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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行政院於 106 年 2 月 23 日核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

綱領」，明確擘劃我國推動溫室氣體減緩及氣候變遷調適政策

總方針。為依循行動綱領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政策，邁向 119 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94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20%以下之中程願

景，最終達成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溫管法）第 4

條所定於 13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94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50%以下之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環保署）依溫管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擬訂溫室氣

體減量推動方案，啟動國家整體及跨部門的因應行動，期能建
構中央地方、公私夥伴及全民參與的運作機制，落實國家溫室

氣體減緩政策，以 5 年為一期進行滾動式檢討並積極推動落

實。 

 

貳、階段管制目標 

我國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以下簡稱階段管制目標）係
依據溫管法第 11 條第 2 項與 106 年 3 月 28 日由環保署會同經

濟部、交通部、內政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發布之「溫室

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準則」訂定。國家目標之溫
室氣體排放量係以總溫室氣體排放量扣除碳匯量後之淨排放量呈

現，其中總溫室氣體係指 7 種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CO2)、甲

烷(CH4)、氧化亞氮(N2O)、六氟化硫(SF6)、氫氟碳化物(HFCs)、
全氟碳化物(PFCs)、三氟化氮(NF3)等，後續將依國家溫室氣體排

放清冊統計結果，檢視階段管制目標最終達成情形。 

依據 106 年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草案），我
國 104 年之總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284.643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MtCO2e)，扣除碳匯後之淨排放量為 263.138 MtCO2e；以 94 年為

基準年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為 287.956 MtCO2e，扣除碳匯後之淨
排放量為 266.038 M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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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我國六大部門排放現況與短中長期減量目標  

一、10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一）國家溫室氣體淨排放量：降為 94 年溫室氣體淨排放
量再減少 2%（260.717 MtCO2e）。 

（二）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量 

1. 能源部門：32.305 MtCO2e。 

2. 製造部門：146.544 MtCO2e。 

3. 運輸部門：37.211 MtCO2e。 

4. 住商部門：57.530 MtCO2e。 

5. 農業部門：5.318 MtCO2e。  

6. 環境部門：3.496 MtCO2e。  

（三）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109 年目標值）：0.492 公
斤 CO2e/度（不含發電廠廠用、自用發電設備廠用與

自用及線損之電量與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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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 

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為 105 至 109 年間之溫室氣體排放

管制總當量。 

（一）國家階段管制目標：1437.531 MtCO2e。  

（二）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 

1. 能源部門：163.139 MtCO2e。 

2. 製造部門：741.543 MtCO2e。 

3. 運輸部門：189.663MtCO2e。 

4. 住商部門：298.845 MtCO2e。 

5. 農業部門：26.187 MtCO2e。 

6. 環境部門：18.154 MtCO2e。  

（三）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年平均值）：0.517 公斤

CO2e/度  

 

參、機關權責分工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事項，權責
分工如下： 

一、 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經濟部主辦；科技部協辦）。 

二、 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節約（經濟部主辦；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協辦）。 

三、 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經濟部主辦；科技部協辦）。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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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主辦；經濟部協辦）。 

五、 低碳能源運具使用（交通部主辦；經濟部、環保署協辦）。 

六、 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內政部主辦；經濟部協辦）。 



 

5 

 

七、 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環保署主辦；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協辦）。 

八、 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化（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主辦；內政部協辦）。 

九、 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主辦）。 

十、 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國家發展委員會主
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財政部協辦）。  

十一、 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國家發

展委員會主辦；經濟部協辦）。 

十二、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抵換、拍賣、配售、交易制度之建

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主辦環保署；經濟部、

金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外交部協辦）。 

十三、 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經濟部主辦；科技部

協辦）。 

十四、 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之參與
（環保署主辦；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十五、 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國家發展委員會、

環保署主辦；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 

十六、 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教育部、環

保署主辦；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十七、 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環保署主辦；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溫管法第 9 條第 3 項所定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業

等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其主政機關分別如下：
能源部門（經濟部）、製造部門（經濟部與科技部）、運輸部門（交

通部）、住商部門（內政部與經濟部）、農業部門（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環境部門（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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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策略 

一、推動六大部門減量策略 

（一）調整能源結構與提升效率 

1. 能源部門評量指標：109年再生能源設置量為 10,875 

MW，發電量為 252 億度；114 年設置量為 27,423MW，
發電量為 546 億度，發電占比為 20%。 

2. 調整能源結構，發展再生能源，建構低碳能源供給
系統及強化科技應用，加速提高綠能發電占比。  

(1) 推動再生能源技術之研發與應用，降低對化石能

源的依賴。 

(2) 階段性擴大天然氣使用，提高低碳能源供給比

率。 

(3) 研發或導入國際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於既存電廠。 

(4) 分階段降低公用售電業銷售電能之電力排碳係數

基準，以達成長期降低國家電力排放係數。 

(5) 建構再生能源友善發展環境，並協助發展具地方

特色之低碳智慧城市，鼓勵有助區域供需均衡之
分散式電源設置，促進再生能源加速發展。  

(6) 發展分散式電源儲能技術，推動各類型儲能系統
布建。 

(7) 促使資源價格反應於能源使用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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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提供經濟誘因，引導資金投入再生能源發展。 

3. 改善能源生產、輸配效率、使用及推廣節約能源  

(1) 推動既存電廠加速汰舊換新，規範新建或擴建

電廠採用最佳可行技術。 

(2) 發展再生能源，提高再生能源併網占比，推動智
慧電網基礎建設。例如強化電網結構與管理、提
升電網可靠度、改善發輸配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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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布建低壓用戶智慧電表，並搭配時間電價與需
量反應措施，促進全民用電行為改變。  

(4) 檢討增訂使用能源器具（設備）之最低容許耗用
能源效率標準(MEPS)，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5) 售電業應每年訂定鼓勵及協助用戶節約用電

計畫。 

(6) 各級政府機關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並適時公

布節約用電及減碳成果。 

4. 規劃能源供應須兼顧環境品質及地區發展需求  

(1) 能源開發政策環境影響評估應依區域與跨域污染
物負荷程度，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及改善空氣品質，

並考量氣候變遷相關環境因子。 

(2) 大型投資生產計畫之能源用戶新設或擴建能源使
用設施應製作能源使用說明書，並應進行開發行為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以符合當地環境品質標準為目

標，或使現已不符環境品質標準者不致繼續惡化。  

（二） 轉型綠色創新企業，執行永續生產及消費行動  

1. 製造部門評量指標：109 年製造部門能源密集度較

94 年下降 43%，119 年較 94 年下降 50%。 

2. 輔導產業轉型為綠色低碳企業，並發展綠能產業，

以提升產品之國際競爭力 

(1) 逐步加嚴燃油鍋爐排放標準，補助鍋爐改用低碳
燃料。 

(2) 推動能源密集產業轉型，導入最佳可行技術，鼓

勵製程改善與設備汰舊換新。 

(3) 推動工業部門低碳燃料替代，促使業者改用清潔

燃料。 

(4) 輔導產業整合能資源與廢棄物再利用，建立生態

化產業體系，達成區域能源供需均衡，提升整體

能資源運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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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輔導業者結合學研機構，運用綠色能源建立低碳

綠色生產示範應用產線，擴大綠色能源應用發展，

協助帶動地域綠能產業，創造在地就業。 

3. 建立完善溫室氣體減量誘因，加強推動產業執行溫

室氣體排放減量之措施 

(1) 評估產業減碳潛力及成本，考量成本效益兼顧產

業減碳與競爭力。 

(2) 協助企業建立因應氣候變遷管理機制與組織權

責，強化溫室氣體與能源管理，並進行管理成本

內部化評估。 

(3) 運用相關基金獎勵補助具地方特色之綠色低碳

產業，提升地方參與綠能應用發展意願。  

(4) 推動產業節能減碳技術輔導，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密

集度。 

(5) 推動智慧化能源管理，協助產業建置能源管理系

統。 

(6) 推動溫室氣體抵換專案及效能標準獎勵，建立溫

室氣體減量誘因。  

(7) 協助企業建立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4. 建立民眾永續消費習慣，促使產業調整為永續生產

製程 

(1) 建置低碳產品及服務標籤制度，結合誘因機制，

增加民眾願意購買或使用低碳產品及服務意願，

建立永續消費習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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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產品生命週期思維，推動產品環境足跡及物質

流成本分析，導入環境化設計，建構綠色生產消

費之產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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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勵企業使用購買再生能源或購買本地再生能

源憑證，並於企業永續報告揭露再生能源電力之

使用狀況及資源密集度變化。 

(5) 推動企業實施綠色低碳供應鏈管理，揭露供應鏈

減碳成果。 

(6) 輔導企業落實清潔生產，推動綠色工廠標章制

度。 

（三）發展綠運輸，提升運輸系統能源使用效率  

1. 運輸部門評量指標： 

(1) 全國公共運輸運量 109 年較 104 年成長 7%以上，

119 年較 104 年成長 20%以上。 

(2) 推動全國電動機車銷售數量於 107年至 109 年增

加 8.8 萬輛。 

(3) 提升車廠全年銷售新車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

用值。 

A. 全國小客車新車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用值，

111 年較 103 年容許耗用值提升 30%以上。 

B. 全國小貨車新車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用值，

111 年較 103 年容許耗用值提升 25%以上。 

C. 全國排氣量等級介於 100-150c.c.之機車新車

平均燃料消耗量容許耗用值，111 年較 103

年容許耗用值提升 10%以上。 

2. 發展公共運輸系統，加強運輸需求管理  

(1) 強化公共運輸系統，並建立私人運具轉移至公

共運輸系統之誘因機制及配套管制措施，逐步

降低私人運具之依賴性。 

(2) 透過中央與地方政府、公部門與私部門合作，

共同強化低碳運具之接駁系統，並結合資通訊

科技提升民眾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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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軌道運輸，強化高鐵、台鐵與捷運等運輸

網路之服務能量與無縫轉乘便利性。 

3. 建構綠色運輸網絡，推廣低碳運具使用，建置綠色

運具導向之交通環境 

(1) 透過法規檢視修正配套措施，減少低碳運具使

用障礙。 

(2) 運用獎勵誘因機制促使民眾逐步汰換私人運具，

優先推動汰換老舊柴油大貨車及二行程機車等

高污染車輛，以增進環境共同效益。  

(3) 推動汰換市區老舊公車並鼓勵使用電動大客車，

廣設低碳運具充（換）電設施及相關優惠措施，

營造低碳運具使用優質環境。 

(4) 鼓勵地方政府加強對私人運具的管制措施，並

由公務機關率先執行。 

(5) 依地方特色推動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限制高

污染車輛進入。 

4. 提升運輸系統及運具能源使用效率  

(1) 檢視修正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

法等相關法規，推動車輛製造廠逐步提升車輛

燃油使用效率。 

(2) 持續加嚴耗用能源標準，並強化既有車輛定期

檢驗，亦針對製造或進口車商訂定逐年提升之

平均燃料消費值（油耗）。 

(3) 研議推動汽車道路使用費、汽車燃料使用費隨

油徵收等經濟誘因機制。 

（四）建構永續建築與低碳生活圈 

1. 住商部門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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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建建築之建築外殼設計基準值，109 年較 105 年

提高 10%。 

(2) 公部門建築用電效率 109 年較 104 年改善 5%，114

年改善 10%，達到公告之用電效率指標 (Energy 

Usage Index, EUI)規範。 

(3) 114 年研議建立建築能源資料庫，發展建築能源

護照。 

2. 強化建築節能法規，提升建築能源效率，推動新舊

建築減量措施 

(1) 檢討修正建築相關法規，提高建築物外殼節約

能源設計基準值，訂定建築外殼查核機制。 

(2) 擴大執行指定能源用戶節能規範，落實最低容

許耗用能源效率標準(MEPS)。 

(3) 推動裝設智慧電表，導入能源管理系統，擴大

節能改善輔導量能。 

(4) 辦理舊建築節能診斷服務及培訓，提升節能改

善效率。 

3. 研議推動既有建築效能分級管理及獎勵措施  

(1) 推動既有公有建築取得綠建築標章之舊建築改

善類標章，並維持標章之有效性；逐步擴大私

有建築之參與。 

(2) 完備建築能源效能評估工具，優先揭露公部門

建築能耗資訊；逐步建立建築能耗資料庫及分

級制度，規劃推動建築物能耗資訊透明及建築能

源護照機制。 

(3) 研議銀行將建築能耗資訊納入建案或房屋貸款

評估項目，並評估針對低能耗建築或建築翻修

提供低利貸款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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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廣既有建築進行建築隔熱改善及提升能源使

用效率更新工程，研議提供費用減免優惠，以提

高既有建築翻修率。 

4. 推動城市綠化植林，結合地方政府及民眾共同建構

低碳城市生活圈 

(1) 規範一定規模以上新建案需納入區域能源整合

設計，打造綠色智慧城市。 

(2) 推廣低碳建築與示範社區，推動建築提高使用

低碳能源比例，增加都市綠覆率，降低熱島效

應。 

（五）促進永續農業經營  

1. 農業部門評量指標： 

(1) 提升有機及友善耕作面積 109年達 15,000公頃，

114 年達 22,500 公頃。 

(2) 輔導畜牧場沼氣再利用（發電），其總頭數分別

占總在養量比率 109 年達 50%（預估為 250 萬頭），

119 年達 75%（預估為 375 萬頭）。 

(3) 提升造林面積，109 年完成造林 3,636 公頃，114

年完成造林 7,176 公頃。 

2. 推動友善環境農業耕作，穩定農業生產，維護農、

林、漁、牧生產環境，確保農業永續發展  

(1) 透過政府補貼措施及推動有機農業促進法立法，

減少使用化學肥料，推廣友善農業。 

(2) 合理疏伐人工林，增加木製品的循環利用，發

展並永續經營林業。 

(3) 推動棲地保護，確保漁業永續發展。 

(4) 推動畜牧業永續管理，以提升畜禽產業競爭力

及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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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低碳農業，促進農業使用再生能源，加強農業

資源循環利用 

(1) 發展地方產業特色，建立創能、節能、減廢及

減排之循環經濟，透過提供低利貸款等綠色融

資措施，結合異業導入光電畜禽舍及推廣畜牧

場沼氣再利用（發電），提升畜禽產業競爭力。 

(2) 透過改變飼料營養成分，調節畜禽腸道發酵，

打造低碳畜牧業。  

(3) 透過水資源管理、農耕管理及土壤改良，提升

水稻田及茶園等農作環境及種植技術，推廣低

排放農業。 

4. 健全森林資源管理，厚植森林資源，提高林地碳匯

量，提升森林碳吸存效益 

(1) 積極推動植樹造林與撫育，提高碳匯量並發揮

碳吸存效益。 

(2) 推動森林長期監測體系，以健全資源管理，並

保護天然林地。 

（六）減輕環境負荷，建立能資源循環利用社會  

1. 環境部門評量指標：全國污水處理率 109年度達 60.8%，

114 年達 65.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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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環評法相關規定，如開發行為環評作業準

則及應實施環評之政策細項，納入因應氣候變遷韌

性建構及溫室氣體排放減緩具體行動考量因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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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立循環型生產與生活方式，促進廢棄物資源回

收與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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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落實永續物料管理及生命週期評估概念，建構綠

色生產、消費及再利用之循環經濟環境。  

(3) 推動物料回收技術、回收國內貴重金屬、無機物

多元利用、有機廢棄物能源化，邁向循環經濟社

會。 

4. 減少廢棄物及廢（污）水處理過程之溫室氣體排放 

(1) 推動資源循環回收，降低廢棄物掩埋處理量及垃

圾清運量，並增加廚餘厭氧消化處理量。  

(2) 提高全國污水下水道接管普及率及污水處理率；

推動全國公共污水廠污泥厭氧處理流程設置甲

烷回收處理利用設施。 

(3) 量測事業廢水處理廠溫室氣體排放量，建立本土

化排放係數；研議推動具厭氧處理設施單元之事

業廢水處理廠，增設甲烷回收處理利用設施。 

二、推動相關政策配套 

（一）推動溫室氣體總量管制 

1. 評量指標：109 年前完成總量管制法規建置；預

計 114 年前啟動總量管制。 

2. 溫室氣體排放源之排放基線資料掌握  

(1) 實施溫室氣體公告排放源排放量盤查機制，針對

一定規模以上對象盤查其排放量，經查驗機構查

證後登錄，以掌握我國主要排放源排放量。 

(2) 辦理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許可之查驗機構管理

事宜，確保溫室氣體排放量或減量數據正確性。  

3. 溫室氣體減量及獎勵機制 

(1) 推動國內排放源抵換專案制度，擴大不同部門別

之排放源及早投入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2) 推動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取得排放額

度機制，鼓勵公告之排放源於實施總量管制前進

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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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量管制後，鼓勵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進行

自願減量。 

4. 建構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1) 研訂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額度核配機制。 

A. 設定總量管制目標以及各類型管制對象排放

額度核算方式。 

B. 制定無償以及有償核配（包含拍賣及配售）適

用對象以及核配頻率與價格訂定方式。 

(2) 研訂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制度 

A. 會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排放額度登錄

及平台管理、排放額度交易管理等法規。  

B. 建置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平台系統。  

C. 釐清排放額度相關會計處理與財報揭露表達

作法，辦理制度宣導與技術訓練，強化業者能

力建構。 

(3) 參考國際氣候公約進展及國內減量推動及達成

情形，制定認可國外排放額度類型以及申請認可

之程序，以提供我國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之國際

連結法源依據及市場彈性，另定期檢討並公告碳

市場價格。 

（二）推動綠色稅費制度 

1. 評量指標：配合國內減碳路徑，研議綠色稅費相關經

濟誘因制度。 

2. 研議開徵能源稅或碳稅之可行性，建立與相關稅費之

競合評析及整合配套機制，辦理意見徵詢及影響評估，

加強政策目的及配套措施之對外說明。 

3. 研議透過溫管法修法徵收碳費或溫室氣體管理費之

可行性。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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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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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量指標：109 年完備促進綠色金融相關法規及配套制

度之研議。 

2. 協調銀行積極配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政策與優惠機

制，辦理綠能產業授信，研擬支持綠色融資市場運作之

配套，鼓勵銀行簽署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 EPs)，

以促進綠能產業發展。 

3. 發展綠色債券及建立相關法制規範及配套，鼓勵保險業

投資我國綠能產業及綠色金融商品，發展綠色保險，營

造綠能產業友善投資環境。 

4. 推廣綠色融資及綠色債券、推動企業與公有基金投資組

合之碳風險揭露，結合能源服務業導入節能產品及技術，

協助產業發展提升能源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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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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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金融機構推動綠色金融成效之資訊揭露，

並對投資大眾宣導推廣綠色永續理念，以利推展綠色金

融。 

6. 鼓勵銀行發展及推廣綠色信用卡及鼓勵投信事業募集發

行國內綠色基金，研議編制國內綠色股票指數及綠色債

券指數，強化資訊平台以協助投資人識別綠色投資標的，

鼓勵信評機構提供綠色信用評等服務，促進綠色金融商

品或服務深化之發展。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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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評量指標：109 年前完備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

衝擊評估及因應作法規劃；114 年完成溫室氣體減

量科技先導試驗及實場應用。 

2. 評估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影響，如：國家

整體 GDP、消費者物價及就業人數的變化情形，並

研議因應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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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科技研發 

(1) 研發二氧化碳捕集技術及地下封存技術，促進碳

源材料產業化技術發展，降低相關產業及電廠之

二氧化碳排放。 

(2) 發展石化燃料替代料源及生質材料技術，協助產

業發展符合綠色法規要求之生質產品。  

(3) 開發氫能、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應用技術及儲能技

術，以提升能源供應可靠度及穩定性。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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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評量指標：暢通氣候變遷資訊管道，傳遞因應氣候

變遷相關資訊，109 年辦理網路推廣累積人次達 200

萬人次；114 年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完成研訂鼓

勵溫室氣體研究、節能減碳等相關獎勵或補助辦法，

據以推動落實。 

2. 建立便於民眾取得氣候變遷相關資訊管道。  

(1) 建置氣候變遷資訊平台，提供氣候變遷資訊、

文宣、訓練教材及研究成果等資訊。  

(2) 運用各類傳播媒體擴大宣傳效益。  

(3) 定期調查及統計全國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圖像

化揭露排放資訊於網站，促進民眾了解我國溫

室氣體排放狀況。 

3. 提供低碳獎勵及補助措施。 

(1) 獎勵廠商發展低碳產品及揭露產品碳足跡資訊；

推動低碳產品納入政府優先採購機制。  

(2) 各級政府機關應優先推動獎勵或補助措施法制

化，以鼓勵溫室氣體研究、管理與推動績效優

良者。 

(3)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之補助比例及其分配方式，

應適度考量地方政府推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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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串聯中央、地方與民間團體，落實低碳在地行動  

(1) 強化中央與地方政府協力合作，依地方特性制

定成本有效之減量執行策略，推動在地溫室氣

體減量行動。 

(2) 接軌及整合既有策略，落實低碳永續家園。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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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評量指標：109年完成調查全民氣候變遷認知評析；

114 年完備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因應氣候變遷專責

單位及人力。 

2. 結合地方政府及民間量能推廣氣候變遷環境教育。  

(1) 公私部門透過社區營造、在職教育等共同推動

氣候變遷教育，落實減量行動。 

(2) 結合傳播媒介，辦理各類氣候變遷環境教育推

廣活動，增進專業知能傳遞氣候變遷訊息及因

應措施，普及公民參與。 

(3) 補助民間團體舉辦氣候變遷教育推廣活動。  

3. 運用教育體系，培育因應氣候變遷人才，提升全民

認知、技能及行動力 

（七）檢討修正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法規 

1. 評量指標：109 年完成各部門主管機關法規盤點；114

年前完成法規障礙排除及整合運用相關管制及獎勵

工具。 

2. 檢視部門推動之制度障礙，並盤點部門主管法規與溫

室氣體減量相關之管制與獎勵機制。  

3. 研修競合或具關連性法規及命令，以排除制度障礙，

並整合管制及獎勵工具，擴大溫室氣體減量推動作

為。 

（八） 健全氣候變遷減緩財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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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量指標：109 年完成可運用於氣候變遷減緩相關基

金盤點；114 年前完成整合及檢討能源及溫室氣體減

量相關基金之執行成效報告。 

2. 推動法規檢討修訂，盤點能源管理法、石油管理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等法規授權設立之基金來源、用途及

金額，確保資金挹注於推動氣候變遷減緩事項。  

3. 研議溫管法修法擴增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之基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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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預期效益 

完備溫室氣體減量管理相關法規制度及配套措施，透過各

階段管制目標引導、跨部會整合推動、中央與地方協力及產業
與民眾參與，落實各項減量具體行動，加速低碳轉型並促使全

民行為改變，達成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以行動共同實現社

會、經濟、環境之國家永續發展。  

一、 社會永續：強化民眾參與，彙集社會各層面之意見及期望，

透過公眾溝通，建構社會公平之生存環境，確保跨世代衡

平，實現環境正義，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  

二、 經濟永續：推動綠色金融及碳定價機制，促進綠色產業發

展及提升國際競爭力，創造在地就業機會，亦同步帶動科

技創新研發。 

三、 環境永續：落實溫室氣體減量與提升環境品質共同效益，

增進國民健康與福祉，創造健康生活環境，並維護及保護

環境資源，以建構低碳永續家園。  

陸、執行管考 

本「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將透過國家能源、製造、運

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以及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依前述推動方案及行動方案訂
修之「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具體推動落實，且「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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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執行方案」應於前述推動方案及行動方案核定後 1 年內，
經環保署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  

各項方案應每 5 年檢討 1 次，執行所需經費由相關之各級

政府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並視需要成立專責單位推動減量事宜；
各項方案執行之相關機關應定期透過環保署建置之線上平台

填報辦理情形及相關執行成效，環保署應參酌各部門之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每年 9 月 31 日前編寫核定之執行排放管制
成果報告，於每年 12 月 31 日前向行政院報告所彙整之階段管

制目標執行狀況，經檢討未能達成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

目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則應於成果報告核定後 6 個月，

提出改善計畫報行政院核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