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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草案）中區公聽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二、 地點：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4 樓史蒂文生廳 

三、 主席：蔡處長玲儀                           紀錄：張文菖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 

（一） 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草案） 

（二） 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六大部門第二期

推動重點 

七、 出席單位意見：詳如附錄。  

八、 會議結論 

（一） 感謝與會單位所提寶貴意見及相關部會的回應說明，本署將

納入紀錄作為草案修正之參考。  

（二） 本次公聽會意見蒐集至 109年 10月 28 日止，對於第二期階

段管制目標（草案）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仍可透過電

子郵件、傳真或氣候公民對話平臺表達意見，相關資料可至

環保署｢氣候公民對話平臺」(https://www.climatetalks.tw/)，

下載閱覽。 

九、 散會：中午 12時。 
  

https://www.climatetalk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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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現場出席單位發言紀要 

一、 新竹市議員 廖子齊（公聽會意見單詳附錄 3-1） 

（一） 目標保守，若 2025 年或 2030年才增加管制，恐難追上國際減碳趨勢 2050碳中和，

目標訂高才有壓力從現在開始推動高強度轉型。 

（二） 部門減碳策略與第一期大同小異，甚至拿掉水泥業特別處理之第二期目標；台泥現

已提出 2050年碳中和，光靠輔導、補助、鼓勵，不足以驅動產業轉型，勿重蹈第一

期覆轍。 

（三） 碳費過低，與國際上建議的每公噸 50-100美元有落差，現在規劃之費率新台幣 100

元（3.5 美元）其依據為何?外部成本內部化是政府促成業者減碳壓力的政策工具，

請有效的使用。 

（四） 修法無強化支持到地方政府的氣候治理能力，應提供更多專業、具體的方案。 

二、 台灣要健康婆婆媽媽團協會 

（一） 能源部門：無提及相關節能策略。 

（二） 製造部門：不應只看總體，要分析 GDP 的碳密集度以及電力密集度，須以綜合判

斷，應淘汰高排碳密集度產業。 

（三） 運輸部門：柴油車過多無明顯改善。 

（四） 住商部門：期望提出誘因機制協助住商部門減量策略推動。 

（五） 農業部門：不應以農地減少降低排碳量。 

（六） 環境部門：是否有廢棄物減量計畫 

（七） 減碳應依靠能源消費端共同配合，並建立誘因，使消費者自動去選擇較為低碳的消

費方式。 

（八） 政府目前推行碳費或碳稅遇到的困難，在於民眾會覺得多繳稅，以至於不願意負擔。

應該針對污染課稅，且收入應該要回到環境利益受影響的所有人，不應全部用於補

足國家預算支出之行政費用，應要回到稅法內，採所謂的量能課稅原則，而不是用

污染者付費的方式，若採污染者付費，則應補償所有環境受影響的人。 

（九） 碳定價不論是拍賣排放配額部分的收入，還是碳費或碳稅收入，期望可平均回歸至

所有受到環境因素影響的人，藉由降低行政成本，並利用現有制度來退還金額給人

民，可利用全民健保制度，藉由減少保費金額，相信民眾應該會更加支持碳定價制

度，加速溫管法修法之推動。 

（十） 不論是台電或賣電給台電之業者，電費皆未加入外部成本，若以現行電費利潤計算，

則可藉由多發電以獲取更多利潤，利潤的計算方式導致無法節能減碳，電費受到國

家價格管制之下，可能使其為壓低成本而優先選擇燃煤、次之為燃氣。 

（十一） 現今電廠通常使用老舊的燃煤設備，因電廠設立時其使用年限為二十年或三十年而

建置，國家為保障投資商有獲利，以致於燃煤電廠不更新設備，能源部門應對此情

況建立誘因，例如少發電會有經濟誘因、更新設備會有經濟誘因，最根本是燃煤發

電外部成本一定要內部化，否則將使電廠持續優先使用燃煤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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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天碩電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能源部門：能源局多為供給端策略推動，後續需從管理面著手，並增加綠色競爭力

以提升綠色商機。 

（二） 製造部門：應加強推動綠色工廠之國家標準。 

（三） 運輸部門：塞車問題可參考北京相關研究，交通部應要和各縣市溝通，推動公車 10

公里免費政策，多給予大眾運輸補貼。 

（四） 住商部門：推廣綠色醫院和旅館，公部門需聯手推動。 

（五） 農業部門：碳排放是否計算錯誤?自動化下電力使用增加，造成碳排放增加，但碳排

放不僅有電力因素，於人力減少下，碳排放亦會下降。 

（六） 修法建議運用棒子和蘿蔔並行（懲罰和獎勵），若執行減量策略有益處將有誘因促使

企業執行；另外部份企業則是想執行但卻無頭緒進行，建議政府成立輔導單位輔助

企業。 

四、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公聽會意見單詳附錄 3-2） 

（一） 目前與基準年（2005 年）比較，僅製造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不減反增 3%，而製造

部門又占全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約 50%，為達到 2030 年溫室氣體減量 20%的關鍵

部門，然成效卻最差。於第二期目標下，製造部門僅較基準年降 0.22%，推動綠電

的大量採用才是解決之道，目前製造部門廠區的太陽能及節能建築都只有極少數企

業在推動，用電大戶使用綠電的政策也一再受到抗拒。 

（二） 溫管法已實施五年，第一階段目標即將結束，碳稅、碳費、碳交易都仍在觀望，碳

費規劃也以超低價收費，變相補貼高排碳產業。  

（三） 運輸部門過去的公共運輸及電動化進度太慢，導致溫室氣體減量效果落後，且目前

政府仍再補助中國進口的大客車。 

（四） 住商部門在屋頂型太陽能推動仍有待努力，亦缺乏既有建築的節能改造，且綠建築

節能幅度亦不足。 

（五） 農業部門對農業廢棄物轉為生質能仍有待努力。 

（六） 針對綠色金融、綠色稅制（包括碳稅）等，應從大架構下整個市場面去看，做有效

且宏觀的評估和政策，應需有統籌的政府單位。 

五、 中華國際地球環保協會（公聽會意見單詳附錄 3-3） 

（一） 減量目標是否有設逐年查核點，若未達成是否有因應措施。 

（二） 電動車的推動是否有產業轉型配套措施，以利目標達成。 

（三） 會議辦理需提早 15-10天前公告，且希望能報名時備註需要紙本，請相關單位提供。 

六、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中分會（公聽會意見單詳附錄 3-4） 

（一） 針對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草案： 

1. 目前對未來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值太低，應在 2050年減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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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溫管法的主管機關是環保署，權責不足，使得各部會在減排上不夠積極，應修

法提升溫管法位階至氣候變遷法或成立專責部門，積極面對氣候緊急狀態。 

3. 未見各部門更細部減量策略做法，建議未來應針對減量措施在召開公聽會討論。 

4. 目前正在研擬課徵碳費的部分，希望能加速討論與施行的期程。 

（二） 能源部門： 

1. 目前再生能源的設置預達 2025年將面臨困難，尤其很多風電、光電的案場設置上，

一直出現爭議，雖然報告中有強調未來在設置上會兼顧生態保育及環境永續，但目

前的現況是環社檢核機制一直無法落實，案廠的設置直接破壞環境生態，這樣的狀

況還要持續多久? 

2. 能源轉型在 2025 年後的各能配置目標一直未見，這部分影響未來減量目標甚鉅，希

望能盡早看到這部分的討論規劃。 

（三） 運輸部門： 

1. 推廣電動車具為運輸部門減碳上重要措施，但卻未見對在地運具電動化產業的有效

扶植政策，尤其在近幾年大量補助電動工具運輸車輛，可是補助金大多是進到中國，

因為目前臺灣在自製電動車的技術上還不夠成熟，到底電動大型車產業在臺灣要如

何發展? 

2. 希望交通部能加速修法，讓老舊柴油引擎可更換，無論是更換碳排放較低的五、六

期引擎或是直接改電動化，會有助於國內大型運具電動化產業的發展，並可同時帶

動儲能設備的發展進程。 

3. 機車占公路系統中，各類運輸的排放第三名，但在電動機車的補助上卻是在走回頭

路，像是禁售燃油機車的政策取消施行，以及今年度燃油機車也納入補助，將導致

在 10年 20年後，這些燃油機車一樣要面對被汰換的窘境。 

七、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一） 目前排碳標準，容易因產業變化而有所變動，應能以單位產品排放擬定相關目標來

進行管制，對於產業發展較為健全。 

（二） 製造業之汽電共生廠，是歸屬於能源部門還是製造部門?需待釐清，對於業者比較有

具體目標。 

（三） 碳費徵收後在基金規劃部份，如以鼓勵方式會更有效，像是減稅，希冀多以正面鼓

勵方式，業者會更努力執行。 

（四） 政府徵收基金相當多元，未來如再加上碳費，業者承受相當高比例的徵收，這方面

有沒有財政衝擊的制度規劃，後續希冀能更多討論，朝向稅費統一，對於基金運用

比較合理。 

八、 爭好氣聯盟（公聽會意見單詳附錄 3-5） 

（一） 應加嚴 2030年目標，然後以 2050年淨零碳排為目標，規劃減碳與減煤路徑。 

（二） 課徵碳費力度須加強，否則沒有經濟誘因減碳，金額至少訂為 50 美元/噸，也就是

約 1500台幣/噸。 

（三） 溫管法位階提升至氣候變遷法，否則環保署沒有權限要求部會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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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前瞻二階經費應提撥經費補助溫管法內各部會減碳計畫。 

（五） 溫管法各部會不達標準時，應以預算控管，作為不達標下處罰機制之一，也就是會

刪減該部會之次年度預算。 

（六） 溫管法之設立監管機構，以民間團體與利害關係人為主要成員，滾動式檢討部會績

效。 

九、 環鑫永續發展顧問有限公司（公聽會意見單詳附錄 3-6） 

（一） 建議環保署在相關減碳跟減少空氣污染的政策宣導上，應將兩者分開討論。CO2 不

是污染，且追求的是碳中和，相關減量的努力效果，正相關程度約只有 25%~35%。 

（二） 碳稅不應該取代碳交易市場 

1. 關於行政院草案裡的碳權交易所，草案裡面只有列碳稅，沒有把碳權交易所列入考

量，據了解，碳權交易所是用在大排放源，碳稅是用在小排放源，在國際上，只有

雙方同時交互使用之下，才能達到減碳的最大效用。 

2. 課碳稅只是外部成本內部化，無法提供節能減碳的誘因。 

3. 目前修法草案內僅有列碳稅，且基金使用亦僅有列在未來廠商補助，若碳稅沒有每

年檢視，且不斷提高，節能減碳勢必停滯。 

（三） 會計師界必須充分配合，因為碳稅課徵依據憲法規定，必須為經過國家考試及格的

專業人員，且未來財務報表必須有相關會計處理及揭露，實非大多數為商學背景的

會計師能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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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書面意見及網路意見 

一、 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公聽會意見單詳附錄 3-7） 

製造部門自 94 年推動產業自主減量，各行業對減碳工作之執行不遺餘力，較經

濟可行之減碳技術已逐漸用罄，由此可知，若開徵碳費（稅），對率先致力於減

碳之產業而言，恐無法在大幅減碳，故建請貴署說明徵收碳費（稅）何以具經

濟誘因，非財政工具，且能以務實方式達到減碳與產業永續發展。 

二、 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公聽會意見單詳附錄 3-8） 

（一） 本產業認同未來採行碳權機制，惟在碳權的制訂上應採與國際接軌的方式實施。 

1. 碳權的定價，應參考各國人均所得，而予以制定出相對合理之價格，我國之訂價就

應以與我國人均所得相似之國家為參考而定價。 

2. 而在參照歐盟碳權機制下暨制訂出合理之碳價，民眾只要依此碳價繳納碳費（稅），

就不該再有何謂罰則、罰款的不合理規定。 

（二） 我們也了解到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標，不管是政府、企業或是民間團體，大家都是為

了這個地球更好而努力，但是我們也發現到，大家表達面臨到非常嚴峻的挑戰，其

原因就好比一個成績原本只有 30分的學生，今天要他提升改善成績，在初期似乎能

快速成長，但隨著學生的成績進階到 80 分後，未來要再成長的空間就會越來越艱

難。同樣地，企業一旦開始著手改善，每次一定都會以最大效益改善為目標，但隨

著企業的精進，改善的空間將會越來越嚴峻，希望未來目標的規劃能參考與我國經

濟型態、人均所得、人口結構盡量接近的國家作為檢討的依據及參考。 

（三） 同時在會議中發現到，不管來自政府部門、民間團體或是各行各業，大家都再充分

表達自己所面臨的嚴峻，唯獨缺乏一個統籌整合的領導單位。我們誠摯的請求環保

署能當領頭羊，將大家所面臨的嚴峻統籌做一個完整的規劃及執行，讓未來的溫室

氣體減量可以將功能發揮到最大效益。 

三、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公聽會意見單詳附錄 3-9） 

（一） 對於製造部門碳排減量，先緩後急的趨勢是不太實際的，敝公司在臺灣僅有一個廠

區，直接排放大於 2.5 萬噸二氧化碳，但減碳措施皆是集團式改善，例如：燃油鍋

爐改天然氣，民國 101~103 年間完成所有廠區的汰換（六個廠），同時成就大部份的

減碳成績。到後期來說，目前也努力於高效能馬達汰換，變頻機組等，但成果不如

燃油改天然氣高，說明減碳的難度越來越高，國家目標對於製造業是矛盾的。 

（二） 有關碳稅，如為國家趨勢，產業當然配合，但希望公平，大家一起繳費，若只針對

排放大戶，在橡膠業來說，國內僅敝公司達直接排放 2.5 萬噸門檻，實在不公平，

可採隨燃料徵收應較公平，使用者付費，例如：汽機車燃料稅就應隨油徵收。 

（三） 碳稅費率，若要參考國外費率，是否可參考國民所得較為相近的國家為參考費率。 

四、 鉅舵顧問有限公司（公聽會意見單詳附錄 3-10） 

（一） 能源配比不變，但再生能源進度緩慢，綠能屋頂成效不彰，未見綠能精進實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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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規劃各項政策結合民眾自主碳中和，進而鼓勵各種抵換專案產生。 

（三） 用電大戶條款後續可逐步下放至 2000kw、800kw。 

（四） 住商部門、機關學校設定減碳目標並進行盤查。 

五、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一） 碳費徵收較財政減稅效果差，但政府僅有徵收碳費，卻未見政府進行跨部會協商，

提出具體且多元減稅配套措施，不符產業期待，建請政府部門積極辦理，以維護業

者權益。  

（二） 現行政府規劃或已徵收基金，如石油基金、空污基金、水（海）污基金、土污基金

等，若再增收碳費，將嚴重削減各產業國際競爭力，另後續規劃徵收碳費總額預估

遠高於空污費總額，顯然不盡合理，建議政府應整合各項稅費並統籌運用，以免影

響國內業者投資意願，進而影響國民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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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各單位公聽會意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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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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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會議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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