其包含台灣積體電路、友

達光電、美光記憶體等電子公司，近年排放量有逐年上升之趨勢。 

109年與108年相比，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的則依序為「工業用電」

增加了38.68萬公噸CO2e(年增3.77%)；「金屬業製程」增加了15.40萬

公噸CO2e(年增1.72%)；「電子業製程」增加了15.37萬公噸CO2e(年增

28.74%)。增加的原因為原20家事業於109年亦有部分增加用電量的趨

勢。 

109年與108年相比，溫室氣體減量最多的依序為：「化工業製程」

減少了2.77萬公噸CO2e(年減25.33%)、「工業燃料使用」減少了0.89萬

公噸CO2e(年減0.54%)，較108年減量少之主因為108年本市政府積極推

動「工業鍋爐改善補助輔導計畫」、「企業加熱設備改用天然氣補助計

畫」，使許多企業紛紛汰換燃燒機組並改用污染較低的化石燃料，109

年排放源多以新機組作為燃燒機組，因此排放量僅些微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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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3 工業能源使用及工業製程之近三年排放量趨勢 

 

表 3-6.3 工業部門近三年相關指標項目排放量變化分析表 

工業部門 
指標項目 

排放量(萬公噸 CO2e) 108 年 
較 107 年 

增減比例(%) 

109 年 
較 108 年 

增減比例(%)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工業用電 1016.73 1024.69 1,063.37 0.78 3.77 

工業燃料使用 231.87 165.64 164.75 -28.56 -0.54 

電子業製程 60.84 53.50 68.87 -12.06 28.74 

礦業製程 3.00 3.15 3.28 5.04 4.12 

化工業製程 12.03 10.95 8.18 -8.99 -25.33 

金屬業製程 999.73 894.52 909.92 -10.52 1.72 

總排放量 2,324.19 2,152.45 2,218.37 -7.39 3.06 

占臺中市 
排放比例 

65.43% 64.59% 64.7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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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商部門 

107至109年間，住商及農林漁牧部門因能源使用所排放之溫室氣體

量占臺中市排放比例20.10%至20.33%，排放占比位居第二，變化情形

如圖3-6.4，統計分析如表3-6.4所示，109年部門排放量為696.36公噸

CO2e較108年 (669.8萬公噸CO2e)增加排放26.56萬公噸CO2e，年增

3.96%；108年排放量比107年排碳量減少52.58公噸CO2e，年減7.28%。 

由圖3-6.4與表3-6.4中可得知，排放量最高的是「住宅用電」與「商

業及機構設施用電」，109年住商部門溫室氣體較108年增量，其增加來

自於住宅用電，增加24.19萬公噸CO2e，增加幅度約8.38%，增量主因

為109年國內遭逢Covid-19疫情影響，民眾居家辦公及減少外出活動使

得住宅用電量上升。 

近年來民眾對於節約用電、選購使用節能電器燈具觀念已深植，除

了最節能的LED燈具購置成本已大幅降低至大多數民眾可接受、並列為

優先選購的燈具之外，還包括許多家電零售商、大型賣場積極配合辦理

政府節能家電汰換補助工作，大幅提升民眾汰換節能大型家電(如冰箱、

洗衣機、冷氣機等)意願。 

除此之外，市府經濟發展局配合經濟部「縣市共推助商節電行動」，

每年持續辦理「臺中市住商節電補助計畫」補助住商部門改善如冷氣及

空調設備、更換節能照明設備、停車場智慧照明及能源管理系統等主要

耗電設施，以及環境保護局辦理低碳社區認證申請，以「節電競賽」方

式，鼓勵里辦公處及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攜手市民共同節約能源，加上

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電力碳排放係數有逐年降低之趨勢，待新冠疫情

後，住商部門用電量將逐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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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4 住商及農林漁牧能源使用之近三年排放量趨勢 

 

表 3-6.4 住商及農林漁牧能源使用近三年相關指標項目變化分析表 

住商及農林漁
牧指標項目 

排放量(萬公噸 CO2e) 108 年 
較 107 年 

增減比例(%) 

109 年 
較 108 年 

增減比例(%)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住宅用電 312.35 288.45 312.63 -7.65 8.38 

住宅燃料使用 53.55 53.44 55.28 -0.20 3.44 

商業及機構設
施用電 

295.91 272.42 269.80 -7.94 -0.96 

商業及機構設
施燃料使用 

43.60 40.12 42.23 -7.99 5.25 

農林漁牧用電 13.31 11.44 12.43 -14.07 8.63 

農林漁牧燃料
使用 

3.66 3.94 4.00 7.46 1.57 

總排放量 722.38 669.80 696.36 -7.28 3.96 

占臺中市 
排放比例 

20.33% 20.10% 20.22% - - 

註：相近二個年度之增減比例呈現負值"－"，表示當年度較前一年度呈現"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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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運輸部門 

臺中市近年致力推動低碳大眾運輸環境，結合捷運、鐵路捷運化、

公車、自行車，打造複合式公共運輸系統，並鼓勵客運業者購置電動公

車，提升臺中市電動公車的比率；同時，環保局也持續推動二行程機車

汰除報廢、汰換老舊大型柴油車、電動機車掛牌數等多重政策推行。 

然而，107至109年間，運輸部門之能源使用所造成溫室氣體排放量

占臺中市排放比例為13.11%至14.10%，排放占比位居第三，近三年排

放情形起伏不大屬於穩定狀態，變化情形如圖3-6.5，分析如表3-6.5所

示，109年部門排放量為475.98萬公噸CO2e，較108年度(469.76公噸

CO2e)增加了1.32%；108年排放量比107年排碳量增加4.21公噸CO2e，

年增0.90%。 

由圖3-6.5與表3-6.5中可得知，溫室氣體排放貢獻最高為「道路運

輸的燃料使用」，近三年之排放量無大幅變動，平均464.71萬公噸CO2e，

而109年軌道運輸燃料使用的排放量為31公噸CO2e，相較108年增加4

公噸(年增14.29%)。109年底臺中捷運已經開始試營運，待一切穩定開

通營運後，同時強化民眾搭乘意願相關措施(如公共運輸定期票)，未來

道路運輸上的燃料使用必能逐漸減少，使得運輸部門溫室氣體亦可隨之

下降。 

 

圖 3-6.5 運輸能源使用之近三年排放量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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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5 運輸能源部門近三年相關指標項目排放量變化分析表 

運輸部門 
指標項目 

排放量(萬公噸 CO2e) 108 年 
較 107 年 

增減比例(%) 

109 年 
較 108 年 

增減比例(%)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軌道運輸用電 5.64 5.73 5.38 1.71 -6.18 

道路運輸燃料
使用 

459.50 464.03 470.60 0.99 1.42 

軌道運輸燃料
使用 

0.42 0.0027 0.0031 -99.35 14.29 

總排放量 465.55 469.76 475.98 0.90 1.32 

占臺中市 
排放比例 

13.11% 14.10% 13.89% - - 

註：相近二個年度之增減比例呈現負值"－"，表示當年度較前一年度呈現"減量"。 

4.環境部門 

環境部門之排放源包含廢棄物掩埋處理、廢棄物焚化處理、生物處

理(廚餘堆肥)、事業廢水(厭氧設施)排放、生活污水處理等項目。107至

109年間，環境部門所造成溫室氣體排放量占臺中市排放比例為0.91%

至0.98%，排放占比位居第四，變化情形如圖3-6.6，統計分析如表3-6.6

所示，109年部門排放量為32.19公噸CO2e較108年(32.52萬公噸CO2e)

減少排放0.33萬公噸CO2e，年減1.02%；108年排放量比107年排碳量

增加0.15萬公噸CO2e，年增0.46%。 

由圖3-6.6與表3-6.6可得知，溫室氣體排放貢獻最高者為「生活污

水」，由於本市人口數穩定成長，故生活污水所產生之溫室氣體亦呈現

穩定狀態，近三年排放量平均27.29萬公噸CO2e。溫室氣體排放貢獻第

二高為焚化處理，近三年排放量起伏不大平均4.83萬公噸CO2e。另外，

臺中市自106年起在垃圾處理上已改為全數以焚化方式處理，故在106

年至109年之掩埋量皆為0。 

  



110 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暨減量計畫 

236 

 

 

圖 3-6.6 環境部門之近三年排放量趨勢 

 

表 3-6.6 環境部門近三年相關指標項目排放量變化分析表 

環境部門 
指標項目 

排放量(萬公噸 CO2e) 108 年 
較 107 年 

增減比例(%) 

109 年 
較 108 年 

增減比例(%)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掩埋處理 0.00 0.00 0.00 - - 

焚化處理 4.78 4.98 4.72 4.23 -5.29 

事業廢水 0.22 0.10 0.06 -53.29 -37.67 

生物處理 0.17 0.14 0.02 -19.64 87.52 

生活污水 27.19 27.30 27.39 0.39 0.33 

總排放量 32.37 32.52 32.19 0.48 -1.02 

占臺中市 
排放比例 

0.91% 0.98% 0.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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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農業部門 

107至109年間，農業部門所造成溫室氣體排放量占臺中市排放比例

為0.21%至0.23%，排放占比位居最後，貢獻影響最小，近三年皆逐年

遞減，變化情形如圖3-6.7，統計分析如表3-6.7所示，109年部門排放量

為 7.33公噸 CO2e較 108年 (7.78萬公噸 CO2e)減少排放 0.45萬公噸

CO2e，年減5.78%；108年排放量比107年排碳量減少0.17萬公噸CO2e，

年減2.14%。 

由圖3-6.7與表3-6.7可得知，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貢獻最高者為

「稻作」，因稻田泥地的低氧環境會造成甲烷排放，近三年水稻栽種面

積逐漸減少，故使排碳量逐漸減少，以及畜牧(羊、豬、禽類)養殖數量

微幅變化而呈現微幅的下降。 

 

 

圖 3-6.7 農業部門之近三年排放量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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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7 農業部門近三年相關指標項目排放量變化分析表 

農業部門 
指標項目 

排放量(萬公噸 CO2e) 108 年 
較 107 年 

增減比例(%) 

109 年 
較 108 年 

增減比例(%)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稻作 5.96 5.85 5.80 -1.90 -0.89 

牛 0.93 0.92 0.71 -1.41 -22.41 

羊 0.09 0.08 0.08 -1.22 -10.12 

豬 0.61 0.56 0.57 -7.40 0.45 

禽類 0.35 0.34 0.16 -1.09 -54.12 

鹿/馬/兔 0.02 0.02 0.02 -8.38 -2.34 

總排放量 7.95 7.78 7.33 -2.14 -5.78 

占臺中市 
排放比例 

0.22% 0.23% 0.21% - - 

註：相近二個年度之增減比例呈現負值"－"，表示當年度較前一年度呈現"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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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五都排放趨勢評析 

為瞭解我國六都城市及人均排放量之趨勢關係，本計畫亦同步彙集其他五都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南市及高雄市)排放數據，主要蒐集標的為溫室氣體

管制執行方案核定本及市政府年報統計。經蒐集彙整後之其他五都排放量數據

後，將針對其他五都執行盤查概況分別進行簡述，表3-6.8呈現包含臺中市在內的

六都各別最新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總排放量及人均排放量（包括扣除工業排

放量數據）相關數據資料。 

另外環保署於「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中提及，地方政府溫室氣

體盤查結果，係為掌握城市排放基線作為制定符合城市特色之減量策略之參考基

礎，並非提供各地方政府間比較之用。 

表 3-6.8 國內六都公告溫室氣體排放量一覽表68 

城市 
最新 

年度 

總排放量 

(不含碳匯) 

不含工業 

排放量 

總人均 

排放量 

不含工業 

人均排放量 

單位：萬公噸 CO2e 單位：公噸 CO2e/人 

臺北市 109 1,138.79 1,114.67 4.38 4.28 

新北市 105 1,947.05 1,273.10 4.89 3.20 

桃園市 105 3,084.01 888.57 14.36 4.14 

臺中市 109 3,426.91 1,208.54 12.15 4.28 

臺南市 105 2,177.04 750,00 11.54 3.98 

高雄市 106 5,856.92 1,24.34 21.09 3.69 

 

  

 
68各城市溫室氣體排放量資料來源： 

1. 臺北市：臺北市環境保護局，2020 年臺北市溫室氣體排放量分析報告 

2. 新北市：新北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核定本(108 年 5 月) 

3. 桃園市：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第一期階段)核定本(108 年 5 月) 

4. 臺中市：本工作團隊 109 年度城市層級計算結果 

5. 臺南市：臺南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107-108 年版)核定本(108 年 5 月) 

6. 高雄市：高雄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核定本(10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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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臺北市109年 (西元2020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為1,138.79萬公噸CO2e較

108年(西元2019年)約下降20.76萬公噸CO2e，下降約1.79%；109年人均排

碳量為4.38公噸CO2e，與108年相同，109年相較於94年減少約168.57萬公

噸CO2e，下降率約為12.89%，超越原定之短期減碳目標，歷年排碳量詳如

圖3-6.8所示。 

自民國97年開始推動「臺北市節能減碳方案」後，溫室氣體排放開始呈

現下降趨勢，由圖可得知臺北市之城市發展結構主要以住商部門為主，亦為

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貢獻來源，其次為運輸部門，相較於其他五都（包括臺

中市）以工業部門排放為主要貢獻來源之特性不同。109年住商部門溫室氣體

排放量較94年下降率約12.10%(約減少128.06萬公噸CO2e)，其下降主因包

含電力排放係數下降，自94年0.555 kgCO2e/kWh下降至109年的0.502 

kgCO2e/kWh，下降約9.55%；109年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較94年下降率

約8.16%(約減少20.82萬公噸CO2e)。主因為大眾運輸的推動，降低私有運具

用汽油使用量，大眾軌道運輸(臺鐵、高鐵、北捷、桃捷)之用電排碳減少，109

年汽油使用量較94年下降約18.73%(約減少41.71萬公噸CO2e)，為運輸部門

減碳之主要貢獻來源。 

109年廢棄物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較94年下降率約19.18% (約減少7.26

萬公噸CO2e)，主因隨著本市下水道接管率持續提升，化糞池甲烷排放量持

續下降。109年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較94年下降率約33.93% (約減少

12.39萬公噸CO2e)，主因為鍋爐柴油使用減少，另工業用電排碳亦呈現減少

趨勢。109年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較94年下降率約25.00% (約減少0.05

萬公噸CO2e)，因臺北市家畜數量逐年減少，故溫室氣體排放量呈現逐年減

少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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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8 臺北市歷年溫室氣體排放量69 

 

(二)新北市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新北市尚未公開106至108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故以「新北市溫室氣體

管制執行方案」所核定之數據來評析，新北市105年總排放量為1,947.05萬公

噸CO2e、淨排放量為1,843.15萬公噸CO2e。溫室氣體排放量前3大部門依序

為住商部門(39.49%)、工業部門(34.61%)及運輸部門(24.14%)，農業部門與

廢棄物部門於新北市碳排放量僅占(1.76%)，歷年排碳量詳如圖3-6.9所示，

亦可由圖得知新北市之溫室氣體排放結構以住商部門為最大宗，加上地理位

置及城市發展歷史的關聯下，新北市環繞於臺北市四周，加上臺北市為我國

政經發展重要城市，許多人需於兩個城市間通勤、人員流動相當頻繁，因需

求而構成綿密且發達之交通網路，這也是新北市的運輸部門加上住商部門排

放量遠大於工業部門排放量比例之原因。 

  

 
69 圖片來源：臺北市環境保護局，2019 年臺北市溫室氣體排放量分析報告

https://www.dep.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9086C3ED2A4F6A09&sms=9B5E42F97878D2

32&s=84155C7CEE9339CD  

https://www.dep.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9086C3ED2A4F6A09&sms=9B5E42F97878D232&s=84155C7CEE9339CD
https://www.dep.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9086C3ED2A4F6A09&sms=9B5E42F97878D232&s=84155C7CEE9339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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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9 新北市歷年溫室氣體排放量70 

 

(三)桃園市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桃園市尚未公開106至108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故以「桃園市溫室氣體

管制執行方案(第一期階段)核定本」所核定之數據來評析，桃園市105年總排

放量為3,084.01萬公噸CO2e，溫室氣體排放量前3大部門依序為含工業能源

與工業製程之工業部門(71.19%)、運輸部門能源使用(13.95%)、住商及農林

漁牧部門能源使用(13.86%)，歷年排碳量詳如圖3-6.10所示，亦可由圖得知

桃園市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及城市發展結構以工業為主，加上桃園市近年來積

極引進高科技大廠進駐設廠，包括台積電、友達光電、中華映管、瀚宇彩晶

等半導體及光電產業大廠的投資設廠，並吸引人口至桃園市 (自100年的

201.33萬人至105年的214.78萬人，成長6.68%)，也間接帶動桃園市的工業

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及人均排放量的增加。 

  

 
70 圖片來源：新北巿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核定本，108 年 5 月

https://ghgrule.epa.gov.tw/admin/resource/files/%E6%96%B0%E5%8C%97%E5%B7%BF%E6%B

A%AB%E5%AE%A4%E6%B0%A3%E9%AB%94%E7%AE%A1%E5%88%B6%E5%9F%B7%E8

%A1%8C%E6%96%B9%E6%A1%88%E6%A0%B8%E5%AE%9A%E6%9C%AC.pdf 

https://ghgrule.epa.gov.tw/admin/resource/files/%E6%96%B0%E5%8C%97%E5%B7%BF%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7%AE%A1%E5%88%B6%E5%9F%B7%E8%A1%8C%E6%96%B9%E6%A1%88%E6%A0%B8%E5%AE%9A%E6%9C%AC.pdf
https://ghgrule.epa.gov.tw/admin/resource/files/%E6%96%B0%E5%8C%97%E5%B7%BF%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7%AE%A1%E5%88%B6%E5%9F%B7%E8%A1%8C%E6%96%B9%E6%A1%88%E6%A0%B8%E5%AE%9A%E6%9C%AC.pdf
https://ghgrule.epa.gov.tw/admin/resource/files/%E6%96%B0%E5%8C%97%E5%B7%BF%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7%AE%A1%E5%88%B6%E5%9F%B7%E8%A1%8C%E6%96%B9%E6%A1%88%E6%A0%B8%E5%AE%9A%E6%9C%A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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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0 桃園市歷年溫室氣體排放量71 

 

(四)臺南市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臺南市尚未公開106至108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故以「臺南市溫室氣體

管制執行方案(107-108年版)核定本」所核定之數據來評析，臺南市105年總

排放量為2,177.04萬公噸CO2e，溫室氣體排放量前3大部門依序為含工業能

源與製程之工業部門(65.55%)、住商部門(16.17%)及運輸部門(15.56%)，歷

年排碳量詳如圖3-6.11所示，亦可由圖得知能源部門(包含住商、農林漁牧、

工業及運輸的能源使用)為主要排放貢獻來源，其次為住商部門與運輸部門。 

若以整體溫室氣體排放趨勢來看，臺南市溫室氣體排放變化原因，主要

與能源部門變化有關，伴隨著工業發展帶動臺南市經濟成長，溫室氣體排放

自92年開始增加，於96至97年遭逢全球金融風暴，使溫室氣體排放趨緩，直

到99年來到最高，之後搭配本市低碳城市建構計畫、經濟部推動企業導入能

源管理系統及環保署推動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申報辦法，使排放量逐年降低，

 
71 圖片來源：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第一期階段)核定本，108 年 5 月

https://ghgrule.epa.gov.tw/admin/resource/files/%E6%A1%83%E5%9C%92%E5%B7%BF%E6%B

A%AB%E5%AE%A4%E6%B0%A3%E9%AB%94%E7%AE%A1%E5%88%B6%E5%9F%B7%E8%

A1%8C%E6%96%B9%E6%A1%88%E6%A0%B8%E5%AE%9A%E6%9C%AC.pdf   

https://ghgrule.epa.gov.tw/admin/resource/files/%E6%A1%83%E5%9C%92%E5%B7%BF%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7%AE%A1%E5%88%B6%E5%9F%B7%E8%A1%8C%E6%96%B9%E6%A1%88%E6%A0%B8%E5%AE%9A%E6%9C%AC.pdf
https://ghgrule.epa.gov.tw/admin/resource/files/%E6%A1%83%E5%9C%92%E5%B7%BF%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7%AE%A1%E5%88%B6%E5%9F%B7%E8%A1%8C%E6%96%B9%E6%A1%88%E6%A0%B8%E5%AE%9A%E6%9C%AC.pdf
https://ghgrule.epa.gov.tw/admin/resource/files/%E6%A1%83%E5%9C%92%E5%B7%BF%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7%AE%A1%E5%88%B6%E5%9F%B7%E8%A1%8C%E6%96%B9%E6%A1%88%E6%A0%B8%E5%AE%9A%E6%9C%A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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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3年起，因經濟發展及氣候變化，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逐年增加，在城市經

濟發展上，103年坐落於臺南市東區之南紡購物中心正式開幕營運，而氣候變

化上，在103年以前本市年均溫均為低於攝氏25度，而在104年以後每年平均

高於攝氏25度，使用電需求增加，導致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增加。 

 

圖 3-6.11 臺南市歷年溫室氣體排放量72 

(五)高雄市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高雄市尚未公開107至108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故以「高雄市溫室氣體

管制執行方案核定本」所核定之數據來評析，高雄市106年總排放量為

5,931.62萬公噸CO2e，溫室氣體排放量前3大部門依序為含工業能源與製程

之工業部門 (82.51%)、住商及農林漁牧能源部門 (9.38%)及運輸能源部門

(7.29%)，歷年排碳量詳如圖3.6-12所示，由於長久以來高雄市即為我國基礎

及重工業發展重鎮城市，也使得工業部門排放量貢獻為高雄市最主要的排放

貢獻來源。 

在近年排放量的變化趨勢方面，運輸、住商、工業等部門排放量呈現較

為一致之變動趨勢，98年(西元2009年)因受到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排放量

呈現大幅下降的情形，顯見此三項排放部門與經濟景氣有密切關聯性。而變

化最為顯著的是工業部門及廢棄物部門，工業部門在98年全球金融風暴前後

有明顯的差異，整體排放量呈現逐年減少趨勢；廢棄物部門則因為近年本市

垃圾處理由掩埋處理轉變為焚化處理，呈現持續減少之趨勢。 

  

 
72 圖片來源：臺南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107-108 年版)核定本，108 年 5 月

https://ghgrule.epa.gov.tw/admin/resource/files/%E8%87%BA%E5%8D%97%E5%B8%82%E6%B

A%AB%E5%AE%A4%E6%B0%A3%E9%AB%94%E7%AE%A1%E5%88%B6%E5%9F%B7%E8

%A1%8C%E6%96%B9%E6%A1%88%E6%A0%B8%E5%AE%9A%E6%9C%AC.pdf  

https://ghgrule.epa.gov.tw/admin/resource/files/%E8%87%BA%E5%8D%97%E5%B8%82%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7%AE%A1%E5%88%B6%E5%9F%B7%E8%A1%8C%E6%96%B9%E6%A1%88%E6%A0%B8%E5%AE%9A%E6%9C%AC.pdf
https://ghgrule.epa.gov.tw/admin/resource/files/%E8%87%BA%E5%8D%97%E5%B8%82%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7%AE%A1%E5%88%B6%E5%9F%B7%E8%A1%8C%E6%96%B9%E6%A1%88%E6%A0%B8%E5%AE%9A%E6%9C%AC.pdf
https://ghgrule.epa.gov.tw/admin/resource/files/%E8%87%BA%E5%8D%97%E5%B8%82%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7%AE%A1%E5%88%B6%E5%9F%B7%E8%A1%8C%E6%96%B9%E6%A1%88%E6%A0%B8%E5%AE%9A%E6%9C%A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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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2 高雄市歷年溫室氣體排放量73 

(六)小結 

1. 本市 109 年度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 3,426 萬 9,075 公噸 CO2e，

109 年相較於 107 年整體減少 125.54 萬公噸 CO2e (下降 3.53%)，人均

排放量為 12.15 公噸 CO2e，扣除工業能源使用及工業製程人均排放量為

4.28 公噸 CO2e，而扣除碳匯之淨排放量為 3,354 萬 4,907 公噸 CO2e。 

2. 109 年度各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貢獻依序如下： 

臺中市 109 年行政轄區溫室氣體主要排放源為能源部門之工業，工

業使用電力與燃料之排放量為 1,228萬 1,199公噸CO2e (占比 35.84%)，

其次依序為工業製程(非能源之原物料)，排放量為990萬2,473公噸CO2e 

(占比 28.90%)；能源之住商及農林漁牧部門，使用電力與燃料之排放量

為 693 萬 391 公噸 CO2e (占比 20.22%)；能源之運輸部門使用電力與燃

料之排放量為 475 萬 9,846 公噸 CO2e (占比 13.89%)；廢棄物部門因掩

埋處理、事業廢水厭氧處理、生活污水處理、堆肥及廢棄物焚化所產生之

排放量為 32 萬 1,894 公噸 CO2e (占比 0.94%)；農業部門因水稻田及飼

養禽畜所產生之排放量為 7 萬 3,272 公噸 CO2e (占比 0.21%)。其中，工

業部門因能源使用與製程所致之總排放量為 2,218 萬 3,672 公噸 CO2e，

占本市排放量之 64.73%，為本市溫室氣體最大排放源。 

  

 
73 圖片來源：高雄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核定本，108 年 5 月

https://kcgdg.kcg.gov.tw/kcgstat/page/kcg08.aspx  

https://kcgdg.kcg.gov.tw/kcgstat/page/kcg0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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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低碳社區認證修訂成果 

依據前述章節2-7社區低碳認證作業規定說明，110年度係依據臺中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指示進行修訂，並於110年8月15日截止收件「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組」

申請案件，另「里辦公處組」則依據台灣電力公司網頁公開之「縣市用電資訊」-

「各縣市村里售電資訊」，計算各里節電量，其節電量總計及說明會辦理情形分述

如下。 

一、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組 

截至110年8月15日，總計收件22家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申請案件，分別為曙

光之旅一期社區管理委員會、天璽III期管理委員會、鳳止高梧管理委員會、美術觀

道社區管理委員會、喜全真鑄大廈管理委員會、寓上樂灣管理委員會、中央公園社

區管理委員會、惠宇敦南社區管理委員會、登陽柏悅管理委員會、中友御品管理委

員會、櫻花晶綻管理委員會、勝麗威登管理委員會、御景江山管理委員會、龍寶拾

穗臻邸第二期、喬立雍容管理委員會、工學天下管理委員會、勝美松竹管理委員會、

勝美學管理委員會、惠宇大聚管理委員會、太子城堡管理委員會、都會假期管理委

員會及惠宇清寬管理委員會。 

經本團隊審核各申請單位提供之台電電費單，取總結算節電量最高前5名進行

獎勵，22家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排名如表3-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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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1 建議輔導對象名單 

排名 社區名稱 
109 年/110 年相比 

節電量 
CO2 減碳量註

 

1 
中央公園社區 

管理委員會 
64,200 度 32,228.4 kg 

2 
美術觀道社區 

管理委員會 
39,975 度 20,067.45 kg 

3 
惠宇敦南社區 

管理委員會 
37,320 度 18,734.64 kg 

4 

龍寶拾穗臻邸 

第二期 

管理委員會 

21,480 度 10,782.96 kg 

5 
都會假期 

管理委員會 
20,640 度 10,361.28 kg 

6 
喬立雍容 

管理委員會 
17,869 度 8,970.238 kg 

7 
天璽 III 

管理委員會 
15,494 度 7,777.988 kg 

8 
喜全真鑄大廈 

管理委員會 
14,800 度 7,429.6 kg 

9 
惠宇大聚社區 

管理委員會 
13,600 度 6,827.2 kg 

10 
惠宇清寬 

管理委員會 
13,080 度 6,566.16 kg 

11 
中友御品 

管理委員會 
12,280 度 6,164.56 kg 

12 
寓上樂灣 

管理委員會 
10,455 度 5,248.41 kg 

13 
工學天下 

管理委員會 
9,160 度 4,598.32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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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依據能源局 110 年 9 月 27 日公告 109 年度之電力係數為 0.502 公斤 CO2e／度進行計算。 

 

  

排名 社區名稱 
109 年/110 年相比 

節電量 
CO2 減碳量註

 

14 
勝美學社區 

管理委員會 
8,040 度 4,036.08 kg 

15 
櫻花晶綻 

管理委員會 
5,040 度 2,530.08 kg 

16 
御景江山 

管理委員會 
4,880 度 2,449.76 kg 

17 
曙光之旅一期 

管理委員會 
4,560 度 2,289.12 kg 

18 
登陽柏悅 

管理委員會 
4,480 度 2,248.96 kg 

19 
勝麗威登 

管理委員會 
4,040 度 2,028.08 kg 

20 
鳳止高梧 

管理委員會 
2,135 度 1,071.77 kg 

21 
太子城堡社區 

管理委員會 
-392 度 - 

22 
勝美松竹 

管理委員會 
-17,200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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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辦公處組 

本團隊依台灣電力公司網頁公開之「縣市用電資訊」-「各縣市村里售電資訊」，

蒐集臺中市625個行政里辦公處109年1月1日~109年9月30日及110年1月1日~110

年9月30日用電資料，進行加總及排序作業，並計算「節電量」，取總結算節電量

最高前5名進行獎勵，如表3-7.2所示。 

 

表 3-7.2 里辦公處組節電量排名成果 

註：依據能源局 110 年 9 月 27 日公告 109 年度之電力係數為 0.502 公斤 CO2e／度進行計算。 

  

排名 區里名稱 
109 年/110 年相比 

節電量 
CO2 減碳量註

 

1 太平區東汴里 147.55 度 74.07 kg 

2 南屯區新生里 144.6 度 72.59 kg 

3 霧峰區桐林里 135.26 度 67.9 kg 

4 北屯區廍子里 131.39 度 65.96 kg 

5 新社區慶西里 123.24 度 61.87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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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碳社區認證作業說明會辦理 

本計畫原訂110年5月份辦理1場次低碳社區認證作業說明會，惟第一期款驗

收前(110年5月14日)，「110年臺中市社區低碳認證作業規定」尚未獲環保局核

准定案公告，故辦理契約變更，原規劃第一期款完成履約並驗收，延至第二期款

完成相關工作；另為考量COVID-19疫情，且臺中市轄內各里辦公處共計625里、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共計8,731家，為避免多人群聚活動，故環保局決議此說明會

以「減價收受」方式取消辦理。 

為持續推廣本市低碳社區認證，本計畫於本年6月28日「發文」公告予本市

各區公所及各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周知，並將相關資料上傳至「臺中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及「臺中市因應氣候變遷資訊網」供民眾下載，如圖3-7.1與圖3-7.2所

示，另亦製作宣導圖卡進行宣傳，如圖3-7.3所示。 

圖 3-7.1 臺中市因應氣候變遷資訊網下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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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2 臺中市政府環保局官網下載處 

 

 

 

 

 

 

 

 

 

 

 

 

 

 

圖 3-7.3 低碳社區認證申請宣導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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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低碳社區認證表揚、獎勵金發放及獎牌製作 

本計畫於執行期間辦理推動110年度「低碳社區認證作業規定」，各組前五

名節電量最高者核（製）發低碳社區認證獎狀（牌）乙紙及獎勵金新臺幣2萬元整，

計畫團隊至各獲獎單位表揚成果如圖3-7.4所示。 

  

霧峰區桐林里表揚照片 北屯區廍子里表揚照片 

 

 

太平區東汴里表揚照片 美術觀道社區管理委員會表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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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區慶西里表揚照片 
龍寶拾穗臻邸第二期管理委員會 

表揚照片 

 
 

中央公園社區管理委員會表揚照片 惠宇敦南社區管理委員會表揚照片 

圖 3-7.4 各獲獎單位表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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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追蹤歷年低碳設施、省電照明及再生能源設置成果 

本項查核作業表單以無紙化方式進行，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各項查核及紀錄作

業，燒錄光碟備份存查，並將此項追蹤成果上傳，以供民眾參考。本計畫已完成機

關學校9處、公寓大廈11處，合計20處補助追蹤，查核結果均符合補助情形，其減

碳效益為56,339 kgCO2e/年，節省電量111,732度/年，節水量1,641度/年，補助對

象追蹤情形如表3-8.1所示，現場查核情形如圖3-8.1所示。 

表 3-8.1 追蹤 107 年歷年執行補助對象名單追蹤情形 

年度 申請對象 
本年度 

追蹤家數 

已完成追

蹤家數 

減碳效益 

(kgCO2e/年) 

節省電量 

(度/年) 

節省水量 

(度/年) 

107 

機關學校 9 9 9,771 18,967 1,641 

公寓大廈 11 11 46,568 92,765 - 

合計 20 20 56,339 111,732 1,641 

註 1：以 110 年 9 月 27 日經濟部能源局公告 109 年度「電力排碳係數」為 0.502 公斤 CO2e/度及 110

年 10 月 6 日台灣自來水公司公告 109 年度「每度用水排放 CO2 約當量」為 0.152 公斤 CO2e/度

為計算基準。 

註 2：107 年度僅有機關學校申請之「低碳城市設施補助作業計畫」有省水器材汰換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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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1 追蹤補助對象現場查核情形 

 

 

  

  

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 

LED 節能山型燈具-(4 尺，20W)- 2 樓第

一課地籍倉庫 

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 

LED 節能工型燈具-(4 尺，20W)- 3 樓第

一課地籍倉庫 

  

追蹤補助對象現場查核情形 進行無紙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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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成果 

依據前述章節2-9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相關作業說明，本年度綠化補助計

畫申請共有7案，分別為東區衛生所、烏日區衛生所及崇德殯儀館、臺中市食品藥

物安全處、東區區公所、臺中市和平區梨山衛生所以及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其補助

機制訂定、說明會辦理情形等分述如下： 

一、訂定本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機制 

本計畫於3月開始針對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辦法進行撰寫，與環保局多

次修訂討論，4月初完成辦法訂定，並上傳至環保局網站及本市因應氣候變遷網

站供民眾下載申請，機制辦法如圖3-9.1所示，詳細補助辦法如附錄三所示。 

 

 

 

 

 

 

 

 

 

 

 

 

 

 

 

 

圖 3-9.1 本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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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說明會 

本補助計畫在辦法公告後，規劃辦理補助計畫辦法說明會，藉由辦理此場110

年臺中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說明會議，說明本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

申請程序的相關事項，可協助申請單位更深入瞭解相關作業程序，故於110年5月

4日辦理「110年本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說明會，會議議程如表3-9.1所示、

意見回覆彙整表如表3-9.2所示，會議照片如圖3-9.2所示。 

表 3-9.1 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主席致詞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3:40~14:00 
110 年臺中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

計畫補助辦法說明 

永智顧問公司 

韓其霖 經理 

14:00~14:40 布花園植生綠牆說明 
綠達人有限公司 

江忠岳 經理 

14:40~15:00 問題與討論 
永智顧問公司& 

綠達人有限公司 

15:00 賦歸 - 

 

表 3-9.2 意見回覆彙整表 

項次 綜合討論意見 回覆內容 

1 
滴灌系統是否會滴至整個地
面，導致行走不易? 

滴灌系統是由上往下滴，若施工附近有排水
系統或是建造一個集水槽，使滴灌系統不會
滴至整個地面。 

2 
試問申請計畫書估價要怎麼
評估? 

於申請計畫書預算編列部分，可依據補助計
畫辦法範例，以每平方公尺為 8,000-10,000

元不等進行初估，但後續通過申請，還是實際
進行現勘作業。 

3 
若施設於 2 樓以上，是否要以
其他工具施肥? 

若在 2 樓可用一般活動式鷹架施肥，但在 2

樓以上，可能要用成本更高的設施工具進行
施肥，一般建議設置的地點於 1 樓平面。 

4 
後續維護保養有什麼須注意
事項? 

後續設置完成後，須要維護 3 年，期間不得
擅自移除或損壞實體並會不定期進行督導與
追蹤查核作業，另外，並無限定保養維護廠商
為同一建置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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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簽到情形 主持人致詞 

  

說明會現場情形 說明會現場情形 

  

說明會 Q&A 現場情形 說明會 Q&A 現場情形 

圖 3-9.2 說明會現場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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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物綠化降溫審查會議 

經辦理說明會後，綠化補助計畫申請，申請有7案，分別為東區衛生所、烏日

區衛生所及崇德殯儀館、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東區區公所、臺中市和平區梨

山衛生所以及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初審通過後將進行現場勘查，並依據現場施作

位置提出相關建議，現場勘查作業程序完成後會由環保局成立審查小組，依據提

送申請計畫書與現場勘查結果進行評審，故本計畫於10月28日召開建築物綠化降

溫審查會議，審查結果有1處不符合資格，1處放棄申請，總計5案通過，將進行8

處施作，其中烏日區衛生所、東區區公所及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共申請2處施作位

置，預計於11月30日前完成建置，相關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申請彙總表如表

3-9.3所示，審查會議辦理情形如圖3-9.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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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3 110 年臺中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申請彙總表 

序號 
市政府機關 

(含公所) 
現場勘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申請施作面積 備註 

1 東區衛生所 

1. 施作地點為衛生所正門旁殘

障坡道上方，面向馬路、地點

適合。 

2. 施作點附近有水源與電源，

可供配置自動滴灌。 

3. 供水時間設為傍晚，已下班

時間，給水自然落至地面，隔

天自然乾燥，不影響民眾。 

4. 植栽可使用申請計畫書中的

波士頓腎蕨、合果芋、吊蘭。 

  5.79m2  

2 烏日衛生所 

1. 申請原預定為正門口牆體與

圓柱強體，因正門口牆體上

方施作遮陽布影響光照，所

以改為圓柱牆體兩處。 

2. 電源考量從室內拉電，從牆

體既有穿孔至室外處接電配

置自動給水設施。 

3. 利用既有水源配置給水。 

  11.6m2 申請 2 處 

3 崇德殯儀館 

1. 申請設置地點為半日照環

境，提出的植栽種類適合。 

2. 水電可從附近既有水源與電

源處拉過來配置。 

3. 給水可自然落至地面，有排

水溝。 

  5.764m2  



第三章 計畫工作成果 

261 

表 3-9.3 110 年臺中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申請彙總表 

序號 
市政府機關 

(含公所) 
現場勘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申請施作面積 備註 

4 
臺中市食品藥

物安全處 

原申請設置地點在 2 樓與 3 樓窗

戶外側，因窗戶不易鎖固，且需

高處作業，後續維養不易，故不

建議。 

- - 9.68m2 

原提案之申請位

置，經現勘後不建

議施作，但於現場

另有提供建議施作

地點，但因申請單

位想施作原提案之

地點，故放棄申請。 

5 
臺中市政府衛

生局 

1. 因原申請面積較大，所以拆

成兩處設置。 

2. 戶外有水源提供、電源需再

評估確認後再施作。 

3. 給水為自然落水，不影響動

線。 

4. 地點光照適合，挑選適合植

栽。 

  11.93 m2 申請 2 處 

6 梨山衛生所 -   9.75 m2 

施作位置於衛生所

大門對面之牆面，

屬道路下方側面

牆，但因申請位置

不屬於建築物本

體，故不符合原申

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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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3 110 年臺中市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申請彙總表 

序號 
市政府機關 

(含公所) 
現場勘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申請施作面積 備註 

7 東區區公所 

1. 原提案之高度，考慮日後維

養，所以調整提案尺寸，往橫

向擴展。 

2. 現場有既有水電位置可供設

置設備。 

3. 設置位置有既有窗戶，里長

可接受將窗戶覆蓋，只需留

縫隙供日後可拉延長線。 

  12.76m2 申請 2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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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說明 簡報說明 

  

簡報說明 委員提供建議 

圖 3-9.3 建築物綠化降溫審查會現場辦理情形 

經審查會後，本(110)年度建築物綠化降溫總計7處申請單位進行申請，包含

東區衛生所、烏日衛生所(申請2處)、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申請2處)、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臺中市東區區公所(申請2處)及臺中市和平區

梨山衛生所，經環保局內長官共同審核後，除臺中市和平區梨山衛生所(不符合建

築物本體)與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因現場勘查後，建議施作位置與原申請位置

不同，故放棄申請)，其餘5處申請單位皆符合本補助辦法規定，給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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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物綠化降溫(綠牆施作)建置成果 

本年度建築物綠化降溫成果詳如表3-9.4及圖3-9.4，已於12月5日前全數提交

完工報告，待後續辦理驗收完成本工項。透過推廣建築物綠化，降低住商部門溫

室氣體排放，惟本年度僅限本市市政府機關(含公所)申請，補助辦法限制多，建

議未來修訂建築綠化降溫補助辦法，將臺中市政府研析城市熱島主要熱區(如大里

工業區、南屯重劃區)納入考量，以擴大整體都市綠化降溫之減碳成效。 

表 3-9.4 110 年綠牆補助計畫成果詳細表 

案 補助單位 
施作面積 

(m
2
) 

固碳量 

(kgCO2e/年) 
完工日 

完工報告

提送日期 

1 東區衛生所 5.79 1.7 11/5 11/16 

2 崇德殯儀館 5.764 1.7 11/12 11/26 

3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2 處) 11.93 3.6 11/19 12/3 

4 烏日衛生所(2 處) 11.6 3.5 11/22 11/26 

5 東區區公所(2 處) 12.76 3.8 11/30 12/2 
註：固碳量以固碳係數 0.3 kgCO2e/(m2

-yr)計算74 

 

  

東區衛生所 烏日衛生所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崇德殯儀館 

圖 3-9.4 110 年度綠牆施作成果相片  

 
74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110 年 1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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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蒐集分析國外已立法淨零排碳或碳中和推動策略成果 

依合約要求研析6個已立法淨零碳排國家，本團隊整理瑞典、紐西蘭、法國、

丹麥、英國與日本，下表3-10.1呈現6個國家承諾實現淨零排放之目標年份、相對

應法案名稱、淨零排碳法案階段性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表 3-10.1 各國設定 2050 年前達到淨零排放之法案與階段目標 

項次 國家 目標年 相應法案 法案階段性目標  

1 瑞典 2045 年 《 氣 候 法 》 (The 

Swedish Climate 
Act)75,76 

1990 年為溫室氣體減量基準年(至 2040

年皆排除 EU ETS 涵蓋部門)： 

1. 2045 年達淨零排放 

(1) 減量 85%，透過補充措施吸收

剩餘排放。 

(2) 補充措施包含森林土地碳匯、

生物性碳捕捉與封存、投資多

類境外減量計畫 (investing in 

various climate projects 
abroad)。 

2. 2040 年減量 75%。 

3. 2030 年減量 63%。 

4. 2020 年減量 40%。 

2 紐西蘭 2050 年 《氣候變遷因應

(零碳法)》修正案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Zero 
Carbon) 
Amendment Act 
2019)77 

2017 年為減量基準年： 

不含生物性甲烷： 

1. 2050 年達碳中和。 

 
生物性甲烷（以 2017 年為基準）： 

1. 2050 年減量 24~47%。 

2. 2030 年減量 10%。 

3 法國 2050 年 《能源與氣候法》

(Energy and 
Climate Bill)78 

1990 年為溫室氣體減量基準年： 

1. 2050 年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 

(1) 減量至 1/6，剩餘溫室氣體靠碳

匯與負排技術抵銷。 

(2) 承諾不使用國際抵換額度。 

 
75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The Swedish climate policy framework, 

https://www.government.se/information-material/2018/03/the-swedish-climate-policy-framework/ 
76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The Swedish Climate Act, 2020.05.27, 

https://www.government.se/information-material/2020/05/the-swedish-climate-act/ 
77 New Zealanf legislation,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Zero Carbon) Amendment Act 2019, 2019.11.13, 

https://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19/0061/latest/LMS183736.html 
78 JORF, PROJET DE LOI RELATIF À L’ÉNERGIE ET AU CLIMAT, 2019.11.08, 

https://circulaires.legifrance.gouv.fr/dossierlegislatif/JORFDOLE000038430994/?detailType=CONTENU&d

etail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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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國家 目標年 相應法案 法案階段性目標  

2. 2030 年減量 55%。 

4 丹麥 2050 年 《氣候法案》(The 

Climate Act)79 

1990 年為溫室氣體減量基準年： 

1. 2050 年達淨零排放。 

(1) 所有減量措施皆於國內實施。 

(2) 確保不會產生碳洩漏。 

2. 2030 年減量 70%。 

5 英國 2050 年 《氣候變遷法》

(Climate Change 
Act)80 

1990 年為溫室氣體減量基準年： 

1. 2050 年達淨零排放。 

2. 2035 年減量 78%。 

3. 2030 年減量 57%。 

4. 2025 年減量 51%。 

5. 2020 年減量 37%。 

6 日本 2050 年 《全球變暖對策促

進 法 》 (Act on 

Promotion of 
Global Warming 
Countermeasures) 

1. 2050 年達淨零排放。 

2. 2030 年較基準年 (2013 年 )減量

46%。 

 

針對上述淨零碳排「已立法」國家，本工作團隊將持續追蹤各國推動策略，並

研析立法精神、法條重點摘要、背景資料、減碳目標期程、減量路徑以及減量策略

或行動方案等六項內容，進行綜合性彙整提出相關分析報告，並汲取各國減碳經驗

與方法，以作為本市淨零碳排策略之參考，採取相對應適合的減碳措施。 

一、瑞典 

(一)立法精神 

2017年，瑞典通過新《氣候政策框架》81，該框架包含氣候法、氣候目

標及氣候政策委員會，其長期目標為2045年前達淨零排放。其中，《氣候法》

於2018年1月1日正式生效，該法案規定政府之氣候政策須以氣候目標為基礎，

並規定實施方式。而氣候政策委員會係由氣候、氣候政策、經濟學、社會科

學及行為學等領域專家組成之跨學科專家機構，負責就政府提出之整體政策

與國家氣候目標之兼容性提供獨立評估，旨於確保政府符合氣候目標。 

 
79 LSE, The Climate Act, 2019, https://climate-laws.org/geographies/denmark/laws/the-climate-act 
80 Legislation.gov.uk, The Climate Change Act 2008 (2050 Target Amendment) Order 2019,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dsi/2019/9780111187654 
81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The climate policy framework, 2017.06.15, 

https://www.government.se/articles/2017/06/the-climate-policy-framework/ 

https://www.government.se/articles/2017/06/the-climate-policy-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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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條重點摘要 

《氣候法》明定瑞典政府的氣候政策制定必須以氣候減量目標為基礎，並

具體說明如何實施，該法案規定瑞典政府應遵守以下三點： 

1.每年在預算法案中提交一份氣候報告。 

2.每四年制定一份氣候政策行動計劃，描述如何實現氣候目標。 

3.確保氣候政策目標和預算能夠相輔相成。 

(三)背景資料 

瑞典碳排放量自1990~1996年維持微幅成長，後於1996年達峰值63 

MtCO2e，便開始逐年下降，2018年碳排放約34 MtCO2e，減量幅度高達43%。

分析2018年瑞典碳排放結構，運輸部門排放16 MtCO2e，占47%最高；電熱

生產部門與工業部門皆排放7 MtCO2e，各占21%；而其他能源部門、住宅部

門、商業部門及農業部門同時皆占3%，詳見圖3-10.1。 

瑞典電熱部門於1990~2018年間，因主要使用生物燃料與廢棄物取代化

石燃料，其排碳量相較其他部門更低，因此並非瑞典執行減量規劃之主要關

注對象。而瑞典朝向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時，主要關注之對象為排放占比較

高之運輸部門，該部門可再細分為國內道路運輸、航運及鐵路運輸，國內道

路運輸為主要運輸方式，且大多仰賴汽油與柴油做為燃料，因此其2018年排

放量達1,50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占運輸部門91%，更以汽車(67%)、貨車(21%)

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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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1 瑞典 1990~2018 年之部門二氧化碳排放量82 

(四)目標期程 

為實現淨零排放，意味瑞典2045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需較1990年至少減量

85%，而剩餘排放量則透過補充措施實現，這些措施也可能成為2045年後之

淨負排放量。瑞典除配合歐盟目標加入排放交易體系，更針對非隸屬於歐盟

排放交易範疇之碳排放部分，另制訂階段目標(如圖3-10.2所示)，其排放源主

要來自運輸、機械、小型工業與能源工廠、住房及農業。 

 

圖 3-10.2 瑞典溫室氣體排放歷史趨勢與目標對照圖83 

 
82 IEA, CO2 emissions by sector, Sweden 1990-2018, https://www.iea.org/data-and-

statistics?country=SWEDEN&fuel=CO2%20emissions&indicator=CO2BySector 
83 https://www.swedishepa.se/Environmental-objectives-and-cooperation/Swedish-environmental-work/Work-

areas/Climate/Climate-Act-and-Climate-policy-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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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減量路徑 

1.至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比1990年減少40%。 

2.至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比1990年減少63%。 

3.至204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比1990年減少75%。 

4.至2045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比1990年減少85%。(包含碳匯後達碳中和) 

(六)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瑞典政府為響應《氣候政策框架》之零碳排放目標84，於 2019 年針對各

部門提出《氣候行動計畫》，為各部門制定相關減碳策略(如表 3-10.2 所示)。

電力部門排放並非瑞典首重，因此減碳策略並為對其制定太多規劃，僅著重

於持續發展再生能源，以為其他部門供應零碳/低碳電力，協助電氣化轉型，

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性。 

減碳重點著重於占瑞典整體排放 66%之工業、運輸部門，因其具有極大

減量潛力，故為確保達成 2045 年淨零排放目標，首先藉由研發大規模創新

技術、示範場域及市場化，並搭配 EU ETS，為工業部門之排放量創建價格

信號與減量條件。預估未來運輸部門之載貨量與載客量皆會大幅增長，因此

主張大力推動節能與無化石車輛、再生能源燃料、提升運輸效率，以確保其

減量成效。並規劃可串連各部門之其他減碳措施，如制定碳價提升排放成本、

發展金融市場為氣候計畫融資等。 

  

 
84 The climate policy framework, https://www.government.se/articles/2017/06/the-climate-policy-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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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2 瑞典《氣候行動計畫》策略概要85,86 

部門 策略 

電力 1. 再生能源取代石化燃料；推廣電氣化。 

2. 2040 年達 100%再生能源發電。 

3. 針對供熱業透過碳稅或排放交易機制(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制定碳價，增加高碳燃料之使用成本。 

4. 要求購買一定比例之綠電憑證，且逐年提升比例。 

建築 1. 提高建築重建力、材料回收利用率，降低用量、改用永續材料。 

2. 藉翻新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化石燃料使用量。 

3. 發展共享經濟。 

工業 1. 支持電氣化。 

2. 藉 EU ETS 建立碳價，以大規模開發、使用新技術。 

運輸 1. 2010~2030 年間國內運輸減量 70%以上。 

2. 支持電氣化，推廣節能車輛、以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 

3. 提升交通網路效率。 

補充措施 1. 制定提升生物碳捕捉與封存(BECCS)之相關措施。 

2. 建立 CCS 經濟激勵措施，推廣技術之研究、開發及示範。 

其他措施 1. 制定碳價。 

2. 發展金融市場。 

3. 提升資源效率與循環性。 

4. 改變消費習慣。 

 

  

 
85 Naturvårdsverket, Handlingsplan för att nå Sveriges klimatmål, http://www.naturvardsverket.se/Miljoarbete-

i-samhallet/Miljoarbete-i-Sverige/Uppdelat-efter-omrade/Klimat/En-uppfoljning-mot-klimatmalen-till-2030/ 
86 Naturvårdsverket,Bygg- och fastighetssektorns klimatpåverkan, http://www.naturvardsverket.se/Sa-mar-

miljon/Klimat-och-luft/Klimat/Tre-satt-att-berakna-klimatpaverkande-utslapp/Bygg--och-fastighetssektorns-

klimatpaver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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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紐西蘭 

(一)立法精神 

紐西蘭政府2019年11月7日以《氣候變遷因應法》為基礎，將歷年因應

氣候變遷及減碳相關法條匯集一處，再度立法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零碳)

修正案2019》87，將零碳目標納入其中，旨在提供一個法規框架以實現2050

年之減量目標。 

(二)法條重點摘要 

該法案主要包含四項關鍵變更，如下： 

1.設定國內減量目標 

(1)除生物性甲烷(如畜牧業產生之甲烷排放)外，2050年所有溫室氣體排放

量削減為零。 

(2)2030年生物性甲烷排放量相較於2017年減量10%，且於2050年較2017

年減量24~47%。紐西蘭針對生物性甲烷設定不同目標，乃是考量紐西

蘭將近一半溫室氣體排放來自於畜牧業，而該行業對於紐西蘭收入具有

重要影響。 

2.建立探預算系統，作為長期減量目標之墊腳石。 

3.要求政府制定與實施適應與減緩氣候變化之政策。 

4.新設獨立氣候變化委員會，由專家負責提供意見與監控，已住歷屆政府皆

可落實長期減量目標。 

(三)背景資料 

紐西蘭碳排放量自2005年33 MtCO2達峰值後，維持平穩狀態，2018年

碳排放約32 MtCO2。分析2018年紐西蘭碳排放結構，運輸部門排放16 MtCO2，

占50%最高；工業部門排放6 MtCO2e，占19%居次；電熱生產部門排放5 

MtCO2，占16%；其餘依序為其他能源部門6%、住宅部門3%、商業部門3%

及農業部門3%等，詳見圖3-10.3。 

  

 
87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ManatūMōTe Taiao,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Zero Carbon) Amendment 

Act, https://www.mfe.govt.nz/climate-change/zero-carbon-amendme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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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能源部門排放量在2008年開始下降，主要原因包含： 

1.亨特例燃煤電廠改用複循環燃氣機組後，燃煤使用減少，並增加再生

能源（如地熱、風力及水力）使用率。 

2.2011年坎特伯雷地震後，電力需求量下降。 

3.2008~2009年經濟衰退，運輸部門排放量降低。 

 

圖 3-10.3 紐西蘭 1990~2018 年之部門二氧化碳排放量88 

(四)目標期程 

1.至2030年，生物性甲烷排放量相較2017年減少10%。 

2.至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相較2005年減少30%。 

3.至2050年，生物性甲烷排放量相較2017年減少24~47%。 

4.至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含生物性甲烷)達到碳中和。 

(五)減量路徑89 

紐西蘭於2019年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為排除生物性甲烷(農業和廢

棄物產生之甲烷)之外所有溫室氣體排放設定2050年達成淨零目標。其中農業

和廢棄物部門產生之甲烷佔目前紐西蘭全國溫室氣體排放量高達40%，因此排

除生物性甲烷之作法，為紐西蘭可達成2050年淨零排放之關鍵。 

 
88 IEA, CO2 emissions by sector, New Zealand 1990-2018, https://www.iea.org/data-and-

statistics?country=NZ&fuel=CO2%20emissions&indicator=CO2BySector 
89 Climate Action Tracker, New Zealand, Country summary.2021.09.15.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new-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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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紐西蘭為生物性甲烷設定了單獨之2050年目標：排放量較2017年

減少24~47%，而要實際達成2050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之承諾，需要減少

18~25MtCO2e以抵銷至2050年殘留之甲烷排放量，需要透過能源及工業等其

他部門排放之完全脫碳來實現。 

紐西蘭預計2021年12月31日前公布「國家溫室氣體減量計畫(ERP)」，提

供所有部門制訂更具減量決心之氣候政策的機會，屆時才可對2022年後之減

量計畫及減量路徑有較清新的輪廓。 

(六)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該法案將依照氣候變遷委員會(Climate Change Commission)建議，每 5

年重新設定紐西蘭排放預算(Emission Budgets)，且主要透過國內減量行為達

到減量目標(如表 3-10.3 所示)。紐西蘭目前已有 80%電力仰賴於再生能源，

且隨海上石油和天然氣之逐步淘汰，預計到 2035 年可實現 100%再生能源發

電，並將再生能源電力用於生產綠氫 ，以供為未能採用電力之設備進行清潔

燃料轉型。不過目前可實現該目標之政策過少，因此搭配修訂《國家可再生能

源政策聲明》(National Policy Statement for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NPS-REG)，並考慮制定有關可再生能源之國家環境標準。 

此外，該法案還提出其他建議，包括促使電動車與低排放車輛價格更加合

理，以及建立 1 億美元之綠色投資基金。紐西蘭政府規劃未來 10 年投入 145

億美元於綠色交通的轉型、自行車及步行之基礎建設、氫能燃料與生質燃料等。

並要求建築物所有人須為其現有的建築提供零碳證書，並於 2030 年達成所有

建築之淨零排放量。 

為達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紐西蘭規劃將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更及森

林部門(Land Use, 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ry, LULUCF)，作為碳匯來

源；並以 2020 年 6 月改革完成之紐西蘭排放機制(New Zealand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NZ ETS)作為主要減量手段，改革內容包含設定排放上限、

碳底價、成本控制準備金，提高碳價上限、降低工業免費配額、要求農業部門

提交排放報告等，不過農業部門須待 2025 年才會實施「徵收 /退款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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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y/rebate scheme)，以此取代 NZ ETS。同時預計要求上市公司、大型保險

公司及銀行實施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目前尚待法規定案。 

表 3-10.3 紐西蘭《氣候變化計畫》措施概要90,91 

部門 策略 

電力 1. 再生能源發電：2025 年達 90%、2035 年達 100%。 

2. 2018 年起禁止於紐西蘭海域進行石油與天然氣探勘92。 

3. 發展再生能源產綠氫(green hydrogen)等創新技術。 

4. 制定天然氣電廠退役時程，並以再生能源替補電力缺

口，以此降低電力排碳係數93，退役時程如下： 

於 2023 年關閉斯特拉特福聯合循環燃氣輪機

(Stratford Combined Cycle Gas Turbine)。 

於 2024 年關閉里納基電廠之柴油調峰發電裝置

(Whirinaki Diesel Peaker)，該電力平時僅於用電需求

高峰時調度使用。 

2030~2031 年間關閉亨特利電站(Huntly Coal Power 

station)。 

5. 發布《氫能願景文件》94，制定國家氫能發展戰略。 

6. 將多餘電力用於產氫，做為電力儲存裝置，並將氫氣運

用於天然氣發電機組或其他未能朝向電氣化轉型之設

備，為能源、運輸部門建構全面性脫碳能源系統。 

建築 1. 2020~2030 年所有建築淨零排放。 

2. 2025 年新建築含碳量低於 20%。 

3. 建築所有人提交現有建築之零碳證書。 

工業 1. 2050 年低熱量(300℃以下)來源 75%由電力替代。 

 
90 MfE, New Zealand’s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2020.09.15,  https://www.mfe.govt.nz/climate-

change/climate-change-and-government/climate-change-programme#markets 
91 Climate Action Tracker, New Zealand,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new-zealand/current-policy-

projections/ 
92 New Zealand Legislation, Crown Minerals (Petroleum) Amendment Act 2018, 2018.11.12, 

https://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18/0049/latest/LMS90459.html 
93 MfE, New Zealand's fourth biennial repor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19.12, https://www.mfe.govt.nz/publications/climate-change/new-zealands-fourth-biennial-report-

under-united-nations-framework 
94 MBIE, A vision for hydrogen in New Zealand public consultation, 2019.10.25, 

https://www.mbie.govt.nz/have-your-say/a-vision-for-hydrogen-in-new-zealand-public-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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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策略 

運輸 1. 2021 年電動車用量提高至 2%。 

2. 2030 年前投資 145 億美元於綠色交通的轉型、自行車

及步行之基礎建設、氫能燃料與生質燃料等 

3. 2050 年陸上運輸電氣化達 100%。 

4. 補貼購買電動車與低排放車輛。 

農業、畜牧 1. 2024 年強制提交排放報告，2025 年實施徵收/退款機

制。 

2. 投入 2.29 億美元於「生產與永續土地利用綜合計畫」。 

3. 飼養低排放品種。 

4. 以 LULUCF 做主要碳匯。 

林業 1. 2028 年前種植 10 億棵樹木，增加碳匯。 

2. 75%木材用於固碳產品。 

其他措施 1. 2020 年改革 NZ ETS。 

2. 氣候融資。 

3. 實施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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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國 

(一)立法精神 

法國於2019年11月8日發布《能源與氣候法》(Energy and Climate Law)，

將2050年前達成碳中和納入法案，並訂定相應能源轉型目標。法國自2015年

起制定能源與氣候變遷相關之政策與法令(請參考表3-10.4)，以確保能源與

氣候目標具一致性。 

表 3-10.4 法國因應淨零排放之歷年政策與法令概述 

年度 政策/法令 內容 

2015 年 《能源轉型法》 

(Energy Transition for 
Green Growth Act) 95 

1. 法國首個減碳政策/法案，制定國家能源生

產及消費之中長期目標。  

2. 2030 年減少 40%溫室氣體(基準年：1990

年)。 

3. 2030 年減少 30%化石燃料之使用。 

4. 2030 年再生能源電力占比提高至 40%，占

最終能源消費之 32%。 

5. 2025 年核電占比降至 50%。 

6. 2050 年將法國能源最終消費減少 50% (基

準年：2012 年)。 

2017 年 氣候計畫 

(Climate Plan) 96 

1. 首次提出 2050 年實現碳中和的更積極目

標。 

2. 將動員整個法國政府以加速能源與氣候之

轉型，同時透過對歐盟及國際的外交行動，

落實巴黎協定長期目標。 

2018 年 

2020 年 

能源與氣候戰略 

(Stratégie française 
pour l’énergie et le 
climat)97  

1. 提出 2050 年碳中和為主軸的國家能源政策

方向。 

2. 涉及所有部門之脫碳行動，包含能源、工業、

運輸、建築、農業及廢棄物，並設定 2050

年實現碳中和之軌跡。 

2018 年 多年度能源計畫 

(Multiannual Energy 
Programme, PPE) 98 

1. 提出 2050 年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為主

軸的國家能源政策方向。 

 
95 France Government. Energy transition.2015.8.17. https://www.gouvernement.fr/en/energy-transition 
96 Ministè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Lancement du Plan Climat. 2017.7.6. 

https://www.ecologie.gouv.fr/lancement-du-plan-climat 
97 France Government. Multiannual Energy Programme: its aims. 2018.11.28. 

https://www.gouvernement.fr/en/multiannual-energy-programme-its-aims 
98 France Government. Multiannual Energy Programme: its aims. 2018.11.28. 

https://www.gouvernement.fr/en/multiannual-energy-programme-its-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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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政策/法令 內容 

2. 承諾更具野心之化石燃料減量目標，2030

年降低 40%其消費量(基準年：2012 年)。 

3. 支持能源轉型以減少化石燃料使用，包含開

發新運輸模式、投資化石燃料轉換獎勵金、

提高房屋能效等措施。 

4. 降低再生能源成本，另推遲核電廠關閉時

間，將電價維持在歐洲最具競爭力的價格，

確保所有人朝永續生態過渡。 

5. 為發電組合訂定符合目標的可靠計畫： 

(1) 2022 年關閉所有燃煤電廠，並協助受

影響工人獲得轉型支持。 

(2) 2030 年再生能源目標，發展新離岸風

電、陸域風力增加 3 倍、太陽光電增加

5 倍。 

(3) 致力實現能源結構多樣化，2035 年將

核能減少至 50%。 

2018 年 國家低碳戰略 

(National Low-Carbon 
Strategy, SNBC) 99 

1. 歐盟要求成員國並須個別提出 SNBC，以履

行《巴黎協定》之減碳義務。 

2. 通過提出氣候計畫及修訂 SNBC，承諾

2050 年實現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 

3. SNBC 為法國制定減緩氣候變化之路線圖，

設定短中期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4. 主要途徑將能源消耗減半，並在 2050 年前

實現能源完全脫碳(decarbonising)。 

2019 年 《能源與氣候法》 

(Energy and Climate 
Law) 100 

1. 正式將 2050 年碳中和目標立法。 

2. 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1990 年要減至

六分之一，剩餘排放量由森林或土壤等碳匯

來抵銷，實現碳中和社會。 

3. 2030 年化石燃料消費將較 1990 年減少

40%，提高《能源轉型法》30%目標。 

4. 2022 年廢止所有燃煤發電。 

5. 2035 年核電占比降至 50%。（原《能源轉型

 
99 France Government. Draft European Energy and Climate Strategy for carbon neutrality by 2050. 2018.11.29. 

https://www.gouvernement.fr/en/draft-european-energy-and-climate-strategy-for-carbon-neutrality-by-2050 
100 Légifrance, PROJET DE LOI RELATIF À L’ÉNERGIE ET AU CLIMAT (TREX1911204L) , 2019.11.08, 

ttps://circulaires.legifrance.gouv.fr/dossierlegislatif/JORFDOLE000038430994/?detailType=CONTENU&de

tail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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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政策/法令 內容 

法》預計為 2025 年） 

6. 訂定年度檢討機制，由獨立之氣候變遷諮詢

機構「高等氣候理事會」負責評估政府能源

與氣候政策之有效性。 

2020 年 國家低碳戰略 

(National Low-Carbon 
Strategy, SNBC)101 

1. 配合 2019 年《能源與氣候法》將碳中和目

標立法，並加強化石燃料減量目標，法國於

2020 年提出最新 SNBC。 

2. 規劃法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路徑，提供各

部門朝向低碳、循環及永續轉型之指南，並

設定短中期階段減碳目標。 

 

(二)法條重點摘要 

法國總統艾曼紐·馬克宏 (Emmanuel Macron)於2019年11月8日簽署發

布《能源與氣候法》(Projet de loi relatif à l’énergie et au climat)，將2050

年碳中和入法，加強能源與氣候之目標及其一致性，彰顯對抗氣候變遷之野

心，重點如下： 

1.該法第一條即宣告法國進入生態與氣候緊急狀態，在2023年7月1日之前

及之後每5年，皆應透過法律制定國家能源政策之優先行動順序，以回應

生態與氣候緊急狀態。 

2.2050年前達成碳中和，即不排放超過碳匯吸收能力之溫室氣體。2050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990年要減至六分之一，剩餘排放量由森林或土壤等

碳匯來抵銷，並承諾不使用國際抵換額度。 

3.2030年化石燃料消費將較1990年減少40%，提高原定減少30%之目標，

以加大減少化石燃料使用之管制力道。 

4.2022年廢煤，法國目前尚有4座燃煤電廠運轉，預計於2022年關閉最後一

座燃煤電廠，並提供相關包商及員工轉型支持。 

5.2035年核電占比降至50%。法國目前核電占發電結構超過70%，原定

2025年降至50%將需興建新燃氣電廠，故推遲至2035年，預計於2035年

前關閉現有運轉中58座核電機組的14座。 

6.2028年終結能效不佳建築，透過改善建築隔熱規定設定2023年至2027年

 
101 Ministè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Stratégie Nationale Bas-Carbone (SNBC). 2020.10.29. 

https://www.ecologie.gouv.fr/strategie-nationale-bas-carbone-sn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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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築翻新改善期，2028年後如未依規定施工翻新者將公布「嫌惡房屋」

名單，並逐步增加制裁措施。 

7.訂定年度檢討機制，由2018年11月27日成立獨立之氣候變遷諮詢機構

「高等氣候理事會」(Haut Conseil pour le climat)負責，評估政府能源與

氣候政策之有效性，如果執行不足或與所定目標不一致時提出警告，並提

供應採取行動之建議。 

(三)背景資料 

法國碳排放量自 2005 年 371.7 MtCO2e 達峰值開始逐年降低，2018 年

碳排放已降至 303.5 MtCO2e，降幅約 18%。分析 2018 年法國碳排放結構，

以運輸部門排放 125 MtCO2e，佔 42%最高；工業部門排放 40 MtCO2e，佔

13%居次；電熱生產及住宅部門分別排放 39 MtCO2e，亦佔 13%；其他能源

工業及商業部門各佔 8%，農業部門則佔 3%。由圖 3-10.4 法國排放結構可

看出，運輸部門化石燃料使用為碳排放主要來源，住宅及商業部門則因建築

物大量使用能源效率偏低的燃煤或燃油鍋爐作為供暖設備，合計碳排放佔全

國 20%以上。而由於法國主要仰賴零碳排之核能發電，電力部門碳排放佔全

國僅 13%，相較其他國家明顯為低。 

因此如要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先藉由電力部門達成淨零電力，再推

動主要排放源運輸、住商部門朝電氣化發展，工業部門能源使用效率提升等

措施及負排放技術，評估應已具備碳中和條件。 

 

圖 3-10.4 法國 1990~2018 年之部門二氧化碳排放量102 

 
102 IEA, CO2 emissions by sector, France 1990-2018, https://www.iea.org/data-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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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標期程 

1.至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相較1990年減少40%(法規目標)。 

2.至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相較1990年減少55%(政策目標)。 

3.至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碳中和，不排放超過碳匯之溫室氣體。 

(五)減量路徑 

1.到2050年能源生產完全零排放。 

2.透過提升能源效率以及更加節能的生活型態減少能源耗用。 

3.大幅減少非能源排放，包括農業部門碳排放與2015年相比減量38%，工業

製程排放與2015年相比減少60%。 

4.增加和保護土壤和森林等碳匯，促進生物經濟中的碳捕獲和儲存(CCS)技

術和產品。 

(六)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法國《能源與氣候法》為能源及氣候政策設立框架及目標，著重4大領域：

(1)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及發展再生能源；(2)建築隔熱翻新；(3)創建用於指導、

治理及評估氣候政策之新體系；(4)對電力及天然氣部門進行監管。 

法國為高度依賴核電之國家，正尋求快速發展低碳能源及以再生能源產

製氫能，並爭取2022年逐步汰除燃煤電廠。另外因住商部門佔該國電力消耗

的45%，其產生之碳排放佔全國總量達25%，因此預計針對760萬戶能源效率

不佳的房屋進行隔熱翻新等改善措施。 

依據法國政府2020年3月提交歐盟《國家低碳戰略》(SNBC)之最終版，

規劃法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路徑，提供各部門朝向低碳、循環及永續轉型

之指南，並設定短中期階段減碳目標，包含2050年實現碳中和並減少法國人

民碳足跡，各部門具體減量策略詳如表3-10.5。 

  

 
statistics?country=FRANCE&fuel=CO2%20emissions&indicator=CO2By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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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5 法國《國家低碳戰略》之減碳措施概要103,104 

部門 目標 策略 

能源 1. 2030 年能源部門碳排

放量較 2015 年減少

33%。 

2. 2050 年能源部門完全

脫 碳 (Complete 

Decarbonisation)。 

1. 透過開發再生能源(無碳熱能、生質能及無碳

電力)，使能源結構脫碳並使其多樣化。 

2. 通過提高能源效率及調節來管理能源需求。 

3. 2022 年廢止燃煤發電；2035 年核電占比降

至 50%。 

4. 2030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33%，推動氫能等

創新能源研發。 

工業 1. 2030 年工業部門碳排

放量較 2015 年減少

35%。 

2. 2050 年工業部門碳排

放量較 2015 年減少

81%。 

1. 支持企業向低碳生產系統轉型(開發脫碳路

徑、融資工具)及發展創新低碳領域。 

2. 加強低碳製造技術及負排技術之研究及開

發，以減少並盡可能消除剩餘碳排放。 

3. 大力提高能源效率並使用零碳能源。 

4. 支持企業以再生能源替換煤炭等化石燃料，

以協助法國實現再生能源目標。 

5. 支持低碳及再生能源產氫行業，至 2030 年達

到工業用氫氣總消費量 20%至 40%。 

住 商
105 

1. 2030 年住商部門碳排

放量較 2015 年減少

49%。 

2. 2050 年住商部門實現

完全脫碳。 

3. 為各種類型建築規劃最適合之零碳能源。 

4. 提高建築物(外牆及設備)的能源效率：制定

2020 年新建築物及第三級建築物翻修之新環

境法規；以能源效率為標的每年翻修 50 萬間

房屋。 

5. 推廣在完整生命週期具有較低碳足跡、較高

能源效率及環境效益的建築、翻新產品及設

備。 

6. 2023 年完成 250 萬戶住宅翻新，用高效率之

供暖系統替換 1 萬座燃煤鍋爐及 100 萬座燃

油鍋爐。 

7. 改善建築物能源效率措施： 

(1) 2021 年起，禁止高能耗之房屋所有者提

高其租金，直到對其進行翻新以提高能

源效率為止。 

 
103 Ministè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Loi énergie-climat. 2020.1.16. https://www.ecologie.gouv.fr/loi-

energie-climat 

104 Ministè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Stratégie Nationale Bas-Carbone (SNBC). 2020.10.29. 

https://www.ecologie.gouv.fr/strategie-nationale-bas-carbone-snbc 

105 Library of Congress. France: Law on Energy and Climate Adopted. 2019.12.4. 

https://www.loc.gov/law/foreign-news/article/france-law-on-energy-and-climate-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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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目標 策略 

(2) 2022 年起，高能耗之房屋所有者出租或

出售時，必須進行能源審核，並要求於契

約及房地產廣告公開預期能源成本告知

潛在購買者或租賃者。 

(3) 2023 年起，將制定房屋能耗標準，對每

平方公尺及每年能源消耗極高者將公告

其為「嫌惡房屋」，所有者須提高能源效

率後才能將其出租。 

(4) 2028 年後，所有建築擁有者皆有義務符

合公告之能效標準及批露要求，都必須

進行隔熱翻新工程，以於 2028 年終結所

有能效不佳建築。 

運輸 1. 2030 年運輸部門碳排

放量較 2015 年減少

28%。 

2. 2050 年運輸部門實現

完全脫碳（不包含國內

航空）。 

1. 提供鼓勵低碳交通發展之碳價(標準化歐洲國

家間之燃油稅率、道路使用成本內部化)，並

加強現有市場機制 (歐盟 ETS、國際航空

CORISA)。 

2. 提高汽車能源效率，2030 年新售車輛油耗

4L/100km。 

3. 提高電動車與氫動力車占比及基礎建設，

2030 年目標占新售車輛 35%，2040 年達到

100%，實現所有新售車輛零排碳。 

4. 國內航運，在所有港口發展低碳轉型技術(電

池、生質燃料、氫能等) 

5. 航空運輸，2050 年生質燃料 50%替代化石燃

料，並開發氫能或電動飛機。 

6. 推廣居家辦公、共乘、縮短路線及優化車輛使

用來控制交通需求之成長。 

7. 鼓勵客運及貨運朝最低排放(大眾運輸、火車)

轉型。 

農業 1. 2030 年農業部門碳排

放量較 2015 年減少

19%。 

2. 2050 年農業部門碳排

放量較 2015 年減少

46%。 

1. 發展生態農業 (l’agro-écologie)、混農林業

(l’agroforesterie)、精準農業(l’agriculture de 

précision)，尤其將氮肥之剩餘量減至最低。 

2. 發展生質經濟，為法國經濟提供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之能源及材料。 

3. 發展有機農業，將農產品高值化；遵行新的營

養建議，減少糧食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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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目標 策略 

森 林

土壤 

1. 2050 年碳匯最大化（儲

存於土壤、森林、木製

產品中） 

1. 發展積極及永續之森林管理措施，使森林可

適應氣候變化，又可保護森林生態系統中之

碳儲存量。 

2. 擴大造林及減少土地清理行為，並減少土地

占用(土壤人工化)。 

3. 最大限度提高木材產品之碳儲存量及使用壽

命，例如建築。 

廢 棄

物 

1. 2030 年廢棄物部門碳

排放量較 2015 年減少

35%。 

2. 2050 年廢棄物部門碳

排放量較 2015 年減少

66%。 

1. 產品設計階段納入防止廢棄物產生之概念(生

態設計、使用者付費原則)。 

2. 將產品再利用及修復，促進消費者間之循環

經濟。 

3. 發展資源回收來改善廢棄物收集及管理。 

4. 提高處理系統效率，尤其是廢水、有機及非有

害廢棄物之處理。 

電力 1. 2022 年廢止燃煤發

電。 

2. 2030 年將化石燃料消

費 減 少 40% （ 相 較

1990 年），再生能源發

電占比提升至 33%。 

3. 2035 年核能發電占比

降至 50%。 

4. 透過減少化石燃料使

用，並藉由核能發展再

生能源，實現 2050 年

能源部門完全脫碳。 

1. 2022 年關閉最後一座燃煤電廠，提供包商及

員工轉型支持。 

2. 原本核電占比降至 50%目標訂在 2025 年

（《能源轉型法》），藉由將期程推遲至 2035

年，避免興建新燃氣電廠。確保不會與減少化

石燃料目標相違背，以實現能源結構完全脫

碳。 

3. 藉由減少化石燃料目標及節能政策，提升能

源使用效率。 

4. 加速發展再生能源及推動氫能等創新能源技

術研發。 

5. 推動分散式發電(Decentralised generation)，

透過能源需求管理、智慧電網、儲能設備等。

預測電力使用變化，協助國內各地區之電力

系統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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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丹麥 

(一)立法精神 

丹麥政府提出之《氣候法案》(The Climate Act) 106於2019年12月6日於議

會通過，將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目標入法，並承諾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1990年減量70%，賦予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之法律約束力。 

(二)法條重點摘要 

該法案包含設定階段性減碳目標之機制，丹麥政府每 5 年須訂定 10 年期

間具法律約束力之階段目標，並需每年制定「氣候行動計畫」(Climate Action 

Plan)，提出各部門具體減量政策，包含能源、住宅、工業、運輸、能源效率、

農業、土地使用變化與森林部門，並由伴隨《氣候法案》成立之氣候變化委員

會(Klimaråde)進行監督，針對政府「氣候行動計畫」中之減量策略是否達到減

量目標進行專業評估，並提供相關減量策略建議107。 

另外，該法案規定丹麥政府一系列之報告義務，包括每年議會對政府為實

現目標所採取的行動進行審查，由於政府有義務於 2030 年前實現減量目標，

丹麥氣候變化委員會作為獨立氣候監督機構之地位將獲得提升，新氣候法給予

更多資金及專家支持，還可自行選舉主席及成員，加強其政治獨立性，確保丹

麥達成其設定之氣候目標108。 

(三)背景資料 

丹麥排放量自 1995 年 71.6 MtCO2e 峰值後開始顯著下降，2018 年碳排放

已降至 32 MtCO2e，降幅達 60%。分析 2018 年丹麥碳排放結構，以運輸部門排

放 13 MtCO2e，占 39%最高；電熱生產部門排放 10 MtCO2e，佔 30%居次；工

業部門排放 4 MtCO2e，佔 12%；其他能源工業及住宅部門各佔 6%，商業與公

共服務部門則佔 3%。由圖 3-10.5 丹麥排放結構可看出，運輸部門、電力與熱力

 
106 Denmark.The Climate Act.2019.12. https://reurl.cc/Q3yQyb 
107 State of Green. During COP25, Denmark passes Climate Act with a 70 per cent reduction target.2019.12.9. 

https://stateofgreen.com/en/partners/state-of-green/news/during-cop25-denmark-passes-climate-act-with-a-

70-per-cent-reduction-target/ 
108 Climate Change Laws of the World. Denmark. The Climate Act. 2019.12 https://climate-

laws.org/geographies/denmark/laws/the-climate-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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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部門化石燃料使用為該國碳排放主要來源；工業部門因非以高碳密集產業為

主，碳排放相對較低；住宅及商業部門則因已使用風力等清潔電力作為供暖電力

來源，碳排放已顯著降低。 

因此如要實現 2050 年淨零排放，先藉由離岸風力發電淘汰煤炭等化石燃料，

協助電力與熱力生產部門實現完全脫碳，剩餘零碳電力可產製氫氣，推動運輸及

工業部門朝電氣化或氫能轉型作為替代燃料，降低其他部門使用化石燃料之碳排

放，再透過碳匯及負排技術抵銷剩餘碳排放，評估應已具備碳中和條件。 

 

圖 3-10.5 丹麥 1990~2018 年之部門二氧化碳排放量109 

(四)目標期程 

1.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基準年(1990年)減量70%。 

2.2050年達成氣候碳中和社會。 

(五)減量路徑 

丹麥政府每5年須訂定10年期間具法律約束力之階段目標，並每年制定

「氣候行動計畫」(Climate Action Plan)，提出各部門具體減量政策，包含能

源、住宅、工業、運輸、能源效率、農業、土地使用變化與森林部門。首個

「氣候行動計畫」於2020年6月提出，為實現2050年淨零排放，訂定第一期

10年目標為203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70%(相較1990年)，減量策略列舉

 
109 IEA, CO2 emissions by sector, Denmark 1990-2018, https://www.iea.org/data-and-

statistics?country=DENMARK&fuel=CO2%20emissions&indicator=CO2By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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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藉由離岸風力發電淘汰煤炭等化石燃料，2030年達成燃煤發電退場。 

2.2035年電力及供暖系統100%來自再生能源，2050年實現100%再生能源

經濟體目標。 

3.廢棄物部門於2030年實現碳中和。 

(六)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丹麥自2011年發布「新能源政策」制定廢煤時程及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後，

陸續制定氣候與能源相關政策，並於2019年將淨零排放納入《氣候法案》，

要求每5年須制訂「氣候行動計畫」，提出各部門具體減量策略。 

丹麥議會於2020年6月22日通過首個「氣候行動計畫」110111(如表3-10.6

所示)，為實現2050年淨零排放，訂定之第一期10年目標即為2030年將溫室

氣體排放量減少70%(相較1990年)，為達成此目標而公布以下重點投資行動，

估計將可減少200萬噸CO2。 

表 3-10.6 丹麥「氣候行動計畫」之減碳措施概要112,113 

部門別 措施 

能源114 1. 2030 年淘汰所有燃煤發電。 

2. 2035 年電力及供暖系統 100%來自再生能源，2050 年實現

100%再生能源經濟體目標。 

3. 建造由離岸風電機組組成之再生能源島，為世界首個從單個離

岸風力電場轉變為能源島之國家。 

4. 打造全球前兩座能源島，離岸風電機組裝置容量總計 4 GW，來

自能源島所發之綠電將被直接使用。 

5. 投資創新綠能技術，如碳捕捉及 Power to X 技術(利用再生能

 
110 Finansministeriet. Regeringen vil bygge verdens to første energiøer med ny klimaplan.2020.5.20. 

https://fm.dk/nyheder/nyhedsarkiv/2020/maj/regeringen-vil-bygge-verdens-to-foerste-energioeer-med-ny-

klimaplan 
111 State of Green. Green energy islands, renovated buildings and climate-neutral waste: Danish government has 

a new climate action plan.2020.5.20. https://stateofgreen.com/en/partners/state-of-green/news/green-energy-

islands-renovated-buildings-and-climate-neutral-waste-danish-government-has-a-new-climate-action-plan/ 
112 Ministè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Loi énergie-climat. 2020.1.16. https://www.ecologie.gouv.fr/loi-

energie-climat 
113 Danish Climate Agreement for Energy and Industry 2020. 2020.6.22. https://kefm.dk/Media/C/B/faktaark-

klimaaftale%20(English%20august%2014).pdf 
114 Danish-Energy-Agency. Securing Denmark’s energy future.2011.11.25. 

https://www.mynewsdesk.com/danish-energy-agency/pressreleases/securing-denmarks-energy-future-

178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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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別 措施 

源剩餘電力產氫等氣體燃料)115。 

6. 2020 年 12 月終止北海新的油氣探勘計畫，2050 年停止所有油

氣開採。 

工業 1. 工業低碳綠色轉型，如電氣化與改善能源效率。 

2. 無法使用綠電者，補助以清潔氣體燃料替代化石燃料。 

住商 1. 建築節能。 

2. 通過區域供暖系統及電熱進行綠色供暖。 

運輸 1. 補助綠色運輸基金。 

2. 投資充電站等基礎設施，協助重型運輸低碳轉型。 

廢棄物 1. 廢棄物部門於 2030 年實現碳中和。 

2. 2030 年前必須在焚化處裡中回收 80%之塑膠材料。 

3. 著重於改善循環經濟之條件。 

電力 1. 2030 年離岸風電裝置容量增加 6 GW，包含兩座全世界首創之

能源島(博恩霍爾姆群島 2 GW 及北海人工島 3GW)，以及海瑟

爾島(Hesselø)外海建造裝置容量 1GW 之離岸風電場。 

2. 能源島所發再生能源電力將被直接使用，多餘電力用於 Power 

to X 技術，將綠電儲存或轉換為綠能燃料（如產製氫或甲烷等

氣體燃料）。投資建立裝置容量 100MW 電解槽將風電轉換為氫

氣，荷蘭亦已決定對該計畫投資 10 億丹麥克朗。 

3. 每年投資 8 億丹麥克朗於碳捕捉與儲存技術。 

4. 2020 年 12 月終止北海新的油氣探勘計畫，2050 年前停止所有

油氣開採。 

其他措施 1. 綠色稅制改革，徵收碳稅(Carbon Tax)。 

2. 綠色交通基金(包括擴建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 

 

  

 
115 Power-to-X：將剩餘的電能轉化成氣體(Power-to-Gas)或液體(Power-to-Liquid)的一種儲能與電力多元

轉換技術，常見利用再生能源電力電解水產製氫氣，或再利用氫氣高能量特性來活化 CO2，生產氣
體或液體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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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國 

(一)立法精神 

英國於2019年提出《2008年氣候變遷法 (2050年目標修正案 )》 (The 

Climate Change Act 2008 (2050 Target Amendment) Order 2019)，將2050

年溫室氣體較1990年減量80%之目標，提高至減量100%，為首個將淨零排

放目標納入法案之國家。 

(二)法條重點摘要 

《氣候變遷法》涵蓋法定減碳目標、強調每五年滾動式檢討碳預算、劃

分各部會職責分配及為減緩與調適行動提供明確框架，同時催生氣候變遷委

員會(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CCC)，由其負責為政府氣候行動提供

諮詢與研究，並身兼監督責任。如表3-10.7所示，該法案之五大支柱奠定英

國氣候行動框架，而法律之拘束力也成為推動相關行動之最大助力116。 

表 3-10.7 英國《氣候變遷法》之五大支柱117118 

長期氣候目標 
1. 具備科學基礎的明確減量目標 

2. 2050 年淨零排碳 

碳預算119 

1. 五年期間內英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之最高上限 

2. 5 年一期，每期 12 年前提出 

3. 與 CCC 協商後設立目標 

4. 碳預算更動的門檻相當高 

氣候變遷委員會 

1. 由氣候、能源、環境、社會科學等領域的專家學者組成 

2. 提供有關長期減碳目標、碳預算的建議 

3. 減碳行動、調適計畫的監督者 

4. 應政府要求提供與氣候變遷有關的建議、分析和訊息 

維持課責性 

1. 政府定期提出公報於議會與公眾—透明、課責性維持 

2. CCC 持續提出關於減碳、碳預算、減緩、調適和權力下放地

區的進展報告 

氣候調適規劃 

1. CCC 下成立調適小組委員會，5 年為一期規劃，並由 CCC

監督 

2.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報告提出後進行國家調適計畫 

 
116 RSPRC，前燃煤大國—英國減碳的未竟之路，2020.12.08，https://rsprc.ntu.edu.tw/zh-tw/m01-

3/climate-change/1513-climate-change-1208.html 
117 經濟前瞻，英國〈氣候變遷法〉的十年一刻－檢視臺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2018.07.12，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0190376-201807-201808140012-

201808140012-43-50 
118 Grantham, 10 Years of the UK Climate Change Act, https://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wp-

content/uploads/2018/03/10-Years-of-the-UK-Climate-Change-Act_Fankhauser-et-al.pdf 
119 碳預算：根據 2008 年《氣候變遷法》，英國創建碳預算概念，以五年為一期，規定英國此期間之溫

室氣體總排放量，依法不應超過此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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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背景資料 

英國早期溫室氣體主要排放部門為電熱生產部門，不過自 1992 年起逐漸以

燃氣發電取代，首次改變電力結構，當時已微幅降低電熱生產部門之排放量。於

2008 年始，因各類再生能源崛起，提升零碳電力發電量，且全國用電量逐年降

低，能源結構再次開始轉變，明顯降低電力排碳係數，促使電熱生產部門已非主

要排放部門。而其他部門之排放量則相對穩定，並無太大增減，惟工業部門排放

量有小幅度降低。 

分析 2018 年英國碳排放結構，以運輸部門排放 121 MtCO2，占 34%最高；

電熱生產部門排放 481 MtCO2，占 23%居次；住宅部門排放 65 MtCO2，占 18%；

其餘部門則依序為工業、其他能源、商業部門等，分別占 9%、7%及 6%，如圖

3-10.6 所示。 

 

圖 3-10.6 英國 1990~2018 年之部門二氧化碳排放量120 

  

 
120 IEA, CO2 emissions by sector, United Kingdom 1990-2018, https://www.iea.org/data-and-

statistics?country=UK&fuel=CO2%20emissions&indicator=CO2BySector 

FINAL CONSUMPTION NOT ELSEWHERE SPEC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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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標期程 

1. 2035 年較基準年(1990 年)減量 78%121122。 

2.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 

(五)減量路徑 

英國法律制定了五個減碳期程123，以五年為一期，涵蓋2008年至2032年。

前三個期程（2008-2023年）是在2008年制定，第四個期程（2023-2027年）

是在2011年制定的。第五個減碳目標是在2016年制定。五個減碳期程將英國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包括國際航空和航運）在2028年至2032年期間限制在

1,725 MtCO2，相當於在此期間英國年排放量較1990年相比平均減少57%。 

(六)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2020 年 11 月 18 日，英國總理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提出呼應「綠色

工業革命」(Green Industrial Rrevolution)124之「十點計畫」125，有助大幅提升實

現淨零排放之成功率，內容涵蓋離岸風電、氫能、核能、電動汽車、公共運輸、

零碳飛機與輪船、建築、碳捕獲技術、植樹造林，及技術創新與綠色金融等（如

表 3-10.8 所示）。該革命將投入 120 億英鎊、創造高達 250,000 個高技能綠色工

作崗位，並於 2030 年前刺激私人部門投資增長三倍。 

能源電力部門主要發展離岸風電與核電，其中斥資 1.6 億英鎊建造適合發展

離岸風電之港口設施，以於 2030 年始離岸風電裝置容量達 40 GW；並投入 3.85

億英鎊，開發先進與小模組核能。對於主要排放源-運輸部門則對海、陸、空三領

域，至少投入 73.43 億英鎊發展電氣化、低碳化轉型，預計於 2030 年禁售燃油

新車、使用零排放飛機，於 2035 年達部門零排放。工業部門則推廣利用藍氫(blue 

hydrogen)取代化石燃料，以降低難以進行電氣化轉型設備之排放量。藍氫係透

 
12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enshrines-new-target-in-law-to-slash-emissions-by-78-by-2035 
122 https://green-alliance.org.uk/resources/Net_zero_policy_tracker_April_2021.pdf 
123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What are Britain’s carbon budgets?, 

https://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explainers/what-are-carbon-budgets-and-why-do-we-have-them/ 
124 GOV. UK, The ten point plan for a green industrial revolution, 2020.11.1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he-ten-point-plan-for-a-green-industrial-revolution 

125 GOV. UK, PM outlines his Ten Point Plan for a Green Industrial Revolution for 250,000 jobs, 2020.11.1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m-outlines-his-ten-point-plan-for-a-green-industrial-revolution-for-

250000-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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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化石燃料進行水解，再搭配碳捕捉與封存技術吸收反應過程產生之溫室氣體，

盡可能降低其排放量。 

表 3-10.8 英國淨零排放減碳措施概要126 

部門 策略 

能源電力 

1. 投資 1.6 億英鎊發展適合離岸風電之港口設施，2030 年達 40 GW

離岸風電。 

2. 投資 1.7 億英鎊於先進模組反應器(Advanced Modular Reactors, 

AMRs)。 

3. 投資 2.15 億英鎊於小規模模組反應器(Small Modular Reactors, 

SMRs)。 

建築 
1. 2028 年安裝 60 萬件熱泵。 

2. 以低碳供暖系統取代燃氣鍋爐。 

工業 投資 2.4 億英鎊，2030 年達 5 GW 藍氫(blue hydrogen)。 

運輸 

1. 2030 年禁售燃油新車，2035 年達零排放。 

2. 2030 年使用零排放飛機。 

3. 投資 10 億英鎊支持車輛供應電轉型。 

4. 投資 13 億英鎊於建設充電設施。 

5. 投資 50 億英鎊於公共汽車與自行車轉型。 

6. 投資 2,000 萬英鎊研究零排放大型貨車。 

7. 投資 300 萬英鎊部屬氫運輸工具技術。 

8. 投資 2,000 萬英鎊於清潔海事示範計畫(如氨氣燃料)。 

土地、 

農林畜牧 

1. 建立國家公園與自然景觀區，2030 年前改善 30%土地。 

2. 2024 年前建立 10 項土地用途變更計畫，恢復固碳能力。 

3. 植樹、復育泥煤地、補助農民投資現代技術提高生產率。 

電力 

1. 增設再生能源裝置，並設置彈性調度電力措施。 

2. 以電動車與混合加熱器(Hybrid Heat Pump)等靈活系統負載增加電

氣化程度。 

3. 訂定 2025 年禁止燃煤發電之目標。 

4. 投資 10 億英鎊於創新能源計畫。 

5. 確保新建火力電廠以低碳燃料為主，並於 2030 年營運電力 CCUS

項目127。 

補充措施 投資應用於發電、藍氫(blue hydrogen) 生產及工業製程之 CCUS。 

其他措施 投資 1 億英鎊提高能源儲存與靈活性(Energy Storage and Flexibility)。 

 
126 GOV. UK, The ten point plan for a green industrial revolution, 2020.11.1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he-ten-point-plan-for-a-green-industrial-revolution 
127 GOV.UK, Energy white paper: Powering our net zero future, 2020.12.1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energy-white-paper-powering-our-net-zero-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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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本 

(一)立法精神 

日本參議院於2021年5月22日全體會議中，一致通過《促進全球變暖對策

法》的修正案。將於2022年4月正式施行，透過將2050年淨零碳排目標明確入

法。 

(二)法條重點摘要128 

1.以《巴黎協定》、《2050年碳中和宣言》等為基礎新確立的基本原則。 

2.建立促進利用當地可再生能源促進脫碳的項目的計劃/認證體系。 

3.企業排放信息數字化、推進數據開放促進脫碳管理等。 

(三)背景資料 

日本是世界上第六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名列中國、美國、歐盟、印度以及

俄羅斯之後。由表3-10.7可知，日本碳排放量自2013年1,236 MtCO2e達峰值

開始逐年降低129，2019年碳排放量已降至1,024.1 MtCO2e，降幅約17%。分

析日本2019年碳排放結構，以電力與熱力生產部門排放506 MtCO2e，佔49%

最高；運輸部門排放201 MtCO2e，佔20%居次；工業部門排放189 MtCO2e，

佔18%，商業及公共服務部門及住宅部門皆佔5%，其他能源工業部門佔4%，

農業部門佔1%。 

 

圖 3-10.7 日本 1990~2019 年之部門二氧化碳排放量130 

 
128 日本環境省，http://www.env.go.jp/press/109218.html 
129 IEA, CO2 emissions by sector, https://www.iea.org/countries/japan 
130 https://www.iea.org/countries/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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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標期程131 

1. 2030年較基準年(2013年)減量46%。 

2. 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五)減量路徑 

日本為達到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其主要以以下三項原則作為溫室氣體

減量策略132，分別為： 

1.最大限度地應用和廣泛採用現有的綠色技術，同時制定計劃，以系統

化和結構化的方式為更廣泛的社會帶來新的綠色創新。 

2.認識到負排放技術在捕獲和儲存二氧化碳方面的關鍵作用，即使有節

能、電氣化、電源脫碳和氫燃料計劃，化石燃料的零使用可能也不現

實。 

3.由於技術和方法的長期不確定性，在脫碳過程中最具挑戰性的工業部

門考慮廣泛的政策選擇。 

(六)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日本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路線圖大膽而雄心勃勃。它具有三個關鍵里程

碑。首先，日本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承諾到2030年將溫室氣體(GHG)

排放量從2013年的水平減少26%。第二個里程碑是到2050年推動創新技術的

發展，使日本能夠為將全球累積的大氣二氧化碳減少到「超越零」(Beyond 

Zero)做出貢獻。菅義偉首相宣示日本到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這一

大膽的承諾使日本走上了30年後實現碳中和的道路。為達成2050年淨零排放

目標，日本各部門規劃之減碳策略概述如表3-10.9所示。 

  

 
131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Prime Minister Suga’s attendance at the Leaders Summit on Climate, 

https://www.mofa.go.jp/ic/ch/page6e_000236.html 
132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 Japan’s Roadmap to “Beyond-Zero” Carbon, 

https://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nergy_environment/global_warming/roadma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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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9 日本淨零排放減碳措施概要133 

部門 策略 

建築 

1. 改善建築能源使用效率，提倡淨零能源房屋 (Net Zero Energy 

House)與淨零能源建築(Net Zero Energy Building)。 

2. 2050 年相較於 2030 年吸收 5.6 百萬噸二氧化碳。 

工業 

1. 加速氫能研究與發展，使氫能成本在 2050 年前低於天然氣。 

2. 2030 年前擴大使用先進半導體設施，以提升工業製程效率。 

3. 施行循環經濟，從產品或是廢棄物中提取有用資源，減少自然資源

的開發與使用。 

運輸 

1. 2030 年電動車與油電混合車佔整體轎車銷售 20-30%。 

2. 2050 年前飛機採用潔淨燃料。 

3. 到 2028 年實現零排放船舶，至 2050 年在航運業轉換為氫和氨等

替代燃料。 

土地、 

農林畜牧 

1. 2050 年農產品生產鏈中每一階段達碳中和目標。 

2. 減少農業、林業及漁業從化石然來中產生二氧化碳排放。 

電力 

1. 2030 年火力發電中燃料氨(Fuel ammonia)佔 20%。 

2. 增加核能使用，並配合再生能源，維持安全、穩定且有效率的零碳

發電方式。 

其他措施 
1. 2030 年吸收二氧化碳的混凝土價格降低到與現有產品相同水平。 

2. 透過下水道系統回收能源。 

 

  

 
133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 Paths to carbon neutrality, 

https://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nergy_environment/global_warming/roadmap/innovation/jctg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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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蒐集分析國外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或碳中和推動策略成果 

截至110年12月，根據Net Zero Tracker統計134，共有134國/聯盟承諾淨零排

放，目前尚有3國處於立法階段、42國將該目標納入政策文件、76國尚在討論。除

已立法國家外，各國宣告淨零排放之進度依法律位階層級，分為「立法程序中」、

「列入政策文件」及「目標討論中」三類，其中「目標討論中」代表該國僅領導人

宣告或加入「氣候野心聯盟」等方式承諾達成淨零排放目標，尚未列入國家政策或

法律文件中。另有84個城市宣告達成淨零排放(如表3-11.1所示)。 

表 3-11.1 未立法國家宣布淨零排放承諾之形式 

項次 宣告進度 數量 國家 

1 立法程序中 3 智利、斐濟、愛爾蘭 

2 列入政策文件 42 

芬蘭、奧地利、冰島、美國、南非、義大利、

巴西、瑞士、阿根廷、挪威、哥倫比亞、葡

萄牙、斯洛伐克、多明尼加、巴拿馬、哥斯

大黎加、烏拉圭、斯洛維尼亞、拉脫維雅、

尼泊爾…等 

3 目標討論中 76 

墨西哥、荷蘭、比利時、巴基斯坦、孟加拉、

捷克、羅馬尼亞、秘魯、希臘、厄瓜多、安

哥拉、衣索比亞、緬甸、克羅埃西亞、保加

利亞…等 

4 城市 84 

京都、大阪、蘇黎世、橫濱、華沙、溫哥華、

東京、首爾、聖地牙哥、薩爾瓦多、鹿特丹、

羅馬、里約、青島、波特蘭、比茲堡、費城、

紐奧良、南京、倫敦、休士頓、巴黎…等 

 

依合約要求研析100個已提案/宣告淨零碳排之國家/城市，延蒐其背景資料、

目標期程、減量路徑及減量策略等4項內容進行彙整，整理摘要如表3-11.2與表3-

11.3所示，擷取其中較具代表性之國家 /城市摘要說明如下。其中韓國安山市

(Ansan)與富川市(Bucheon)兩個城市與臺中市背景與發展條件相似，皆以工業為

主要發展，並位處交通運輸重要樞紐，未來可針對其二城市進行深入探討與研究。

 
134 Net Zero Tracker, https://eciu.net/netzerotracker 



110 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暨減量計畫 

296 

 
135 本計畫彙整 

表 3-11.2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國家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5 

項次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1 
智利 

(Chile) 
2050 

近 3 年排放量為智利高峰，國內

排放量主要來自燃燒化石燃料，

其中以燃油及燃煤為主。 

1. 2050 年實現碳中和目標 

2. 2025 年溫室氣體排放達

到峰值 

1.2030 年國家 70%電力來自再生能源 

2.減少對燃油與燃煤的依賴，2040 年前

關閉所有燃煤電廠。 

3.減少進口化石燃料的依賴，降低電價。 

2 
斐濟 

(Fiji) 
2050 

近 5 年排放量逐年上升，2018 年

達 190 萬噸 CO2，為該國最高

值。排放主要來自燃油及水泥生

產。 

1. 2030 年排放量較 BAU

減量 30% 

2.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 

1.制定全球最全面性的氣候變化法，涵

蓋長期淨零承諾、碳預算、碳市場建

立、自然調適方案、氣候融資等。 

2.2030 年達 100%再生能源電力。 

3 
芬蘭 

(Finland) 
2035 

2020 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相當

於 4,830 萬噸二氧化碳當量。與

上一年相比，排放量減少了 9%。 

1. 2030 年 EU ETS 未涵蓋

部門的排放量較基準年

(2005 年)減量 39% 

2. 2035 年實現碳中和 

1.2029 年淘汰燃煤作為能源使用。 

2.2030 年電動汽車達 250,000 輛、燃氣

動力汽車的數量達 50,000 輛。 

3.2020 年中能能源消耗再生能源至少

占 38%，至 2030 年至少佔 50%。 

4 
奧地利

(Austria) 
2040 

溫室氣體排放量在 2005 年至

2016 年間有所下降，但此後開始

再次上升，尤其是在交通運輸領

域。 

1.2030 年 EU ETS 未涵蓋

部門的排放量較基準年

(2005 年)減量 36% 

2.2050 年達成碳中和(不使

用核能) 

1.能源(Energy) 

(1)逐步減少化石燃料使用 

(2)提升再生能源，2030 年達 100% 

(3)能源效率作為建築物的節能潛力 

2.施行碳價。 

5 
冰島 

(Iceland) 
2040 

溫室氣體排放量從 1970 年 190

萬噸增加到 2019 年 390 萬噸，

年均增長率為 1.59%。 

1. 2030 年排放量較 2005

年減量 40% 

2. 2040 年實現淨零排放 

1.所有發電採水力/地熱等再生能源 

2.植樹造林，開墾排水濕地增加碳匯 

6 美國(US) 2050 
2019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為

65.58 億噸，淨排放量為 57.69

1.2030 年排放量較 2005

年減少 50%~52% 

1.2035 年電力零碳排放。 

2.2021 年宣布設置 30GW 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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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2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國家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5 

項次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億噸。運輸、電力生產以及工業

部門為主要排放來源。近年因國

家能源政策轉換，加上改用天然

氣和再生能源，排放量有逐漸降

低。 

2.2050 達成淨零排放 3.透過支持建築物的效率升級和電氣

化，減少家庭的排放和能源成本 

4.減少森林和農業的排放並增強碳匯 

5.支持碳捕獲以及從可再生能源、核能

或廢物產生的新氫源來為工業設施供

電，解決工業過程中的碳污染問題 

6.投入創新技術 

7 
南非 

(South Africa) 
2050 

2000 年至 2015 年排放量由 439 

MtCO2e 上升至 541 MtCO2e，

上升幅度達 23%，其中能源工業

為主，佔總體排放量 60.4%。 

1.2030 年排放量控制在

350-420 MtCO2e 
2.2050 實現淨零排放 

1.碳稅費率約為 240 元/tCO2e，並設立

部門排放目標，減少化石燃料補貼。 

2.工業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3.提高太陽能發電設施比例。 

4.建築法規，減少新建築能源消耗。 

8 
巴西 

(Brazil) 
2050 

排放量於 2003 年達峰值約 3 億

噸 CO2e 後持續下降，2019 年約

2.2 億噸 CO2e。 

1.2025 年排放量較 2005

年減量 37% 

2.2030 年排放量較 2005

年減量 43% 

3.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 

1.2030 年結束非法雨林濫伐行為。 

2.發展再生能源與生質燃料。 

3.加強農業、運輸以及工業減碳策略。 

9 
瑞士 

(Switzerland) 
2050 

2018 年排放量達 46.4 MtCO2e，

相較於基準年 (1990 年 )降低

14%，人均排放量自 2005 年逐

漸下降，至 2018 年人均排放量

為 5.4 頓 CO2e。 

1.2030 年排放量較 1990

年減量 50% 

2.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 

1.再生能源、低碳燃料取代化石燃料。 

2.交通電氣化。 

3.提升能源效率。 

10 
挪威 

(Norway) 
2050 

2018 年 每 人 排 放 量 9.7 噸

CO2e，低於 OECD 平均 11.5 噸

1.2030 年排放量較 1990

年減量 50-55% 

2.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 

1.建立 CCS。 

2.在生產製造過程中善用生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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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2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國家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5 

項次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CO2e。主要以水力作為發電能

源，搭配風能與天然氣等資源。 

3.更多地使用氫氣作為還原劑和能量載

體。 

4.研發低排放量與低耗能的生產方法。 

5.循環經濟。 

6.降低產品使用與生產製造碳足跡。 

7.實施碳稅。 

11 
愛爾蘭 

(Ireland) 
2050 

2018 年排放量約 61 MtCO2，農

業與能源排放為主。因化石燃料

發電，碳密集度較歐盟平均高

20%。 

1.2030 年非歐盟 ETS 排放

量較 2005 年減量 30% 

2.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 

1.2030 年碳稅提升至每噸 80 歐元。 

2.2030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 70%，

增加約 12GW。 

3.2025 年陸續關閉燃煤電廠。 

12 
葡萄牙 

(Portugal) 
2050 

2014-2018 年排放增加 13%，

2019年達4,762萬噸CO2。2019

年再生能源佔終端能源需求

30.6%，歸功於水力與風力發電。  

1.2030 年排放量較 1990

年減量 50% 

2.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 

1.增加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2.提升電動車使用量。 

3.發展綠氫、低碳燃料與 CCUS。 

4.改善林業與土地利用部門管理。 

13 
巴拿馬 

(Panama) 
2050 

2019 年排放量為 1,250 萬噸，

其中以燃油為主要排放源，佔了

90%，其次為水泥工業所造成的

排放。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 

1.2030 年再生能源 15%；2050 年 30%。 

2.巴拿馬運河承諾於 2030 年實現碳中

和目標，將採購電動車作為拖拉機具。 

3.減緩森林破壞，維持生物多樣性。 

14 
哥斯大黎加 

(Costa Rica) 
2050 

2016 年 化 石 燃 燒 排 放 8.3  

MtCO2，較前一年增加 2.16%，

2019 年每人平均排放量是自

2007 年以來最高點，每人平均排

放量達 1.7 tCO2e。 

1.2030 年減量目標為絕對

淨減量 9.11 MtCO2e 

2.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 

1.2050 年巴士與計程車為零排放。 

2.2030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 100%。 

3.2050 年住商部門再生能源全面普及。 

15 
斯洛維尼亞 

(Slovenia) 
2050 

2017 年排放量約 17 MtCO2e，

與 1986 年相比減少 14.5%。 

1.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較 2005 年減量 36% 

1.2021 年起逐步淘汰燃煤發電廠，由

核能發電取代燃煤發電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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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2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國家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5 

項次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2.2050 年淨零排放 2.2030 年再生能源佔終端能源使用

27%。 

3.2030 年能源使用效率較 2007 年基準

提升至少 35%。 

4.建築部門 2030 能源消耗較 2005 年減

少 20%，並且溫室氣體減量至少

70%。 

16 
馬爾地夫 

(Maldives) 
2050 

2020 年馬爾地夫排放量為 180

萬噸，主要排放來自於柴油燃燒

使用，佔整體盤放量 80%。 

2050 年達碳中和目標 
1.增設太陽能發電設施。 

2.提倡綠色資金。 

17 
尼加拉瓜 

(Nicaragua) 
2050 

2020 年尼加拉瓜排放量為 507

萬噸，其國內主要排放量為土地

利用與森林使用為主。 

1.2030 年較 1990 年減量

55% 
2.2050 年達淨零排放目標 

1.電氣化、再生能源。 

2.能源多元化。 

18 

馬紹爾群島 

(Marshall 
Island) 

2050 

2018 年排放量約為 24 萬噸。由

於島上天然資源並不豐富，經濟

依賴於服務業以及部分漁業和

農業。 

1.2025 年排放量較 2010

年減量 32% 

2.2030 年排放量較 2010

年減量 45% 

3.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 

1.增加再生能源發電比例，如太陽能與

風力發電，同時建置儲能設施。 

2.提升公共運術系統使用，逐步淘汰化

石燃料運具換用電動運具。 

3.照明設備與烹飪燃料逐步淘汰煤油。 

19 
中國 

(China) 
2060 

全球第一大排放國，排放量佔全

球 27%，過去三十年中國排放量

增加三倍之多。中國能源以燃煤

為主，境內高達 1,058 座燃煤電

廠。 

中國排放量成長速度快，2021 年

第一季結束，化石燃料與水泥業

1.2030 年達碳排高峰 

2.2060 年達碳中和目標 

1.2030 年碳排/GDP 較 2005 年下降

65%。 

2.2030 年非化石燃料消費提高至 25%。 

3.2030 年風力、太陽能達 12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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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2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國家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5 

項次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排放量較同時間其他年度增加

14.5%，未來將持續增加排放量。  

20 
哈薩克 

(Kazakhstan) 
2060 

2019 排放量為 3.13 億噸，為近

10 年來排放高峰，為世界第 14

大排放國，主要來源為化石燃料

燃燒、交通運輸、工業製程。 

1.2030 年排放量較 1990

年減量 15% 

2.2050 年實現碳中和 

1..2023-2030 年對於能源、農業與林業、

工業、公共事業、煤炭工業、廢棄物

管理以及運輸部門進行深度減碳。 

2.增加投資於再生能源、能源自足以及

廢棄物減量管理。 

21 
烏拉圭 

(Uruguay) 
2030 

烏拉圭 2019 年排放量為 638 萬

噸，主要排放來源為燃油。 
2030 年達碳中和目標 

2030 年較基準年(1990 年) 

1.降低每單位排放量強度 40%。 

2.維持每度發電排放量在 20g CO2 以

下。 

22 
義大利 

(Italy) 
2050 

義大利 2019 年總排放量 337 萬

噸，其中國內以能源和運輸部門

為兩大主要排放量。 

1.2030 年非排放量交易系

統溫室氣體較基準年

(2005 年)減量 33% 

2.2020-2030 年自可再生

能源的能源在供暖和製

冷能源最終消耗總量中

的佔比每年增加 1.3%。 

3.2030 年較 2020 年運輸

部門再生能源比例提升

至 22% 

4.2030 年較 2020 年再生

能源佔中端能源消耗提

升至 30% 

1.推動逐步淘汰燃煤發電，加速從傳統

燃料轉變至再生能源。 

2.淘汰煤炭、提高二氧化碳價格、加速再

生能源和製造過程中的能源效率。 

3.透過提高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來減少

對進口化石燃料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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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2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國家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5 

項次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23 
墨西哥 

(Mexico) 
2050 

2019 年墨西哥排放量為 485 百

萬噸，排放量以燃油與天然氣為

主要排放來源。 

1.2030 年 較 基 準 情 境

(BAU)減量 36% (2030

年 BAU 預估排放量為

991 百萬噸) 

2.2050 年達碳中和目標 

1.制定和實施國家電動汽車策略。 

2.增加低碳能源在國家電網中的參與

度、推廣儲存和智能電網領域的創新

技術。 

3.提升能源效率、循環經濟。 

24 
荷蘭 

(Netherlands) 
2050 

2018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較

1990 年減少 18%。荷蘭人均排

碳量是歐盟中排名第四高。 

1.2050 年電力供應達二氧

化碳中和(CO2-neutral) 

2.2030 年較基準年(1990

年)減量 49% 

3.2050 年較基準年(1990

年)減量 95% 

1.逐步淘汰燃煤發電廠。 

2.提供 30 億歐元用作再生能源補貼以

及住家重新裝修。 

3.降低國家限速、重新造林。 

25 
比利時 

(Belgium) 
2050 

比利時 2019 年排放量為 9,971

萬噸，其中燃氣與燃油為主要排

放來源。 

2050 年較基準年(1990 年)

減量 95%，搭配負碳排技

術達到碳中和目標 

使用再生能源。 

26 
阿根廷 

(Argentina) 
2050 

2019 年阿根廷排放量為 199.4

百萬噸，以化石燃料燃燒為主要

排放源。 

2030 年限制排放量在 313

萬噸(不包括 LULUCF) 

1.提升公共運輸效能、改進車輛技術。 

2.使用廢棄物取代化石燃料，施行循環

再利用政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3.改變耕作習慣和重複利用副產物和廢

棄物。 

4.廢除化石燃料補貼。 

27 
哥倫比亞 

(Colombia) 
2050 

哥倫比亞 2018 年排放量為

7,310 萬噸，排放量來源為燃油、

天然氣與燃煤，國內以水力為主

要發電來源。 

1.2030 年減量 51% 

2.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

標。 

1.撤除化石燃料投資，改投資於潔淨能

源，促使國家電力來自再生能源。 

2.至 2022 年種植 1.8 億棵樹，同時保護

境內既有雨林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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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2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國家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5 

項次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3.交通系統電氣化並推廣步行和騎自行

車等非機動交通方式， 

4.複合式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開發風力、

太陽能以降低對水力發電的依賴 

28 
巴基斯坦 

(Pakistan) 
2050 

巴基斯坦 2019 年排放量為 2.48

億萬噸，大部分能源供應來自石

油和天然氣。水力發電是該國主

要的再生能源，但風能和太陽能

的使用比例緩慢成長。能源部門

與農業部門為國內最大排放量

部門。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1.發電來源由化石燃料轉換為再生能

源，包含既有的水力發電、風力以及

太陽能。 

2.降低都市交通排放量。 

3.提升電網與燃煤發電效率。 

4.水資源管理，降低土讓釋放至大氣的

甲烷。 

29 
孟加拉 

(Bangladesh) 
2050 

孟加拉 2019 年排放量為 1 億萬

噸，85%的人口可以使用電力，

高於 2000 年的 20%。天然氣為

孟加拉發電主要來源，儘管風

能、水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的占

比正在成長。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1.發展家戶太陽能裝置、改善家戶能源

使用效率、減少鄉村家戶直接燃燒生

物質。 

2.鼓勵民眾使用低排放交通方式、提升

運具能源使用效率。 

3.針對水泥業與肥料工廠提升技術與能

源效率。 

30 
捷克 

(Czechia) 
2050 

捷克 2019 年排放量為 9,570 萬

噸，能源工業、製程部門佔捷克

60%排放量，人均排放量是歐盟

成員中第四高，並且排放量佔歐

盟 3.5%，減碳的步調遠低於其他

歐盟成員。 

1.2030 年較 1990 年減量

55% 
2.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

標 

1.運輸部門、加熱設備大規模電氣化。 

2.擴大再生能源發電規模。 

3.2019年國家投資計畫完成 2座新核能

發電機組建設。 

4.提升建築物隔熱能力。 

5.核能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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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2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國家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5 

項次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31 
羅馬尼亞 

(Romania) 
2050 

2019年羅馬尼亞 2019年排放量

為 7,508 萬噸。電力來源於化石

燃料(36%)、核能(20%)與水力發

電(28%)，再生能源佔能源消耗

24%，名列歐盟第 10 高。其中

以水力為主要再生能源發電來

源，其次為風力與太陽能光電。 

1.2030 年較 1990 年減量

55% 
2.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

標 

1.增加 7GW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其中

3.7GW 預計為太陽能發電裝置。 

2.促進對低碳電力生產設施的投資。 

3.在工業部門採用最佳可行技術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與增加能源效率。 

32 
希臘 

(Greece) 
2050 

希臘 2019 年排放量 5,680 萬噸，

國內電力長期以燃煤為主要發

電來源，近年已轉為天然氣為

主，排放量有逐步下降的趨勢。 

1.2030 年較 1990 年減量

55% 
2.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

標 

1.減少對褐煤的依賴。 

2.提升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如風力

發電與太陽能發電。 

3.運輸部門提升電動運具的比例。 

4.減少工業與住商部門能源需求。 

5.淘汰燃煤發電，促使再生能源使用。 

33 
厄瓜多 

(Ecuador) 
2050 

厄瓜多 2019 年排放量為 4,054

萬噸，《2016-2035 年國家能源

效率計劃》提出了能源效率的跨

部門計劃，以及交通、工業、住

宅、生產、發電和所有能源消費

部門的政策。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1.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2.提升能源效率。 

34 
斯洛伐克 

(Slovakia) 
2050 

斯洛伐克 2019 年排放量為

3,331 萬噸，國內排放源以工業、

運輸以及電力部門為主要排放

源。 

1.2030 年較 1990 年減量

55% 
2.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

標 

1.提升電力部門以及終端使用能源效

率。 

2.降低能源密集度。 

3.降低對進口能源的依賴。 

4.拓展核能發電。 



110 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暨減量計畫 

304 

表 3-11.2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國家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5 

項次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5.增加再生能源於電力與加熱部門的使

用比例。 

6.支持運輸部門替代燃料。 

35 
安哥拉 

(Angola) 
2050 

安哥拉 2019 年排放量為 3,802

萬噸，其中以燃油為主要排放

源，由於安哥拉為非洲南部最大

的原油生產國。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1.提升再生能源比例。 

2.穩定農業生產中的排放。 

3.減少工業生產製造的排放量。 

4.到 2030 年，將林業部門的碳固存量增

加到每年 500 萬噸二氧化碳當量。 

36 

多明尼加 

(Dominican 
Republic) 

2050 

多米尼加 2019 年排放量為

2,738 萬噸，正值排放量巔峰，

其中以燃油為主要排放來源。 

1.2030 年較 2010 年減量

25% 
2.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2030 年較 2020 年非再生能源減量

25%。 

2.減少糧食廢棄物。 

3.減少一次性塑膠用品。 

4.增加能源的多樣性，減少對進口化石

燃料的依賴並刺激對再生能源的投

資。 

37 
克羅埃西亞 

(Croatia) 
2050 

克羅地亞 2019 年排放量為

1,788 萬噸，國內主要以燃油為

主要排放來源，其次為天然氣與

燃煤。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1.非 EU-ETS 的固定源徵收二氧化碳排

放稅。 

2.建立二氧化碳收集、利用和封存平台

(CCS)。 

3.循環經濟。 

4.減少工業製程中氟系相關產物或氣

體。 

5.廢棄物減量並回收再利用。 

6.管理農牧業甲烷排放。 

7.森林地區施行碳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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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2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國家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5 

項次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8.提升再生能源於各部門能源使用。 

9.提升能源效率。 

38 
保加利亞 

(Bulgaria) 
2050 

保加利亞 2019 年排放量為

4,201 萬噸，是近 30 年排放量新

低，其以燃煤為主要排放來源。 

1.2030 年較 2010 年減量

25% 
2.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淘汰燃煤發電，改用天然氣發電 

2.各部門電氣化 

3.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彌補減煤後

續電力缺口 

4.改善能源使用效率，降低終端用戶電

力與能源消耗。 

5.生活模式的改變，例如交通習慣、吃的

食材等等 

39 
立陶宛 

(Lithuania) 
2050 

立陶宛 2019 年排放量為 1,348

萬噸，其以燃油使用為主要排放

來源。 

1.2050 年 100%的電力來

自再生能源 

2.到 2030 年 70%的鐵路貨

運將由電動火車運輸，

14%的客車將是電動的。 

3. 燃料消耗總量將下降

24%，從而有效降低我們

對進口的依賴。 

1.增加能源使用效率，並提升再生能源

在工業製程中使用比例，發展節能技

術。 

2.在運輸部門能源消耗中，使用不少於

10%的再生能源，發展潔淨的路上運

具，提倡自行車運動。 

3.減少工業部門能源使用，引進環境管

理系統於製造過程中。 

4.維持土地狀況與水體乾淨，減少洪水

帶來的風險，並且減少水汙染，提供

適飲的水質。 

5.增加植樹造林面積。 

6.加強資源回收，增加生質氣體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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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2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國家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5 

項次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40 
剛果 

(Congo) 
2050 

剛果2019年排放量為228萬噸，

其以生質燃料與廢棄物燃燒為

主要排放源。 

1.2030年較BAU情境減少

17% 
2.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植樹造林。 

2.森林管理。 

41 
蘇丹 

(Sudan) 
2050 

蘇丹 2019 年排放量為 2,298 萬

噸，是歷年來最高排放量，以生

物質燃燒為主要排放來源。蘇丹

的大部分發電來自水力發電。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1.電力部門轉換為低排放發電，電網優

化並連接太陽能與風力發電。 

2.改善水力發電系統。 

3.減少電力轉化與配送能量損失。 

4.減少交通運具使用化石燃料，由生質

燃料部分取代，都市間多搭乘大眾運

輸，貨車改為鐵路運送。 

5.加強森林資源管理，並移除空氣中的

碳。 

6.減少生物質燃燒。 

7.沼氣發電。 

42 
拉脫維亞 

(Latvia) 
2050 

拉脫維亞 2019 年排放量為 826

萬，以天然氣與燃油為主要排放

來源。 

1.2030 年較 1990 年減量

55% 
2.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

標 

1.減少部門能源密集度，增加在總能源

消費中再生能源的比例，並專注於具

競爭力的能源價格。 

2.維護自然資產，降低人類環境風險。 

3.提升能資源使用效率。 

4.路上運具電氣化，航空運輸使用生質

燃料或能效高的燃料。 

43 
愛沙尼亞 

(Estonia) 
2050 

愛沙尼亞 2019 年 1,389 萬噸，

其中以燃煤為主要排放來源。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1.運輸部門增加生質能源比例，並增加

燃料使用效率。 

2.支持購買電動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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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2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國家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5 

項次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3.工業部門技術提升，改善設備使用效

率。 

4.改善每日為養牛隻飼料品質，並使用

有機肥料取代無機肥料。 

5.發展循環經濟。 

6.電力來源增加再生能源生產比例，投

資於風力發電建置。 

44 
尼泊爾 

(Nepal) 
2050 

尼泊爾 2019 年排放量為 1,391

萬噸，主要以生質燃料和廢棄物

燃燒為主要排放量，大部分能源

供應來自生物燃料和廢物。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1.提升再生能源(增加水力、太陽能、風

力與生質能)。 

2.電氣化比例提升之後逐漸取代化石燃

料的使用也間接減少進口化石燃料的

現象。 

3.改善土地與畜牧管理。 

4.減少煤炭消耗與水泥製造改良為低碳

技術。 

45 
賽普勒斯 

(Cyprus) 
2050 

賽普勒斯 2019 年排放量為 732

萬噸，以燃油為主要排放來源。 

1.2030 年較 1990 年減量

55% 
2.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

標 

1.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2.增加能源使用效率。 

3.提升能源安全，加強能源自主性。 

46 
柬埔寨 

(Cambodia) 
2050 

柬埔寨 2019 年排放量為 1,603

萬噸，是歷來最高排放量，以生

質燃料、廢棄物燃燒以及燃油為

主要排放來源。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1.提升製造部門、電力部門再生能源使

用比例。 

2.加強森林部門管理系統。 

3.有效管理工業部門廢水，管控甲烷排

放量。 

4.整合市區交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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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47 
塞內加爾 

(Senegal) 
2050 

塞內加爾 2019 年排放量為 982

萬噸，近五年排放量為歷年高

峰。 

2025 年潔淨能源與再生能

源發電佔比達 30% 

1.學校中建置太陽能設備，包含太陽能

幫浦以供應乾淨水源。 

2.發電燃料轉換。 

48 
寮國 

(Laos) 
2050 

寮國 2019 年排放量為 3,281 萬

噸，其電力來源於水力發電與燃

煤發電，水力發電佔 57.48%，燃

煤佔 42.52%。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1.增加林地覆蓋面積達 70%。 

2.提升太陽能與風力發電 1GW 裝置容

量。 

3.電動運具佔整體運輸工具 30%。 

4.與 BAU 情境比較，減少 10%終端能

源消耗，以提升能源效率。 

49 
馬利 

(Mali) 
2050 

馬利 2014 年排放量為 3,870 萬

噸，佔全球 0.08%，其主要排放

源為農業部門，其次土地利用與

能源部門。 

1.2030 年 較 基 礎 情 境

(BAU)減量 25% 

2.各部門減量比例：農業

29%、能源 31%、森林與

土地利用 21% 

1.加強森林部門管理系統。 

2.潔淨能源使用。 

50 
巴哈馬 

(Bahamas) 
2050 

2019 年巴哈馬排放量為 198 萬

噸。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1.改善能源效率，並多元化能源，以提供

高品質環境友善的能源。 

2.增加再生能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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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1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荷蘭 2050 

阿姆斯特丹排放量以電力

為主要排放源，其佔全市

39%，其次為建築部門、交

通部門、工業與港口部門，

分別佔25%、18%及18%。 

1990 年為基準年： 

1.2025 年較基準年減量 5% 

2.2030 年較基準年減量

55% 
3.2050 年較基準年減量

95% 

1.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改用天然氣。 

2.限制高污染車輛。 

3.提高再生能源與風力發電。 

4.發展綠氫。 

5.實施二氧化碳捕捉與儲存技術。 

2 
柏林 

(Berlin) 
德國 2045 

柏 林 2017 年 排 放 量

1,911.6 萬噸，產業結構以

服務業為主，並扮演歐洲

大陸中航空與鐵路運輸之

重要樞紐，其他重要產業

包括資訊技術、製藥、生物

工程等。 

2045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規劃新建築時，應確定與所用建築

材料製造相關的二氧化碳和其他

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2.新設建築屋頂安裝太陽能系統。 

3 
東京 

(Tokyo) 
日本 2050 

東京都 2016 年排放量為

5,830 萬噸 CO2e，產業結

構以第三級產業為主，產

值達 9 成以上，其中以批

發零售業佔比 21.5%最

大，其次為不動產業佔比

12.5%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1.零排放建築。 

2.提升並拓展零排放運具。 

3.施行循環經濟，減少廢棄物產生。 

4.提倡再生能源，並且使用在地生產

電力，減少電力集中的依賴。 

4 
奧斯陸 

(Oslo) 
挪威 2030 

奧斯陸排放量以交通運輸

為主要排放源，其佔全城

61%，其次為廢棄物部門

2009 年為基準年： 

1. 2023 年較基準年減量

52% 

1.2030 年前淘汰化石燃料運具，由

零排放運具取代。 

2.運具使用氫能或電力。 

 
136 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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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與建築部門，分別佔 19%

與 17%。 

2. 2030 年較基準年減量

95% 

3.能資源提升，廢棄物再利用。 

5 
阿德雷德 

(Adelaide) 
澳洲 2025 

阿德雷德排放量以住商建

築能源使用為主要排放

源，佔全城 48%，其次交

通運輸部門，其佔 35%。 

2007 年為基準年： 

1. 2020 年較基準年減量

50% 
2. 2025 年較基準年減量

65%，其餘使用中和方式

達成目標 

1.提升住家及建築能源效率。 

2.使用電動運具。 

3.選擇使用再生能源。 

6 
奧克蘭 

(Auckland) 
紐西蘭 2050 

奧克蘭 2018 年排放量約

為 114 萬噸，以交通為主

要排放源，佔全市 43.4%，

其次為固定能源（非運輸

使用）與工業過程和產品

使用，分別佔 26.7%與

21.3%。 

1. 2030 年減量 50% 

2.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 

1.透過復原濕地、海口、淡水溫泉、

食品生產等，推動生態再生。 

2.透過投資創新與綠色技術、改進現

有系統(廢棄物、能源、土地利用、

運輸)，推動降低化石燃料依賴

性。 

3.推動再生經濟的教育與培訓計畫。 

7 
巴塞隆納 

(Barcelona) 
西班牙 2050 

巴塞隆納以交通運輸為主

要排放源，其佔全城排放

量約 30%，其次為住宅部

門與服務業，分別佔全城

20%與 19%。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 

1.增加綠屋頂面積。 

2.增加再生能源於公共場所面積。 

3.在 2037 年前增加樹木覆蓋率

5%。 

4.提升五倍太陽能發電。 

5.零廢棄，達到循環經濟。 

8 
伯明罕 

(Birmingham) 
英國 2030 

伯明罕 2020 年排放量約

為 458 萬噸，以住宅建築

部門為主要排放源，佔全

2030 年達成淨零碳排 

1.加強房屋能源使用效率。 

2.使用電動運具。 

3.提升廢棄物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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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城 34%，其次為運輸部門

與工業製造部門，分別佔

27%與 17%。 

4.使用低碳能源。 

9 
波隆那 

(Bologna) 
義大利 2030 

波隆那 2019 年排放量約

200.3 萬噸 CO2e，義大利

鐵路與高速公路的重要樞

紐，其經濟基礎包括活躍

的工業、傳統且強勁的農

業與畜牧，以及製鞋業、紡

織業、工程與商業活動。 

1. 2030 年減量 40% 

2. 2040 年實現淨零排放 

1.建立自願性碳市場，由公部門上傳

由減量措施、政策產生之額度，再

由私部門購買額度以抵銷其排放

量。 

2.建立公私合作夥伴關係(PPP)種

植樹木。 

3.重建公共住宅、建設綠色能源社

區。 

4.污水回收再利用。 

10 
波士頓 

(Boston) 
美國 2050 

波士頓 2019 年波士頓排

放量為 620 萬噸 CO2e，

以工業、大型商業住宅部

門為主要排放源，佔全城

51%，其次為運輸部門，其

佔全城 30%。 

2005 年為基準年： 

1.社區 2030 年較基準年減

量 50%；2050 年達成淨

零排放 

2.市政 2030 年較基準年減

量 60%；2050 年達成淨

零排放 

1. 廢棄物回收率自 25%提升至

80%。 

2.增強教育推廣、社區連結、弱勢群

體設施建設，提升家庭生存力。 

3.建造完善交通運輸系統，確保人民

可藉大眾運輸、步行、自行車抵達

城市各地。 

4.加強對海平面上升、高溫、暴雨的

應變。 

5.更新氣候預測系統，以更準確擬定

因應措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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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6.建立海岸保護系統，如建置防波

堤、一致性的防洪框架、研究可行

性防洪措施。 

11 
伯恩茅斯 

(Bournemouth) 
英國 2050 

伯恩茅斯 2019 年排放量

為 166.23 萬噸 CO2e，以

運輸部門為主要排放源佔

46.2%，其次為國家部門

佔 33.5%、工業部門佔

19.0%、商業部門佔6.9%、

公 共 部 門 佔 2.2% 、

LULUCF 部門佔-7.8%。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實施地方能源夥伴計畫，協助居民

節約能源，含提供再生電力方案、

購買大型再生能源裝至場地、建

置具經濟效益的家庭隔熱計畫。 

2.自2025年起停止在新住宅安裝燃

氣供暖，改推出熱泵、混合熱泵及

區域供暖與氫結合技術。 

3.自 2035 年始，現有房屋皆使用低

碳替代供暖系統。 

4.在地方規劃中納入可大規模建置

再生能源裝至的地區。 

5.2040 年逐步淘汰以汽油、柴油為

燃料的傳統汽車、貨車。 

12 
布里斯本 

(Brisbane) 
澳洲 2031 

布里斯本主要產業包含工

商業、教育業、衛生暨醫護

服務業、百貨零售業及食

品雜貨業。其公共運輸主

要由巴士、火車及渡輪組

成，市內亦有提供國內外

航空服務的機場。 

2031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在土地使用規劃與建築設計中，

加入對極端氣候的復原力與適應

力。 

2.藉教育計畫、激勵措施，鼓勵居

民、學校、組織進行低碳生活。 

3.為中小企業提供節能減碳工具。 

4.引入大眾運輸燃料優化系統，鼓勵

人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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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5.提高能源效率與清潔能源技術應

用。 

6.降低建築環境的碳強度，包含翻新

現有建築以提高能源效率。 

7.積極管理廢棄物處置排放，如最大

限度蒐集掩埋場氣體。 

13 

布宜諾斯艾利

斯 

(Buenos Aires) 

阿根廷 2050 

布宜諾斯艾利斯 2018 年

排放量為 1,174.3 萬噸

CO2e，以能源部門為主要

排放源佔 53.65%，其次為

運輸部門佔 29.73%、廢棄

物部門佔 16.62%。 

2015 年為基準年： 

1. 2030 年較基準年減量

52.9% 
2. 2050 年較基準年減量

84.4% (實現碳中和) 

1.2025 年新種 10 萬棵樹。 

2.2025 年，100%公共建築制定能校

計畫。 

2.2030 年新增 15 個步行區。 

3.2050 年翻新 80%現有住宅建築、

30%建築屋頂建置車用太陽能光

電、每年減少 350 萬噸二氧化碳

當量。 

4.2050年公共運輸達100%零排放。 

14 
開普敦 

(Cape Town) 
南非 2050 

開普敦 2018 年排放量為

2,061 萬噸 CO2e，以公路

與鐵路運輸部門為主要排

放源佔 31%，其次為商業

部門佔 24%、住宅部門佔

18%、製造與建築部門佔

10%、廢棄物與廢水部門

佔 9%。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當地低碳建築材料使用與再利用、

優化建築能源效率。 

2.發展再生能元。 

3.改善空間規劃，減少旅行頻率與運

輸距離。 

4.提升車輛使用清潔能源率。 

5.支持自然系統、城市綠化、再生農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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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6.降低當地飲食的環境足跡，支持區

域農業提供競爭力。 

15 
芝加哥 

(Chicago) 
美國 2050 

芝加哥 2017 年排放量為

2,103.5 萬噸 CO2e，以固

定能源部門為主要排放源

佔 69%，其次為運輸部門

佔 24%、廢棄物部門佔

7%。 

2050 年較 1990 年減量

80% 

1.支持建置綠色屋頂。 

2.支持家電汰舊換新，改造商業、工

業、住宅建築，以提高建築能源使

用效率。 

4.更新建築裝修方針，以確保建造低

碳建築。 

5.推廣住宅式再生能源，並提升其建

置容量。 

6.升級發電廠與其發電效率。 

7.提升分佈式發電量。 

8.擴大投資低碳運輸形式，如步行、

自行车、共享汽车、共車等。 

9.减少、再利用和回收利用廢棄物。 

10.推動製冷劑替代品。 

11.雨水回收利用。 

16 
達拉斯 

(Dallas) 
美國 2050 

達拉斯主要經濟支柱為石

油工業、電信業、計算機技

術、銀行業和航空運輸業。

位於美國內陸，缺少水上

交通，但具有多條鐵路與

高速公路，隨著陸上交通

2050 年達碳中和目標 

1.2030 年太陽光電裝置容量達

739,000 MW，2050 年太陽光電

裝置容量達 3,695,000 MW。 

2.新建築自 2030 年淨零能源達

100%；現有建築能源使用量於

2030 年減少 10%、2050 年減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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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的發達，促使其成為商業

和貿易中心。 

3.轉變地面交通系統，使用省油的車

輛運送人員與貨物。 

4.將就業、住宅、交通之基礎建設相

結合，以增加步行、自行車、地用

大眾運輸的機會。 

5.增加綠色空間，提升氣候適應能

力。 

17 
丹佛 

(Denver) 
美國 2040 

丹佛 2020 年排放量為

74.20 萬噸 CO2e，以商業

與工業為主要排放源佔

41%，其次為地面運輸佔

30%、住宅佔 26%、廢棄

物佔 2%。 

2005 年為基準年： 

1. 2025 年較基準年減量

40% 
2. 2030 年較基準年減量

60% 
3. 2040 年達成淨零排放 

1.2040 年在可行情境下將現有建築

的天然氣設備電汽化，以支持提

升能源效率。 

2.投資可負擔的、全面性的、低碳的

公共運輸。 

3.投資改建共享街道、建置電動車基

礎設施，並大幅擴大自行車、電動

車使用率。 

4.發展城市微型交通工具，與非尖峰

貨運的小貨車。 

5.2025 年市政建築 100%採用再生

能源供電；2030 年，所有電力來

自再生能源與低碳能源。 

6.擴大支持社區太陽能建置。 

18 
德梅因 

(Des Moines) 
美國 2050 

德梅因 2017 年排放量約

為 249 萬噸 CO2e，以商

業為主要排放源佔 35%，

2010 年為基準年： 

1. 2030 年減量 45% 

2.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 

1.推動可負擔且永續的能源，並同時

減少能源需求與排放，包括但不

限太陽能、風能、儲能地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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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其次為住宅能源佔 27%、

運輸與移動來源佔 26%、

工業能源佔 11%、水與廢

水佔 0.7%、固體廢棄物佔

0.3%。 

2.新建築與現有建築需透過智能建

築技術，降低能源需求。 

3.推動電動車、步行、自行車及多式

聯運，以降低運輸產生的排放。 

19 
愛丁堡 

(Edinburgh) 
英國 2030 

愛丁堡 2020/21 年排放量

為 6.56 萬噸 CO2e，以建

築為主要排放源佔 66%，

其次為其他能源消耗佔

14%、艦隊佔 10%、廢棄

物佔 9%。 

203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投資改善辦公、零售建築的冷卻系

統效率。 

2.增加 2000 多量私人電動車，並市

中心實施嚴格的車輛排放標準。 

3.增加居家工作日數、乘坐公共運輸

與自行車出行的占比。 

20 
愛德蒙頓 

(Edmonton) 
加拿大 2035 

愛德蒙頓 2016 年排放量

為 1,830.56 萬噸 CO2e，

以固定能源為主要排放源

佔 64%，其次為運輸佔

30%、工業製程與產品使

用 (Industrial Processes 

and Product Use, IPPU)
佔 4%、廢棄物佔 1%。 

2035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為城市管理部門與市議會創建將

氣候科學與證據整合至其決策過

程中的正式機制。 

2.制定並實施脆弱性風險評估、復原

力與適應力規劃、衡量與報告計

畫。 

3.開發氣候風險管理方法，便獲得聯

邦基礎設施資金。 

4.將氣候變化納入電源應急管理計

畫，並確定與評估備用電源優先

位置。 

21 
法蘭克福 

(Frankfurt) 
德國 2050 

法蘭克福 2013 年排放量

為 1,108.19 萬噸 CO2e。
2050 年達碳中和目標 1.能源需求降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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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產業結構以第三級產業為

主，生產模式已由勞力密

集型、低附加價值、高污染

產業轉為技術主導型、高

附加價值、綠色環保。 

2.著重發展太陽光電（電與熱）、熱

電聯產，藉由再生能源供應全市

電力。 

3.擴大區域供熱以提供能源效率。 

22 
格拉斯哥 

(Glasgow) 
英國 2030 

格拉斯哥 2018 年排放量

約為 258.4 萬噸 CO2e，以

工商部門為主要排放源佔

36%，其次為運輸佔 34%、

國家部門佔 30%。 

203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2020 年，所有家庭都能最大限度

減少廢棄物產生與進行回收利

用。 

2.改善開放空間規劃，增加樹木覆蓋

率。 

3.推動再生能源，2030 年佔全市總

能源需求 20%。 

4.提升全市所有建築的隔熱與供暖

系統。 

5.禁止全市所有新建築安裝燃氣供

暖系統。 

6.擴大泥炭修復，增加固碳、棲息地

與物種增強能力。 

7.投資綠色就業機會、推動綠色。 

8.2030 年，私人租賃車輛轉為零排

放車輛。 

23 
格勒諾布爾 

(Grenoble) 
法國 2050 

格勒諾布爾 2014 年排放

量為 50.19 萬噸 CO2e，物

力產業、微電子產業、工業

1. 2030 年較 2005 年減量

50% 
2.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推廣具有高能源與環境效益的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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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如有機器製造、冶金、電

機、電子、化學、紡織、造

紙）發達，二戰後成為法國

重要的科教城市和經濟中

心，被譽為「歐洲的矽谷」。 

2.鼓勵再生能源產熱，取代傳統高排

碳產熱方式。 

3.透過減少行駛距離、改變運輸方式

與種類、提高運輸車輛效能，以降

低運輸排放。 

4.推廣低排碳車輛，以於 2025 年禁

止所有柴油車輛。 

24 
漢堡 

(Hamburg) 
德國 2050 

漢堡 2018 年排放量為

169.6 萬噸 CO2e，以運輸

部 門 為 主 要 排 放 源 佔

29%，其次為工業部門佔

27%、家庭部門佔 23%、

商業服務部門佔 21%。 

1. 2030 年較 1990 年減量

55% 
2. 2050 年較 1990 年減量

至少 95%，以達成碳中和

目標 

1.翻新現有建築，以減少供暖系統的

負荷、提升散熱率。 

2.更換建築供暖系統時，增加再生能

源的使用。 

3.2030 年，透國集體供暖滿足至少

35%需求。 

4.推動建置屋頂型態陽光電。 

5.電動車數量自 14%提升至 20%。 

6.擴展海運岸邊電力基礎建設、替代

燃料。 

7.空運採用節能飛機、使用低碳燃

料。 

25 
哈密爾頓 

(Hamiton) 
加拿大 2050 

哈密爾頓 2018 年排放量

為 1183.97 萬噸 CO2e，雖

產業結構逐漸轉向服務

業，但鋼鐵業始終主宰其

2050 年較 2006 年減量

80% 

1.透過集成智能能源網路，降低整體

能源強度。 

2.建立社區意識與規範、推動公眾參

與、改變生活習慣。 

3.實現永續農業、避免浪費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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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經濟命脈，被譽為加拿大

的「鋼鐵首都」。 

4.建立可承受氣候變化的雨水管理

基礎建設。 

5.推動淨零建造、建構氣候適應性強

的建築。 

6.將氣候變化適應與減緩納入土地

與建築規劃之中。 

7.推動永續經濟。 

8.改變社會規範以支持永續運輸。 

9.減少水與能源的使用足跡。 

26 
檀香山 

(Honolulu) 
美國 2045 

檀香山 2019 年排放量為

1,619 萬噸 CO2e，以運輸

部 門 為 主 要 排 放 源 佔

50%，其次為建築與其他

部門佔 42%、工業製程與

產 品 使 用 (Industrial 

Processes and Product 
Use, IPPU)佔 4%、廢棄物

佔 3%、AFOLU 佔 1%。 

1. 2025 年較 2015 年減量

45% 
2. 2045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透過再生能源實現 100%電力淨

銷售的 RPS 目標。 

2.2045年實現100%再生能源發電。 

3.2045 年廢棄物排放量較 2015 年

減量 66%。 

4.最大限度提升公共運輸、步行可達

的地區。 

5.發展以城市為中心的交通需求管

理計畫，並考慮遠程辦公政策。 

6.推動城市電動公車採購政策，於

2035 年實現 100%再生能源公電

的城市車隊目標。 

7.建立定期更新相關建築規範的制

度，部屬具有彈性適應力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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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27 
休士頓 

(Houston) 
美國 2050 

休士頓 2019 年排放量為

3269.5 萬噸 CO2e。為世

界能源工業重鎮（特別是

石油），其生物化學工業、

航天工業及運河也是該城

大部分的工業基礎，其著

名建設包括美國國家太空

總署和休士頓港口。 

2014 年為基準年： 

1. 2030 年較基準年減量

40% 
2. 2040 年較基準年減量

75% 
3.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啟動以科學為基礎、以社區為導向

之休士頓氣候行動計畫。 

2. 成立「運具電動化」 (Evolve 

Houston)平台，制定短期和長期

目標，以提高大休斯頓地區對電

動運輸的認識，承載能力和可用

性。 

3.2030年目標為新車銷售量30%為

電動汽車。 

4.2050 年實現 100%再生能源。 

5.將 LEED 作為政府持有新建建築

的標準。 

28 
伊斯坦堡 

(Istanbul) 
土耳其 2050 

伊斯坦堡 2015 年排放量

為 4,734 萬噸 CO2e，以電

力 為 主 要 排 放 源 佔 比

37%，其次為運輸佔比

28%、天然氣佔比 25%、

廢棄物佔比 6%、其他燃料

佔比 4%。 

1. 2030 年較 BAU 情境

(Based as Usual) 減量

33% 
2.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擴建水力發電、垃圾掩埋氣體、沼

氣發電、太陽光電、風力發電。 

2.擴建自行車路線、配套措施。 

3.降低電力輸配洩漏。 

4.教育住商部門提升能源效率。 

5.提高道路與車輛使用效率。 

6.提高天然氣使用效率。 

29 
雅加達 

(Jakarta) 
印尼 2050 

雅加達 2020 年排放量為

5,755.4 萬噸 CO2e，為印

尼最大的商業中心，以金

融居多，佔該市生產總值

28.7%，並擁有國內最大

1.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

減少 3500 萬噸 

2.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擴大並發展清潔能源大眾運輸，如

BRT 電氣化。 

2.加強工業與車輛排放控制、車齡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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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的金融和主要工商業機

構。其工業集中於市郊，主

要項目為煉油和化工。 

3.以氣候適應為目標的擴展開放式

綠地，特別是水資源管理。 

4.安裝太陽光電。 

5.規劃低排放社區。 

30 
堪薩斯城 

(Kansas City) 
美國 2050 

堪薩斯城 2015 年排放量

約 1,886.2 萬噸 CO2e，以

運輸部門佔比 34%最高，

其 次 為 商 業 機 構 建 築

32%、住宅建築 29%，製

造業僅占 2%。 

1. 2030 年地方政府運作達

淨零排放 

2. 2035 年發電業達淨零排

放 

3. 2040 年家戶與建築達淨

零排放 

1.2035 年達 100%再生能源電力。 

2.2035 年住宅安裝節水設備達

50%、2050 年達 100%。 

3.2035 年城市內零排放汽車達

50%、2050 年達 75%。 

31 
萊斯特 

(Leicester) 
英國 2030 

萊斯特 2017 年排放量約

130 萬噸 CO2e，主要來自

天然氣、電力、柴油、其他

化石燃料使用之排放。人

均 排 放 量 約 3.7 公 噸

CO2e，與英國其他城市相

近。 

1.2025 年較 2008 年減量

50% 
2.203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2015-2025 綠色基礎設施建設。 

2.提高政府/住宅建築能效，確保新

建築為低碳建築。 

3.發展再生能源、儲能。 

4.推廣步行、自行車、公共運輸、低

排放車輛等低碳運輸。 

5.防止原料使用；廢棄物產生的碳排

放。 

6.因應氣候變遷之自然解決方案，如

種樹、綠地、排水設施。 

32 
墨爾本 

(Melbourne) 
澳洲 2040 

墨爾本 2017 年排放量為

4.678 百萬噸 CO2e，人均

排放量為 31 公噸 CO2e，

為全球人均排放最高城市

2040 年達成淨零排放 

1.理事會減碳，以身作則。 

2.C40 再生能源宣言，2040 年達成

100%再生能源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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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之一，主因為大量通勤人

口在中央商葉建築大樓工

作，電力排放高，而電力要

來自燃煤發電導致。 

3.加快企業購電協議、居民/小企業

虛擬電廠、太陽能電廠。 

4.推動零碳建築、零碳區域。 

5.推動零碳運輸。 

6.推動廢棄物回收，減少浪費。 

33 
邁阿密 

(Miami) 
美國 2050 

邁阿密 2018 年排放量為

3.49 百萬噸 CO2e，運輸

部門占比 41%最高，其次

為商業建築 33%、住宅建

築 19%，工業僅 1%。 

1. 2035 年較 2018 減量

60% 
2.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

標 

1.2035 實現 100%再生能源電力。 

2.2035 電動汽車佔比 40%。 

3.提高建築物能效。 

34 
密爾瓦基 

(Milwaukee) 
美國 2050 

密爾瓦基早期為港口城

市，以小麥種植為主，後漸

漸發展出工業、釀造業。現

在則擁有大量金融服務公

司，特別是專門從事共同

基金和交易處理系統的公

司及出版和印刷公司。該

市經濟增長最快的行業為

服務業與管理業，僅醫療

保健就佔該市工作崗位的 

27%。 

1. 2030 年社區溫室氣體減

量 30% 

2.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2025 再生能源電力 25%。 

2.建築能效提升改造。 

35 
紐約 

(New York) 
美國 2050 

紐約 2019 年排放量為

55.11 百萬噸 CO2e，以固

定能源佔比 68%最高，其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1.2040年採用100%再生能源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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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次為運輸佔比 28%、廢棄

物佔比 4%。 

2.2030 年所有新建築實現淨零能

耗、至少全市 50%建築朝向碳中

和建築發展。 

3.2050 年全市汙水資源回收處理系

統實現淨零能耗。 

4.提高技術與財政支援。 

5.開發覆蓋全市的電動汽車衝電基

礎設施網路、擴大清潔車輛占比。 

6.建立有機物強制回收機制，擴大全

國有機物管理計畫。 

7.推動循環經濟。 

8.推動環境教育，支持人民執行永續

生活。 

36 
巴黎 

(Paris) 
法國 2050 

巴黎 2018 年排放量為

22.7 百萬噸 CO2e，以航

空運輸佔比 33%最高，其

次為食品佔比 17%、運輸

佔比 13%。 

1. 2030 年地方二氧化碳排

放較 2004 年減量 50%；

非地方二氧化碳排放減

量 40% 

2.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 

1.100%採用再生能源。 

2.加強城市對熱浪的反應、保護生物

多樣性與水資源，以打造具有適

應彈性的環境。 

3.為能源轉型做好財政準備。 

4.鼓勵利害關係者參與。 

37 
波特蘭 

(Portland) 
美國 2050 

波特蘭 2018/19 年排放量

為 5.53 萬噸 CO2e，以建

築與設施佔比 74.8%最

高 ， 其 次 為 車 隊 佔 比

2050 年較 1990 年減量

80% 

2030 年目標： 

1.家庭與企業的能源效率較2010年

提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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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16.1%、路燈和交通信號

佔比 8.0%。 

2.新建築實現淨零排碳，所有建築採

用再生能源比例自 9%提升至

50%。 

3.全民藉由步行、自行車、大眾運輸

滿足非工作需求之比例由 65%提

升至 80%。 

4.更多機車藉由低碳燃料提物膯電

力，包含電力、生質燃料。 

5.人均廢棄物產量減少三分之一，廢

棄物回收或在循環比例自 70%提

升至 90%。 

6. 城市森林冠層至少覆蓋全市 

33%，不透水面積減少 600 英

畝。 

38 
首爾 

(Seoul) 
南韓 2050 

首爾是韓國的經濟中心與

亞洲主要金融中心之一，

許多金融公司總部皆設立

於此，亦有各大市場，該市

GDP 規 模 占 韓 國 全 國

23%。 

1. 2030 年較 2005 年減量

40% 
2. 2050 年達成零碳目標 

1.推動公共建築零能源改造計畫。 

2.要求買賣、租賃建築時，須義務性

公開能源性能。 

3.以新建建築為主體，擴大再生能源

設置義務化適用對象；2050 年全

市學校屋頂、公共租賃住宅與陽

台義務安裝太陽光電。 

4.2035 年禁止燃油機車。 

5.設定零碳地區，規劃低碳、共乘交

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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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6.建設電動車充電樁；辦公大樓或公

營停車場的停車位有 30~50%禁

停燃油車。 

7.廢棄物處置方式以回收取代掩埋。 

8.強化氣候危機對應機制。 

39 
雪菲爾德 

(Sheffield) 
英國 2030 

雪菲爾德 2019 年排放量

約 221.76 萬噸 CO2e，以

國家部門佔比 34.6%最

高 ， 其 次 為 運 輸 部 門

31.6%、工業部門 17.7%，

商業部門占 11.1%。 

2030 年達成零碳目標 

1.改善住商建築結構，以確保建築保

溫、降低供暖需求。 

2.推動智能、高效能家電與設備，以

減少建築能源消耗。 

3.去除建築使用化石燃料習慣，如改

用電、區域供熱網路、熱泵等。 

4.改進、擴展現有運輸的基礎措施；

鼓勵人民改變運輸行為。 

5.提供自行車停車場與相關設施，如

電動自行車充電樁。 

6.擴大、優化大眾運輸網路。 

7.提升小型再生能源發電量，如屋頂

型態陽光電；提升大型再生能源

發電量，如太陽光電場、風電場。 

40 
聖路易 

(St. Louis) 
美國 2050 

聖路易 2018 年排放量約

657.4902 萬噸 CO2e，以

商業部門佔比 41%最高，

其次為住宅部門 24%、運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2035 年全市範圍內使用 100%再

生能源電力。 

2.要求優先購買低排放和無排放車

輛；並設定禁止怠速條例，以提高

效率並減少燃料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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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輸部門 17%，工業部門僅

占 15%。 

3.2050 年社區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2005 年下降 80%。 

4.要求面積超過 50,000 平方英尺的

商業、多戶型、機構、市政建築分

階段減少能源使用。 

5.補助低收入戶改善供暖系統、節能

家電、低碳教育等。 

41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瑞典 2040 

斯德哥爾摩 2018 年排放

量約為 240 萬噸 CO2e，

以運輸部門佔比 48%最

高，其次為建築部門 33%、

電力/能源部門 19%。 

204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1.區域供熱網絡結合了其他供熱解

決方案，例如燃氣、生物燃料鍋

爐、地熱熱泵等。 

2.2030 年實現再生能源供應區域供

熱系統、淘汰燃煤電熱聯產電廠。 

3.2040 年電力生產尚有 1~2%來自

化石燃料混合燃料；2050 年，電

力 100%來自非化石燃料。 

4.推動電動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以於 2040 年實現無化石燃料車

隊。 

5.航空業能源效率每年提高 2%。 

6.以生物燃料、生物油和液化天然氣 

(LNG)做為航運燃料替代品。 

7.蒐集市區沼氣，用於替代天然氣做

為車輛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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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42 
雪梨 

(Sydney) 
澳洲 2035 

雪梨經濟體系中最大型、

擁有最大部分在職人士的

行業包括財產及商業服務

業、零售業、製造業、健康

及社會服務業。目前為澳

洲最大的集團與金融中

心，也是亞太地區的重要

金融中心。配備龐大的火

車、巴士和渡輪網絡。 

2006 年為基準年： 

1. 2030 年較基準年減量

70% 
2. 2035 年達成淨零排放 

1.逐步淘汰天然氣。 

2.降低供應鏈中的碳排放。 

3.提倡制定新建築的能效標準，並改

進現有建築的節能、節水效率。 

4.降低城市熱島效應、改善空氣品質 

5.使用循環水維持公園綠化，並保護

生物多樣性、綠地、水道。 

43 
多倫多 

(Toronto) 
加拿大 2050 

多倫多 2019 年排放量約

15.5 百萬 CO2e，其中以

建築部門佔比 57%最高，

其次為運輸部門 36%、廢

棄物部門 7%。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1.發行 3 億元綠色債券。 

2.啟動社區氣候行動補助金。 

3.目標於三年內，共享單車增長 

350%以上。 

4.家庭能源貸款計畫(HELP)申請增

加 100%。 

5.多倫多綠色標準第 3 版有效推動

近零排放發展。 

6.改造 21 座社區住宅建築的能源 

7.在市府建築上安裝 100 個太陽能

光電，每年發電 12 MW。 

44 

華盛頓哥倫比

亞特區

(Washington 
D.C.) 

美國 2050 

華 盛 頓 哥 倫 比 亞 特 區

2018 年 排 放 量 為

713.3867 萬噸 CO2e，是

少數僅以政府行政職能為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2026 年完成新住宅與新建築的淨

零能耗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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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主的現代化大城市。華盛

頓市內沒有工業，經濟主

要來源為聯邦政府的撥款

及其機構的開支，其次為

房地產交易，第三為旅遊。

此外，其資訊、教育、金融

與保險、酒店、傳媒等服務

業亦十分發達。近年，著重

發展科技產業，類型包括

資訊科技（員工數佔科技

行業 70%）、電信及生物

科技。 

2.2032年60%家庭與事業有機廢棄

物以堆肥處置；75%出勤不不使

用汽車。 

3.2035 年供暖與熱水系統改為電

力。 

4.2040 年 70%現有住宅採全電力。 

5.2045 年所有該區註冊新車皆採用

電力。 

45 

西約克郡 

(West 
Yorkshire) 

英國 2038 

西約克郡 2020 年排放量

約 1,110 萬噸 CO2e，以運

輸部門佔比 44%最高，其

次 為 建 築 41% 、 工 業

0.09%。 

1.每年排放量減少 14.5% 

2. 2030 年達成淨零排放 

1.提高私人用車轉為共享車輛、大眾

運輸與步行的使用率。 

2.降低國內航空需求。 

3. 2030 年停止銷售以傳統汽油與

柴油做為燃料的汽車和貨車；

2031 年停止銷售公共汽車； 

2035 年停止銷售插電式混合動

力車。 

4.客貨運輸由公路轉向鐵路。 

5.建築改用熱泵、區域供軟系統、電

阻式/蓄熱式加熱、低碳氫鍋爐等

低碳供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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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6.2030 年太陽光電與陸上風電裝置

容量每年增加27兆瓦與16兆瓦，

相當於當前容量的217%和23%。 

7.推動工業低碳燃料轉換。 

46 
蘇黎世 

(Zürich) 
瑞士 2030 

蘇黎世的經濟結構以第三

產業為主，第二產業如機

器製造業亦具有主導地

位。該市為全國交通重要

交匯點之一，其國際機場

為瑞士最大的航空口岸，

其鐵道、公共汽車等大眾

運輸亦十分密集。 

2030 年達碳中和 

1.以木材做為建築材料。 

2.培養腐植質進行故碳。 

3.進行廢棄物焚燒的碳捕捉與封存。 

4.進行生物能源的碳捕捉和封存。 

5.進行污水污泥的碳捕捉和封存。 

6.進行直接空氣碳捕捉與封存。 

47 
安特衛普 

(Antwerpen) 
比利時 2050 

安特衛普 2017 年排放量

約為 1,865 萬噸 CO2e，是

比利時第二大經濟中心。

設有眾多商業機構、進出

口貿易公司、銀行、保險公

司以及交通運輸公司。重

要工業部門有造船、機械、

汽車、電子、照相器材、有

色冶金、煉油、石油化學、

紡織、食品加工等。為世界

最大鑽石加工和貿易中

心，多數供出口，佔比利時

2005 年為基準年： 

1.2030 年較基準年減量

50~55% 
2.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2030年全市10%供熱需求採用區

域供熱網路。 

2.投資氫能技術，視其為達標核心。 

3.實施燃料轉換與綠色電力，例如氫

能發電、甲醇發電。 

4.優化碳捕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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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總出口額的 6.5%，也以高

貨運量的海港與石油精製

廠聞名。 

48 
安山市 

(Ansan) 
南韓 2050 

安山市為政府規劃建置的

智慧樞紐城市，因此農業

佔經濟比重非常低。同時

由於在該市建成前，政府

已推動安該地的製造業計

畫，故有製造業從事人口

較多，具有兩個國家工業

園區及當地的電鍍工業園

區。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行政安全部將全力支持探索和開

發促進地方政府可永續發展和碳

中和的創新項目。 

2.透過地方政府與居民的參與和合

作，同時實現包容性綠色復甦和

可持續經濟創新。 

3.與所有地方政府攜手實現應對氣

候變化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49 
安養市 

(Anyang) 
南韓 2050 

安養市是隨著首爾人和企

業的遷徙而興起的城市中

心，安陽擁有完善的公交、

地鐵和鐵路服務，供居民

通勤致首爾市區工作。近

幾十年來，該市行業在多

個領域都有所發展，包含

教育、藝術、勞動力市場、

工業、房地產、交通、醫療

保健和旅遊等。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行政安全部將全力支持探索和開

發促進地方政府可永續發展和碳

中和的創新項目。 

2.透過地方政府與居民的參與和合

作，同時實現包容性綠色復甦和

可持續經濟創新。 

3.與所有地方政府攜手實現應對氣

候變化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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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3 研蒐已提案或宣告淨零排碳城市之推動策略彙整表136 

項

次 
城市 國家 目標 背景資料 減量路徑(排放量) 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50 
富川市 

(Bucheon) 
南韓 2050 

富川市建市之初有著濃厚

的工業城市背景，市內

80%勞動力從事第二產

業；而至 2016 年時，以第

三級產業為主，產值佔比

59%，第二產業佔比為

41%。但以行業來說，製造

業仍然是富川的最大支柱

產業。富川市是韓國首都

圈重要的衛星城市和臥

城，亦是首都圈通勤人口

量最大的城市，成為京仁

地區最重要的交通樞紐，

具有多條公交路線。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1.行政安全部將全力支持探索和開

發促進地方政府可永續發展和碳

中和的創新項目。 

2.透過地方政府與居民的參與和合

作，同時實現包容性綠色復甦和

可持續經濟創新。 

3.與所有地方政府攜手實現應對氣

候變化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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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團隊自前述 50 個城市中，選取與臺中市背景資料較為相似，以工業、

商業發展為主的波士頓、芝加哥進行較詳細的介紹如下： 

一、波士頓(Boston) 

(一)目標期程137 

以2005年為基準年，各別設定社區與市政府皆於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 

(二)背景資料138 

根據波士頓政府發布的「氣候行動_2021財年報告」，涵蓋行政邊界內

所有活動(住宅、商業/工業、機構、交通相關）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包括在內，

201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約為620萬噸CO2e，而該報告將排放源主要分為以下

三項： 

1.來自居民、企業與其他活動(包括市政建築)的固定能源使用 

固定能源使用佔全城市 69% (4.3 MtCO2e)；若以行業別來說，商業、

工業和大型住宅建築產佔全城市 51% (3.1 MtCO2e)，而小型住宅建築佔

19% (1.1 MtCO2e)；而其主要燃料主要為電力(46%)，其次為天然氣(45%)。 

2.公路與越野運輸，包括市政車隊燃料使用(不包括洛根機場飛機旅行) 

佔全城市 30%(1.9 MtCO2e)，因波士頓具有高密度且健全的公共運

輸系統，使全城市半數人口得以使用汽車以外的運輸工具通勤，有助該城

市的運輸排放佔比低於該國其他城市。而其主要一次能源為汽油(76%)，

其次為柴油(20%)。 

3.固廢棄物與廢水處理與處置 

由於該城市多數固體廢棄物皆送至焚化爐轉為能源使用，其排放會

被列入區域發電量，因此該類別排放源僅指廢水處理的排放，佔全城市不

到 1% (0.19 MtCO2e)。 

  

 
137 Contact Boston City Hall, CITY OF BOSTON CLIMATE ACTION PLAN 2019 UPDATE，2020.10, 

https://www.boston.gov/sites/default/files/imce-uploads/2019-

10/city_of_boston_2019_climate_action_plan_update_2.pdf 
138 

Contact Boston City Hall, CLIMATE ACTION Fiscal Year 2021 Report, 2021.12.08, 

https://www.boston.gov/sites/default/files/file/2021/10/FY21%20Boston%20Climate%20Action%20Report

_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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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減量路徑139 

以2005年為基準年，各別設定社區與市政府的減量目標，如下： 

1.社區：2030 年較基準年減量 50%；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 

2.市政：2030 年較基準年減量 60%；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 

(四)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考量氣候災害與推動氣候行動對於脆弱族群的影響甚巨，且可獲得的恢

復資源也更低，因此波士頓所推動的氣候行動針對公平性設定兩項原則： 

1.有色人種與低收入群體所在社區，不得因氣候災害而受到不成比例

的影響。 

2.所有人應公平分享氣候變化緩解與防備工作所帶來的益處。 

該項氣候行動可分為三個主要類型，分別是建築、交通及其他，共包含

18項策略(如表3-11.4所示)，簡要說明如下： 

1.建築 

分為現有建築與新建建築兩個部門，皆朝向使用低碳能源、符合

碳排放標準、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等方向進行減碳。 

2.交通 

建置電動車基礎設施、改進現有自行車與步行之規劃、擴大公共

運輸交通網與便利度，以鼓勵人民採用低碳運輸方式。 

3.其他 

除上述針對主要排放的減碳規劃外，欲達成全城市的淨零排放，

尚需要透過其他層面的努力，包含城市間減碳倡導行動、廢棄物處置

方式低碳化、鼓勵民間資金投入綠色產業取代高碳產業、培養綠色減

碳人才、提升氣候變遷因應能力等。 

  

 
139 Contact Boston City Hall, CITY OF BOSTON CLIMATE ACTION PLAN 2019 UPDATE，2020.10, 

https://www.boston.gov/sites/default/files/imce-uploads/2019-

10/city_of_boston_2019_climate_action_plan_update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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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4 「波士頓市 2019 年氣候行動計畫更新」策略概要140 

類型 策略概要 

建築 

 

1. 翻新市政府現有建築進行，以提高能源效率並生產太陽能。 

2. 現有大型建築將須逐漸減少其排放量。 

3. 推動「社區選擇電力」(Community Choice Electricity)，為居

民批量購買可負擔的清潔電力。 

4. 為現有建築建置「微電網」地方能源系統。 

5. 新建市政建築將全部實現零化石燃料（即不使用石油或天然

氣）與提升能源效率。 

6. 所有市政府出資的、新建的、可負擔的住房採納零淨碳標準。 

7. 為大型新建施工項目制定零淨碳標準。 

運輸 1. 改進現有步行與自行車交通系統，並擴大其運輸可達範圍。 

2. 鼓勵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3. 鼓勵通勤者與其他旅客避免獨自開車。 

4. 支持全市人民改用電動車。 

5. 加速推進市政府車輛採用電動車。 

其他 

 

1. 勞動力朝向低碳技術發展。 

2. 推動「零廢棄物波士頓(Zero Waste Boston)」，廢棄物回收率

自 25%提升至 80%。 

3. 推動人民優先選擇有益於環境的投資與採購。 

4. 向馬薩諸塞聯邦提出倡導 

5. 支持改進波士頓交通系統工作。 

6. 支持在 2050 年前達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目標。 

7. 倡導減少碳排放的新建築與交通政策。 

8. 推動碳補償，以降低不可避免的碳排放，如緊急發電機。 

9. 增強教育推廣、社區連結、弱勢群體設施建設等，提升社區家

庭生存力。 

10. 更新氣候預測系統、建立海岸保護系統等，提升城市因應氣候

變遷的能力。 

 

  

 
140 

Contact Boston City Hall, CITY OF BOSTON CLIMATE ACTION PLAN 2019 UPDATE，2020.10, 

https://www.boston.gov/sites/default/files/imce-uploads/2019-

10/city_of_boston_2019_climate_action_plan_update_2.pdf 

https://www.boston.gov/departments/environment/community-choice-energy
https://www.boston.gov/environment-and-energy/zero-waste-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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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芝加哥(Chicago) 

(一)目標期程 

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990年減量80%。 

(二)背景資料141 

芝加哥2017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3,103.5萬噸CO2e，以固定能源類排放

為主要佔69% (21.4 MtCO2e)，其次為運輸佔24% (7.5 MtCO2e)、廢棄物佔

7% (2.1 MtCO2e)。 

全城市有過半排放量來自於類別一的燃料燃燒(51%)，其次為類別二的

電力使用(42%)。類別一中以住宅建築部門佔比最高(31%)，其次依序為公路

交通(30%)、商業與機構建築與設施(16%)。類別二的電力使用中以商業與機

構建築與設施佔比最高(39%)，其次依序為製造業與建築(32%)、住宅建築

(27%)。 

(三)減量路徑142 

以2050年為最終目標年，並設並溫室氣體減量、再生能源的中期目標，

如下： 

1.2025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2005 年減量至少 80%。 

2.2025 年，所有公共建築採用再生能源供電。 

3.2035 年，全市 100%採用清潔能源。 

4.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1990 年減量 80%。 

(四)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143 

芝加哥為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針對節能建築、清潔/再生能源、優

化交通方式、降低浪費與工業污染，及調適五個大方向，共制定出 35 項行動

(如表 3-11.5 所示)，以確保城市保持氣候因應彈性，簡要說明如下： 

 
141 Chicago City Hall, CITY OF CHICAGO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REPORT, Final Report 

2019.12, https://www.chicago.gov/content/dam/city/progs/env/GHG_Inventory/Chicago-2017-GHG-

Report_Final.pdf  
142 Chicago City Hall, CITY OF CHICAGO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REPORT, Final Report 

2019.12, https://www.chicago.gov/content/dam/city/progs/env/GHG_Inventory/Chicago-2017-GHG-

Report_Final.pdf 
143 Chicago City Hall, Chicago Climate Ac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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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節能建築 

將建築分為商業/工業建築、居住建築兩類進行規劃，著重於建築的節能，

藉此降低能耗損失、供熱需求、加強用水管理等。 

2.清潔/再生能源 

繼前述降低建築所需能源之餘，亦著重改變能源使用方式，包含提供再

生能源做為電力來源，如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等，並以此延伸各項措施，如

發展地區型電廠系統、透過獎勵機制如補助與貸款等，推動住宅型再生能源

發電裝置。 

3.優化交通方式 

芝加哥市民每日來往多個地點完成工作與生活所需，全市有 21%溫室氣

體排放量來自於運輸交通（含轎車、貨車、公車及火車）。整合全市低碳運輸

系統，有助市民選擇自行車、步行及公眾運輸等取代自行駕車，不僅節省市民

的能源成本，同時改善空氣品質與健康、提高生活品質。 

4.降低浪費與工業污染 

芝加哥為減少每年採用掩埋處置的廢棄物(約 62%)，採用「3R 原則」，依

據「減量化」(Reduse)、「再利用」(Reuse)、「再循環」(Recycle)進行廢棄物

的減量與循環，同時研發高溫室氣體潛勢氣體的替代原料、完善實現廢棄物減

量的綠色基礎設施。 

5.調適 

透過推動公眾參與，提高全市氣候危機意識，並成立城市綠化督導委員會

(Green Steering Commissioners)為極端高溫與持續暴雨等極端天氣進行規劃，

同時分析城市建築、基礎設施與生態系統的風險隱患，藉此增強該城市因應氣

候變遷的調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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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5 「芝加哥氣候行動計畫」策略概要144 

類型 策略概要 

節能建築 1. 改造商業、工業建築。 

2. 改造住宅建築。 

3. 家電汰舊換新，提高效能。 

4. 節約用水。 

5. 更新城市能源規範。 

6. 制定新的建築裝修指導方針。 

7. 綠化建築屋頂，提高隔熱效果。 

8. 簡化建築能源相關法規，並與國際一致。 

清潔與再生能源 1. 升級、改造發電廠。 

2. 提高發電廠效率。 

3. 建置再生能源電力。 

4. 增加分布式能源發電，降低輸電損耗。 

5. 鼓勵家庭使用再生能源，降低對中央式電廠的依賴。 

改進交通方式 1. 擴大投資客運設施，如整合客運網絡與主要幹道。 

2. 擴展客運激勵機制，包含彈性換乘、多元化支付方式等。 

3. 推動公共交通導向型發展。 

4. 創造更適合步行、自行車的環境。 

5. 鼓勵共車、乘車出行。 

6. 提高車隊通行效率。 

7. 提高燃油效率標準。 

8. 選擇清潔燃料，如生物柴油。 

9. 優化鐵路系統。 

10. 改善貨運運輸，如提高貨運交通效率、減少航空排放等。 

減少浪費和工業污染 1. 減少、再利用和回收。 

2. 轉向替代製冷劑。 

3. 現場收集雨水。 

調適 1. 應對高溫天氣。 

2. 尋求創新降溫方法。 

3. 保護空氣質量。 

4. 加強洪水管理。 

5. 貫徹綠色城市設計。 

6. 保護植物與樹木。 

7. 鼓勵公眾參與。 

8. 鼓勵企業參與。 

9. 策劃未來。 

 

 
144 Chicago City Hall, Chicago Climate Action Plan, 

https://www.chicago.gov/content/dam/city/progs/env/CCAP/CCA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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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已宣示淨零排放期程之 2 個國家與 2 個城市，皆對能源、工業、運輸、建築

等全領域，一同進行全面性的規劃，以確保各領域間得相輔相承、互相給予助力，說

明如下： 

(一)能源部門發展再生能源、降低化石燃料使用 

能源部門常為各地區主要排放源之一，若能改變其燃料使用來源、能源網

絡系統，亦能有效帶動降低其他部門排放量。因此兩國、兩市皆全力推動以再

生能源取代傳統化石燃料，並搭配激勵機制推廣創新技術，如提高電力系統靈

活性的技術、碳捕集與封存技術、大容量儲能、低成本綠氫等，以確保創建低

碳、穩定的能源供應系統。 

(二)工業部門採用低碳燃料、改進製程 

工業部門主要以化石燃料為主，亦常有部分難以藉電氣化減碳的設備與製

程，因此各地推動的主要減碳措施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製程改進、使用低碳

燃料與原料、廢料循環再利用等，對於無法難以替換燃料的設備則搭配 CCS 吸

收。 

(三)建築部門融入低碳建材與綠色建造方式 

建築部門為用電量數一數二高的部門，因此有效控制該部門用電量，不僅

降低部門排放，亦減輕能源部門須提高低碳電力佔比之壓力。前述國家與城市

除優先降低建築本體的能源使用量，後推廣電氣化以電力取代傳統化石燃料，

並導入住宅式太陽光電，形成區域電網，朝向自給自足邁進，同時分擔能源部

門供電量。 

(四)運輸部門擴大多元低碳網絡 

各地對於運輸部門的規劃共通點在於打造低碳高效交通運輸系統，除了推

動自行車、步行等零碳交通方式，亦搭配能源部門提供的低碳電力推動電動車、

電動公車等低碳交通方式，並配合其他基礎措施，擴大低碳運輸網絡可抵達範

圍與便利度。 

(五)農業、林業與土地利用部門發展氣候智能農業 

美國與中國皆具有廣大腹地，透過氣候智能型農業的管理，不僅有助大幅

降低該部門排放、建立碳匯來源，亦能藉此強化氣候變遷承受力、調適力與環

境修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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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藉政策、教育增加減碳共識 

除了部門間的實質減碳成果，確保具有相關法律可循且相容、人民具有減

碳共識，更是得以發展長期減碳行動的關鍵，因此不論國家或是城市皆有提出

相關措施，例如培養綠色人才、規劃財務誘因、整合相關法規等。 

  



110 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暨減量計畫 

340 

3-12  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跨局處與2050年臺中市淨零排碳路徑 

3-12-1 淨零排碳或碳中和跨局處會議 

本計畫於110年12月28日召開1場次「臺中市2050年淨零碳排目標及減量策略

規劃跨局處研商會議」，邀請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與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臺中市

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等相關單位，整理各單位所提意見如表3-

12.1，研商會議結論如表3-12.2，研商會議辦理情形如圖3-12.1所示。 

表 3-12.1 2050 年淨零碳排跨局處會議各單位意見彙整 

序 單位 意見 

1 臺中市政府永續發

展與低碳城市推動

辦公室 

(1) 已於 110 年 12 月 22 日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

市推動委員會 110 年度第 2 次會議中提出 2050 年淨

零排碳路徑架構(草案)，以利臺中市 2050 年達成淨零

碳排目標。 

(2) 請各局處於 111 年 1 月 31 日前提出 2050 年淨零路

徑策略，預計 111 年 2 月中旬召開會議研商草案內容，

後續必要時將召開記者會由市長宣布 2050 年淨零碳

排目標。 

(3) COP26 會議上未來以「循環經濟」為發展趨勢，以「服

務代替購買」之共享經濟模式，可作為未來減碳策略

參考。 

(4) 經濟發展局過去有「節能四省」計畫，包含節水、節

油、節電、節省紙張等節能 KPI，建議重新納入節能

績效評比依據。 

2 環境保護局 (1) 2050 年淨零排放策略架構(草案)應與各部門別減量方

案對應，以利各部門相關單位瞭解執行項目。 

(2) 各部門減碳過程有主辦與協辦單位，後續各部門主辦

單位需協助通知相關協辦單位，依各部門階段減量目

標進行管考。 

(3) 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調適事項並未完全確定主辦

與協辦單位，僅依「行政院核定之溫室氣體減量推動

方案權責分工原則」進行初步規劃，後續將由永續發

展與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召開會議定案。 

(4) 中央目前透過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進行國家減

碳路徑研擬，由中央至地方推動，建請後續各局處掌

握中央單位相關資訊。 

(5) 高雄市電動巴士數量已達 190 輛，臺北市明年規劃推

動 400 輛電動巴士，建議交通局後續研擬相關策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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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單位 意見 

爭取預算，以維持臺中市電動巴士數量全國第一。 

(6) 經濟發展局推動 2 處智能社區示範案場，其發展「創

能、儲能、節能」等節能績效受委員青睞，建議經濟

發展局後續積極向中央爭取相關經費，將成功經驗複

製到其他社區。 

(7) 環保團體針對清泉產業園區用水、用電問題，未來對

於新設產業園區環評案件，建請經濟發展局將減碳議

題與策略納入審核項目，以符合 2050 年臺中市淨零

排放目標。 

3 經濟發展局 (1) 住商部門減量方案「鼓勵工業區進駐廠商於建築物屋

頂扣除不可設置區域後，其餘 50%以上面積設置太陽

能光電設施」此項減量措施，建議移至工業部門減量

方案。 

(2) 針對「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以輔導排放源與中小

企業為主要政策手段，環境保護局同樣也對工業部門

有所管制，因此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需再由永續發

展與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協調權責分工。 

(3) 針對「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若有其他相

關計畫或是單位推動，建請納入本項相關權責單位。 

(4) 未來將持續推動智慧節能社區，建議都市發展局針對

新建商在建造之前進行相關法律要求，於建築規劃時

納入氣候變遷調適與溫室氣體減量等考量。明年將召

集建設公司、建築師公會舉辦說明會，說明智慧節能

系統設置原因及建築對氣候變遷之影響以供參考。 

4 建設局 (1) 有關「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之溫室氣體減量與氣

候變遷調適事項，由於都市發展設計為都市發展局權

管上位計畫，建請將都市發展局列為主辦機關。 

(2) 依據永續發展與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職責分工，海綿

城市為韌性城市組中重要環節，其對應主責機關為水

利局，建請將水利局納入住商部門相關責任單位。 

5 交通局 (1) 氫能車為中長期運輸部門發展趨勢，建議以推廣大眾

運輸(捷運、i-Bike)取代氫能車策略，短時間大眾運輸

減碳效益大於氫能車。 

(2) 針對「低碳能源運具使用」，除交通局推動大眾交通運

具外，環境保護局亦有協助私人運具汰換補助，建請

將環境保護局納入本項相關權責單位。 

(3) 中捷公司屬市府百分之百持股公司，可自行編列預算，

並且能夠自身評估公司著力之處，交通局則是監督管

理之角色，以輔導方式協助中捷公司申請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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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2 2050 年淨零碳排跨局處結論彙整 

序 會議結論 

1 本次會議資料與會議紀錄將正式發文至市府一級機關，讓各機關知悉並共同為

2050 年臺中市淨零碳排目標努力。 

2 針對各單位意見討論事項決議： 

(1) 推廣大眾運輸取代氫能車作為減碳策略，整合捷運、i-Bike 等，提升公共

運輸量能。 

(2) 將水利局納入住商部門減碳相關責任單位。 

(3) 將環境保護局納入「低碳能源運具使用」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調適事

項相關權責單位。 

(4) 建請低碳辦未來召開跨局處會議將中捷公司納入討論對象，以利規劃運輸

部門減碳策略。 

3 各部門減碳應從「節能」工作著手，建議各機關由管轄之公部門與私部門作為

優先推動節能減碳措施對象，提出相關節能策略供低碳辦公室作為 2050 年臺

中市淨零碳排路徑規劃。 

4 建請各單位針對 2050 年對應中央之溫室氣體減量規劃，提出相關責任局處

2050 年淨零碳排減量策略規劃，並依 110 年 12 月 22 日低碳辦委員會會議結

論，請各單位於 111 年 1 月 31 日前提供低碳辦相關淨零路徑策略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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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說明 簡報說明 

  

會議討論 會議討論 

  

經濟發展局發表意見 永續發展與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發表意見 

圖 3-12.1 臺中市 2050 年淨零碳排目標跨局處研商會議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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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臺中市 2050 年淨零排放路徑 

一、臺中市各部門減量目標 

臺中市長於 2021 年 1 月 18 日簽訂「臺中市氣候緊急宣言」，設定 2030

年溫室氣體較基準年(2005 年排放量為 3,341 萬公噸)減量達 30%目標。為達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臺中市規劃 2035 年與 2040 年溫室氣體排放分別較

2030 年減量 20%與 50%。臺中市 2050 年淨零排放減量目標(草案)如圖 3-12-

2.1 所示。 

 

 

圖 3-12-2.1、臺中市 2050 年淨零排放減量目標(草案) 

 

二、臺中市各部門2050年零排放推動策略 

臺中市 2050 年淨零排放策略係以達到「企業轉型 出口無礙」、「住居淨

零 自給自足」、「無碳運輸 空氣清新」、「全循環 零廢棄」及「藍綠碳匯 生

生不息」，結合中央資源及地方公私協力合作。各部門依據其排放源與減量目

標擬定不同之路徑，以達成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臺中市 2050 年淨零排放策

略規劃草案如圖 3-12-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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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2.2 臺中市淨零排放推動策略(草案) 

 

(一)工業部門 

臺中市工業部門減量路徑係結合中央徵收碳費、碳稅及減碳技術發展，督

促企業低碳製造，以達到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工業部門淨零排放減量策略

如圖 3-12-2.3 所示。 

1.能源改善 

積極發展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使用，同時增加為增加垃圾去化管

道，設置垃圾分選及固體再生燃料廠，推動垃圾衍生燃料取代生煤。 

2.行政管制 

推動「產業綠能運用提升計畫」，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

可靠、永續及現代的能源，選定本府轄管產業園區，作為推動屋頂型的太

陽光電設備主軸，鼓勵廠商於屋頂 50%面積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 

3.補助措施 

提供節能績效保證或節能改善補助，辦理綠色融資專案，推廣綠色經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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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2.3 工業部門淨零排放減量策略 

(二)住商部門 

臺中市住商部門減量路徑係結合發展零碳建築、都市更新及既有建築設備

汰換，以達到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住商部門淨零排放減量策略如圖 3-12-

2.4 所示。 

1.建築節能 

目前依建築技術規則，針對新、增建建築物之建築基地綠化、建築物

節約能源以及綠建材的使用已有一定的規範，本市更進一步以透過鼓勵

開發業者設置垂直綠化以及垂直鄰里設施，增加喬木種植數量，透過點線

面三部曲，扭轉都市水泥叢林變成花園都會，於都市中創造全新綠化環

境，打造幸福花園城市，並增加累計固碳量。 

2.綠能屋頂 

公有建築物及其屋頂、公有地依法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並推動智慧

節能社區，新建案規劃時導入氣候變遷調適與溫室氣體減量等考量，有效

利用再生能源，達到供電自給自足願景。 

3.海綿城市 

除溫室氣體減量之外，氣候變遷調適工作同樣扮演重要角色。全球極

端氣候發生頻率增加，城市綠地、滯洪設施是鞏固城鄉發展重要的基石，

國土規劃應區分適宜與不適宜開發土地，提升氣候變遷調適與災防應變

能力，逐步邁向海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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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2.4 住商部門淨零排放減量策略 

 

(三)運輸部門 

臺中市運輸部門減量路徑係發展共享與友善電動運具、氫能車及法規管制，

以達到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運輸部門淨零排放減量策略如圖 3-12-2.5 所示。 

1.智慧運輸 

為解決市區交通流量，自 2017 年起推動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整合本

市智慧交通管理系統 TOPIS 建置計畫，於主要幹道、高速公路交流道周

邊路口建置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後續將持續爭取中央補助建置智慧化

動態號誌系統及增加交控設備維護預算額度，以維持運作。另提供民眾進

出停車場以無票化的科技服務體驗，加速車輛進出效率，確實記錄進出時

間，打造智慧化停車環境。 

2.低碳運輸 

透過公車路網建置、雙十公車政策、提升公車發車準點性、宣導公車

乘車禮儀文化及定期舉辦金運獎表揚公車優良駕駛活動等策略，吸引民

眾使用大眾運輸工具，進而打造便捷、友善、樂齡的現代化城市。 

YouBike2.0 已成為臺中市不可或缺交通運具，推動更完善之公共自

行車運輸系統，提供市民通勤、通學、遊憩之運具選擇，讓民眾借還車更

便利，落實綠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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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動運輸 

積極推動市區公車電動化政策，除積極爭取中央電動公車購車補助

外，並鼓勵業者汰換為電動公車，以臺灣大道作為電動公車示範路廊，滾

動式檢討電動公車發展策略，將市區所轄客運業者電動大客車充電場站、

營運路線作整體規劃，逐步營造本市低碳永續大眾運輸環境，未來亦持續

推動本市公車全面電動化。 

 

 

圖 3-12-2.5 運輸部門淨零排放減量策略 

 

(四)環境部門 

臺中市環境部門減量路徑係以循環經濟為主軸，並提升雨水、污水下水道

接管率，資源有效循環再利用，以達到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環境部門淨零

排放減量策略如圖 3-12-2.6 所示。 

1.資源回收 

致力輔導事業減污，從源頭減廢、運用科技智慧(水質感測器、縮時

攝影機、水質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等)查緝追溯污染源。推廣畜牧業廢水入

田再利用，翻轉畜牧糞尿污染廢水形象，再利用成為農地的天然肥料，減

少畜牧廢水排放至水體，進而降低河川污染。另於水湳水資中心及文山水

資中心各設置 3 台 RO 級淨水設備，共 6 台，可以供應給工業甚至科技

業者作為冷卻水使用，取代使用自來水。 

  



第三章 計畫工作成果 

349 

2.親水環境 

積極推動與規劃河川整治與水質改善工程等，包括柳川、綠川、東大

溪、梧棲大排、黎明溝、惠來溪、潮洋溪、旱溪排水、筏子溪等，透過水

環境改善工作，打造臺中成為美麗的水岸文化城市。 

3.環境教育 

本市現已建置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綠川及東

大溪水文化暨環境教育館，強調實作、遊戲、導覽、戶外實察，未來將持

續提升環境教育參與人次，讓民眾更認識本市水環境，同時愛護水資源。 

 

 

圖 3-12-2.6 環境部門淨零排放減量策略 

 

(五)農業部門 

臺中市農業部門減量路徑係以增加本市碳匯，結合濕地、森林，增進城市

綠美化，以達到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農業部門淨零排放減量策略如圖 3-12-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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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機農業 

為促進本市有機農業發展，本府除加碼補助有機農產品驗證費用，配

合農委會辦理有機農業推廣相關計畫補助生產、加工設備及有機適用肥

料外，並設置本市有機農業集團栽培區、辦理臺中市有機米供校園午餐使

用計畫與有機食農教育活動，產銷同步推動，以降低農民生產成本、穩定

市場通路。 

2.地產地銷 

透過辦理在地農民市集，推廣地產地消，落實吃在地、食當季理念，

降低食物里程及運銷碳足跡，解決農產品產銷調節與供需問題。未來將持

續推動減少批發市場運銷車次，提升農民市集與在地農特產品活動舉辦

頻率，以減少碳足跡。 

3.植樹運動 

市府運用現有公園與綠地進行都市造林與美化，目前配合植樹的區

域有新闢公園、交流道閒置空地、公墓、區段徵收地、學校、海線農地、

垃圾掩埋場等，種植的樹木將以臺灣五大闊葉木，像是毛柿、烏心石、黃

連木、樟樹、櫸木，以及牛樟、台灣紅豆杉等珍貴樹種等原生樹種為主，

不僅美化街景巿容外，同時達到淨化空氣品質及減少熱島效應之效果。 

 

 

圖 3-12-2.7 農業部門淨零排放減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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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其他配合辦理事項 

為協助本市環保局推動相關輔導與減碳業務，本計畫於本年度編制宣導網站

定期維護與更新、配合SIP計畫執行、宣導品製作、召開業務交流說明或教育訓練

相關會議、其他長官臨時交辦事項、撰寫新聞稿或針對網路、臉書或新聞輿情回

應等，分述如下。 

一、定期摘譯有關國際上溫室氣體減量、碳排放交易、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等

相關議題之發表內容及維護本局宣導網站 

為維護環保局臺中市因應氣候變遷網 (http://tcccn.epb.taichung.gov.tw/)

網頁資訊安全(包含資訊錯誤、系統故障等異常情形)及每月更新相關消息及定

期摘譯有關國際上溫室氣體減量、碳排放交易、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等相關議

題之發表內容8-10則，並於網站上公告「110年建築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說明

會」、「110年度臺中市低碳社區認證作業規定及相關附件表單」、「110年溫

室氣體盤查說明會」及「節電生活拚獎金 110年度低碳社區獲獎單位出爐!」

等訊息，網頁如圖3-13.1所示。 

本網站架構分為：最新消息、溫室氣體排放、下載專區等，每月定期摘譯

議題內容則放置於「最新消息」-「近期國外消息」。 

圖 3-13.1 臺中市因應氣候變遷資訊網首頁 

  

http://tcccn.epb.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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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系統的環境架構說明 

現行網站包括前台系統及後台系統，其中前台功能為所有角色人員均

可瀏覽，故本計畫每月共計摘譯8-10則國際新聞，並更新上傳至最新消息

之「近期國外消息」，供民眾查詢閱覽，以推廣國際相關時事脈動，利於

民眾瞭解，本年度本年度共計摘譯104則國外溫室氣體相關議題，如表3-

13.1所示。 

表 3-13.1 每月提報國際新聞最新資訊成果 

項次 日期 新聞標題 

1 110 年 1 月 5 日 

法國指標性判決出爐，環境律師：空污將使大規模

移 民 成常 態  (Air pollution will lead to mass 

migration, say experts after landmark ruling) 

2 110 年 1 月 8 日 

拜登就職美國重返巴黎協定倒數，氣候躍升僅次

新冠疫情優先議題  (Biden returns US to Paris 

climate accord hours after becoming president)  

3 110 年 1 月 11 日 

國際金融機構出任務 IMF 總裁：隨時準備幫助各

國實現經濟脫碳 (Helping poorest tackle climate 

crisis will boost global growth, says IMF head)  

4 110 年 1 月 14 日 

氣候調適峰會 英國籌組新聯盟 美國重返對抗氣

候變遷舞台 (World Leaders Reach for Climate 

Adaptation Strategies) 

5 110 年 1 月 20 日 

綠色就業打頭陣 20 個開發中國家的「壯舉」：疫

後振興還加碼減碳  （Green growth champion: 

Focus on jobs helps poorer nations raise climate 

ambition） 

6 110 年 1 月 22 日 

民 主 黨 完 全 執 政  拜 登 氣 候 計 畫 可 望 實 現 

(Democrats win control of US Senate, boosting 

prospect of climate action) 

7 110 年 1 月 26 日 

全球融冰速度 1994 至 2017 年破紀錄增快 57% 

致全球海水水位上升 35 毫米 （Global ice loss 

accelerating at record rate, study f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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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1 每月提報國際新聞最新資訊成果 

項次 日期 新聞標題 

8 110 年 1 月 27 日 

最省錢的減碳計畫 哥倫比亞宣布用「森林經濟」

達成 2050 碳中和 （Colombia banks on forest 

economy to deliver climate ambition leap） 

9 110 年 2 月 3 日 

國際金融機構出任務 IMF 總裁：隨時準備幫助各

國實現經濟脫碳 (Helping poorest tackle climate 

crisis will boost global growth, says IMF head)  

10 110 年 2 月 5 日 

氣候調適峰會英國籌組新聯盟，美國重返對抗氣

候變遷舞台 (World Leaders Reach for Climate 

Adaptation Strategies) 

11 110 年 2 月 8 日 

對氣候問題無作為 法院裁定法國政府敗訴 處以

象徵性的 1 歐元罰鍰 (Court condemns French 

government over climate inaction with symbolic 

€1 fine) 

12 110 年 2 月 9 日 

聯合國秘書長表示:「2021 年是應對氣候變遷的關

鍵一年」(2021 a ‘crucial year’ for climate change, 

UN chief tells Member State) 

13 110 年 2 月 18 日 

IUCN 示警：氣候變遷已成為世界自然遺產的頭號

威脅 (Changing Climate Top Threat to Natural 

World Heritage) 

14 110 年 2 月 19 日 
美國正式重返巴黎協定  (U.S. Officially Rejoins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15 110 年 2 月 23 日 

野火蔓延規模擴大  全球野火地域性正在改變 

(How fires have spread to previously untouched 

parts of the world) 

16 110 年 2 月 26 日 

比爾蓋茲表示：核能在政治上必定被再次接納 

(Bill Gates: Nuclear power will ‘absolutely’ be 

politically acceptable again — it’s safer than oil, 

coal, natural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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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1 每月提報國際新聞最新資訊成果 

項次 日期 新聞標題 

17 110 年 3 月 3 日 

化石燃料之排放量恐超越新冠病毒疫情前水平 

(Fossil fuel emissions in danger of surpassing 

pre-Covid levels) 

18 110 年 3 月 5 日 

英國國民信託組織細述對歷史古蹟的氣候威脅 

(National Trust maps out climate threats to 

historic places) 

19 110 年 3 月 9 日 

因應油價上漲，阿布達比尋求碳捕捉及減量排放

的 新 合 作 夥 伴  (Abu Dhabi eyes new 

partnerships for carbon capture and emissions 

cutting as oil price climbs) 

20 110 年 3 月 11 日 

研 究 指 出 ： 氣 候 變 遷 正 改 變 世 界 河 川 流 量 

(Climate crisis altering the flow of rivers 

worldwide, study suggests) 

21 110 年 3 月 17 日 

透過低碳投資，城市將帶動龐大的氣候及經濟效

益  (Cities can spur significant climate and 

economic benefits through targeted low-carbon 

investments)  

22 110 年 3 月 18 日 

英國大幅削減購買電動車補助，卻保留燃油車補

助  (UK slashes grants for electric car buyers 

while retaining petrol vehicle support)  

23 110 年 3 月 23 日 

投資銀行表示：即使碳價調漲仍不足以達到中國

之減量目標 (Even quickly rising carbon prices 

not sufficient for China to meet climate goals, 

says investment bank)  

24 110 年 3 月 24 日 

因應氣候變遷，拜登力推離岸風力發電  (Biden 

targets big offshore wind energy expansion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25 110 年 3 月 29 日 
南非提出更嚴格之 2030 年減碳目標  (South 

Africa sets out to tighten 2030 emissions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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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1 每月提報國際新聞最新資訊成果 

項次 日期 新聞標題 

26 110 年 4 月 1 日 

拜登稅務計畫擬取消對化石燃料企業補貼以獎勵

清潔能源  (Biden tax plan eschews fossil fuel 

subsidies for clean energy credits) 

27 110 年 4 月 6 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碳稅可以減少亞太地區

之碳排放  (Carbon tax can put dent in Asia-

Pacific emissions, IMF says) 

28 110 年 4 月 8 日 

紐西蘭開全球首例  立法規範金融業揭露氣候變

遷衝擊 (NZ to launch world-first climate change 

rules)  

29 110 年 4 月 12 日 
Netflix 宣布 2022 年淨零排放 (Netflix promises 

to wipe carbon footprint in under two years)  

30 110 年 4 月 16 日 

研究指出：加快的全球暖化正在破壞農場生產力 

(Rapid global heating is hurting farm 

productivity, study finds) 

31 110 年 4 月 20 日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報告  全球升溫突破 1.2°C 

(Climate change indicators and impacts 

worsened in 2020)  

32 110 年 4 月 22 日 

全球氣候峰會於 4 月 22 日展開 美國提高巴黎協

定 的 目 標  (Leaders Summit on Climate: US 

hikes Paris climate goal as other nations 

strengthen emissions targets) 

33 110 年 4 月 28 日 

全球冰川融化速度在 20 年內快速倍增 (Speed at 

which world’s glaciers are melting has doubled 

in 20 years)  

34 110 年 4 月 29 日 

碳價可使泰國電力部門加速減碳  (Carbon price 

could accelerate Thailand’s power sector carbon 

cuts -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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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1 每月提報國際新聞最新資訊成果 

項次 日期 新聞標題 

35 110 年 5 月 5 日 

德 國 預 計 將 碳 中 和 提 前 至 2045 年 達 成 

(Germany to move net zero goal forward five 

years to 2045, upgrade 2030 target) 

36 110 年 5 月 7 日 

聯合國報告指出：減少甲烷排放是減緩全球暖化

的最快速方法  (Cutting methane emissions is 

quickest way to slow global heating – UN report)  

37 110 年 5 月 12 日 

針對空氣污染、廢棄物及化學品使用 歐盟擬推出

更嚴格環境法規 (EU to tighten pollution laws to 

clean up air and water) 

38 110 年 5 月 13 日 
全球百大環境風險城市 亞洲涵蓋 99 個 (Asia is 

home to 99 of world’s 100 most vulnerable cities) 

39 110 年 5 月 18 日 

為了限制升溫在 1.5°C內 不該再投資化石燃料項

目 (No more fossil fuel projects to ensure 1.5C 

warming limit – IEA) 

40 110 年 5 月 20 日 

新加坡成立新的全球碳交易所  (New global 

carbon exchange to be headquartered in 

Singapore) 

41 110 年 5 月 25 日 

碳定價機制今已涵蓋全球五分之一溫室氣體 

(Carbon Prices now Apply to Over a Fifth of 

Global Greenhouse Gases) 

42 110 年 5 月 26 日 

荷蘭法院勒令皇家殼牌石油 2030 年減碳 45% 

(Court orders Royal Dutch Shell to cut carbon 

emissions by 45% by 2030) 

43 110 年 6 月 1 日 
澳洲 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 5% (Australia's 

carbon emissions drop 5% in 2020) 

44 110 年 6 月 2 日 

歐盟和比爾蓋茲聯手為清潔能源技術集資 10 億

美元 (EU joins forces with Bill Gates to mobilise 

$1 bln for clean energy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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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1 每月提報國際新聞最新資訊成果 

項次 日期 新聞標題 

45 110 年 6 月 9 日 

正視「綠天鵝」：全球主要央行認同應更積極面對

氣候風險  (Ride a Green Swan: central banks 

grapple with climate risk) 

46 110 年 6 月 11 日 

中 國 碳 市 場 將 面 臨 缺 電 之 初 期 考 驗  (China 

carbon market to face early test from expected 

power shortages) 

47 110 年 6 月 16 日 
G7 峰會在氣候議題上仍擱置了許多細節  (G7 

climate pledges leave many details aside) 

48 110 年 6 月 18 日 

下一個大流行  聯合國表示乾旱是隱性的全球危

機  (‘The next pandemic’: drought is a hidden 

global crisis, UN says) 

49 110 年 6 月 22 日 

世界銀行集團對發展中國家提高氣候行動的支持 

(World Bank Group Increases Support for Climate 

A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50 110 年 6 月 25 日 

印度最大煉油商將投資 100 億美元建設清潔能源

「超級工廠」 (India’s biggest oil refiner to invest 

$10bn in clean energy ‘gigafactories’) 

51 110 年 6 月 28 日 

中國政府顧問透漏：水泥、鋁將於 2022 年納入中國

ETS (Key govt advisor says cement, aluminium to 

be brought into China ETS in 2022) 

52 110 年 6 月 30 日 

亞洲五國包辦全球 80%新燃煤電廠投資  (Five 

Asian countries account for 80% of new coal power 

investment) 

53 110 年 7 月 6 日 

歐盟啟動綠色債券框架以幫助其實現氣候目標 

(EU launches green bond framework to help it 

meet climate goals) 

54 110 年 7 月 7 日 

全球銀行合作推出自願碳抵換平台試點  (Global 

banks partner to launch pilot voluntary offse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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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日期 新聞標題 

55 110 年 7 月 13 日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美國太空總署(NASA)與歐洲

太空總署(ESA)首度合作 (NASA, ESA Partner in 

New Effort to Address Global Climate Change) 

56 110 年 7 月 14 日 

歐洲綠色政綱：為了達到氣候目標，歐盟執委會提

出 經 濟 與 社 會 轉 型  (European Green Deal: 

Commission proposes transformation of EU 

economy and society to meet climate ambitions) 

57 110 年 7 月 20 日 

研究指出：氣候危機威脅著人類可從漁業獲得的

營 養  (Climate crisis threatens access to 

nutrients in fish, study finds) 

58 110 年 7 月 22 日 

歐盟的 CBAM 制度對歐盟鄰國的影響比對全球參

與者的影響更大  (EU’s carbon border levy to 

affect closest neighbours more than global 

players, experts say)  

59 110 年 7 月 26 日 

以色列公佈的氣候戰略計畫被視為缺乏雄心，缺

少關鍵措施 (Israel unveils climate strategy seen 

as lacking ambition, missing key measures) 

60 110 年 7 月 31 日 

中國、印度未能及時提交其新的氣候承諾 (China, 

India miss UN’s extended deadline for climate 

pledges) 

61 110 年 8 月 4 日 

澳洲能源部長表示：歐盟碳邊境稅計畫將「歧視澳

洲等國家」 (EU carbon tax plans 'discriminates 

against countries like Australia', energy minister 

says)  

62 110 年 8 月 5 日 

日本經濟產業省打算使用自願抵換計畫來推動減

量 (Japan ministry eyes voluntary offset scheme 

to drive emissions cuts) 

63 110 年 8 月 9 日 

IPCC 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之五大重點 (Five 

takeaways from the IPCC’s 2021 climate science 

report)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3$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3$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3$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2$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2$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2$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2$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3$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3$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3$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2$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2$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2$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2$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2$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2$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2$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3$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3$lbNew','')
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MainContent$GV$ctl03$lbNew','')


第三章 計畫工作成果 

359 

表 3-13.1 每月提報國際新聞最新資訊成果 

項次 日期 新聞標題 

64 110 年 8 月 12 日 

研究指出：「藍氫」可能比煤炭造成更多碳排 

(Biden-backed ‘blue’ hydrogen may pollute more 

than coal, study finds) 

65 110 年 8 月 19 日 

10 億兒童正面臨「極高風險」的氣候危機 (One 

billion children at ‘extremely high risk’ of the 

impacts of the climate crisis - UNICEF) 

66 110 年 8 月 20 日 

瑞典製造出世界第一個無碳鋼鐵 Volvo 汽車為為

第 一 個 客 戶  (‘World’s first fossil-free steel’ 

produced in Sweden and delivered to Volvo) 

67 110 年 8 月 23 日 

澳大利亞的減量藍圖：邁向淨零排放所需的產業

政策改革  (Blueprint for emissions reduction: 

major industry policy changes needed for 

Australia to reach net zero) 

68 110 年 8 月 25 日 

日本經產省和環境省各自簽署碳交易計畫，可能

採取自願方式  (Japan ministries sign off on 

carbon trading plans, voluntary approach likely) 

69 110 年 8 月 30 日 

阿爾及利亞停售含鉛汽油，含鉛汽油正式走入歷

史(Leaded petrol era ‘officially over’ as Algeria 

ends pump sales) 

70 110 年 9 月 2 日 

南韓將 2050 年碳中和目標入法 (South Korea 

approves bill mandating carbon neutrality by 

2050) 

71 110 年 9 月 7 日 

動 物 透 過 體 型 的 改 變 來 反 映 出 氣 候 變 遷 

(Animals are 'shape shifting'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72 110 年 9 月 9 日 

全球最大的碳捕捉與封存工廠在冰島啟動  (The 

world’s biggest plant to capture CO2 from the air 

just opened in Ic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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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1 每月提報國際新聞最新資訊成果 

項次 日期 新聞標題 

73 110 年 9 月 14 日 

世界銀行：氣候變遷將使 2.16 億人被迫遷徙 

(Climate change could trigger internal migration 

of 216 mln people - World Bank) 

74 110 年 9 月 17 日 

聯合國：世界仍處於升溫 2.7℃的道路上 

(UN says world on pathway to 2.7C of warming 

despite Paris targets) 

75 110 年 9 月 20 日 

馬來西亞將建立排放交易機制與自願碳市場之準

則 (Malaysia to establish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guidelines for voluntary carbon market) 

76 110 年 9 月 23 日 

巴西在 COP26 前將仔細考慮碳市場立法 

(Brazil weighs carbon market law ahead of 

COP26) 

77 110 年 9 月 30 日 
印尼將在 2022 年開始實施碳稅  (Indonesia to 

introduce carbon tax from 2022) 

78 110 年 10 月 1 日 
澳大利亞同意 CCS 可用於碳抵換  (Australia 

approves carbon offset method for CCS) 

79 110 年 10 月 6 日 

土耳其設定 2053 年淨零排放目標後批准了巴黎

協定 (Turkey ratifies the Paris Agreement after 

approving a 2053 net zero goal) 

80 110 年 10 月 8 日 

香港提升中期減量目標，承諾於 2035 年淘汰煤炭

(Hong Kong raises mid-term emissions target, 

pledges 2035 coal phaseout) 

81 110 年 10 月 13 日 

依照目前各國的承諾，碳排放量到 2050 年僅會減
少 40% 

(Carbon emissions ‘will drop just 40% by 2050 

with countries’ current ple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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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1 每月提報國際新聞最新資訊成果 

項次 日期 新聞標題 

82 110 年 10 月 15 日 

報告指出：G20 國 2021 年碳排放量快速增加 

(Climate change: Carbon emissions from rich 

countries rose rapidly in 2021) 

83 110 年 10 月 18 日 

日本三菱宣布 2030 年減量減半、2050 年達到淨
零 

(Mitsubishi commits to halving emissions by 

2030, reaching net zero by 2050) 

84 110 年 10 月 22 日 

多數的 OECD 國家將停止為新設燃煤電廠提供出
口信貸 

(Most OECD countries to end export credits for 

new coal plants) 

85 110 年 10 月 25 日 

沙烏地阿拉伯承諾 2060 年淨零，但並沒有淘汰石
油的打算 

(Saudi Arabia pledges net zero by 2060, but no 

oil exit plan) 

86 110 年 10 月 31 日 

紐西蘭表示到 2030 年會減碳 50% 

(New Zealand says it will cut greenhouse 

emissions by 50% by 2030 as COP26 starts) 

87 110 年 11 月 4 日 

COP26 的能源日：呼籲停止使用煤炭、天然氣、
石油 

(‘Energy day’at COP26: Voices call out for an 

end to use of coal, gas and oil) 

88 110 年 11 月 7 日 

為防止碳洩漏，英國正在考慮實施碳邊境調整機
制 

(UK considering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to shield against leakage -env.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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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1 每月提報國際新聞最新資訊成果 

項次 日期 新聞標題 

89 110 年 11 月 9 日 

歐盟執委會承諾捐款 1 億歐元至調適基金 

(EU at COP26: Commission pledges €100 

million to the Adaptation Fund) 

90 110 年 11 月 11 日 

COP 的關鍵承諾可使全球 9%更靠近 1.5°C 減碳
路徑 

(Key Cop26 pledges could put world 9% closer 

to 1.5C pathway) 

91 110 年 11 月 16 日 

COP26 氣候峰會的重點內容 

(What the COP26 climate conference really 

accomplished) 

92 110 年 11 月 19 日 

印尼停止國內碳市場的國際連結 

(Indonesia rules out international ties to 

domestic carbon market) 

93 110 年 11 月 22 日 
以色列、約旦在杜拜簽署氣候合作協議  (Israel, 

Jordan sign climate cooperation agreement in 

Dubai)  

94 110 年 11 月 25 日 
北極海的暖化程度比預期還提早了幾十年  (The 

Arctic Ocean began warming decades earlier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new research shows) 

95 110 年 12 月 1 日 

美國氣候特使 John Kerry 表示私部門可以打贏氣
候變遷之戰 

(John Kerry says private sector can win climate 

change battle) 

96 110 年 12 月 2 日 

為了達到淨零目標 英國須在未來 20 年中建置世
上最大的風電場 

(UK ‘must build equivalent of worlds biggest 

wind farm every 10 weeks for next 20 years’ to 

hit net zero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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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1 每月提報國際新聞最新資訊成果 

項次 日期 新聞標題 

97 110 年 12 月 10 日 

西巴爾幹國家承諾於 2026 年實施碳定價 

(Western Balkan nations commit to launch 

carbon pricing by 2026) 

98 110 年 12 月 11 日 

拜登下令美國停止資助海外新的碳密集型計畫 

(Biden orders U.S. to stop financing new carbon-

intense projects abroad) 

99 110 年 12 月 13 日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之氣候決議，俄羅斯行使否決
權(Russia vetoes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linking climate crisi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100 110 年 12 月 17 日 

研究指出：對於減緩氣候變遷，核能可讓多數國家
受 益  (Nuclear Energy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to Benefit Several Countries, New 

Studies Show) 

101 110 年 12 月 21 日 因應氣候變遷 拜登將採取新的油耗標準 (Biden 

moves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102 110 年 12 月 25 日 

研究指出：氣候變遷加速中國農作物病蟲害蔓延，
危害糧食安全 (Climate change boosts spread of 

crop pests in China, threatens food security, 

says study)  

103 110 年 12 月 27 日 

2021 年的煤炭：中國的復甦破壞了國際金融的制
裁 

(2021 in coal: China’s dirty recovery mars 

international finance crackdown) 

104 110 年 12 月 30 日 

氣候變遷的影響，擴大了熱帶氣旋的影響範圍 

(Climate change: Hurricanes to expand into 

more populated regions) 

(二)不定期配合資訊安全維護工作 

環保局將定期針對本資訊系統及網站進行弱點掃瞄，倘有中、高風險

弱點問題，將配合協助修復，以利主機(網站)系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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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本局SIP計畫執行、長官臨時交辦事項或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節能

減碳或空氣污染防制等相關議題進行彙整提交 

(一)配合本局SIP計畫提交計畫工作相關報表資料 

本項係針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或本局於計畫工作管考需求，配合提交

相關成果資料，包含每月定期彙整提報： 

1.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大事紀 

2.PM2.5管制及績效亮點提報追蹤表 

3.空氣污染防制業務白皮書摘要統計資料 

(二)辦理資訊蒐集彙整、現場查核或其他相關事項 

為配合及協助與溫室氣體、節能減碳相關議題資料彙整及回應研擬，

本年度臨時交辦事項相關內容如表3-13.2所示。 

表 3-13.2 臨時交辦事項 

項次 臨交事項 內容說明 

1 
歐盟、中國大陸及臺灣碳定價

推動現況比較 

比較歐盟、中國大陸及臺灣之排放交易

機制、碳市場及碳定價，並提出本(臺中)

市超前部屬推動的策略建議供環保局

參考。 

2 
「聯合報願景工程新聞」圖卡

及摘要整理 

摘要聯合報系 願景工程之14篇新聞，

並製作圖卡2張。 

3 

「在不使用脫水劑的情況下，

二氧化碳與二醇直接合成聚

碳酸酯二醇」翻譯報告 

翻譯「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的

論文報告，並提出結論提供環保局參

考。 

4 
COP26聯合國氣候峰會第一

週會議相關議題及資訊彙整 

彙整第一周 :2021年11月1日~11月6日

每日會議摘要，供環保局參考。 

5 
COP26聯合國氣候峰會第二

週會議相關議題及資訊彙整 

彙整第二周 :2021年11月8日~11月13

日每日會議摘要，供環保局參考。 

6 
特斯拉、中鋼及台泥減量技術

分析報告 

研析特斯拉碳權取得方式，並研蒐台泥

公司與中鋼公司針對2050年淨零減碳

策略，供環保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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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聞稿及輿情回應 

本計畫為配合本市節能減碳或空氣污染防制作為，於計畫期間需撰寫新聞稿

或即時提供溫室氣體法制政策相關輿論或多元媒體報導意見，並協助輿情回應。 

本計畫協助環保局提出「響應『國際關燈日』 中市府3/27晚間熄燈1小時」、

「中市低碳社區拼節電，總獎金20萬元等你拿!」、「節電生活拚獎金 110年度低

碳社區獲獎單位出爐!」、「環保局預告修正『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

法』」及「執行盤查公私場所 臺中市綠化減碳行動刻不容緩」新聞稿共5則，並

發布於臺中市政府官網，新聞稿相關內容如表3-1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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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3 新聞稿及輿情回應彙整表 

項次 類型 標題 發布日期 內容摘要 

1 新聞稿 

響應「國際

關 燈 日 」 

中 市 府

3/27 晚 間

熄燈1小時 

110年3月26日 

台中市政府台灣大道市政中

心、文心第二行政大樓及陽明市

政大樓將於明（27）日晚間8時30

分至9時30分，與全球超過188個

國家和城市、1萬8,000個以上著

名地標，同步熄燈1小時，台中市

長盧秀燕連2年拍攝響應影片，鼓

勵民眾共同參與，由政府機關帶

頭，號召全民節能減碳、愛地球。 

環保局長陳宏益指出，關燈

1小時的意義並不是關上燈就結

束，而是呼籲民眾延續節能減碳

的精神，落實在生活中的每個角

落，即使是微小的行動也能帶來

巨大的改變，始於個人、匯聚力

量，共同守護地球「我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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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類型 標題 發布日期 內容摘要 

2 新聞稿 

中 市 低 碳

社 區 拼 節

電  總獎金

20 萬 元 等

你拿! 

110年7月3日 

打造低碳永續城市！台中市

政府持續舉辦低碳社區認證，今

年化繁為簡，以便民方式進行評

比，將分別從參與組別中，選出

節電量最高的前五名，並頒贈低

碳社區認證證書及獎金新台幣2

萬元，總獎金高達20萬元，低碳

社區認證申請自即日起至8月15

日止，籲請社區單位趕緊節電衝

一波！ 

環保局表示，台中市低碳社

區認證推行多年，已輔導許多運

用在地優勢與特色的里辦公處、

社區發展協會及公寓大廈獲得認

證，申請認證通過共37處。今年

度再度舉行，並於6月23日公告

「110年度台中市低碳社區認證

作業規定」，凡台中市轄內公寓

大廈管委會及里辦公處皆可參

與。 

環保局指出，有別以往繁瑣

的指標評分項目及複雜表格，今

年簡化便民，主要以去年及今年

1月至9月的用電量進行評比，並

計算同期的「節電量」，每組取總

結算節電量最高前5名進行獎勵，

總獎金20萬元，鼓勵社區單位落

實節電生活拚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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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類型 標題 發布日期 內容摘要 

3 新聞稿 

節 電 生 活

拚 獎 金 

110年度低

碳 社 區 獲

獎 單 位 出

爐! 

110年12月10

日 

台中市政府環保局以節電生

活拚獎金推動低碳社區，今年共

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組及里辦

公處組參與申請，日前獲獎單位

出爐，共有10處單位獲得認證，

總計節電量達18萬4,297度電，減

碳量達92.5公噸。每組總節電量

最高前5名，將獲頒低碳認證獎狀

及獎勵金2萬元，以鼓勵社區節能

減碳，同心打造低碳城市。 

環保局指出，經計算110年

度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組獲獎單

位，分別為「中央公園社區管理

委員會」、「美術觀道社區管理委

員會」、「都會假期管理委員會」、

「惠宇敦南社區管理委員會」及

「龍寶拾穗臻邸第二期管理委員

會」；里辦公處組獲獎單位為「太

平區東汴里」、「北屯區廍子里」、

「南屯區新生里」、「新社區慶西

里」及「霧峰區桐林里」。 

環保局表示，節約能源的成

效非一蹴可幾，需要日常細水長

流的執行，獲得認證的公寓大廈

管委會組，以汰換公設空間老舊

燈具為LED燈、各樓層梯廳及車

道閘門安裝感應式照明設備、設

定待機省電狀態等多項節電方

式，除可協助住戶節省公用電費

支出，也做到社區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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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類型 標題 發布日期 內容摘要 

4 新聞稿 

環 保 局 預

告修正「臺

中 市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源 自 主 管

理辦法」 

- 

氣候變遷為全球各國面臨的

挑戰，城市如何減碳為首要課題，

本市率先全國於 106 年通過《臺中

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

法》，列管轄內排碳大戶實質執行

排放量管理，包含台電公司台中發

電廠、中龍鋼鐵公司、台中港務分

公司皆為自主管理辦法列管對象。 

惟近年淨零排碳議題席捲而

來，盧市長於 110 年 1 月 18 日簽

署「氣候緊急宣言」，承諾臺中市

2030 年溫室氣體較基準量減量

30%、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為加

速降低碳排放並符合本市減碳目

標，於 110 年啟動《自主管理辦法》

修訂，增訂自主減量目標為「119 年

溫室氣體排放較基準量減量 30%、

逐年減少 2%」，規範納管對象確實

削減排碳量，預估至 119 年可減少

本市轄區內溫室氣體排放約 834

萬公噸 CO2e，具有強化管制力道

及實質溫室氣體減量效益。 

本次辦法修訂依循《臺中市

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26條

及臺中市因應氣候變遷之相關政

策制定，修訂重點包含增訂自主

減量目標、基準情境設定準則、

每年查核機制、未達減量目標之

改善方案等，期能朝淨零台中目

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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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類型 標題 發布日期 內容摘要 

5 新聞稿 

執 行 盤 查

公 私 場 所 

臺 中 市 綠

化 減 碳 行

動 刻 不 容

緩 

- 

臺中市政府環保局為實現本

市節能減碳目標，於「臺中市溫室

氣體盤查暨減量計畫」中，執行相

關減量及管制策略，包括溫室氣體

盤查、推動建築綠化降溫補助及低

碳社區等多項行動，並結合工業、

住商、運輸及農業部門，大幅降低

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朝向 2030

年減量 30%及 2050 年淨零臺中目

標邁進。 

環保局表示，本年度共執行 61

處公私場所溫室氣體現場盤查作

業，包括電力業、鋼鐵業、半導體

業、光電業及化學工業等高碳密集

產業，雖工業部門排放量高，但藉

由電力系統需量控制、節能設備汰

換、冷卻機更新及冷卻風扇加裝變

頻器等節電措施，預期總減碳量可

達 1,226 萬公噸 CO2e/年。 

臺中市自 107 年盧市長上任

以來，108 至 109 年累計減少 346

萬公噸 CO2e 之排碳量，相當可觀，

尤其台中發電廠實施自主減量措

施及配合臺中市推動減煤政策下，

排放量已自 106 年的 3,823 萬公

噸 CO2e 減少至 109 年的 2,615 萬

公噸 CO2e，減量成效達 1,208 萬

公噸 CO2e。臺中市宜居的生活環

境需要產官學三棲及公民多管齊

下的合作參與，並持續檢討及優

化，齊心對抗氣候變遷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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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召開業務交流說明或教育訓練相關會議 

本計畫配合環保局業務需求，協助辦理因應特定問題、溫室氣體減量、節

能減碳、配合外縣市團隊來訪交流或空氣污染防制等相關宣導工作，並邀請相

關機關、局處、專家學者、媒體或指定對象共同參與。 

本計畫協助辦理相關會議共計2場，皆於全國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前辦

理完成，並於會議中落實基本防疫措施，採實名制簽到，並於入口處安排量測

體溫及手部消毒、全體人員佩戴口罩，以保護個人及其他與會人員健康，相關

會議主題如表3-1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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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4 本計畫辦理業務相關會議彙整表 

序 主題 辦理日期 參與對象 辦理目的 

1 

「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及 管 理

法修正草案」

教育訓練 

110年 2月 23日

(二)上午10時整 

1. 環 保 局 辦 理

低 碳 相 關 業

務承辦人員 

2. 委 辦 計 畫 同

仁 

3. 臺 中 市 政 府

低 碳 辦 公 室

相 關 承 辦 人

員 

環保署於2020

年 底 提 出 修 正 草

案，將34條的《溫管

法》升級為62條的

《 氣 候 變 遷 因 應

法》（簡稱氣候法），

為掌握《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氣候

變遷因應法)》修法

走向，本工作團隊

針對環保署現行修

正辦法進行說明，

使業務相關承辦人

員能夠與時俱進、

掌握重點，在大幅

修法後，協助地方

政 府 擬 定 因 應 對

策，透過教育訓練

課程的雙向探討，

人員同步進修，達

到培訓之目的。 

2 

臺 中 市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源

自 主 管 理 辦

法 修 正 草 案

受 納 管 對 象

研商會議 

110年 5月 10日

(一)上午10時整 

1. 環 保 局 副 局

長 及 業 務 單

位主管、承辦

人員 

2.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中發電廠 

3. 中 龍 鋼 鐵 股

份有限公司 

4. 臺 中 港 務 分

公司 

本計畫已先行

提出「臺中市溫室

氣體排放源自主管

理辦法修正草案」，

為使修訂後自主管

理辦法於後續推動

上有效執行，以期

可達到減量成效與

目標，邀請第一批

受納管對象（臺中

發電廠、中龍鋼鐵

及 臺 中 港 務 分 公

司）召開此次研商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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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場：「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教育訓練成果 

第一場教育訓練已於110年2月23日辦理完成，教育訓練紀錄單如表3-

13.5所示、議程如表3-13.6所示、綜合討論及意見交流彙整表如表3-13.7表

3-13.所示、成果照片如圖3-13.2所示。 

表 3-13.5 教育訓練紀錄單 

活動名稱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 

日期 110年2月23日（星期二）10:00~12:00 人數 20人 

地點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文心第二市政大樓5F大型會議室 

主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執行單位 永智顧問有限公司 

與會單位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長慧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永智顧問有限公司 

訓練目的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簡稱溫管法）自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

施行，主管機關已據此研訂五年為一期之階段管制目標，然而氣候變遷

情勢持續嚴峻，面對全球暖化及國際氣候緊急呼聲，已顯不足，各界積

極要求環保署修法，強化減碳力道。環保署於2020年底提出修正草案，

將34條的《溫管法》升級為62條的《氣候變遷因應法》（簡稱氣候法）。 

此次修法不僅更名法條，亦提升氣候治理層級，明定部會權責，提

出應在行政院設「氣候會報」，提升氣候政策指揮層級；另完備碳定價

機制部分，新增「碳費」徵收機制與「調適專章」。雖修法仍在草案研

商階段，但各界討論聲量高漲，減碳是首要任務，國際對於綠色供應鏈

也愈趨重視，產業要登上世界舞台，勢必面對減碳議題，修法方向也須

與國際趨勢同步，根據環保署草案，未來將分為能源、製造、運輸、建

築、農業及環境等六大部門，並安排不同中央主管機關排放源進行管

理、共同承擔，後續將就部門減碳責任分配進行廣泛討論與諮商，深化

能力建構工作。 

預期成果 

為掌握《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法走向，本

工作團隊將針對環保署現行修正辦法進行說明，包含修法後的精神、重

點法條以及涉及地方政府之法條等，使業務相關承辦人員能夠與時俱

進、掌握重點，在大幅修法後，協助地方政府擬定因應對策。 

環保署預計3月預告法案，並召開公聽會，若達成共識將送行政院

審議，該署亦於近期積極召開修法分區座談會，廣徵民眾團體對於我國

因應氣候變遷採取作為之意見，民間期盼調整，立法目的也加入追求淨

零排放為減量目標，透過教育訓練課程的雙向探討，人員同步進修，達

到培訓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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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6 教育訓練議程 

時間 課程 主講人 

10:00-10:15 修正草案架構 

永智顧問有限公司 

顏素絹 
10:15-11:30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說明 

(含新增法條) 

11:30-12:00 綜合討論 

 

表 3-13.7 綜合討論及意見交流彙整表 
 

序號 綜合討論意見 回覆內容 

1 

有關修正條文第24條提及，「事業

自願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得向

中央主管機關提出溫室氣體減量

計畫書」，原本對應法條是說明「抵

換專案」，但修正條文已刪除相關

抵換專案說明，其與現行抵換機制

辦法有所差異或會再修正嗎? 

抵換辦法將會配合修訂，並擴大可

申請對象。 

2 
環保署預定草案通過上路及預計

實施時程? 

環保署近期積極舉辦部會協商、公

聽會及地方政府座談會等，希冀於

今年三月底前提出正式版本，但後

續提送行政院、立法院皆可能再修

正，考量未來碳費徵收狀況，評估

預計2年內會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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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開始前簽到情形 講師授課情形 
  

講師授課情形 講師授課情形 
  

講師授課情形 綜合討論 

圖 3-13.2 教育訓練成果照片 

(二)第二場：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受納管對象研商

會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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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第二場會議已於110年5月10日召開1場次「臺中市溫室氣體排

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納管對象研商會議」，邀請台灣電力公司台中

發電廠、中龍鋼鐵公司及台中港務分公司出席，相關辦理成果已彙整於第

三章3-4-2節，因該會議並未邀請專家委員列席審查，與原工項15契約規定

不符，故配合環保局要求認列於工項35「召開業務交流、聯繫、研商、說

明或教育訓練等相關會議」。 

五、彙整年度(署)績效評比及(府)考核計畫相關成果報告 

該項評比作業與本計畫相關部分之項目有三項，分別為：一、應盤查登錄

之排放源名單確認；二、排放源排放數據與相關設施資料之查核；分述如后。 

(一)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名單確認 

轄內應盤查登錄11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名單，確認是否有新

增或需解除列管之對象，須於10月31日前完成確認。 

(二)排放源排放數據與相關設施資料之查核 

本項作業係以透過現場查核方式，對業者所提報之盤查申報內容之合

理性與正確性進行現場審查確認，屆時將依環保署之績效評比要點所規定

之時間110年11月30日前提交，將第一批公告列管之公私場所現場查核記

錄提報給環保局後，再由環保局函轉環保署提報為今年度之執行成果。與

本計畫相關之部分規定與辦理情形與自評成績，詳表3-13.8所示。 

表 3-13.8 推動溫室氣體盤查登錄之查核作業 

項目 內容 環保署考核時間 

應盤查登錄之排放源

名單確認 

於登錄平台維護、確認轄內 110 年

度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

放源名單，並應於填報表單後以正

式公文函提確認結果。 

110/10/31 

排放源排放數據與相

關設施資料之查核 

執行排放源排放數據與相關設施資

料查核，應依表單所列時間前及規

定格式，以正式公文函提查核結果。 

11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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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合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彙整年度(署)績效評比及(府)考核計畫

相關成果報告 

本計畫於執行期間，配合低碳辦公室管考，協助環保局彙整低碳辦公室所

需資料及相關行政作業等事宜。並針對考評原則要求，報告本年度執行情形與

成果，預計於11月開始蒐集彙整相關資料，並於110年12月20日前提送簡報初

稿，預計撰寫執行情形成果報告架構分為六個章節，如表3-13.9所示。 

表 3-13.9 預計撰寫執行情形成果報告架構 

對應章節  撰寫內容 

第一章 前言  綜合說明環保局負責執行之氣候行動計畫現況。  

第二章 執行架構  
以圖表列方式說明環保局負責執行之氣候行動計畫

名稱、計畫內容概述。  

第三章 執行成果  

綜合說明氣候行動計畫執行成果，包括：減碳達成

率、調適能力建構、新增減碳措施、低碳自治條例

執行成果等，附相關照片。  

第四章  綜合檢討及未來

展望  

綜合以上執行現況，以計畫預定進度為基準，針對

進度落後之計畫，說明改進措施，提出整體性檢討

及後續執行建議。  

第五章 低碳創新  彙整本年度低碳創新措施。  

第六章  新聞露出及活動

成果  

列舉新聞露出、活動推廣成果、盛會城市指引及城

食森林計畫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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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節能減碳相關宣導品 

(一)節能減碳宣導品說明 

1.小麥玻璃調味罐500份：產品以天然小麥秸稈熱壓成型，呈現天然本

色，大瓶口好分裝，相較於傳統式轉蓋調味瓶，按壓開關更快速精確。 

2.寶之林手作原木杯墊500份：寶之林係由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創立

的資源回收再利用園區，落實資源回收循環，將被淘汰的廢棄板材重

覆再利用，製作成日常小物杯墊，永續環保理念。 

(二)宣導品標語 

本工作團隊在宣導品物件上除印製「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廣告」

字樣貼紙，另搭配環保標語，讓民眾使用宣導品的同時不忘做環保，以達

到會議或活動結束後，提醒及激勵人心之用途。 

本團隊提案供環保局參考篩選後，選擇提案一「共同防疫不懈怠  健

康環保守未來」字樣為宣導品之宣導標語，如表3-13.10所示。 

表 3-13.10 宣導標語提案 

項次 標語 

    ★提案一 共同防疫不懈怠 健康環保守未來 

      提案二 攜手營造綠家園 共創潔淨桃花源 

 

(三)發放對象及場合 

發放場合及對象將依臺中市政府環保局所規劃之會議、活動、講座等

場合，發放予出席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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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導品驗收 

本年度宣導品已於110年9月28日完成驗收，如圖3-13.3所示。 

  

小麥玻璃調味罐品質檢查 原木杯墊品質檢查 

 

 

原木杯墊正反面實品展示及 

LOGO貼紙檢查 

小麥玻璃調味罐實品展示(含湯匙)及 

LOGO貼紙檢查 

圖 3-13.3 宣導品驗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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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修法策略與發展趨勢 

110 年 10 月 21 日預告《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整理修法重點包含 2050 年

溫室氣體達「淨零排放」目標，明確宣示我國減量決心，並新增「氣候變遷調適」

專章，同時將徵收碳費，以專款專用型式作為溫室氣體減量用途。 

(二)溫室氣體排放量推估、排放源盤查輔導相關工作 

1. 彙整本市依法申報 21 家排放源推估量與盤查量，造成推估量與盤查量差異主

要原因為固定源空污費申報系統中歸類於「固定燃燒源」相關原(燃)物料之使

用量推估計算，另外，鋼鐵業所產生之產品及副產品含有碳成分，因此會將原

料與產品以質量平衡方式計算，進行排放量之抵扣，而引用固定源空污費申報

系統之推估量無法得知扣抵項目及抵扣量，因此無法完整呈現範疇一之排放狀

況，故造成推估量與盤查量之差異。 

2. 已於 110 年 4 月 27 日完成 1 場次「110 年臺中市溫室氣體盤查說明會」。 

3. 已完成 21 處依法申報和 2 處自願申報排放源環保署溫室氣體管制登陸平台線

上審查作業，並於 110 年 11 月 12 日完成轄內 21 家納管排放源溫室氣體現場

盤查作業，21 家納管排放源皆無不符合事項。 

(三)臺中市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相關法規推動工作 

1. 完成「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訂，包含訂定自主管理減量目

標「119 年較基準量減少 30%，排放量逐年減少 2%」、減量基準年與基準量

設定準則、每年查核機制及改善方案等配套措施，並於 110 年 5 月 10 日召開

納管對象研商會議，收集各單位意見檢討修訂完成，已提交環保局進行簽辦。 

2. 已完成一式「研擬新增第二批自主管理之公私場所評估報告」，規劃臺中市轄

內環保署列管之應盤查登錄對象為第二批自主管制對象。預計新增 19 家公私

場所(台積電、友達、正隆、豐興等)及 1 家區域之經管單位(中科管理局)。 

3. 已完成一式「臺中市碳捕集技術發展可行性分析報告」，法規面評估《氣候

變遷因應法》已明訂 CCUS 主管機關為環保署，倘未來臺中市有制訂相法

規，可能會有牴觸；效益面評估國內規模最大之台泥碳捕集示範廠每年捕

集量僅 5.5 萬噸，全廠碳捕集率僅 1.6%，其他電廠及鋼鐵廠示範場效率更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381 
 

低，顯示目前國內示範廠址減量效果有限，未來是否能放大規模，仍有技

術面挑戰及財務面風險，臺中市若要推行應與經濟部及工技院等研究機構

充分討論。 

(四)辦理臺中市溫室氣體輔導或減量之管制策略 

1. 本次社區節能輔導以活動中心為對象，包含和龍、民龍聯合里活動中心、大忠

吉龍聯合里活動中心、南屯區田心里活動中心、南屯區大同里活動中心、南屯

區黎明里活動中心、西區大益活動中心、大里區立德活動中心、大里區內新

里活動中心、大里區長榮里活動中與大里區永隆里活動中心，共計 10 處。 

2. 綜整 10 處輔導結果，「電力系統」、「照明系統」以及「空調系統」為輔導重點。

電力系統常見三項負載分配不均、配電盤功能未標示、配電電線使用錯誤等情

形，照明設備需改善照度不足之問題及空調系統需注意室外機與室內機連接的

銅管裸露情形，以提升冷房效率。 

(五)本市城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及人均排放量調查與彙整工作 

1. 臺中市 109 年度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 3,426 萬 9,075 公噸 CO2e，人

均排放量為 12.15 公噸 CO2e，扣除工業能源使用及工業製程則為 4.28 公噸

CO2e，而扣除碳匯之淨排放量為 3,354 萬 4,907 公噸 CO2e。 

2. 臺中市 109 年溫室氣體主要排放源為工業部門能源使用，工業使用電力與燃

料之排放量為 1,228 萬 1,199 公噸 CO2e(占比 35.84%)，其次依序為工業製程

(非能源之原物料)，占全市 28.89%；能源之住商及農林漁牧部門(占 20.22%)；

能源之運輸部門(占比 13.89%)；廢棄物部門(占 0.94%)；農業部門(占比 0.21%)。

其中工業部門排放以金屬製造業(鋼鐵)排放最高、電子業(半導體、光電業等)

次之。 

(六)臺中市低碳社區認證相關作業 

1. 110 年臺中市低碳社區認證採用「節電競賽」，利用同期「節電量」為評比標

準，分為「公寓大廈委員會」、「里辦公處」2 組取各總節電量前 5 名獲頒，共

10 處單位總計節電量 18 萬 4,297 度電，減碳量達 92.5 公噸。完成製作認證

獎牌及發放獎勵金(每名新臺幣 2 萬元整，共計提供新臺幣 20 萬元整)，提送

相關成果報告供環保局作為未來參考依據。 

2. 原訂 110 年 5 月份辦理 1 場次低碳社區認證作業說明會，因考量國內 COVID-

19 疫情嚴峻，為避免多人群聚活動，故環保局決議停止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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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追蹤歷年低碳設施、省電照明及再生能源設置 

已完成機關學校 9 處、公寓大廈 11 處，合計 20 處補助追蹤，減碳效益為

56,339 kgCO2e/年，節省電量 111,732 度/年。 

(八)輔導臺中市建築物推動綠化降溫工作 

1. 綠牆降溫補助辦法皆已完成公告，並於 110 年 5 月 4 日辦理「110 年本市建築

物綠化降溫補助計畫」說明會。 

2. 共 7 個單位提出申請，總計申請 10 處綠牆施作，經審核後共 5 單位 8 處申請

計畫符合本補助辦法規定，通過本年度補助計畫，並已於 11 月 30 日全數建

置完成，12 月 5 日前全數提報完工報告。 

(九)淨零排碳國家資訊彙整 

1. 全球共有 136 國/聯盟承諾淨零排放，已研析 6 個已立法淨零碳排國家，包括

瑞典、紐西蘭、法國、丹麥、英國與日本，研蒐資料包含立法精神、立法重點

摘要、背景資料、目標期程、減量路徑、減量策略或行動方案。 

2. 截至 110 年 12 月底，根據 Net Zero Tracker 統計，共有 136 國/聯盟承諾淨

零排放，目前尚有 3 國處於立法階段、42 國將該目標納入政策文件、76 國尚

在討論。另有 84 個城市宣告達成淨零排放。 

3. 已研析 100 個已提案/宣告淨零碳排之國家/城市，研蒐其背景資料、目標期程、

減量路徑及減量策略等 4 項內容進行彙整，已於期末報告中以表格方式呈現

50 個國家與 50 個城市。 

(十)其他配合辦理事項 

1. 協助環保局發布「響應國際關燈日」中市府 3/27 晚間熄燈 1 小時」、「中市

低碳社區拼節電總獎金 20 萬元等你拿!」、「節電生活拚獎金 110 年度低碳

社區獲獎單位出爐!」、「環保局預告修正『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

法』」及「執行盤查公私場所 臺中市綠化減碳行動刻不容緩」新聞稿 5 則於

臺中市政府官網。 

2. 本年度共完成摘譯 104 則則國外溫室氣體相關議題。 

3. 完成辦理相關會議共計 2 場，分別為「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教育

訓練與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受納管對象研商會。 

4. 完成宣導品製作小麥玻璃調味罐 500 份及寶之林手作原木杯墊 500 份，共計

1,0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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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考量固定污染源空污費申報資料庫僅能撈取「固定燃燒源」使用量，建議將固

定源申報系統無法明確反應製程排放源(如 PFC)等電子業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

之活動數據問題反應給環保署相關單位檢討，建議修訂申報系統，以利掌握溫

室氣體排放之情形。 

(二) 建議公告臺中市第二批自主管理對象(環保署列管排放源)，納入第二批排放源

後佔臺中市城市層級排放量約 5 成，佔工業部門排放高達 79%，有助於臺中市

達成 119 年減量 30%中期減碳目標。 

(三) 建議「臺中市空氣品質管制自治條例」草案以「得採其他減碳、固碳措施，達

成法規規定一定比例之碳抵換」方式訂定即可，並與「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

自主管理辦法」結合共同推動臺中市溫室氣體減量，同時鼓勵業者配合中央政

策發展碳捕集技術，逐步降低臺中市整體溫室氣體排放量。 

(四) 建議未來修訂建築綠化降溫補助辦法，將臺中市政府研析城市熱島主要熱區(如

大里工業區、南屯重劃區)納入考量，以擴大整體都市綠化降溫之減碳成效。 

(五) 建議推動跨部門減量合作媒合，包含公私部門、私私部門合作，如輔導企業認

養學校生態綠化、綠能節電、低碳運輸、資源循環等減碳措施。 

(六) 建議可參考各國淨零碳排策略，如增加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取代化石燃料、提升

各部門能源使用效率、循環經濟延長物質生命週期、實施碳交易(總量管制或碳

交易)、植樹造林增加碳匯等，作為我國或臺中市之淨零排碳策借鏡。 

(七) 臺中市社區低碳認證辦法修訂:本年度本計畫已協助初步修正辦法，與低碳家園

評等推動計畫雷同之行動項目合併，使兩者計畫審查標準具明確性及一致性。 

(八) 加強節電教育宣導:因里辦公處組用電統計為「住宅類售電資訊之表燈非營業用電」，

本工作團隊建議低碳社區認證申請可與「低碳永續家園教育培力工作坊」結合，將

活動分散舉辦於臺中市不同區域，深入地方，邀請各里辦公處及里民共同參與，宣

導市民節約用電從「家」做起。 

(九) 環保署溫室氣體登錄平台自願申報若無查驗機構認證，本局無法進行線上審查，

建議環保署可改進盤查登錄系統，以利審查自願申報者盤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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