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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諮詢委員會 

106年度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6年 12月 12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二、 地點：本署（臺北市中華路 1段 83號）5樓會議室 

三、 主席：李召集人應元（詹副召集人順貴代）   記錄：陳宜佳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案：（略） 

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草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七、 會議意見：詳如附錄。 

八、 會議結論 

（一）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請相關部會納入後續目標及方
案研訂參考。另行政院已安排本署於下週報告我國第一

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草案），期能於今(106)年 12

月底前報請行政院核定。 

（二） 請相關部會盡力達成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未來各期減
量目標將更加嚴峻，亦請相關部會及早啟動第二期階段
管制目標訂定之規劃工作。  

九、 散會：上午 11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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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諮詢委員會 106年度委員會議 

會議意見 

詹副召集人順貴 

一、 關於製造部門下的產業減碳及分配事宜，還請經濟部工業

局協助協調。 

二、 避免化石燃料不當補貼之議題，需請涉及部會共同協助檢
討改善，例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可結合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巡查所補助漁船之低價柴油是否至海上交易等議題。 

三、 國際間宣示去煤炭化國家中，大部分具有高核能發電比率，
我國為達成非核家園目標，在減煤路徑上所需時程確實較

長，建議能對各國國情予以考量；但各界仍持續努力推動
再生能源發展，目前在離岸風電推動上亦有初步成果。 

四、 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為跨部會協商的結果，至於電價合理

化問題並非經濟部能源局或本署可直接處理，需提升至府
院層級討論。但電價合理化確實值得深思。 

 

許委員芳銘（書面意見詳附件 1-1） 

一、 我支持這個版本的第一階段減碳目標。依階段管制目標訂
定程序，目前訂定的是第一期目標以及其後十年願景；以

國家目標制定進度來講，我國減量策略施行並未較韓國、
日本、中國等國家迅速。 

二、 目前距離第一階段管制目標期程僅剩三年，對於製造部門

的減碳時間不多。工廠在檢討減量作為時，還需要確定方
法、編列預算再利用歲修機會執行，剩三年時間確實較短，
達成目標將有挑戰。 

三、 工業總會日前討論結果，第一期目標草案 2020 年較 2005

基準年減少 2%排碳，明年起除不能因 GDP 上升而增加排
碳之外還須淨減 0.83%。考量減碳技術難易度來，各產業

狀況不一且近十幾年來較為容易的減碳措施皆已施行，未
來的減碳困難度將相對高。但各產業公協會討論結果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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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版本。至於如何確保能夠實現製造部門目標則需要工

業局處理。 

四、 製造部門第二階段挑戰將會很大。建議應該在未來三年充
分討論如何做到第二期階段目標，基本上，第一階段達標

雖困難但有機會達成，第二階段挑戰則是非常大，所以應
從現在開始準備而不是 2020年才開始。 

五、 雖然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為五年一期，建議實際檢核應該

每年執行；電力排放係數計算應該依據每年實際數值，不
應使用平均值，以利未來管制。也希望能快點釐清部門別
的能源減碳責任及能源使用效率責任。 

六、 製造部門於 2018 年不一定能夠很快彰顯成果，應該是在
2019、2020 年比較有機會展現出成效。另外，燃料替代是
產業的重要減碳方案，但目前天然氣鋪設不全，推動不易，

仍需各部會協助。 

 

呂局長正華（凌組長韻生代）（書面意見詳附件 1-2） 

一、 製造部門第一、二階段目標挑戰很大，目前距離 2020 年
剩三年時間，簡報中提及出國家未來經濟成長率推估值為

2.7%，在此情境下還須再減量 0.83%，等於三年期間要減
到 4.00 MtCO2當量，平均一年減 1.30 MtCO2當量，因此
第一階段必須採取很多措施，且與企業共同努力。 

二、 目前來說，若透過製程上的汰舊換新，業者不論淡旺季或
歲修都應該現在開始著手來配合，才有可能在一年達到減
量 1.30 MtCO2。早期，前十年的自願減量可達 1.20 

MtCO2，但近二、三年只有 0.90 MtCO2以下，因此需要製
程更新的改善；另一個做法則是燃料替換。在能源使用效
率提升外加上製程面更換，並搭配相關措施共同努力達到

階段目標。 

三、 未來工業局會再透過溫管法工作小組平台跟產業溝通，共
同努力朝製造部門 2020年 146.55百萬噸 CO2的目標前進，

具體的作法包括製造業面臨到高成本的製程改善、設備更
新及燃料替代等措施，除了必須籌措投資金額外，也會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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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環保法規許可及民眾意見溝通，需要相關政府單位

的支持。 

 

林委員全能（翁組長素真代）（書面意見詳附件 1-3） 

一、 有關未來部門減碳責任之分攤，提醒各部門目前電力排放係
數是依據各部門所提出的用電需求，推估出 2016 到 2020 年
0.72%年均用電成長率下，所規劃出電力排放係數為 0.492

公斤 CO2/度。因此若能源部門已達成再生能源 20%、燃煤
30%、天然氣 50%的新能源政策目標下，而是因各部門能源
消費與原規劃不同，所導致用電成長率增加使電力排碳係數

改變，則減碳責任或成果則回歸到各部門；若各部門管控好
用電成長率維持在 0.72%，則未能達成電力排放係數目標之
責任將歸屬於能源局。 

二、 有關簡報 25 頁中所列能源部門推動方案中原列之避免化石
燃料不當補貼、落實外部成本內部化等 2 項，因屬共通性配
套措施及涉跨部門議題，經濟部前於部會協商已持續建議應

改列配套措施，理由如下： 

（一）針對避免化石燃料不當補貼，惟目前涉及各部門，包括農
業用電、漁船用油等，有關弱勢補貼及特殊產業目的，建

議應回歸到各部門的配套措施去檢討及推動； 

（二）針對落實環境成本內部化政策，未來應確認環境成本如何
貨幣化，因貨幣化過程牽涉到能源使用的衍生及各部門製

造、生產造成的空污、水污、土污，如何使用科學化數據
分析再進行貨幣化，此項屬共通性且跨部門之配套措施;
另外，財政部正在研擬有關排碳部分的能源稅，同屬外部

性成本之一，因此，建議上述推動方案不應由能源部門主
責，其性質屬共通性的配套措施，應由相關部會共同檢討
推動。 

（三）在檢討化石燃料補貼上，應由各部門為之，而無法由能源
部門去替各部門進行檢討。此外，在國際上除討論化石燃
料補貼之問題，亦應同時避免能源貧窮，且目前各部門的

補貼措施主要係為了避免能源貧窮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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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前國際上提及化石燃料補貼議題，以避免能源貧窮，而

各部門的相關化石補貼措施大部分也是避免此現象發生，
因此後續檢討應回歸至各部門，能源部門無法幫其它部門
作此項檢討。 另外，應以環境面角度思考較為妥適，在經

濟面較難進行環境外部成本之檢討，如：健康成本。 

三、 有關電價制定 

（一）有關電價公式方面，電價公式的內容，已包含可反映各單

位目前已收取之相關環境外部成本（如空污費等），因此
就環境外部成本若需要進一步實質反映，應回歸可就相關
外部成本進一步貨幣化之權責單位檢討。 

（二）有關未來電價是否上漲，政府治理也皆須兼顧不同面向，
為降低民生及產業能源價格大幅上漲衝擊，基本上於電價
配套中有電價穩定機制，將台電公司超收盈餘用於平穩電

價，以降低電力市場大幅價格波動。 

 

何委員麗君（書面意見詳附件 1-4） 

一、 再生能源發電目標 2020 年預計達 9%，2025 年預計達
20%，但觀察 2016 年能源局資料之發電量，再生能源占
4.8%，其中慣常水力發電即占 52%，但慣常水力發電不可

能再增加，故能不能達到 2025 年 20%目標，應再三考量。 

二、 由於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排放內電力占 65%、住商占 85%、
農業占 80%，應思考電力排放係數為能否達成目標，建議

不應僅提供電力排放係數年平均值，須提出每年目標，並
每年檢視所有部門減量目標達成情形。 

三、 製造部門於 2005 年開啟自願減量，至 2015 年已減少年平

均 116 萬公噸碳當量，花費年平均 49.8 億元；但 2016 年
僅減少 90 萬公噸碳當量，花費 55 億元，代表減量越顯困
難。直至目前為止，除須在製程上汰舊換新或實踐循環經

濟，然此類減量措施皆面臨多種法規障礙，故若法規修正
無法在 2020 年前完成，將影響目標的達成，期望有所努
力，且製造部門應提早規劃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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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委員英士（高思齊代） 

一、 台電長期電源開發規劃提出，未來十年新增火力機組將多
排放 21.5 百萬公噸 CO2 當量。而今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為 284 百萬噸 CO2當量，目標至 2030 年須減至 215 百萬

公噸 CO2 當量，中間有 70 百萬噸差距，現在能源部門若
不減反增，總差距便會提升至 90 百萬噸。依照各部門目
前分攤電力消費比例，製造部門約須負擔 50%減碳責任，

平均一年須減 3.6 百萬噸，若觀察目前工業部門減碳速度
有所停滯之情況下，目標達成將面臨困難。 

二、 作業準則第 4 條第 2 項應有所修正，即公用事業提供電力

之排放量於能源部門當中全部扣除並不合理，將會提高製
造、住商、農業之減量責任，例如:農業部門減量責任
2020年即須達較基準年 60%，此將影響農業部門發展。 

三、 目前減碳路徑是以增加化石燃料之方向前進，此與國際去
煤炭化趨勢完全相反，是否即是因過度降低能源部門責任，
故於現今能源政策下，難以看到達成目標之可能性。 

 

林委員瓊華（房理事思宏代） 

一、 民眾在公聽會針對住商、運輸部門提出之數點意見請政府
補充回應。 

（一）有關住商部門之建築方面，政策標的主要係針對新建物進

行規範，針對老舊建築物則無法強制其就能源效率方面進
行改善。依照數據顯示目前臺灣住宅年齡平均為 30 年，
因此可預期在未來 10-20 年內會有大量翻修需求。在之前

的公聽會中曾經建議針對老舊建築之翻修進行規範，惟目
前未見政府有相關回應措施。鑑於老舊建物之翻修需求多
於新建物之成長比例，建議在此議題上應進一步研議。 

（二）有關綠建築標章方面，在認定上係針對建築之建設過程及
建物本體，交屋後之實際使用過程及維護情形並未納入。
且綠建築標章之申請比例逐漸上升，惟無法掌握綠建築之

長期效益，包含隔熱效果及建築能效等，建議應納入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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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運輸部門方面，由中央政府提出之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策

略、地方強化公眾運輸之策略等措施，皆需要與地方政府
密切合作才能落實，因此在相關策略中應具體說明地方政
府之角色。 

 

賴委員曉芬（吳主任心萍代） 

一、 有關運輸部門方面，針對大型道路及其他相關之開發計

畫後續將造成之運輸運具的碳排放量，是否與階段管制
目標之目標有所衝突？有無相關減量配套措施？ 

二、 針對能源部門未來的新能源政策 20、30、50 能源配比下

及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下，台電卻規劃深澳電於 114 年時
以燃煤形式做商轉。以上我國重大工程及重大開發是否
會與我國訂定之階段管制目標不相符？ 

三、 有關電價機制方面，各部會皆提出需要合理的電價機制
來推動相關能源減量措施，主婦聯盟持續在倡議推動電
價收費級距制度，可同時保障能源弱勢族群及抑制能源

浪費行為。惟在各部會之討論中未見提出積極解決方案，
因此詢問環保署或能源局是否會針對此議題提出解決方
案？ 

 

林委員憲德（書面意見詳附件 1-5） 

一、 首先說明住商部門之階段管制目標為減量 2%，根據聯合

國 IPCC 之報告表示，建築極具節能之潛力，惟該報告中
考量之建築形態皆為溫帶地區之建築，例如俄羅斯及美
國地區，達到 20-30%之減碳目標係具有可能性，但熱帶

地區之建築無法達到上述目標。檢視亞洲國家，如中國
大陸、日本、韓國等，隨著生活水準之改善，大部分的
住商部門（排碳量）成長率皆逐年提升，因此只能考量

減緩其成長速度而無法降低，因此在目標的訂定上應妥
善考量到國情之差異及產業之實際發展情形，以免使政
策目標淪為政治口號。比較美國與我國之住宅部門目標，

美國係以每平方米 80 度電為目標，而我國目前之平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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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為每平方米為 40 度電，已經是美國目標之一半，要進

一步減量相當困難。 

二、 若僅以建築法規推動住商部門減量效果不大，因為建築
法規僅包含建築物軀體本身，不包含設備之節能規範，

無法有效抑制空調及照明之耗能，建築外殼節能法規所
能可改善之節能幅度僅為 10%以下，其他 90%的關鍵在
於空調、照明設備節能之上。住商部門減碳推動策略在

設計源頭上，除加強建築節能法規之外，更應由經濟部
對其管轄的空調、照明機電技師強制建立節能規範並執
行節能設計審查著手，在使用管理面上，應強制稽查取

締低效率空調設備及照明超量設置之情形，並建立限期
改善與處罰之制度。 

 

廖委員慧燕（書面意見詳附件 1-6） 

一、 由於政府有部分較有爭議政策無法牴觸。如非核家園，依
我國目前之發電結構，需藉由火力或燃煤機組應急供電，

與國際推動策略背道而行。且據歷年統計，推動住商節能
措施所造成減量其並無明顯改善，然當電價提升時，民眾
會因成本考量，降低用電量，故電價為關鍵因素。 

二、 目前國內電價低於再生能源發電成本，再生能源發電躉售
台電作法未盡合理（價格及造成電損等），要民眾或廠商
使用再生能源替代台電之供電，幾無可能；而既有建築改

善，儘管老舊設備汰換如冷氣機更新後，其省電效果極佳，
但因電價偏低，所以當更新成本大於節省之電費時，仍會
降低民眾更新意願。綜觀上述，若只從推動再生能源與既

有建築節能改善著手，成效恐不佳，建議針對電價合理性
進行探討。 

 

劉委員俊秀（書面意見詳附件 1-7） 

一、 目前欲達到溫室氣體排放目標似乎較為悲觀，如 2025 為
達成再生能源發電量 20%，依現今發展趨勢，若各地方環

團持續阻擋，其應較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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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電價部分，建議政府應儘快使電價外部成本內部化，如

燃煤、空氣污染與碳排放等需不需要進行訂定稅法管制，
此部分與經濟部及台電極為相關。台電目前之建設發展計
畫，有許多較具爭議策略受阻礙，例如:電價無法提升、

非核家園目標等，建議各界應共同推動電價提升，使外部
成本內部化，以造成節能誘因，促進民眾會進行節能、排
碳量降低。 

三、 有關發展綠能，目前的政策較為緩不濟急，其因礙於法令
規範，未能盡快執行之，建議環保署針對運輸、住商業以
及民眾認為須改善之問題進行商討處理。建議台電改變既

有觀念，且透明化各燃料發電資訊，使民眾了解綠能發展
過程。 

四、 於電業法修法時，曾提出反對聲響。由於我國於發電、輸

電至賣電之過程皆由單一公司壟斷，使政府主要依台電意
見進行修法，對此感到憂心，建議是否再次針對電業法進
行修法。另外，盼環保署協調各部會統合減量相關資訊，

一同努力達到 2050的共同目標。 

 

曹委員書生（書面意見詳附件 1-8） 

一、 延續林憲德老師的意見，實施建築物外殼法規的修改，對
節能減碳的效果的確有限。例如都審時，常針對外牆需檢
討夜間照明，是否能落實真正的節能減碳呢？故建議除了

建築法令外，都計相關法令亦應有節能減碳之概念，過多
的設計常造成節能減碳無法落實的原因。 

二、 產品及建築物應考慮其生命週期，例如雖提倡低能耗設備

的使用，但在生產該設備時所產生的排碳量可能很高，故
應考慮產品及建築物整體生命週期的排碳量，作為推廣依
據。 

三、 既有建築物之節能減碳，應從使用管理與設備管理兩個方
向思考。使用管理受到使用習慣的影響，故節能減碳可參
考技術規則之分類如學校類、住宅類、辦公類、旅館類等，

製作如何於使用管理及使用習慣之節能減碳說帖。既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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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之設備，主要可從空調、燃氣與照明設備著手減碳，

使設備效能化並可提出獎勵辦法提升改善比例。 

四、 建築相關法令的制定與推動時，建議應考慮材料在地化、
設備效能化著手，唯有來源端的多元及普及，才能將減碳

落實於生活工作中，並待其多元及普及後再來落實於法令。 

 

陳委員瑞鈴（姚研究員志廷代） 

一、  根據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草案）規劃，第一期
（2016-2020 年）減量目標為較基準年（2005 年）減少
2%，惟六大部門中，住商部門分配之減碳責任卻需較基

準年減少 2.5％，此一目標對於住商部門而言挑戰很大，
建議未來可針對各部門減碳潛力進行相關分析，並據以規
劃減量目標。 

二、  許多民間環保團體建議加強建築隔熱部分，相關研究結
果顯示，由於台灣位處亞熱帶氣候區，相較於建築方位、
開窗率、外遮陽等，建築隔熱對節能效益之影響並不是很

大。至既有建築部分，未納入建築節能法規管制之既有建
築比例不高，且內政部近年來已持續補助及推動既有建築
節能改善，期能發揮示範及帶動效果。 

 

黃委員新薰（朱副組長珮芸代） 

一、 有關推動節能減碳時強化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一節，在

「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中已列有許多與
地方合作項目，如推動公路及軌道公共運輸、智慧型運輸
系統等；交通部除了採取一些鼓勵性的措施外，亦希望能

兼顧較強制性的管理或管制作為，所以在行動方案中也已
列入對地方指導性的原則，促使地方因地制宜推動運輸需
求管理。 

二、 要能達到目前所規劃 2020 年第一階段管制目標，的確需
要中央與地方通力合作，目前至 2020 年只剩 3 年，建議
環保署儘快邀集地方政府依據溫管法啟動地方執行方案之

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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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引入 TOD（大眾運輸導向發展）部分，於都市計畫中將

土地使用與運輸規劃結合，在內政部頒布之「都市計畫定
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7 條，已將大眾運輸導向及綠色
運輸等概念納入；然而土地開發涉及區域整體規劃，屬於

較長期的發展事項，且需考量個案特性。由於目前已有相
關規範將 TOD 納入指導，因此在運輸部門的行動計畫不
建議特別納入。 

四、 雖然道路工程有許多在興建，但是交通部近幾年大力推動
公路公共運輸及前瞻軌道計畫等，有整體運輸系統構建之
通盤規劃。此外，交通部配合全國國土計畫(草案)修正所

提出之部門計畫，亦將減碳目標納入考量。 

 

黃委員偉鳴 

一、 階段管制目標下的推動方案及各部門行動方案，仍需各部
會共同合作推動。例如為達成減碳目標，經濟部能源局目
前正訂定電力排碳係數管理辦法，以達到電力排放係數階

段目標，使能源供應之碳排能逐步下降。 

二、 住商部門能源使用端部分，本署正思考與地方合作推動照
明節能工作，目前低碳永續家園已有 3,000 多個村里、社

區參與，後續亦將透過此機制促進地方執行節能減碳作為。 

三、 有關委員提到法規檢視修正部分，由於溫室氣體減量涉及
相關部會及地方法規，希望藉由方案後續運作，了解各層

面的法規及可能需調整之處，透過能力建構逐步落實減碳。 

 

本署環管處 

一、 最近外界關注政府在階段管制目標設定 2020 年減量 2%之
目標，是否存在約束機制，事實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法」（以下簡稱溫管法）已規範定期檢視階段管制目標
執行狀況、研提推動成果報告及改善機制，行政院能源及
減碳辦公室亦針對各部會所提減碳策略與目標進行溝通、

協調與指導；此外，電業法亦規範管制電力排碳係數及明
定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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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於推動方案建議能源部門應促進資源價格反映於能源使

用成本，並避免化石燃料不當補貼，以逐步落實環境外部
成本內部化一節，說明如下： 

（一）除建議能源部門推動能源使用成本合理反映外部成本外，

本署於推動方案之政策配套措施內已有涵蓋推動綠色稅費
制度，包括對於能源稅、碳稅等外部成本內部化之研議。 

（二）國際間談及化石燃料不當補貼時，並非檢討弱勢團體之補

貼，能源價格亦為重點因素。由於我國電價是由經濟部能
源局主政，並於電價公式反映，加以國際上討論能源不當
補貼時，電價合理化十分重要，故仍希望由能源部門作為

統籌，與其他部會共同協調，此確實為較具爭議性問題，
故應於未來中長期中納入考慮。 

三、 推動方案之政策配套中已請相關部門主責機關儘速重新檢

視與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法規，例如能源管理法、電業法、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建築法規等。過去常運用鼓勵或獎勵
性質規範推動溫室氣體實質減量，未來可考量以強制性規

範或加嚴管制落實。 

四、 地方政府之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以下簡稱執行方案） 

（一）溫管法架構下規劃從中央到地方應循序完成國家因應氣候

變遷行動綱領、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部門溫室氣體排
放管制行動方案至地方政府之執行方案，由於執行方案需
依循推動方案及行動方案研訂，目前中央已提出各項方案

草案，今(106)年度亦召開縣市環保局研商會議說明推動方
案及行動方案草案內容，預計明年上半年與地方多做溝通，
期望明年底前完成各縣市執行方案。 

（二）由於部分縣市具有專責單位辦理低碳業務，部分則無，然
有些減量工作需透過地方之交通局、產業發展局等落實執
行，因此期望地方推動時強化跨局處合作，關注住商、運

輸等議題之執行作為，並依地方特色發展在地化之執行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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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關於各部門需承擔能源消費所產生之減量責任一節，因溫

管法已明定公用事業提供電力之間接排放責任歸屬，倘需
調整則必須進行溫管法修法。 

六、 目前溫管法施行已兩年，除已有立法委員提案修正溫管法

外，部分制度擬定過程中亦有涉及修法之討論；目前將先
完成溫管法下推動方案及行動方案，明年除啟動地方行動
方案外，亦會針對溫管法管理層面及實際運作情形進行檢

視及建議後續修正方向。 

七、 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為我國首次訂定短程溫室氣體減量目
標，各部會尚在建構減量及評估能力，由於至 2050 年長

期目標前計有 7 期目標需訂定，未來各階段研訂工作仍需
與時俱進。 

八、 國際間氣候公約討論的是本世紀末限制增溫 1.5℃與 2℃

的問題，歐盟則設定於 2050年相較 1990 年減量達 80%，
我國減碳目標設定與達成需要各界共同努力，期待相關部
會參考各界建議於各項方案落實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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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諮詢委員會 106年度委員會議書面意見 

 

附件 1-1、許委員芳銘書面意見  

（一） 支持此一版本之第一階段管制目標。 

（二） 工業（製造）部門過往的節能努力應予肯定與認同。 

（三） 製造部門未來減量挑戰大，須有整體規劃。 

（四） 2018-2020只剩 3年，時間短難立即呈現成果。 

（五） 製程修改以及循環經濟推動過程常會令排放源需要通過環境差異
分析，建議盤查因為減碳以及循環經濟所需進行之改善並檢視之。 

 

附件 1-2、呂委員正華（凌組長韻生代）書面意見 

（一） 製造部門 2020 年階段管制目標規劃為 146.55 百萬噸 CO2，考量
製造業至 2020 年預估有 2.7%的經濟成長，實際上製造部門需較

現況減量達 3%以上，在未來三年間預估需減量 3.9 百萬噸 CO2，
即每年須減量達 1.3百萬噸 CO2，依據過去 10年產業推動自動減
量的經驗（近年已在 90萬噸上下），實為極大的挑戰。 

（二） 未來工業局會再跟產業溝通，共同努力朝製造部門 2020 年
146.55 百萬噸 CO2的目標前進；具體的作法包括產業會面臨到高
成本的製程改善、設備更新及燃料替代等措施，除了必須籌措投

資金額外，也會涉及相當相關環保法規許可及民眾意見溝通，需
要相關政府單位的支持。 

（三） 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建議優先考量衝擊評估結果，避免

產生碳洩漏的情況。 

 

附件 1-3、林委員全能（翁組長素貞代）書面意見 

（一） 有關部門未來的排放責任，考量能源為衍生性需求，受各部門發
展影響，目前電力排放系數目標係依各部門 2016-2020 年用電成
長率 0.72%的訂定。未來各部門若消費電力有所增減時，所增減

之電力排碳係數改變，即排碳量增減量，則仍宜由部門分擔之排
碳增減部分責任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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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避免化石燃料不當補貼列入能源部門推動方案，鑑於現行補

貼，多用於弱勢團體扶助，有助減少能源貧窮議題，涉及各部門
的行政作為，建議該項屬共通性及跨部門方案，建議改列於配套
措施。 

（三） 有關逐步落實環境外部成本內部化，須先針對環境外部影響進行
貨幣化，始能進一步反應除現行的相關空污費、土污費外之外界
期待的外部成本，此涉及環境衝擊之合理的估計與相關導致環境

衝擊（水、空氣、土地）及健康支出等成本貨幣化等，亦屬共通
性及跨部門議題，爰建議此方案配套措施並納入「推動綠色稅費
制度」一併考量。 

（四） 有關建議用電價處理，因現行電價公式，已將未來相關單位所徵
收之相關環境外部成本所收稅費，已可於該公式予以反映。而反
映環境成本內部化之稅費檢討工作，仍宜回歸相關部會檢討。 

 

附件 1-4、何委員麗君書面意見 

（一）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準則第 3 條第 4 項，經濟

與產業發展現況，包括對經濟及產業競爭力之可能衝擊。我國以
2030 年較 2005 年減量 20%為目標，但日本訂定製造部門 2030

年較 2005 年減量 12.3%，韓國亦僅較 BAU 減量 11.7%，政府應

參考主要競爭國日本、韓國訂定製造部門減量目標，以兼顧國際
競爭力。 

（二） 製造部門在 2005 年開始進行自願減量工作至 2016 年已減碳

1250 萬噸 CO2當量，但投資成本逐年增加，2005 年至 2015年平
均一年花 49.8 億減碳，1160 千公噸/年，但 2016 年花了 55 億，
僅減少 900 千公噸（依經濟成長率及管制目標未來每年應做到

1300 千公噸）。日後除非汰舊換新，不考慮成本，很難達到減量
目標，汰舊換新又受到許多法規限制，連廢棄物資源化的措施也
受到各種障礙，希望這些障礙能在 2020年前都要有突破。 

（三） 製造部門用電所產生之溫排，占總量的 65%，住商更達 85%，
農業亦有 80%，電力排放係數能否降低為減量目標能否達成的關
鍵，訂定目標應該以電力排放係數能否降低為依據。電力排放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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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不要用年平均值（0.517 公斤 CO2/度）而是要每年都要訂定電

力係數目標。每年都要檢討管制目標。 

（四） 協助各部門將推動策略訂入法規，要和民眾或企業之荷包或市場
機制相關，才能確實達標，例如：推動新車燃料消耗標竿措施、

車輛之燃料稅與牌照稅逐年提高（舊車及大馬力的車繳得多），
電價以累進計價，合理化能源使用費用。 

 

附件 1-5、林委員憲德書面意見 

（一） 在中國、日本、臺灣、韓國等國家住商部門之耗能比例均在持續
提升，只能減緩成長，不可能下降 2%，此目標設定不可能達成，

只能參考。 

（二） 在住商部門的推動策略，有嚴重失焦情形，因為住商耗能在建築
法規（外殼）之影響力約只有 10%（即使在強化也有限），其他

重要因子在於空調、照明系統之提升與減量設計與改善更新，但
都沒列入策略中。同時，該因子之關鍵在於空調、照明設計以及
耗能使用管理，此部分若無管制策略，則亦無法達成目標。 

 

附件 1-6、廖委員慧燕書面意見 

（一） 以能源政策規劃 2025 年再生能源將達到 20%，依目前再生能源

現況，是否可達到不無疑義，尤其以當前電價，推動殊為不易，
建議應考慮電價合理化，否則政策恐淪為空談。 

（二） 電價應考慮將外部成本內部化，如空汙、碳稅等，為考慮降低衝

擊可加大級距，對低度使用者避免作做太大調整。 

 

附件 1-7劉委員俊秀書面意見 

（一） 2017-2025年要達到目標，時間緊迫，必須加緊推動。 

（二） 環保署必須負起整合的責任，讓交通部、經濟部、內政部負起應
負的責任。 

（三） 電業法是否考慮再修，不要讓臺灣只有一家供電系統。 

  



 17 

附件 1-8、曹委員書生書面意見 

（一） 考量產品或建築物之生命週期，避免因使用減碳產品而產生更多
排碳的組合使用。 

（二） 既有建築可從使用管理、使用習慣上來達到減碳目的，並可依技

術規則之分類如學校類、住宅類、辦公類、旅館類如何使用可節
能減碳之說帖，亦可將土木類、建築類分別提出減碳方式。 

（三） 既有建築排碳最多的設備主要為空調設備、燃氣設備、照明設備，

可先從改善此三類之使用效率為主。 

（四） 減碳可從材料在地化、設備效能化著手，唯有來源端能多元及普
及，才能落實於生活工作中，並待其多元及普及後再來落實於法

令。 

（五） 減碳不止建築名勝、城鄉、都審之相關法令，也應有相關的減碳
要求，而不是與建築相違背（如夜間照明等）。 

 

附件 1-9、王委員淑音書面意見 

支持目前版本，然提醒農業部門自基準年以來已減量相當大比例，

目前排放占比僅 1.88%，檢多減少對 2%目標甚或以後 10%、
20%貢獻皆不明顯，實應考量糧食安全因素及維持糧食自給率之
因素，勿施予太大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