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討論案一】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 

作業準則」草案 

溫減管理室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5 年 4 月 6 日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諮詢委員會 

105年度第1次委員會議 



簡報大綱 

壹、前言 

貳、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 

作業準則(草案)逐條說明 

叁、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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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壹 

法源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溫管法）第11條 

階段管制目標以五年為一階段，其目標及管制方式之準則，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邀集學者、專家及
民間團體組成諮詢委員會定之。 

各階段管制目標應依前項之訂定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並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送行政院
核定。 

各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階段外，應於下一階段排放期開始前
二年提出。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諮詢委員會)

任務為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準則訂修
之諮詢，本署爰初擬「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
式作業準則(草案) 」(以下簡稱作業準則)，提供委員參考，並
作為討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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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準則(草案)研議過程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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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0月22日 

• 籌組「階段管制目標諮詢委員
會」專家諮詢會 

• 邀集專家學者及經濟部能源局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營建署
、交通部運研所、行政院農委
會等部會代表參與 

104年12月29日 

• 「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
方式作業準則」(草案)

專家諮詢會 

104年12月2日 

• 「階段管制目標諮詢委員會設置
要點」草案暨「階段管制目標及
管制方式作業準則」(草案)部會
研商會 

• 國發會、經濟部能源局、工業局
、內政部、交通部、行政院農委
會等部會參與 

105年2月3日 

• 「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
準則」(草案)專家諮詢會 

• 邀集專家學者、經濟部能源局、
工業局、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
運研所、行政院農委會等部會代
表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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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準則草案，共計14條。 

法源依據 

階段管制目標各階段之期程 

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考量原則 

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中之階段管制目標應包含內容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階段管制目標之訂修所提送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階段管制目標之衝擊影響評估 

階段管制目標訂定之程序 

中央主管機關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評量指標 

階段管制目標之檢討調整機制 

向諮詢委員會報告及諮詢之規定 

作業準則(草案)架構 

8 

9 

10 

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之檢視方式 

未達成階段管制目標之改善方式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檢討修正相關法規、獎勵辦法 

14 明定施行日期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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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準則(草案)逐條說明 

草案名稱：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準則 

條文 說明 

  本準則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法源依據。 

條文 說明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以下簡稱階段管制目標）以
五年為一階段，第一階段係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起至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止，後續各階段以此類推。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明定階段管
制目標各階段之期程。 

貳 

第一條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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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條文 說明 

  各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朝向達成本法第四條之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
量目標，考量原則如下： 

一、應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兼顧 
  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成本效益，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氣候變遷科學知識與相關科技，包含國內對於氣候變遷相關科技之應用
性及可行性。 

四、經濟與產業發展現況，包括對經濟及產業競爭力的可能衝擊。 

五、財政現況，包括對稅收、公共開支及政府舉債的可能衝擊。 

六、社會現況，包括對低收入家庭或個人支付能源使用費用的可能衝擊。 

七、能源政策，包括能源基礎設施建置、能源價格、低碳能源選項等因素對
穩定供應能源之可能衝擊。 

八、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之施行情形。 

九、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原則。 

階段管制目
標之訂定考
量原則。 

貳 作業準則(草案)逐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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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條文 說明 

  中央主管機關擬定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之階段管制目標，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訂定國家及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該階段倘
規劃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時，應明定核配額
中屬配售額之比例。 

  前項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中，能源部門應
明定公用事業減量責任，其階段管制目標得扣
除公用事業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
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 

一、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明定溫室
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中之階段管制目標
應包含內容。 

二、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下： 

(一)能源部門：經濟部。 

(二)製造部門：經濟部。 

(三)運輸部門：交通部。 

(四)住商部門：內政部、經濟部。 

(五)農業部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六)廢棄物部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貳 作業準則(草案)逐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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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條文 說明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考量第三條所列原則，確認國家溫室氣
體排放趨勢推估原則及參數，並進行溫室氣
體排放趨勢推估及情境分析。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階段管制
目標之訂修，提出各部門溫室氣體減量情境
與減量貢獻估算。 

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階段管制
目標之訂修所提送資訊。 

二、第一項分析資訊包括以下項目： 

(一)年平均經濟成長率。 

(二)人口結構變化。 

(三)各式能源價格預測。 

(四)各部門下各產業之產值、附加價值率 

  及能源需求。 

(五)各部門產業能源效率提升率。 

(六)未來產業結構調整方向。 

(七)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及吸收量。 

(八)各部門減量成本。 

(九)各類型能源開發目標。 

(十)各部門之能源節約量與各減量措施之 

  溫室氣體減量成效估算。 

貳 作業準則(草案)逐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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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條文 說明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訂定階段管制目標時，應進行階段管制目標對
於經濟、能源、環境、社會等面向之衝擊影響
評估。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所屬部門進行
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及其因應作為之衝擊影響
評估，提送中央主管機關彙整及綜合評估。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進行階段管制目標之衝擊影響評估。 

貳 作業準則(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準則會商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訂定各階段管制目標時，應經公
聽會公開徵詢意見。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有關機關應於前項
公聽會前，以書面或公告方式公布於機關網
站，公開徵詢意見，民眾得以網際網路之方
式表達意見。  

一、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明定階
段管制目標訂定之程序。 

二、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向公眾加強宣傳及溝通事宜，宣
導內容應搭配長期產業政策方向與新
技術的引進，提升產業與民眾認知，
以凝聚各階段管制目標之共識。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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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條文 說明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每年彙整
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
狀況時，應先依前一年能源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
量統計資料進行初步檢視，再於隔年依本法第十三
條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之統計結果，檢視階段管
制目標達成情形。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施行後，應於前項階段管制
目標執行狀況中說明國外排放額度取得情形。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各階段管制期間結束後第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向行政院報告前一階段之達
成情形。 

一、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之檢視   
    方式。 
二、參考英國碳預算制度中分為交

易部門及非交易部門兩大類，
其中交易部門得包含來自境外
的排放額度。 

三、我國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
規定之國外排放額度開放認可
準則，認定取得之國外排放額
度。 

貳 作業準則(草案)逐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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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條文 說明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每年提出部門別階段管制
目標執行狀況，未能達成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者，應提
出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改善計畫。 

  前項改善計畫，能源部門應包括公用事業提供排放
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溫室氣體之改善規劃，並
以電力排放係數為評量指標；其他部門應考量減碳技術
發展情形並至少包括具體可行之減量措施，如提升能源
效率、使用潔淨能源及其他等減量措施。 

未達成階段管制目標之改善方
式。 

貳 作業準則(草案)逐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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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為達成階段管制目標，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
本法第五條第三項政府相關法律與政策之規劃管理原則，
檢討修正相關法規及檢視獎勵辦法等配套措施。 

為達成階段管制目標，明定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檢討修
正相關法規、獎勵辦法等配套
措施。 
 

第十條 



第十一條 
條文 說明 

  為利評估及檢視第三條考量原則之內容、國家階段管制目標及
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執行情形，中央主管機關得會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評量指標，並納入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中央主管機關得會商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訂定評量指標，以
利評估及檢視各部門
階段管制目標之執行
情形。 

貳 作業準則(草案)逐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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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認有下列項目重大
變遷狀況時，得提出階段管制目標之調整建議，並送行政院核定後
修正。  

一、氣候變遷科學知識與相關科技。 
二、經濟與產業發展現況。 
三、財政與社會現況。 
四、能源政策。 
五、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 

階段管制目標之檢討
調整機制。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條文 說明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準則之訂修過程中，向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諮詢委員會進行報告及諮
詢。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明
定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諮詢委
員會諮詢。 

條文 說明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施行日期 

貳 作業準則(草案)逐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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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作業準則草案初稿交付委員會討論徵詢意見後，將再
依委員意見進行修正；經諮詢委員會確認定稿後，即
依法規作業程序，辦理草案預告及公聽研商會議，後
續由本署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發布。 

依溫管法第11條規定，階段管制目標須依本作業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並
經召開公聽會程序後，送行政院核定。而溫管法第9條
所定「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亦需包括階段管制
目標；期能於今(105)年完成作業準則訂定發布事宜，
俾利推動後續配套制度。 

關於本作業準則(草案)之妥適性及完備性等，敬請委
員不吝指導。 

 

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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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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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排放結構 - 2013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占比 

 我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之成長趨勢，從西元1990年136.18百萬公噸二氧化碳
當量（不包括二氧化碳吸收量），上升至2013年284.51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
量（不包括二氧化碳吸收量），約計成長108.93%。 

 若按照氣體別而言(2013年)，二氧化碳(CO2)為我國所排放溫室氣體中最大宗
，約占94.77%，其次分別為：甲烷(CH4) 2.08%、氧化亞氮(N2O) 1.61%、 

六氟化硫(SF6) 0.61%、氫氟碳化物(HFCs) 0.34%、全氟碳化物(PFCs) 0.33%

、三氟化氮(NF3) 0.26%。 

能源部門 

•燃料燃燒
92.39% 

•工業製程和生產
使用部門7.59% 

•農業部門0.02% 

•廢棄物0.002% 

 

         

•CO2為最大宗，其次為 

CH4、N2O、SF6、HFCs、
PFCs 、 NF3。 

•CO2 約占溫室氣體總量 

94.77 %，其中約 92.39%

來自能源部門燃料燃燒
排放 。 

2013年各類溫室氣體排放占比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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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排放結構 - 溫室氣體清冊 

資料來源：2015年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清冊報告 (2016/02) 

http://unfccc.saveoursky.org.tw/2015nir/tw_nir.php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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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排放結構 - 溫管法部門別排放趨勢 
 根據溫管法部門分類，將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區分為能源、製造、運輸、住商

及農業等五部門，另新增溫管法尚未納入的廢棄物部門。 

 國內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近年來大致呈現平緩趨勢，其中： 

• 能源部門增加226.48%，年平均成長率為4.73%；工業部門增加64.72%，年平均成長率1.98%； 

運輸部門增加75.49%，年平均成長率2.20%；住商部門增加15.69%，年平均成長率0.56%； 

農業部門減少43.81%，年平均成長率-2.36%；廢棄物部門減少50.95%，年平均成長率-3.14% ；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5年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清冊報告」(105年2月)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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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排放結構 - 燃料燃燒CO2排放量趨勢 

我國2014年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量較2013年微幅增加約0.78%，仍低

於2007年高峰值。二氧化碳排放密集度自2007年的0.0204kg CO2/元降

至2014年的0.0162kg CO2/元，顯示政府節能減碳政策與宣傳發揮成效，

讓經濟成長與溫室氣體排放呈現相對脫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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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能源總署(IEA)指出2050年大氣維持450ppmCO2eq濃度的目標下： 

• 各部門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貢獻，以電力部門最大(39%)，其次由高至低
依序為工業部門(21%)與運輸部門(20%)、建築(住宅與服務業)部門(12%)、其
他(8%)。 

Ref: IEA,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2015. 

國際減緩策略 - IEA觀點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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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減緩策略 - IEA觀點 

• 2050年大氣維持450ppmCO2eq濃度的目標下，減量技術以能源使用效率
(38%)占比最大，其次為再生能源(30%)、其餘由高至低依序為碳捕存
(13%)、燃料轉換(10%)、核能(8%)、發電效率提昇與燃料轉換(1%)。 

Ref: IEA,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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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減緩策略 - IEA觀點 

國際能源總署(IEA)提出了銜接(bridging)策略，促使全球能源
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在2020年達到峰值。實現近期排放峰值
的承諾，傳遞清晰的訊息，即控制2℃溫升目標的政治決心。 

銜接情境
Bridge 

Scenario 

提高工業、建築和交通運輸業的效能。 

減少油氣生產過程中的甲烷排放 

到2030年逐步淘汰對終端用戶的化石燃料補貼。 

逐步淘汰最低效率的燃煤電廠和禁止新的建設。 

將電力行業中對可再生能源技術的投資從2014年
的2700億美元增加到2030年的4000億美元。 

這些措施將對全球
能源結構帶來深遠
影響，將抑制未來
五年石油和煤炭消
費的成長，並進一
步促進可再生能源
使用。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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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減緩策略 - IEA觀點 

 IEA分析顯示2012年能源行業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的三分之二左右
，表明各類創新的清潔能源技術有必要實施低碳化，方可達成控
制全球增溫於2°C以內的情景。 

 

 

Ref: IEA,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2015. 

供暖和制冷系统的低碳化 

• 再生能源承擔供暖和制冷需求的40%以上。與供暖和制冷相關

的直接和間接CO2排放到2050年時會降低三分之一以上。 

電力供應低碳化和電力利用效率 

• 改善電力利用效率能夠貢獻累計減排量的12%，也能通過減少

電力行業的產能和投資需求降低成本。 

低碳電力供應方案取代化石燃料電廠 

• CCS能夠在利用化石資源的同時為CO2減排目標做出貢獻；

2014年首配有CO2捕集設施的商業規模燃煤電廠的運行已成為

CCS技術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清潔能
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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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AR5各部門減緩策略與措施 

能源部門 

交通運輸 

部門 

建築部門 工業部門 

農、林業與 

其他部門 

 運輸燃料的降低、能
源效率和運具性能提
升 

 降低或減少能源碳密
集度 

 導向新基礎建設與都
市再開發投資的措施 

 發電的去碳化、部屬再生
能源技術、提升核電使用 

 高效率的複循環或汽電共
生電廠 

 使用CCS與BECCS 技術 

 造林、永續森林管理
和減少森林砍伐 

 農田、牧地管理和有
機土壤的恢復 

 生質能源可扮演減緩
角色，如改進爐具和
沼氣與生質電力 

 提升溫室氣體排放效
率和非CO2溫室氣體
減緩機會 

 轉向低碳電力、新工
業製程、激進的產品
創新或CCS 

 廢棄物管理措施：廢
棄物減量、再利用等 

 新建築適用極低能源
使用建築標準  

 設建築法規與電器設
備標準 

 極低能源使用的新建
築與改造舊有建築具
有經濟上的吸引力 

IPCC AR5 

各部門主要
減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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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碳定價資訊 

碳定價領導聯盟(Carbon Pricing Leadership Coalition)：超過19個政府組織及將近90家企業
及NGO於COP21大會第一天正式成立，旨在全球各地強化與增加碳定價的機制。 

碳定價領導主要參與者 

德國 法國 墨西哥 智利 加州 世界自然基金會 

全球已有超過40國
及23個城市或地區
已實施碳定價制度
，占G20之GDP達
89%，以及75%的
全球GDP 

 德國，挪威，瑞典
，瑞士和世界銀行
宣佈將投入5億美元
以協助各國採用碳
定價機制。 

 企業經營角度：碳
排放較低的企業將
具備更佳的競爭優
勢，目前已超過
1,000家以上的企業
投入碳定價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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