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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製造部門行動方案執行狀況 

製造部門行動方案共有 13 項推動策略、30 項具體措施，執行單

位含括經濟部(工業局、能源局、國營會、中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

管理處)、環保署與科技部。30 項具體措施中，實質減量有 13 項，

由經濟部執行；能力建構有 17 項，由經濟部、環保署與科技部共同

執行。 

在實質減量部分，主要措施包括節能減碳技術輔導、能源管理、

製程改善、設備汰換、轉換低碳燃料(如燃煤、燃油轉換為天然氣或

生質能)及推動區域能資源整合。109 年完成 697 家工廠節能減碳技

術服務、214 家工廠製程改善與設備汰換、18 家產業園區能資源鏈

結推動、437 家工廠低碳燃料轉換等輔導，並協助業者進行鍋爐改善，

促進 43 家工廠導入智慧化能源管理應用，109 年措施總減碳量為 1.7

百萬公噸 CO2e。 

在能力建構部分，主要措施包括盤點產業減碳潛力與成本、導入

環境化設計與綠色供應鏈概念、推動綠色工廠及辦理人才培訓。109

年召開 23 場次產業減碳工作會議，協商減碳目標及路徑；協助 53 家

廠商導入綠色供應鏈體系、產品綠色設計、碳足跡、環境足跡與物質

流成本分析；12 家廠商通過清潔生產評估系統、14 家廠商取得綠色

工廠標章，並辦理 22 場次人才培訓課程，完成 692 人次培訓。 

二、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達成情形 

製造部門第一期(105-109 年)階段管制目標為 741.5 百萬公噸

CO2e，依據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統計至 108 年)，扣除能源

統計改版前後差異並採用目標電力排放係數計算，製造部門 105-

108 年總排放量為 592.5 百萬公噸 CO2e。109 年受電子業景氣暢旺，

電力需求增加，推估 109 年排放量為 145.4 百萬公噸 CO2e，105-109

年累計總排放量為 737.9 百萬公噸 CO2e，較目標值減少 3.6 百萬公

噸 CO2e。  

三、檢討建議 

 製造部門配合能源轉型政策朝向低碳生產，105-109 年 GDP 成

長 16%，燃料油消費量減少 52%(109 年較基準年減 85%)，煤炭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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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減少 29%，電力消費量增加 10%，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1.3 百萬

公噸 CO2e (減 0.9%)。 

依據國際能源總署(IEA)建議，製造部門需朝電氣化發展，我國

亦朝此趨勢推動產業發展與減碳。製造部門電力使用排碳占比逐年

上升，109 年排放量占製造部門比率已提升至 64%；燃料燃燒 CO2e 

(不含電)排放量逐年下降，109 年排放量占全國比率已降至 12%，低

於運輸部門。 

製造部門將持續朝向「提升能源效率」、「推動使用綠電」、「促

進循環經濟」、「擴大低碳補助」四大方向加大減量推力，藉由跨部

會合作強化大排放源減量責任，並爭取資源提供經濟誘因，加速產業

低碳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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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執行狀況及達成情形 

一、製造部門行動方案執行狀況 

(一)緒論 

105 年 6 月 24 日行政院「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事

項分工整合」會議裁示，有關推動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由經濟部

為主辦機關、科技部為協辦機關。行動方案擬定原則係依循「國家因

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政策內涵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部門策

略及措施，由科技部、環保署及經濟部(能源局、國營會、中小企業

處、加工岀口區管理處及工業局)等部會擬具「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排

放管制行動方案」，以達成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並作為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之重要依循。 

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於 107 年 7 月 17 日由經濟

部彙辦報院，行政院於同年 9 月 20 日召開六大部門排放管制行動方

案審議會議，並於 10 月 3 日核定；其內容分為 13 項推動策略及 30

項具體措施，107~109 年預計投入經費共 16.2 億元(如表 1)。 

表 1、行動方案具體措施執行成果統計 

 
 

  



 

4 

 

(二)行動方案計畫執行狀況 

製造部門行動方案共計 30 項措施，包括能力建構 17 項及實質

減量 13 項，30 項措施進度皆符合預期目標，各項措施執行情形詳見

附件 1。 

1.依行動綱領政策內涵區分 

「輔導產業轉型為綠色低碳企業」共有 5 項實質減量及 5 項

能力建構措施；「加強推動產業執行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之措施」共

有 8 項實質減量及 6 項能力建構措施；「產業調整為永續生產製

程」共 6 項能力建構措施，皆達成當年度執行目標，如表 2 所示。 

表 2、109 年行動方案具體措施執行狀況統計-依政策內涵 

行動綱領 

-政策內涵 

實質減量(A) 能力建構(B) 總項數(C=A+B) 

達 

成 

(a1) 

未 

達 

成 

(a2) 

小 

計 

(a1+ 

a2) 

執行

率(%) 

(a1/a1

+a2) 

達 

成 

(b1) 

未 

達 

成 

(b2) 

小 

計 

(b1+ 

b2) 

執行

率(%) 

(b1/b1

+b2) 

達 

成 

(c1=a1

+b1) 

未 

達 

成 

(c2=a2

+b2) 

合 

計 

(c1+ 

c2) 

執行

率(%) 

(c1/c1

+c2) 

輔導產業轉

型為綠色低

碳企業 

5 0 5 100% 5 0 5 100% 10 0 10 100% 

加強推動產

業執行溫室

氣體排放減

量之措施 

8 0 8 100% 6 0 6 100% 14 0 14 100% 

產業調整為

永續生產製

程 

- - - - 6 0 6 100% 6 0 6 100% 

總計 13 0 13 100% 17 0 17 100% 30 0 30 100% 

 

2.依主辦機關區分 

「經濟部」提報 13 項實質減量及 12 項能力建構，總計 25 項

措施；「科技部」提報 3 項能力建構；「環保署」提報 2 項能力建

構措施，皆達成當年度預期目標，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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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9 年行動方案具體措施執行狀況統計-依主辦機關 

主辦機關 

實質減量(A) 能力建構(B) 總項數(C=A+B) 

達 

成 

(a1) 

未 

達 

成 

(a2) 

小 

計 

(a1+ 

a2) 

執行

率(%) 

(a1/a1

+a2) 

達 

成 

(b1) 

未 

達 

成 

(b2) 

小 

計 

(b1+ 

b2) 

執行

率(%) 

(b1/b1

+b2) 

達 

成 

(c1=a1

+b1) 

未 

達 

成 

(c2=a2

+b2) 

合 

計 

(c1+ 

c2) 

執行

率(%) 

(c1/c1

+c2) 

經濟部 13 0 13 100% 12 0 12 100% 25 0 25 100% 
科技部 - - - - 3 0 3 100% 3 0 3 100% 
環保署 - - - - 2 0 2 100% 2 0 2 100% 
總計 13 0 13 100% 17 0 17 100% 30 0 30 100% 

 

3.109 年執行成果摘要 

在實質減量部分，主要措施包括節能減碳技術輔導、能源管理、

製程改善、設備汰換、轉換低碳燃料(如燃煤、燃油轉換為天然氣

或生質能)及推動區域能資源整合。109 年完成 697 家工廠節能減

碳技術服務、214 家工廠製程改善與設備汰換、18 家產業園區能資

源鏈結推動、437 家工廠低碳燃料轉換等輔導，並協助業者進行鍋

爐改善，促進 43 家工廠導入智慧化能源管理應用，109 年措施總

減碳量為 1.7 百萬公噸 CO2e。 

在能力建構部分，主要措施包括盤點產業減碳潛力與成本、導

入環境化設計與綠色供應鏈概念、推動綠色工廠及辦理人才培訓。

109 年召開 23 場次產業減碳工作會議，協商減碳目標及路徑；協

助 53 家廠商導入綠色供應鏈體系、產品綠色設計、碳足跡、環境

足跡與物質流成本分析；12 家廠商通過清潔生產評估系統、14 家

廠商取得綠色工廠標章，並辦理 22 場次人才培訓課程，完成 692

人次培訓，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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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9 年行動方案具體措施執行成果摘要 

行動綱領 

-政策內涵 
執行狀況說明 

輔導產業轉型為
綠色低碳企業 

1.加嚴工業鍋爐排放標準，補助鍋爐改用低碳燃料：107 年 9 月

完成公告鍋爐排放標準，加嚴鍋爐的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

及氮氧化物排放標準，本標準於 109 年 7 月 1 日施行。

109 年完成 180 家工廠、313 座鍋爐改善及設備補助，減

碳 11.9 萬公噸 CO2e。 

2.製程改善與設備汰舊換新：完成 21 項千噸級高值石化產品規

劃及執行工作、214 家工廠臨場輔導，促進產業製程設備汰

舊換新，減碳 80.7 萬公噸 CO2e。 

3.工業部門低碳燃料替代：推動燃煤燃油轉換為天然氣或生

質能，完成 124 家工廠臨場輔導，減碳 19.7 萬公噸 CO2e。 

4.能資源整合與廢棄物再利用：完成 18 家工廠能資源整合諮詢

診斷，召開鏈結研商會議，新增 8 項能資源鏈結項目，減碳

5.4 萬公噸 CO2e。 

加強推動產業執
行溫室氣體排放
減量之措施 

1.產業減碳潛力及成本：與鋼鐵、石化、造紙、水泥、紡織、電

子等產業合作研擬節能減碳路徑圖。 

2.企業建立因應氣候變遷管理機制與組織權責：與工總及產業

公協會合作，召開 23 場次工作會議協商減碳目標，辦理 3 場

次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宣導說明會。 

3.產業節能減碳技術輔導：辦理節能管理訓練課程培訓 692 人

次，輔導 697 家工廠節能減碳輔導，提供節能技術診斷服務，

減碳 38.2 萬公噸 CO2e。 

4.智慧化能源管理：協助 43 家工廠建置能源管理系統，導入智

慧化能源管理應用，減碳 10.2 萬公噸 CO2e。 

5.建立減量誘因：協助廠商申請抵換專案，完成 19 家工廠推動

計畫型及 3 家工廠推動方案型溫室氣體抵換專案，其中 14 案

經環保署註冊通過，減碳 0.3 萬公噸 CO2e。 

產業調整為永續
生產製程 

1.導入環境化設計：輔導 18 家廠商導入環境足跡、物質流成本

分析、產品綠色設計。 

2.推動綠色供應鏈：輔導 35 家廠商因應國際環保標準、導入綠

色供應鏈體系。 

3.推動綠色工廠：輔導 12 家廠商通過清潔生產評估系統、14 家

取得綠色工廠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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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動方案經費執行狀況 

107-109 年預計投入經費 16.2 億元，109 年實際執行經費 6.1 億

元，因擴大製造部門燃料替代及廢棄物再利用，本年度經費有所提

高，如表 5 所示。 

表 5、109 年行動方案經費執行狀況 

行動綱領 

-政策內涵 

107-109 年 

預期經費 

萬元(A) 

109 年 

實際經費 

萬元 

107-109 年累

計實際經費

萬元(B) 

執行率% 

B/A 

輔導產業轉型為綠色低碳

企業 
120,958 49,610 159,477 132% 

加強推動產業執行溫室氣

體排放減量之措施 
34,651 9,046 33,964 98% 

產業調整為永續生產製程 6,192 2,037 6,769 109% 

總計 161,801 60,693 200,210 124% 

 

(四)亮點成果 

1. 能源管理系統輔導 

依據能源管理系統 ISO 50001 國際標準，推動製造業建置能源管理

系統示範輔導，透過內部管理系統建置，結合節能診斷技術服務，協助

企業建立持續改善的機制與動力。透過 PDCA 持續落實節能減碳，歷

年共輔導 257 家廠商，累計減碳量為 62.4 萬公噸 CO2e、平均每年節電

率為 1.9%；更為企業打造智慧化能源管理良好基礎，逐步推動工業節

能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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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製程改善與設備汰換 

透過盤點產業生產現況、技術需求與遭遇困難、工廠製程改善與設

備汰換之能效檢測評估，協助媒合技術或設備廠商進行模廠試驗並建立

示範標竿企業，加速產業朝向低碳生產轉型。 

(1)石化業 

以石化業循環水熱交換器進行效能提升為例，原循環水熱交換器為

板式熱交換器，受到汽提塔內環氧乙烷(EO)的腐蝕，熱效率較低，墊片

維護更換頻率與成本高。透過製程改善，改為纏管式熱交換器，提高熱

回收效能，減少蒸汽用量與冷卻補水量。以量化效益檢視，節能率 13%、

減碳量 1.3 萬公噸 CO2e/年、投資金額 4,020 萬元、回收年限 1 年。 

 

(2)造紙業 

以造紙業紙機製程設備改善為例，在原有廢水處理過程中增設無氧

生物處理單元，讓廢水產生沼氣，再利用沼氣發電。另外，同步規劃設

計餘熱回收設備，將沼氣發電後排氣餘熱回收，以產生蒸汽提供製程使

用。以量化效益檢視，投資金額 3.7 億元，減碳量約 2 萬公噸 CO2e/年，

2.2 年可回收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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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鋼鐵業 

以鋼鐵業製程效率提升為例，為解決加熱爐效率不佳的問題，將入

料方式從推進式改為投入式，提高熱效率。同時，將復熱式熱交換器改

為蓄熱式熱回收設備，利用高效率陶瓷蓄熱材，將 95%以上的熱能回收

再利用，可將助燃空氣預熱至 800℃以上，並增加火焰的穩定性。從效

益來看，投資金額 8.5 億元，節能率達 25%，減碳量約 1.1 萬公噸 CO2e/

年，10.4 年可回收投資。 

 

(4)水泥業 

以水泥業製程效率提升為例，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進而降低生產

成本，在水泥磨系統增設「高效率三分離選粉機」，將系統前段豎磨設

備出口的物料，利用選粉機依粒徑分選成粗粒料、中粒料及細粒料，打

破以往粗、中及細粒料全部送回豎磨再次研磨的情形，減輕豎磨跟球磨

的工作負荷，達到節能減碳的功效。除此之外，還能減少研磨設備磨損，

同時提升品質和增加 10%產能。從效益來看，本案投資金額 7,000 萬元，

每年可節省 529 萬度電/年；減碳量約 2,800 公噸/年，7.5 年可回收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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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紡織業 

以紡織業製程效率提升為例，由於染整製程必須使用大量電力、蒸

汽跟水，一直被外界認定為高污染行業。為求保護環境，將廠內 4 台舊

型高溫染色機汰換成 8 台進口低浴比染色機，減少染色過程的用水量、

蒸氣用量、染色助劑、廢水處理藥劑及污染排放。低浴比染色機的節水

率高達 86%，從效益來看，投資金額 3,800 萬元，每年至少節省 95 萬

噸以上的用水量，節省 6,400 公噸的蒸汽用量，節省金額達 651 萬元/

年；減碳量約 2,200 公噸 CO2e/年，5.38 年可回收投資。 

 

3.低碳燃料轉換替代 

(1)紡織業 

以紡織業定型機熱源改善為例，針對廠內 12台定型機的供熱方式，

將原先熱媒油鍋爐供熱改成由天然氣燃燒機直接供熱，由重油改成天然

氣以達到節能，免除重油泵送與預熱使用的電力。每年節省約 2,700 公

秉重油、節省電力約 104 萬度電；投資金額 4,110 萬元，減碳量約 4,200

公噸 CO2e/年，3.2 年可回收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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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業鍋爐改善補助 

因應 109 年鍋爐空污排放加嚴標準，推動工業鍋爐改善補助計畫，

109 年完成 180 家工廠、313 座鍋爐改善及設備補助，減碳 11.9 萬

公噸 CO2e。107 年至 109 年合計補助 2,011 座鍋爐設備改善，總減碳

53.8 萬公噸 CO2e。 

 
 

4.系統優化技術服務 

結合產業公會、供應鏈或技術商能量，協助工廠針對公用系統進行

節能診斷輔導，加速產業應用高效率節能技術設備，至 109 年度累計輔

導 1,045 家工廠提升公用系統、製程之能源使用效率，帶動 37 億元投

資金額、減碳 53 萬公噸 CO2e。以工業鍋爐系統為例，藉由使用潔淨能

源、採用高效率貫流式鍋爐、導入能源監控系統等技術改善，帶動投資

金額 5,780 萬元、減碳 4,348 公噸 CO2e，提升鍋爐系統燃燒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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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溫室氣體抵換專案 

藉由開發符合國內產業環境之方法學，提供工廠應用發展抵換專案；

並依循環保署規範與程序，透過現場技術支援，協助工廠克服執行過程

遭遇困難，將節能減碳績效轉換為有價之碳額度。 

為強化產業減碳誘因，自 106 年擴大抵換專案示範推動，截至 109

年底，製造部門累計 49 件註冊通過專案，占全國註冊案件 73%，可向

環保署申請 1,458 萬噸碳額度；其中 6 案已取得額度，合計 28 萬噸。 

(1)整體成效 

 

 

 

 

 

 

 

 

 

(2)輔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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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區域能資源整合 

經濟部工業局自 98 年起推動產業園區能資源整合，將各工廠多餘

的能源與資源藉由媒合與鏈結方式使其成為鄰近工廠可再使用之能資

源，以達到能源與資源循環利用、提升能資源使用效率、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等目標。 

107~109 年持續推動區域能資源整合，將各工廠多餘的能源與資源

藉由媒合與鏈結之方式使其成為鄰近工廠可再使用之能資源。107~109

年累計辦理 260 場次能資源鏈結潛勢廠商現場訪視及 141 場次現場諮

詢診斷/鏈結研商會，完成 23 項能資源實質鏈結，鏈結量 66.2 萬公噸

CO2e，其中蒸汽整合量 62.9 萬公噸 CO2e，預估可減少重油使用 4.77 萬

公秉，溫室氣體減量 15 萬公噸 CO2e，促成投資額 3 億元。 

 

 

二、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目標達成情形 

(一)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 

製造部門第一期 (105-109 年)階段管制目標為 741.5 百萬公噸

CO2e，依據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統計至 108 年)，扣除能源統

計改版前後差異並採用目標電力排放係數計算，製造部門 105-108 年

總排放量為 592.5 百萬公噸 CO2e。109 年受電子業景氣暢旺，電力

需求增加，推估 109 年排放量為 145.4 百萬公噸 CO2e，105-109 年累

計總排放量為 737.9 百萬公噸 CO2e，較目標值減少 3.6 百萬公噸 CO2e，

符合預期目標，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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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5-109 年製造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值與排放值差異表 
單位:百萬公噸 CO2e 

 當年度目標  第一期累計目標  

 項目  目標值  排放值註 1 目標值  排放值註 1 

105 年 149.4 148.5 149.4 148.5 

106 年 150.4 149.4 299.8 297.9 

107 年 148.3 150.1 448.1 448.0 

108 年 146.9 144.5 595.0 592.5 

109 年 146.5   145.4
註 2 741.5   737.9

註 2 

註 1：排放值為扣除能源統計改版前後差異並採目標電力排放係數計算。 

註 2：109 年排放值為推估值。 

 

(二)促進溫室氣體減量 4.0 百萬公噸 CO2e 

105-109 年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減量合計 7.8 百萬公噸 CO2e，已達成

第一期減量 4.0 百萬公噸 CO2e 目標，如圖 1 所示。 

 

圖 1、105-109 年促成溫室氣體減量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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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造部門碳密集度 

製造部門碳密集度目標呈穩定持續下降，108 年碳密集度較 94

年(基準年)已下降 46%，預估 109 年碳密集度下降 49%，符合 109 年

較 94 年下降 43%之預期目標，如圖 2 所示。 

 

圖 2、製造部門碳密集度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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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析及檢討 

一、行動方案落後項目分析及檢討 

109 年度製造部門行動方案之 13 項推動策略及 30 項具體措施

皆符合預期進度，無落後。 

二、目標達成情形分析及檢討 

(一)目標達成差異分析 

 製造部門配合能源轉型政策朝向低碳生產，105-109 年 GDP 成

長 16%，燃料油消費量減少 52%(109 年較基準年減 85%)，煤炭消費

量減少 29%，電力消費量增加 10%，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1.3 百萬

公噸 CO2e (減 0.9%)。 

製造部門第一期 (105-109 年)階段管制目標為 741.5 百萬公噸

CO2e，109 年受電子業景氣暢旺，電力需求增加，推估 105-109 年累

計總排放量為 737.9 百萬公噸 CO2e，達成第一期階段目標。製造部

門溫室氣體排放趨勢，如圖 3 所示。 

 

圖 3、製造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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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推動方向 

為因應第二期(110-114 年)階段目標更艱鉅挑戰，未來製造部門

將朝向「提升能源效率」、「推動使用綠電」、「促進循環經濟」、

「擴大低碳補助」四大方向加大減量推力，藉由跨部會合作強化大排

放源減量責任，並爭取資源提供經濟誘因，加速產業低碳轉型。 

1.提升能源效率 

(1)協助產業建置能源管理系統結合智慧化監控應用，強化能源管理。 

(2)輔導產業節能，推動製程改善及設備汰舊更新。 

(3)依據「能源管理法」賦予用電大戶每年節電 1%義務，強化企業節電作

為，抑低用電需求。 

2.推動使用綠電 

(1)因應國際供應鏈及國內法規要求，鼓勵企業採用綠電。 

(2)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賦予用電大戶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或購

買綠電義務，提升綠電使用，降低碳排放。 

3.促進循環經濟 

(1)從原料端、燃料端及熱能供應端，推動原料替代、燃料替代及能資源整

合。 

(2)推動生質能及固體再生燃料(SRF)應用。 

4.擴大低碳補助 

(1)推動工業鍋爐改善及製程設備汰換補助。 

(2)協助企業設定減碳目標，達成減碳目標者提供獎勵或補助。 

(3)鼓勵產業開發或導入創新技術與製程，提供示範應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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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09 年製造部門行動方案執行情形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推動 

期程 
預期效益 執行成果 

實際經費 

(萬元) 

107-109 (109)

減碳量 

(萬公噸 CO2e) 

1.1.1.訂定鍋爐空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 

環保署 ─ 訂定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以達成減少鍋爐空氣污染物排

放量，排放標準實施後，預估每

年減少硫氧化物 8,567 公噸、氮

氧化物 4,247 公噸、以及粒狀污

染物 2,598 公噸。 

已於 107 年 9 月 19 日訂定發布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加嚴鍋爐的粒狀污染物、硫氧

化物及氮氧化物排放標準。本

標準於 109 年 7 月 1 日施行。

另考量不可抗力及雙燃料系統

等實務情形，鍋爐排放標準已

於 109 年 7 月 8 日修正發布。

完成修正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

理辦法及訂定效能標準。 

─ ─ 

1.1.2.推動工業鍋爐燃

料轉換及改善空氣污

染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8 

協助產業改造或汰換燃煤或燃

油鍋爐，改用低污染燃料，累計

至少完成 650 家工廠輔導，協

助產業申請地方政府補助，降

低鍋爐污染排放量。 

透過補助及輔導協助產業改造

或汰換燃煤或燃油鍋爐，107-

109 年累計補助 2,011 座(1,220

家)工業鍋爐完成設備汰換。 

基金： 

102,491 萬

元 

(3 年累計含

行 政 作 業

費) 

53.8 (11.9) 

 

1.2.1.產業創新新材料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1.高值新材料發展推動：推動綠色

製程，導入智慧化生產概念，朝

向環保、安全、高附加價值產

品開發。 

2.環保低碳新材料發展推動：加

速低汙染、低毒性、低碳循環

產品技術深耕與應用，開發

109 年度已完成 3 項千噸級高

值新材料石化產品試量產研發

及驗證工作，成功導入綠色製

程與智慧化生產，開發綠色創

新高值化循環產品，累計完成

21 項千噸級高值新材料石化產

品試量產研發及驗證工作。 

公務預算： 

11,271 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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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推動 

期程 
預期效益 執行成果 

實際經費 

(萬元) 

107-109 (109)

減碳量 

(萬公噸 CO2e) 

環境友善新材料。 

3.累計至少完成 18 項千噸級高

值石化產品規劃及執行工

作。 

1.2.2.推動東部特色產

業價值創新跨域整合 

經濟部 

工業局 

107 完成水泥工業政策環評一份。 措施期程已執行完畢。 公務預算： 

488 萬元 

─ 

1.2.3.推動工業部門製

程改善與設備汰舊換

新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1.導入低碳生產新技術或設備，

協助工廠提升能效與降低排

碳。 

2.協助工廠推動製程改善與設

備汰舊換新工程，透過示範

觀摩會與案例彙編，擴散計

畫輔導成果。 

3.累計至少完成 500 家工廠臨

場輔導，促進產業製程設備

汰舊換新，提升能源使用效

率。 

完成低碳生產技術需求調查、

能效檢測評估、技術媒合、示範

輔導等共127家工廠臨場輔導，

協助工廠落實製程改善與設備

汰換，107-109 年累計 434 家工

廠。 

公務預算：

5,710 萬元 

229 (80.7) 

1.3.1.推動工業部門低

碳燃料替代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1.診斷工廠熱能設備，並評估低

碳燃料轉換減碳效益家數。 

2.輔導工廠規劃天然氣管線、減

壓站及防爆區等相關服務。 

3.完成工廠低碳燃料轉換改善，

並辦理示範觀摩推廣低碳燃

料替代。 

4.累計至少完成 100 家工廠臨

完成低碳燃料替代現場診斷評

估、改善規劃輔導等共 95 家工

廠臨場輔導，落實燃料轉換工

作，107-109 年累計 609 家工

廠。 

公務預算： 

3,975 萬元 

59.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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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推動 

期程 
預期效益 執行成果 

實際經費 

(萬元) 

107-109 (109)

減碳量 

(萬公噸 CO2e) 

場輔導，協助排除低碳燃料

替代障礙，落實清潔燃料轉

換。 

1.3.2.推動工業部門燃

料轉成天然氣 

經濟部 

國營會 

107-109 每年以輔導 10 家為目標，持續

推廣燃油用戶改用天然氣。 

107-109 年累計協助 97 家燃油

用戶改用天然氣。 

民間投資： 

60,930 萬元 

─ 

1.4.1.推動區域能資源

整合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1.每年至少進行 15 家工廠能資

源整合諮詢診斷輔導或召開

鏈結研商會議。  

2.累計新增 15 項能資源整合鏈

結。 

1.完成 18 家，累計 136 家工廠

能資源整合諮詢診斷或召開

鏈結研商會議。 

2.完成 8 項能資源項目，累計新

增 19 項能資源整合鏈結。 

基金： 

1,366 萬元 

25.8(5.4) 

1.4.2.推動工業廢棄物

再利用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持續透過再利用法令檢討修

訂、辦理許可審查增加再利用

管道、執行再利用運作查核工

作確保守規性及推廣等各項工

作，維持工業廢棄物再利用機

制之運作，並期 109 年之再利

用率達 81%。 

持續透過再利用法令檢討修

訂、辦理許可審查增加再利用

管道、執行再利用運作查核工

作確保守規性及推廣等各項工

作，107 至 109 年度工業廢棄

物再利用率分別為 80%、

80.8%、81.16%。 

公務預算： 

10,449.3 萬

元 

─ 

1.5.1.推動旗艦領航產

業研聯盟研發 

科技部南

部科學工

業園區管

理局 

107 補助綠能業者，聯合產學研機

構開發系統化產品 9 案，投入

自籌經費至少 2 億元。 

補助綠能業者，聯合產學研機

構完成開發系統化產品 9 案，

投入自籌經費至少 2 億元。 

公務預算： 

20,000 萬元 

 

─ 

2.1.1.建立產業節能減

碳路徑圖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1.完成鋼鐵、石化、水泥、造紙、

紡織、電子等行業節能減碳

路徑圖。 

1.與鋼鐵、石化、造紙、水泥、

紡織、電子等產業合作，研擬

節能減碳路徑圖。 

公務預算： 

600 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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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推動 

期程 
預期效益 執行成果 

實際經費 

(萬元) 

107-109 (109)

減碳量 

(萬公噸 CO2e) 

2.完成製造業節能減碳路徑圖。 

 

2.完成各行業節能減碳路徑圖

共 6 份。 

3.彙整各行業節能減碳路徑圖

並完成製造業節能減碳路徑

圖 1 份。 

2.2.1.成立溫管法產業

因應小組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1.召開「溫管法產業因應小組」

及 7大行業工作小組共 35場

次。 

2.完成製造業溫室氣體減量策

略及配套措施。 

1.與工總及產業公協會合作，邀

集大排放源成立「溫管法產

業因應小組」及 7 大行業工

作小組，完成召開 23 場次相

關會議，累計 88 場次會議。 

2.完成製造業溫室氣體減量策

略及配套措施研析報告。 

公務預算： 

600 萬元 

─ 

2.2.2.協助企業因應氣

候變遷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為提升企業調適認知與能力，

降低氣候變遷對企業衝擊，將

辦理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宣導

說明會累計 6 場次以上，並協

助 3 家企業建置氣候變遷調適

管理系統，以達示範擴散成效。 

1.累計完成辦理 9 場次製造業

氣候變遷調適宣導說明會。 

2.累計協助 3 家企業建置氣候

變遷調適管理系統，包括氣

候變遷調適管理程序建置、

風險辨識及調適行動計畫。 

公務預算： 

865 萬元 

─ 

2.3.1.提供系統優化技

術服務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累計輔導 800 家工廠，協助落

實公用系統、製程之能源管理、

效能提升、設備改善更新、燃料

替代等，提升高效率技術與設

備應用，促使產業能源效率提

升與低碳轉型。 

109 年輔導 314 家工廠，全程共

完成 1,045 家工廠輔導，協助提

升公用系統能源使用效率。 

公務預算： 

3,300 萬元 

110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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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推動 

期程 
預期效益 執行成果 

實際經費 

(萬元) 

107-109 (109)

減碳量 

(萬公噸 CO2e) 

2.3.2.推動中小企業節

能管理 

經濟部 

中小企業

處 

107-109 1.累計輔導 150 家中小企業，協

助落實節能管理。 

2.依據國際規範，辦理節能管理

相關訓練課程，累計培訓 160

人次取得合格證書。 

1.完成 38 家，累計 172 家中小

企業節能諮詢輔導。 

2.109 年完成 226 人次，累計

696 人次節能管理人才培訓。 

3.完成輔導中小企業 9 家次依

據國際規範取得節能減碳相

關國際認驗證證書。 

公務預算：

1,544 萬元 

 

6.6(3.8) 

*併入 2.3.1 統計。 

2.3.3.推動加工出口區

產業節能減碳技術輔

導 

經濟部 

加工出口

區管理處 

107-109 累計推動15家區內廠商節能減

碳輔導，藉由提供節能技術診

斷服務，可有效掌握 區內廠商

能源使用 及節能推動發展現

況，協助區內廠商找尋節能減

碳潛力，落實節能減碳改善，進

而提升節能減碳認知與技術。 

完成輔導 5 家，107-109 年累計

15 家區內廠商節能減碳輔導。 

基金： 

300 萬元 

0.7(0.3) 

*併入 2.3.1 統計。 

2.3.4.推動科學園區溫

室氣體盤查輔導 

科技部 107-109 1.累計新增輔導 6 家溫室氣體

盤查。 

2.輔導 2 家廠商參與申請溫室

氣體抵換專案。 

3.每年進行 4 廠次現地輔導，可

提高園區廠商自主盤查能

力；辦理 1 場「節能減碳及環

保相關議題研討會」、2場 「節

能減碳教育宣導會議」及3場

「溫 室氣體管理說明會」。 

4.累計輔導 12 家非屬法規規範

須盤查的事業自行盤查。 

1.107-109 年完成新增 18 家溫

室氣體盤查輔導。 

2.107-109 年完成新增輔導 2 家

廠商參與申請溫室氣體抵換

專案。 

3.每年至少進行 4 廠次現地輔

導，107-109 年累計完成 14

場次，提高園區廠商自主盤

查能力。每年辦理 1 場「節

能減碳及環保相關議題研討

會」，107-109 年累計辦理 3

場次研討會、每年辦理 2 場

基金： 

657.51 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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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推動 

期程 
預期效益 執行成果 

實際經費 

(萬元) 

107-109 (109)

減碳量 

(萬公噸 CO2e) 

「節能減碳教育宣導會議」，

107-109年累計辦理6場次會

議及 107-109 年累計完成 6

場「溫室氣體管理說明會」。 

4.107-109 年完成輔導 12 家非

屬法規規範須盤查的事業自

行盤查。 

2.3.5.提供人才培訓課

程 

科技部 107-109 1.一般訓練課程及短期技術訓

練課程或研討會，每年預估

辦理約 15 場次。 

2 預估每年可培訓約 500 人次。 

1.107 年至 109 分別辦理 28、23

及 22 場次課程，累計完成 73

次一般訓練課程及短期技術

訓練課程或研討會。 

2.107年至 109分別培訓人次為

874、750 及 692 人次，累計

培訓人次達 2,316 人次。 

公務預算： 

497 萬元 

─ 

2.3.6.提升石化廠能效 經濟部 

國營會 

107-109 每年度進行節能改善措施，提

升整廠能源使用效率，減少燃

料及用電量。以 103 年為基準

年，預估可提升整廠能源效率

2.3%。 

完成執行節能措施，107-109 年

累計提升能源效率 2.5%。 

公務預算：

7,078 萬元

( 國營事業

預算) 

5.9(1.3) 

*併入 2.3.1 統計。 

2.3.7.提供生產性質能

源大用戶節能技術服

務 

經濟部 

能源局 

107-109 累計實地查核並輔導生產性質

能源大用戶 600 家次。 

109 年實地查核並輔導生產性

質能源大用戶 200 家次，

107~109 年累計達 600 家次。 

基金： 

107~109 年

累計 2,441

萬元 

(109 年 891

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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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推動 

期程 
預期效益 執行成果 

實際經費 

(萬元) 

107-109 (109)

減碳量 

(萬公噸 CO2e) 

2.4.1.推動

ISO/CNS50001 能源管

理系統與節能診斷整

合輔導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8 1.協助已建置 ISO 50001 工廠

達成全民節電行動目標。 

2.加速產業製程改善，促進產業

升級。 

3.完成協助 48 家工廠導入能源

管理系統應用，預估可提升

工廠能源效率 3%。 

1.109 年完成協助 29 家，107-

109 年累計 79 家工廠導入能

源管理系統應用。 

2.107-109年累計提升工廠能源

效率 4.5%。 

基金： 

2,968 萬元 

29.2 (10.2) 

2.4.2.導入能源管理監

控系統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累計輔導 26 家工廠，透過能源

管理監控系統，協助產業落實

能源管理可視化、量身打造能

效提升方案，進而訂定能源績

效指標，持續節能改善與能源

管理。 

109 年輔導 14 家工廠，全程共

完成 50 家工廠輔導，協助導入

能源管理資通訊技術，落實智

慧化能源管理。 

公務預算： 

600 萬元 

─ 

2.5.1.推動溫室氣體抵

換專案及效能標準 

環保署 107-109 完成修正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

理辦法及訂定效能標準。 

1.已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完

成修正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

理辦法。 

2.有關訂定效能標準說明如下： 

 (1)環保署於 107年 8月 27日、

11 月 16 日及 108 年 9 月 10

日邀集經濟部、能源局、工業

局，召開「溫室氣體排放源效

能標準」（草案）研商會議。 

 (2)因溫管法第 17 條效能標準

之獎勵，係為鼓勵業者於總

量管制前進行溫室氣體減

量，爰草案訂定作法環保署

公務預算： 

454 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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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推動 

期程 
預期效益 執行成果 

實際經費 

(萬元) 

107-109 (109)

減碳量 

(萬公噸 CO2e) 

認仍應與總量管制及國家減

量目標一致採絕對減量。 

(3)「溫室氣體排放源效能標準」

草案，因需會銜發布，雖於研

訂過程中已積極溝通，惟因

部會立場不同，且溫管法第

17 條「…得訂定效能標準」，

非強制規定未影響廠商權

利，考量溫管法減量目標達

成，將待部會所有共識後再

行訂定。 

2.5.2.推動溫室氣體減

量績效轉換成排放額

度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1.提供抵換專案本土減量方法

審議技術支援，累計促成

「TMS-II.017 生產製程整合

以減少熱能損失」等 6 項方法

審議通過。 

2.完成協助 19 家工廠撰寫計畫

型及 3 家工廠撰寫方案型溫

室氣體抵換專案計畫書。 

1.提供抵換專案本土減量方法

審議技術支援，累計促成6項

方法審議通過。 

2.完成協助 19 家工廠推動計畫

型及 3 家工廠推動方案型溫

室氣體抵換專案，其中 14 案

經環保署註冊通過。 

公務預算： 

1,720 萬元 

4.5 (0.3) 

3.1.1.推動環境足跡與

物質流成本分析輔導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1.累計協助 13 家廠商導入產品

環境足跡，協助業者符合國際

大廠環境資訊揭露要求。 

2.累計協助 23 家廠商導入物質

流成本分析使源 頭減少資

源使用、管末減廢，創造環境

與經濟雙贏之機會。 

1.協助 5 家，107-109 年累計 22

家廠商進行產品環境足跡盤

查，並獲得第三者查證證書。 

2.協助 8 家，107-109 年累計 29

家廠商導入物質流成本分析

技術，並獲得第三者查證證

書。 

公務預算： 

1997 萬元 

民間投資： 

841.9 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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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或計畫 
主辦機關 

推動 

期程 
預期效益 執行成果 

實際經費 

(萬元) 

107-109 (109)

減碳量 

(萬公噸 CO2e) 

3.1.2.推動產品導入綠

色設計輔導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累計輔導15家廠商掌握產品綠

色設計潛力。 

完成輔導 5 家，107-109 年累計

16 家廠商掌握產品綠色設計潛

力。 

 

公務預算： 

696.5 萬元 

民間投資： 

52.5 萬元 

─ 

3.2.1.推廣企業永續探

管理與報告書之環境

資訊揭露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1.累計協助 26 家企業導入永續

供應鏈或永續碳管理概念。 

2.累計協助 7 家企業依循國際

CSR 報告書撰寫準則，善盡

環境資訊揭露之責任。 

1.完成協助 2 家，107-109 年累

計36家企業導入永續供應鏈

或永續碳管理概念。 

2.完成協助 2 家，107-109 年累

計 8 家企業依循國際 CSR 報

告書撰寫準則，善盡環境資

訊揭露之責任。 

公務預算： 

831 萬元 

民間投資： 

120 萬元 

 

─ 

3.2.2.推動綠色供應鏈

體系輔導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累計輔導32家廠商導入綠色供

應鏈概念。 

完成輔導 31 家，107-109 年累

計56家廠商導入綠色供應鏈概

念。 

公務預算： 

1,011 萬元 

民間投資： 

97.5 萬元 

─ 

3.3.1.推廣綠色工廠標

章制度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累計受理 80 家綠色工廠標章/

清潔生產符合性判定廠商申請

案。 

完成14家廠商取得綠色工廠標

章，12 家廠商通過清潔生產符

合性判定廠商申請案，共26家，

107-109 年累計 82 家。 

公務預算： 

820 萬元 

─ 

3.3.2.建立行業別清潔

生產評估標準 

經濟部 

工業局 

107-109 累計建立 3 個行業清潔生產評

估標準。 

107-109 年累計完成 2 個行業

清潔生產評估系統潛力評估報

告，建立 3 個行業清潔生產評

估標準。 

公務預算： 

210 萬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