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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草案）意見徵詢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5 年 11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分 

二、 地點：文化大學大新館 4 樓數位演講廳 

   （臺北市延平南路 127號） 

三、 主席：黃簡任技正兼副執行秘書偉鳴          記錄：張原道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會議報告：（略） 

七、 出席單位意見 

（一）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粘麗玉主任 

1. 「參、基本原則」第 3 點為推動綠色金融及碳定價機制，

惟本行動綱領目標為溫室氣體減量，為何需再提及金融、
交易制度與經濟誘因，是要買賣或管制溫室氣體？為避免

混淆焦點，建議修改文字。 

2. 「參、基本原則」第 5 點提及個案開發，是否應考量檢討
每一個個案？如目前石化業仍存在相當大之檢討空間，尤

其是六輕；台電林口、大潭發電廠已有相當減量成效，然

臺中火力發電廠應尚有努力空間。 

3. 我國應建立一套國內作法，建議更嚴格訂定標準，以爭取

被國際重視及認可機會。 

4. 行動綱領涉及眾多部會，建議應整合各部會意見，降低歧
異度，俾利推動後續政策作為。 

5. 「伍、後續推動」建議納入健康政策及維護環境內容。 

（二）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環境保護處 林景庸組長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溫管法）內容偏重溫室

氣體排放之減量與管理，現依照溫管法第 9 條所擬訂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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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綱領將調適工作納入「肆、政策內涵」；然我國目前已制
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並由行政院永續會督辦，

未來針對調適工作執行上應以何者為優先，建議於本行動

綱領中明確釐清。 

（三）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許俊美理事長 

1. 行政院層級的行動綱領，應該是全民動員，從學校教育、

生活教育就要開始，而非僅從環保面向去談，應從日常生
活進行節能減碳。建議可從市區著手，應會有良好成效。 

2. 建議「壹、前言」應予調整，以引起全國重視，達成全民

運動。 

3. 針對「『肆、政策內涵』二、溫室氣體減緩（四）」之意見： 

(1) 既有建築物的效能分級、促進及改善的獎勵措施，

如何從行政院、立法院著手，建築師亦可基於此立
場予以協助。建築物溫室氣體減量已有規範，但 90%

舊有建築物仍無法處理，應列為全民的重大課題。 

(2) 對於建構低碳城市生活圈、都市綠化、推動人行步
道、市區騎樓、違章建築等問題，不應僅有臺北市

落實，更應思考地方政府如何處理此問題，亦應思

考如何從建築管理、民眾立場著手。 

（四） 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協會 洪申翰副秘書長 

1. 目前行動綱領僅列原則性文字，無具體作為及行動方案，

「能源發展綱領」雖亦以此方式呈現，但其另有一份「能
源轉型白皮書」敘明行動方案。行動綱領內所提後續的行

動方案是包含所有環節都有行動方案？  

2. 請釐清本行動綱領與「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之位

階問題。 

3. 倘推動政策遇到結構性的問題，或遭遇跨部會爭議時，該

如何利用此綱領以解決問題及爭議？期本行動綱領能強化
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以解決問題。 

4. 建議納入政府運作機制檢視與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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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博達研究服務有限公司 李昱博先生 

1. 本行動綱領納入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兩大面向，

但兩者存在矛盾及衝突問題，建議於綱領內闡述面對兩者

產生衝突之評價及解決機制。 

2. 建議於行動綱領建構跨部會合作機制，另調適方案之授權

建議明確化。 

3. 「參、基本原則」提及民眾參與的部分，但政策內涵中並
未述及，而民眾參與、政策公開及透明化等都是近年來密

切關注的議題，建議調整內容。 

（六） 財團法人綠色和平基金會 蔡絲婷專案主任 

本行動綱領政策內涵共有 14 個面向，但無優先順序及具體

執行時間，且內容中只提及西元 2050年的長程目標，建議

增加中短期目標。 

（七） 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 陳瑜芳組員 

「參、基本原則」提及綠色金融與碳定價機制，但後續的

政策內涵卻無提及，建議可以納入。 

八、 會議結論 

（一） 感謝與會單位所提寶貴意見，本署將納入紀錄作為草案修

正之參考，後續將會商相關部會確認後，報請行政院核定。 

（二） 倘對於草案有任何意見，請於 105 年 11 月 23日前提供書

面意見或 Email 至 ichchen@epa.gov.tw，本署彙整各界意見

後，將於本署溫管法專區網站
(http://www.epa.gov.tw/mp.asp?mp=ghgact)中提供意見處理

情形。 

九、 散會：上午 11時 10 分。

http://www.epa.gov.tw/mp.asp?mp=ghg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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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書面意見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處 涂鏡松技士 

1. 「『肆、政策內涵』一、氣候變遷調適（三）」：第 3 點為兼

顧人民福祉與水資源運用，建議修正為「推動流域綜合治理，
確保流域內生產、生活與生態之水資源永續與平衡」。 

2. 「『肆、政策內涵』二、溫室氣體減緩（五）」：第 2 點為兼

顧各類再生能源，例如微水利發電設施與太陽光電，建議修
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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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 陳瑜芳組員 

1. 本行動綱領內容簡要，涵蓋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緩面

之策略甚為完整，惟依據「參、基本原則」對應「肆、政策

內涵」似有部分缺漏，例如：基本原則第 9 及 10 點促進國
際交流及民眾宣導於政策內涵卻未提到，建請斟酌加入。 

2. 有關溫室氣體減緩可透過碳揭露等資訊公開方式，建議可納

入各部門中。 

（三）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林芳玲聘用研究員 

1. 「貳、願景及目標」其目標第 1 點之調適能力認定有無國

外經驗可參考、該如何認定及目標如何設定？ 

2. 「『肆、政策內涵』二、溫室氣體減緩（六）」：第 1 點建議

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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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動綱領是否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連結。 

（四） 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 施美如小姐 

1. 「『肆、政策內涵』二、溫室氣體減緩（一）」：第 1 點之提
高綠能發電占比部分，建議納入發電占比數值、策略及目

標期程。 

2. 「『肆、政策內涵』二、溫室氣體減緩（二）」：第 1 點請說
明「綠色低碳企業」、「綠能產業」及「提升產品之國際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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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三者之相關性；若國際貿易仍以商品價格取勝，環
境績效非主要考量因素，業者投資低碳製程或設備使成本

增加，可能不利出口時，試問此衝擊政府因應策略為何？ 

3.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與「能源發展綱領」兩者
之相關性及如何相互配合？ 

（五）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蔡育仁先生 

1. 「『肆、政策內涵』一、氣候變遷調適（三）」：除原本 3點
外，建議加入第 4 點「推動多元化水資源開發，兼顧傳統

水源與新興水源（再生水、海淡水）的建設」。 

2. 「『肆、政策內涵』二、溫室氣體減緩」：通常“減緩”二
字是用在風險或威脅減緩，想要表達的是氣候變遷“調適”

與“減緩”，是否將「二、溫室氣體減緩」改成「二、氣

候變遷減緩」，以對應「一、氣候變遷調適」。 

3. 「『肆、政策內涵』二、溫室氣體減緩（二）」：第 2 點應協

助提供相對應的策略（例如投資補助金…），以提升產業投

資減量措施的意願。建議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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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肆、政策內涵』二、溫室氣體減緩（三）」：綠色運輸範

疇應包含空、水與陸地，建議第 3 點不要僅明列車輛能效，
應將航運與水運一併納入，建議修正為「提升運輸系統能

源使用效率及運輸工具效率」。 

（六） 中華綠色產業發展協會 許良光先生 

1. 臺灣是個地理條件獨特，又缺乏天然資源的海島國家，面

對日愈嚴峻的氣候變遷，應該把它和水的安全、糧食安全、

能源安全等都視為國家安全議題，嚴肅的去面對、處理！ 

2. 面對日愈嚴峻的急遽氣候變遷問題，研擬可行的因應行動

方案，只是消極、被動的作為。另外興利除弊，大家都比

較歡迎興利，所以是否可以有更積極的正向思考、論述：
以臺灣所面對的急遽氣候變遷的嚴峻挑戰，是否可以善用、

整合臺灣既有累積的產、學、研資源和經驗，一方面解決

臺灣自己所將面對的生存挑戰問題；另一方面則同時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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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累積各種因應氣候急遽變遷所產生的各方面問題之
整體解決方案（技術+產品+服務），向有需要的國家、地區

輸出，創造臺灣經濟發展的一個新亮點？ 

3. 氣候變遷問題的面對和解決，所可能涉及的層面非常廣泛，
很多方面都需要跨領域資源的整合、政府跨部門間的協調

及中央與地方的密切合作，絕非環保署一個部會所能承擔、

勝任，因此： 

(1) 應該要在行政院底下有一個常設的因應氣候變遷指導

小組，這個小組至少須由副院長以上的人親自擔任召集

人，各相關部會（包括環保署、科技部、經濟部、財政
部、內政部、衛福部等）的部（署）長（主委）為小組

基本委員，每季開會檢討暨研擬因應對策，才能有效的

整合各方面的資源暨落實相關的政策措施，朝所設定的
目標發展。 

(2) 應比照全國科技會議會或 SRB會議，至少每 2 年召開 1

次全國性的因應氣候變遷策略會議，邀集產、學、研及
政府相關部門等各界專家代表，定期檢視臺灣當前所面

對的最關鍵的氣候變遷相關課題、所曾採行的相關措施

及行動方案之具體成效等，並討論擬定後續的因應策略
與行動計畫。 

4. 只有一個西元 2050 年的長期目標，感覺上是在打高空，不

切實際！應該還要有短期（如西元 2020 年）、中期（西元
2030 年）的具體目標可供檢視，以便適時調整、補強行動

綱領。 

（七） 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倪茂庭助理研究員 

1. 「貳、願景及目標」僅提及「健全調適能力…」，減緩的內

涵似非重點？ 

2. 「參、基本原則」第 2 點雖一再提到公眾參與，並有定期
檢討，但根據溫管法第 9 條第 1 項，並未有如其他像階段

管制目標（溫管法第 11條第 1項、第 2 項）等，明文有公

聽會的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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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基本原則」第 5 點內容「應逐步將氣候變遷『衝擊』」
應修正或加入「減緩」字樣。 

（八） 山水國際建築設計工作室 許先生 

「『肆、政策內涵』二、溫室氣體減緩（四）」：其名稱建議
修正為「建構永續與低碳生活圈」，當中第 2點則修正為「推

動城市綠化植林，建構低碳生態城市生活圈」。 

（九）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法規會 

「伍、後續推動」建議補充每 5 年訂定階段管制目標之機

關。 

（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方案整合辦公室 

1. 本綱領係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授權訂定，政策內

涵包括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緩等 2 大項。而有關調

適部分，國家發展委員會（前經建會）於 101 年 6 月業提
出「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且相關策略與落實方案

更為詳細。未來各相關權責單位究依何綱領為據？ 

2. 「『肆、政策內涵』二、溫室氣體減緩」：提列 6 大推動面
向及相關措施，但因減緩措施多元，難免有遺漏者（如減

量技術的研發與推動、碳捕捉封存、民眾參與及教育宣傳

等），故建議更全面檢視或授權方式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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