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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家園推動策略研討會背景說明 

呼應國際朝向「低碳社會」邁進的趨勢，去（98）年第三次全國

能源會議提出我國建構低碳家園具體期程，期望民國 100 年每個縣市

至少完成 2個村里規模的低碳示範社區為建構基礎，逐步於民國 103

年推動 6個低碳城市，並循序漸進於民國 109 年完成北、中、南、東

4個低碳生活圈。行政院將這項施政交付環保署，規劃「低碳城市推

動方案」，擔負推動低碳樂活家園的整合任務。 

環保署於去年全國能源會議結束後，隨即成立專責辦公室辦理低

碳家園推動建構及相關方案研擬，其內容包括蒐集彙整國外成功採行

的減碳措施案例，整合地方政府資源、人力，規劃節能減碳診斷諮詢

服務，研訂低碳指標及標章，輔導協助縣市政府及社區共同推動執行

減碳工作，達到 10 年內「打造低碳家園」的願景。 

建構低碳家園涵蓋多面向的專業領域，需創新科技的支援，環保

署規劃綠能及節能技術服務產業參與，並引導民間資金投入，期能建

立自發成長的運作模式，除可促進產業技術升級，提升國際競爭力，

亦可創造國內就業機會。今年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在行政院  吳

院長的主持下，正式啟動我國低碳社區推動工作。院長並見證了企業

界「低碳家園能源服務策略聯盟」及「低碳家園電動車營運策略聯盟」

兩大聯盟的簽署成立，為我國邁向低碳家園的重要里程碑。 

為達到低碳家園目標，需形成低碳示範社區自發性複製成長的大

環境，在政府及企業協助下，促進社區相互觀摩結合，逐步擴展至週

邊社區與鄉鎮，營造發展為低碳城市契機，再擴大至縣市全部範圍，

形成低碳生活圈。地方政府的重視是低碳家園推動成功的重要因素，

期盼縣市首長帶領社區民眾投入，整合民間及地方政府資源，中央政

府檢討相關配合政策，提供必要協助與激勵措施。 

馬總統宣示今年為「節能減碳年」，行政院積極規劃行銷低碳相

關活動，環保署籌劃於 6月 5日環境日前後系列活動中，辦理「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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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園推動策略研討會」。在  總統及行政院支持下，邀請各縣市首長、

相關機關代表、產業代表、金融產業、學術研究及綠能技術領域專家

共同參與研討。期望藉由國家低碳家園推動方式及程序的意見交換，

共同確立各級政府、產業、民眾與環保義志工等成員的角色與任務，

探討推動過程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案，以利本署隨即展開試辦社區及

城市的遴選評比作業，並完成規劃「低碳城市推動方案」，由相關機

關配合檢討修正相關法令與措施，加速建構低碳家園，將低碳化理念

與行動融入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及生產與生活各領域。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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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低碳家園－從低碳社區邁向低碳城市構想 

壹、緣由 

因應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對地球環境造成重大影響，加上化石能

源日益短缺，近年來世界各國無不投入資源及人力，積極開發低碳排

放及再生能源技術，並推展各種減碳措施，希望有效減緩溫室效應氣

體對生態環境之衝擊。呼應全球資源永續利用及節能減碳趨勢，我國

於 98 年全國能源會議決議推動台灣邁向「低碳家園」新願景，期望

以低碳社區建構為基礎，結合民間資源及力量，逐步發展低碳城市及

低碳生活圈，加速達到低碳家園與永續社會之願景。 

貳、目標與期程 

依據 98 年全國能源會議決議，行政院賦予環保署規劃推動「低

碳城市推動方案」任務，辦理構築低碳樂活家園旗艦整合方案，整合

地方政府推動減碳城鎮，擬訂 10 年「打造低碳家園」具體建構時程： 

一、 未來 2 年（100 年）每縣市完成 2 個低碳示範社區，共計 50

個。 

二、 未來 5年（103年）推動 6個低碳城市。 

三、 2020年（109年）完成北、中、南、東 4個生活圈。 

 

參、低碳家園推動策略 

藉由參採國際推動低碳家園建構成功經驗，擬訂健全低碳方

案及技術指標，引進低碳新技術、新觀念並評估經濟效益，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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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低碳產業、企業資源，並有效整合各級機關政府資源，建立

中央與地方政府有效合作架構等措施，加速建構低碳社區。 

 

一、 中央政府資源投入及地方政府跨部門整合推動 

環保署 98 年 6 月 15 日成立專案「生態社區推動方案室」，專

辦低碳家園推動建構及相關方案研擬，協調、整合各相關部會及

地方政府之資源與人力，同時，將一併研析中央政府各部會署相

關法律或行政規則，以及相關獎勵補助措施，必要時須配合增修

訂，以排除推行時遭遇的障礙。 

低碳家園建構涉及能源、建築、交通、環保等不同領域，地

方政府應有專責推動組織，有效協調、整合跨局處室人力與經費，

集中公私資源將公共設施採行低碳化措施。環保署已擬訂縣市政

府「低碳家園推動組織」建議方案，並協助規劃組織架構、任務

與功能、推動工作項目等，供縣市推動低碳家園建構時成立專責

組織之參考，並促使能有效分工，建立環保署與地方政府合作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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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國際成功經驗 

由環保署提供國外成功採行之減碳措施案例，供縣市政府參

考學習，並因應我國發展條件，轉為在地化、本土化低碳社區，

期未來能與國際低碳城市發展趨勢同步接軌。 

三、 研訂評估指標系統及標章 

建置低碳家園評估指標系統，目前考量以「人均年用電量」

或「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為分級評比及認證指標參數。另公

開徵選低碳社區標章，規劃進行網路公開票選及專家、學者票選，

頒予優良之低碳社區，讓其成為一個榮耀的標誌。 

四、 引進新技術、新觀念並導入能源服務相關產業民間資源 

為有效提升社區節能減碳及開發小型再生能源，建構低碳社



6 

區需要專業科技與技術支援相關減碳措施的推動，以利永續經

營。因此，環保署規劃推動民間團體及社區發展組織、企業認養

社區協助低碳改造。另創新之再生能源、生質能及智慧型電表等

低碳新技術、新觀念，以及提供潔淨能源開發、節約能源、提升

能源效率及管理服務之能源技術服務相關產業，均將導入推動工

作；而社區建構所需之費用，希望能透過銀行融資協助，以自償

性專案，將所有節能改善投資與服務費，由節省之能源費中償還，

同時社區無需投資亦可分享減碳利潤，提高社區持續參與減碳自

我發展誘因。 

五、 宣導推廣 

為讓社區推動規劃正確減碳措施及觀念，環保署委託財團法

人台灣建築中心成立節能減碳診斷諮詢服務團隊，提供節能減碳

診斷、宣導與諮詢服務，擇選完成低碳措施建構且具特色之低碳

示範社區辦理觀摩交流，並積極整合環保團體及民間企業，辦理

專家學者諮商、座談會、研討會、減碳種子教師訓練，配合地方

政府辦理宣導並推廣低碳生活，包括民眾低碳觀念普及化，加強

學校、社區、辦公場所等低碳教育，將節能減碳觀念逐步推廣拓

展為全民運動。 

充分運用環保署設置之「Eco Life 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

網」功能(http://ecolife.epa.gov.tw/)，透過網路資訊透明便

捷功能，將每一低碳示範社區建構成果建立專屬部落格，詳實呈

現其建構過程、活動紀錄與績效，供民眾瀏覽學習。 

肆、低碳社區之要件及規模 

至少以村里為單位並與能源技術服務業者（ESCO）合作進行

節能改善，亦可擴大為鄉鎮；另為利輔導協助社區執行減碳措施，

應有推動本案之管理組織為窗口及參與配合意願；並為展現不同

型態之社區特性，評選低碳社區將以村里包含下列具有低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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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民間團體主動協助及曾積極參與社區營造及明顯邊界（地

緣）者（如農村聚落、原住民部落、集合住宅等），亦納入適當比

例為優先建構對象。 

（一）要件：具有管理組織(社區發展協會、管委會等組織、機

關學校組織等) 

1.成立管理委員會並向主管機關報備適用「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之建築物。 

2.「國民住宅條例」由政府直接興建之社區國宅。 

3.內政部「社區工作綱要」，經社區發展主管機關劃定，

供為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之組織與活動區域。 

（二）農村聚落：非都市地區既有一定規模集居聚落，及其鄰近

整體發展需要而納入之區域。 

（三）原住民部落：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傳統

規範共同生活結合之團體。 

（四）可結合轄內眾多機關、學校、商辦大樓及公民營機構。 

伍、低碳社區遴選建構具體執行措施 

一、 擬定低碳社區可減碳措施 

擬定七面向具體減碳措施，供縣市政府遴選推薦低碳示範社

區之依據，並配合各社區特點，因地制宜採行適合的單項或整合

性低碳措施。主要包括： 

（一）再生能源：考量自然環境特色及潛力，積極開發各種無匱

乏之虞，且不會產生碳排放的再生能源，結合「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優惠措施，提供發展低碳產業經濟機會。主要

項目包括太陽能光電、太陽能熱水器、中小型風力機、生

質能等。 

（二）節約能源：使用低耗電、高能源效率的照明燈具、家電、

空調，減少不必要照明時間；裝設智慧型電表、時間控制



8 

器監控管理用電，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有效率管理能源使

用，達到節流效果。 

（三）綠色運輸：完備公共運輸系統及交通管理措施；推廣使用

油電混合車、電動車低污染運載具，並加強建構電動車輛

電池交換及充電系統；提升液化石油氣、生質柴油或酒精

清潔燃料使用；營造低碳交通環境，串聯建構自行車道網

絡及租借、接駁系統，規劃舒適步行空間；推廣社區共乘

機制，減少私人車輛使用。 

（四）資源循環：推動廢棄物源頭減量，廢棄資源回收、再使用

與再利用；使用節水、省水設備，規劃雨水截留、集流、

貯留系統，鼓勵生活雜排水回收，作為沖洗廁所、洗車、

花木澆灌再利用。在農村型社區部分，則同時推廣豬廁所

資源轉化綠能模式經營建構：安置在豬圈角落豬廁所的柵

欄，是具省水、資源再利用並可提高育成率的「豬廁所」

養豬方式，其可有效收集 95%豬糞尿，不僅節省污水操作

費用、避免河川污染；回收豬糞尿進行沼氣再利用、減低

溫室效應，以及有機糞肥再使用，亦可減低農田土壤酸化

等優點之綠能養豬策略。 

（五）低碳建築：以「節能建築」理念，利用優良、科學化建築

節能設計，善用自然光線及通風設計，減少建築物內照明

及空調耗電；使用耐久、可再生、可拆除組裝建材及低耗

能建材，減少建築廢棄物，以建構節能、減廢、健康的建

築物，達到節地、節能、節水及節材目標。 

（六）環境綠化：推廣社區種樹、綠籬、花園綠美化。 

（七）低碳生活：經由食、衣、住、行、育、樂生活化節能減碳

行為，落實減碳無悔措施，逐漸養成低碳生活習慣，回歸

關懷環境、低碳樂活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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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遴選評比機制 

為促使縣市政府積極參與低碳社區遴選及

建構，且達到評比之目的，要求依規劃建構對

象要件及規模之原則，分兩階段評比選定建構

示範社區，流程如圖。 

（一）由縣市政府進行第一階段遴選評比，

遴選推薦轄內 3至 5處社區；另將相

關訊息上載於「Ecolife 清淨家園顧

厝邊綠色生活網」開放社區主動報

名。 

（二）第二階段由縣市政府（1名）、建築中

心（3 名）及本署（1 名）推薦專家

學者，其中至少一名為能源服務產業

專家，共同組成現勘小組，與地方政

府研商並據以評比前2名為低碳示範

社區建構對象。 

 

推薦

現場
勘查

遴選
建構對象

診斷輔導

社區建構

維運及
持續改善

第
二
階
段
遴
選
評
比

建
構
低
碳
社
區
階
段

第
一
階
段
遴
選
評
比

成立低碳社區
現勘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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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構執行措施 

（一）能源服務產業進駐 

今年 4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在  吳敦義院長見證下，由能源

服務公司(ESCO)及銀行在內的 32 家廠商簽署成立「低碳家園能

源服務策略聯盟」，期望每一低碳社區均有至少一家能源服務公

司，帶領包括各種綠能產業在內的團隊進駐，在金融機構支持

下，做長期的社區節能與綠能設施營運服務。例如：協助社區

進行能源管理、節能診斷(包括電力、照明、空調等)並提出改

善措施、安裝維護太陽光電、熱能或風能設備，更換省能燈具

及家電產品。 

 

(二)引進民間資金 

社區改善診斷、投資與營運服務所需費用，透過銀行融資

以自償性專案，由優惠躉售費率的收入及節省的能源支出中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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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政府協助辦理融資，克服行政障礙及引導需經營碳權的民

間企業及國營事業參與，以利社區永續經營運作。 

(三)電動車電池交換站系統建置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  吳敦義院長同時見證由台電、中

油、台塑及電池與電動車製造業者在內的 45 家廠商，成立「低

碳家園電動車營運策略聯盟」，將以統一電池及充電規格方法，

建立電池租賃與計費系統及普設電池交換站，以完善電動車充

電或電池交換使用環境，解決電動車售價偏高及使用便利性不

足等問題，塑造節能減碳電動車順利導入市場的有利條件。 

 

四、 推廣發展 

每縣市完成低碳示範社區建構後，期望以此經驗作為基礎，循

序漸進並持續提升低碳措施，使都會、鄉村及偏遠地區等均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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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地制宜、不同型態之低碳社區；並利用低碳示範社區自發性複

製成長，而將各社區串聯結合，逐步擴展至週邊社區與鄉鎮，營造

發展為低碳城市契機，再擴大應用至縣市全部範圍，進而形成低碳

生活圈。 

而為加速社區自發性複製成長，低碳示範社區建構執行之經

驗、成果，針對都會、鄉村及偏遠地區等不同型態編撰低碳社區建

構範本手冊，以供後續地方政府建構低碳社區推廣應用。 

 

 

陸、低碳城市競逐機制設計 

為於民國 103 年打造 6個低碳城市，目前除依經建會評估，已擇

選澎湖(經濟部能源局主政)及金門(環保署主政)建設為低碳島，另 4

座城市則遵循 馬總統「建構公平競逐機制並鼓舞縣市參與動力，選

定適當城市，推動節能減碳策略，作為發展示範重點城市」之指示，

由環保署著手規劃公平競逐機制，並設計遴選之作業流程、文件格式

及撰寫指引等，供各地方政府研提競逐計畫，以擇優選出「低碳城市」

標的對象。 

為公開、公平、公正辦理「低碳城市」遴選事宜，環保署參考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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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綠色首都」、日本「環保模範城市」之評選項目與審查流程、方

式等，規劃我國低碳標的城市申請及遴選流程、機制（草案）如下： 

一、前置作業(環保署) 

環保署將成立低碳城市遴選評決小組及訂定「低碳城市競逐

遴選要點」(以下簡稱評決小組及競逐遴選要點)。 

(一) 評決小組：成員規劃包括，部會代表 7-9 人、專家學者 7-9

人、產業界 3-5 人、環保團體約 3-5 人，計 17-25 人。 

(二) 競逐遴選要點：內容包括：「壹、依據」、「貳、申請資格」、

「參、工作內容」、「肆、預定工作時程」、「伍、計畫書格

式」、「陸、審查與評決」、「柒、收件日期」、「捌、經費補

助原則」及「玖、附則」等。 

二、辦理評比說明會(環保署) 

評比說明會將邀請地方政府首長及局處室主管共同參與，引導申

請單位之提案方向，明確瞭解評決作業規範。預定將分北中南東分區

各辦理 2場次，共 8場次。 

三、研提「低碳城市建構」計畫申請書(地方政府) 

「低碳城市建構」計畫申請書內容至少應包含： 

(一) 計畫名稱及經費。 

(二) 提送機關及推動組織。 

(三) 願景規劃及減量目標。 

(四) 執行期限。 

(五) 推動策略及施作措施。 

(六) 重要工作項目及預定進度。 

(七) 預期效益。 

四、競逐遴選(環保署) 

(一) 規劃採二階段審查作業，由低碳城市評決小組評決遴選。 



14 

（1）第一階段採書面審查方式，分區(北中南東)遴選，預

定各選出 2座城市，共計 8座城市。 

（2）第二階段為 8座城市現場勘查及簡報詢答審查。 

(二) 評審項目規劃包括：「低碳城市整體願景規劃」、「明確的減

碳目標」、「在地可行的低碳策略與建構措施」、「積極的民

間參與」、「完善的財務規劃」、「健全之推動組織」及「合

理之成效評估管考」等評審指標及配分。 

 

 
 
 
 
 
 
 
 

五、後續行動計畫管考(環保署、地方政府) 

依遴選「低碳城市」標的對象，訂定「低碳城市建構及擴大為北

中南東低碳生活圈行動計畫」，作為未來落實推動低碳城市建構

之依據，並據以考核其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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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申請及遴選流程規劃 

 
 
 
 

4.提案
檢具申請文件

向環保署提出申請

5.受理及資格審查
受理縣市政府之申請
並依申請文件完整度
，進行資格審查

6.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評決小組依申請文件內
容，進行第一階段之書

面初選審查

申請單位－地方政府 主辦單位－環保署

7.準備簡報
準備簡報資料，於審
查會議進行簡報說明

8.第二階段簡報及
現場勘查

評決小組依簡報內容及
現場狀況，進行審查

9.綜合審查
依書面及現勘審查結
果，進行綜合審查

10.公布優勝名單
公布北中南東四區
之優勝縣市名單

1.前置作業
成立低碳城市評決小組
及公告低碳城市競逐

遴選要點

2.宣導
北中南東分區辦理

低碳城市評決說明會

3.與會
了解低碳城市

遴選程序

評決出8座初選城市
並通知入選城市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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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低碳家園聯繫窗口 

 

聯絡單位 聯絡人 Email 聯絡電話 

許仁澤 
簡任技正 jtshu@epa.gov.tw 02-23117722 

分機 2775 

沈淑敏 
助理環境技術師 smshen@epa.gov.tw 02-23117722 

分機 2771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生態社區

推動方案室 

孫煒翔 
稽查督察員 wssun@epa.gov.tw 02-23117722 

分機 2773 

王婉芝 
經理 wan-chih@tabc.org.tw 02-86676398 

分機 137 

侯雅壹 
工程師 yayi@tabc.org.tw 02-86676398 

分機 161 
財團法人台灣

建築中心 

李思賢 
工程師 shien@tabc.org.tw 02-86676398 

分機 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