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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下稱溫管法）第 9 條規定，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本署）研訂「環境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

動方案」（下稱行動方案）於 107 年 10 月 3 日報請行政院核定在

案。 

環境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第一期）係於 109 年降為

94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再減少 60%（配合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

標，溫室氣體排放量以 94 年為基準年進行比較），溫室氣體排放

量為 3.496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MtCO2e)。另，第一期階段管制

目標為 105 年至 109 年間之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總當量為 18.154 

MtCO2e，扣除 105 與 106 年之排放，尚餘 10.124 MtCO2e；此外，

以 109 年全國污水處理率達 60.8%作為環境部門評量指標。 

本署現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7 條規定，

編寫本行動方案成果報告，內容包括：執行摘要、管制目標執行狀

況及達成情形、分析及檢討。並依溫管法第 10 條規定報請行政院

核定。 

貳、 執行摘要 

環境部門計算範疇涵蓋「掩埋處理」、「生物處理」、「焚化

處理」、「污(廢)水處理排放」及「其他廢棄物處理」等，所相對

應產生之溫室氣體以甲烷 (CH4)、氧化亞氮(N2O)及二氧化碳(CO2)

為主。我國廢棄物處理政策從早期掩埋處理逐漸調整為焚化及資源

回收再利用後，環境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於 85 年達到峰值

(12.053MtCO2e)後逐年顯著減少。 

106 年環境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約為 3.979MtCO2e，較 105 年

4.051MtCO2e 減少 0.072MtCO2e，約下降 1.8 %，較基準年（94 年）

8.752MtCO2e 減少 4.773 MtCO2e，約減量 54.5 %。依據現階段減量

趨勢推估（圖 1），應可如期達成 109 年排放量較基準年（94 年）

再減少 60%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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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89年至 119年環境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有關評量指標執行情況，依據內政部營建署統計數據，近 3 年

我國全國污水處理率從 105 年之 53.4%改善至 107 年之 58.1%，約

以年均 1.5%之進度提升。截至 108 年 7 月全國污水處理率已達

60.8%，提前達成原先設定 109 年全國污水處理率 60.8%之評量指

標。 

表 1 、我國歷年生活污水處理率 

年份 105 106 107 
108 

01 02 03 04 05 06 07 

全國 

污水 

處理率 

53.4% 55.9% 58.1% 58.3% 58.4% 58.4% 60.3% 60.5% 60.7% 60.8%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全國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率及整體污水處理率統計(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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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執行狀況與階段成果 

環境部門行動方案除納入國家多年期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計

畫外，亦藉由推動污水處理廠污泥厭氧處理流程及廢水處理廠水質

厭氧處理流程，設置甲烷回收處理或再利用設施等策略，以有效管

理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三項推動策略包含：(1)政策及開發實施環

評時，考量韌性建構及排放減緩具體行動；(2)落實能資源循環利

用及開創共享經濟社會，提升區域能資源再利用；(3)減少廢棄物

及污(廢)水處理過程之溫室氣體排放等，經彙整截至 108 年 7 月相

關部會填報執行狀況與階段成果臚列如下： 

一、 政策及開發實施環評時，考量韌性建構及排放減緩具體行動  

(一) 2017 年 12 月，修正「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並於

範疇界定指引表新增溫室氣體之環境項目。 

(二) 現行政策環境影響評估意見徵詢作業，皆已納入韌性建構、排

放減緩、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之環境因子等。 

二、 落實能資源循環利用及開創共享經濟社會，提升區域能資源再

利用 

(一) 強化垃圾分類及一次用產品源頭減量 

1. 107 年 11 月，擴大列管電子電器類資訊物品範圍，持續推

動限制使用免洗餐具、購物用塑膠袋、外帶飲料杯等減量管

制措施。 

2. 108 年 5 月，公告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

式。 

(二) 推動資源循環 

1. 配合行政院相關循環經濟策略發展，修訂資源永續發展策略

與更新資源循環指標及分析系統（原名永續物料管理系統）

資料，推動廢棄物管理邁向循環經濟轉型。 

2. 分析環境與經濟密切關聯之兩項關鍵物料流布及相關產業

循環情形，評估產業物質流對環境影響，並持續維護資源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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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指標與分析系統分析功能，衡量我國資源循環政策推動效

益。 

(三) 推動循環經濟設施規劃與興設工作 

1. 108 年 7月，已輔導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

雄市等 5 縣市陸續規劃或興設廚餘生質能源廠。 

2. 108 年 7月，臺中市外埔綠能生態園區正式營運；桃園市於

107 年 10月辦理簽約並預定於 2021 年 7 月完工啟用；臺南

市於 108 年 4月辦理「臺南市廚餘生質能中心整建營運及移

轉案招商說明會」，預計 108 年 10 月完成招商作業，2021

年 10 月完工營運。 

三、 減少廢棄物及污(廢)水處理過程之溫室氣體排放 

(一) 長期推動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及零廢棄等政策，掩埋處理所產

生之溫室氣體已逐年下降。近年檢討掩埋場活化之可能，107

年底完成高雄市及嘉義縣掩埋場活化主體工程，108 年 5 月，

臺南市掩埋場活化進度亦達 34.7 %。 

(二) 依據 108 年 1~6 月之統計，3 座主要垃圾衛生掩埋場之沼氣發

電，約減少 0.28 MtCO2e。 

(三) 依據 108 年 7月統計，全國污水處理率達 60.8 %，相較 107年

處理率 58.1 %，約可減少 0.06 MtCO2e。 

(四) 107 年訪查 5 廠生活污水處理廠，檢討後平均回收減排趨勢可

達 35.8%。108 年，另篩選 5 廠生活污水廠進行沼氣回收潛勢

及相關設置成本檢討。 

(五) 107 年優先針對化學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去

除量高之造紙業進行溫室氣體排放實地量測（共 4 廠），並分

析造紙業廢水處理之排放特性與季節差異，進而檢討造紙業廢

水處理本土排放係數之可能，108年持續針對造紙業進行量測，

初步分析造紙業夏季量測值明顯高於秋季量測值 1.2~1.5 倍。

另，108 年同時針對淡水水資源中心及羅東水資源中心進行量

測，檢討後續各處理單元之排放情形，以持續檢討我國污水廠

處理之排放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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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08 年篩選 5 廠生活污水廠，包含桃園北區水資源回收中心、

花蓮水資源中心、宜蘭水資源中心、鳳山溪污水廠、福田水資

源中心進行訪查，並針對設置沼氣回收設施狀況、沼氣回收與

申報制度雛型，及後續推動沼氣申報之窒礙等進行討論。 

(七) 108 年檢討規劃沼氣普查或申報機制可引用或修正之法規，初

擬污(廢)水廠甲烷申報雛形制度與階段執行作業等，規劃辦理 4

場次區域座談會議，以蒐集地方單位及操作業者對制度內容與

實際導入之意見。 

肆、 分析及檢討 

環境部門生活污水處理及事業廢水處理之溫室氣體排放，於

99 年起占環境部門年度排放量 50%以上，106 年更高達 74.8%，為

了加速達成部門管制目標與排放總量，並配合相關政策之推動，環

境部門分析並精進污(廢)水處理之統計方法；另檢討落實污(廢)水

場沼氣回收與申報機制之可能。分析目前部門執行現況與排放關鍵

後，後續應加強之項目與對策。說明如下： 

加強項目一：我國環境部門清冊統計方法，多數仍依據 2006 IPCC

指南之建議算式與參數計算，尤其污(廢)水處理多採

保守估計，排放量有高估之虞。 

執行對策： 

1. 檢視各國針對污(廢)水處理之排放計算原則，並分析各國歷史

修正策略，以作為部門精進統計方法之參考。 

2. 持續檢討污(廢)水可精進之項目，如生活污水未妥善處理之水

量、事業廢水廠不同處理程序之差異等，進而辦理專家諮詢

會，確認精進項目之合理性與導入時程，輔助修正部門統計

方法。 

3. 針對不同事業別之廢水廠、不同規模之生活污水廠進行實地

量測，分析各處理單元之排放特性及檢討建立本土排放係數

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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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項目二：近年我國強化事業廢水排放管理，在列管家數持續增

加且水質排放標準修正加嚴的前提下，廢水中去除之

有機物量逐年增加，近 5 年事業廢水處理之排放量亦

逐年成長。 

執行對策： 

1. 回顧國際針對污(廢)水廠處理、沼氣回收等政策與措施，彙整

各國針對污(廢)水廠溫室氣體減量及沼氣回收再利用等方法，

並檢討各國政策與措施之優劣，以作為後續部門研議減量對

策之基礎。 

2. 依據各國事業廢水排放與沼氣再利用之相關政策與措施分析，

檢視我國事業廢水排放相關規定與限制，並調查我國事業廢

水處置特性及問題，以檢討影響部門溫室氣體排放之關鍵要

素。 

3. 調查污(廢)水廠針對設置沼氣回收設備之經濟誘因、既有設備

改善之可能等，評估沼氣回收之減量潛勢，作為後續於溫管

法下研擬增列沼氣回收與申報執行管理制度之參考。 

4. 評估我國事業廢水廠設置沼氣回收設備抵換方案之可能，研

析既有方法學之限制、範疇及可行性等，檢討我國廢水廠沼

氣回收設備改建、新(擴)建及原已設置回收設施之抵換等模式，

提出合適之方法學及抵換限制。 

5. 規劃邀集經濟部、科技部等跨部會共同研議工業區及科學園

區之事業廢水處置、排放標準與相關規定，並予相關業者進

行訪談交流，提出可行之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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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環境部門歷年排放情形分析 

環境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與廢棄物最終處置方式息息相關。依據「聯合國政

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發

布之 2006 年版國家溫室體排放清冊指南(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環境部門計算範疇應涵蓋「掩埋處理」、「生物處理」、

「焚化處理」、「污(廢)水處理排放」及「其他廢棄物處理」等，所相對應產生之

溫室氣體以甲烷(CH4)、氧化亞氮(N2O)及二氧化碳(CO2)為主。我國環境部門歷

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如表 3所示。溫室氣體類別以 CH4為大宗，約占 85~90%，

N2O與 CO2皆低於 10%（如圖 2）。 

表 3、環境部門歷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排放源 

年 

廢棄物 

掩埋 
焚化爐 生活污水 事業廢水 堆肥 年度排放 

79 5.832 0.022 2.461 0.731 0.021 9.066 

80 5.917 0.009 2.482 0.864 0.001 9.273 

81 5.928 0.069 2.512 0.896 0.001 9.407 

82 6.323 0.067 2.545 0.862 0.001 9.798 

83 7.061 0.116 2.564 0.879 0.000 10.619 

84 7.719 0.416 2.590 0.905 0.001 11.631 

85 8.080 0.406 2.606 0.961 0.000 12.053 

86 8.213 0.109 2.635 0.938 0.003 11.896 

87 8.374 0.122 2.601 0.899 0.000 11.995 

88 8.606 0.068 2.499 0.868 0.004 12.044 

89 8.028 0.267 2.403 0.835 0.001 11.534 

90 7.309 0.570 2.365 0.836 0.000 11.080 

91 6.828 0.638 2.342 0.844 0.001 10.653 

92 6.321 0.441 2.327 0.929 0.004 10.023 

93 5.776 0.536 2.253 0.880 0.013 9.456 

94 5.229 0.375 2.194 0.935 0.018 8.752 

95 4.665 0.500 2.099 0.936 0.021 8.222 

96 4.143 0.592 2.036 1.048 0.027 7.846 

97 3.607 0.464 1.958 1.011 0.031 7.071 

98 3.071 0.163 1.900 1.022 0.034 6.190 

99 2.601 0.219 1.852 0.979 0.040 5.691 

100 2.225 0.158 1.788 1.004 0.050 5.225 

101 1.889 0.157 1.715 1.078 0.046 4.886 

102 1.597 0.162 1.661 1.044 0.043 4.507 

103 1.351 0.155 1.623 1.166 0.039 4.333 

104 1.141 0.109 1.585 1.217 0.037 4.089 

105 0.970 0.139 1.528 1.377 0.037 4.051 

106 0.834 0.126 1.470 1.509 0.039 3.979 

相較 105年 -13.96% -8.97% -3.79% +9.60% +3.7% -1.78% 

相較 94年 -84.04% -66.32% -32.99% +61.38% +1009.77% -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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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近 3年環境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結構 

環境部門溫室氣體之排放量自89年以降，便維持逐年減量之趨勢（如圖3），

部門占國家總溫室氣體排放自 94年 3.03逐漸降至 106年 1.32%，而各廢棄物處

理方式排放量增減消長後，近 5 年減量幅度明顯縮小且趨緩。檢視主要排放源

特性後可發現，掩埋處理之排放量與國家廢棄物政策息息相關，隨零廢棄、垃

圾焚化、分類回收及永續物料等政策施行，掩埋處理之排放量亦從 89年開始下

降，90年最高減量達0.7 MtCO2e，並以年均減量6%之趨勢持續增加至年均15.5%。

直至 102年，一般垃圾掩埋量大幅減少至 10萬公噸以下，年均仍維持 15.0%減

量趨勢，但實質減量僅年均 0.2 MtCO2e，且持續減少。 

99 年後污(廢)水處理之排放量已取代掩埋處理之排放，成為環境部門主要

排放源。然而。生活污水處理之排放量未來將隨污水接管率之提升而達到改善；

我國事業廢水處理之排放，在列管家數增加且水質排放標準逐步修正及加嚴下，

廢水中去除之有機物將逐年增加，雖然 84~101年間排放量上下變化，但近 5年

事業廢水處理之排放量趨於穩定，約以年均 6.45%左右成長（如圖 4），年均增

加約 0.08MtCO2e。爰此趨勢，可預期後續事業廢水處理之排放量將呈逐年上升

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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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9年至 106年環境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圖 4、79年至 106年污(廢)水處理排放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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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相關部會具體措施或計畫執行成果彙整 

（一）推動策略 

行動方案 

推動策略及措施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協)辦 

機關 
執行狀況 

政策及開發實施

環評時，應考量

韌性建構及排放

減緩具體行動 

檢討修正「開發行

為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準則」。政策

及開發實施環

評，應考量韌性建

構及排放減緩具

體行動，評估範疇

應納入溫室氣體

評估項目 

環保署 

 106 年 12月 8日修正發布「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於範疇界定指引表新

增溫室氣體之環境項目、氣候變遷減緩及

調適之環境因子。 

 現行政策環境影響評估意見徵詢作業已納

入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之環境因子。 

落實能資源循環

利用及開創共享

經濟社會，提升

區域能資源再利

用 

強化垃圾分類及

一次用產品源頭

減量 

環保署 

地方政府 

 105 年垃圾清運量減量率達 64.71%新增供

照明使用之直管型、環管型、安定器內藏

式型及緊密型發光二體為公告應回收廢棄

物；106年垃圾清運量減量率達 64.75% 

 106年 11月修正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

辦法，新增能源回收之定義，並增訂專案

申請廢棄物再利用試驗計畫及技術研發等

規定，以促提昇進入最終處置廠之減量率。 

 推動臺南市部分工業區辦理垃圾費隨袋徵

收措施 

 107年 11月中旬擴大列管電子電器類資訊

物品範圍，並推動限制使用免洗餐具、購

物用塑膠袋、外帶飲料杯等減量管制措施。 

 108 年 5 月公告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

對象及實施方式 

推動資源循環 

環保署 

（經濟部、 

科技部） 

 持續更新永續物料管理資料庫系統與國家

層級物質流指標。 

 消耗性塑膠產品綠色設計指引手冊已完成

專家諮詢會議，並提送搖籃到搖籃策略聯

盟塑膠專業小組討論，將依相關意見修正

後完成定稿。 

 配合行政院相關循環經濟策略發展，修訂

資源永續發展策略與更新資源循環指標及

分析系統（原名永續物料管理系統）資料，

推動廢棄物管理邁向循環經濟轉型。 

 分析環境與經濟密切關聯之兩項關鍵物料

流布及相關產業循環情形，評估產業物質

流對環境影響，並持續維護資源循環指標

與分析系統分析功能，衡量我國資源循環

政策推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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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推動策略及措施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協)辦 

機關 
執行狀況 

推動循環經濟設

施規劃與興設工

作 

地方政府 

（環保署） 

 目前已有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

市及高雄市等 5 縣市，刻正規劃或興設廚

餘生質能源廠，未來設置完成，預計每年

總處理量能 21萬 7,500公噸，每年發電量

可達 3,978 萬度、售電收入 1 億 5,940 萬

元，並減少碳排量 2.1 萬公噸。其中，臺

中市外埔綠能生態園區已於 2019年 7月正

式營運；桃園市於 107年 10 月辦理簽約並

預定於 110年 7月完工啟用；臺南市於 108

年 4 月辦理「臺南市廚餘生質能中心整建

營運及移轉案招商說明會」，預計 108 年

10 月完成招商作業，110 年 10 月完工營

運；餘 2 縣市刻正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前期

作業規劃。  

減少廢棄物及污

(廢)水處理過程

之溫室氣體排放 

執行掩埋場挖除

活化政策 

地方政府 

（環保署） 

 105 年辦理遴選地方政府申請執行計畫作

業，並核定補助計畫後，督導地方政府辦

理續發包工作。並辦理 3 場次掩埋場活化

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監造及工程之發包

工作。 

 106 年補助高雄市、嘉義縣及臺南市辦理

掩埋場活化工作，3縣市均完成發包作業，

並依預定進度施工，該年度預定工作目標

全部完成。 

 107 年進行高雄、嘉義縣及臺南市等 3 場

掩埋場活化工程，進度至 6 月底分別約為

50%、74%及 16%；另補助新竹縣辦理新

豐掩埋場活化規劃設計監造於 5 月完成決

標。 

 進行高雄、嘉義縣及臺南市等 3 場掩埋場

活化工程，進度至 107 年底完成高雄市及

嘉義縣掩埋場活化主體工程，臺南市至 5

月底進度達 34.7%；另補助新竹縣辦理新

豐掩埋場活化規劃設計監造於 107 年 5 月

10 日完成決標。 

 預計自 105 年至 110 年活化既有掩埋場 6

場次或 60萬立方公尺，截至 107年底已活

化既有掩埋場 30萬立方公尺，可減少掩埋

處理甲烷排放量。 

持續獎勵沼氣發

電掩埋場進行甲

烷回收再利用 

環保署 

 統計 105 年度，3 座垃圾衛生掩埋場之沼

氣發電設施，減少甲烷排放約 3,058公噸，

相當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當量約 8.05萬公

噸。 

 統計 106 年，3 座垃圾衛生掩埋場之沼氣

發電設施，減少甲烷排放約 2,682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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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推動策略及措施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協)辦 

機關 
執行狀況 

相當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當量約 7.06萬公

噸 

 統計 107 年，3 座垃圾衛生掩埋場之沼氣

發電設施，減少甲烷排放約 2,464 公噸，

相當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當量約 6.5 萬公

噸。 

 統計 108年 1-6月份，3座垃圾衛生掩埋場

之沼氣發電設施，減少甲烷排放約 1,058

公噸，相當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當量約 2.8

萬公噸。 

賡續污水下水道

系統建設 

內政部 

營建署 

（地方政府） 

 統計 105 年污水處理率達 53.4%；較 104

年減少 0.054MtCO2e。 

 統計 106 年污水處理率達 55.9%；較 105

年減少 0.053MtCO2e 

 統計 107 年污水處理率達，污水處理率達

57.43%；較 106年減少 0.022 MtCO2e。 

 統計至 108年 6月污水處理率達 60.77%；

較 107年減少 0.060 MtCO2e。 

推廣污水處理廠

污泥厭氧處理流

程設置甲烷回收

處理或再利用設

施 

環保署 

（內政部 

營建署） 

 106 年訪查 5 廠生活污水處理廠，並依據

訪查成果推估平均回收減排趨勢可達 33% 

 107 年訪查 5 廠生活污水處理廠，訪談設

置回收設施評估、執行窒礙與規劃重點

等。檢討後平均回收減排趨勢可達 35.8%。 

 108 年持續針對 5 廠具沼氣回收潛力或既

有沼氣回收設施之生活污水處理廠進行訪

談，並針對設置回收設施評估、執行窒礙

與規劃重點等進行討論。 

建立污水及廢水

廠溫室氣體本土

排放係數 

環保署 

內政部 

營建署 

（科技部、 

經濟部 

(工業局)、 

地方政府） 

 105 年訪查 3廠生活污水處理廠。 

 106 年已訪查 5廠生活污水處理廠，6廠事

業廢水廠；並針對 6 廠事業廢水廠進行實

際量測，建立業別本土排放係數。 

 107 年規劃訪查 5廠生活污水處理廠，6廠

事業廢水廠；並針對 6 廠事業廢水廠(造紙

業 4廠、食品業 2廠)進行實際量測，並分

析造紙業廢水本土化係數。 

 107 年營建署針對 2 廠生活污水處理廠進

行組織型碳排放調查作業，建立溫室氣體

排放資訊。 

 108 年持續規劃訪查 5 廠生活污水廠，另

針對4廠事業廢水廠(造紙業)及2廠生活污

水廠進行實際量測，進而彙整 107~108 年

度成果，分析建立我國造紙業廢水處理本

土化係數之合理性及污水廠排放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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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推動策略及措施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協)辦 

機關 
執行狀況 

推動廢水處理廠

水質厭氧處理流

程設置甲烷回收

處理或再利用設

施 

環保署 

（科技部、 

經濟部、 

工業局） 

 107 年規劃訪查 6 廠事業廢水處理廠，並

訪談設置回收設施之需求、誘因及管理與

維護等。 

 108 年配合污(廢)水廠甲烷申報雛形制度

之 4 場次區域座談會議，以彙整業者對制

度與未來導入之意見。 

推廣污廢水處理

廠甲烷回收資料

普查 

環保署 

內政部 

營建署 

（科技部、 

經濟部 

(工業局) 

地方政府） 

 107 年檢討規劃甲烷普查或申報機制可引

用之法規 

 108 年完成申報制度雛型規劃且初步檢討

法規等作業。另規劃 4 場次區域座談會議。 

 

（二）政策配套 

推動策略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協)辦 

機關 
執行狀況 

推動溫室氣體總

量管制與排放交

易制度 

研訂排放額度核配

機制 

環保署 

(經濟部、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外交部) 

 規劃總量管制與排放額度核配相關配套作

業，包含排放源(包含既存、新設及變更排放

源)之納管方式，針對新設及變更排放源之納

管，已於 107年 6月召開「溫室氣體總量管

制與排放額度核配規劃專家諮詢會議」，邀

集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共同討論。 

 107 年 12月公告「新設或變更溫室氣體排放

源排放量規模」。 

研訂溫室氣體排放

交易制度 

環保署 

(經濟部、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外交部) 

 107 年 6月預告「溫室氣體排放源效能標準」

草案及「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

辦法」修正草案，並於 6月及 8月分別辦理

草案公聽會收集各界意見，目前「新設或變

更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規模」草案已正會

同經濟部中。 

 107 年 9 月召開「溫室氣體排放額度交易平

台管理機制探討專家諮詢會議」，邀集相關

領域專家學者共同討論交易平台經營機構

授權模式。 

 107 年 12月修正發布「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

理辦法」。 

 108 年 1 月修正發布「溫室氣體排放源效能

標準獎勵辦法」第 3條、第 7 條、第 14 條。 

 108 年 5 月召開溫室氣體微型規模抵換專案

法規外加性審查原則專家諮詢會議，確立減

量成效之審查原則。 

 108 年 6 月召開溫室氣體微型規模抵換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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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協)辦 

機關 
執行狀況 

查驗機制研商會議，研議申請作業程序之簡

化事宜，以鼓勵中小企業及運輸、住商部門

之業者參與抵換專案 

研議認可國外排放

額度類型以及申請

認可之程序 

環保署 

(經濟部、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外交部) 

 視國際公約相關規範進展與總量管制與排

放額度核配相關配套作業之規劃情形研析。 

推動綠色稅費制

度 

研議推動能源稅及

化石燃料費機制之

可行性分析 

財政部 

環保署 

(經濟部、 

交通部) 

 財政部研議推動能源稅，已於 107年 7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704621030號書函復本署有

關能源稅之規劃，已於能源轉型白皮書辦

理。 

研議規劃徵收碳費

或溫室氣體管理費

之可行性 

環保署 

 2018 年 11月 29日邀集相關部會召開「碳定

價可行性評估研商會」初步探討碳費徵收情

境及機制設定要件。 

 2018 年 12 月 7 日將「開徵碳費政策之評估

報告」函送立法院。 

 持續關注與盤點國內節能減碳相關稅費及

經濟誘因工具之支用用途與配套措施，並研

擬溫管基金其他收入來源之可行性及效益。 

推動綠色金融，活

絡 民 間 資 金 運

用，公部門引領綠

能產業發展，促進

低排放韌性建構 

協調銀行積極辦理

綠能產業授信，協助

綠能產業取得融資， 

促進綠能產業發展-

促請具綠能貸款經

驗之銀行積極主辦

聯貸，鼓勵其他銀行

參與聯貸，促進資金

運用與經驗學習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106 年 3 月函請銀行公會邀請對再生能源發

電業辦理授信有經驗之銀行對其他本國銀

行進行經驗分享；併轉知會員機構，參與聯

貸案。 

 106 年 5 月函請銀行公會持續規劃相關宣導

或研討會。 

 銀行公會委託金融研訓院於 106年 7月舉辦

「銀行簽署赤道原則及對再生能源發電產

業授信經驗分享研討會」。 

 金管會於 107年 4月函請銀行公會轉知案關

會員機構參與標檢局「再生能源投(融)資第

三方檢測驗證中心」之每月定期溝通會議，

俾學習相關知識經驗。 

 鬆綁外國銀行籌資規範，充實其從事綠能產

業融資之資金來源，並放寬授信規定，以利

離岸風電等資金需求龐大之再生能源業者

取得融資。 

 截至 108年 5月底，已有法國興業、德意志、

法國巴黎等 3家外銀在臺分行經本會核准發

行新台幣金融債券，核准金額分別為新台幣

293、109及 100億元，可提供綠能產業融資

之需求。 

協調銀行積極辦理

綠能產業授信，協助

經濟部 

金融監督 

 106年 5月至 12月底已召開 6次溝通平台會

議，分別就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議題與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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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協)辦 

機關 
執行狀況 

綠能產業取得融資 

，促進綠能產業發展

-研擬支持綠色融資

市場運作之配套措

施 

管理委員會 

(國家發展 

委員會、 

環保署) 

保險業者交流，強化國內金融保險業者對第

三方驗證之瞭解。 

 自 107年 1至 10月底已召開 10次溝通平台

會議，分別就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議題與金

融保險業者交流，強化國內金融保險業者對

第三方驗證之瞭解。 

 有關金融保險業者關心之盡職調查 (Due 

Diligence)報告(作為專案融資及核保依據之

一)，本部標準檢驗局已針對法律、保險、財

稅及技術等四個構面之盡職調查提供檢測

驗證項目清單與操作指南，供金融、保險業

者作為授信依據之參考文件。 

發展綠色債券及建

立相關法制規範及

配套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106 年已有 7 家公司(9 檔債券)綠色債券掛

牌，實際發行金額共計約台幣 206億元。 

 107 年，已有 11家公司(13檔債券)綠色債券

掛牌，實際發行金額共計約台幣 304億元。 

 截至 108 年 5 月底止，已有 23 檔綠色債券

掛牌，實際發行金額共計約台幣 539億元。 

推廣綠色融資，結合

能源服務業導入節

能產品及技術，協助

提升能源效率之產

業、綠色電網及儲能

領域之綠能技術產

業取得融資與低利

貸款 

經濟部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已完成建置 ESCO產業融資平台，提供線上

融資媒合服務，並促成台北富邦銀行等 10

家金融機構參與融資平台。 

 完成 1 場次 ESCO 產業融資方案輔導說明

會，說明平台運作模式，共計 44人次參與。 

 透過融資平台受理 2 家 ESCO 融資輔導申

請，已完成技術審查並轉介金融機構進行後

續評估。 

強化培育瞭解綠能

低碳產業之金融人

才及建立跨部會資

訊連結與資訊揭露-

督導研訓機構聘用

具綠能產業或綠色

金融實作經驗之師

資，辦理相關課程或

研討會，強化培育人

才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研訓院 106年共辦理 24班次、2,282人次參

訓；保發中心共辦理 3班次、107人次參訓。 

 研訓院 107年共辦理 45班次、2,327人次參

訓；保發中心共辦理 7班次，共 273人次參

訓。 

 108 年度截至 3月底，研訓院共辦理 5班次、

415 人次參訓；截至 108 年 6 月底，保發中

心已辦理 2班次，共計 92人次參訓。 

強化培育瞭解綠能

低碳產業之金融人

才及建立跨部會資

訊連結與資訊揭露-

建立跨部會資訊連

結，供金融業者等外

界查詢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有關聯徵中心資料庫納入環保署重大裁罰

資料部分：該中心開發「R09 企業重大污染

裁罰處分資訊」產品，已於 106 年 12 月上

線供會員機構查詢。 

 有關聯徵中心資料庫納入勞動部勞工資訊

部分：該中心已開發「R08 勞工退休金相關

資訊」產品，供會員查詢。並自 106 年 11

月起勞動部由每月改為每日更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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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協)辦 

機關 
執行狀況 

 就「R09 企業重大污染裁罰處分資訊」、「R08

勞工退休金相關資訊」2 個資料庫適時評估

新增納入勞動檢查、重大消費者爭議或其他

公司治理資訊。 

 聯徵中心將持續評估增加 ESG 相關企業獲

獎或取得國際認證等優良事蹟之企業名單

等資料之可能性。 

促進發展綠色金融

商品或服務深化發

展-鼓勵銀行發展及

推廣綠色信用卡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各信用卡機構已依自身經營政策，積極宣導

及推廣所屬持卡人使用電子帳單；或規劃線

上繳款、行動帳單；或提升自動化通路申辦

信用卡比率；或發行符合碳足跡標籤信用

卡、環保材質信用卡，期能減少用紙及消耗

塑膠等原物料；或舉辦綠色消費或綠能促刷

等，以達綠色環保減碳之友善環境目標。 

 各發卡機構將持續依企業社會責任自行推

廣綠各信用卡機構已依自身經營政策，積極

宣導及推廣所屬持卡人使用電子帳單；或規

劃線上繳款、行動帳單；或提升自動化通路

申辦信用卡比率；或發行符合碳足跡標籤信

用卡、環保材質信用卡，期能減少用紙及消

耗塑膠等原物料；或舉辦綠色消費或綠能促

刷等，以達綠色環保減碳之友善環境目標。 

 各發卡機構將持續依企業社會責任自行推

廣綠色信用卡。色信用卡。 

促進發展綠色金融

商品或服務深化發

展-鼓勵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發行國

內綠色基金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金管會於「鼓勵投信躍進計畫」中提供優

惠，以鼓勵投信業者發行投資國內之綠色基

金。107 年有 6 家業者申請「鼓勵投信躍進

計畫」，惟未有提出「發行投資國內之綠色

基金」成效者，另尚無主要投資國內綠色產

業之基金。 

 108 年度尚在申請期間中，另尚無投信業者

募集發行主要投資國內綠色產業之基金。 

促進發展綠色金融

商品或服務深化發

展-研議編製國內綠

色股票指數及綠色

債券指數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欲編製綠色債券指數，須考量整體市場綠色

債券發行檔數、綠色債券發行條件(年期、票

息及贖回權等)適格性及商品化之可行性等

相關因素，本會及櫃買中心將視國內綠色債

券市場發展狀況，綜合評估編製綠色債券指

數之時程，列為中長期推動計畫 

促進發展綠色金融

商品或服務深化發

展-鼓勵信用評級機

構評估及揭露發行

人之綠色信用紀錄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金管會已積極利用各項機會鼓勵信評機構

提供綠色評估服務，惟仍須視市場需求及信

評機構自身成本效益考量等因素自行決定。 

 中華信評已向本會申請辦理「綠色評估」業

務，本會業於 108年 3 月發函核准該公司辦

理該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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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協)辦 

機關 
執行狀況 

引導金融機構建立

綠色消費制度，對消

費者購買低碳產品

採取差別信貸或提

供優惠，以鼓勵民眾

參與綠色消費 

經濟部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各信用卡機構已依自身經營政策，積極宣導

及推廣所屬持卡人使用電子帳單；或規劃線

上繳款、行動帳單；或提升自動化通路申辦

信用卡比率；或發行符合碳足跡標籤信用

卡、環保材質信用卡，期能減少用紙及消耗

塑膠等原物料；或舉辦綠色消費或綠能促刷

等，以達綠色環保減碳之友善環境目標。 

辦理金融業者綠色

金融業務成效評鑑， 

對投資大眾宣導綠

色永續理念及綠能

發展、綠色金融知識

-辦理金融業者綠色

金融業務成效評鑑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金管會於第九屆菁業獎「最佳社會責任獎」

獎項中，將「綠色金融推動績效」增列為評

審項目之ㄧ。 

 金管會於第九屆菁業獎獎項中，增加「最佳

綠色專案融資獎」。107 年 11 月公布得獎名

單，由國泰世華銀行榮獲本屆最佳綠色專案

融資獎，已於 107 年 12 月舉辦第九屆菁業

獎頒獎典禮。 

 未來菁業獎將持續將「綠色金融推動績效」

增列為評審項目之一，並於獎項中增加「最

佳綠色專案融資獎」 

辦理金融業者綠色

金融業務成效評鑑， 

對投資大眾宣導綠

色永續理念及綠能

發展、綠色金融知識

-對投資大眾宣導綠

色永續理念及綠能

發展、綠色金融知識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辦理金融知識巡迴列車活動，106 年共辦理

11 場次、723人次參訓。 

 「台灣銀行家」已刊出之專題式或單篇報

導：106 年 12 月號、106 年 9 月號、106 年

6 月號。 

 已製作「台灣銀行家」107 年 7月號推出「專

案融資與離岸風電之探討」封面故事，另有

已刊出之專題式或單篇報導：107年 1月號、

3 月號及 10月號。 

 「台灣銀行家」已刊出之專題式或單篇報

導：108年 4月號「離岸風電行不行?」封面

故事。 

因應溫室氣體減

量對整體經濟衝

擊及推動溫室氣

體減量科技研發 

評估溫室氣體減量

對整體經濟衝擊影

響 

國家發展 

委員會 

(經濟部) 

 作為溫室氣體排放趨勢推估的參考，掌握未

來整體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變化。 

 評估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的影響，作為

制訂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研擬推動策略

的參考。 

 蒐集國內外溫室氣體減量對經濟影響之相

關資訊，設計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

的模擬情境，建構評估模型。 

 配合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持續運

用經濟模型，估計中長程社經參數，並評估

對整體經濟之影響： 

 進行中長程 GDP、產業結構等估計，已於

107 年 8 月 1 日完成，作為溫室氣體排放趨

勢推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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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協)辦 

機關 
執行狀況 

 考量中長程社經變化、人口趨勢、能源效率

提升，以及各部門減量策略等因素，綜合評

估不同減量路徑，對我國整體 GDP、就業人

數、物價等衝擊影響。 

 已規劃兩種以上溫室氣體減量模擬情境，並

按環保署之減碳路徑規劃，進行影響評估，

模擬溫室氣體減量對我國經濟之影響，尚待

第二階段溫管目標公布，再接續辦理評估事

宜。 

建立便於民眾取

得氣候變遷相關

資訊管道，提供獎

勵或補助措施，促

進全民行為改變

及落實低碳在地

行動 

建立便於民眾取得

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管道 

環保署 

地方政府 

(科技部、 

教育部、 

國家發展 

委員會) 

 105 年辦理氣候變遷創意實作大專校院競

賽，共 41 團隊參賽，經初賽與決賽，評選

前 3名及佳作 3隊。 

 105 年輔導 114 個低碳示範社區進行低碳永

續行動，協助其中 3處社區結合鄰近社區，

擴大執行整體性低碳措施。 

 105 年彙整維運氣候變遷資訊整合網各主題

內容、設計視覺化形象首頁及蒐集發佈每日

即時新聞與一週重點新聞。 

 105 年辦理 2 場次低碳社區物業培訓課程及

1 場次觀摩會，將社區智慧化服務概念導入

社區，強化集合式住宅低碳能管與建置，參

與人數達 110人。 

 105 年辦理 1 場次低碳績優單位頒獎典麗，

透過表揚活動宣揚低碳措施建置成效加以

推廣。 

 106 年辦理氣候變遷創意實作大專校院競

賽，共 38 團隊參賽，經初賽與決賽，評選

前 3名及佳作 3隊。 

 106 年建置氣候變遷教學資訊平台供學校教

師教學使用。 

 106 年輔導 114 個低碳示範社區進行低碳永

續行動，協助 23 個社區實地執行低碳永續

行動項目，包括雨水回收系統、資源回收

站、太陽能光電系統、太陽能景觀燈、節能

燈具及風扇汰換、綠化及誘蝶植栽、辦理可

食地景課程、設置漂流木工具分享小站等。 

 106 年彙整維運氣候變遷資訊整合網，並辦

理「為氣候行動－做減碳英雄」照片募集活

動，共募集 1,497 張減碳照片，提高民眾低

碳認同。 

 106 年編制 6 件低碳技術手冊，提供民眾參

考實施。 

 106 年配合環保科技展設置環保生活館，透

過太陽能、小型風機、透水鋪面、綠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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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協)辦 

機關 
執行狀況 

能家電節電等展示，推廣生活中隨手可做之

低碳行動。 

 106 年辦理 1 場次低碳績優單位頒獎典麗，

透過表揚活動宣揚低碳措施建置成效加以

推廣。 

 106 年建置氣候變遷教學資訊平台供學校教

師教學使用。 

 107 年辦理氣候變遷創意實作大專校院競

賽，共 150團隊參賽，經初賽與決賽，評選

前 3名及佳作 3隊，前 3名得勝隊伍成員補

助國際參訪，107年 8月 3日至 8月 11日已

前往荷蘭及德國 2地參訪氣候變遷減緩與調

適實際案例；另規劃大專校院 108年氣候變

遷創意實作競賽。 

 107 年輔導 114 個低碳示範社區進行低碳永

續行動，規劃協助社區實地執行低碳永續行

動項目。 

 107 年維運氣候變遷資訊整合網，辦理網頁

活化工作，提供 204則氣候變遷相關新聞、

會議及活動等資訊。 

 107 年製作「簡易適度照明檢核表」，輔助社

區及志工宣導推廣適度照明作業。 

 完成製作「107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手冊」，傳

達氣候變遷調適之概念，強化民眾因應氣候

變遷之能力。 

 完成低碳示範社區及其特有的低碳自主營

運模式宣傳文宣，登載於周刊雜誌，以擴大

示範宣導成效。 

辦理溫室氣體減量

推動績效單位獎勵

措施 

環保署 

地方政府 

 105 年 119 件產品取得碳標籤及減量標籤產

品使用權 

 106 年 154 件產品取得碳標籤及減量標籤產

品使用權  

 107年至 10月底計有 130件產品取得碳標籤

及減量標籤產品使用權  

 108 年刻正由地方政府輔導村里社區及鄉鎮

市區推動低碳永續家園建構工作，並由技術

諮詢暨評等審查小組委員審查評等，俟年度

評等完成後就執行績優單位頒獎獎勵  

串聯中央、地方與民

間團體，落實低碳在

地行動 

環保署 

地方政府 

 同 「F1.32 - 建立便於民眾取得氣候變遷相

關資訊管道」  

 已成立中央及北中南東四區低碳永續生活

圈共 5個專業低碳輔導團隊，刻正由輔導團

隊及地方政府輔導村里社區及鄉鎮市區推

動低碳永續家園建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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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協)辦 

機關 
執行狀況 

推廣氣候變遷環

境教育，培育因應

氣候變遷人才，提

升全民認知及技

能，轉化低碳生活

行動力 

結合地方政府、學校

及民間量能推廣氣

候變遷環境教育 

環保署 

教育部 

地方政府 

 105 年辦理補助大專校院氣候變遷通識課程

及專業融入課程，共補助 106 門課程。  

 106 年辦理補助大專校院氣候變遷通識課程

及專業融入課程，共補助 74 門課程。  

 107 年辦理住商節電志工培訓班，邀請居家

空調與照明節能技術、節能住宅、低碳生

活、適度照明檢核等領域的專家學者或社區

職人，分別於北、中、南區完成辦理 3場次

培訓班，計有 150人參加。同年並補助民間

團體及學校辦理因應氣候變遷宣導活動，計

完成補助 62 案。 

 108 辦理補助大專校院氣候變遷教學活動，

至 6月 30日止共補助 38件。並辦理氣候變

遷中小學教育推動 1 場次專家諮詢會議、2

場次教師增能研習活動、研擬先導型學校遴

選辦法。 

培育因應氣候變遷

人才，提升全民認

知、技能及行動力 

環保署 

教育部  

地方政府 

 105 年辦理 4 場次地方政府人員培訓課程，

培養相關人員政策規劃、溝通協調與專業發

展能力。 

 106 年辦理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教學聯盟-災

害、水資源、能源、農業、生物多樣性、土

地使用、維生基礎設施、海岸、健康 9大領

域 

 107 年辦理 4 場次地方政府人員培訓課程，

培養相關人員政策規劃、溝通協調與專業發

展能力；辦理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教學聯盟-

災害、水資源、能源、農業、生物多樣性、

土地使用、維生基礎設施、海岸、健康 9大

領域；辦理 2場次地方政府人員培訓課程，

培養 75 人次種子人員政策規劃、溝通協調

與專業發展能力。 

 107 年針對政府機關人員辦理 2 場次氣候變

遷調適工作坊，分享國內外氣候變遷調適策

略規劃與執行風險評估策略經驗，交流調適

專業知識及實務經驗。 

 107 年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教學聯盟-災

害、水資源、能源、農業、生物多樣性、土

地使用、維生基礎設施、海岸、健康 9大領

域，辦理聯盟教師交流與產學交流活動共 10

場次，並發展教材與教學模組，開設氣候變

遷相關課程。 

 108 年持續辦理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教學聯盟

-災害、水資源、能源、農業、生物多樣性、

土地使用、維生基礎設施、海岸、健康 9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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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協)辦 

機關 
執行狀況 

領域。並辦理 2場次聯盟教師跨領域座談會

及完成跨領域教學實施指南 1份。 

檢討修正溫室氣

體減量相關法規 

檢視各部門主管法

規及推動制度障

礙，盤點各部門相關

可運用之管制與獎

勵機制，並將溫室氣

體減量納入法規制

度修正之考量 

環保署 

(各基金 

主管機關) 

 108 年 1 月公告「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

標準獎勵辦法」、108年 5月公告「溫室氣體

排放額度編碼作業要點」。 

 108 年檢視溫管法及相關政策制度施行情

形，擬配合空氣污染防制法之修法辦理專諮

會，檢視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之競合情形

並訂修相關子法，如加嚴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準、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等。 

 108 年研擬廢（污）水處理廠甲烷回收及廢

棄物資源減量之相關獎勵措施，提升推動之

誘因。 

健全氣候變遷減

緩與調適財務機

制 

盤點與溫室氣體相

關基金，如依能源管

理法、石油管理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等

法規授權設立之基

金，評估其來源、用

途及支用於溫室氣

體減量及氣候變遷

調適之適用性 

環保署 

 盤點能源與環境相關基金之徵收對象、課徵

範圍、基金用途、支用項目法規與決算書或

決算報告書，並與溫管基金支用項目進行比

對 

 盤點國內節能減碳相關稅費及經濟誘因工

具之支用用途與配套措施，並研擬溫管基金

其他收入來源之可行性及其推動期程和配

套措施。  

研議溫管法修法擴

增「溫室氣體管理基

金」基金來源納入其

他項目之可行性；檢

討溫室氣體管理基

金支用項目及研議

地方補助比例及其

分配方式 

環保署 

 研提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未來 10 年歲入規劃

方案，納入國際間總量管制相關機制及碳交

易市場價格現況做為評估參考，並提出三種

不同情境估算未來基金規模。  

 研議溫管法修法擴增基金來源增加能源與

環境相關基金之可行性，並提出其他相關基

金之法案修正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