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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 
成果中英文摘要（簡要版） 

 
一、中文計畫名稱：  

１０７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  
二、英文計畫名稱：  

２０１８  Promoting the Low-Carbon Green City Project of Taoyuan 
City 

三、契約編號：  
１０７０１０８０８  

四、執行廠商：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五、計畫主持人（包括共同主持人）：  
孫瑋宏，巫思佩  

六、執行開始時間：  
１０７／１／１８  

七、執行結束時間：  
１０７／１２／３１  

八、報告完成日期：  
１０８／１／３０  

九、報告總頁數：  
３１６  

十、使用語文：  
中文，英文  

十一、報告電子檔名稱：  
１０７０１０８０８.pdf 

十二、報告電子檔格式：  
PDF 

十三、中文摘要關鍵詞：  
低碳綠色城市，溫室氣體盤查，國際參與 

十四、英文摘要關鍵詞：  
Low carbon green city,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International involvement 

十五、中文摘要（約三百至五百字）  
桃園一個快速成長的城市，如何讓桃園在積極建設與進步的同時，也能融合永

續發展是市府積極建立之工作，是本計畫執行重點工作，而為使重點工作得以

落實執行，因此今年度針對綠色城市推動過程，著重於協助桃園市各局處單位

建立相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策略工作，並依循桃園市發展低碳綠

色城市自治條例，追蹤各局處子法制定進度，並檢討條例內容規劃修法作業，

進一步提出成效展現相關規劃，讓各項條例執行成效質量化，並專訪諮詢顧問

團彙整局處推動成果，編撰本市低碳綠色城市專刊。今年本計畫已初步統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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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105 年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工作，並與近幾年相比排放比例有逐年上升之

趨勢，進一步分析 105 年盤查結果，排放源以工業能源部門最高(約 66.88%)，
其次為運輸能源部門(約 13.96%)，因此參考各部門排放情形，並以旗艦計畫為

基礎訂定本市溫室氣管制執行方案，以確保局處執行計畫得以完善；最後本計

畫也將持續藉由記者會活動辦理及國際競賽參與(APEC 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

獎)，持續進行對外露出，藉此宣傳擴散桃園低碳綠色城市作為。 
十六、英文摘要：  

Taoyuan city is growing rapidly. The city government is proactively trying to 
combine city’s infrastructure and progress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is 
also the main focus of this project. This year, we put emphasis on assisting bureaus to 
set up GHG reduc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related policies. Following 
Taoyuan City’s “Self-Government Ordinance on Developing Taoyuan City as a 
Low-Carbon Green City”, we tracked the progress of bureaus on the sub-law 
enactment, reviewed the contents of the ordinance for planning the amendment work,  
and further brought up plans for achievements presentation to qualify and quantify 
the implementing effectiveness of each ordinance. Moreover, for compiling the city's 
special issue “Low-Carbon Green City” to promote the results, we had interviewing 
with the Advisory Group and collected and organiz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bureaus. 
This year we finished community GHG inventories for 2016. After analyzing 
inventory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GHG emission had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most of the emission is from industry sector (66.88%) and transportation comes 
second (13.96%). Therefore, we use the emissions data as reference and set the city's 
greenhouse gas control implementation plan based on the flagship project to ensur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ureau is perfected. Finally, for continuous exposur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within the city government, we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and participated in international award (APEC Best Practices 
Award) to promote Taoyuan’s action as a low-carbon and gre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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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 
報告大綱 

 
本 計 畫 共 計 十 個 工 作 項 目 ， 為 有 效 執 行 及 整 合 運 用 ， 特 將 本

計畫架構及重點主軸彙整如圖 1，包括：低碳城市策略規劃、溫管

法 業 務 協 辦 與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 國 際 資 料 蒐 集 與 參 訪 事 務 規 劃 、 低

碳 綠 色 城 市 成 果 宣 導 與 推 廣 及 綜 合 業 務 管 理 ， 各 章 節 執 行 重 點 說

明如下。  

 

 

圖1  本計畫執行主軸及重點工作 

 

 

第一章  計畫緣起、目標及工作內容  

本 章 節 涵 蓋 本 計 畫 緣 起 、 目 標 、 工 作 內 容 、 計 畫 期 程 及 目 前

執 行 進 度 說 明 ， 共 為 五 大 主 軸 ， 包 括 低 碳 城 市 策 略 規 劃 、 溫 管 法

業 務 協 辦 與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 國 際 資 料 蒐 集 與 參 訪 事 務 規 劃 、 低 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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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綠 色 城 市 成 果 宣 導 與 推 廣 及 綜 合 業 務 管 理 ， 本 計 畫 於 執 行 過 程 皆

遵 循 合 約 中 所 規 範 之 各 項 工 作 內 容 辦 理 ， 辦 理 情 形 摘 要 如 表

1 . 5 - 1， 透 過 此 表將 各 工 作 項 目 執 行情 形 及 報 告 對 應 章節 列 出 ， 提

供閱讀者快速查閱報告執行成果。  

 

第二章  推動本市低碳綠色城市之策略規劃與成果整合  

本 團 隊 歷 年 擔 任 業 務 單 位 之 幕 僚 團 隊 ， 瞭 解 各 工 作 項 目 間 之

連結性，因此 1 07年度協助本計畫執行重點，由法制面開始，追蹤

並 檢 視 自 治 條 例 執 行 成 果 ， 依 此 進 行 修 正 母 法 作 業 ， 連 動 旗 艦 計

畫 成 果 及 環 保 署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管 理 政 策 ， 轉 型 為 第 一 期 管 制 執 行

方 案 ， 依 據 期 程 於 1 08年 1月 底 前 提 送 至 環 保 署 審 核 ， 另 一 方 面 同

步 檢討 調適計 畫，除 完成 10 7年 調適計 畫， 另與 S GS共同 研商 ，運

用評估工具，最終產出「 10 7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白皮書」

(以下簡稱調適白皮書 )，涵蓋桃園背景資料研析、八大領域情境推

估 、 潛 在 衝 擊 、 脆 弱 度 分 析 及 調 適 缺 口 等 ， 其 最 終 目 的 強 化 本 市

各項調適計畫能夠具有實質改善效益及可行性。  

管 考 機 制 將 搭 配 低 碳 綠 色 城 市 推 動 小 組 會 議 ， 追 蹤 進 度 及 滾

動 檢 討 修 正 ， 並 邀 請 諮 詢 顧 問 團 隊 給 予 實 質 建 議 ， 帶 領 市 府 團 隊

成 長 ， 並 視 會 議 裁 示 內 容 ， 辦 理 專 諮 會 ， 包 含 管 制 執 行 方 案 研 訂

及內容確認，得以完成「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最後加

以 運 用 低 碳 綠 色 城 市 成 果 ， 編 撰 成 專 刊 及 國 際 交 流 場 合 發 表 ， 藉

此希望桃園推動成效能夠擴大讓民眾有感。  

 

第三章  協助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業務  

溫 管 法 是 我 國 第 一 部 明 確 授 權 政 府 因 應 氣 候 變 遷 的 法 律 ， 共

分 6章 ， 計 34條 ， 明 定 我 國 20 50年 長 期 減 量 目 標 及 以 5年 為 一 期 的

階 段 管 制 目 標 ， 桃 園 市 刻 正 發 展 低 碳 綠 色 城 市 ， 以 「 桃 園 市 發 展

低 碳 綠 色 城 市 自 治 條 例 」 落 實 推 動 相 關 減 緩 策 略 ， 雖 溫 管 法 與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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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條 例 管 制 策 略 有 所 不 同 ， 但 其 最 終 目 的 相 同 。 其 中 溫 管 法 亦 將

權 責 區 分 中 央 單 位 與 地 方 政 府 ， 透 過 跨 部 會 分 工 及 納 入 各 界 參 與

及 分 層 負 責 推 動 的 機 制 ， 訂 定 相 關 行 動 方 案 或 綱 領 。 因 此 本 計 畫

協助業務單位地方機關應負責之權責，包含：行動方案 (管制方案 )

研 擬 、 追 蹤 中 央 溫 管 法 相 關 子 法 期 程 與 進 度 及 中 央 意 見 蒐 集 時 提

供參考資訊。  

環 保 署 於 107年 6月 2 8日 辦 理 「 溫 室 氣 體 管 制 執 行 方 案 撰 擬 規

劃 說 明 會 議 」， 各 部 門 管 制 行 動 方 案 (草 案 )於 10 7年 7月 陳 報 行 政

院 ， 行 政 院 107年 10月 3日 核 定 各 部 門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管 制 行 動 方

案 」， 縣 市 政 府 須 於 行 動 方 案 核 定 後 1年 內 提 出 管 制 執 行 方 案 ， 而

桃園市屬直轄市依規定需於 10 8年 1月前函送中央。  

為 研 擬 出 桃 園 市 管 制 執 行 方 案 ， 以 「 桃 園 市 低 碳 綠 色 城 市 旗

艦計畫」進行策略轉換，並納入各局處相關推動計畫，期間辦理 2

次 研 商 會 議 ， 研 討 桃 園 市 管 制 執 行 方 案 內 容 以 完 善 各 部 門 減 量 策

略。  

 

第四章  協助溫室氣體排放源申報審查工作  

依據既往執行成果資料顯示，1 05年桃園市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3 , 084萬 公 噸 ， 以 工 業 用 電 ( 37 .7 4% )及 工 業 燃 料 (2 9 . 16% )產 生 排 放

量最多，其中該年度列管排放源 (5 4家 )燃料燃燒產生排放量佔全市

工 業 燃 料 7 7 . 37 %， 因 此 確 實 掌 握 桃 園 市 主 要 排 放 源 是 刻 不 容 緩 之

課題。  

為 協 助 業 務 單 位 掌 握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申 報 工 作 ， 本 計 畫 已 建

立 溫 室 氣 體 應 申 報 對 象 更 新 機 制 、 書 面 審 查 流 程 及 現 場 查 核 流

程。依據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審查指引 」，協助辦理

1 0 6年 5 7家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源之書面審查，及 4 5場次的現

場 查 核 作 業 ， 且 為 使 列 管 排 放 源 了 解 現 階 段 盤 查 登 錄 規 定 及 流

程，已辦理 2場次教育訓練說明會，透過說明會提升書審通過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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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報 率 。 除 掌 握 主 要 列 管 排 放 源 之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情 形 ， 同 時 可 將

成果回饋至環保署相關氣候變遷績效評比。  

 

第五章  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推動  

本 計 畫 延 續 以 往 經 驗 ， 依 據 環 保 署 新 公 告 「 縣 市 層 級 溫 室 氣

體盤查計算指引」( 1 06年 4月版 )，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持續掌

握 桃 園 市 溫 室 氣 體 來 源 與 特 性 ， 並 作 為 後 續 訂 修 桃 園 市 溫 室 氣 體

管 制 執 行 方 案 之 參 考 。 此 外 針 對 行 政 轄 區 則 持 續 辦 理 入 第 三 方 認

證 ， 不 僅 可 保 有 溫 室 氣 體 報 告 書 的 公 信 力 外 ， 認 證 完 成 之 證 書 更

可在國際參與時作為最直接有效之依據。  

依照行政轄區盤查結果顯示，1 05年度行政轄區總溫室氣體排

放量 (不含範疇 三 )為 3 , 08 4萬公 噸 C O2e， 主要排放 部門為工 業能源

部 門 6 6 . 88 %， 依 序 為 運 輸 能 源 部 門 13 . 9 6%、 住 商 部 門 1 3 . 8 5%、 工

業製程 4 . 29 %、廢棄物部門 0 . 85 %，及農業部門 0 . 16 %；政府機關盤

查 部 分 ， 總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共 計 為 2 0 . 2萬 公 噸 C O2 e， 以 固 定 式 能

源部門占總量 88 .92 %最高，依序為交通運輸部門 8 . 17 %，逸散部門

1 . 72 %及 廢 棄 物 部 門 1 . 19 %。 最 後 進 一 步 分 析 盤 查 之 活 動 數 據 影 響

排 放 量 之 因 素 ， 及 可 能 的 減 碳 空 間 ， 除 供 擬 定 溫 室 氣 體 管 制 執 行

方案依據，亦可做為局處減量比例分配之參考。  

 

第六章  國際事務參與  

為順應國際趨勢並讓桃園市與國際接軌，本計畫蒐集臺灣其

他 5個直轄市有參與或較受關注之國際環保組織相關活動或會議

資訊，包括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 ( IC LE I)、 城市與地方政府聯

盟 ( UC LG )、 C 40城市氣候變遷領導小組 (C 40 )及全球氣候能源市長

盟約 ( GCO M )，以及其他國際環境相關新聞平台，作為桃園市擬定

後續推動策略及行動方案之參考。  

在國際行動參與上，桃園市於 10 7年 2月已經完全符合 GC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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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取得認證，並參與國際碳揭露計畫中的城市碳揭露專案 (C DP 

c i t i e s )及透過碳氣候登錄平台 ( cCR )登錄桃園市碳盤查資料。  

協助參與國際競賽，提出建議並協助撰寫、整理及翻譯競賽

文件，原預計 10 7年度參與 C 40城市獎，惟致本計畫結束前， C 40

城市獎皆無相關訊息，因此今年無本競賽可參與；於 107年 1 2月 2 5

日完成投稿 ESC I能 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並依照主辦單位之意見

回饋進行內容精進，預計將於 10 8年 4月公布初審結果。  

國際會議參與部分於 10 7年 6月 18日～ 2 6日參加 20 18  IC LE I世

界大會，並以「桃園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為主題在會議中發表簡

報，並於會後受到韓國水原市的邀請，於 10 7年 9月 16日～ 19日參

與 20 18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在市長對談中分享桃園邁向低碳

綠色城市中如何將人本 (h um a n- c e n t e re d )概念融合到市政中與其他

亞洲城市共同討論。協助內容包含行程前的規劃、資料準備、地

點及人員確認，行程中的協助活動紀錄與問題處理，及行程結束

後提供出國報告或資料。  

 

第七章  綠色城市成果宣導  

1 0 7年為擴大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之效益，配合市府政策與

低 碳 暨 環 境 教 育 中 心 之 執 行 計 畫 結 合 辦 理 「 桃 園 市 環 教 設 施 場 所

票選暨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活動，展示升格後 4年低碳綠色城

市 執 行 內 容 以 及 成 果 揭 露 。 網 頁 擴 充 部 分 則 以 資 訊 安 全 部 分 進 行

SS L申 請設定，提升網頁傳輸間的安全性，另外建置網站版本控制

程 式 讓 每 一 個 階 段 都 有 最 新 紀 錄 可 尋 、 可 回 溯 修 復 ， 假 設 網 頁 在

遭 受 資 安 攻 防 或 駭 客 惡 意 攻 擊 時 過 程 發 生 問 題 ， 則 可 就 由 該 軟 體

檢測回復到最近一次更新紀錄。  

 

第八章  環保署評比考核  

為 促 使 全 國 各 直 轄 市 及 縣 (市 )環 保 機 關 對 氣 候 變 遷 衝 擊 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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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整 因 應 措 施 ， 並 確 實 執 行 因 地 制 宜 且 與 國 際 接 軌 之 減 緩 與 調 適

行動，環保署每年舉辦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績效評比。  

本 計 畫 協 助 管 控 環 保 署 推 動 氣 候 變 遷 行 動 績 效 評 比 作 業 ， 每

月 彙 整 考 評 工 作 執 行 情 形 ， 並 於 時 間 內 辦 理 完 成 工 作 ， 預 計 各 項

分 數 均 可 獲 得 。 並 蒐 集 整 理 市 府 相 關 推 動 計 畫 ， 以 「 設 立 市 府 層

級 『 綠 能 專 案 推 動 辦 公 室 』 整 合 本 市 綠 能 政 策 發 展 」、「 成 立 『 海

岸 管 理 處 』 為 管 理 海 岸 生 態 之 專 責 單 位 」、「 辦 理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計

畫 ， 推 動 本 市 調 適 示 範 社 區 」 及 「 桃 園 市 生 質 能 中 心 成 立 ， 推 動

桃 園 環 保 科 技 園 區 為 資 源 循 環 示 範 園 區 」 為 在 地 執 行 亮 點 完 成 年

度成果報告，並依規定協助業務單位於 10 7年 11月底提報年度成果

報 告 予 環 保 署 ， 完 成 網 頁 上 傳 事 宜 ， 並 協 助 製 作 成 果 報 告 簡 報 ，

配合於 10 7年 1 2月 24日參與成果簡報會議。  

 

第九章  協助辦理綜合業務及其他配合辦理事項  

為確保本科業務推動順暢，本計畫協助辦理相關綜合業務；協助

辦理 107年 1月 ~12月工作檢討會，並綜整列管工項追蹤辦理進度，並

協助業務單位參與「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三十屆 (2018)年會暨各專

門學術研討會」，以「桃園市溫室氣體列管對象排放分析及策略精進

建議」進行論文投稿及發表，同時彙整提報相關成果資料，於計畫執

行期間，協助製作相關資料共計 30項。  

 

第十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節彙計畫工作成果，並提出各工項未來辦理建議。  



1 

107 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 
 

成果報告摘要（詳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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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桃園一個快速成長的城市，如何讓桃園在積極建設與進步的同時，也

能融合永續發展是市府積極建立之工作，是本計畫執行重點工作，而為使

重點工作得以落實執行，因此今年度針對綠色城市推動過程，著重於協助

桃園市各局處單位建立相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策略工作，並

依循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追蹤各局處子法制定進度，並檢

討條例內容規劃修法作業，進一步提出成效展現相關規劃，讓各項條例執

行成效質量化，並專訪諮詢顧問團彙整局處推動成果，編撰本市低碳綠色

城市專刊。今年本計畫已初步統計完成 105 年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工作

，並與近幾年相比排放比例有逐年上升之趨勢，進一步分析 105 年盤查結

果，排放源以工業能源部門最高(約 66.88%)，其次為運輸能源部門(約
13.96%)，因此參考各部門排放情形，並以旗艦計畫為基礎訂定本市溫室

氣管制執行方案，以確保局處執行計畫得以完善；最後本計畫也將持續藉

由記者會活動辦理及國際競賽參與(APEC 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獎)，持

續進行對外露出，藉此宣傳擴散桃園低碳綠色城市作為。 
Taoyuan city is growing rapidly. The city government is proactively trying 

to combine city’s infrastructure and progress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is also the main focus of this project. This year, we put emphasis on 
assisting bureaus to set up GHG reduc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related 
policies. Following Taoyuan City’s “Self-Government Ordinance on Developing 
Taoyuan City as a Low-Carbon Green City”, we tracked the progress of bureaus 
on the sub-law enactment, reviewed the contents of the ordinance for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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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ndment work,  and further brought up plans for achievements 
presentation to qualify and quantify the implementing effectiveness of each 
ordinance. Moreover, for compiling the city's special issue “Low-Carbon Green 
City” to promote the results, we had interviewing with the Advisory Group and 
collected and organiz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bureaus. This year we finished 
community GHG inventories for 2016. After analyzing inventory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GHG emission had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most of the 
emission is from industry sector (66.88%) and transportation comes second 
(13.96%). Therefore, we use the emissions data as reference and set the city's 
greenhouse gas control implementation plan based on the flagship project to 
ensur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ureau is perfected. Finally, for 
continuous exposur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within the city 
government, we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and participated in international award 
(APEC Best Practices Award) to promote Taoyuan’s action as a low-carbon and 
green city. 

前 言 

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暖化引起氣候變遷等環境問題，其已成為全球共同

面對問題，各國需建立調適及減緩的作為來維持環境、經濟及生命安全之

間的平衡。節能減碳是國家施政重點項目之一，加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法」於 104 年 7 月 1 日公布施行，同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1日， 國際

間更於法國巴黎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 第 21 屆締約國

大會 (COP21) ，近 200 個國家一致通過「巴黎協定」，成為繼京都議定書

之後，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溫室氣體減量新協議。環保署參酌「巴黎協

定」(Paris Agreement)及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推動室氣體減量政策，目標 139 年排放量降為 94 年溫室氣體

排放量 50%以下。台灣身為地球公民的一員，因此各行政部門應儘速採取

具體行動予以落實，以正面積極的態度提出承諾，與國際同步邁向減碳目

標。 
城市是溫室氣體的主要排放源，市長鄭文燦於上任後即宣布低碳綠色

城市是桃園的願景之一。桃園市政府為創造一個能符合國際趨勢，成立「

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整合市府各局處室辦理低碳綠色城市推動

事宜，建構低碳化之友善生活環境，並引導民眾依循，使桃園邁向國際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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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有鑑於此，桃園市環保局為積極推動節能減碳相關工作，並配合行政

院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訂定之方案，加強建立階段性之溫室氣體減

量政策措施及推動具體之行動方案，進一步展現桃園於國際上之低碳形象

，故辦理「107 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由具專業之團隊協助環保局有效推動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或低碳永續

之策略，並協助推動幕僚作業，使桃園市朝國際低碳綠色城市邁進。 

執行方法 

本計畫共計十個工作項目，為有效執行及整合運用，特將本計畫架構

及重點主軸彙整如圖 1，包括：低碳城市策略規劃、溫管法業務協辦與溫

室氣體盤查、國際資料蒐集與參訪事務規劃、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宣導與推

廣及綜合業務管理。 
 

 

圖1  本計畫執行主軸及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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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一、 協助推動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運作 

(一) 完成自治條例成果彙整，包含施行前(105年(含)前)、後(106及107

年度)之成果，具有量化之條文共計19條。 

(二) 追蹤各項子法研訂進度，已全數完成23項。 

(三) 完成母法修正前置作業，包含局處意見整合、諮詢顧問意見參採

及性平委員審核…等，並依據法務局意見及修法格式調整，現階

段已送至法務局，共計12條，含修正10條及新增2條。 

(四) 完成107年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架構為3策略30方案72項

細部計畫)及績效指標(46項)。 

(五) 完成106年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成果彙整，減碳量約82,386噸/

年；彙整107年現階段成果，減碳量51,488噸/年，目標達成率為

76.51%。 

(六) 完成107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架構為8領域23項調適策略51

項行動計畫)及執行成果。 

(七) 結合「107年桃園市推動空氣污染防制暨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產出

之「107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白皮書」，檢視本市調適領域

脆弱度及調適缺口，規劃108年度政策研擬方向及目標，強化本市

各項調適計畫能夠具有實質改善效益及可行性。 

(八) 配合2018 ICLEI世界大會會議，協助以「桃園發展低碳綠色城市」

為主題製作中英文簡報(含中英文講稿)及2018年水原亞洲人本城市

論壇談稿(含中英文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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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完成低碳綠色城市專刊中文版1,000份、英文版500份，並於低碳綠

色城市網提供專刊PDF下載。 

(十) 辦理低碳綠色城市相關會議共4場次，並協助提供會議簡報、書面

資料及相關行政配合事項等。 

二、 溫管法業務協助辦理事項 

(一) 完成「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依環保署撰擬原則提出「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並於

108年1月於規定期限內提送環保署審查。 

(二) 完成辦理2場次研商會議 

107年7月31日辦理「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研商會」及107

年12月22日辦理「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第一期)草案內容

修訂研商會議」，研討本市管制執行方案內容。 

三、 排放源申報審查工作 

(一) 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名單更新維護作業 

1. 透過固定污染源空污費暨排放量申報整合管理系統、環境保護

許可管理資訊系統，及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等資料庫數據，

進行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名單維護作業，並協

助2間排放源解列案件審查作業，106年名單更新為57家。 

2. 另外配合環保署需求，協助提供107年排放源列管名單，共計59

家業者。 

(二) 辦理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系統書面審核作業 

1. 107年6月1日於桃園市勞工育樂中心辦理2場次應盤查登錄溫室

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說明會，邀請環保署及其委辦單位針對溫

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與相關法規、溫室體排放量申報流程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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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進行說明，由本計畫針對往年常見問題進行說明，一同與排

放源代表進行意見交流，共34家40人次參與。 

2. 依環保署公告盤查登錄審查指引及新增規範，更新溫室氣體盤

查登錄系統書面審核流程，並據實進行書審作業，書審結果共

25家全數通過。分析不通過項目，以申報製程或設備之編號及

名稱，與所對應之許可證內容不符占多數，其次為製程或設備

編號及名稱空缺，再來為電力係數類型誤選為自訂。 

(三) 協助業務單位執行排放源現場查核作業 

1. 於107年9月26日~11月7日進行45場次業者現場查核，針對範疇

一及範疇二排放量8成以上之排放源數據確認，查核過程著重

於排放源引用數據與其單據來源的一致性，結果共計6間業者

不通過，原因為數據誤繕，及應扣除而未扣除。 

2. 將未通過之排放源名單及查驗機構名單函知環保署，交於環保

署接續釐清問題及責任歸屬。 

四、 桃園市溫室氣體盤查推動 

(一) 完成105年桃園市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及外部查證作業 

1. 105年行政轄區盤查結果為3,084萬公噸，排放源以工業能源部

門最高佔66.88%，依序為運輸能源部門13.96%、住商部門

13.85%、工業製程4.29%、廢棄物部門0.85%，及農業部門

0.16%，並完成盤查報告書。 

2. 委由第三者查驗機構(BSI)以國際標準ISO14064及縣市指引等標

準進行查證，分別為文審作業(107年7月6日)、第一階段審查作

業(107年7月25~26日)，及第二階段審查作業(107年8月20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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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階段，於107年11月取得認證聲明書，並將成果登錄於指定平

台。 

(二) 完成106年桃園市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及外部查證作業 

1. 為協助機關單位完成溫室氣體能資源耗用量填報，於107年4月

23日辦理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填報說明會，並設立聯絡專

線，自107年4月3日起至107年7月3日全部完成填報，諮詢電話

較去年少，推測應與各機關單位有填報經驗有關。 

2. 106年政府機關盤查結果為20.2萬公噸，以固定式能源占比

88.92%最高，依序為交通運輸部門8.17%，廢棄物部門1.72%及

逸散部門1.19%，並完成盤查報告書。比較103~106年排放量，

因103年底升格為直轄市及106年桃園捷運通車，業務量增加，

能資源使用大幅提升，因此104及106年排放量隨之增加。 

3. 由本計畫進行內部稽核作業，針對漏填報或與歷年相比數據過

高者進行電話確認，篩選填報使用量數據差異歷年平均高於或

低於50%，或明顯高於同類型單位者，篩選出34個機關單位，

主動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與該單位聯繫並確認問題，針對誤填之

單位除協助修正其登錄資料外，亦分析彙整能資源使用量落差

原因。 

(三) 針對各部門排放量趨勢及減量措施進行分析，結合桃園市溫室氣

體管制執行方案，對應溫管法部門別，提出節能改善對策： 

1. 固定式能源-建築大樓與設施部門：對應溫管法為住商部門。在

各機關辦公室電力使用部分，持續推動機關學校公有屋頂標租

設置太陽光電系統計畫。在燃料使用部分，建議以加強餐廳鍋

爐能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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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定式能源-街道照明與交通號誌：對應溫管法為住商部門。配

合能源局禁用水銀路燈政策，已汰換2萬盞LED路燈，規劃最

快於109年底將剩餘高壓鈉燈全數汰換為LED路燈。 

3. 政府交通運輸部門：對應溫管法為運輸部門。建議針對公部門

所使用之運具，加強保養檢修，倘採購車輛可以電動車輛為

主，同時加強宣傳環保駕駛之觀念，減少車輛耗油。 

4. 逸散部門：對應溫管法為住商部門。考量消防安全設備的設置

及平時維護保養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且此部門排放量佔比不

高，建議每年持續追蹤補充量，不以減量為主要目標。 

5. 廢棄物部門：對應溫管法為環境部門。水務局主政「公共污水

下水道接管率」，普及率由106年80.42%，提升為107年的

82%，除完善其都市建設，亦可逐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6. 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對應溫管法為農業部門。推廣依環境種

植合適樹種，並建立林地面積變動機制，掌握每年森林異動變

化。 

五、 國際參與 

(一) 國際環保行動及組織資訊蒐集：以5都較矚目的國際行動、環保

組織為主要資訊來源，本年度共蒐集203則新聞，並依永續發展

目標17個面向，將新聞分類。 

(二) 國際行動參與： 

1. 協助全球氣候能源市長盟約(GCOM)四階段認證，並完成

桃園市行政轄區及政府機關兩種範圍的溫室氣體盤查以填

寫碳氣候登錄平台(cCR)填報表格，完成城市碳數據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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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助桃園市第3年參與國際碳揭露計畫(CDP cities)，於107

年8月13日完成線上問卷填報。 

(三) 參加ESCI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及投稿2019年韌性城市大會： 

1. 協助提出參與競賽建議，並協助撰寫、整理及翻譯競賽文

件，原預計107年度參與C40城市獎，惟致本計畫結束前，

C40城市獎皆無相關訊息，因此無本競賽可參與。本計畫

於107年12月25日完成投稿ESCI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

並依照主辦單位之意見回饋進行內容精進，預計將於108年

4月公布初審結果。 

2. 由於今年參與3年1次的ICLEI世界大會後，桃園市立即受邀

至韓國水原市參與人本論壇，為使108年會議得以有類似效

果，建議參與2019韌性城市大會，經取得同意後，於107年

11月16日前協助桃園市環保局、工務局及水務局完成投

稿，預計將於108年2月公布投稿結果。 

(四) 參與ICLEI世界大會及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1. 桃園首次參與2018 ICLEI世界大會，於C2C城市對談中分享桃

園朝向低碳綠色城市發展的經驗與成果，會議期間與多個國際

城市進行交流。桃園在世界大會的分享受到韓國水原市的代表

關注，由於世界大會期間兩市代表未有充分時間進行交流，韓

國水原市隨後邀請桃園市參與107年9月於水原市舉行之第三屆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進行交流。 

2. 協助參訪行程前期資訊蒐集、會議報名、會議參與建議與行程

規劃，並協助製作會議簡報及與談資料，蒐集加拿大及韓國當

地資訊及動態、辦理預訂當地旅宿…等，提報出國企劃書，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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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辦理行前說明會，並於會議行程前製作桃園出國手冊供與會

人員參考；中期協助會議活動紀錄及翻譯等事宜，並協助撰寫

新聞稿；後期彙整會議帶回之資料供業務單位參考，並協助撰

寫出國報告。 

(五) 加入CityNet，增加國際資源與曝光機會： 

協助參與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後安排至CityNet組織拜訪，透過

CityNet的介紹與建議，桃園市現以進行加入CityNet會員程序，期

望桃園在推動永續發展或是因應氣候變遷的各項行動，可以經由加

入越多的國際組織而學習更多的城市經驗，也可以帶動市府團隊建

立更好的合作模式。 

六、 綠色城市成果宣導 

(一) 107年11月26日~12月31日辦理「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低碳綠

色城市成果展示」活動，並配合進行傳媒宣傳作業。 

(二) 每月進行「低碳綠色城市網」資料維護作業已及弱點掃描。 

(三) 完成資訊安全SSL申請設定，提升網頁傳輸間的安全性，並建置網

站版本控制程式，減少網頁遭受惡意攻擊時之損失。 

七、 環保署考核評比 

協助完成環保署107年度直轄市及縣（市）環保機關因應氣候變遷行

動績效評比考核作業，並依各規定期程提報相關成果資料及彙整相關

計畫執行成果。 

八、 協助辦理綜合業務及其他配合辦理事項 

(一) 相關會議辦理 

協助辦理107年1月~12月工作檢討會，並綜整列管表掌握各計畫

執行情形，並持續追蹤最新進度，即刻更新相關資料庫內容。 



11 

(二) 委辦計畫資源運用 

例行空污基金資料提報、重要活動期程彙整及臨時性資料提供。 

(三) 協助參與「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三十屆(2018)年會暨各專門學

術研討會」，並以業務單位為主完成「桃園市溫室氣體列管對象

排放分析及策略精進建議」論文投稿及發表。 

(四) 彙整提報相關成果資料，於計畫執行期間，本計畫共協助製作相

關資料共計30項。 

結 論 

綜合本計畫共計十個工作項目，本團隊將本計畫重點主軸彙整分為5

大項，包括：低碳城市策略規劃、溫管法業務協辦與溫室氣體盤

查、國際資料蒐集與參訪事務規劃、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宣導與推廣

及綜合業務管理，以利呈現本計畫107年執行總成果說明如下：  

一、 低碳城市策略規劃 

(一) 彙整自治條例成果及子法進度追蹤，並完成母法修正前置作業，

共計12條，含修正10條及新增2條。 

(二) 完成107年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及調適計畫，並將旗艦

計畫轉型為「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第一期階段) 」(草

案)。 

(三) 完成低碳綠色城市專刊中、英文版。 

(四) 辦理4場次低碳綠色城市會議。 

二、 溫管法業務協辦與溫室氣體盤查 

(一) 提出「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草案)，並辦理2場研商會 

(二) 列管名單更新：106年57家、107年初篩59家。 

(三) 辦理2場次排放源說明會；完成書審及辦理45場次現場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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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溫室氣體盤查：105年行政轄區3,084萬噸；106年政府機關20.2萬

噸。 

三、 國際資料蒐集與參訪事務規劃 

(一) 蒐集國際環保行動及組織資訊新聞共203則。 

(二) 取得GCOM徽章，完成CDP、cCR填報。 

(三) 完成APEC「ESCI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2019韌性城市大會

投稿。 

(四) 參與2018 ICLEI世界大會、2018韓國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四、 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宣導與推廣 

(一) 辦理「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活

動，並配合進行傳媒宣傳作業。 

(二) 「低碳綠色城市網」資料更新及維護作業，完成網頁資訊安全擴

充作業。 

五、 綜合業務管理 

(一) 協助完成環保署「107年度直轄市及縣（市）環保機關因應氣候

變遷行動績效評比考核」作業。 

(二) 完成環工年會投稿及海報發表。 

(三) 每月協助辦理工檢會議，並協助完成各項臨時交辦事項共30項。 

建議事項 

一、 推動本市低碳綠色城市之策略規劃與成果整合 

(一) 強化調適計畫，訂定中長程目標 

結合「107年桃園市推動空氣污染防制暨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及

「107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白皮書」，檢視本市調適領域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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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度及調適缺口，規劃明(108)年進行跨局處訪談，針對既有調適

計畫內容，檢討是否對於既有桃園市氣候變具有改善之作用，並

規劃中長期目標，藉由專諮會綜整討論並邀請諮詢顧問給予適當

建議，以強化本市各項調適計畫能夠具有實質改善效益及可行

性。 

(二) 專刊編撰期程提前，並增加企業或民眾觀點及行銷能力 

低碳綠色城市專刊編撰，建議可專訪執行已具成果之學校單位、

公司企業、民間團體等，藉由實績來佐證桃園市政府推行低碳城

市的成效卓著，並利用對話訪談之方式提升閱讀興趣，在行銷面

可與YouTuber合作或用運機場捷運車廂公益廣告、月台電視、line

貼圖、綠色城市桌遊...等露出機會，以符合現今社會趨勢，提高使

用族群。 

(三) 製作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地圖 

為強化本市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現，故未來建議以該年度成果，

製作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地圖，藉此展現各地方進步趨勢，並呼

應諮詢顧問所提「將全市之低碳努力目標及已減碳的數值，直接

標示在地圖上，變成低碳mapping，鼓勵各區的執行有比較的標

準，以人均碳排為比較數據，這樣一看很容易看得出來，各局處

把其各項計劃畫在各區地圖上，或歸納出Bar chart，把所有做的努

力變成碳排計算」，如無法得知該項之量化數據，須由文字敘述

了解，藉以完整呈現低碳地圖。 

二、 協助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業務 

(一) 追蹤第一期管制執行方案(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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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第一期執行成果，滾動式檢討及修正績效指標項目及目標

值。 

(二) 規劃第二期管制執行方案 

1. 依據107年第2次大會紀錄，檢討未列入第1階段管制執行方案的

項目，並以1局處1亮點計畫政策，請局處提出具有減碳效益之

計畫。 

2. 依據桃園市溫室氣體盤查情形，依排放結果進行部門別減碳權

責單位分工。 

三、 溫室氣體排放源申報審查工作 

(一) 提升列管排放源篩選機制 

自105年第3季開始，原排放量申報網站整合至「空污費暨排放量

整合申報管理系統」，該系統整合污染物空污費申報及污染物空

污排放量，因此在使用「空污排放量資料庫」進行溫室氣體排放

量門檻資料篩選時，雖大幅提升數據上差異問題，但仍有如燃料

類別、單位或小數點位數等部分數據誤差值；而依空污費收費辦

法，管制內容除全廠實際排放外，還有徵收金額，相較之下，較

貼近推估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燃料使用量。因此建議於列管名單篩

選時，以排放量申報資料庫篩出後，再輔以空污費資料庫燃料使

用量，以進行排放源之實際使用量推估。 

(二) 排放源申報精進作法 

初審通過數由105年4家、106年的16家增加到107年的25家，而現

場查核不通過數分別為8家、3家、6家。通過比例雖較去年高，但

仍有多數不通過，分析書審未通過項目以申報製程或設備之編號

及名稱，與所對應之許可證內容不符占多數，其次為製程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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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及名稱空缺。透過與排放源互動及執行經驗，提出建議事

項： 

1. 將不通過原因做成案例，並通知業者知悉。 

2. 針對書審不符合項目，經檢視平台審查項目，建議環保署檢核

平台功能，完善設計防呆機制，要求製程及設備填寫其他者應

完整說明使得上傳。此外，製程設備編號及名稱與許可證內容

不符部分，則建議規劃整合固定污染源許可系統，或跳出申報

提示等。 

(三) 查核結合相關同步宣導 

建議可統整市府相關單位，是否有需配合宣導項目，可於本項業

務於現場查核時，同步向廠商進行宣導目前市府可運用之資源(例

如：鍋爐補助)。 

(四) 查核結果回饋 

業者於固污申報系統申報資料誤植，及填報溫室氣體平台時，製

程與設備名稱與所對應之許可證內容不符，建議後續仍可持續將

於環保局空保科。 

(五) 列管數據加以分析運用 

以105年數據為例，列管排放源家數佔空污申報家數11%，但燃料

排放量佔全市整體77%，前五大排放源分別為中油桃園煉油廠、南

亞塑膠工業、台灣美光晶圓17.3%、友達光電14%、中華映管

10%。 

建議掌握此類排放大戶，分析其排放源結構，並將排放大戶名單

及排放相關資料，提供經發局或環保局空保科參考，可研擬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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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例如針對排放大戶提供節能技術

輔導，並建立自主化節能管理能力等。 

(六) 辦理教育訓練 

考量溫室氣體盤查登錄業務專業性，且每年排放源申報業務人員

異動，建議持續安排完整的應盤查登錄溫室體申報及查核教育訓

練，包含地方政府執行人員、排放源及查驗機構。 

四、 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推動 

(一) 桃園市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及運用 

1. 持續辦理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 

由於目前桃園市已提出第一期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因此為了

掌握減碳成效結果，以及累積背景資料，因此應持續辦理行政轄

區溫室氣體盤查。並且進行第三方查證作業，以期讓數據具備公

信力，可使用在國際相關揭露平台上。 

2. 盤查數據依部門分析運用： 

(1) 減碳權責分工，由各局處負責達成年度減碳量 

本報告第2、3章說明桃園市旗艦計畫已轉型為管制執行方

案，但卻無法對應年度排放量，故建議可參考盤查結果，依

各部門排放情形分配年度減碳量，由各局處共同承擔減量責

任，再由各執行機關提出具體減碳措施、年度會議滾動式檢

討，以達到減碳目標。 

(2) 減碳政策對症下藥，針對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進行管理 

前述溫室氣體盤查數據結果，加以分析各部門排放情形，並

且提出導致該部門上升及下降趨勢之細項說明，例如：105年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3,084萬噸，以工業能源為最大宗，佔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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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排碳量66.88%。向下分析列管排放源：105年54家列管排

放源排放量，扣除6家電力蒸氣業後，其他排放源占工業部門

32%、占全市總排放量23%，前5大依序為：桃煉(21%)、南

亞(20%)、美光(17.3%)、友達(14%)、華映(10%)，因此在工

業能源使用持續上升的情況下，應精進相關局處管制執行方

案內容，例如：制訂管制要點，要求各廠訂定年度減量目標

(能源用電大戶應節電1%)。 

(二) 桃園市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 

而環保署於104年起推動城市溫室氣體盤查作業，行政轄區盤查範

疇為桃園市地理邊界內全部範圍，政府機關盤查範疇僅為市政府

具有控制權的設施、建築物或活動，盤查邊界已涵蓋於行政轄區

內，各機關學校應至「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碳揭露服務平台」填報

用電量、用油量及逸散量等，填報項目與能源局相似。目前環保

署考量「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碳揭露服務平台」已完成階段性任

務，已整併於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因此針對政府機關盤查作

業提出以下建議事項： 

1. 桃園市政府機關盤查作業始於104年，依環保署盤查指引進行103

年資源使用量填報，至本(107)年度止已進行4年填報作業，期間

並辦理多場次政府機關盤查教育訓練或說明會，已初步建構各局

處針對溫管法推動法制作業的認知，落實溫室氣體減量相關工

作。至此政府機關盤查已完成階段性任務，為使資源使用達最大

化，建議後續可配合中央政策或實際需求，進行政府機關相關能

資源調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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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量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碳揭露服務平台建置目的為促使各縣市政

府了解轄內溫室氣體排放情形，本計畫完成盤查作業後，亦配合

揭露於國際碳平台，例如：carbonn® Climate Registry (CCR)平

台。因此建議中央整併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過程中，協助匯報

相關資訊，以利可持續供民眾進行查閱。 

五、 國際事務參與 

(一) 增加國際合作伙伴：COP會議目前主要仰賴ICLEI組織辦理的週邊

會議，或透過其他獲認NGO組織取得通行證(數量甚少)。應思考如

何與其他友好城市在會場週邊交流，甚可提前作業共同申請攤位。

建議可以永續發展理念和氣候變遷行動相近的城市評估姊妹市締

結，增加在國際上發聲機會。執行規劃可參考國際組織成員名單、

過往國際會議經驗及新聞資訊，優先蒐集亞太地區城市相關資訊提

出建議名單： 

1. 城市發展願景及政策重點方向。 

2. 政府組織架構、經濟地理特徵。 

3. 近 5 年市政資源及經濟狀況。 

4. 國際組織參與情形。 

5. 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相關行動計畫。 

(二) 增加國際交流互動：107年桃園首次參與ICLEI世界大會，會後受邀

參與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108年應繼續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及交

流機會，包含：追蹤2019韌性城市大會投稿結果、與國際城市或研

究機構參訪交流、參與國際城市競賽，及把握其他相關交流機會。 

(三) 爭取ICLEI東亞區執委(臺灣代表)：2018-2021 ICLEI執行委員臺灣

代表原為新北市前副市長葉惠青，因107年12月選舉後已非屬該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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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依照規定將進行執委補選，新北市政府可推舉執委代表經其他

國家城市執委同意後接任，但其他國家城市執委如不同意，將會釋

放相關職位開放相關城市推薦，故建議如相關職位開放後，桃園市

可積極爭取(臺灣區會員城市之正副市長皆具資格)，已獲得更多國

際曝光機會與資源。 

六、 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宣導 

(一) 成果宣導 

持續辦理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行銷，以專業性質更高之宣導及發

表方式辦理，如：論壇、研討會…等，提供更深化的資訊與知識

運用於桃園市，並可規劃結合外交部或環保署等中央單位辦理，

讓整體成果更豐富。並規劃與YouTuber或網路插畫家合作，拍攝

相關影片或以圖文插畫方式露出，增加整體活潑度及露出機會。 

(二) 網頁擴充 

本計畫工作多屬跨局處、單位之整合作業，如：旗艦計畫(轉型為

管制執行方案)、調適計畫及溫室氣體盤查相關資料的，各項成果

累積資料量龐大，且考量局處人員替換交接等因素，建議未來可

建置網站資料庫供內部資料管理使用，匯入現有資料內容，將本

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包含原有之旗艦計畫)、調適計畫及溫室

氣體盤查報告等成果資料，鍵入系統資料庫，供使用者可以線上

查詢及進度掌控使用，以提升資料蒐集效率及減少人員更替所需

要交接期。 

七、 環保署考核評比 

(一) 統一及公開減碳量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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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配合參與環保署考評簡報會議，聽取縣市簡報過程，發現減

碳量計算各有依據，因此為求縣市統一版本，建議業務單位可向

環保署建議統一制定基本項目之減碳依據，餘再由地方政府依照

發展特色項環保署確認可計算之方式。 

(二) 增加局處亮點 

108年開始各局處將依據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執行所屬部門別

之策略，本團隊亦建議應於108年上半年由業務單位帶隊進行跨局

處訪談，訪談過程中應建議局處提出亮點內容(例如為全國唯一、

二或是首創項目)，以利於108年考評成果中突顯出市府局處亮點成

績單。 

八、 協助辦理綜合業務及其他配合辦理事項 

(一) 增加論文投稿管道 

過往於本案執行皆於國內環境相關研討會投稿為主，建議可朝不

同面相或國際論壇為主進行投稿，增加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

露出機會。 

(二) 業務單位委辦計畫交流 

由於業務單位所屬業務除了推動低碳綠色城市業務外，另有環境

教育相關計畫，因此建議可於每次工作檢討會時安排各計畫辦理

一次計畫介紹，內容包含計畫重點及經驗資源分享，以增進各計

畫間的資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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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目標及工作內容 

章節摘要  

本章節涵蓋本計畫緣起、目標、工作內容、計畫期程及目前執行進

度說明，共為五大主軸，包括低碳城市策略規劃、溫管法業務協辦與溫

室氣體盤查、國際資料蒐集與參訪事務規劃、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宣導與

推廣及綜合業務管理，本計畫於執行過程皆遵循合約中所規範之各項工

作內容辦理，辦理情形摘要如表1.5-1，透過此表將各工作項目執行情形

及報告對應章節列出，提供閱讀者快速查閱報告執行成果。  

本章各小節架構如下圖，說明如後文。  

 

圖1-1 計畫執行之重點概述 

1 .1  計畫緣起  

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暖化引起氣候變遷等環境問題，其已成為全

球共同面對問題，各國需建立調適及減緩的作為來維持環境、經濟

及生命安全之間的平衡。節能減碳是國家施政重點項目之一，加上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於   1 04 年 7 月 1 日公布施行，同年 11

月 3 0 日至 12 月 11 日，  國際間更於法國巴黎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  ( U N FCCC)  第  21  屆締約國大會  (C OP2 1 )  ，近 20 0 個國

1.4起始會議辦理

1.1計畫緣起 1.2計畫目標 1.3工作項目

1.5工作執行進度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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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致通過「巴黎協定」，成為繼京都議定書之後，具有法律約束

力的全球溫室氣體減量新協議。環保署參酌「巴黎協定」 (P a r i s  

A gr e e m en t ) 及 聯 合 國 2 030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us t a in a b l e  

D e v e l op me n t  G o a l s ,  S DG s )推動室氣體減量政策，目標 1 39 年排放

量降為 9 4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50 %以下。台灣身為地球公民的一員，

因此各行政部門應儘速採取具體行動予以落實，以正面積極的態度

提出承諾，與國際同步邁向減碳目標。  

城市是溫室氣體的主要排放源，市長鄭文燦於上任後即宣布低

碳綠色城市是桃園的願景之一。桃園市政府為創造一個能符合國際

趨勢，成立「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整合市府各局處室辦

理低碳綠色城市推動事宜，建構低碳化之友善生活環境，並引導民

眾依循，使桃園邁向國際舞台。  

有鑑於此，桃園市環保局為積極推動節能減碳相關工作，並配

合行政院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訂定之方案，加強建立階段性

之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措施及推動具體之行動方案，進一步展現桃園

於國際上之低碳形象，故辦理「1 0 7 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

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 )，由具專業之團隊協助環保局有效推動

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或低碳永續之策略，並協助推動幕僚作業

，使桃園市朝國際低碳綠色城市邁進。  

1 .2  計畫目標  

一、推動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之策略規劃與成果整合  

二、協助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業務  

三、協助辦理桃園市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申報審查工作  

四、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  

五、辦理國際氣候變遷活動相關作業  

六、宣傳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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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工作項目  

一、推動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之策略規劃與成果整合  

(一 )  依據「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蒐集相關局處推

動成果。  

(二 )  追蹤及彙整相關局處執行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之進度

及階段成果，並滾動式檢討及修正績效指標項目及目標值。  

(三 )  彙整相關局處執行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之進度及階段成果。  

(四 )  彙整桃園市政府推動低碳綠色城市相關成果，製作簡報資料 (中

文版、英文版 )供參與國內外會議使用。  

(五 )  編撰桃園市政府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專刊 (中文版、英文版 )，印製

至少中文版 1 ,0 00 份、英文版 50 0 份，並提供 PD F 檔供下載。  

(六 )  依實際需求辦理低碳綠色城市相關會議至少 4 場次，辦理內容包

括提供會議簡報、書面資料及相關行政配合事項等。  

二、協助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業務  

(一 )  依中央核定之推動方案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行動方

案，訂修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行方案；如中央機關於計畫結

束前 2 個月尚未公布推動方案及行動方案，本項工作採實支實

付方式辦理。  

(二 )  依實際需求辦理溫室氣體減量策略、訂修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

執行方案相關研商會議至少 2 場次，辦理內容包括提供會議簡

報、書面資料及相關行政配合事項等。  

(三 )  協助桃園市政府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及其施行細則

中，地方政府應配合辦理事項之相關業務。  

三、協助辦理桃園市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申報審查工作  

(一 )  協助依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確認桃

園市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名單。  

(二 )  協助辦理桃園市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系統書面審核作業。  

(三 )  協助桃園市執行排放源現場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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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依實際需求辦理桃園市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說

明會至少 2 場次。  

四、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  

(一 )  依環保署公告之「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完成桃

園市 10 5 年度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應由第三方查驗機

構以國際標準 IS O 14 0 64  認證取得聲明書，並協助完成「城市

層級溫室氣體碳揭露服務平台」上傳事宜。  

(二 )  依環保署公告之「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完成桃

園市 10 6 年度政府機關之溫室氣體盤查作業。  

(三 )  依實際需求辦理桃園市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輔導教育訓練至

少 1 場次。  

五、辦理國際氣候變遷活動相關作業  

(一 )  蒐集國際氣候變遷相關行動組織、行動或宣言之重要資訊，蒐

集內容包括相關會議、成果發表之主題、活動時間及內容等資

訊。  

(二 )  協助辦理桃園市參與全球市長盟約 ( GC OM )。  

(三 )  城市碳揭露計畫 ( CDP  C i t i e s )。  

(四 )  碳氣候登錄平台 ( cCR )等相關作業。  

(五 )  協助桃園市參與至少 1 項國際競賽。  

(六 )  協助環保局辦理機關指定出國地點之低碳綠色城市、韌性城市

實績參訪，或參與其他氣候變遷相關會議活動等連繫、行程住

宿安排及會議、參訪期間翻譯等事項。前開行程須經環保局核

定，環保局考察人員之出國費用，由桃園市政府另行編列預算

支應。廠商須派隨行人員至少 1 名，其國外旅費 (含出國考察行

程規劃 )編列 13 人天由本計畫支付，未達 1 3 人天時，每人天依

經費配置表扣減。  

六、宣傳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成果  

(一 )  辦理低碳綠色城市成果記者發表會或論壇至少 1 場次，本項工

作需於活動前提送企劃書報局審核後據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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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透過傳媒宣傳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相關訊息、理念或成果

，刊登方式可為電子媒體、平面媒體、廣播、跑馬燈或其他相

關傳媒等，執行內容、方式及數量需配合環保局需求，本項工

作採實支實付方式辦理。  

(三 )  協助環保局「低碳綠色城市網」資料更新及維護管理，並配合

相關推動措施、策略需求，或資安管理，本項網頁程式擴充及

設備增購工作採實支實付方式辦理。  

七、投稿論文至少 1 篇。  

八、協助本科委辦計畫之監督管理工作。  

九、協助辦理環保署氣候變遷評比考核工作及綜整其他本科對應環保署

評比考核所需執行成果。  

十、其他環保局臨時交辦事項。  

1 .4  起始會議辦理  

為使本計畫推動方向及初步重點與業務單位有所共識，因此於

履約日後，便依據本計畫工作項目，列舉規劃期程、規劃作法及未

來驗收依據，於 107 年 1 月 24 日與業務單位針對本計畫進行起始會

議討論，將初期執行方向及重點敲定，並且據此針對往後不定期工

作會議時，得以進行工作檢討，本次討論結果摘要如表 1 . 4 - 1，另針

對討論結果撰寫於本次工作計畫書相對應之章節。  

 

表 1.4-1 本計畫起始會議會議紀錄 
項目 內容 

本次 
工作 
討論 

一、 低碳綠色城市 
(一) 檢視市府施政計畫，提出局處旗艦計畫及調適計畫修正規劃。 
(二) 市府調適計畫內容與本科今年預計執行之調適研究計畫，可搭配運

用，以整合横向、縱向之執行成果資料。 
(三) 專刊原則依據期程執行，3 月提規劃案，重點為顧問訪談並須徵詢

每位意願，再搭配局處重點計畫展現成果。(另同步蒐集市長粉絲

頁所發布過與低碳綠色城市有關之計畫，可與前述各項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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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四) 推動小組會議議題確認：減量目標規劃、自治條例修正規劃、旗艦

計畫(轉型管制執行方案)、調適計畫、專刊製作需求(影片蒐集、成

果)及前述成果蒐集。 
二、 溫管法及盤查 
(一) 今年度排放源教育訓練，規劃邀請排放源業者併同查驗機構參與教

育訓練，提升登錄品質。 
(二) 政府機關盤查教育訓練，增加減碳措施說明供局處參考，必要時可

將大宗用能機關列出。 
三、 國際參與 
(一) 追蹤 GCOM 審查情形並回報審查進度或意見回饋。 
(二) 國際競賽區分 3 項 

1.投稿主題可規劃以智慧微電網為主題進行投稿。 
2.持續參與 C40 城市獎，並關注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 
3.協助 APEC 期程辦理相關投稿主題整合。 

(三) 出國行程規劃以 2 次為主，4 月份韌性城市大會視官方發布邀請情

況，再評估是否參與。 
 
四、 成果宣導及推廣 
(一) 辦理論壇活動應先確認參與之族群及對象(如：圓桌會議需要邀請

與談人主持)，並可參考其他單位之辦理經驗(如：經發局)。 
(二) 舉辦時間目前暫定 9 月，但請再確認是否與科內其他重點活動舉辦

時間重疊，避免活動衝突而分散宣傳效益。 

專案

管理 

一、工作計畫書提交期程，於 2/17 前提交，後續再確認審查時間。 
二、 工作人員名冊、履約保證金、保險資料，將依期程提報。 
三、 契約書預計於 1 月底完成內容確認並印製。 

參與

人員 
環保局：技正張展銓、承辦林心怡、承辦陳麗君。 
傳閔公司：孫瑋宏、杜怡瑩、曾煜紳、張䕒心。 

 

1 .5  工作執行進度說明  

本計畫執行期程自 10 7 年 1 月 1 8 日起，各工作項目之執行情形

如表 1 . 5 - 1 所示，詳細工作成果請參閱本報告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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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工作執行情形說明 

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對應章節 

一、推動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之策略規劃與成果整合 

1.依據「桃園市發展低碳

綠色城市自治條例」，蒐

集相關局處推動成果 

1. 追蹤更新自治條例相關子法，目前各局處研

訂進度，完成 23 項。 
2. 完成自治條例施行前、後之年度成果(共計

19 條文)，並於 107/3/29 推動小組研商會議

及 107/5/24 推動小組會議進行報告，依據會

議記錄裁示內容調整，於 107/9/25 提送定

案。 

2.1 節 

2.追蹤及彙整相關局處執

行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

艦計畫之進度及階段成果

，並滾動式檢討及修正績

效指標項目及目標值。 

1. 「107 年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架

構為 3 策略 30 方案及 72 項細部計畫；績效

指標共計 46 項。 
2. 依據 107/5/24「107年第 1次桃園市發展低碳

綠色城市推動小組會議」會議記錄裁示內容

調整，於 107/9/6 提送定案。 
3. 另於 107/11/22 及 107/12/18 第 2 次研商會及

大會，將旗艦計畫轉型為「桃園市溫室氣體

管制執行方案(第一階段)草案」。 

2.2 節 

3.彙整相關局處執行桃園

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之進

度及階段成果。 

1. 「107 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架構

為 23 項調適策略及 51 項行動計畫。 
2. 依據 107/5/24「107 年第 1 次桃園市發展低

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會議」會議記錄裁示

內容調整，於 107/9/6 提送定案。 

2.3 節 

4. 彙整桃園市政府推動低

碳綠色城市相關成果，製

作簡報資料(中文版、英文

版 )供參與國內外會議使

用。 

配合 2018 ICLEI世界大會會議，協助以「桃園

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為主題製作中英文簡報

(含中英文講稿)及 2018 年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

壇談稿(含中英文講稿)。 

2.4 節 

5.編撰桃園市政府低碳綠

色城市成果專刊(中文版、

英文版)，印製至少中文版

1,000 份、英文版 500 份，

並提供 PDF 檔供下載。 

已完成低碳綠色城市專刊(中、英文版)，並提

供一、二級機關、市長、副市長、局處首長及

諮詢顧問等，並提供中、英文版 PDF 檔於低碳

綠色城市網供下載。 

2.5 節 

6.依實際需求辦理低碳綠

色城市相關會議至少 4 場

次，辦理內容包括提供會

議簡報、書面資料及相關

行政配合事項等。 

1. 107/3/29 辦理「107 年度第 1 次桃園市發展低

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研商會議。 
2. 107/5/24 辦理「107 年度第 1 次桃園市發展低

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會議。 
3. 107/11/22 辦理「107 年度第 2 次桃園市發展

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研商會議。 

2.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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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對應章節 

4. 107/12/18 辦理「107 年度第 2 次桃園市發展

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會議。 
二、協助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業務 

1.依中央核定之推動方案

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訂定之行動方案，訂修桃

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行方

案；如中央機關於計畫結

束前 2 個月尚未公布推動

方案及行動方案，本項工

作採實支實付方式辦理。 

1. 中央進度： 
(1) 推動方案已於 107 年 3 月通過；各部門

管制行動方案(草案)於 107年 7月陳報行

政院，行政院 107/10/3 核定各部門「溫

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2) 縣市政府須於行動方案核定後 1 年內提

出管制執行方案，而桃園市屬直轄市依

規定需於 108 年 1 月前函送中央。 
2. 本案依執行期程規劃，已依環保署撰擬原則

於 12 月提出桃園市管制執行方案。 

3.1 節 

2.依實際需求辦理溫室氣

體減量策略、訂修桃園市

溫室氣體管制執行方案相

關研商會議至少 2 場次，

辦理內容包括提供會議簡

報、書面資料及相關行政

配合事項等。 

1. 107/7/31 辦理「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

案研商會」 
2. 107/12/22 辦理「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

方案(第一期)草案內容修訂研商會議」 

3.2 節 

3.協助本府辦理「溫室氣

體減量及管理法」及其施

行細則中，地方政府應配

合辦理事項之相關業務。 

配合參與與溫管法相關會議 3.3 節 

三、協助辦理本市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申報審查工作 

1.協助依環保署「溫室氣

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

法」，確認本市應盤查登

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

源名單。 

1. 維護及更新 106 年應盤查登錄名單，協助辦

理排放源解列案件審查作業，共計 2 間申請

解列，協助 2 間排放源解列案件審查作業，

依佐證資料審查後皆可免除，故 106 年應盤

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名單更新為

57 家。 
2. 依以既有名單、固定污染源空污費暨排放量

整合管理系統，及新設排放源(新建造之工

廠)為篩選名單基礎，完成 107年列管名單篩

選作業，共 59 家。 

4.1 節 

2.協助辦理本市溫室氣體

盤查登錄系統書面審核作

業。 

1. 106 年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共 57家，全數於 107/8/31前申報完成。本團

隊依環保署公告盤查登錄審查指引及新增規

範，更新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系統書面審核流

程，並據實進行書審作業。 

4.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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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書審結果共 25 家全數通過。分析不通過項

目，以申報製程或設備之編號及名稱，與所

對應之許可證內容不符占多數，其次為製程

或設備編號及名稱空缺，再來為電力係數類

型誤選為自訂。 

3.協助本市執行排放源現

場查核作業。 

1. 於 107/9/26至 107/11/7進行 45場次業者現場

查核，針對範疇一及範疇二排放量 8 成以上

之排放源數據確認，查核過程著重於排放源

引用數據與其單據來源的一致性，結果共計

6 間業者不通過，原因為數據誤繕，及應扣

除而未扣除。 
2. 未通過之排放源名單及查驗機構名單函知環

保署，交於環保署接續釐清問題及責任歸

屬。 

4.3 節 

4.依實際需求辦理本市應

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

之排放源說明會至少 2 場

次。 

107/5/4 提送「桃園市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

量之排放源說明會」企劃書，經業務單位核備

後，107/6/1 於桃園勞工育樂中心辦理 2 場次應

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說明會，共

計 40 人次參與。 

4.2 節 

四、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 

1.依環保署公告之「縣市

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

引」，完成桃園市 105 年

度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

作業，應由第三方查驗機

構以國際標準 ISO14064 
認證取得聲明書，並協助

完成「城市層級溫室氣體

碳揭露服務平台」上傳事

宜。 

1. 105年行政轄區盤查結果為 3,084萬公噸，排

放源以工業能源部門最高佔 66.88%，依序為

運輸能源部門 13.96%、住商部門 13.85%、

工業製程 4.29%、廢棄物部門 0.85%，及農

業部門 0.16%，並完成盤查報告書。 
2. 委由第三者查驗機構 (BSI) 以國際標準

ISO14064 及縣市指引等標準進行查證，分別

為文審作業 (107/7/6)、第一階段審查作業

(107/7/25~26) ， 及 第 二 階 段 審 查 作 業

(107/8/20)等 3階段，於 107年 11月取得認證

聲明書，並將成果登錄於指定平台。 

5.1 節 
5.3 節 

2.依環保署公告之「縣市

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

引」，完成桃園市 106 年

度政府機關之溫室氣體盤

查作業。 

1. 106 年政府機關盤查結果為 20.2 萬公噸，以

固定式能源占比 88.92%最高，依序為交通

運輸部門 8.17%，廢棄物部門 1.72%及逸散

部門 1.19%，並完成盤查報告書。 
2. 針對漏填報或與歷年相比數據過高者進行電

話確認，進行內部稽核作業，篩選填報使用

量數據差異歷年平均高於或低於 50%，或明

顯高於同類型單位者，篩選出 34 個機關單

位，主動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與該單位聯繫並

5.2 節 
5.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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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問題，針對誤填之單位除協助修正其登

錄資料外，亦分析彙整能資源使用量落差原

因。 

3.依實際需求辦理本府機

關溫室氣體盤查輔導教育

訓練至少 1 場次。 

本團隊於 107/3/26 提送「桃園市政府機關溫室

氣體盤查輔導教育訓練企劃書」，經業務單位

核備後，107/4/23 於桃園勞工育樂中心辦理 1
場次桃園市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輔導教育訓

練，共計 134 人參與。 

5.2 節 

五、辦理國際氣候變遷活動相關作業 
1.蒐集國際氣候變遷相關

行動組織、行動或宣言之

重要資訊，蒐集內容包括

相關會議、成果發表之主

題、活動時間及內容等資

訊。 

針對其他 5 都有參與且目前較受關注之國際行

動、環保行動組織及宣言進行資訊蒐集，包括

ICLEI、UCLG、C40 及 GCOM 等，今年度共

蒐集 203 則環保相關新聞，並整理今年度國際

氣候行動相關重要會議。 

6.1 節 

2.協助辦理桃園市參與全

球市長盟約(GCOM)。 
通過GCOM四階段認證，獲得所有標章，並協

助完成填報 GCOM 城市需求調查問卷。 6.2.1 節 

3.城市碳揭露計畫(CDP 
Cities)。 

原規劃於 107 年 6 月完成 CDP 填報作業，因

107 年度 CDP 填報平台更新，107 年 4 月才開

放填報，故辦理進度順延於 107/8/13 完成填

報。 

6.2.2 節 

4.碳氣候登錄平台(cCR)等
相關作業。 

已於 107/11/29 完成 cCR 填報數據更新並提交

工作平台進行審查。 6.2.3 節 

5.協助本市參與至少 1 項

國際競賽。 

以於 107/12/25 完成 APEC 之 ESCI能源智慧社

區最佳案例投稿，題目：綠色農博-環境教

育。 
6.3 節 

6.協助環保局辦理機關指

定出國地點之低碳綠色城

市、韌性城市實績參訪，

或參與其他氣候變遷相關

會議活動等連繫、行程住

宿安排及會議、參訪期間

翻譯等事項。前開行程須

經環保局核定，環保局考

察人員之出國費用，由桃

園市政府另行編列預算支

應。廠商須派隨行人員至

少 1 名，其國外旅費(含出

國考察行程規劃)編列 13
人天由本計畫支付，未達

1. 已於 107/6/18~107/6/26 於蒙特婁參加

2018ICLEI 世界大會，參與其間隨行人員

協助團員於當地參與會議及相關活動，另

計畫主人員配合於國內待命支援會議發表

、新聞發布及立即性資料調查勤務。 
2. 已於 107/9/16~107/9/19 參與第三屆韓國水

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參與其間隨行人員

協助於當地參與會議及相關參訪行程，另

計畫主持人員配合於國內待命支援會議發

表、新聞發布及立即性資料調查勤務。。 

6.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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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天時，每人天依經費

配置表扣減。 
六、宣傳本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成果 
1.辦理低碳綠色城市成果

記者發表會或論壇至少 1
場次，本項工作需於活動

前提送企劃書報局審核後

據以推動。 

擴大活動效益，配合市府政策與低碳暨環境教

育中心之執行計畫，於 107/11/26~107/12/31 結

合辦理「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低碳綠色

城市成果展示」活動，並配合於活動首日舉辦

記者會。  

7.1 節 

2.透過傳媒宣傳本市推動

低碳綠色城市相關訊息、

理念或成果，刊登方式可

為電子媒體、平面媒體、

廣播、跑馬燈或其他相關

傳媒等，執行內容、方式

及數量需配合環保局需求

，本項工作採實支實付方

式辦理。 

配合「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低碳綠色城

市成果展示」活動辦理傳媒宣傳事宜。 7.2 節 

3.協助環保局「低碳綠色

城市網」資料更新及維護

管理，並配合相關推動措

施、策略需求，或資安管

理，本項網頁程式擴充及

設備增購工作採實支實付

方式辦理。 

1. 每月至機房更新相關訊息，107 年共進行 14
次網頁更新維護作業。 

2. 每月進行 1 次網頁弱點掃描作業，確保網頁

無重大異常且正常維運。 

7.3 節 

七、投稿論文至少 1 篇。 

協助業務單位完成「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三

十屆(2018)年會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投稿，

題目：桃園市溫室氣體列管對象排放分析及策

略精進建議，並協助於 107/11/16 ~107/11/17
於成功大學進行論文海報發表 

9.2 節 

八、協助本科委辦計畫之

監督管理工作。 
協助辦理每月工作檢討會議，107 年共計辦理

12 場次。 9.1 節 

九、協助辦理環保署氣候

變遷評比考核工作及綜整

其他本科對應環保署評比

考核所需執行成果。 

1. 協助辦理 107 年度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績效評

比，製作考評分數自評表每月更新，以掌握

執行情形。 
2. 協助業務單位於 107/11/30 前提報年度成果

報告予環保署，完成網頁上傳事宜，並協助

製作成果報告簡報，配合於 107/12/24 參與

成果簡報會議。 

第 8 章 

十、其他本局臨時交辦事

項 
計畫執行過程中隨時配合業務需求，共協助完

成 30 項臨時性交辦業務。 9.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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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推動本市低碳綠色城市策略規劃與成果整合

章節摘要

本團隊歷年擔任業務單位之幕僚團隊，瞭解各工作項目間之連結

性，因此 10 7 年度協助本計畫執行重點，由法制面開始，追蹤並檢視

自治條例執行成果，依此進行修正母法作業，連動旗艦計畫成果及環

保署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政策，轉型為第一期管制執行方案，依據期程

將於明 ( 10 8 )年 1 月底前提送至環保署審核，另一方面同步檢討調適計

畫，除完成 10 7 年調適計畫，另與 S GS 共同研商，運用評估工具，最

終產出「10 7 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白皮書」 (以下簡稱調適白皮

書 )，涵蓋桃園背景資料研析、八大領域情境推估、潛在衝擊、脆弱度

分析及調適缺口等，其最終目的強化本市各項調適計畫能夠具有實質

改善效益及可行性。

管考機制將搭配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會議，追蹤進度及滾動檢

討修正，並邀請諮詢顧問團隊給予實質建議，帶領市府團隊成長，並

視會議裁示內容，辦理專諮會，包含管制執行方案研訂及內容確認，

得以完成「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最後加以運用低碳綠色

城市成果，編撰成專刊及國際交流場合發表，藉此希望桃園推動成效

能夠擴大讓民眾有感，本節工作重點概述架構如圖 2- 1。  

圖2-1 本章工作重點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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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自治條例成果蒐集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政策，自 10 4 年開始便一直努力以法制面

之自治條例為核心向下發展，帶動各權責局處；於 10 5 年通過自治條例

，並連帶完成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10 6 年 1 月 1 日自治條例正式實

施，期間延伸成果，包含自治條例子法研訂、旗艦計畫及調適計畫成效

等。此外綠色城市的推動及策略規劃需仰賴各局處相互搭配合作，因此

1 06 年初依據自治條例第 4 條設置推動小組 (如圖 2 .1 - 1 )，並由市府權責

局處首長兼任委員；另針對專業領域包含溫室氣體減量、綠建築、綠色

運輸及再生能源等 4 類，邀請產、官、學及 N G O 團體專家學者共 9 位擔

任諮詢顧問，藉此給予市府團隊實質建議，共同推動桃園成為低碳綠色

城市。  

 

圖2.1-1 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 
 

一、  自治條例成果彙整  

目前自治條例已施行 1 年，故本團隊檢視自治條例條文內容，

可具體量化部分共計 1 9 條，並調查自治條例施行前、後之成果，其

資料彙整過程中，常見局處困難有中央權責難以推動，或是成果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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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無法取得，因此經由推動小組會議前中後，密切與局處溝通協調

，並說明該項母法預期展現之成果，終順利克服困難點，完成 1 06

年度自治條例成果，詳細內容請參考附錄二。  

然而，本團隊於今 (10 7 )年第 2 次大會中，優先彙整低碳綠色城

市旗艦計畫現階段 (1 07 年 )成果，故部分成果與自治條例相關，其

餘部分則因年度關係，尚無法統計數據，將於 10 8 年上半年完整更

新，如表 2 . 1 - 1。  

另針對已填報 10 6 及 1 07 年成果，說明如下：  

第 8 條及 1 5 條：業者反應參與環保旅館或環保旅店標章並無

任何誘因，故參與意願低；因此，106 年觀旅局開始爭取預算，今

年提出「桃園市鼓勵低碳旅宿計畫」，並邀請業者參與說明會，後

續將持續推動旅宿業者補助。  

第 9 條：經發局將今 ( 1 07 )年度低碳城市會議，統一將「機關節

電率」改為「用電指標 ( E U I)」，以符合建築實際耗能，除此，並

有相關計畫推動，如經濟部節電計畫分為 3 年執行，針對住商老舊

設備補助、智慧照明等措施，以提升節能效益。  

 
表 2.1-1 106 年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成果 

項 
次 

條 
次 局處 指標 106 年執行成果 107 年執行成果 

1 8 

環保

局 低碳社區數量(處) 
新增 61 處 
(累計331處(含106年
)) 

100 處 

民政

局 
公益宗教團體(環
保類)數量(處) 16 家 

公益宗教團體

認證係每 2年辦

理 1 次，107 年

度未辦理。 

觀旅

局 

環保旅店數及獲得

其他環保認證旅館

數(處) 

-- 
(累計環保旅館 4家、

累計環保旅店 51 家) 

累計數量達 62
間 

經發

局 
環保循環卓越獎獲

獎企業(家) 5 家 10 家 

2 12 
環保

局 
綠色採購金額(元/
年) 

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

採購總申報金額為24
民間企業與團

體綠色採購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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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 
次 局處 指標 106 年執行成果 107 年執行成果 

億(231 家) 
列管業者總申報金額

為 8.17 億(116 家) 

申報金額為 5.8
億 

3 14 
環保

局 

設置空氣污染物細

懸浮微粒（PM2.5

）自動監測預警設

備設置寺廟數(處) 

38 處 78 處 

4 15 

觀旅

局 
環保

局 

環保旅店數及獲得

其他環保認證旅館

數(家) 

-- 
(累計環保旅館 4家、

累計環保旅店 51 家) 

累計數量達 62
間 

5 16 
環保

局 資源回收率(%) 54.85% 54.89% 

6 20 
都發

局 

綠建築標章數(處) 
智慧建築標章數

(處) 

取得綠建築候選証書

49 件及綠建築標章

31 件 
智慧建築標章：11處 
(累計綠建築標章：

86處、累計智慧建築

標章數 14 處(含 106
年)) 

取得綠建築候

選証書 45 件及

綠建築標章 17
件 
智慧建築：108
年 1 月更新 

7 22 
都發

局 
節能社區大樓數量

(處) 

144 處 
(累計371處(含106年
)) 

454 處 

8 25 
經發

局 

再生能源設置容量

(MW) 
 

13.5MW  27 MW  

9 26 
經發

局 補助產業數(家) 9 家 10 家 

10 27 

環保

局 

電動二輪車市占率

(%) 
 

4.12% 4.97% 

電動機車累計充

(換)電站(處) 
 

809 站 948 站 

經發

局 

再生能源設置容量

(MW) 
 

8.12 MW 9.28 MW 

11 28 
交通

局 

低污染車輛優先停

車位(席) 
 

-- 104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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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 
次 局處 指標 106 年執行成果 107 年執行成果 

下列為相關單位尚未回應 

1 7 
教育

局 

完成二小時以上低

碳環境教育人數

(人次/年) 

20 萬 6,105 名學生 
1 萬 5,925 名教職員 

預計 108 年 
第 1 季更新 

2 
8 

教育

局 綠色校園數量(處) 
新增 6 校 
(累計137校(含106年
)) 

預計 108 年 
第 1 季更新 

8 
衛生

局 
低碳餐廳調查數量

(處) 13 處 預計 108 年 
第 1 季更新 

3 11 
環保

局 綠色商店數量(處) 
71 處 
(累計 1,228 處(含 106
年)) 

預計 108 年 
第 1 季更新 

4 13 
民政

局 紙錢減量(公噸) 
445.71 公噸 
(累計 2,890.01 公噸

(含 106 年)) 

預計 108 年 
第 1 季更新 

5 16 
環保

局 
列管對象查核率

(%) 
77.7% 

預計 108 年 
第 1 季更新 

6 26 
經發

局 補助產業經費(元) 383 萬 652 元 
預計 108 年 
第 1 季更新 

7 30 
各執

行 
機關 

低污染車輛數(輛) 133 輛 預計 108 年 
第 1 季更新 

8 31 
教育

局 

交通接駁專車(載
運量) 
低污染車輛數(輛) 
低碳汽、機車專用

停車格數量(格) 

1. 公私立高中職學

生交通接駁專車

載運量為每日 2
萬 4,226 人次。 

2. 私立高中職無購

置電動接駁車。 
3. 已鼓勵 30 校配

合環保局設置電

動二輪車充電站

，每站最多同時

供 4 輛電動機車

充電。 

預計 108 年 
第 1 季更新 

9 32 
交通

局 
低污染市區汽車客

運業車輛數(輛) 電動巴士 58 輛 預計 108 年 
第 1 季更新 

10 33 
環保

局 通知檢驗數(輛) 824 輛 預計 108 年 
第 1 季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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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治條例子法研訂進度  

除了彙整條例成果外，本團隊亦持續追蹤並提供相關資料，協

助各單位加速子法研訂進度，今已全數完成共計 2 3 項，透過子法完

成，局處能夠有效運用法規落實減碳策略，詳細內容請參考附錄三

；另有 3 項子法經相關局處於推動小組會議說明後確定不增訂，說

明如下：  

  第 27 條：交通局說明，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昇計畫

（1 06 -1 09 年）補助作業於民國 10 6 年 8 月 31 日訂定，故可

補助市區客運業購買低污染車輛經費。  

  第 2 9 條：交通局說明，經討論後，將敘明理由簽陳予市長不

再訂定本規則，請市長同意行人徒步區若是依交通安全需求設

置行人徒步區現行依道交條例第 5 條設置即可；若為設置攤販

等其他需求，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專法辦理。  

  第 2 9 條：環保局說明，本局已完成「桃園市空氣品質淨區與

行駛低污染車輛種類及排氣污染物量低於一定濃度之車輛」公

告草案，惟環保署刻正辦理空污法修法，修正內容已規劃將統

籌劃設空品淨區，因此俟環保署空污法修正通過後配合訂定；

本項配合 107 年 8 月 1 日空污法總統令修正發布後，已請環保

局空保科協助檢視修正條文內容後提出。  

三、  自治條例修正作業  

自治條例正式施行已 1 年，期間局處於執行上仍有遭遇部分問

題，因此本團隊檢視自治條例運作模式，調查局處針對執行過程可

精進母法之處，並召開低碳綠色城市會議，邀請諮詢顧問及局處首

長共同研商，將綜整各方意見，並依據法務局自治條例修法作業流

程進行作業  

(一 )  各方意見綜整  

本團隊分別於 10 7 年 3 月 2 9 日及 10 7 年 5 月 2 4 日辦理研

商會及推動小組會議，期間彙整局處母法修正建議，並評估合

理性，透過電訪及郵件方式溝通協調，確認修正方向及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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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過於寬鬆並視狀況實際拜訪局處討論，最終於大會中報告，

會後也請各局處參考諮詢顧問意見酌修內容，如表 2 . 1 - 2。  

 
表 2.1-2 諮詢顧問提出自條例修正建議 

諮詢 
顧問 建議事項 綜整回覆 

劉 
志 
堅 

1.贊同「自治條例」修正案中

(附件4-5)增加對資源化材料之

優先使用規定，及提高對違反

25條的罰則，因對象皆為大廠

，建議提高到百萬元以上。 

有關建議罰款金額為參考台中市及台南

市而擬定，罰則介於 6千元至 10萬元，

後續將視中央或各縣市修法情形調整。 

2.建議對第 8 條所提綠色社區

、綠色旅店、低碳餐廳…等，

明訂更嚴格的認定標準。 

本條文所對應之推動計畫，除依據中央

計畫推動，另以鼓勵、宣導方式逐步擴

大，包含低碳永續家園、低碳校園、紙

錢集中燃燒、在地食材推廣等，視狀況

成熟則列入評比項目之一。 

黃 
國 
倉 

1.有關屋頂綠化及再生能源設

置辦法之擬定方向正確，唯建

議應定義「綠化設施」，綠化

之原則應以密集型綠屋頂、覆

土深度足夠，並以灌木或喬木

類為主之高品質綠化以及低維

管的綠化，始對節能與都市生

態上才有效益，薄層綠化則無

此效果。此外，再生能源設施

設置高度 4.5m 以下之規定，

應有結構審查/設計之機制，

便無公共安全之虞。 

1.有關屋頂綠化之覆土深度，本市建築

基地綠化自治條例，訂有相關規定。 
2.將對再生能源設施設置高度 4.5m 以下

之規定，應有結構審查/設計之機制，

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反應。 

2.綠覆率的提升除了都市生態

外，亦是減緩都市熱島現象之

策略，對於都市綠化、道路綠

化或都市綠帶、風廊之規劃甚

少見諸於條例中，建議可納

入。 

透過都市設計審議，可要求開發單位增

加綠化設施以增進都市物理環境之舒適

性；另訂有「桃園市公園綠覆率標準」

，以公園綠地面積分級，訂定不同公園

面積需達成之綠覆率及計算方式，期望

公園綠地之闢建能有效提高都市綠化程

度。 
3.針對既有建築，可透過都更

時同步進行綠建築的改善與節

能改善，自治條例之擬訂建議

可有此鼓勵之機制，同時針對

耗能大的工商企業進行節能評

比，表揚績優之企業，宣導以

本市既有建築都市更新相關自治規定之

鼓勵機制為建築基地及建築物重建方式

取得綠建築黃金級以上，有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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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顧問 建議事項 綜整回覆 

帶動工商節能風氣。 

劉 
麗 
珠 

1.自治條例應是規範公部門與

私部門，而非只要求公部門。 

本自治條例由公部門作為領頭羊，循序

漸進至私部門，現階段條例內容已涵蓋

部分私部門規範，包含環保旅店/旅館

、用電大戶裝設契約容量 10%之綠能設

備及宗教團體認證…等，而在本次條文

修正中，也擴大要求私有停車場，亦應

提供一定比例低污染車輛停車位，鼓勵

民眾使用低污染運具。 

2.應定義低污染車輛與獎勵或

優惠順序(排序)，以免將來流

於形式。 

1.本自治條例第 2 條第 4 款規定已定義

低污染車輛為電動汽車、電動機車、電

動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油電混合

車及其他使用低碳燃料驅動之車輛。 
2.另有環保局推動「桃園市發展低碳綠

色城市低碳運具設施補助實施計畫」及

交通局設置一定比例 1/50 之優先停車位

供低污染車輛使用，未來將再依中央政

策及本市施政方向調整補助項目，以逐

步推動本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的目標。 
(二 )修正重點  

綜整後，由業務單位會辦相關局處，同步進行性平委員審

查作業，其審查結果經相關局處回覆，再次請委員審查，並取

得同意，因此本團隊依據法務局法制作業，檢附修正總說明、

部分條文對照表、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及局處會簽等文件進行

審查，其法務局於 10 7 年 12 月 22 日提供回饋意見，故本團隊

依此，建請相關單位協助調整，最終於 10 7 年 1 2 月底前再次

提送法務局，共計 12 條，含修正 10 條及新增 2 條，其母法修

正重點說明如表 2 .1 - 3，整體修法內容請參考附錄四。  

表 2.1-3 自治條例修正重點說明 
條文  說明  權責局處  
修正  

第 2 條  修正集中紙錢燃燒之用詞定義。  民政局  

修正  
第 3 條  

1 .  經發局業務調整，故修正用水、用油

用詞。  
2 .  農業局因業務轉移環保局及都發局，

經發局  
農業局  
環保局  



第二章 推動本市低碳綠色城市之策略規劃與成果整合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9 

條文  說明  權責局處  
故新增環保局海岸濕地業務及都發局

重要濕地業務。  
3 .  今年度新增捷運工程局，故納入本自

治條例權責局處。  

捷工局  

修正  
第 1 5 條  

1 .  依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現況，微調宣

導時機之規定，增加業者宣導之彈

性。  
2 .  修正取得環保旅館標章期限。  
3 .  考量獎助活動需年度預算支應，如限

訂獎助辦法（自治規則），恐使政策

失去彈性，故修正用詞，放寬獎助型

式。  

觀旅局  
環保局  

修正  
第 2 1 條  

考量鼓勵設置綠化設施或再生能源設施者

，有設置面積之限制與原意不符，且實務

執行現況不同規模建物之屋頂計算基礎有

別，設置面積有不對等之情形，爰刪除第

一項「二分之一以上」面積之限制。  

都發局  

新增條文  
第 2 3- 1 條  

為促進本市廢棄物經處理後之無害資源化

產品合法用途，規範本市公共工程材料應

優先規劃、設計或採購使用，以符合綠色

城 市 廢 棄 物 減 量 ( R ed u c e)、 再 利 用

( R eu s e )及再循環 (Re c yc l e )等目標，爰增

訂本條規定。  

環保局  

修正  
第 2 8 條  

擴大低污染車輛停車位及充 (換 )電設備設

置，藉由環境營造，鼓勵民眾使用低污染

車輛。  
交通局  

新增條文  
第 3 5 條  

1 .  第 2 5 條子法依自治條例規定，目前

皆以勸導為主，並無相關罰則規定，

至今成效並不顯著。  
2 .  查台中市、台南市皆針對相關條例有

制訂罰則，為加速執行自治條例 2 5
條，增加廠商設置意願，欲新增相關

罰則。  

經發局  

修正  
第 3 8 條  

自施行後屢屢接獲民眾反映罰鍰金額過高

之問題，經考量空污法需提出確切事證，

才得使汽車使用人至指定地點接受檢測；

而本自條例第三十三條僅需對車籍登記於

本市且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以前

出廠之柴油大客貨車及小貨車，環境保護

局得不定期通知於指定期限內，至指定地

點檢驗，因兩者實施條件不同恣意為相同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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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權責局處  
罰鍰之處分，欠缺考量之實，爰下修罰鍰

為新臺幣兩萬元。  
修正  

第 3 9~ 41 條  因應新增條文，故調整調次順序。  - -  

修正  
第 4 2 條  調整公布施行日。  - -  

 

(三 ) 10 8 年預定進度  

今 (1 0 7 )年本團隊協助業務單位，將修法作業提送至法務

局，期間經不斷研商並參採各方意見，調整其內容，已預計排

訂於 10 8 年度 2 月進行送法規會審查，後續將依程序提送至市

政會議及議會審議通過，期間將持續因應學者專家及相關機關

進行意見回覆，由於本自治條例訂有相關罰則，故議會三讀通

過後，尚須經由行政院核定公告及桃園市政府法務局刊登法規

全文，即可完成整體法制作業，期程如圖 2 .1 -2。  

 

圖2.1-2 自治條例修正作業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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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旗艦計畫成果修正  

本團隊於 1 07 年協助推動桃園市低碳發展綠色城市，並依據 107 年

5 月 2 4 日推動小組會議結論，檢討修正旗艦計畫內容，故調整為 3 策略

3 0 方案 72 項細部計畫，績效指標為 4 6 項 (如圖 2 . 2 -1 )；並將 1 06 年度

成果分為間接與直接量化數據 ( 如圖 2 . 2 - 2 ) ，換算當年度減碳量約

8 2 ,3 86 噸 /年，相當於 3 21 座大安森林公園吸附量。  

 

圖2.2-1 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績效指標 
 

 

圖2.2-2 106年度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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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滾動式檢討及修正  

(一 )  檢討 1 06 年度執行成果  

本團隊於 1 0 7 年 5 月 2 4 日辦理第 1 次推動小組會議，並依據主

席裁示事項進行會後追蹤，調整 1 07 年旗艦計畫架構為 3 策略 30 方

案 7 2 項細部計畫，績效指標調整為 4 6 項，其本次會議主要針對 1 06

年度計畫執行成果進行報告，並說明成效不彰之項目，以符合實際

現況微調計畫內容及目標，摘錄修正重點如表 2 . 2 - 1。  

 

表 2.2-1 106 年旗艦計畫成果修正重點 
項目  說明  解決 (改善 )方式  

進度超前  
1 0 6 年執行

成果高於

1 0 7 年度  

確認權責單位填報數據準確性，並核對

計畫內容及指標計算方式是否屬實，以

提高後年度目標值。  

進度落後  
1 0 6 年執行

成果低於

1 0 7 年度  

確認權責單位填報數據準確性，並核對

計畫內容及指標計算方式是否屬實，如

數據無誤，則補充落後原因，並評估後

，給予修正後年度目標值。  

目標值調整  
評估數據  
優劣原因  
適當調整  

檢視該項計畫指標是否為進度超前或落

後，並評估權責單位修正原因，如因進

度超前則提高目標值，如進度落後則判

斷原因合理性，給予修正方向。  

計畫調整  
權責調動  
名稱變更  
業務轉變  

權責單位依據執行現況確實填報計畫相

關內容，並由幕僚單位透過電訪及郵件

方式確認。  

解列  成果達標  

「水銀路燈落日計畫」已執行多年，於

1 0 7 年達標 1 00 %，故建議解列，並考

量納入「青埔智慧路燈計畫」，但僅針

對該區域改善，相對減碳效益有限，故

暫不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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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彙整 1 07 年度執行成果  

經由第 1 次推動小組會議後，已於 107 年 9 月 4 日提送「1 07

年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定案版，而今 (1 07 )年為因應環保

署「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政策，故提出旗艦計畫轉型為管制執

行方案，另優先彙整 1 0 7 年度現階段執行成果，進度可分為符合、

超前、落後、待確認及其他等項目，藉以盤點旗艦計畫目標之達成

率為 75 .6 1 %，其半數以上皆已達標 (符合及超前項目 )，並換算當年

度減碳量約 5 1 , 488 噸 /年，相當於 20 1 座大安森林公園吸附量，最

後將結果於 10 7 年 12 月 22 日第 2 次推動小組會議說明，如圖 2 . 2 -

3 及表 2 .2 - 2，詳細內容請參考附錄五。  

 

圖2.2-3 107年度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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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107 年旗艦計畫成果填報重點 
項目  說明  解決 (改善 )方式  

符合  
當年度成果

等於當年度

目標  
持續追蹤該項計畫進度及成果。  

進度超前  
當年度成果

高於當年度

目標  

確認權責單位填報數據準確性，並核對

計畫內容及指標計算方式是否屬實，以

提高後年度目標值。  

進度落後  
當年度成果

低於當年度

目標  

確認權責單位填報數據準確性，並核對

計畫內容及指標計算方式是否屬實，如

數據無誤，則補充落後原因，並評估後

，給予修正後年度目標值。  

待確認  資料不足  
數據不合理  

因業務關係尚未有年度成果或提報數據

與前年成果有所落差。  

其他  指標計算  
方式調整  

為因應現階段執行狀況，故調整指標計

算方式，但保留調整前相關資料，以作

為參考依據。  

 

二、六都成果分析  

桃園市已完成 1 07 年度階段性成果，並依據環保署氣候變遷行

動績效評比作業，製作成果報告，與 5 都併為直轄市組；因此，本

團隊藉由其他 5 都成果簡報，比較部分相關成果，如表 2 . 2 - 3，其

說明如下：  

(一 )  太陽光電設置容量：  

桃園推動再生能源政策，除自治條例規範用電大戶，另有

相關計畫推動，包含光電埤塘、掩埋場、科技園區及偏鄉

地區型太陽光電等，但由於地理環境及日照因素，仍不足



第二章 推動本市低碳綠色城市之策略規劃與成果整合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15 

中南部設置情況，如高雄水庫及滯洪池、台南鹽業用地及

不利耕作地等地理環境，然而為提升本市再生能源發電量

，亦也推動離岸風力發電，利用沿岸優勢擴展範圍。  

(二 )  汰換燃煤鍋爐：  

桃園統計之數據僅涵蓋經發局業務，故建議明 ( 10 8 )年於低

碳綠色城市會議中，蒐集環保局相關業務成果，並為統籌

單位，以利進度追蹤及成果彙整。  

(三 )  節電計畫：  

節電計畫屬於中央政策，並由各縣市共同推動，但由於成

果簡報資料不足，尚缺部分城市，除此高雄市展現成果明

顯優於桃園市，其主要高雄市跨局處分工，推動空調附屬

設備、路燈汰換、低收入戶照明、冰箱節電、插座定時器

及空氣簾、綠領培訓計畫及區里節電競賽等方案，其中路

燈汰換桃園亦也完成 2 . 1 萬盞水銀燈落日計畫，全面更換

為 LE D 路燈，故建議主責單位參考他縣市推動方向，擴展

涉及範圍。  

(四 )  電動公車：  

由於電動公車費用之高，故推動上亦有難處，故建議與相

關業者研商，並研擬補助計畫，評估適當之路線，逐步汰

換老舊柴油公車。  

(五 )  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  

該項成果僅低於台北及新北市，但以桃園公共自行車設置

情況說明，其 1 06 年至 1 07 年已增加 3 , 7 00 輛，已提前達

成 1 08 年目標值 ( 6 , 50 0 輛 )，明顯成長趨勢。  

(六 )  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桃園自升格以來，下水道普及率逐年有成長趨勢，10 4 年

為 6 .3 %，迄今 ( 10 7)年度已達到 15 .1 %，不過仍有進步空

間，預計 10 9 年達到 2 3 . 5%。  

(七 )  永續家園認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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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其他縣市成果，桃園仍有進步空間，應加強村里層

級參與意願度，並從訪談過程中，了解村里民需求及展望

，從中輔導相關行政作業，以減少村里長作業程序，藉此

提升該村里之環境品質。  

(八 )  綠色消費：  

桃園每年定期辦理綠色消費樂購月或環境教育系列活動等

，宣導相關環保商品及優勢，並搭配相關 A PP 集點活動，

提升市民購買意願，以減少環境污染。  

(九 )  綠化面積：  

各縣市推動綠美化政策，大多為植樹、綠屋頂、公園或都

更計畫腹地綠化等，除此亦也辦理植樹活動、提供市民樹

苗等，以提高城市綠覆面積。  

(十 )  有機耕種面積  

近年食安問題，造成市民恐慌，然而各縣市推廣有機農業

，提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農產品的生產方式；故可持續推

動，並與產地鄰近校園、社區大學及村里等單位配合，進

行有機農業教育宣導活動，提倡健康蔬食，並可促進本市

優質健康生活品質的目標。  

(十一 )  減碳效益：  

以 1 07 年度 6 都既有減碳量數據來看，高雄市排行第 1，

桃園市排行第 4，其因低碳綠色城市雖有各領域計畫持續

執行，但實際能換算減碳量之計畫甚少，然而高雄及台中

主要為工廠業者之燃料使用量減少，故於今年有非常優秀

之成績；因此明 (1 08)年度，建議著重於具體減碳效益之計

畫，包含再生能源、電動汽機車、工廠老舊設備汰換等，

並進行跨局處訪談及專諮會方式，精進管制執行方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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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各直轄市相關成果一覽 
項目 桃園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太陽光電

設置容量 
(MW) 

59.261 1 2.0126 6 266.8 327.98 

汰換燃煤

鍋爐 30 座 - 40 家 135 座 48 家 
75 座 - 

節電計畫 
節電

2,787 萬

度 
- - - 

節電 
6 萬度 

節電 
146,000
萬度 

電動公車

數 58 輛 - - 145 輛 - 95 輛 

公共自行

車輛及租

賃站 

6,500 輛 
320 站 

13,000 輛 
400 站 - 

9,150 輛 
319 站 

1,520 輛 
55 站 300 站 

污水下水

道普及率 15.1% - 85.31% - - - 

永續家園

認證里 100 處 - 292 處 - 752 處 - 

綠色消費 5.8 
億元/年 - - - - 3 億元/年 

綠化面積 444.5 
公頃 - - - 18.131 

公頃 - 

有機耕種

面積 360 公頃 - - 231 公頃 - - 

減碳效益 5.1 公噸/
年 

10.7 萬公

噸/年 
3.1 萬公

噸/年 

445 萬公

噸/年 
(火力發

電廠減媒

) 

- 
501 萬公

噸/年 

資料來源：1 07 年各縣市氣候變遷考核成果簡報  

 

三、轉型為桃園市溫室氣體減量管制執行方案  

環保署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內容，於 1 0 7 年 3 月 28

日核定「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及 1 07 年 6 月 2 8 日進行「溫室

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撰擬規劃說明會議，並於 1 07 年 1 0 月 3 日

核定各部會「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因此，地方政府將於

今 ( 10 7 )年底提送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往後每 5 年檢討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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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與管制執行方案，執行方向

多數雷同，為避免重工作業，並配合中央進度，本團隊於 107 年 3

月及 5 月第 1 次研商會及大會，說明中央期程、推動策略、年度規

劃及撰寫格式等內容，並請各單位協助調整內容；為進一步建構市

府各單位對於管制執行方案的認知，及瞭解各部門訂定策略相關細

節，特於 10 7 年 7 月 3 1 日辦理「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研

商會」，邀請中央部會代表說明各部門別之重點，並參考中央部會

代表意見酌修內容後 (如表 2 .2 - 4 )，於 1 07 年 11 月及 12 月第 2 次

研商會及大會，報告第 1 階段管制執行方案 (草案 )內容，以及預告

明 ( 10 8 )年第 2 階段規劃，以 1 局處 1 重點計畫 (具有實質效益 )方向

推動，會後除微調內容，另於 107 年 12 月 22 日辦理「桃園市溫室

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第一期 )草案內容修訂研商會議」，邀請低碳綠

色城市陳顧問及林顧問，針對內文、格式、成果展現、未來規劃等

內容，給予改善建議 (如表 2 .2 -5 )，因此本團隊參考顧問意見，調整

其內容，將於明 ( 10 8)年 1 月前提送「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第一期階段 )草案」至環保署，爾後將依據每年度低碳綠色城市推

動小組會議，持續滾動式修正檢討，以符合實際現況及需求，其摘

錄能源部門推動策略如表 2 . 2 - 6。  

 

表 2.2-4 管制執行方案研商會後修正重點 
類別  修正說明  

調整推動策略部門別  重新檢視各項計畫之性質，對應各部門

別。  

調整格式、內容  調整計畫名稱、執行內容、衡量標準、經

費等。  

釐清計畫與溫室氣體相關

性  

針對部分局處提出與溫室氣體相關性低之

計畫，因今 ( 10 7)年度旗艦計畫內容已定案

，故將此建議列入明 ( 1 08 )年度會議檢討重

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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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 管制執行方案修訂研商會後修正重點 
類別  修正說明  

調整格式、數據確認  調整段落縮排、項次編號、標底之項目

等。  

預期成效應敘明清楚  

依中央行動方案名稱調整，如「大眾運輸

」改為「公路公共運輸」；預期效益應明

確敘明清楚，如「騎樓整平」累計改善長

度。  

整併本市相關計畫成果  

1 .「補助本市工業鍋爐汰換計畫」建議加

入環保局成果。  
2 .運輸部門建議加入低污染汽車相關推動

策略。  
上述 2 項，因中央進度因素，故於明 ( 10 8)
年度列入第二階段研商。  

 

表 2.2-6 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能源部門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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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調適計畫成果追蹤  

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於 106 年架構已定案，今 (1 07 )年本團隊為

追蹤成效訂定績效指標，於 1 0 7 年 3 月 2 9 日及 1 0 7 年 5 月 2 4 日辦理

1 07 年第 1 次低碳綠色城市小組研商會議及大會，藉此討論各項計畫目

標等相關內容，並參考中央政策給予方向，然而在 1 07 年 5 月 24 日大會

中，由主席裁示 107 年氣候變遷條市計畫內容，並於 1 07 年 9 月 4 日提

送「10 7 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定案版，其架構為 8 領域、2 3 項

調適策略、5 1 項行動計畫，如圖 2 . 3 - 1。  

 

圖2.3-1 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一、滾動式檢討及修正  

調適計畫檢討及修正過程，原則搭配低碳綠色城市會議同步進

行，最終於 1 07 年 5 月 24 日大會中，由主席裁示定案「1 07 年桃園

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詳細內容請參考附錄六 )；另針對會議討論

過程中，所遇到之問題說明如下：  

1 .績效指標無法定義：依據局處所提計畫內容，訂定績效指標

，故呈現方式與調適議題不符或不適合作為指標，如山坡地違規案

件、計畫工程進度及裁罰案件數等指標。  

2 .衡量計算方式不明確：雖有訂定績效指標，但呈現之目標值

卻不符，或同性質計畫，定義指標方式不同，如水質淨化工程計畫

，訂定指標為去除率及每日處理量 (CM D)、水情資訊系統擴充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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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訂定指標為感測器數量，年度目標值呈現感測雨量站及淹水

站等。  

3 .解列：行動計畫之強化桃園市抗旱與多元化水源調適行動計

畫，因 1 05 年已結案，故解列；但建議權責單位提供相關成果報告

供參。  

4 .局處對議題陌生認知落差：局處對於氣候變遷與調適領域認

知尚未成熟，資料彙整過程中，時常會因計畫不知如何訂定績效指

標或目標之疑問，如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本團隊則依據該計

畫建議「每年更新本市及各區公所防災地圖圖層 (處 )」為績效指標

，但權責單位卻應合約書僅註明 1 式，而無法訂定 3 年目標值，故

加強溝通與協調。  

 

二、強化調適計畫  

本團隊協助業務單位，與本府局處溝通協調，並修正及檢視計

畫內容、績效指標及年度目標值等內容，進而初步完成 10 7 年調適

計畫，但針對內容仍有進步空間，因此於第 1 次大會後，本團隊與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 GS )共同討論，運用 SG S 專業解析能

力及評估工具，得以桃園市氣候變遷潛在衝擊，並透過 T a iCC AT

系統模擬方式檢視本市調適領域脆弱度及調適缺口，最終產出

「1 07 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白皮書」 (以下簡稱調適白皮書 )

，涵蓋桃園背景資料研析、八大領域情境推估、潛在衝擊、脆弱度

分析及調適缺口等，其最終目的強化本市各項調適計畫能夠具有實

質改善效益及可行性。  

因此，本團隊檢視調適白皮書內容，歸納桃園八大領域潛在衝

擊 (如表 2 .3 -1 )，並檢視既有調適計畫，初步研擬策略如表 2 . 3 -2，

仍有部分調適缺口，故藉此作為明 ( 108 )年度低碳綠色城市會議，

滾動式修正之參考，並訂定長期 ( 5~ 1 0 年 )目標，避免因經費不足或

政策調整而無法持之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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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桃園八大領域潛在衝擊 

領域  情境設定  潛在衝擊  關鍵課題  1 0 7 年  
調適計畫  

災害  

極端降雨

(淹水 )  

極端氣情境下，短延時致災

降雨事件增加，超出市區排

水系統排水能力，引發淹水

災害  

逕流分攤  
A - 4 -1  
A - 4 -2  
A - 2 -3  

都市過度開發，大量水泥鋪

面導致透水率降低，逕流量

增加  
出流管制  A - 3 -6  

極端降雨將衝擊廠區，引發

淹水導致設備受損、停工等

問題，影響產線運作  

企業自主

防災  -  

極端降雨

(坡 災 /淹
水 )  

極端氣候情境下，致災降雨

事件增加，易引發淹水災害

衝擊區域社經活動及民眾生

命財產安全  

自主防災

社區  

A - 3 -1  
A - 3 -3  
A - 3 -4  
A - 3 -5  
A - 3 -7  

極端氣候下導致災害事件增

加，提高公部門防減災負擔  智慧防災  A - 1 -1  
A - 1 -2  

極端降雨

(坡災 )  

極端降雨易引發邊坡災害，

破壞山區聚落居住地區聯外

道路，造成孤島現象  
部落調適  A - 3 -2  

氣候變遷

造成之複

合性災害  

氣候變遷導致複合性災害發

生機率增加，相關醫療機構

收容能力與應變能量不足之

虞  

醫療應變  -  

生基

礎設

施  

極端降雨

(淹水 )  

極端降雨造成機場淹水，影

響營運  

逕流分攤

與出流管

制  
B - 2 - 1  

極端降雨影響捷運、高鐵場

站設施、軌道，影響營運  
智慧型災

害監測  -  

極端降雨造成大水沖毀橋樑  橋樑監測  -  

極端降雨造成管線破壞  管線設施

整合  -  

極端降雨

(淹 水 /坡
災 )  

極端降雨造成路面積淹水、

土石阻斷道路  

道路預警

、維護養

護、災害

修復  

-  

水資

源  

連續不降

雨日數增

加 (旱災 )  

氣候變遷影響下導致水情不

佳，易引發分階段限水，導

致民生用水需求無法滿足  
民生缺水  C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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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情境設定  潛在衝擊  關鍵課題  1 0 7 年  
調適計畫  

氣候變遷影響下導致水情不

佳，易引發分階段限水，導

致工業用水需求無法滿足  
工業缺水  -  

氣候變遷影響下，各河川之

豐估差異有增加之趨勢，將

使枯水期水源調度不足  
多元供水  C - 2 - 1  

極端降雨

(坡災 )  

原水濁度過高，導致淨水廠

無法處理，造成停止供水  
水資源調

適  
C - 1 - 2  
C - 1 - 3  

極端降雨導致土石崩塌，造

成水庫土砂高速淤積，降低

水庫有效蓄水量與壽命  
水庫淤積  -  

土地

使用  

溫度上升

(熱浪 )  

都市化帶來地表覆蓋改變，

及完善排水系統，相對稀少

的綠地與複雜的建築阻礙都

市夜間散熱作用與通風效果

，加劇市區高溫化，增加都

市地區用電量  

綠地提供

與雨水體

保留  
D - 2 -2  

極端降雨

(淹 水 /坡
災 )  

極端降雨易引發邊坡災害，

破壞週遭環境及基礎設施，

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土地管理

與監控  

D - 1 -1  
D - 1 -2  
D - 3 -2  
D - 4 -2  

都市化造成人口與經濟活動

的集中及土地需求成長，侵

蝕原有農地與自然生態系統

，導致其調節氣候、洪水能

力流失，造成逕流量增加、

滯洪空間不足，洪水無處宣

洩，引發坡 /水災等複合性災

害  

水土保持  D - 3 -1  

海岸  

極端降雨

(颱 風 暴

潮 )  

沙埋造成藻礁破壞  藻礁復育  -  

沙埋造成溼地侵蝕與破壞  濕地保護  E - 1 -1  

海平面上

升  

海岸線北側因漂沙造成碼頭

淤積；南側因侵蝕造成淤積

，造成沿海環境衝擊  
海岸防護  E - 2 -1  

能源

供給

與產

業  

溫度上升

(熱浪 )  

住宅部門因溫度增加而增加

空調時數，造成用電上升  住宅節電  -  

溫度上升造成發電效率下降

，工業部門用電需求上升  工業節電  -  

極端降雨

(降水 )  
強降雨造成工業區淹水，導

致停工、設備受損、原水濁

工業區自

主防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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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情境設定  潛在衝擊  關鍵課題  1 0 7 年  
調適計畫  

度過高而停水，以及因道路

中斷造成原物料短缺，影響

產線運作，造成經濟損失  

農業

生產

與生

物多

樣性  

溫度上升

(熱浪 )  高溫造成農業產量減少  補助降溫

設施  -  

連續不降

雨日數增

加 (旱災 )  

缺水情況下農業用水受到排

擠，導致需水量大之水稻面

臨休耕  

輔導轉作

旱作  -  

旱災缺水造成茶園灌溉水源

不足，導致茶樹乾枯、產量

減少  

改善灌溉

設施  -  

極端降雨

(淹水 )  

因極端降雨導致發生洪水或

積淹水，使農作物耕地或農

田設施埋沒沖毀無法育種  
稻種冷藏  -  

極端降雨

(坡災 )  

強降雨造成複合性災害，破

壞生物棲地環境及既有動植

物分佈型態，降低生物多樣

性  

棲地營造  -  

健康  

溫度上升

(空 氣 污

染增加 )  

懸浮微粒（PM）濃度增加導

致呼吸道疾病高風險族群就

診率與死亡率增加  

空污衛生

教育  
空污管制  

-  

溫度上升

(熱 浪 )及
降雨變遷  

熱浪導致缺血型心臟病高風

險族群死亡率增加  

熱浪健康

教育  
勞動條件

與勞工保

護  

-  

暖化加劇加上降雨增加導致

登革熱病媒蚊繁殖引發登革

熱疫情  

登革熱防

疫  

H - 1 -1  
H - 1 -2  
H - 2 -3  

-：既有調適計畫無符合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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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初步研擬具有調適作為之計畫 
編號 行動計畫或作為 執行內容摘要 

A-1-1 
河川河床高程觀測

發展計畫 

於南崁溪及老街溪擇適當地點設置河床高程自動

監測設備，以檢視河床沖刷或淤積之變化，以作

為河川疏浚去化之參考依據。 

A-1-2 
水情資訊系統擴充

維護計畫 

桃園市部分地區由於地勢低窪，如遇瞬間強降雨

排水不及，容易造成積淹水災情，為即時掌握大

桃園水情資訊，進行有效之防災應變決策，降低

民眾生命財產損失，採逐年編列預算建立完整之

整備應變系統。 

A-2-3 
河川全流域治理，

守護安全家園 

1.河川區排野溪治理： 
南崁溪、老街溪、茄苳溪、社子溪、大堀溪、東

門溪與埔心溪治理計畫 
2.河川區排野溪清淤： 
南崁溪、老街溪與其他河川河道維護疏濬以及其

他區域排水護岸維護疏濬 
3.山坡地保育治理： 
邊坡治理工程、野溪、坑溝整治工程及土石流防

治工程等 

A-3-1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推動計畫 

針對本市易淹水的社區進行輔導，與社區積極密

切的溝通，一同進行防災對策研擬，並協助社區

防災組織編組，以達到社區自主防災的目的。藉

由市政府、專業團隊、區公所及地方社區攜手合

作，共同啟動社區自主防災之意識與組織機能，

期望增進由下而上的自主防災能力，凝聚全民自

主防災的共識。 

A-3-2 
土石流防災教育訓

練及宣導 

針對本市土石流潛勢溪流區域之保全住戶，進行

防災教育訓練與宣導，於災害發生前，發揮及早

疏散撤離之效果，由市政府及區公所於汛期前共

同合作辦理，以期增加本市山坡地區域防災能

力。 

A-3-3 
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 

提升市府防救災能量，強化區公所災害防救體制

與作業效能，使災害防救工作能從基層紮根。 
(配合內政部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 107 至 111
年) 

A-3-4 

桃園市行政區擇定

一處作為防災公園

示範地點，強化既

有公園之防災機能

，進而發揮災害防

救基本功能 

防災公園示範地點進行園內設置防災設施規劃，

並對園有納入防災公園規劃公園建置完整之基本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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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行動計畫或作為 執行內容摘要 

A-3-5 

藉由防災公園開設

演練，使防災公園

於災難發生時有效

提供災民緊急避難

及作為各救災單位

發揮指揮所之功效 

結合當地社區，辦理防災公園演練相關事宜 

A-3-6 提昇防災能量 市管河川及排水規劃 

A-3-7 
桃園市政府 107 年

災害防救演習 

107 年 4 月假桃園航空城願景館暨周圍場域為演

練場址，演練情境為強降雨引發水災災害並同時

發生地震造成複合式災害 

A-4-1 
辦理道路側溝清疏

服務開口合約 

1.辦理本市各區例行及陳情或通報之道路側溝清

理作業。 
2.執行防汛期時、颱風前後及強降雨後，加強巡

查及清理各易淹水區域之道路側溝清疏作業。 
3.106 年預計規劃清疏總長度約 100 公里。 

A-4-2 
強化都會區排洪能

力，減少淹水點位 

1.排水瓶頸點改善：改善排水瓶頸點。 
2.雨水下水道建置：優先進行易淹水地區雨水下

水道之建置，以利市區排水之完備。 
3.雨水下水道巡查及清淤：定期辦理清淤作業，

巡查作業方式主要以開孔檢查及派人進入下水道

縱走為主，巡查成果除可提供排水系統改善參考

外，並可針對缺失部分即刻辦理清疏，以達防洪

減災之效。 

B-2-1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

理計畫 

1.新街溪流域治理： 
水務局前依新街溪治理規劃報告，以通過10年重

現期距洪峰流量，25年重現期距洪水不溢堤為防

護標準，從94年起至104年止計完成31件新街溪

治水等相關工程，經費計2.3億。 
105年獲水利署流域綜合治理計畫補助「福州橋

至美隆橋河道拓寬治理工程暨步道工程」工程費

及用地費，工程完成後，除可提升新街溪中壢河

段至區域排水防護標準；另將設置水岸步道園，

以增加民眾休閒空間，以期打造「安全」、「宜

居」、「樂活」之親水城市！ 
2.東門溪流域治理： 
為改善龜山工業區及東門溪周邊低窪處遇雨就淹

水問題，東門溪整體改善策略為下游瓶頸段拓寛

、上游段滯洪與截流，本年度辦理案件如下： 
桃林鐵路(山鶯路)雨水下水道工程及西坡埤塘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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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行動計畫或作為 執行內容摘要 
洪池公園工程。 
工程完工後除可提升東門溪保全水準，民眾生活

環境及休憩空間將獲改善，以還給人民一個安

心居住的地方，亦奠立地方發展的穩固根基。 
「中原埤塘生態公園」及「中壢龍岡地區文

化新村與七福新村低地社區排水改善工程」

以改善中壢龍岡地區淹水問題。  

C-1-2 
員樹林排水水質淨

化工程 

本工程礫間接觸氧化處理的流程為取水口→粗攔

污柵與沉砂池→流量計→礫間接觸曝氣氧化槽→
放流水槽，礫間接觸曝氣氧化工程設有前處理設

施、礫間接觸曝氣槽區、污泥儲存槽區及出流水

槽等設施。 

C-1-3 
南崁溪大檜溪橋水

質淨化工程 

為了改善南崁溪及東門溪水質，故規劃在東門溪

旁朝陽森林公園的中央大草坪地底下施作本礫間

水質淨化工程，所採用的礫間接觸曝氣氧化法是

使用天然礫石作為濾材，利用污水中微生物自然

形成的生物膜，已分解及硝化水工污染物，達到

淨化水質的目的，未來工程完工後，將可處理每

日 10,000 頓的溪水與側溝截流污水，並排放回東

門溪維持河川基流量，部分淨化水並作為景觀水

池的再利用水源；本工程完工後除了復原公園中

央大草坪區域外，並利用淨化後的水源在草坪周

邊的區域設置「生態水池區」、「生態溪流區」

、「植栽湧泉區」及「解說廣場區」，進行適當

的改造與美化讓公園環境再升級。 

C-2-1 
水資源回收中心妥

善操作 
龜山、復興、石門及大溪水資源回收中心代操作

營運與水資源回收中心監督管理 

C-2-2 
桃園市無自來水地

區自來水延管經費

補助計畫 

辦理無自來水地區民眾自來水管線裝設，提供民

眾用水需求。 

D-1-1 
研究檢討山坡地可

利用限度分類標準 

確認山坡地範圍之暫未編定地於可利用限度分類

中適合農林或是非屬查定範圍，供地政單位編定

土地時之參考依據。 

D-1-2 

定期函請各機關確

認本市環境敏感地

區異動情形並確實

管制 

針對近年發生重大山坡地災害地區，以土石流潛

勢溪流、嚴重崩塌地區為基礎，定期函請本府權

責機關依中央各主管機關相關圖資檢視，確認本

市環境敏感地區，並整理至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

執行要點，納入變更編定及管制參考。 

D-2-2 
配合河川區域劃設

，進行分區劃定及

配合中央或市管河川區域劃設公告內容，將範圍

內土地之使用分區劃定及變更為河川區，以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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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行動計畫或作為 執行內容摘要 
變更，提高管制程

度 
提高管制程度，落實環境敏感地區概念。 

D-3-1 

研議高於技術規則

規定新建建築物規

劃雨水或生活雜排

水 回 收 再 利 用 設

備。 

研議高於技術規則規定新建建築物達一定規模或

特定用途者，規劃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

設備。 

D-3-2 
大型山坡地社區分

級監測。 

委由專業監測廠商及專業技師選定監測點位及監

測方式。 
藉由山坡地社區客觀監測數據，據以分級管理。 

D-4-2 
辦理本市各都市計

畫區通盤檢討作業 

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考量氣候變遷，並依據

都市災害發生歷史、特性及災害潛勢情形，適當

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管制。 

E-1-1 

105-106 年度許厝港

重要濕地(國家級)
基礎調查計畫暨生

態教育推廣 

本局配合內政部營建署辦理「105-106 年度國際

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基礎調查計畫」，以建立濕

地生態資料。 

E-2-1 
桃園市水體污染緊

急應變處理計畫 

1.水體污染事件緊急應變處理。 
2.辦理水體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教育訓練及設備器

材訓練。 
3.辦理水體污染事件緊急應變設備器材保養維

護。 
4.每季辦理海域水質監測作業。 

H-1-1 
登革熱孳生源清除

計畫 

由衛生所協同各環境清潔稽查中隊或各里里長、

區公所里幹事巡查本市 495 里，將社區中積水容

器清除或減量，並衛教使用人或管理人，降低登

革熱傳染風險。 

H-1-2 
病媒防治噴藥服務

開口契約 

為進行本市病媒蚊蟲防治，小黑蚊滋擾(環保設

施場所)，天然災害後淹水地區及其他特殊需求

發生之情形，委託病媒防治業進行桃園市公共區

域環境噴藥作業，預期能降低蚊蟲滋擾、病媒蚊

孳生問題及提升民眾生活品質。 

H-2-3 社區防疫網絡計畫 
辦理災後傳染病疫情監視及防治，定期辦理傳染

病防治相關教育訓練與宣導，提升本市防疫人員

及強化民眾相關傳染病防治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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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成果展現  

本團隊已協助推動低碳綠色城市多年，過程中配合相關會議，將年

度成果整合，並以海報、圖片、簡報或刊物等方式，發表於論壇、國際

會議及專刊等。  

桃園自升格後積極轉型為低碳綠色城市，自 1 04 年開始政策研訂，

包含「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及「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之

擘建計畫」；10 5 年重點於推動計畫，故將擘建計畫列為旗艦計畫，故

為「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同步進行自治條例中央機關指導

意見修正等，最終由行政院核定，並成立「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推動

小組」；1 0 6 年成立第一屆「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諮詢

顧問團，同步自治條例及相關子法公布施行，並建立「桃園市氣候變遷

調適計畫」；今 (1 07)年以「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為主軸，並

同步檢討旗艦計畫及調適計畫，而自治條例已執行 1 年多，為求完整性

並符合現況，一併進行修正母法作業，預計明 (1 08 )年即可公告施行。  

國際上則積極參與相關會議並爭取發表露出機會，於 1 0 7 年 6 月由

邱俊銘副秘書長率領市府代表團，參加於蒙特婁舉辦的地方政府永續發

展理事會 20 18  IC LE I 世界大會，並於 6 月 20 日 (台灣時間 6 月 21 日 )在

C 2C 城市對談中，分享「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相關經驗，以桃園

市公有建築示範、生活環境減壓、再生能源發展及大眾運輸整合等案例

，向國際展現桃園的低碳經營理念，並於交流會中提問及分享，藉此獲

取其他城市的經驗，並於會後受到韓國水原市的邀請，於 9 月 1 6 日～9

月 19 日參與 20 18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在市長對談中分享桃園邁向

低碳綠色城市中如何將人本 (h um an - c en t e r e d )概念融合到市政中與其他

亞洲城市共同討論 (如表 2 . 4 - 1，詳細內容如第 6 章 )。  

為展示各階段執行成果，本團隊綜整低碳綠色城市歷年成效，如表

2 . 4 - 2，藉此提升與民眾的互動及認知，故於今 ( 10 7 )年度與環教場所推

廣活動結合辦理「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

活動 (詳如第 7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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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低碳綠色城市相關成果發表 

  

2 0 18 IC LE I 世界大會發表  桃園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簡報  

  

2 0 18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市長對談場次與談稿  

  

新聞露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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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大事紀 

時間軸 國內運作內容 國際展現內容 

104

年 

第一季 

開始推動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

市，著手制定「桃園市發展低碳

綠色城市自治條例」以此為核心 

 

第二季 
召開第 1 次「桃園市發展低碳綠

色城推動平台」會議。 

 

第三季 

制定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之擘建

計畫發展分為：3 策略、30 項行

動方案、73項細部計畫及 37項績

效指標。 

 

第四季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

條例」市議會三讀通過，並研訂

相關配套措施 26 項。 

桃園市邱太三副市長率市府代

表團，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UNFCCC）第 21 次締

約方大會（COP 21），發表

「航空城 -經濟與環境的衝突 

(Taoyuan Aerotropolis-the 

Conflict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計畫 

105

年 

第一季 
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之擘建計畫

列為旗艦計畫。 

加入目前世界最大的氣候變遷

相關城市合作聯盟：全球市長

聯盟（Compact of Mayors，簡

稱 COM） 

第二季 

 依據中央機關指導意見，修

正「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

市自治條例」。 

 完成 104 年低碳綠色城市旗

艦計畫成果。 

 完成 105 桃園市低碳綠色城

市旗艦計畫，維持 3 策略、

30 項行動方案、73 項細部計

參與 C40 城市組織所辦理之

「 C40 城 市 獎 」 (C40 Cities 

Awards)；參與競賽 3 計畫項被

遴選入 Sustainia 2016 年 Cities 

100 刊物，為台灣唯一獲選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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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國內運作內容 國際展現內容 

畫，績效指標修正為 46 項。 

第三季 

 行政院核定「桃園市發展低

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 

 市府 7 月 1 日制定公布全文

，共計 41 條；並於 7 月 6 辦

理啟動儀式。 

受CDP Cities亞太區城市關係主

任邀請加入國際碳揭露行列；

同年接露結果獲得 CDP 的肯定

，被選為 2016 五個最佳城市殊

榮 ， 填 報 資 料 將 被 收 錄 進

InFocus City Reports 中 

第四季 

依自治條例子法，正式成立「桃

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推動小組

」。 

市府代表團，參加聯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

22 次締約方大會（COP 22）。 

106

年 

第一季 

 1月 1日「桃園市發展低碳綠

色城市自治條例」正式施行

，相關配套措施陸續公告。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推

動小組」會議，併入氣候變

遷議題。 

 

第二季 

 聘任第一屆「桃園市發展低

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諮詢

顧問團，共計 9 人。 

 統計 105 年旗艦計畫成果，

減碳量 312,041噸/年、802座

大安森林公園吸附量。 

 

第三季 

 檢討 106 年桃園市低碳綠色

城市旗艦計畫，維持 3 策略

、30 項行動方案、73 項細部

計畫，績效指標增為 47 項。 

 完成 106 年桃園市氣候變遷

調適計畫，8 領域、23 項調

適策略、52 項行動計畫。 

參與 C40 城市組織所辦理之

「 C40 城 市 獎 」 (C40 Cities 

Awards)；參與競賽 2 計畫項被

遴選入 Sustainia 2017 年 Cities 

100 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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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國內運作內容 國際展現內容 

第四季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推

動小組」會議，併入溫室氣

體減量目標及比例分配議

題。 

 完成「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

城市自治條例」執行成果。 

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第 23 次締約方大

會 （ COP 23 ） ； 受 邀 參 加

COP23「波昂區」周邊會議，

並由拱祥生顧問分享桃園市因

應氣候變遷的策略 

107

年 

第一季 
檢討及修正「桃園市發展低碳綠

色城市自治條例」。 
 

第二季 

研商「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

計畫」轉化為「桃園市溫室氣體

管制執行方案」。 

首次參與 ICLEI 世界大會，並

由邱俊銘副秘書長以「桃園市

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經驗與臺

中市、台南市、高雄市、日本

京都市、英國倫敦及德國多特

蒙德共同進行城市對談。 

第三季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

自治條例」修法作業。 

 完成 107 年桃園市低碳綠色

城市旗艦計畫及調適計畫。 

受邀參與於韓國水原市舉辦的

2018 第三屆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並由邱俊銘副秘書長於會議

中分享分享桃園以人為本，所

發展出的低碳綠色城市之成果

，並拜會 ICLEI 東亞秘書處及

CityNet 組織；同申請加入 City 

Net 組織， 

第四季 

辦理「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推

動小組」會議，確定「桃園市溫

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107 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期末報告 

2-34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 .5  綠色城市專刊  

本團隊自 10 5 年桃園市發展低碳自治條例推動初始，便已開始協助

綠色城市專刊製作，第 1 年以專訪重點局處首長，如何因應自治條例為

主題，第 2 年以低碳綠色城市成果為主題，將各項計畫轉換為量化數據

進行成果呈現；今 (10 7 )年度因應 10 6 年諮詢顧問團的正式成立，故透過

諮詢顧問專訪提出對於桃園發展低碳綠色城市作法之建議及看法，進一

步搭配自治條例、旗艦計畫等執行成果做展現，以此呈現方式市府推動

情形與各屆專家學者看法相互呼應，並作為未來的展望，其專刊編撰流

程如圖 2 .5 -1。  

 

 

圖2.5-1 綠色城市專刊編撰流程 
 

一、  諮詢顧問專訪  

1 0 6 年「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諮詢顧問團的正

式成立，由產、官、學及 N G O 團體各領域專家所組成，並分溫室

氣體減量、綠建築、綠色運輸及再生能源等四大專業領域；本團隊

於 4 月底完成各諮詢顧問專訪 (如表 2 .5 -1 )，以人物訪談搭配實施成

果，爾後再將局處的具體案例透過成果整合的方式展現在讀者面前

，以點線面連結出清楚結構，使專刊除了匯集桃園是施政成果之外

，也是一本深度報導低碳綠色城市的專輯，將更具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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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諮詢顧問專訪情形摘錄 

  

  

 

二、  內容及形式  

今 ( 10 7 )年度專刊以市長對於低碳綠色城市施行成果的心得作

為引言，帶出桃園推動低碳綠色城市的成果與目標，進一步訪談推

動小組諮詢顧問，以專家深入淺出的說明，呼應到桃園目前的施政

成果，爾後再將局處的具體案例透過成果整合的方式展現在讀者面

前，以點線面連結出清楚結構，使專刊除了匯集桃園是施政成果之

外，也是一本深度報導低碳綠色城市的專輯，將更具可讀性，其專

刊落版如表 2 .5 -2。  

 
表 2.5-2 低碳綠色城市專刊落版 

項次 項目 內容 頁數 

1 封面 刊名/內容主題 1頁 

2 市長引言 市長引言 2頁 

4 目錄 版權頁+單元目錄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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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內容 頁數 

5 成果彙整 三策略列舉重點施行成果總表 2頁 

6 

專家訪談 

1. 訪談相關領域專家，並撰寫為專題報導，除

了更深度講述綠色城市在各個層面的意涵之

外，也藉由專家說法呼應到桃園目前施政成

果，讓讀者更加明白桃園推動低碳綠色城市

旗艦計畫重要性。 
2. 避免過於繁複的內容影響閱讀意願，針對訪

談專家領域，精選出相關重要案例，將成果

案例背景及重要成果簡單以五百字左右內文

描述，使讀者深入淺出的了解具體內容及改

變，同時將成果數據條列標出重點。 
3. 專家訪談及成果案例皆搭配成果照片使版面

更為豐富活潑，也能使讀者對於成果現況更

加清楚 

36頁 

相關案例 

7 封底 1頁 
總頁數(含封面/封底) 44頁 

 
 

本次專刊內容蒐集已於 1 07 年第 1 次「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

市」推動小組會前會中，請相關單位提供案例成果資料 (格式如表

2 . 5 - 3 )，再將局處提供資料，包含表格文字編撰在 70 0 字以下；而

英文版部分參考國際在相關期刊部分皆會將篇幅文字內容簡化，且

中英文轉換後的字位元數會有所不同，故將精簡在 40 0 字之下，便

於編排後版型一致，並利於閱覽。  

 
表 2.5-3 低碳綠色城市專刊成果蒐集格式 

項次 項目 內容(範例)說明 格式 

1 提報單位 環保局 -- 

2 計畫(成果)名稱 OOO 計畫 -- 

3 計畫(成果)摘要 摘要敘述計畫重點 300 字內 

4 重點內容說明 詳列計畫執行內容 1,200 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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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內容(範例)說明 格式 

5 成果數據 減碳量、減少用電度數

、減少用水量…等 
提供之數據至少 1 項以上

，並可作為減碳量換算用 

6 照片 執行成果呈現 3 張以上，檔案大小需 
>1M 

 

三、  風格主題  

由於刊物以雜誌型式進行設計，圖片及文字篇幅各約一半，為

使讀者產生興趣，並可更直接接觸專刊欲呈現之推動主題，因此延

續創刊號型式，以清新風格風格主題，導入成果、永續等概念發展

作為視覺主題，使成果冊從封面上就能領略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

市之願景與行動力，如表 2 . 5 - 4。  

表 2.5-4 綠色城市專刊落版實體 

  
封面/底樣式 目錄 

  
市長引言 重點施行成果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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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專訪內頁 成果內頁 

 
四、  發送對象  

本計畫協助業務單位完成低碳綠色城市專刊，分發市府一、二

級機關 (如表 2 . 5 -5 )，並上傳專刊電子檔於網路供各單位閱讀及使

用，刊物閱讀族群機關學校、民眾及專家學者等，其說明如下：  

(一 )  機關學校：提供市府一、二級機關 (含學校 )共 4 2 6 處，瞭解各

局處業務執行情形，進行分享相關推動成果。  

(二 )  一般民眾：將專刊放置於各局處公開場所，如：圖書館及分館

、洽公窗口或相關活動地點，供民眾翻閱以達到宣傳效果，並

放置於市府粉絲專業宣傳，展現桃園市政府一年的成果，提昇

民眾幸福感及感受城市之宜居力。  

(三 )  各領域專業人士及城市交流：藉由城市交流活動或相關會議參

與機會，利用專刊內容展現本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成果，進而

增加桃園曝光機會及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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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5 專刊發放對象 
總數  機關 (單位數 )  

8 5 2 本  

民政局 ( 16 )  體育局 ( 1 )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

限公司 ( 1 )  

社會局 ( 2 )  衛生局 ( 14 )  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

公司 (1 )  

勞動局 ( 3 )  環保局 ( 3 )  桃園果菜市場股份有

限公司 ( 1 )  

財政局 ( 1 )  消防局 ( 1 )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 1 )  
經濟發展局 ( 1 )  文化局 ( 5 )  桃園市各區公所 ( 13 )  
農業局 ( 2 )  秘書處 ( 1 )  原住民族行政局 ( 1 )  
地政局 ( 9 )  法務局 ( 1 )  客家事務局 ( 1 )  
都市發展局 ( 3 )  人事處 ( 1 )  地方稅務局 ( 1 )  
工務局 ( 3 )  主計處 ( 1 )  圖書館分館 ( 4 0 處 )  
水務局 ( 1 )  政風處 ( 1 )  青年事務局 ( 1 )  
交通局 ( 3 )  新聞處 ( 1 )  捷運工程局 ( 1 )  
觀光旅遊局 ( 2 )  警察局 ( 17 )  資訊科技局 ( 1 )  
教育局 ( 27 2 處 )  -  -  

2 6 本  
重要人物 (單位數 )  

市長 (1 )  副市長 ( 1 )  局處首長 (1 5 )  
諮詢顧問 (9 )  -  -  

 

2 .6  相關會議辦理  

本團隊協助推動低碳綠色城市，並協調業務執行上各項工作，現階

段辦理會議重點如下 (如表 2 .6 - 1 及表 2 . 6 - 2 )：  

一、  會議資料準備：  

(一 )  協助研擬會議報告及參考資料。  

(二 )  針對跨局處會議，應增加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二、  行政庶務：簽到作業、餐點、茶水、會議設備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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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107 年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相關會議辦理情況 

時間  會議名稱  主席  議題說明  彙整資料  

1 0 7 /  
3 /2 9  

107 年第 1
次「桃園

市發展低

碳綠色城

市推動小

組」研商

會議 

執行秘

書 
環保局

長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

市自治條例，包含：子

法研訂情形及 106 年成

果說明、自治條例修正

前期規劃 
 推動策略修正，包含：

106 年旗艦計畫、調適

計畫檢討修正、溫室氣

體減量目標討論及策略

轉換規劃 
 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專刊

製作規劃 

1. 自治條例子

法研訂進度

、成果及條

例修正建議 
2. 107 年旗艦計

畫及調適計

畫 
3. 專刊成果資

料 

1 0 7 /  
5 /2 4  

107 年第 1
次「桃園

市發展低

碳綠色城

市推動小

組」會議 

召集人 
市長 

(執行秘

書環保

局長代) 

確認方向及內容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

市自治條例，包含：子

法研訂情形及 106 年成

果說明、自治條例修正

前期規劃 
 推動策略修正，包含：

106 年旗艦計畫、調適

計畫檢討修正、溫室氣

體減量目標討論及策略

轉換規劃 
 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專刊

製作事宜 

1. 自治條例修

正建議及 106
年成果 

2. 107 年旗艦計

畫及調適計

畫核定版 
3. 專刊成果確

認 

1 0 7 /  
11 /2 2  

107 年第 2
次「桃園

市發展低

碳綠色城

市推動小

組」研商

會議 

執行秘

書 
環保局

長 

 前次會議紀錄辦理情形 
 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

修法進度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方向 
 第二期管制執行方案規

劃 

1. 自治條例修

正內容 
2. 107 年旗艦計

畫階段性成

果 
3. 第一期桃園

市溫室氣體

管制執行方

案 

1 0 7 /  
1 2 / 18  

107 年第 2
次「桃園

市發展低

碳綠色城

副召集

人 
副市長 

 前次會議紀錄辦理情形 
 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

修法進度 
 現階段低碳綠色城市成

果 

1. 提送自治條

例修正內容

制法務局，

並依回饋意

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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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會議名稱  主席  議題說明  彙整資料  

市推動小

組」會議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草案)及期程 
2. 調整 107年旗

艦計畫階段

性成果 
3. 調整並提送

第一期桃園

市溫室氣體

管制執行方

案至環保署 
 

表 2.6-2 107 年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相關會議照片 

  
107 年第 1 次會前會(3/29) 107 年第 1 次大會(5/24) 

  
107 年第 2 次會前會(11/22) 107 年第 2 次大會(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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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小結  

一、結論  

(一 )  完成自治條例成果彙整，包含施行前 ( 105 年 (含 )前 )、後 ( 106 及

1 0 7 年度 )之成果，具有量化之條文共計 1 9 條。  

(二 )  追蹤各項子法研訂進度，已全數完成 2 3 項。  

(三 )  完成母法修正前置作業，包含局處意見整合、諮詢顧問意見參

採及性平委員審核…等，並依據法務局意見及修法格式調整，

現階段已送至法務局，共計 1 2 條，含修正 1 0 條及新增 2 條。  

(四 )  完成 10 7 年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 (架構為 3 策略 30 方

案 7 2 項細部計畫 )及績效指標 (4 6 項 )。  

(五 )  完成 10 6 年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成果展現，減碳量約 8 2 ,3 8 6

噸 /年，相當於 3 21 座大安森林公園吸附量；10 7 年現階段成果

，減碳量 51 ,4 8 8 噸 /年，相當於 20 1 座大安森林公園吸附量，

且目標達成率為 7 6 .5 1 %。  

(六 )  完成「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第一期階段 )草案」，並

規劃明 ( 10 8 )年度 1 局處 1 重點計畫之政策。  

(七 )  完成 10 7 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架構為 8 領域 2 3 項調適

策略 51 項行動計畫 )及執行成果。  

(八 )  結合 SG S 專業解析能力及評估工具，檢視本市調適領域脆弱度

及調適缺口，規劃明 ( 1 08 )年度政策研擬方向及目標，強化本市

各項調適計畫能夠具有實質改善效益及可行性。  

(九 )  配合 2 01 8  IC LE I 世界大會會議，協助以「桃園發展低碳綠色城

市」為主題製作中英文簡報 (含中英文講稿 )及 2 018 年水原亞洲

人本城市論壇談稿 (含中英文講稿 )。  

(十 )  完成低碳綠色城市專刊中文版 1 , 00 0 份、英文版 5 00 份，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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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綠色城市網提供專刊 P D F 下載。  

(十一 )  辦理低碳綠色城市相關會議共 4 場次，並協助提供會議簡報

、書面資料及相關行政配合事項等。  

 

 

二、建議事項  

(一 )  綠色城市策略精進  

執行策略中部分策略目標有過於寬鬆之問題存在，為使策略

目標有所精進，因此建議 10 8 年應蒐集全國相關指標或數據

之平均值，以做為未來分析比較之依據，並且透過推動小組

會議辦理過程，讓與會之局處委員了解全國平均值概況，藉

此督促局處檢討改善。  

(二 )  強化調適計畫，訂定中長程目標  

結合「1 07 年桃園市推動空氣污染防制暨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及「1 07 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白皮書」，檢視本市

調適領域脆弱度及調適缺口，規劃明 ( 10 8)年進行跨局處訪談

，針對既有調適計畫內容，檢討是否對於既有桃園市氣候變

具有改善之作用，並規劃中長期目標，藉由專諮會綜整討論

並邀請諮詢顧問給予適當建議，以強化本市各項調適計畫能

夠具有實質改善效益及可行性。  

(三 )  專刊編撰期程提前，並增加企業或民眾觀點及行銷能力  

低碳綠色城市專刊編撰，建議可專訪執行已具成果之學校單

位、公司企業、民間團體等，藉由實績來佐證桃園市政府推

行低碳城市的成效卓著，並利用對話訪談之方式提升閱讀興

趣，在行銷面可與 Yo u Tu be r 合作或用運機場捷運車廂公益

廣告、月台電視、 l i n e 貼圖、綠色城市桌遊 . . .等露出機會，

以符合現今社會趨勢，提高使用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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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製作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地圖  

為強化本市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現，故未來建議以該年度成

果，製作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地圖，藉此展現各地方進步趨

勢，並呼應諮詢顧問所提「將全市之低碳努力目標及已減碳

的數值，直接標示在地圖上，變成低碳 ma p pi n g，鼓勵各區

的執行有比較的標準，以人均碳排為比較數據，這樣一看很

容易看得出來，各局處把其各項計劃畫在各區地圖上，或歸

納出 Ba r  c h a r t，把所有做的努力變成碳排計算」；以低碳永

續家園說明，其整合各認證項目之成果，並以圖示方式放置

地圖中，但卻無法得知該項之量化數據，須由文字敘述了解

，如圖 2 .7 -1；因此本計畫將初步摘錄可作為低碳地圖之計畫

，如表 2 .7 -1，並與業務單位討論後續作法。  

 

  

圖2.7-1 桃園市低碳永續家園執行成果(摘錄台中、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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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1 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地圖建議計畫 
類別  計畫名稱  成果  

再生能源  

推動桃園科技園區減碳  

再生能源累計設置容

量  
市有公用房舍屋頂標租供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契約  
推動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施

計畫  

低碳生活  
辦理公益宗教團體認證 (環保類 )  公益寺廟 (環保類 )累計

數  

推動旅館響應綠行動傳唱計畫  環保旅店數及獲得其

他環保認證旅館數  

環境綠化  

空品淨化區及室內空品稽查檢核

維護計畫  

綠美化面積  公園綠地興闢與擴建計畫  

桃花園植樹造林計畫  

環境品質  污水下水道第五期建設計畫  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綠色運輸  移動污染源單一窗口為民服務計

畫  
電動汽、機車累計充

(換 )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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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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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協助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業務  

章節摘要  

本章節對應契約工作項為「協助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業務」，

溫管法是我國第一部明確授權政府因應氣候變遷的法律，共分6章，計34

條，明定我國2050年長期減量目標及以5年為一期的階段管制目標，桃園

市刻正發展低碳綠色城市，以「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落實

推動相關減緩策略，雖溫管法與自治條例管制策略有所不同，但其最終目

的相同。其中溫管法亦將權責區分中央單位與地方政府，透過跨部會分工

及納入各界參與及分層負責推動的機制，訂定相關行動方案或綱領。因此

本計畫協助業務單位地方機關應負責之權責，包含：行動方案(管制方案 )

研擬、追蹤中央溫管法相關子法期程與進度及中央意見蒐集時提供參考資

訊。  

環保署於107年6月28日辦理「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撰擬規劃說明

會議」，各部門管制行動方案 (草案 )於107年7月陳報行政院，行政院107

年10月3日核定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縣市政府須於行

動方案核定後1年內提出管制執行方案，而桃園市屬直轄市依規定需於108

年1月前函送中央。  

為研擬出桃園市管制執行方案，以「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

進行策略轉換，並納入各局處相關推動計畫，期間辦理2次研商會議，研

討桃園市管制執行方案內容以完善各部門減量策略。本章各小節架構如下

圖，說明如後文  

 

圖3-1 協助辦理溫管法業務之工作重點概述 

3.1 訂修管制執行方案 3.2 辦理相關會議 3.3 協助配合辦理溫管法相關業務

1.背景說明
2.訂修做法

研商會規劃作法 1.主要事項條文
2.細項內容說明
3.本計畫配合參與
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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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訂修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行方案  

一、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立法背景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

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義，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

保國家永續發展，最早於 95 年 1 0 月行政院提出「溫室氣體減量法

」 (草案 )，經兩屆立法屆期均無法立法通過，立法院在 10 4 年 6 月

1 5 日三讀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以下簡稱溫管法 )，於

1 0 4 年 7 月 1 日公布並生效，溫室氣體回歸專法。  

溫管法涵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 ( In t e r go v e r nm en t a l  

P a ne l  on  C l im a t e  C h an ge ,  IP C C)所提出減量潛力 3 大構面，在技

術潛力面，透過明定政府機關權責及推動各項減量策略，以提升能

源效率、節約能源及推動再生能源；在經濟潛力面，規範實施總量

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並朝向建立稅費機制努力；在社會行為改變

面，則強化教育與宣導，促進個人消費行為、生活型態及社會結構

改變等。  

溫管法中明定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

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的分工、整合及推動

等相關事宜，除規範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

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外，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須訂定

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據以推動，地方則訂修溫室氣體管

制執行方案，相關方案法源依據請參考圖 3 .1 -1。  

此外，為落實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目標，行政院成立「能源

及減碳辦公室」，統籌整合跨部會協調與合作，由中央與地方共同

落實執行低碳綠能工作，滾動檢討執行成效，並建立中央部會與地

方政府夥伴關係，共同落實執行低碳綠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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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環保署(107.6.28 會議簡報) 

圖3.1-1 階段管制目標與綱領、方案權責關係分工 
 

二、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環保署參酌「巴黎協定」 ( P a r i s  A gr e eme n t )及聯合國 20 30 永

續發展目標 (S us t a ina b l e  D e v e lo pm e n t  G o a l s ,  SD Gs )，秉持減緩與

調適並重的精神，就溫室氣體減量 6 大部門及氣候變遷調適 8 大領

域所研提政策內涵已獲相關部會共識，並涵蓋國際間日益重視的綠

色金融、碳定價、韌性建構等課題，於 10 5 年 11 月擬訂「國家因應

氣候變遷行動綱領」草案，並於 10 6 年 3 月 23 日核定，是為溫室氣

體減緩及氣候變遷調適所擬訂之減量及施政總方針，秉持減緩與調

適兼籌並顧的精神，內容包括：願景、目標，及我國因應氣候變遷

的 1 0 大基本原則，諸如不以新增核能發電作為因應氣候變遷措施、

政策與開發行為應將調適及減緩策略納入環境影響評估考量等原則。

並包含溫室氣體減量 6 大部門及氣候變遷調適 8 大領域的政策內涵

、相關政策配套及後續推動機制，其推動構面請參考圖 3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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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環保署 

圖3.1-2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推動構面  
 

三、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  

為依循行動綱領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政策，邁向 1 19 年溫室氣體

排放量降為 9 4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20 %以下之中程願景，最終達成

溫管法第 4 條所定於 13 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9 4 年溫室氣體排放

量 5 0 %以下之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環保署依溫管法第 9 條

第 1 項規定，擬訂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啟動國家整體及跨部門

的因應行動，期能建構中央地方、公私夥伴及全民參與的運作機制

，落實國家溫室氣體減緩政策，以 5 年為一期進行滾動式檢討並積

極推動落實，逐期檢視排放量達成情形並進行滾動式調整。  

1 06 年 3 月環保署會同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發布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準則」，明定階段管制目

標規劃考量、訂定方式、達成情形檢視及調整機制等相關程序性規

範。並於 1 0 6 年 7 月 1 0 日召開部會研商會討論階段管制目標草案規

 

調整能源
結構與提升

效率

轉型綠色
創新企業、
永續生產及
消費行動

綠運輸、
運輸系統能
源使用效率

永續建築與
低碳生活圈

永續農業
經營

減輕環境
負荷、

能資源循環
利用社會

永續發展、綠色成長

減緩調適

能源供給及
產業調適能力

國土安全
整合管理

災害風險評估
與治理

水資源
供需平衡及

效能

防範海岸災害
、永續海洋

資源

維生基礎設施
韌性

醫療衛生及
防疫系統、
健康風險管理

農業生產及
生物多樣性

教育宣導
人才培育

綠色金融
綠能產業

總量管制
綠色稅費

公眾參與
獎勵補助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推動構面

政策
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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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10 6 年 7 月 1 1 日召開部會研商會議討論非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

放量推估，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1 06 年 7 月 24 日開會確認國家未來

G D P 成長預測及產業結構資訊，經濟部能源局依據各部門提供能源

需求與節能規劃及能源配比等，10 6 年於 8 月底提出燃料燃燒二氧

化碳排放量推估，由環保署彙整加計非燃料燃燒其他溫室氣體推估

結果提出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規劃及部門分配建議草案，行政院能

源及減碳辦公室分別於 106 年 9 月 12 日及 106 年 9 月 27 日召開目

標規劃研商會前討論，最後由行政院於 10 6 年 10 月 1 7 日邀集部會

研商討論確認減量目標共識，10 7 年 1 月 2 3 日行政院核定第一期溫

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  

中央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權責分工如圖 3 . 1 - 3，依溫管法第 9 條第

3 項所定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溫室氣體

排放管制行動方案」，其主政機關分別為：能源部門 (經濟部 )、製

造部門 (經濟部與科技部 )、運輸部門 (交通部 )、住商部門 (內政部與

經濟部 )、農業部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環境部門 (環保署 )。訂定

1 05 年至 109 年第一期的階段管制目標 (如表 3 .1 -1 )，並同時規劃至

1 1 9 年的中程願景。依據部會研商共識，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將採先

緩後加速的減碳路徑，設定我國民國 1 0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基準

年 9 4 年減量 2 %（即溫室氣體淨排放總量 2 60 . 717 百萬噸碳當量）

，並將以 1 14 年較基準年減量 10 %及 11 9 年較基準年減量 20%為努

力方向，減量責任由我國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部

門共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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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 溫室氣體排放權責分工 
 

表 3.1-1 中央溫室氣體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 
年度  

類別  
1 0 9 年  

1 0 5 年至 1 0 9 年  
(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 )  

能源部門  3 2 .3 05  1 6 3 . 13 9  
製造部門  1 4 6 . 54 4  7 4 1 . 54 3  
運輸部門  3 7 .2 11  1 8 9 . 66 3  
住商部門  5 7 .5 30  2 9 8 . 84 5  
農業部門  5 . 31 8  2 6 .1 87   
環境部門  3 . 49 6  1 8 .1 54   

總計  2 6 0 . 71 7  1 4 37 .5 31  
電力係數目標值

(年平均值 )  
0 . 49 2 公斤 C O 2 e /度  0 . 51 7CO 2 e /度  

排放量單位：M tC O 2 e  
 

四、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推動現況  

環保署依循其行動綱領政策內涵，並參考專家學者、民間團體

等所提意見研擬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說明中央部會承擔減量責

任，並由各部門承擔減量責任，地方政府協助配合，依循推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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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動方案推動策略，以低碳永續家園為基礎，鼓勵地方自主性減

量行動。此外，環保署於 10 6 年 11 月公佈「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草案及六大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草案，並於 11

月 23 日辦理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 (草案 )公聽研商會，蒐集

各界意見，1 07 年 3 月 2 2 日行政院核定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行

政院 10 月 3 日核定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推動方

案部門重點策略如圖 3 .1 -4。   

 

 

圖3.1-4 推動方案部門重點策略 
 

為使推動方案及部門行動方案之推動策略及措施具備完整性及

一致性，環保署研訂六大部門推動策略重點提供作為參考，並公布

其評量指標 (如圖 3 .1 - 5 所示 )。  

1 .  能源部門  

  分階段降低公用售電業銷售電能之電力排碳係數基準  

  避免化石燃料不當補貼，以逐步落實環境外部成本內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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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製造部門  

  逐步加嚴燃油鍋爐排放標準，補助鍋爐改用低碳燃料  

  推動企業實施綠色低碳供應鏈管理，揭露供應鏈減碳成果  

3 .  運輸部門  

  強化公共運輸系統，建立私人運具轉移至公共運輸系統之誘因

機制  

  持續加嚴車輛耗用能源標準，針對製造或進口車商提升平均油

耗  

4 .  住商部門  

  檢視修正建築相關法規，提高建築物外殼節能設計基準值  

  完備建築能源效能評估工具，規劃推動建築能源護照  

5 .  農業部門  

  推廣友善之農林漁牧生產環境，並加強農業能、資源循環利用  

  積極推動植樹造林與撫育，提高碳匯量並發揮碳吸存效益  

6 .  環境部門  

  建立循環型生產與生活方式，促進廢棄物資源回收與再利用  

  推動物料回收技術、回收國內貴重金屬，邁向循環經濟社會  

 

圖3.1-5 減量推動方案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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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協助訂修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本團隊依循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3 條及第 14 條，

除追蹤彙整前述中央目前進度外，其中第 1 4 條，說明管制執行方案

之提報時程及內容，本團隊針對格式要求項目同步列入研擬說明如

表 3 .1 -2，內容如後文，詳細內容如電子附錄七。  

 

表 3.1-2 管制執行方案研擬說明 
項次  項目  內容  

一  現況分析  
說明桃園市發展現況、盤查結果及排

放結構  

二  方案目標 
協助中央達到減量目標及各部門減量

方案目標  

三  推動期程 
推動期程依環保署規劃建議，目前僅

需提供至 10 9 年  

四  

推動策略 

包括：主、協辦機關及經

費編列 

透過旗艦計畫進行轉換，並納入各局

處相關推動計畫以完善各部門方案，

另主協辦則依據自治條例權責分工安

排  

五  預期效益 統計整體預期減量成效  

六  管考機制 說明將透過推動小組進行管考機制  
 

(一 )  現況分析  

1 .  環境背景  

桃園市於 1 03 年 12 月 25 日改制為直轄市，名稱定為

「 桃 園 市 」 ， 為 臺 灣 第 6 個 直 轄 市 。 本 市 總 面 積 為

1 , 22 0 . 55 25 平方公里，約佔臺灣地區土地總面積 3 . 43 %，全

市 13 區以復興區 (本市唯一山地行政區 )面積最大 3 50 平方

公里，佔全市總面積 2 8 . 67 %，次為大溪區 10 5 . 55 2 平方公

里，佔總面積 8 . 65%，而以八德區 33 .7 11 平方公里及桃園

區 34 .8 04 7 平方公里為最小，各僅佔總面積 2 .7 6 %及 2 .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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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工商發達、投資環境優良、經濟成長快速，多年來

大量人口遷入設籍或就業，依本市歷年人口成長資料顯示，

1 06 年本市總人口數已超過 21 8 萬人，每平方公里密度約為

1 , 68 5 人，於民國 85 年達人口成長巔峰，其後成長有逐漸趨

緩現象。104 年成長率為近十年來最高 2 . 31 %，社會增加率

提高至 1 7 . 61 %，顯示本市鼓勵民眾遷入戶籍及增產報國所

推出之獎勵措施。  

2 .  經濟現況  

桃園市為各產業軸帶之樞紐，至今有 32 個工業區 (報編

工業區 )，市內非都市土地工業用地 3 ,69 6 公頃，都市計畫工

業區 3 ,1 31 公頃，全市可供設廠工業用地超過 6 , 827 公頃，

足見桃園以工商大市為建設基本之藍圖；另工商綜合區計 11

處 (約 62 公頃 )，為全國之冠。此外，全台 500 大製造業在

桃園設廠的就超過 20 0 家，總產值高達新台幣 3 .0 6 兆元，

工業產值連續十年全台第一。  

桃園市工廠、商號及公司登記情況請參考表 1 - 3，工廠

登記部分變動幅度不大，經濟部曾於 91 至 9 2 年期間公告修

正須辦理工廠登記之規模及換發工廠登記證，檢討撤銷近

1 , 500 家之工廠登記，當時在全國工廠家數皆呈現下滑之趨

勢，惟本市呈現正向成長；商業登記家數 9 3 年開始從將近 4

萬家開始成長至 1 06 年已超過 5 萬家；公司登記家數由 93

年的 4 萬 2 千多家至 1 06 年的 5 萬 8 千多家，綜合以上數據

，顯示本市經濟發展呈現穩定成長趨勢。  

表 3.1-3 桃園市工廠、商號及公司登記情況 

年份 工廠登記 
家數(個) 

商號登記 公司登記 
家數(個) 資本額(元) 家數(個) 資本額(元) 

93 10,280 38,207 9,108,351 42,723 986,961 
94 10,281 38,685 9,631,050 44,543 1,036,723 
95 10,355 40,411 10,332,844 46,110 1,114,773 
96 10,486 41,084 10,967,006 45,312 1,127,186 
97 10,460 41,615 11,125,834 45,187 1,20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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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工廠登記 
家數(個) 

商號登記 公司登記 
家數(個) 資本額(元) 家數(個) 資本額(元) 

98 10,182 42,756 11,439,745 45,758 1,269,249 
99 10,360 42,843 10,882,160 47,237 1,271,025 
100 10,452 43,677 11,040,331 47,839 1,420,157 
101 10,720 44,765 11,391,266 48,514 1,524,445 
102 10,853 46,629 11,778,583 50,323 1,606,618 
103 10,867 47,758 12,152,378 52,155 1,392,364 
104 10,890 49,234 12,453,137 54,207 1,422,837 
105 11,030 50,661 12,713,201 56,472 1,448,405 
106 11,287 52,654 12,992,604 58,770 1,454,555 

 

3 .  桃園市溫室氣體排放量  

桃園市 1 0 5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約 3 , 084 萬噸 C O2 e，分

析歷年排放量趨勢，主要排放部門為工業能源部門 ( 平均

7 1 .9 2% )，以燃料使用為主，電力使用次之；第二為運輸部

門 (平均 12 .4 5% )，以道路運輸為大宗，軌道運輸次之；第三

排放為住商及農林漁牧能源部門 (平均 12% )，以電力使用為

主，燃料使用次之，近年 (1 00 ~1 05 )排放趨勢如圖 1- 5。  

 

圖3.1-6 桃園市100年~105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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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方案目標  

桃園市自升格後以持續推動及落實低碳綠色城市，期間完

成「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並向下延伸 23 條子

法完善法規執行內容，並邀請產官學研專家籌組完成「桃園市

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諮詢顧問團」研商檢討方案內容，以 94 年為

減量基準年，協助中央達到減量目標：至 1 39 年減量為 94 年之

5 0 %。第一執行期 (10 5 ~1 09 年 )減量目標為 2 %，其各部門方案

目標如表 1- 8，往後每 5 年為 1 期滾動修正。 (第 2 執行期將於

1 0 8 年啟動檢討修正，以期能在 1 09 年時提報 )  

 

表 3.1-4 桃園市第一執行期管制執行方案目標 
分項  第一執行期方案目標  

質化  
目標  

1 .  修訂完成「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並同步修

正相關自治規則，共計 2 3 項。  
2 .  成立「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由市長擔任推

動小組召集人，落實局處任務；每年辦理小組會議，持續檢

討協調管制執行方案執行情形。  
3 .  成立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為本市統籌推動綠能政策單一窗

口。  
4 .  持續增加國際露出機會，並參與國際相關會議或國際組織交

流。  
能源  
部門  向能源局及本府核准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總累計達 4 29 .4 5  MW  

住商  
部門  

1 .  依建築技術規則須檢討綠建築基準案件，加強審查及抽查

6 0 0 件。  
2 .  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 3 0 件及綠建築標章 1 5 件。  
3 .  公營住宅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累計數達 3 件。  
4 .  人均用水量達 0 . 25 8 立方公尺 /人日。  
5 .  環保署低碳環保鄰里認證 (銅銀級 )累計 13 3 處。  
6 .  公益宗教團體 (環保類 )累計數達 4 5 間。  
7 .  推動低碳措施宣導講習會 12 場。  
8 .  環保旅店數及獲得其他環保認證之旅館累計數量達 62 間。  
9 .  節電 5 , 57 8 萬度。  
1 0 .  節能社區大樓累計 47 4 處。  

製造  
部門  

1 .  工廠綠色化服務團輔導廠商場次 4 0 場次。  
2 .  與 2 家金融業者簽訂 M OU (專案貸款金額新臺幣 10 0 億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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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第一執行期方案目標  
3 .  辦理環保節能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或講座 4 場。  
4 .  補助綠能廠商家數 4 家。  
5 .  產業節能改善補助方案公告後，獲補助廠商家數 2 0 家。  
6 .  綠色環保企業表揚家數 1 0 家。  
7 .  商品取得碳足跡標籤累計數量至 1 0 個。  
8 .  補助改善 13 0 座鍋爐。  
9 .  輔導 20 家觀光工廠業者申請環教設施場所認證。  

運輸  
部門  

1 .  建置集中式 (含智慧型 )站牌累計數量 1 ,9 7 3 件。  
2 .  路暢改善路段數 2 5 條。  
3 .  公共運輸運量成長率 3 4%。  
4 .  全市自行車道累計長度達 24 5 公里。  
5 .  公共自行車累計數達 8 ,7 00 輛。  
6 .  公共自行車累計租賃站達 32 0 站。  
7 .  低碳機車目標專用停車格達 2 80 格。  
8 .  電動二輪車目標市占率達 5%。  
9 .  電動機車目標充 (換 )電站達 1 ,0 00 站。  
1 0 .  騎樓整平累計改善長度達 3 , 80 0 公尺。  
1 1 .  柴油車排煙檢測自主管理標章年度目標數 3 ,8 50 張。  
1 2 .  台灣好行旅遊線總搭乘人數年平均成長率 2 3%。  
1 3 .  每年增加 5 條替代道路導引規則。  
1 4 .  設置低污染車輛優先停車位 1 5 席。  

農業  
部門  

1 .  畜牧廢棄物資源化 -補助設施累計家數達 9 0 家。  
2 .  畜牧節能改善補助累計家數達 30 0 家。  
3 .  裸露地綠美化累計目標面積 1 7 . 5 公頃。  
4 .  本市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戲場累計綠化面積達 4 33

公頃。  
5 .  每年實際造林面積 3 公頃 (1 08 ~1 0 9 年共 6 公頃 )。  
6 .  每年申請苗木數量 12 萬株 ( 1 08 ~1 09 年共 2 4 萬株 )。  
7 .  辦理活動 2 場次植樹節活動。  
8 .  有機栽培累計面積達 4 00 公頃。  

環境部

門  

1 .  事業廢棄物資源利用率達 86 .7 5%。  
2 .  公共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率達 23 .5%。  
3 .  受輕度污染以下污染河川比率達 6 9 . 5%。  
4 .  每日產生回收水量達 2 ,0 26  立方公尺。  
5 .  試辦學校累計 22 校 (雨水回收系統 )。  
6 .  取得建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系統建築執照累

計數量 1 00 件。  
7 .  資源回收率達 55 .3%。  
8 .  修惜站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達 2 ,3 00 件。  
9 .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低於 0 . 50 公斤。  
1 0 .  廚餘回收率達 3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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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第一執行期方案目標  

其他  

1 .  辦理綠能產業校園演講累計 1 2 場。  
2 .  參與金牌好店累計 21 6 家。  
3 .  區公所人民申請項目中可提供跨區服務累計 3 8 項。  
4 .  瀏覽便民資訊服務網頁累計 4 50 萬人次。  
5 .  發送便民服務簡訊累計 1 00 萬筆。  
6 .  污染通報 4 小時內到場稽查比例 8 7%。  
7 .  改建老舊護岸累計長度 1 0 , 00 0 公尺。  
8 .  埤塘活化累計 63 口。  
9 .  1 0 8~ 111 年完成 8 處韌性社區。  
1 0 .  全年 A Q I 不良 ( > 10 0)站日數比率< 10 %。  
1 1 .  全市設置空氣污染物細懸浮微粒（PM 2 . 5）自動監測預警設

備設置寺廟目標裝設數 8 4 處。  
1 2 .  病媒蚊幼蟲布氏指數 2 級以下比率 9 0%。  
1 3 .  每年維持 EU I：11 7 .8。  
1 4 .  以 1 04 年為基期，政府機關 10 8 年用油零成長。  
1 5 .  低碳主題日活動累計 1 6 場次。  
1 6 .  綠色學校比率 64 %。  
1 7 .  低碳健康餐盤宣導 22 0 場 ( 1 08 ~1 09 年 )。  
1 8 .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累計 1 9 處。  
1 9 .  每年至少辦理 20 場次教師環境教育增能活動。  
2 0 .  環教志工累計 23 6 人。  
2 1 .  河川巡守認養比率 69 %。  
2 2 .  環境教育專門網站到訪網站累計 5 2 萬人數。  
2 3 .  環境教育全球資訊網到訪網站累計 36 萬人數。  
2 4 .  桃園低碳綠色城市網到訪網站累計 79 萬人數。  
 

(三 )  推動期程  

本次所提報之管制執行方案，為配合中央管制執行方案第一階

段期程，年度執行期程如表 3 .1 - 5 所示  

 
表 3.1-5 桃園市推動期程 

階段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年度  1 0 5- 10 9  1 1 0- 11 4  1 1 5- 11 9  1 2 0- 12 4  1 2 5- 12 9  1 3 0- 13 4  1 3 5- 1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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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推動策略  

管制執行方案訂定，需溫室氣體排放量等相關背景資料支持，

因此對應溫管法及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部門別範疇 (如表 3 .1 - 6 )，

並針對各部門排放量趨勢及減量措施進行分析，除供擬定溫室氣體

管制執行方案依據，亦可做為局處減量比例分配之參考。  

 
表 3.1-6 溫管法部門別對應城市盤查部門分類 

溫管法部門  對應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部門別範疇  

能源  

能源工業 (扣除電力排放 )：  
1 .  公用與自用電能及熱能製造：包括公用與自用發電廠、

公用與自用熱能工廠及發電廠、公用與自用熱能工廠的

燃料燃燒排放。  
2 .  石油煉製：關於石油產品煉製的所有燃燒活動，但不包

括蒸散排放  
3 .  固體燃料製造與其他能源產業：包括從固體燃料轉變成

次級、三級產品製程之能源使用的燃燒排放，包括木炭

的生產過程。  

住商  1 .  住商能源部門中的住宅燃料燃燒+電力排放分擔  
2 .  住商能源部門中的服務業燃料燃燒+電力排放分擔  

製造  
1. 工業能源部門中的製造業與營造業燃料燃燒。 
2. 工業能源部門中的製造業與營造業電力排放分擔。 
3. 工業製程部門。 

運輸  運輸部門的燃料燃燒+運輸電力排放分擔  

農業  1 .  住商能源部門中農林漁牧燃料燃燒+電力排放分擔  
2 .  農業部門  

環境  廢棄物部門 (不含電力排放分擔 )  
 

桃園市以「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落實推動相關

減量行為，並依據自治條例權責進行分工如表 3 . 1 -7，另外也配合中

央需地方共同協助事項整理列出以期共同完成減量目標，如表 3 .1 - 8  

桃園市管制執行方案主政機關，詳細內容及策略於後文各部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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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桃園市管制執行方案主政機關 

項次  溫管法第八條推動事項  部門別  中央部

會  桃園市   

1  
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

展  
能源部門  經濟部  經發局  

2  
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

源節約  

3  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製造部門  經濟部  
科技部  經發局  

4  
運輸管理、公共運輸發

展及其他運  輸部門溫室

氣體減量  運輸部門  交通部  交通局  

5  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6  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住商部門  內政部  
經濟部  

都發局  
經發局  

7  
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

用  
環境部門  

環保署  環保局  

8  污水處理率提升  內政部  水務局  

9  
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

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

強化  農業部門  農委會  農業局  

1 0  
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及糧食安全確保  
 

表 3.1-8 管制執行方案部門別策略數 

部門別 能源 住商 製造 運輸 農業 環境 其他 

策略數量 11 9 9 12 8 11 22 

 

1. 能源部門  

( 1 )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第三章 協助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業務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17 

依據階段管制目標部門區分，能源部門範疇包含能源部

門自用與損耗，所屬產業涵蓋煉油廠、發電廠等能源供給設

施，其能源消費與各部門對不同能源需求關係密切。本市境

內使用石化燃料之能源供給事業共 6 家 (5 家電力及燃氣供應

業、1 家煉油業 )。  

( 2 )  中央推動策略  

能源部門重點在分階段降低公用售電業銷售電能之電力

排碳係數基準，避免化石燃料不當補貼，以逐步落實環境外

部成本內部化。中央推動策略以發展低碳及再生能源關鍵技

術、強化再生能源系統品質檢測認證、擴大天然氣使用、研

發或導入國際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於既存電廠、擴大再生能源

設置、強化綠能發展、發展分散式電源儲能技術、推動再生

能源憑證制度、改善能源生產、配輸效率、使用及推廣節約

能源、佈建低壓用戶智慧電錶…等。  

( 3 )  桃園市規劃策略  

因低碳能源設施佈建與節約能源推廣，涉及與跨區域供

需均衡之整體能源配比與能源基礎設施佈建等，由中央通盤

規劃，因此中央部會於過往說明會時，建議地方可著重分散

式再生能源在地推動與節約能源管理，因此桃園市能源部門

推動策略以發展再生能源為政策主軸，並持續落實節能減碳

相關政策，也依據「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

公告用電契約容量達伍仟瓩以上用電戶 (共 9 8 家 )應設置契

約容量 1 0%以上之太陽能、風能或其他等綠能設備。  

2. 住商部門  

( 1 )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住商部門包含轄區內住宅、服務業、農林牧業及漁業等

之電力及燃料使用，排放量以電力使用 ( 7 8% )為主，其餘為

燃料 ( 22 % )，而燃料又以原油及石油產品、天然氣、液化天

然氣、及柴油等 4 種為大宗。電力使用部分，可從桃園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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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成長持續攀升，不難看出使用趨勢，且觀察台灣地區氣溫

(如圖 3 .1 - 7 )，87 年~ 1 06 年，整體平均溫度提升 0 . 71 度，

夏季 (6 ~8 月 )最高溫有逐年上升趨勢，而冬季 (1 2~ 2 月 )最低

溫有逐年下降趨勢。而氣溫高低會影響民眾使用空調頻率，

使平均冷氣開機日數逐漸上升，再搭配智慧化電子產品不斷

推陳出新，造成電力使用量有隨之上升之趨勢。在燃料使用

部分，以住宅使用原油及石油產品最多，其次依序為服務業

使用原油及石油產品、住宅使用天然氣與服務業使用液化天

然氣及天然氣；近年觀察服務業的燃料使用量上，有逐漸成

長趨勢，因此說明排放量亦隨經濟成長率改變。  

( 2 )  中央推動策略  

節能減碳政策上，中央以推廣綠建築、新建建築能效提

升、既有建築減量管理、規劃建築物外殼耗能資訊透明機制

、服務業強制性管制措施、特定對象輔導措施、推動服務業

自主減碳及獎勵補助…等推動策略為主。  

( 3 )  桃園市規劃策略  

本市也依據「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公

告用電契約容量達伍仟瓩以上用電戶 (共 9 8 家 )應設置契約

容量 1 0 %以上之太陽能、風能或其他等綠能設備，雖大多為

工廠、運輸場站，但仍有部分為住商部門類別，例：醫療院

所 (長庚醫院 )、百貨公司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等；服務業

中也有辦理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因此可預期住商及工

業部門用電會有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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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7 台灣地區全年及夏季平均溫度 
 

3. 製造部門  

( 1 )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製造部門碳排放源主要為電力及燃料使用，由於桃園屬

工業城市，工業用電 ( 37 .3 2 %)及工業燃料 (3 0 . 23 % )為本市

主要溫室氣體來源。在溫管法上路後，依現行盤查登錄管理

辦法及盤查登錄之排放源規定，納管我國主要耗能產業，包

含：電力、鋼鐵、水泥、半導體業、薄膜電晶體、石油煉製

等行業，或化石燃料燃燒年排放量達 2 .5 萬噸 C O 2 e 以上者。

歷年列管排放源之排放量如圖 3 . 1 - 8。電力使用有逐年下降

趨勢，在燃料燃燒產生之直接排放量部分，扣除 5 家電力及

燃氣供應業 1 家煉油業後等能源供給業後，以 1 8 家電子零

組件製造業 (電子業 )、5 家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非金屬製

造業 )產生排放量最多，其行業別家數及排放量占比請參考

圖 3 . 1 -9。顯示桃園市耗能大戶以特定行業別，如發電業、

煉油業、電子業、非金屬製造業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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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8 桃園市歷年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源名單及其排放量 

 

圖3.1-9 本市列管排放源行業別 
 

( 2 )  中央推動策略  

中央推動策略以輔導產業轉型為綠色低碳企業，並發展

綠能產業，以提升產品之國際競爭力；建立完善溫室氣體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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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誘因，加強推動產業執行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之措施；建立

民眾永續消費習慣，促使產業調整為永續生產製程…等。  

( 3 )  桃園市規劃策略  

桃園市在製造部門推動減量部分，依能源管理法，契約

容量超過 8 00 kW 之能源大用戶，應建立能源查核制度及訂

定執行節約能源計畫，並規範其節電目標應達 1 %；經發局

賡續辦理「桃園市工廠綠色化輔導計畫」，推動轄境內產業

朝三低一高（低污染、低耗能、低用水及高附加價值）發展

，藉由輔導、補助業者辦理節能、減廢、低污染等清潔生產

工作；環保局則於 10 6 年推動「鍋爐改燃天然氣補助計畫」

，依鍋爐大小不同，補助金額分 3 0 萬、4 5 萬、60 萬元共三

等級，鼓勵業者將生煤、木屑或重油燃料改為天然氣，除促

使 PM 2. 5 減量，同步也可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4. 運輸部門：  

( 1 )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本市運輸包含軌道運輸、道路運輸、航空運輸及海運水

運，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軌道運輸：計算本市臺鐵、高鐵及桃捷，使用電力及燃

料造成的排放量，其中燃料排放源來自臺鐵柴聯車及柴

油客車使用柴油所造成的排放量。  

  道路運輸：來自燃料使用，燃料項目包含汽油、柴油，

及液化石油氣等。  

  航空運輸：來自燃料使用，本市航空運輸排放源為桃園

國際機場，僅營運國際線，故納入範疇三計算。  

  海運 /水運：轄區內無國際商港或國內商港等運載客貨

之水上交通工具排放量，故不納入計算。  

  非道路運輸：運輸場站範圍內，非提供運輸服務之相關

設備，如磨軌、維修保養、場站內人員使用之運輸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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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使用量，納入本市臺鐵及桃園捷運非道路運輸柴油

使用量。  

 

軌道運輸 (臺鐵、高鐵、捷運 )電力使用量逐年上升，柴

油排放源來自臺鐵柴聯車及柴油客車，使用量逐年下降。道

路運輸排放量來自售油量，與車量擁有數成正向關係，而本

市車輛登記數量攀升 (圖 3 .1 - 10 )，導致整體溫室氣體排放量

緩慢上升趨勢。  

 

 

圖3.1-10 本市車輛登記數量 
 

( 2 )  中央推動策略  

因交通運輸工具多仰賴傳統化石燃料，故以提升車輛能

源效率及低碳車輛使用最具減碳貢獻，並提升公共運輸供給

能量，減緩並降低私人運具使用，培植電動運具使用量能、

提升傳統運具之能源效率，降低傳統化石燃料的依賴性。  

( 3 )  桃園市規劃策略  

經檢視後，本市最主要排放源為車輛用油，但考量油價

為浮動機制，地方無法掌控油價，交通局也透過建構友善公

共運輸環境，減少私人運具使用進而降低排放量，而中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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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公共運輸運量提升、提升臺鐵運量、高鐵運量提升、環

島鐵路電氣化、電動運具推廣、新車效能提升、智慧運輸系

統發展建設計畫及汰換老舊車輛…等推動策略為主。  

5. 農業部門  

( 1 )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農業部門碳排放源包含水稻之第一期及第二期作田之種

植面積，而牲畜和糞便管理則包含估算牲畜腸胃道內發酵及

牲畜排泄物處理之排放量。1 04 年北部地區缺水，第一期稻

田停水停灌，故收穫面積變低，排放量隨之下降；牲畜和糞

便排放量 1 04 年略上升，牲畜年底頭數以豬、蛋雞為主要飼

養牲畜，屠宰量以屠宰白色肉雞為最多。  

( 2 )  中央推動策略  

我國農業部門之生產活動係為提供國人糧食之供應、維

護糧食安全，林業部門則具有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

育及碳吸收強化之功能，因此在中央推動策略部分，以推動

友善環境農業耕作，穩定農業生產，及維護農、林、漁、牧

生產環境，確保農業永續發展為主。  

( 3 )  桃園市規劃策略  

在減量措施部分，水稻田涉及糧食安全、生態保育、氣

溫調節、蓄水等多項功能，故建議以推廣合理化施肥、有機

耕種、友善耕種等為主，不以減量為主要目標。而在畜牧業

部分，推動環保畜牧、豬廁所，並透過廢水處理設施後轉換

為肥料，以減少畜牧業所產生的排放量。  

 
6. 環境部門  

( 1 )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境內處理廢棄物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包含固體廢

棄物處理 (掩埋及生物處理 )、廢棄物焚化及廢水處理，其溫

室氣體排放比例如圖 3 .1 -1 1，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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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掩埋處理：使用理論氣體法計算排放量。本市掩埋場並

無進行沼氣回收，因此僅計算本市垃圾掩埋所產生之甲

烷排放量，但本市生垃圾全由焚化處理，掩埋場僅掩埋

溝泥及塵土，不產生甲烷等溫室氣體。  

  生物處理：計算堆肥處理產生之甲烷與氧化亞氮排放量。  

  廢棄物焚化：計算本市 2 座焚化爐處理廢棄物焚化造成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並排除計算併入電網比例。  

  廢水處理：包含生活污水及事業廢水，納入好氧處理產

生的氧化亞氮排放量，及厭氧處理時產生的甲烷及氧化

亞氮排放量。  

 

 

圖3.1-11 環境部門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量佔比 
 

( 2 )  中央推動策略  

我國農業部門之生產活動係為提供國人糧食之供應、維

護糧食安全，林業部門則具有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

育及碳吸收強化之功能，因此在中央推動策略部分，以推動

友善環境農業耕作，穩定農業生產，及維護農、林、漁、牧

生產環境，確保農業永續發展為主。  

( 3 )  桃園市規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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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推動垃圾減量、廢棄物零掩埋、沼氣處理與鼓

勵沼氣回收發電等政策。此外，焚化廠燃燒會產生的碳排放

，售電部分則併入電網納入電力係數計算，因此提高焚燒及

發電效率亦可減少排放量；另中央部分則以檢討修正「開發

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應考量韌性建構及排

放減緩具體行動，評估範疇應納入溫室氣體評估項目、強化

垃圾分類及一次用產品源頭減量、推動資源循環、推動循環

經濟設施規劃與興設工作、執行掩埋場挖除活化政策、持續

獎勵沼氣發電掩埋場進行甲烷回收再利用、賡續污水下水道

系統建設、推廣污水處理廠污泥厭氧處理流程設置甲烷回收

處理或再利用設施…等推動策略為主。  

7. 其他  

其他為本市將無法與部門別直接對應之旗艦計畫，建議

將依其內容分列為各部門之宣傳推廣計畫。  

(五 )  預期效益  

桃園是台灣的工業重鎮，長年以來，環境負擔非常沉重，因此

升格之後，市府已持續付出許多努力，積極轉型為低碳綠色城市，

從制定「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開始，以各減量面向

為核心，我們將持續串聯市府局處的力量，修訂完成「桃園市發展

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並同步修正相關自治規則，共計 23 項。

督促相關局處落實每年持續檢討管制執行方案，其各部門預期效益

如下：  

1. 能源部門：向能源局及本府核准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總累計

達 4 29 .4 5  MW。  

2. 住商部門：依建築技術規則須檢討綠建築基準案件，加強

審查及抽查 6 0 0 件、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 3 0 件及綠建築

標章 15 件、公營住宅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累計數達

3 件、人均用水量達 0 .2 5 8 立方公尺 /人日、環保署低碳環

保鄰里認證 (銅銀級 )累計 13 3 處、公益宗教團體 (環保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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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數達 4 5 間、推動低碳措施宣導講習會 12 場、環保旅

店數及獲得其他環保認證之旅館累計數量達 62 間、節電

5 , 57 8 萬度 (本市共同推動 )及節能社區大樓累計 47 4 處。  

3. 製造部門：工廠綠色化服務團輔導廠商場次 40 場次、與

2 家金融業者簽訂 M O U (專案貸款金額新臺幣 1 00 億元 )

、辦理環保節能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或講座 4 場、補助綠能

廠家數 4 家、產業節能改善補助方案公告後，獲補助廠商

家數 20 家、綠色環保企業表揚家數 10 家、商品取得碳足

跡標籤累計數量至 10 個、補助改善 1 30 座鍋爐及輔導 20

家觀光工廠業者申請環教設施場所認證。  

4. 運輸部門：建置集中式 (含智慧型 )站牌累計數量 1 , 973 件

、路暢改善路段數 25 條、公共運輸運量成長率 34 %、全

市自行車道累計長度達 2 45 公里、公共自行車累計數達

8 , 700 輛、公共自行車累計租賃站達 320 站、低碳機車目

標專用停車格達 280 格、電動二輪車目標市占率達 5 %、

電動機車目標充 (換 )電站達 1 , 000 站、騎樓整平累計改善

長度達 3 , 800 公尺、柴油車排煙檢測自主管理標章年度目

標數 3 ,8 50 張、台灣好行旅遊線總搭乘人數年平均成長率

2 3 %、每年增加 5 條替代道路導引規則及設置低污染車輛

優先停車位 1 5 席。  

5. 農業部門：畜牧廢棄物資源化 -補助設施累計家數達 90 家

、畜牧節能改善補助累計家數達 3 00 家、裸露地綠美化累

計目標面積 17 . 5 公頃、本市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

戲場累計綠化面積達 4 33 .0 90 3 公頃、每年實際造林面積

3 公頃 ( 1 08 ~1 09 年共 6 公頃 )、每年申請苗木數量 12 萬株

( 1 08 ~1 09 年共 24 萬株 )、辦理活動 2 場次植樹節活動及

有機栽培累計面積達 4 00 公頃。  

6. 環境部門：事業廢棄物資源利用率達 8 6 .7 5 %、公共污水

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率達 23 .5 %、受輕度污染以下污染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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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比率達 69 .5 %、每日產生回收水量達 2 ,0 26  立方公尺、

試辦學校累計 22 校 (雨水回收系統 )、取得建築物雨水或

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系統建築執照累計數量 100 件、資

源回收率達 55 .3 % 、修惜站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達

2 , 30 0 件、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達 0 . 5 0 公斤及廚餘回

收率達 3 .3 %。  

(六 )  管考機制  

最終管考機制則透過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負責 (詳請參考 2 .1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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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辦理溫室氣體減量策略相關研商會議  

配合 3 .1 節及因應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十五條規定，由於

環保署於 1 07 年 6 月 28 日辦理「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撰擬規劃

說明會議」，各部門管制行動方案 (草案 )於 7 月陳報行政院，行政

院 10 月 3 日核定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縣市政

府須於行動方案核定後 1 年內提出管制執行方案，而桃園市屬直轄

市依規定需於 10 8 年 1 月前函送中央。  

本團隊於前次環保署所辦理會議後，便於 1 07 年 6 月底依據原

有規劃內容完成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草案 )，並且規劃辦

理第一次研商會議，協助業務單位調查中央各部分窗口，並於 1 07

年 7 月 3 1 日辦理「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研商會」，邀請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成員與會，由中央部會部門別窗

口說明各部門溫室氣體推動方案重點，讓桃園市相關局處瞭解管制

執行方案重點，辦理內容如下：  

一、議程：以中央目前背景現況及研訂進度，進行桃園的規劃及討

論，並邀請中央單位針對相關部門別，進行重點說明及參與會議

討論，議程如表 3 .2 - 1。  

二、時間地點：7 月 3 1 日下午 2 時，環保局環境永續會議室。  

三、對象：中央部會部門別窗口，及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推動

小組成員。  

 
表 3.2-1 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研商會議程 

時間 議程 

14:00~14:10 報到 

14:10~14:15 主席致詞 

14:15~15:30 

議題： 
(一)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撰擬規劃(本局) 
(二) 各部門溫室氣體推動方案重點說明(各部門 10 分鐘) 

1. 能源部門(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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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2. 製造部門(工業局) 
3. 運輸部門(交通部) 
4. 住商部門(內政部) 
5. 農業部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6. 環境部門(本局) 

15:30~16:00 綜合討論 

- 散會 

 

四、辦理情形：會議辦理情形如圖 3 . 2 - 1，依本次討論結果及建議事

項調整計畫內容，進一步建構市府各單位對於管制執行方案的認

知，及瞭解各部門訂定策略相關細節，修訂「桃園市溫室氣體管

制執行方案 (草案 )」，並於「10 7 年第 2 次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

組」會議報告，以進行後續修訂作業。  

  

圖3.2-1 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研商會辦理情形 
 
 

管制執行方案 (草案 )經過前次修正後於 10 7 年第 2 次桃園市推

動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會議上，由業務單位進行報告，過程中部

分諮詢顧問對於內容有所建議，但由於時間關係無法一一討論，依

此經過本團隊建議，業務單位於 1 0 7 年 12 月 2 2 日辦理「桃園市溫

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第一期 )草案內容修訂研商會議」，邀請低碳

綠色城市推動小組諮詢顧問，由本團隊進行更詳細之報告後，請諮

詢顧問針對管制執行方案 (草案 )提出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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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議程：以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第一期 )草案撰擬內容

為主題討論，並依顧問提供建議事項進行修正，以完善溫室氣

體管制執行方案內容，議程如表 3 .2 -2。  

二、  時間地點：12 月 22 日上午 10 時 30 分，環保局環境永續會議

室。  

三、  對象：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諮詢顧問。  

四、  辦理情形：會議辦理情形如圖 3 .2 - 2，依本次討論結果及建議

事項調整「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草案 )」，供業務單

位確認後已於 10 8 年 1 月提送環保署。  

 

表 3.2-2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第一期)草案內容修訂研商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10：30~10：35 主席致詞 

10：35~11：50 
討論議題： 

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第一期)草案 
內容研商修訂 

11：50~12：00 綜合討論 
12：00~ 散會 

 

  

圖3.2-2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第一期)草案內容修訂研商會議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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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溫管法協辦事項  

一、地方主管事項條文說明  

為協助業務單位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地方政府應配

合辦理事項之相關業務，因此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

則」 (以下簡稱施行細則 )第 3 條地方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分別為

第 15 條執行方案訂修等事項、第 23 條排放源操作等檢查、第

2 4 ~2 5 條教育及宣導等，彙整如圖 3 . 3 - 1 所示，說明如後文。  

 

圖3.3-1 施行細則中地方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 
 

(一 )溫管法第 15 條：地方訂修執行方案  

溫管法中明定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

家學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的分工、整

合及推動等相關事宜。除規範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國家因應氣

候變遷行動綱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外，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亦須訂定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據以推動，

地方則訂修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二 )溫管法第 23 條：排放源操作等檢查  

依母法第 23 條「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於

提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後，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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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所在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與排放相關設施檢查或命其

提供有關資料，排放源及場所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

規避、妨礙或拒絕」，並輔以第 1 4 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

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查、查證、登錄、減量及參與國際

合作減量及施行細則第 3 條說明「執行排放源操作與排放相關

設施及有關資料之檢查」明確訂為地方主管機關之權責，因此

本團隊則得以協助業務單位執行排放源相關資料之檢查。  

 

(三 )溫管法第 24 ~2 5 條：教育及宣導  

為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學校及產業對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

認知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宣導工作，應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

展有關活動，且應宣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

率產品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二、本計畫協助對應溫管法之做法  

(一 )協助地方訂修執行方案進度：請參考本章 3 . 1 節。  

(二 )協助推動排放源相關資料之檢查：請參考第 4 章。  

(三 )辦理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地方政府主管事項為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及宣

導事項，因桃園市已有桃園市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氣候變遷及

溫室氣體亦屬環教行動方案內容之一，並協助蒐集相關推動成

果，整理今年度環境教育相關活動如表 3 . 3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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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氣候變遷環境教育相關活動 
活動名稱 時間 辦理情形摘要 

2018 桃園

農業博覽

會－碳索

生活館 

4~5 月 

結合 2018 桃園農業博覽會，推出「碳索生活」系列活

動，與民眾一同探討環境課題。「碳索生活」展覽自 4
月 4 日到 5 月 13 日止，現場有導覽、海洋劇場，還有

手作課程的體驗活動，從生活中減碳，共同創造節能永

續的環境。 

環境教育

繪本到校

說演 
4~6 月 

自 107 年 4 月 10 日光明國小，至 6 月 28 日慈文國小，

巡迴桃園市 13 處行政區，期間共辦理 45 場次，辦理地

點包含國小、幼兒園及社區等，說演故事題材以環境教

育繪本創作比賽的優良作品及綠繪本為主。說演人員(需
經環保局培訓)將繪本故事進行編創與鋪陳，再以唱作俱

佳、生動活潑的說演方式，使小朋友們沉浸在有趣的情

節裡，進而引導閱讀；藉此將環境教育向下扎根，讓大

、小朋友都能樂於閱讀，更樂於在日常生活中貫徹環

保。 

環境教育

繪本成果

整合巡迴

活動 

5~6 月 

為推廣環境教育繪本並傳遞環境教育知識，於 107 年 6
月 4 日~107 年 6 月 30 日於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及 107
年 8 月 2 日~107 年 9 月 20 日於桃園市桃園區公民會館

公開展示歷年「環境教育繪本創作比賽」優良作品。鼓

勵民眾參與未來的繪本創作比賽，藉由結合桃園在地特

色與融入環境議題的優良繪本，使大眾瞭解環境保護議

題並激發起環保意識，使環境保護觀念能有效向下扎

根。 
「仲夏

「環」遊

樂」~環境

教育嘉年

華暨環教

音樂會 

6 月 
6/2 下午在中壢區光明公園，認識桃園市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現場有闖關活動和環保 DIY 體驗活動，以及專業

的表演團體 

森活體驗

營 
7 月~8
月 

本活動將環境教育結合在地產業，擴大環境教育活動的

多元性，透過活動體驗及親自手做 DIY，融合環境保教

育相關知識課程，使參與者有耳目一新的感受。僅限本

年度升國小四至六年級的學生參與，活動日期：第一梯

次-107 年 7 月 21 日(星期六) ，白沙岬燈塔及活力健康

農場；第二梯次-107 年 8 月 18 日(星期六) ，新屋氣象

站及龍德米庄。 
環境教育

親子劇

《大地之

聲》 

8 月 

8 月 28 日晚上 7 點於桃園婦女館，由金曲歌王謝銘祐與

「蘋果劇團」，推出環境教育親子劇《大地之聲》透過

戲劇的演繹，詮釋環境教育的意涵，將環境意識帶進大

小朋友的心理，共渡一個環境教育戲劇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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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時間 辦理情形摘要 

仲夏「環

」遊樂-我
的暑期體

驗 

6~9 月 

於 6 月到 9 月間，舉辦「桃園市環境教育體驗季——仲

夏『環』遊樂」系列活動；預計由環境教育故事說演人

員走訪桃園市 13 個行政區，說演環教繪本的故事；另

有「森活體驗營」、「食農教育及在地文化體驗活動」

以及「暑期體驗營」，邀民眾親自體驗田園生態、森林

風光與食農教育。此外，環保局也提供線上學習資源，

讓環境教育能跨越時間、空間的限制，成為生活的一部

分。 

綠色生活

悠遊節 
系列活動 

9~10
月 

以「綠遊經」為主題，橫跨桃園、中壢、平鎮、龍潭、

大溪 5 區，分 3 階段舉辦活動，地點為桃園市的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相當適合親子共遊。第 1 階段於 9 月 8 日

於虎頭山舉辦，第 2 階段則在 9 月 29 日於石門水庫南

苑停車場舉辦，第 3 階段則在 10 月 21 日於新勢公園舉

辦，活動現場有闖關活動、低碳運具體驗、親子 DIY、

達人帶路小旅行、特色美食及低碳音樂會。每場活動提

供 2000 份「賓果卡」，共有食、衣、住、行、育、樂

六大面向的 16 個關卡，民眾只要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來

桃園玩並完成活動任務，在賓果卡上連成 1 線即可兌換

限量禮物，完成 2 條線則可兌換摸彩券抽獎。 

環教設施

場所活動 
1~12
月 

桃園市經環保署認證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共有 14 處，

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務，具有不同的豐富自然或人文特

色的學習環境，107 年共辦理 260 梯次活動，總計

21,296 人次參與。 
 

(四 )協助配合參與相關會議  

為追蹤中央進度，並掌握管制作業之最新情形，本團隊於

計畫期間配合參與各項相關會議，並於會議後整理重點供業務

單位參考，以確保相關政策之研擬與推動方向，與中央同步，

整理相關會議參與情形如表 3 .3 -2。  

 

表 3.3-2 協助配合參與溫管法相關會議 
項次 時間地點及會議名稱 會議重點摘要 

1 

107/1/23 友達光電桃園

分公司 
107/4/12 中油桃煉廠 
107/4/26 永豐餘新屋廠 
107/5/17 正隆大園廠 
「核配機制及最佳可行

1. 環保署規劃於 2021~2022 年啟動總量管制核配

機制。啟動總量管制核配機制後，未來新設或

變更，排放量大於 2.5 萬噸或差異 20%以上者

，應執行最佳可行技術。而國際上多以標竿值

來核配溫室氣體排放量，訂定標準依次為產品

標竿、能源標竿、歷史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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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時間地點及會議名稱 會議重點摘要 
控制技術赴廠查核」 2. 因應國內產業特性，不可能一概論之，因此環

保署針對面板/半導體、紡織業、煉油業、水

泥業、造紙業及鋼鐵業等，進行現場訪視，針

對各行業別訂定標竿值，以利後續溫室氣體核

配規劃。 
3. 訪視後發現，各廠煉製情形迥異，難以產品標

竿或能源標竿來訂定，因此後續將由環保署招

開協商說明會討論，後續可能會以歷史排放量

來訂定。 

2 
4/30 環保署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

案研商會」 

1. 建議各縣市應有專責組織落實推動，而非僅有

環保局再執行，並且以市長、副市長或秘書長

層級主導。 
2. 中央今年 6 月底會蒐集完各部會行動方案，屆

時邀請各縣市與會，提供管制執行方案撰寫指

引，期望縣市於 9 月提出草案。 
3. 中央會再協助統整各部會推動政策，供縣市政

府參考。 
4. 管制執行方案架構： 

(1) 調適不在本次架構之下，主要以減緩為主；

各縣市應依照自己特性提出特色規劃。 
(2) 減量目標 2%為國家整理架構，執行方案無

須研擬減量目標。 
(3) 填報期程以 107~109 年為主。 
(4) 不建議以減碳量呈現，可以工作項目主要實

際量化數據為主，如：節電度數。 

3 
6/15 環訓所 
「溫室氣體盤查管理及

查核作業訓練班」 

1. 6 月下旬已將再生能源憑證填報欄位更新於國

家溫室氣體平台上，因 106 年只有 5 張再生能

源憑證，今(107)年桃園應無相關填報問題。 
2. 中央規劃於 107 年 10 月，針對業者辦理再生

能源憑證說明會。 
3. 因應再生能源憑證更新，溫室氣體管理表將更

新，並法制化。 
4. 第二批納管對象預計為便利商店(住商)，現場

查核對象與比例研議中。 

4 

6/27 環保署 
「新設或變更溫室氣體

排放源排放量規模草案

公聽會」 

1. 總量管制實施後，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

排放量之排放源，新設或變更大於一定規模者

，需採行最佳可行技術。 
2. 「變更」之溫室氣體排放源定義：總量管制實

施日前，(1)已建造完成(2)建造中(3)已完成招

標程序(4)未經招標程序已訂立工程施作契約者

；「新設」之溫室氣體排放源定義：總量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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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時間地點及會議名稱 會議重點摘要 
實施日前未設立。 

3. 「一定規模」為：全廠(場)(1)固定燃料燃燒

+(2)製程之直接排放+(3)間接排放增量 > 前一

年度溫室氣體年排放量 20%，且增量達 2.5 萬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以上者。 

5 
6/28 環保署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

案撰擬規劃說明會議」 

1. 各部會已經在 6 月底前提出行動方案草案給行

政院，所以可依據草案內容研擬地方政府得管

制執行方案。 
2. 規劃期程建議今年底前縣市政府能逐步提案(例

如 6 都)。 
3. 各部門編撰重點，參考今日其他部門別資料。 

6 
8/27 環保署 
排放源效能標準及效能

獎勵辦法公聽會 

為獎勵經公告之排放源，在被納入總量管制前進

行溫室氣體減量之努力及與總量管制絕對減量精

神接軌，並持續符合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碳目標

，擴大事業投入減量工作之獎勵誘因，擬具溫室

氣體排放源效能標準草案，茲作為符合效能標準

予以獎勵之依據。 

7 

9/6 環保署 
「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

理辦法」修正草案公聽

研商會 

為因應後續總量管制推動之需求，修正原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發布之「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

法」，以鼓勵國內產業投入溫室氣體減量行動，

作為推動產業減量誘因機制。 

8 
12/26 大鐘印染中壢廠 
「溫室氣體盤查登錄赴

廠查核」 

現場稽查針對該廠之 6 項排放源之邊界與溫室氣

體排放量正確性進行確認，羅列如下： 
1.外購蒸汽 2.外購電力（有分攤，應注意分攤依

據之合理性）3.M02 熱煤加熱程序燃油鍋爐

(E003)4-6 號重油使用 4.M02 熱煤加熱程序燃油鍋

爐(E004)4-6 號重油使用 5. M01 鍋爐蒸汽產生程

序燃油鍋爐(E002) 4-6 號重油使用 6. M01 鍋爐蒸

汽產生程序燃油鍋爐(E001) 4-6 號重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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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結  

一、結論：  

(一) 完成「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依環保署撰擬原則提出「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並於

1 0 8 年 1 月於規定期限內提送環保署審查。  

(二) 完成辦理 2 場次研商會議  

1 0 7 年 7 月 3 1 日辦理「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研商會」及

1 0 7 年 1 2 月 22 日辦理「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第一期 )草

案內容修訂研商會議」，研討本市管制執行方案內容。  

二、建議：  

(一) 追蹤第一期管制執行方案 (第一期 )  

追蹤第一期執行成果，滾動式檢討及修正績效指標項目及目標值。  

(二) 規劃第二期管制執行方案  

1 .  依據 10 7 年第 2 次大會紀錄，檢討未列入第 1 階段管制執行方案

的項目，並以 1 局處 1 亮點計畫政策，請局處提出具有減碳效益

之計畫。  

2 .  依據桃園市溫室氣體盤查情形，依排放結果進行部門別減碳權責

單位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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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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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協助溫室氣體排放源申報審查工作  

章節摘要 

依據既往執行成果資料顯示，105 年桃園市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3,084 萬公噸，

以工業用電(37.74%)及工業燃料(29.16%)產生排放量最多，其中該年度列管排放

源(54 家)燃料燃燒產生排放量佔全市工業燃料 77.37%，因此確實掌握桃園市主

要排放源是刻不容緩之課題。 

為協助業務單位掌握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工作，本計畫已建立溫室氣體應

申報對象更新機制、書面審查流程及現場查核流程。依據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

量盤查登錄審查指引」，協助辦理 106 年 57 家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源之書

面審查，及 45 場次的現場查核作業，且為使列管排放源了解現階段盤查登錄規

定及流程，已辦理 2 場次教育訓練說明會，透過說明會提升書審通過數及申報

率。除掌握主要列管排放源之溫室氣體排放情形，同時可將成果回饋至環保署相

關氣候變遷績效評比。本節工作重點概述架構如圖 4-1。 

 

 

圖4-1 協助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工作章節架構 

 

  

4.1 名單確認 4.2 書面審查 4.3 現場查核

1.排放源列管規定
2名單更新及維護
3.更新106年名單
4.初步107年名單

1.申報相關法規
2.排放源說明會
3.書審作業

1.查核相關法規
2.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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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應盤查登錄排放源名單確認  

桃園市依據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及「公私場所應申報溫室

氣體排放量之固定污染源」，公告103年需要強制申報第一、二批總計44間。104年

溫管法公布後，重新公告「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及「第一批應盤查

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桃園市歷年列管家數及其排放量彙整如表4.1-1。 

依據既往執行成果資料顯示，歷年列管排放源燃料燃燒產生排放量佔全市工

業燃料70%以上，本計畫為掌握桃園市主要排放源，已更新106年及107年名單，以

下針對名單確認步驟依序進行說明。 

表4.1-1 桃園市歷年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源名單 
應盤查申報年度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家數 16 44 64 54 57 59 
申報排放量 
(千噸 CO2e) 

18,247 23,207 24,859 25,305 27,353 -註 1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 
註 1：107 年排放量於 108 年 8 月申報。 

 

一、排放源列管規定 

依「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

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優先納管我國主要耗能產業，包含：電力、鋼鐵、水

泥、半導體業、薄膜電晶體、石油煉製等行業，或化石燃料燃燒年排放量達

2.5萬噸CO2e以上者，以管制編號為單位，同一管制編號內倘有一個製程屬公

告應盤查登錄對象，則應判查登錄全廠(場)溫室氣體排放量，判斷應盤查登錄

對象流程如圖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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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判斷是否為應盤查登錄對象流程圖 

若屬化石燃料燃燒產生之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2.5萬噸者，排放源應視前

1年之全廠(場)化石燃料燃燒產生之年排放量是否達2.5萬公噸CO2e，判斷當

年度是否有申報義務。意即105年排放量達2.5萬噸以上，於106年具申報義務，

應於107年8月申報106年的排放量，且需每年申報(請參考圖4.1-2)。 

 

步驟1：判別是否屬下列行業製程別

行業別 製程別

發電業

鋼鐵業

石油煉製業

水泥業

半導體業

薄膜電晶體
液晶顯示器業

汽力機組鍋爐發電程序
復循環機組發電程序

一貫煉鋼鋼胚生產程序
電弧爐碳鋼鋼胚生產程序
電弧爐不鏽鋼鋼胚生產程序
H型鋼生產程序
不鏽鋼熱軋鋼捲(板)生產程序

石油煉製程序

具備熱料生產程序

積體電路晶圓製造程序

具備薄膜電晶圓體元件陣列基板
或彩色濾光片生產程序

步驟2：判別溫室氣體年排放量是否達門檻值

全廠(場)化石燃料燃燒產生之
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2.5萬公噸CO2e

非屬環保署公告之應盤查登錄對象

否

否

屬環保署公告第一批
應盤登錄之排放源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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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2.5萬噸者申報義務圖 

二、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名單維護更新作業 

為簡化空氣污染相關申報作業並提升業者申報之正確率，自105年第3季

開始，原排放量申報網站整合至「空污費暨排放量整合申報管理系統」，該

系統整合污染物空污費申報及污染物空污排放量，因此在進行溫室氣體排放

量門檻資料篩選時，雖大幅提升數據上差異問題，但仍有部分數據誤差值，

因此本團隊以固定污染源相關管制資訊系統為基礎，交叉比對空污費資料庫、

申報資料庫、許可資料庫活動數據，及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申報量，進一

步推估排放源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既有名單、自願申報業者及新設排放源

(新建造之工廠)為篩選名單基礎，進行系統名單更新維護作業，系統名單維護

作業執行步驟如圖4.1-3，依序說明如下。。 

 

圖4.1-3 桃園市轄內名單確認作業流程 

105年 106年 107年

105年全廠(場)化石燃料
燃燒產生之GHG年排放
量大於2.5萬公噸CO2e

因此106年具有申報
義務，應著手蒐集
106年溫室氣體盤查
相關資訊

並於107年8月
完成盤查登錄
作業

8月

取得相關
背景資訊

依行業別
初步篩選

依各業別
製程

化石燃料
使用量判斷

1.環境保護許可管
理資訊系統

2.固定污染源空污
費暨排放量申報
整合管理系統

3.國家溫室氣體登
錄平台

環保署公告第
一批特產業別
為判斷依據

檢視前一年度化
石燃料燃燒之直
接排放產生溫室
氣體年台放量是
否大於2.5萬噸
CO2e

1.環保署公告排
放源附表

2.溫室氣體排放
量盤查登錄作
業答客問
(2016.06.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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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取得相關背景資訊  

本計畫透過業務單位與空保科協調，取得轄區內 105~106 年排放源

申報資訊，包含：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空污許可資料庫、固定污

染源空污費暨排放量整合管理系統，及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申報量，並

剔除原料及產品使用量，資料庫格式如表 4.1-2。 

表4.1-2 固污整合管理系統-排放量申報資料庫格式 

申報 
年度 

廠

名 
管制編號 

製程 
代碼 

製程 
名稱 

類

別 
物料 
代碼 

物料 
名稱 

年

申

報

量 

單

位 

105~106
年 

桃

園

廠 
HOOOOOOO 180056 

碳化

鈣製

品製

程 

燃

料 
170029 

石油

焦 
100 

公

噸 

(二 )  依行業別初步篩選  

若排放源之行業別代碼為表 4.1-3 所列之對象，則初步判定為規範之

第一批公告排放源，再進行下一步製程判斷篩選。 

(三 )  依製程進行判斷  

製程判斷原則參考公告附表及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答客問

(106.6.21 版)，如表 4.1-4。 

表4.1-3 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行業別代碼 
行業別 業別代碼 行業別 業別代碼 
發電業 3510 水泥業 2331 
鋼鐵業 2411~2414 半導體業 2661 

石油煉製業 1700 
薄膜電晶體 
液晶顯示器業 

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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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行業製程別 
溫室氣體排放源 

條件說明 答客問補充說明 
行業別 製程別 

發電業 

汽力機組

鍋爐發電

程序 

具備汽力機組鍋爐發電程

序且採用化石燃料者。 

納入應盤查登錄對象：依據電

業法(106.01.26 修正)第二條第

二款係指設置主要發電設備，

以生產、銷售電能之非公用事

業，包含再生能源發電業，倘

符合前述對象且製程為汽力機

組鍋爐發電程序或複循環機組

發電程序，屬於公告應盤查登

錄對象。 
非屬應盤查登錄對象：依「電

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規定之汽電共生鍋爐設備，指

汽力機組、氣渦輪機組、複循

環機組及柴油（燃油）引擎機

組以外，使用鍋爐蒸汽發電，

同時產生熱能或製程用蒸汽之

設備鍋爐，則非屬應盤查登錄

對象。 

複循環機

組發電程

序 

具備複循環機組發電程序

且採用化石燃料者。 

鋼鐵業 

一貫煉鋼

鋼胚生產

程序 

包含煉鐵、煉鋼、熱軋、

冷軋等程序，且生產鋼胚

者。 

 

電弧爐碳

鋼鋼胚生

產程序 

包含電弧爐煉鋼程序、精

煉爐及連續鑄造程序，且

生產碳鋼鋼胚者。 

電弧爐不

銹鋼鋼胚

生產程序 

包含電弧爐煉鋼程序、轉

爐、真空精煉爐及連續鑄

造程序，且生產不銹鋼鋼

胚者。 

H 型鋼生

產程序 

包含加熱、軋製、噴砂及

研磨程序，且生產 H 型

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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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源 
條件說明 答客問補充說明 

行業別 製程別 
不銹鋼熱

軋鋼捲

（板）生

產程序 

包含加熱及軋製程序，且

生產不銹鋼熱軋鋼捲

（板）者。 

石油煉

製業 
石油煉製

程序 

以礦產原油或油頁岩等為

原料，從事汽油、煤油、

柴油、潤滑油、石蠟、石

油醚、有機溶劑或其他石

油品之提煉者。 

 

水泥業 
具備熟料

生產程序 

熟料生產程序包含生料研

磨製程及熟料燒成製程。

其中熟料係指含氧化鈣

（CaO）、氧化矽

（SiO2）、氧化鋁

（Al2O3）及氧化鐵

（Fe2O3）之原料，依適

當比例並經研磨後投入於

水泥窯爐中，燒至部分熔

融所得以矽酸鈣為主要礦

物成分之水硬性膠凝物

質。 

 

半導體 
業 

積體電路

晶圓製造

程序 

包含經由物理氣相沈積、

化學氣相沈積、光阻、微

影、蝕刻、擴散、離子植

入、氧化與熱處理等製

程；僅從事晶圓封裝、磊

晶、光罩製造、導線架製

造、二極體製造及發光二

極體製造等作業者或製程

中確實未使用含氟溫室氣

體者，非屬本公告之適用

對象。 

納入應盤查登錄對象：依「半

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

放標準」第二條明定，積體電

路晶圓製造作業(Wafer 
Fabrication)係指將各種規格晶

圓生產各種用途之晶圓之作

業，包括經由物理氣相沈積

(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化

學氣相沈積(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光阻、微影

(Photolithography)、蝕刻

(Etching)、擴散、離子植入(Ion 



「107 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期末報告 

4-8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溫室氣體排放源 
條件說明 答客問補充說明 

行業別 製程別 
Implantation)、氧化與熱處理等

製程。 
非屬應盤查登錄對象：僅從事

晶圓封裝、磊晶、光罩製造、

導線架製造、二極體製造及發

光二極體製造等作業者或製程

中確實未使用含氟溫室氣體

者。 

薄膜電

晶體液

晶顯示

器業 

具備薄膜

電晶體元

件陣列基

板或彩色

濾光片生

產程序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之

製程中，包含擴散、薄

膜、黃光顯影、蝕刻或彩

色濾光片等程序；製程中

確實使用含氟溫室氣體，

亦屬本公告之適用對象。 

納入應盤查登錄對象：薄膜電

晶體液晶顯示器製造過程中，

包括擴散、薄膜、黃光顯影、

蝕刻或彩色濾光片等程序 
鑒於彩色濾光片製程主要溫室

氣體來源為鍍膜剝膜/塗布中使

用之含氟氣體，故製程中確實

使用含氟溫室氣體，則屬本公

告之適用對象。 

 
(四 )化石燃料燃燒使用量判斷  

依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上，排放源經第三方認證之查證聲明書，依

據直接燃燒排放源是否大於 2.5 萬公噸 CO2e 申報量。最後再搭配環境保

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空污許可資料庫，判斷該年度新設排放源(新建造之

工廠)最大燃料使用量，以及固定污染源空污費暨排放量整合管理系統，

判斷該年度實際燃料使用量來判斷。 

-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公噸 CO2e/年）= 
前一年度化石燃料操作量 × 排放係數 × 溫暖化潛勢 

前述各參數規定如下說明： 

 前一年度化石燃料操作量：排放量申報資料庫。  

 排放係數：參照環保署公告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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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暖化潛勢：依 IPCC 2007年第四次評估報告之溫暖

化潛勢。  

三、更新106年列管名單 

本計畫已於去(106)年交叉比對各資料庫(空氣固定污染源管理制度相關

之申報、空污費及許可等)活動數據方式，進行排放源之實際使用量推估，以

既有名單、自願申報業者及新設排放源(新建造之工廠)為篩選名單基礎，初步

篩選106年應盤查登錄名單為59家，較105年新增6家。 

今年持續協助業務單位發函通知59家106年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之排放

源名單，共接到3家業者解列申請諮詢電話，主要詢問被列管原因、提供佐證

資料內容及詢問法規問題等。最後共有2家業者來函提出解除盤查登錄，為協

助業務單位判斷各排放源是否可解除列管，提供案件審查表供業務單位參考

(如表4.1-5)，審查表彙整如表4.1-6，依審查結果可免除106年度盤查登錄義務。 

根據上述結果，更新106年桃園市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源共57家，請

參考表4.1-7，特定行業製程別者27家，年排放量大於2.5萬者30家。分析桃園

市列管名單行業別，共29種行業別，以印染整理業8家最多，其次為積體電路

製造業7家，次之為電力供應業及液晶面板與其組件製造業分別各5家。爾後

倘新設或符合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建議依「溫室氣

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

源」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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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 應盤查登錄排放源(申請免除)案件審查表(範例) 

基本

資料 

列管狀況 □原屬公告列管    □原自願盤點 ■106 年新增列管 

排放源名稱 OOO 有限公司 

管制編號 HOOOOOOO 
連絡地址 桃園市大園區 OO 里 OO 路 OO 號 
連絡人 蔡先生 
連絡電話 03-385-OOOO 

原列

管原

因 

□規範之特定行業製程別：                             
■化石燃料直接年排放量大於 2.5 萬公噸 CO2e 
說明： 
依 105 年空污費申報紀錄，及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3 版 之熱值

及排放係數，換算化石燃料直接年排放量為 26,013.86 公噸 CO2e。 
燃料

別 
月份 

申報使用

量(ton) 
熱值 

(Kcal/Kg) 

排放係數(tonCO2e/ton) 總排放量

(ton CO2e) CO2 CH4 N2O 

煙煤 
1~6 5,497.96  

6,080  2.4081133 0.0000254 0.0000381 
13,240.06  

7~12 5,251.00  12,645.20  
合計 10,748.96                       26,013.86  

 

申請

免除

盤查

登錄

原因 
(排放

源提

供) 

免除原因 
□非屬規範之特定行業製程別 
■化石燃料直接年排放量小於 2.5 萬 ton CO2e 

佐證資料 
■附錄 1、105 年空污繳費明細表 
■附錄 2、煙煤取樣分析證明文件 

原因說明 

1.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4 日(107)OOO 字第 0228 號：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小於 2.5 萬噸/年，故申請「第一

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解除列管，

檢附佐證資料(溫室氣體排放量查證聲明)。 
2. 因隨文檢附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查證聲明為 103、104 年

度資料，無法做為 105 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明，故

請業者提交 105 年空污繳費明細表及煙煤取樣分析證

明文件作為補充證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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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單位 
審查

結果 

審查意見： 
1. 依業者提供之 105 年 1~4 季空污費繳費單申報紀錄及煙煤取樣分析

證明文件(如附錄 2)，該廠使用煙媒之熱值為 5,785 Kcal/Kg(1 月)及
5,744 Kcal/Kg(6 月)，排放係數依此進行換算，並重新計算化石燃料

直接年排放量為 24,652.24 公噸 CO2e，小於 2.5 萬公噸 CO2e。 
燃料

別 
月份 

申報使用

量(ton) 
熱值 

(Kcal/Kg) 

排放係數(tonCO2e/ton) 總排放量

(ton CO2e) CO2 CH4 N2O 

煙煤 
1~6 4,655.83  5,785 2.2912724 0.0000242 0.0000363 10,721.00   

7~12 6,093.13  5,744  2.2750334 0.0000241 0.0000361 13,931.24   

合計 10,748.96                        24,652.24   
 

建議： 
■依佐證資料可免除 106 年度盤查登錄義務 
□應維持 106 年度盤查登錄義務，於 107 年 8 月前完成登錄 
□無法判斷：原因                                    

 

表4.1-6 排放源申請免除/登錄義務案件彙整表 
編號 排放源 原列管原因 佐證資料 審查結果 建議 

1 A 公司 

化石燃料直

接年排放量

大於 2.5 萬

公噸 CO2e 

105 年空污

繳 費 明 細

表 及 煙 煤

取 樣 分 析

證明文件 

依業者提供之 105 年

1~4 季空污費繳費單申

報紀錄及煙煤取樣分析

證明文件，該廠使用煙

媒 之 熱 值 為 5,785 
Kcal/Kg(1 月)及 5,744 
Kcal/Kg(6 月)，排放係

數依此進行換算，並重

新計算化石燃料直接年

排放量為 24,652.24 公

噸 CO2e，小於 2.5 萬公

噸 CO2e。 

依佐證資

料可免除

106 年度

盤查登錄

義務 

2 B 公司 

化石燃料直

接年排放量

大於 2.5 萬

公噸 CO2e 

105 年空污

繳 費 明 細

表 及 煙 煤

取 樣 分 析

依業者提供之 105 年

1~4 季空污費申報紀錄

表及煙煤取樣分析證明

文件，該廠使用煙媒之

依佐證資

料可免除

106 年度

盤查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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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排放源 原列管原因 佐證資料 審查結果 建議 

證明文件 熱值為 5,785 Kcal/Kg(1
月 )及 5,209 Kcal/Kg(6
月)，排放係數依此進行

換算，並重新計算化石

燃料直接年排放量為

22,648.80 公噸 CO2e，
小於 2.5 萬公噸 CO2e。 

義務 

 

表4.1-7 106年桃園市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源名單 
編號 管制編號 行業別 列管依據 備註 

1 H530OOOO 電力供應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2 H460OOOO 電力供應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3 H481OOOO 電力供應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4 H53AOOOO 蒸氣供應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5 H481OOOO 電力供應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6 H480OOOO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7 H520OOOO 鋼鐵冶鍊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8 H488OOOO 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9 H500OOOO 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10 H500OOOO 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11 H431OOOO  
未分類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

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12 H43AOOOO 
未分類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

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13 H43COOOO 
未分類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

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14 H450OOOO 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15 H500OOOO 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16 H46BOOOO 積體電路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17 H480OOOO 積體電路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18 H488OOOO 積體電路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19 H488OOOO 積體電路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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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管制編號 行業別 列管依據 備註 

20 H488OOOO 積體電路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21 H490OOOO 積體電路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22 H49AOOOO 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23 H50AOOOO 積體電路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24 H50AOOOO 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25 H50AOOOO 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26 H510OOOO 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既有 

27 H48BOOOO 半導體製造業 特定行業製程別 新增 

28 H420OOOO 印染整理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29 H420OOOO 印染整理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30 H450OOOO 印染整理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31 H450OOOO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32 H450OOOO 黏土建築材料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33 H45AOOOO 家庭及衛生用紙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34 H460OOOO 印染整理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35 H460OOOO 印染整理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36 H460OOOO 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37 H460OOOO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38 H460OOOO 
未分類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

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39 H460OOOO 製糖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40 H460OOOO 石膏製品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41 H470OOOO 紙張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42 H470OOOO 電力供應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43 H480OOOO 黏土建築材料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44 H480OOOO 人造纖維加工絲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45 H510OOOO 人造纖維加工絲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46 H520OOOO 未分類其他紙製品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47 H530OOOO 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48 H530OOOO 人造纖維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49 H530OOOO 玻璃纖維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50 H530OOOO 印染整理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51 H530OOOO 紙漿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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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管制編號 行業別 列管依據 備註 

52 H53AOOOO 鋼鐵冶鍊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53 H53AOOOO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54 H53AOOOO 其他化學相關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既有 

55 H530OOOO 紙板製造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新增 

56 H530OOOO 印染整理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新增 

57 H42AOOOO 印染整理業 年直接排放量大於 2.5萬噸 新增 
 

四、更新107年應盤查登錄名單 

依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業者於申報空

氣污染物排放量時，管制全廠實際排放，需申報全部之產品、原燃物料以及

使用量產品，然本團隊於執行過往3年經驗中，發現排放量申報資料庫仍有誤

植可能(如燃料類別、單位或小數點位數有誤)。而依空污費收費辦法，管制內

容除全廠實際排放外，還有徵收金額，相較之下，會較貼近推估溫室氣體排

放量的燃料使用量。 

因此107年名單以排放量申報資料庫篩出後，再輔以空污費資料庫實際燃

料使用量，進行排放源之實際使用量推估，初步掌握107年列管名單共57家，

與106年列管名單相較，解列4家，計新增4家(請參考表4.1-8)。 

 

表4.1-8 107年應盤查登錄業者新增名單 
序號 管制編號 序號 管制編號 

1* H460OOOO 3 H47AOOOO 
2* H430OOOO 4 H488OOOO 

備註：*表示曾為列管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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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審查作業  

一、申報作業法規摘要 

依溫管法第14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盤

查、查證、登錄、減量及參與國際合作減量。故其相關輔導作業應由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在中央以經濟部為主，如工業局辦理節能減碳服務團，

中小企業處辦理中小企業節能減碳能力輔導計畫，商業司辦理連鎖暨加盟企

業現場節能診斷與諮詢服務，對應地方則以經濟發展局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而相關執行細節則規範於「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

辦法)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以下簡稱應盤查登錄

之排放源)，明定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種類、盤查及登錄作業方式、因故未能

完成登錄作業之辦理方式、可採用之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方法及主管機關執

行查核作業權限等規範。 

此外，為因應效能標準機制及再生能源憑證等相關配套措施陸續上線，

環保署於106年及107年分別辦理相關說明會，針對年盤查登錄作業新增規範

及執行現場查核成果回饋進行說明，新增規範整理如表4.2-1所示，主要為新

增填報電力來源及其定性規範。 

表4.2-1 盤查登錄作業新增規範彙整 
年度 新增規範內容 

106 年 

1. 105 年（含）後之盤查登錄作業應採用 IPCC 2007 年第四次評估

報告(AR4)之溫暖化潛勢(GWP)。 
2. 為符合不確定性量化分析之假設，不確定性大於 60 %應予以排

除。 
3. 應敘明其電力來源為併網(台電供給電力)或離網電力；倘選擇為

離網電力則應註明其電力供應商名稱。且應敘明其外購蒸汽供

應商名稱事業，如台灣汽電共生(股)公司 OO 廠。 
4. 無論是否有生產蒸汽或電力，皆應進行「表 9、電力與蒸汽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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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新增規範內容 
情況」填報。倘有生產電力或蒸汽者，應完整填寫電力或蒸汽

供應對象，但若為併網電力供應者則無需填寫。 

107 年 
1. 「再生能源憑證」應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為主。 
2. 現場查核階段新增確認盤查報告書格式，以及盤查資料數據查

核新增確認燃料熱值。 

 

二、辦理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說明會 

為使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瞭解盤查登錄作業、相

關審查重點及今年度新增規範，辦理2場次教育訓練說明會，且為確保盤查登

錄作業之正確性及完整性，建議排放源邀請查驗機構一同參與。邀請環保署

委辦單位針對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與相關法規、溫室體排放量申報流程及

期程進行說明，由本計畫針對往年常見問題進行說明，一同與排放源代表進

行意見交流，辦理內容如下： 

(一 )辦理目的及議程：  

為使列管排放源了解盤查登錄流程，以順利於 107 年 8 月底前完

成 106 年申報作業，因此於 107 年 6 月 1 日辦理 2 場次說明會，議程

如表 4.2-2。 

表4.2-2 2場次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說明會議程 
時間 

議程 報告單位/講師 第 1 場 
(上午場) 

第 2 場 
(下午場) 

9:50~10:00 13:50~14:00 報到 － 

10:00~10:05 14:00~14:05 主席致詞 主席 

10:05~11:10 14:05~15:10 
1.溫管法及排放量申報相關法

規 
2.盤查登錄流程說明 

環科工程顧問(股)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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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報告單位/講師 第 1 場 

(上午場) 
第 2 場 

(下午場) 

11:10~11:30 15:10~15:30 常見問題說明 
傳閔工程(股)有限公

司 

11:30~12:00 15:30~16:00 綜合討論 環保局 

12:00 16:00 散會 － 

 

(二 )地點：桃園市勞工育樂中心 202 會議室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

路 59 號 ) 

(三 )參加對象：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四 )辦理情形： 2 場次共 34 家 40 人出席，經統計未出席者多

已有盤查登錄經驗，辦理情形請參考表 4.2-3。  

(五 )辦理成效：  

本計畫透過信件及網頁提供當天簡報及常見錯誤案例(如表 4.2-4)，

以確保所有列管排放源知悉。會議中排放源提問踴躍，彙整排放源歷

年常見問題如表 4.2-5。此外，本計畫一併整理業者回饋意見，業者建

議往後課程可以相關法規資訊、及常見問題說明與討論為主，且多數

業者會後表示獲益良多，建立業者與主管機關間良好溝通。 

辦理教育訓練說明會，除可與排放源代表進行意見交流，依據過

往執行經驗，書面審查通過數由 105 年 4 家、106 年的 16 家增加到

107 年的 25 家，而現場查核不通過數分別為 8 家、3 家、6 家，且 107

年已全數如期於 8 月 31 日前申報完成(105 為 6 家，106 年為 1 家)，

顯示辦理說明會實有其必要性並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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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說明會辦理情形 
第 1 場 (上午場)

 

第 2 場 (下午場)

 

 
表4.2-4 常見申報錯誤案例 

審查項目 示範案例 

一、完整性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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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項目 示範案例 

二、一致性

審查 

 

二、一致性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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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項目 示範案例 

 

二、一致性

審查 

 

 

三、合理性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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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項目 示範案例 

三、合理性

審查 

 

 
表4.2-5 排放源諮詢問題彙整 

性質 問題 解答 

法規問題 

因故無法於當年度 8
月底前完成登錄，要

如何展延 

檢附未能於期限內完成盤查登錄之原因，函

文正本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申請展延，副

本地方環保局即可。 

是否每年都需請查

驗機構確認 

依環保署公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名單，其

排放量清冊及相關資料應每年經查驗機構查

證。 

申請效能標準，若前

3 年排放量浮動大，

要如何列基準計算 

排放量差異小於等於 10%者，採前三年算術

平均值。 
排放量差異大於 10%者，採前三年最低值。 
已從本標準取得額度者，採前次申請通過年

度之排放量為準。 
效能標準獎勵額度

為效能標準減去申

請年度溫室氣體排

放量，但電力係數浮

動大，要如何獎勵? 

目前初步規劃以某年度電力係數為獎勵基

準。 

盤查登錄

作業流程 
今年第一次被列管，

要如何申報 

溫室氣體完整申報程序應包含盤查、查證及

登錄作業，其係包含排放源及其委託之查驗

機構於指定資訊平台完成線上資料確認；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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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問題 解答 
查登錄之內容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平

台格式執行。 
往年製程編碼不夠

詳細，今年要重新編

碼，舊的是否仍需重

新修正 

建議以新編碼為主，詳細編碼原則可參考環

保署公布「溫室氣體盤查登錄作業指引

(201606 版)」 

煙煤使用量應採用

財務報表或量測數

據？ 
以最貼近實際使用量為主 

什麼情況下基準年

需重新計算？ 

1.倘有以下情況，事業應考量重新計算基準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1) 營運邊界改變 
(2) 溫室氣體源或溫室氣體匯的所有權移入

或移出組織邊界 
(3) 溫室氣體量化方改變，使溫室氣體排放

量或移除量顯著改變。 
2.環保署設定顯著性門檻值為 3%，意即倘上

述情況累計變化量高於此門檻，就要重新計

算基準年排放量。 
電力自產自銷，需要

填報嗎？ 
離網電力或蒸汽生產者需填報，電力自產自

銷不需填報。 
已經第三方查驗機

構查證通過，倘現場

查核發現需補件，會

怎樣？ 

現場查核有疑問，業者應現場補件，若無法

釐清，將交由環保署釐清責任歸屬。 

列管緣由 

染整廠是否僅需考

慮用電及用煤量 

於門檻值估算時，僅需考量燃料使用量，不

須考量電力使用量；進行全廠場溫室氣體排

放量申報時，需考量整廠能資源使用量，包

含用電及用煤。 
化石燃料使用量換

算成溫室氣體排放

量<2.5 萬噸，為何仍

被列管？ 

門檻值估算數值係參考固定污染源申報系統

燃料使用量，若實際使用量與申報數值不同，

請檢附佐證資料函文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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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業務單位執行書審作業 

依環保署公告之排放源應於107年8月31日前完成106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

盤查登錄作業，包含盤查、查證及登錄，再由查驗機構完成查證及線上確認，

最後由主管機關執行排放量查核作業，其工作流程及補正作業期限如圖4.2-1。 

為使排放源登錄資料完整且正確，本計畫除針對事業單位辦理排放源說明

會，並提供電話諮詢服務，線上輔導排放源執行平台登錄作業。 

本計畫依據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審查指引」(2016.06版)及新

增規範，協助檢視排放源登錄資訊是否符合盤查登錄管理辦法及盤查登錄作業

指引等規範，包含完整性、一致性及合理性審查，書面審查表單如表4.2-6。此

外，為因應效能標準機制及再生能源憑證等相關配套措施陸續上線，環保署於

106年及107年分別辦理相關說明會，新增規範整理如下： 

1. 事業自 105 年（含）後之盤查登錄作業應採用 IPCC 2007 年第四次評估報告

(AR4)之溫暖化潛勢(GWP)。 

2. 為符合不確定性量化分析之假設，不確定性大於 60 %應予以排除。 

3. 配合溫管法第 20 條推動需求，要求事業應敘明其電力來源為併網(台電供給

電力)或離網電力；倘選擇為離網電力則應註明其電力供應商名稱。且應敘

明其外購蒸汽供應商名稱事業，如台灣汽電共生(股)公司 OO 廠。 

4. 無論是否有生產蒸汽或電力，皆應進行「電力、蒸汽供需情況」填報。倘有

生產電力或蒸汽者，應完整填寫電力或蒸汽供應對象，但若為併網電力供應

者則無需填寫。 

5. 「再生能源憑證」應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為主。 

6. 現場查核階段新增確認盤查報告書格式，以及盤查資料數據查核新增確認燃

料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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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 
期限 

事業單位 
(登錄)  

 
第三方 
(驗證) 

 

每年 
8/31 前 

環保局   

圖4.2-1 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暨盤查登錄系統審核作業流程 

 

表4.2-6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書面審查確認表單 
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系統審查作業表單 

管制編號  排放源名稱  
盤查年度 民國________年 
審查人員姓名  審查日期 民國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複審人員姓名  複審日期 民國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一、完整性審查 
項

次 審查重點 
審查結果 

通過 補件 審查說明 備註 

1. 

製程編號及名稱無空缺。 
審查提示：倘製程代碼填報為

000999 其他未分類製程時，應完整

填報其製程名稱。 

□ □   

2. 

設備編號及名稱無空缺。 
審查提示：倘設備代碼填報為 9999
其他未歸類設施時，應完整填報其設

備名稱。 

□ □   

蒐集溫室氣體相關資訊

完成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排放量清冊

進行溫室氣體查證作業

取得查證聲明書、查證總結報告

完成線上登錄及盤查登錄確認

完成線上資料確認

盤查資料線上審查

線上通知審查通過

安排現場查核

結案

查驗機構審查
一致性審查
完整性審查
合理性審查

補件 不通過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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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燃物料或產品之完整度。 
審查提示：原燃物料名稱選用「其

他」時，應進一步完整填報原燃物料

名稱。 

□ □   

4. 

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之不確定性上下

限完整填寫。 
審查提示：倘無法填寫則應於備註欄

說明原因。 

□ □   

二、一致性審查 
項

次 審查重點 
審查結果 

通過 補件 審查說明 備註 

1. 

門檻值是依規定設定，顯著性門檻為

3%、實質性門檻為 5%、排除門檻為

0.5%。 
審查提示：涉及排放量占比之加總

時，應以單一排放源之排放量占比絕

對值進行運算 

□ □   

2. 

查證聲明書登載之排放量應顯示至小

數點後第 3 位。 
審查提示：檢視上傳文件與系統登錄

是否一致 

□ □   

3. 組織邊界設定為營運控制權法。 □ □   

4. 
製程編號為「M」開頭時，所對應之

製程編號及其名稱應與固定源許可證

核發內容相同。 
□ □   

5. 
設備編號為「E」開頭時，所對應之

設備編號及其名稱應與固定源許可證

核發內容相同。 
□ □   

6 

外購電力與認購綠電之排放係數來源

為能源局公告者，其排放係數類型應

選擇「預設」。 
審查提示：即便能源局尚未公告該年

度電力係數皆應選擇「預設」係數，

待能源局公告該年度電力係數後系統

將自動轉換。 

□ □   

三、合理性審查 
項

次 審查重點 
審查結果 

通過 補件 審查說明 備註 

1. 
排放量清冊、盤查報告書、查證總結

報告書以及查證聲明書內單一管制編

號所載明之排放量總和應一致。 
□ □   

2. 
自行訂定之製程編號及設備編號，應

確認無重複之情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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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面審查結果 

桃園市106年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源共57家，全數於法規規定期限內

完成申報，審查結果請參考圖4.2-2，共25家書審項目全數通過，有32家不通過。

分析不通過項目，以申報製程或設備之編號及名稱，與所對應之許可證內容不

符占多數，其次為製程或設備編號及名稱空缺，再來為電力係數類型誤選為自

訂，彙整常見申報問題如表4.2-7。其中仍有3家排放量清冊、盤查報告書、查

證總結報告書以及查證聲明書內單一管制編號所載明之排放量總和，與上傳

的盤查資料不一致，顯示查驗機構未如實把關，因此同步回饋業務單位供參考。 

 

圖4.2-2 書審項目不通過家數(書審57家) 

表4.2-7 常見申報錯誤項目 
項目 說明 

製程及設備名稱 
若選擇其他，則需敘明完整名稱；常見填報其他者如化糞池

處理設備、消防設備等 

製程及設備編號 
與固定源重覆者，應依許可證製程與污染源編碼，若非者須

自訂編碼 

電力係數類型 
若能源局尚未公告 106 年電力係數，請選擇「預設」，備註說

明採用能源局 105 年電力係數 

電力、蒸汽 
供需情況 

無論是否有生產蒸汽或電力，皆須填報。本團隊會交叉比對

其他業者使用電力來源，若使用 A 廠電力，但 A 廠無填報產

電資訊，則請 A 廠補件 

  

2
2

1
0
0

2
1

12
20

17
3

0

0 5 10 15 20

一、完整性審查第1項
一、完整性審查第2項
一、完整性審查第3項
一、完整性審查第4項
二、一致性審查第1項
二、一致性審查第2項
二、一致性審查第3項
二、一致性審查第4項
二、一致性審查第5項
二、一致性審查第6項
三、合理性審查第1項
三、合理性審查第2項

不通過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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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執行現場查核作業  

在排放源查核作業，相關規範於溫管法第23條「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得派員，於提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後，進入

排放源所在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與排放相關設施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資料，

排放源及場所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故可由主

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在中央分別為環保署及經濟部，對應地方為

環保局或經發局。而根據管理辦法第6條，主管機關執行排放量查核作業，得通

知排放源備妥以下相關資料且應保存6年以備主管機關查核過程，排放源應依

需求提出下列文件供確認。 

 原（物）料、燃料之種類、成分、熱值及用量、產品種類及生產量或其

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操作量紀錄月報表。 

 製程現場操作紀錄月報表。 

 盤查報告書、查證聲明書及查證總結報告。 

 進貨、生產、銷貨、存貨憑證、帳冊相關報表及其他產銷營運或輸出入

之相關文件。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本計畫協助業務單位執行排放源操作與排放相關設施及有關資料之現場

查核作業，流程如圖4.3-1，敘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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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 協助業務單位進行現場查核作業流程 

一、  確認抽查對象  

依 106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環保機關推動因應氣候變遷行動執行績效

評比規定，今年度現場查核家數需達納管家數 7 成 8，而 106 年度應盤查登

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名單 57 家，因此現場查核家數為 45 家，優先

查核對象及對應家數依序如后： 

1. 排放量前 3 大排放源：共 3 家。 

2. 去(106)年度現場查核不符合者：共 5 家。 

包含：2 家補件通過者及 3 家補件不通過。 

3. 經書面審查有無法釐清事宜：共 6 家 

(1) 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申報量與查證聲明書不同：3 家。 

(2) 盤查聲明書無分開說明該公司各廠電力係數來源：1 家。 

(3) 盤查報告書誤植該公司其他廠溫室氣體排放量：1 家。 

(4) 盤查聲明書電力係數來源應為 106 年能源局公告，誤植為 105

年：1 家。 

4. 首次列管業者：共 2 家 

優先查核首次列管業者包含：OO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H42AOOOO)、

OO 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H48BOOOO)。 

查核
結果回報

現場查核作業

Step 1

行前作業確認抽查對象

Step 2 Step 3

流
程

Step 4

說
明

•抽查參考因素：
排放量、過去有
無不符合事項、
書面審查結果等

•請排放源配合，
並儘早準備相關
查核資訊

•確認數據與引用
單據之一致性

•填寫查核表單

•提交查核表給環
保局

•將結果回報環保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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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其盤查登錄之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小排序：共 29 家 

排放量大者優先進行現場查核，但去(106)年已執行現場查核，且

未有不符合事項者，今(107)年度得免查，另扣除上述重複者，故本項納

入 29 家。 

二、  行前作業  

本計畫協助依排放源廠家位置安排查核時間，及填寫溫室氣體排放量

盤查登錄現場查核表單(如表 4.3-1)等事前作業，並針對查核人員進行行前

訓練。 

 

表4.3-1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現場查核表 
查核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查 

核 

對 

象 

基

本

資

料 

排放源名稱  負責人  

管制編號  電話  

地址  

排放源納管狀態 
□屬應盤查登錄對象(請填寫項次一)  

□非屬應盤查登錄對象(請填寫項次二或項次三) 

查核年度及資料         年溫室氣體盤查資料     

項次 查核重點 
查核結果 

通過 補件 不適用 審查說明 

項次一、溫室氣體盤查資料查核要點 

 

 

 

 

 

 

現 

場 

一、盤查報告書格式撰寫 

1. 
確認報告書已描述排放量

計算公式 
□ □ □ 

 

 

2. 
確認已引用最新規範或行

政規則 
□ □ □  

3. 
若報告書涵蓋多管編，確認

已清楚說明各排放源歸屬

之管編及該管編下之排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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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過 

程 

量 

二、盤查資料數據查核 

1. 

範疇一排放源之活動數據、熱值與其引用單據或相關檢測報告一致 
排放源 1：  □ □ □  

排放源 2：  □ □ □  

排放源 3：  □ □ □  

2. 

外購電力之活

動數據及排放

係數與其引用

單據一致  

一般電力 □ □ □ 
 

再生能源 
電力 

□ □ □ 
 

3. 
外購蒸氣之活動數據及排

放係數與其引用單據一致 
□ □ □ 

 

 

4. 
確認報告書、清冊及系統

上小數位數運算方式符合

規範註 5 
□ □ □  

 5. 其他發現事項陳述： □ □ □  

現場查核結果: 

□有不符合事項，共計      項                

□無不符合事項 

查核對象意見陳述： 

查核人員簽名： 

 

查核對象簽名：(如拒絕簽名請敘明) 

 

三、  現場查核作業  

本計畫將依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現場查核表(如表 4.3-1)進行查核，

於 107 年 9 月 26 日至 11 月 7 日共辦理 45 場次現場查核作業，辦理情形如

圖 4.3-2。較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需再確認報告書細部內容及活動數據引用

之熱值。因應環保署考核辦法更新，將請業者事先填寫自主查核表，除讓業

者先行準備相關文件外，亦可使當天查核作業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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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盤查報告書格式撰寫：需確認報告書已描述排放量計算公式，且須

引用最新規範或行政規則，倘若報告書涵蓋多管編，需清楚說明各

排放源歸屬之管編及該管編下之排放量。 

2. 盤查資料數據查核：需確認引用之數據包含燃料使用量及其熱值，

與其單據來源的一致性，並須確認合理性。其引用數據重點會因不

同行業別而不同，如印染業以煙煤、重油為主，電力供應業以天然

氣為主，積體電路製造業則以含氟氣體為主，再向下延生以煙煤使

用量為例，便需要加強檢視使用紀錄單據；電力使用量，則檢視各

月份之台電電費單，並確認電費單加總數據與排放源登錄之數據一

致。在熱值部分，需確認引用之數值為高位發熱量或低位發熱量，

再進行轉換。 

由業務單位說明查核結果，倘有不符合事項，請排放源針對不符合事項

進行說明，排放源可視情況通知查驗機構並同協助說明，倘排放源對於查核

結果有疑義時，可向主管機關提出異議，並轉知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圖4.3-2 執行排放源現場查核情況 

四、  查核結果回報  

依規定完成查核家數後，彙整查核結果及表單予業務單位後，將協助把

查核過程及結果回報環保署，並將成果上傳至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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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ghgregistry.epa.gov.tw)。 

總計共 6 家業者不通過，原因為數據誤繕及應扣除而未扣除，查核結果

彙整如表 4.3-2，現場查核表單請參考附錄 8。另外由於各排放源於系統登

錄後，會經由第三方查驗機構單位進行查證，但仍有查核不通過之業者，因

此本團隊將未通過之排放源名單及查驗機構名單函知環保署，交於環保署

接續釐清問題及責任歸屬。 

表4.3-2 排放源現場查核結果-不通過項目說明 

序號 管制編號 
查驗 
機構 

現場查

核結果 
不通過

項目數 
說明 

1 H46BOOOO SGS 補正 1 項 
外購蒸氣應為 31,865 公噸，平

台申報為 31,580 公噸 

2 H500OOOO DNV 補正 1 項 
柴油應為 2187.4260 公秉，誤植

為 2187.43 公秉 

3 H500OOOO DNV 補正 1 項 
外購電力應為 667,142,978 度，

誤植為 667,142,979 度 

4 H43AOOOO DNV 補正 1 項 
M01-GE04 六氟化硫應為 5.9417
公噸，平台申報為 5.9217 公噸 

5 H530OOOO AFNOR 補正 1 項 
電力應為 195,231,200 度，平台

申報為 195,331,200 度 

6 H520OOOO AFNOR 補正 1 項 
廢鋼鐵應為 266,284.52 公噸，平

台申報為 265,518.5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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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桃園市列管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量分析及後續運用  

1. 行業別分析  

桃園市列管排放源申報共30種行業別，依行政院主計處行

業標準分類(第10次修訂)，以「場所單位」實際從事之主要經濟

活動作為業別判定之基礎，大致可為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及製

造業2種行業，再往下細分，共9種製造業類別。  

境內6家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為最多，佔整體59.52%，然此產

品以電力係數展現攤提於全國排放量中，可不納入本市總排放

量，且發電業涉及與跨區域供需均衡之整體能源配比，主要由

中央通盤整合規劃相關減量措施。在製造業中，分析因燃料燃

燒產生之直接排放量，以 1家石油及煤製品 (煉油業 )為最多

(6.20%)，20家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子業)、5家非金屬礦物製品

製造業 (非金屬製造業)次之 (分別各佔約4.79%)，其行業別家數

及排放量占比請參考圖4.3-3。  

顯示桃園市耗能大戶以特定行業別，如發電業、煉油業、電

子業、非金屬製造業等為主。然而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業者多已

加入自願減量協議，或已長期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相較過

去極少執行減量措施之用能對象，減量空間相對縮小。考量製

造業需投入大量原材物料，具備高度產業關聯性，帶動上下游

產品的製造活動，對於經濟貢獻佔有重要地位，因此減碳措施

需有效的檢討修正，才能真正有效的達成減量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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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3 桃園市106年列管排放源行業別家數及排放量占比 

 
2. 燃料使用類型  

以燃料產生之固定排放量為主(約75%)，其中又以發電用渦

輪發電、鍋爐汽電共生、鍋爐蒸氣產生及鍋爐發電程序等，煉油

業之觸媒裂解及氫氣製造程序，熱媒加熱程序之鍋爐使用，人

造纖維製造業之聚脂樹脂化學製造程序為主。在使用燃料部分，

以天然氣產生排放量為大宗(64.89%)，次之為煙煤(23.98%)，請

參考圖4.3-4。  

化學原材料等製造

業
5.26%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6.20%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

業
0.46%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

造業
3.88%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0.12%

紙漿、紙及紙製品

製造業
3.78%紡織業

4.17%

基本金屬製造業

1.58%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59.52%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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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 列管排放源前10大燃料別排放量佔比 

 

在資料運用部分，經發局亦辦理「桃園市工廠綠色化輔導計畫」，推動轄

境內產業朝三低一高（低污染、低耗能、低用水及高附加價值）發展，可將列

管名單回饋給經發局做為輔導名單之參考。此外，在列管名單維護過程亦發現

部分業者於固污申報系統申報資料誤植，及填報溫室氣體平台時，製程與設備

名稱與所對應之許可證內容不符，建議後續仍可持續將查核結果回饋於環保

局空保科。 

  

天然氣

64.89%

煙煤

23.98%

製程氣

3.13%

４～６號重油

2.66%

精煉油氣

1.45%
半煙煤

0.97%
燃料油

0.90% 水煤漿

0.70%

液化天然氣

0.66%

廢橡膠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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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結  

一、結論 

(一) 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名單更新維護作業 

1. 透過固定污染源空污費暨排放量申報整合管理系統、環境保護許可

管理資訊系統，及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等資料庫數據，進行應盤查

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名單維護作業，並協助 2 間排放源解

列案件審查作業，106 年名單更新為 57 家。 

2. 另外配合環保署需求，協助提供 107 年排放源列管名單，共計 59 家

業者。 

(二) 辦理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系統書面審核作業 

1. 107 年 6 月 1 日於桃園市勞工育樂中心辦理 2 場次應盤查登錄溫室

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說明會，邀請環保署及其委辦單位針對溫室氣

體減量與管理法與相關法規、溫室體排放量申報流程及期程進行說

明，由本計畫針對往年常見問題進行說明，一同與排放源代表進行意

見交流，共 34 家 40 人次參與。 

2. 依環保署公告盤查登錄審查指引及新增規範，更新溫室氣體盤查登

錄系統書面審核流程，並據實進行書審作業，書審結果共 25 家全數

通過。分析不通過項目，以申報製程或設備之編號及名稱，與所對應

之許可證內容不符占多數，其次為製程或設備編號及名稱空缺，再來

為電力係數類型誤選為自訂。 

(三) 協助業務單位執行排放源現場查核作業 

1. 於107年9月26日~11月7日進行45場次業者現場查核，針對範疇一及範

疇二排放量8成以上之排放源數據確認，查核過程著重於排放源引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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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與其單據來源的一致性，結果共計6間業者不通過，原因為數據誤繕，

及應扣除而未扣除。 

2. 將未通過之排放源名單及查驗機構名單函知環保署，交於環保署接續

釐清問題及責任歸屬。 

二、建議事項 

(一) 提升列管排放源篩選機制 

自105年第3季開始，原排放量申報網站整合至「空污費暨排放量整合申

報管理系統」，該系統整合污染物空污費申報及污染物空污排放量，因此

在使用「空污排放量資料庫」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門檻資料篩選時，雖大

幅提升數據上差異問題，但仍有如燃料類別、單位或小數點位數等部分

數據誤差值；而依空污費收費辦法，管制內容除全廠實際排放外，還有徵

收金額，相較之下，較貼近推估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燃料使用量。因此建議

於列管名單篩選時，以排放量申報資料庫篩出後，再輔以空污費資料庫

燃料使用量，以進行排放源之實際使用量推估。 

(二) 排放源申報精進作法 

初審通過數由105年4家、106年的16家增加到107年的25家，而現場查核

不通過數分別為8家、3家、6家。通過比例雖較去年高，但仍有多數不通

過，分析書審未通過項目以申報製程或設備之編號及名稱，與所對應之

許可證內容不符占多數，其次為製程或設備編號及名稱空缺。透過與排

放源互動及執行經驗，提出建議事項： 

1. 將不通過原因做成案例，並通知業者知悉。 

2. 針對書審不符合項目，經檢視平台審查項目，建議環保署檢核平台功

能，完善設計防呆機制，要求製程及設備填寫其他者應完整說明使得

上傳。此外，製程設備編號及名稱與許可證內容不符部分，則建議規

劃整合固定污染源許可系統，或跳出申報提示等。 

(三) 查核結合相關同步宣導 

建議可統整市府相關單位，是否有需配合宣導項目，可於本項業務於現

場查核時，同步向廠商進行宣導目前市府可運用之資源(例如：鍋爐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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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查核結果回饋 

業者於固污申報系統申報資料誤植，及填報溫室氣體平台時，製程與設

備名稱與所對應之許可證內容不符，建議後續仍可持續將於環保局空保

科。 

(五) 列管數據加以分析運用 

以105年數據為例，列管排放源家數佔空污申報家數11%，但燃料排放量

佔全市整體77%，前五大排放源分別為中油桃園煉油廠、南亞塑膠工業、

台灣美光晶圓17.3%、友達光電14%、中華映管10%。 

建議掌握此類排放大戶，分析其排放源結構，並將排放大戶名單及排放

相關資料，提供經發局或環保局空保科參考，可研擬相關桃園市溫室氣

體管制執行方案，例如針對排放大戶提供節能技術輔導，並建立自主化

節能管理能力等。 

(六) 辦理教育訓練 

考量溫室氣體盤查登錄業務專業性，且每年排放源申報業務人員異動，

建議持續安排完整的應盤查登錄溫室體申報及查核教育訓練，包含地方

政府執行人員、排放源及查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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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推動  

章節摘要  

本章節對應契約工作項為「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推動」，本計畫延續以往

經驗，依據環保署新公告「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106年4月版)，進

行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持續掌握桃園市溫室氣體來源與特性，並作為後續訂修桃

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行方案之參考。此外針對行政轄區則持續辦理入第三方認

證，不僅可保有溫室氣體報告書的公信力外，認證完成之證書更可在國際參與時

作為最直接有效之依據。 

依照行政轄區盤查結果顯示，105年度行政轄區總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含範疇

三)為3,084萬公噸CO2e，主要排放部門為工業能源部門66.88%，依序為運輸能源

部門13.96%、住商部門13.85%、工業製程4.29%、廢棄物部門0.85%，及農業部

門0.16%；政府機關盤查部分，總溫室氣體排放量共計為20.2萬公噸CO2e，以固

定式能源部門占總量88.92%最高，依序為交通運輸部門8.17%，逸散部門1.72%

及廢棄物部門1.19%。最後進一步分析盤查之活動數據影響排放量之因素，及可

能的減碳空間，除供擬定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依據，亦可做為局處減量比例分

配之參考。本章各小節架構如下圖，說明如後文。 

 

圖5-1 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推動工作章節架構 
  

5.1 行政轄區 5.2 政府機關 5.3 查證作業

1.行政轄區外部查證
2.政府機關內部查證

1.執行105年盤查作業
2.盤查結果

1.執行106年盤查作業
2.盤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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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執行105年桃園市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作業 

本市溫室氣體排放量推估與調查始自「96年度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溫室氣體盤

查減量計畫」，以IPCC盤查方法作為推估的主要依據，並輔以GHG Protocol制訂之

盤查範疇分類，建置以95年為基準年之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其後98年「桃園縣溫室

氣體盤查減量計畫」予以更新修正並建置95年度溫室氣體排放資料庫。99年度溫室

氣體盤查則延續以95年盤查資料，依據99年環保署訂定之「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

計算指引」，估算桃園市各部門99年溫室氣體排放量。 

為提升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公信力，並符合國際趨勢，自104年導入第三方認

證機構查證作業，依環保署公告「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執行100年~103

年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本(107)年度則依據「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106

年4月版)，持續辦理105年度盤查作業，並執行第三方查證作業。 

5.1.1 執行溫室氣體盤查作業 

一、引用盤查標準 

本計畫使用行政院環保署「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106 年 4 月

版)計算 7 種溫室氣體排放量，包含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

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及三氟化氮(NF3)。 

二、盤查作業程序 

搭配盤查表單、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及碳揭露服務平台提供之文件，

執行整體盤查作業，其執行步驟及內容如圖 5.1-1，為確保溫室氣體盤查結果

真實反映桃園市溫室氣體排放狀況，將遵循溫室氣體盤查 5 項基本原則進行

盤查作業，包含相關性、完整性、一致性、準確性及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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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 桃園市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流程圖 

 

三、邊界設定 

本次盤查邊界設定區分 2 部分： 

(一) 區域：係以桃園市管轄範圍為主，包含境內 13 行政區域。 

(二) 部門：邊界涵蓋能源(住宅及農林漁牧能源、工業能源、運輸能源)、工業

製程部門、農業部門、林業部門、廢棄物部門等完整部門下之排放源。 

四、排放源鑑別 

溫室氣體排放分為直接排放(範疇一)、能源間接利用排放(範疇二)及其他

間接排放(範疇三)，行政轄區範疇別定義說明如下： 

 範疇一(直接排放)：係指所有位於行政轄區地理邊界範圍內之直接排放源。 

 範疇二(能源間接利用排放)：係指行政轄區地理邊界範圍內活動相關的外購

電力、熱或蒸汽之能源利用間接排放源。 

 範疇三(其他間接排放)：係指其他非能源利用間接排放源，或與邊界內活動

相關然涉及邊界外排放之排放源。 

再依地理範圍完成行政轄區盤查邊界之設定，盤查邊界包含能源(住商及

農林漁牧、工業及運輸)、工業製程、農業、林業、廢棄物等 5 大部門，各部

門之排放源鑑別分別說明如下： 

1. 能源部門：包含住商及農林漁牧、工業、運輸等能源使用。 

(1) 住商及農林漁牧能源：包含轄區內住宅、商業及農林漁牧等之電力

及燃料使用。 

盤查邊界
設定

盤查年度
設定

排放源
鑑別

排放量
量化

盤查報告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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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業能源：排放源為電力及燃料使用。應排除與台電併網之售電情

形，本市共13間發電業者(2間汽電廠、3間天然氣電廠及8間再生能

源廠)及1家焚化廠與台電併網之售電情形。先排除無排放量相關資

料之8間再生能源電廠，再排除境內5間發電廠及1間焚化廠具併網

之發電製程的燃料使用量。由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篩選

本市列管事業單位之105年申報資料，納入54家事業單位排放量。

最後由環保署固定污染源空污費暨排放量申報整合管理系統中，

篩選納入458家本市列管事業單位燃料申報使用量。 

(3) 運輸能源：包含轄區內軌道運輸、道路運輸、航空運輸、海運/水

運及非道路運輸，使用電力及燃料等能源所造成的排放量。 

A. 軌道運輸：計算本市臺鐵、高鐵及桃捷，使用電力及燃料造成的

排放量，其中燃料排放源來自臺鐵柴聯車及柴油客車使用柴油

所造成的排放量。 

B. 道路運輸：來自燃料使用，燃料項目包含汽油、柴油，及液化石

油氣等。 

C. 航空運輸：來自燃料使用，本市航空運輸排放源為桃園國際機場，

僅營運國際線，故納入範疇三計算。 

D. 海運/水運：轄區內無國際商港或國內商港等運載客貨之水上交

通工具排放量，故不納入計算。 

E. 非道路運輸：運輸場站範圍內，非提供運輸服務之相關設備，如

磨軌、維修保養、場站內人員使用之運輸機具燃料使用量，納入

本市臺鐵及桃園捷運非道路運輸柴油使用量。 

2. 工業製程部門：工業製程部門排放源包含礦業、化學工業、金屬工業

及電子業的原料使用量及產品製造量。此外，排除境內5間發電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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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間焚化廠具併網之發電製程使用量，再由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

平台篩選本市列管事業單位之105年申報資料，納入54家事業單位排

放量。最後由固定污染源空污費暨排放量申報整合管理系統，篩選出

本市列管事業單位共674家原料使用及666家產品製造申報量。 

3. 農業部門：計算本市水稻田甲烷排放量，及牲畜胃腸道內發酵與牲畜

排泄物處理之甲烷、氧化亞氮排放量。 

(1) 水稻田：境內水稻田第一期及第二期作田所產生之甲烷排放量。 

(2) 牲畜及糞便管理：畜胃腸道內發酵及牲畜排泄物處理之甲烷、氧

化亞氮排放量。牲畜包含豬、乳牛、非乳牛、水牛、羊、鹿、馬、

兔、白色肉雞、有色肉雞、蛋雞、鵝、肉鴨、蛋鴨、火雞、鴕鳥

及鵪鶉等。 

4. 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部門：林業以林地碳貯存量變化統計，土地利用

類別則分為森林、農地、草地、濕地、聚居地及其他土地，但因我國

土地使用類別尚無法完全符合IPCC所區分之6類土地使用類別，因此

尚無法得出土地使用類別間之碳變化量，僅依據林業統計年報呈現

林地碳貯存變化量，包含本市針葉樹、闊針葉混淆林、闊葉樹，及竹

林(林木部分)等碳貯存變化量，但不計入總排放量中。 

5. 廢棄物部門：廢棄物部門僅計算境內處理廢棄物所造成的溫室氣體

排放量，包含固體廢棄物處理、廢棄物焚化及廢水處理。 

(1) 固體廢棄物處理： 

A. 掩埋處理：使用理論氣體法計算排放量。本市掩埋場並無進行沼

氣回收，因此僅計算本市垃圾掩埋所產生之甲烷排放量，但本市

生垃圾全由焚化處理，掩埋場僅掩埋溝泥及塵土，不產生甲烷等

溫室氣體。 

B. 生物處理：計算堆肥處理產生之甲烷與氧化氮亞碳排放量。 

(2) 廢棄物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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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本市2座焚化爐處理廢棄物焚化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包含

欣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垃圾焚化廠)，以及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

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四號焚化廠，並已排除計算欣榮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桃園市垃圾焚化廠)併入電網比例。 

(3) 廢水處理：包含好氧處理及厭氧處理，納入好氧處理產生的氧化亞

氮排放量，及厭氧處理時產生的甲烷及氧化亞氮排放量。 

A. 生活污水：計算經化糞池處理所產生之甲烷排放量。 

B. 事業廢水：由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篩選本市列管事業單

位之105年申報資料，納入54家事業單位甲烷逸散。再由環保署

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理系統，篩選共49家列管事業使用厭氧方式

處理廢水，再扣除12家本市應盤查登錄排放源；及為避免與生活

污水產生之溫室氣體重複計算，扣除3家廢水進入公共下水道系

統者。 

五、盤查排除計算排放源 

在排除門檻之定義上，「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指引」並未定義，因此依

據「溫室氣體盤查與登錄指引」之定義，係指針對排放量占比低於總排放量

0.5%之單一排放設施或作業活動，可採簡易量化方式計算排放量。採簡易量化

方式之排放設施或作業活動，累積不得高於實質性門檻(總排放量之 5%)，此

即為排除門檻。採簡易量化之排放設施或作業活動，不應自盤查清冊中刪除，

以免誤導資訊使用者有減量事實。桃園市溫室氣體盤查基準年為 102 年度，本

次盤查年度並無針對上述排除門檻事項進行排除，未來「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

查指引」如有符合排除門檻之定義時，將依循指引規範要求辦理。 

本次盤查排除計算之排放源如表 5.1-1，並考量範疇三境外排放情形及政

府機關部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因數據上蒐集有相當之困難度與高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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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準確性，故目前除國際航空運輸以定量外，其餘以定性盤查為主。 

此外，本市計算生質能源使用量但不納入排放總量，使用包含工業能源木

頭、木材或木屑等生質燃料使用量。由環保署固定空氣污染源管理資訊系統中，

篩選本市列管事業單位包含鍋爐蒸氣產生程序、鍋爐汽電共生程序、熱媒加熱

程序、磚瓦（紅磚）製品製造程序等製程，申報資料中有木屑、原木、廢木材、

樹皮或木材，共 15 間事業單位使用 30,538.5 公噸生質燃料。 

 

表 5.1-1 桃園市 105 年度行政轄區盤查排除計算之排放源 
部門 排放源 活動數據 排除原因 
工業

能源 
工業能源

使用 
木材、木頭等生質燃

料共 30,538.5 公噸 
生質燃料計算使用量但不計入總排

放量 

林業部門 
土地利用變化碳匯量 本市無土地使用類別相關統計數據 
露天燃燒 本市無露天燃燒相關統計數據 

廢棄

物 

固體廢棄

物處理-
掩埋 

掩埋量 601.74 公噸 

使用理論氣體法計算排放量；本市

掩埋場僅掩埋溝泥及塵土，無生垃

圾掩埋量，因此不產生溫室氣體排

放量。 

垃圾焚化 
垃圾焚化量 416,432.37
公噸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設有發電設備，

焚化過程發電並售予台電公司，已

排除售電之垃圾處理量 
 

六、獨立報告事項-電力事業購電量 

因我國電網特性，本市使用之電力並非全來自境內發電廠，因此將電力系

統上不屬於該公司發電廠之輸出電能(係購入之度數)，獨立報告本市電力事業

購電量如表 5.1-2。 

本市共有 13 家電力事業業者，包含 2 家汽電共生(華亞及大園)，3 家火力

發電(國光、長生海湖電廠及大潭)，5 家風力發電(大潭、蘆竹、觀園、觀威及

桃威)，2 家水力發電(石門及義興)，如表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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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本市 105 年工業能源產業獨立報告內容 
工業能源產業別 獨立報告內容 
電力事業 105 年購電量：662,135,381 度 

 
表 5.1-3 本市電力事業業者一覽表 

發電廠名稱 地點 操作者 燃料 
華亞汽電廠 龜山區 華亞汽電股份有限公司 汽電共生 
大園汽電廠 大園區 大園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 汽電共生 
國光發電廠 龜山區 國光電力公司 天然氣 

長生發電廠(海湖電廠) 蘆竹區 長生電力公司 天然氣 
大潭發電廠 觀音區 臺灣電力公司 天然氣 
大潭發電廠 觀音區 臺灣電力公司 風力 
大潭發電廠 觀音區 臺灣電力公司 太陽光電 
蘆竹發電廠 蘆竹區 臺灣電力公司 風力 
觀園發電廠 觀音、大園區 臺灣電力公司 風力 
觀威觀音廠 觀音區 觀威公司 風力 
桃威觀屋廠 觀音區 桃威公司 風力 
石門發電廠 龍潭區 臺灣電力公司 水力(大漢溪) 
義興發電廠 龍潭區 臺灣電力公司 水力(大漢溪) 

 

七、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來源 

排放量計算方式主要採用排放係數法(溫室氣體排放當量= 活動數據 × 

排放係數 × 全球暖化潛勢)，活動數據係為造成溫室氣體排放或移除的活動之

量化量測值，工業能源部門部分燃料(丙烷、甲醇、汙泥沼氣)則使用質量平衡

法計算。 

活動數據則由政府統計數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電)、交

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高鐵)、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油)，及桃園國際機場及其四號焚化

廠取得，各部門排放源、範疇別及活動數據彙整如表 5.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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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行政轄區各部門排放源、範疇別及活動數據彙整 
部門 排放源 105 年活動數據 資料來源 範疇 

住商

及農

林漁

牧能

源 

電力 
電燈用電 台電 105 年統計年報 

二 包用電力 台電 105 年統計年報 
運輸場站用電 臺鐵、高鐵、桃機 

燃料 

液化石油氣、

液化天然氣、

天然氣、燃料

油、煤油、柴

油 

能源局 105 年能源平衡表 

一 

轄區人口數及

全國人口數 
內政部戶政司 

動力漁船數 漁業署 105 年漁業統計年報 
運輸場站 臺鐵、高鐵、桃機 一 

工業

能源 

電力 電力用電 台電 105 年統計年報 二 

燃料 燃料使用量 

環保署固定污染源空污費暨

排放量申報整合管理系統、

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

台、各發電廠盤查清冊 

一 

運輸

能源 

軌道運輸 
電力使用量 臺鐵、高鐵 二 
燃料使用量 臺鐵、高鐵 一 

道路運輸 售油量 
能源局 105 年各縣市汽車加

油站汽柴油銷售統計表、中

油 105 年加氣站進氣資料 
一 

國際航空運輸 公秉油耗量 能源局 105 年能源平衡表 三 
非道路運輸 柴油使用量 臺鐵 一 

工業

製程 
製程排放 

原物料使用或

產品產量 
環保署固定污染源空污費暨

排放量申報整合管理系統 
一 

農 
業 

農田 水稻田 
稻作種植 
收穫面積 

農糧署 105 年農糧統計 一 

牲畜和 
糞便管理 

禽畜 
在養頭數 

農委會 105 年禽畜統計調查

結果 一 
屠宰隻數 農委會 105 年農業統計年報 

林業 碳匯變化量 林業面積 農委會 105 年農業統計年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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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排放源 105 年活動數據 資料來源 範疇 
及其

他土

地利

用 

林業損失 
農委會林務局 105 年林業統

計電子書 

廢 
棄 
物 

固體廢棄

物處理 
堆肥 堆肥量 

環保署 105 年環境保護統計

年報 
一 

廢棄物焚

化 
焚化 焚化量 

環保署 105 年環保統計年

報、桃園機場四號焚化廠 
一 

廢水處理 

住商廢

水 

污水處理率 內政部營建署 
一 

轄區人口數 內政部戶政司 
每年人均 
蛋白質消耗量 

農委會 105 年糧食供需年報 一 

工業廢

水 
工業廢水 

環保署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

理系統 
一 

 

此外，本計畫已列出所需活動數據及來源，其中由活動供應業者提供者，

已協助發文索取並建立聯繫窗口(表 5.1-5)，供未來進行盤查作業時參考。 

 
表 5.1-5 桃園市在地供應業者提供之活動數據 

部門別 調查標的 調查內容 

工業 
能源 

華亞汽電廠、大園汽

電廠、國光發電廠、

長生發電廠(海湖電

廠)、大潭發電廠、蘆

竹發電廠、觀園發電

廠、觀威觀音廠、桃

威觀屋廠、石門發電

廠、義興發電廠 

廠內產電相關資訊 

運輸 
能源 

臺灣鐵路局 
1.場站能源消耗統計：桃園、內壢、中壢、

埔心、楊梅及富岡等 6 站電力使用量。 
2.軌道能源消耗統計：桃園市轄內軌道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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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別 調查標的 調查內容 
及柴油使用量。 
3.非道路運輸燃料使用：磨軌、維修保養、

場站內人員使用之運輸機具柴油使用量。 

台灣高鐵局 

1.場站能源消耗統計：桃園站電力及緊急發

電機柴油用量。 
2.軌道能源消耗統計：桃園市轄內軌道電力

使用量。 

桃園捷運 

1.場站能源消耗統計：桃園各站電力及柴油

使用量。 
2.軌道能源消耗統計：桃園市轄內軌道電力

使用量 
3.非道路運輸燃料使用：磨軌、維修保養、

場站內人員使用之運輸機具柴油使用量 
桃園國際機場 場站能源消耗統計：電力使用量 

桃園液化石油氣站 

轄內液化石油氣站進氣量：包含千億加油加

氣站、中壢工業區加油加氣站、健行加油加

氣站、力行加油加氣站、梅溪加油加氣站，

及大園加氣站等 6 站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本次盤查所使用係數主要依據環保署公布於「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碳揭露

服務平台」提供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與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2 版排放

係數，以及能源局依「電力排放係數計算標準作業程序 1.4 版」公告之電力排

放係數。在發電廠部分，2 家汽電廠有取得自廠電力係數，3 家天然氣發電廠

採用台電係數，其餘再生能源發電廠並無相對應係數，因此視為 0。全球暖化

潛勢(GWP 值)，一律引用 IPCC 第四次評估報告(2007)提出之 GWP 值，請參

考表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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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全球暖化潛勢(GWP)彙整表 

溫室氣

體種類 
二氧化

碳(CO2) 
甲烷

(CH4) 
氧化亞

氮(N2O) 

氟氫碳

化物

(HFCs) 

全氟碳

化物

(PFCs) 

六氟化

硫(SF6) 
三氟化

氮(NF3) 

IPCC 
第四次

評估報

告(2007) 

1 25 298 
12~ 

14,800 
7,390~ 
12,200 

22,800 17,200 

 

5.1.2 105年桃園市行政轄區溫室氣體排放量結果 

本市 105 年度行政轄區總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含範疇三)為 30,840,051.554  

tonCO2e，淨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含範疇三)為 30,547,405.6825  tonCO2e，依照

當年人口數換算 105 年人均排放量為 14.65 tonCO2e/人，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總

排放量依照部門別及範疇別分類彙整如表 5.1-7 所示。生質能源使用，來自工

業能源木頭等生質燃料產生 955.960 tonCO2e，不計入總溫室氣體排放量。 

包含範疇三之總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37,657,433.787 tonCO2e，各範疇別排

放量主要排放來自範疇一直接排放，排放量為 18,259,044.5117 tonCO2e，占總

量 48.44%；其次為範疇二間接排放，排放量為 12,581,007.0420 tonCO2e，占總

量 33.37%；最後為範疇三其他間接排放，排放量為 6,857,042.5253 tonCO2e，

占總量 18.89%，範疇別排放統計請參考圖 5.1-2 。 

在各部門別部分，主要排放部門為工業能源部門，其中電力排放量為

11,615,198.5749 tonCO2e ，占總 排放量 37.71% ；燃 料使 用排 放量為

8,987,304.1360 tonCO2e，占總排放量 29.18%。次要排放為運輸部門，其中道

路運輸排放量為 4,248,477.1456 tonCO2e，占總排放量 13.79%；軌道運輸排放

量為 53,058.9152 tonCO2e，占總排放量 0.17%。第三排放為住商及農林漁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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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部門，其中用電排放量為 11,615,198.5749 tonCO2e，占總排放量 10.96%；燃

料使用排放量為 889,442.1835 tonCO2e，占總排放量 2.89%，請參考表 5.1-8。 

 

表 5.1-7 105 年桃園市行政轄區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 

部門別 
範疇一 

(tonCO2e) 
範疇二 

(tonCO2e) 
加總 

(tonCO2e) 
比例 
(%) 

範疇三 
(tonCO2e) 

能

源 

住商  3,383,705.8869   889,442.1835   4,273,148.0704  13.85% 0 

工業  8,994,412.6941  11,638,407.7347  20,632,820.4288  66.88% 0 

運輸能源  4,248,515.2842   53,157.1238   4,301,672.4080  13.96% 6,857,042.5253 

工業製程  1,321,506.0533  0  1,321,506.0533  4.29% 0 

農業  48,066.2836  0  48,066.2836  0.16% 0 

廢棄物  262,838.3096  0  262,838.3096  0.85% 0 

林業及其他土

地利用(碳匯) 
292,645.8713 0 292,645.8713 - 0 

總溫室氣體 
排放量 

(不含碳匯) 

 
18,259,044.5117  

 
12,581,007.0420  30,840,051.554 100% - 

淨溫室氣體 
排放量 

(含碳匯) 
17,966,398.6404 12,581,007.0420 30,547,405.6825 - 37,657,433.7874 

105 年人口數

(人) 
2,105,781 

人均排放量

(ton CO2e/人) 
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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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桃園市行政轄區各部門別排放比例 

 
105 年桃園市行政轄區各部門別排放比例 

圖5.1-2 105年桃園市行政轄區排放量各部門及範疇別比例 

 

 

 

住商及農林漁牧

13.86%

工業能源

66.90%

運輸能源

13.95%

工業製程

4.29%
農業

0.16%

廢棄物

0.85%

105年

範疇一

48.44%

範疇二

33.37%

範疇三

18.19%

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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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8 105 年桃園市行政轄區各部門別排放源排放量統計 
部門別 排放源 105 年排放量(tonCO2e) 比例 

住商及農林

漁牧能源 
用電  3,383,705.8869  10.97% 
燃料  889,442.1835  2.88% 

工業能源 
工業能源-用電  11,638,407.7347  37.74% 
工業能源-燃料  8,994,412.6941  29.16% 

運輸 
軌道  53,159.2117  0.17% 
道路  4,248,477.1456  13.78% 

非道路運輸  36.0507  0.00% 
工業製程 工業製程  1,321,506.0533  4.29% 

農業 
農業-水稻田  19,733.6749  0.06% 

農業-牲畜和糞便管理  28,332.6088  0.09% 

廢棄物 

固體廢棄物掩埋處理  -    0.00% 
固體廢棄物生物處理  198.6806  0.00% 

廢棄物焚化  19,825.5769  0.06% 
住商廢水  232,886.1994  0.76% 
工業廢水  9,927.8528  0.03% 

總計(tonCO2e) 30,840,051.554   100.00% 

 

  



「107 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期末報告 

5-16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5.1.3 行政轄區盤查報告書及成果登錄環保署平台  

本計畫將盤查成果建立溫室氣體排放量清冊，據以撰寫盤查報告書及提交電

子檔，並將成果登錄於環保署「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碳揭露服務平台」，環保署為簡

化各縣市執行過程，平台建置之選項僅為共通性排放源，並無須填報各縣市在地特

性，故已完成排放源排放量登錄並確認。 

其中，廢棄物部門由系統自動匯入桃園市列管排放源申報逸散排放源

80,849.37 tonCO2e tonCO2e(資料來源：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考量廢棄物部門

已納入住商廢水排放源，未避免重複計算，建議予以扣除，因此，登錄畫面圖5.1-

3中廢棄物部門排放量應為262,838.31 tonCO2e。 

   

圖5.1-3 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碳揭露服務平台-行政轄區登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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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執行106年桃園市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作業 

桃園市政府機關溫室氣體排放量推估與調查始自「99年推動桃園縣機關學校

節能減碳及低碳社區輔導計畫」，以ISO 14064與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之要求建立

政府機關盤查作業，納入一級單位及其下所管理或監督各級單位，計算桃園市政府

機關99年溫室氣體排放量。 

103年度起參考環保署公告「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手冊(102年版)」，針

對縣府時期及升格後之組織與其局處所管理或監督各級單位，進行103年至104年

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作業，106年依據環保署新公告「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

算指引」(106年4月版)，進行105年度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作業，103~105年排放

量分別為5.9萬公噸CO2e、12.4萬公噸及12.2萬公噸CO2e，皆以用電為主要排放來

源。今(107)年度，本計畫依據環保署最新縣市盤查指引，持續辦理106年政府機關

盤查作業，以掌握本市政府機關排放量基線。 

5.2.1 執行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作業 

本報告書引用行政院環保署所訂定之「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及其

附錄二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手冊(106年4月版)(以下簡稱「我國盤查指引」)，

作為桃園市政府進行政府機關盤查作業之依據，計算桃園市政府機關之溫室氣體

排放量。 

一、盤查邊界設定 

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邊界之設定，指市政府具有「控制權」的設施、

建築物或活動等排放源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例如機關辦公室、市政設

施使用之電力及燃料，或是公務車使用之燃料等均為溫室氣體排放來源。本

次盤查年度為 106 年，盤查範疇為桃園市政府所能直接管轄之一、二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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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包含市政府經營之事業單位，但不包含中央駐地方之機關，盤查邊界

如表 5.2-1，一級機關 42 處，二級機關 70 處，公營事業 3 處，所屬學校 263

處，包含高中 8 處、國中 57 處、國小 184 處及幼兒園 14 處，共 380 個機關

單位。 

為確保溫室氣體盤查結果真實反映桃園市政府機關溫室氣體排放狀況，

其執行步驟及內容如圖 5.1-1，並遵循溫室氣體盤查 5 項基本原則進行盤查作

業。 

表 5.2-1 桃園市 106 年政府機關盤查邊界 

一級機關 所屬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所屬二級機關 

民政局 
殯葬管理所、孔廟忠

烈祠聯合管理所、戶

政事務所(13) 
文化局 

藝文設施管理中心、市立圖

書館、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社會局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 
環保局 環境清潔稽查大隊 

教育局 
家庭教育中心、幼兒

園(14)、國小(184)、國

中(57)、高中(8)  
警察局 

分局(10)、警察大隊(保安、

刑事、交通)、2 警察隊 
(少年、婦幼)、捷運警察隊 

都市發展局 
建築管理處、住宅發

展處 
勞動局 就業服務處、勞動檢查處 

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養護工

程處 
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 

資訊中心 

地政局 地政事務所(8) 衛生局 衛生所(13) 

農業局 動物保護處 觀光旅遊局 風景區管理處 

交通局 
交通事件裁決處、捷

運工程處 
  

餘一級機關單位如下：(無所屬之二級機關) 
水務局、法務局、消防局、財政局、地方稅務局、客家事務局、青年事務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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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機關 所屬二級機關 一級機關 所屬二級機關 

住民族行政局、人事處、主計處、秘書處、新聞處、政風處、區公所(12)、桃園

航空城公司、桃園大眾捷運公司、桃園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二、排放源鑑別 

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

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

等 7 種，在政府機關內之溫室氣體排放源，包括固定式能源、交通運輸能源、

逸散、工業製程、農業、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廢棄物等 7 大部門之排放源進

行鑑別，說明如表 5.2-2。 

此外，將桃園市政府機關溫室氣體排放分為直接排放(範疇一)、能源間接

排放(範疇二)及其他間接排放(範疇三)，說明如下： 

1.直接排放(範疇一) 

係指納入政府機關盤查邊界範圍內的機關單位自身擁有或具有直接

且完全的影響力的營運相關設施、設備、活動等排放源，包含政府機關內

之公務車輛所使用之燃料、冷媒逸散、廢棄物處理等。 

2.能源間接利用排放(範疇二) 

係指納入政府機關盤查邊界範圍內的機關單位所使用之外購電力、

熱或蒸氣等能源間接排放源，包含各級機關單位之辦公大樓外購電力。 

3.其他間接排放(範疇三) 

係指與政府機關盤查邊界範圍內之各機關單位營運活動相關，然屬

於其邊界外組織擁有或控制的活動、設備、設施等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

包含因租賃、發生於盤查邊界外、政府機關委外操作，或是外包業務等造

成溫室氣體排放，可依據資料可取得情況鑑別排放源並進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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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政府機關主要排放來源鑑別表 

部門別 描述 可能的排放來源 

固

定

式

能

源 

建築大樓與設施 
政府機關所屬大樓及設施

能源使用 
電力、天然氣、液化石油

氣、瓦斯、柴油  

街道照明與交通號

誌 

政府機關負責的轄區內街

道照明及交通號誌燈的電

力使用 
電力 

水與廢水處理、收

集及分配 

政府機關在水與廢水處

理、收集與分配過程中耗

用能源 
電力、柴油、汽油  

交通運輸 

政府擁有的公務車用油量 柴油、汽油 

政府所屬大眾運輸用電  電力 

員工通勤 柴油、汽油 

逸散 
固定或移動式設備之使用

造成的逸散排放  
滅火器、冰箱、飲水機、

冷氣、車用冷媒  

工業製程 

以政府機關具有直接控制

權之事業單位的生物、物

理或化學等產生碳排放之

製程  

水泥製程、石灰製程、玻

璃製程、氨氣製程、硝酸

製程、己二酸製程等等  

農業 
縣市政府所有的禽畜飼養

數量與水稻田耕種面積  
甲烷 

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 
縣市政府所管轄的土地變

更面積與林業面積  
林木屬碳匯量，可於總

排放量中扣除  

廢棄物 

政府機關擁有、經營或控

制的廢棄物掩埋、焚化、堆

肥量及化糞池、工業廢水

設施處理量  

甲烷、二氧化碳、氧化亞

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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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除事項  

依我國盤查指引，於蒐集排放活動數據過程中有未估算、於他處報告、機

密資訊及未發生等因素而排除，未納入政府機關排放資料者，應於報告書中以

文字解釋。本次政府機關盤查將力求排放數據完整，惟少數排放源仍因資料收

集或排放量量化之困難需予以排除，排除之排放源說明原因如表 5.2-3。 

 
表 5.2-3 政府機關盤查排除事項及原因 

部門別 排放源 排除原因 

固定式能源-水
與廢水處理、

收集與分配 

電力、柴油 
1.無桃園市政府具有直接控制權之自來水廠 
2.無桃園市政府具有直接控制權之垃圾焚化

廠 

員工通勤 汽油、柴油 不易蒐集員工上下班通勤的能資源使用量 

工業製程 
原物料使用

或產品產量 
無桃園市政府具有直接控制權之工業製程 

農業 稻作、畜牧 無桃園市政府具有直接控制權之農業 

廢棄物 

掩埋處理 
使用理論氣體法計算排放量；本市掩埋場僅掩

埋溝泥及塵土，無生垃圾掩埋量，因此不產生

溫室氣體排放量。 
堆肥處理 無桃園市政府具有直接控制權之堆肥處理廠 

焚化處理 

焚化爐有 2 座，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及桃園國際

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四號焚化

廠，桃園市政府皆不具有直接控制權，故無焚

化處理之活動數據。 

工業廢水 
無桃園市政府具有直接控制權之工業廢水處

理廠 

 

四、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來源 

盤查邊界內之一級單位機關、二級機關及學校均須提報自身之能資源耗

用數據以及委外操作/營運活動數據，而數據蒐集過程中，政府機關資料以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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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網路服務平台填報方式，資料由各機關自行收集取得，彙整活動數據來源

如表 5.2-4 所示。 

表 5.2-4 政府機關各部門活動數據資料來源說明 
部門別 排放源 資料來源 範疇 

固

定

源

排

放 

建築大樓 
與設施 

電力 各級機關單位統計年度用電量 二/三 
液化石油氣、液化天

然氣、天然氣、柴油 
各級機關單位彙整繳費單據或

採購量 
一/三 

街道照明 
與交通號誌 

電力 各區公所提供 二 

水與廢水處理 
、收集與分配 

電力 

1.無桃園市政府具有直接控制

權之自來水廠及垃圾焚化廠 
2.計算桃園市政府委外經營之

污水處理廠(水務局提供) 

三 

交通運輸 汽油及柴油 各級機關單位彙整採購量 一/三 

逸散 冷媒及滅火器 各級機關單位統計補充量 一/三 

工業製程 
原物料使用 
或產品產量 

無桃園市政府具有直接控制權

之工業製程 
一 

農 
業 

稻作 水稻田 稻田面積 無桃園市政府具有直接控制權

之農業生產單位 
一 

畜牧 禽畜 在養頭數或屠宰隻數 一 
林業及其他

土地利用 
碳匯 
變化量 

林業面積 
林業損失 

地政局提供林業面積 一 

廢 
棄 
物 

掩埋 
處理 

掩埋場 掩埋量 環保局提供掩埋場掩埋量 一/三 

堆肥

處理 
堆肥場 堆肥量 

無桃園市政府具有直接控制權

之堆肥場 
一/三 

焚化 焚化廠 焚化量 
無桃園市政府具有直接控制權

之焚化廠 
一/三 

廢水 
處理 

工業 
廢水 

工業廢水申報量 
無桃園市政府具有直接控制權

之工業廢水處理廠 
一/三 

住商 
廢水 

污水處理率 內政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 
一 

機關人口數 人事處提供機關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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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考量行政作業負荷，參考環保署建議僅要求一、二級機關單位填報，其

中市府屬聯合辦公大樓，無各樓層獨立電表，故以下數據採統一填報： 

 由市府秘書處填報用電量。 

 市府消防滅火器為秘書處統一添購，統一配置於各樓層。 

本年度為第 4 次執行政府機關盤查作業，作法與過往相同，統一採取網

路填報方式，由市府各機關至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碳揭露服務平台

（http://cityinventory.epa.gov.tw）填報相關能源資耗用情形。 

(一) 固定源排放 

1. 建築大樓與設施：建築大樓與設施能源使用型態主要為各機關辦公

室所使用電力、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柴油多為除草機或緊急發電

機使用。 

2. 街道照明與交通號誌：主要為街道照明與交通號誌電力使用採包燈

制，因此統計12區公所繳納金額，再藉由105年平均電價推估使用度

數。 

3. 供水及廢棄物處理能源使用： 

(1) 供水處理能源使用：排放源包含自來水廠及污水處理廠，本市

無市府具有直接控制權之的自來水廠，而污水處理廠均為委

外操作，包含復興三民水資源回收中心(操作範圍：復興區三

民社區)、復興都市計畫區水資源回收中心、大溪水資源回收

中心、石門水資源回收中心，及龜山水資源回收中心等。 

(2) 廢棄物處理能源使用：本市焚化爐有2座，包含桃園市垃圾焚

化廠及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四號焚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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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皆不具有直接控制權，故無廢棄物處理能源使用

之活動數據。 

(二) 交通運輸：桃園市政府所擁有之公務車輛或執行公務使用之交通車

輛能源形式有汽油及柴油2種，並分為市政府自用及各機關外包商所

使用。 

(三) 逸散：主要來源為各級機關單位所擁有之建築物內部消防滅火器之

年度補充量，冷氣、飲水機、冰箱及車輛之冷媒年度補充量所產生的

排放。 

(四) 工業製程：無桃園市政府具有直接控制權之工業製程，故無工業製程

之活動數據。 

(五) 農業：無桃園市政府具有直接控制權之農業，故無農業生產之活動數

據。 

(六) 林業：市政府公有林面積由地政局提供資料。 

(七) 廢棄物 

1. 掩埋處理：本市10間衛生掩埋場，目前僅桃園區會稽垃圾衛生掩埋

場、中壢區忠福垃圾衛生掩埋場營運中。其餘八德區大安垃圾掩埋

場、楊梅區員本二期區域垃圾衛生掩埋場、龍潭區店子湖垃圾掩埋

場、觀音區保障垃圾衛生掩埋場、大園區北港垃圾掩埋場、蘆竹區

坑口垃圾衛生掩埋場、復興區枕頭山垃圾掩埋場，及新屋區永興垃

圾衛生掩埋場等8間掩埋場未營運或封閉復育。因本市掩埋場僅處

理溝泥及塵土，無生垃圾掩埋量，因此無溫室氣體排放量產生。 

2. 堆肥處理：無桃園市政府具有直接控制權之堆肥處理場，故無堆肥

處理之活動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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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焚化處理：本市焚化爐有2座，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及桃園國際機場股

份有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四號焚化廠，桃園市政府皆不具有直接控

制權，故無焚化處理之活動數據。 

4. 廢水處理： 

(1) 工業廢水：無桃園市政府具有直接控制權之工業，故無工業廢

水之活動數據。 

(2) 住商廢水：主要來自各機關營運產生之生活污水之排放量，以

各級機關單位聘僱人員員額數、桃園市污水處理率及每年人

均蛋白質耗用量資料，推估年度廢水處理排放量 

五、辦理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填報說明會 

為協助機關單位完成溫室氣體能資源耗用量填報，本計畫已於 107 年 4 月

23日辦理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填報說明會，以利如有機關原填報人員異動，

或不熟悉填報流程及內容，可透過教育訓練再次培訓填報可用性較高之活動

數據，以掌握市府各機關單位之溫室氣體排放源，作為本市推動溫室氣體減量

管理之參考。此外，考量今年說明如下： 

(一) 辦理目的：希冀透過溫室氣體盤查，掌握市府各機關單位之溫室氣

體排放情形，作為本市政府機關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管理之參考。 

(二) 議程：如表 5.2-5。 

(三) 日期：107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整 

(四) 地點：勞工育樂中心 301 會議室 

(五) 參與對象： 

1.執行節約能源行動計畫相關業務者。 

2.各單位秘書室負責總務相關業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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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辦理情形：共 129 個機關單位 134 人出席，辦理情形如圖 5.2-4。 

 
表 5.2-5 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填報說明會議程 

時間 內容 主講人/單位 
09:50~10:00 簽到 -- 

10:00~11:00 
城市層級溫室氣體 

碳揭露服務平台網路填報說明 主持人 

11:00~11:30 綜合討論 環保局 

11:30~12:30 
宣導影片觀賞_影片名稱： 

一起守護家園 環保局 

-- 散會 -- 
 

 
參與人員上課情形 

 
綜合討論時間 

圖5.2-4 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填報說明會辦理情形 
 

(七) 提供盤查諮詢專線 

今年為申報第4年，往年諮詢電話內容以查詢帳號密碼為多，但考量

原填報人員異動，為減少各機關單位作業負擔，於填報期間內設立聯絡電

話專線及查詢密碼的電子信箱。自107年4月3日~7月3日全部完成填報，共

接到70通詢問有關盤查登錄的諮詢電話，116封詢問帳號密碼信件，相較

於去年略增(106年60通、105年79通、104年112通)，推測雖各機關單位有

填報經驗，但仍有不少機關填報人員異動。彙整其主要詢問內容，包含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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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共通性、系統登入、能資源欄位、所屬單位填報疑慮等內容，彙整如表

5.2-6，可做為後續辦理相關說明會或教育訓練之題庫。 

 
表 5.2-6 政府機關盤查填報 Q&A 彙整 

分類 問題簡述 回覆 

共通性

問題 

機關聯絡窗口一定要

填嗎 
需填寫填報人基本資料，以利後續若有問題可

以聯繫 
請問文要轉發給誰，

找誰來參加會議？ 
建議文轉到祕書單位詢問 

系統登

入問題 

要去哪邊填報 
系統路徑：登入後，選擇機關單位登入，即為填

報畫面 
系統要求改密碼，改

完後卻又一直跳出改

密碼的話 

可先略過該畫面，直接進行填報；系統部份一併

回應中央委辦單位 

能資源

欄位填

報問題 

滅火器補充量的定義

是? 
單位是磅數或公斤? 
換粉也要填報嗎? 
只有 10P CO2 手提滅

火器 2 台，要如何填

報? 

 滅火器是填報當年購置量，若無則填 0 
 需填報的數據是內容物填充量(kg)，磅數為整

隻滅火器的重量 
 換粉也需填報 
 看滅火器瓶身上面寫的型號來判斷是哪種滅

火器 
 若無法判斷滅火器種類，則請將完整型號填寫

於”其他欄位”  

冷媒要如何填報? 
 冷媒是由冷氣機、飲水機、汽車、冰箱等逸散

源，可以詢問廠商冷媒型號或看機身上的型號 
 只要有補充冷媒，都需填報 

沒填報過水電費 (因
電費都是秘書處在

填) 

倘位於市府大樓，電費統一由秘書處填報，請填

其他能資源資料即可。 

委外是什麼意思? 
以學校而言，委外包

含什麼?  

 定義：政府機關具控制權的設施、建築或活動

->所以為擁有控制權，且費用是機關支出者 
 政府機關業務產生的排放量來自他人擁有的

設備所產生，如委外的員工餐廳、委外(公有

民營)的焚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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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問題簡述 回覆 
公有公營->範疇 1 
公有民營->範疇 3 
 若為委外，但由政府機關負責繳納燃料使用費

者仍須填寫；若為委外，且天然氣或瓦斯為餐

廳自行繳納，就填到「委外」->範疇 3 
 學校有設置廚房煮營養午餐，若為委託外面廠

商經營就要算 
有廚房但非員工餐

廳，費用是委外廠商

支付，要如何填 
填在委外使用 

所屬單

位填報

問題 

社區發展協會、里辦

公室等設備(如冷氣)
是公所預算買的，用

電量公所也有部分補

助，那也要填報嗎? 

人民選舉產生里長，社區發展協會並未納入地

方政府正式機關單位編制當中，所以不需將村

里長辦公室或社區發展協會納入政府機關盤查

邊界的計算範圍 

 

(八) 辦理成效 

本計畫於107年4月10日協助提供業務單位相關資料，以利業務單位

函文請各機關單位填報能資源耗用量，會議辦理前填報率為36%，會後填

報率上升至80%，107年6月22日再次函文通知未填報之單位，並由專人以

電話或e-mail線上輔導各機關學校進行填報作業，107年7月填報率達100%。

各階段填報率及對應措施彙整如圖5.2-1。 

 

圖5.2-1 政府機關各階段填報率及對應措施  

發文
通知

會前
通知

會議
辦理

持續
追蹤

4/3發文時
填報率0% 4/28會議辦理前

各機關填報率36%

4/23辦理說明會
134人次出席

5/18填報率為80%

6/22 e-mail及發文
提醒未填報單位

7月填報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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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106年政府機關盤查作業結果 

為提升數據品質，過程中辦理抽樣查證作業，確認盤查數據準確度，確認無虞

後提出相關改正及建議事項，詳細請參考第5.3.2節。 

桃園市106年度政府機關總溫室氣體排放量為202,575.7062公噸CO2e，以固定

式能源部門180,120.9683 公噸CO2e占比最高88.92%，部門別及範疇別分類彙整如

表5.2-7所示，部門別及範疇別分類彙整如表5.2-7。 

本計畫將盤查成果建立溫室氣體排放量清冊，據以撰寫盤查報告書及提交電

子檔，其中政府機關活動數據與行政轄區不同之處在於行政轄區由市府統計並經

驗證後由本計畫統一登錄，而政府機關部分則為各機關學校自行登錄，部分統計數

據或是依據在驗證時，會有所排除或計入，因此與本次盤查報告數據會有所不同，

惟考量數據填報上各機關已透過系統回報，故建議不宜於後台直接修正。 

 
表 5.2-7 106 年政府機關排放量 

部門別 
範疇一 

(ton CO2 e) 
範疇二 

(ton CO2 e) 
範疇三 

(ton CO2 e) 

加總 
(不含範疇三) 

(ton CO2 e) 

加總 
(含範疇三) 
(ton CO2 e) 

固

定

式

能

源 

建築大樓

與設施 
1,379.5549  136,131.8586  802.3424  137,511.4135  138,313.7559  

街道照明

與交通號

誌 
0  42,609.55  0 42,609.5548  42,609.5548  

水與廢水

處理、收

集及分配 
0 0 4,092.1958  0.0000  4,092.1958  

交通運輸 
16,559.926

6  
0.0000  159.8417  16,559.9266  16,719.7683  

逸散 2,420.2522  0 0.3389  2,420.2522  2,420.5911  
工業製程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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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別 
範疇一 

(ton CO2 e) 
範疇二 

(ton CO2 e) 
範疇三 

(ton CO2 e) 

加總 
(不含範疇三) 

(ton CO2 e) 

加總 
(含範疇三) 
(ton CO2 e) 

農業 0 0 0 0 0 
林業及其他

土地利用 
(碳匯) 

262,748.39
92 

0 0 0 0 

廢棄物 3,474.5591 0 0 3,271.2161  3,271.2161  

溫室氣體總

排放量 
(不含碳匯) 

23,834.292
9  

178,741.4134  5,054.7188  202,575.7062  207,630.4251  

 

桃園市政府機關溫室氣體主要排放來自範疇二，排放量為178,741.4134 

tonCO2e，占總量86.09%；其次為範疇一，排放量為23,834.2929 tonCO2e，占總量

11.48%；範疇三為委外操作排放，排放量為5,054.7188 tonCO2e，占總量2.43%；政

府機關溫室氣體範疇別排放統計如圖5.2-3所示。 

 

圖5.2-2 106年政府機關排放量範疇排放占比 

 
桃園市政府機關溫室氣體主要排放為固定式能源部門，排放量為180,120.9683

公噸CO2e，占總量88.92%；其次為政府交通運輸部門16,559.9266公噸CO2e，占總

量8.17%；政府機關溫室氣體部門別排放統計如圖5.2-3。 

範疇一(ton)
11.48%

範疇二(ton)
86.09%

範疇三(ton)
2.43%

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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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3 106年政府機關排放量各部門排放占比 

 

5.2.3 歷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及減量措施建議 

地方政府營運所產生的排放，著重於機關之控制權所產生的排放量，桃園市已

於103年12月25日正式改為直轄市，盤查邊界隨之擴大，新增14處機關單位、12處

區公所及3處公營事業，連帶使編制人員及業務量增加，能資源使用量呈正比上升，

且106年桃園捷運通車，電力使用大幅提升，年排放量隨之增加(桃園捷運公司排放

量7.4萬公噸CO2e)。 

歷年排放量請參考圖5.2-4，分析排放結構，係以用電為主要排放來源，103~106

年排放量分別為5.9萬公噸CO2e、12.4萬公噸CO2e、12.2萬公噸CO2e、20.2萬公噸

CO2e，人均排放量也從2.01公噸，升格後104~106年分別為3.83公噸、3.58公噸、5.79

公噸。 

 

固定式能源

88.92%

政府交通運

輸

8.17%

逸散

1.19%

工業製程

0.00%

農業

0.00% 廢棄物

1.72%

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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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04 年升格為直轄市，盤查邊界擴大；106 年桃捷通車，連帶使排放量上升) 

圖5.2-4 桃園市政府機關103~106年排放量 
 

根據圖4.5.1盤查結果，可知桃園市政府機關排放量以電力使用為最大宗，其中

又以各機關辦公室所使用電力、及街道路燈與號誌電力為主。 

分析歷年盤查結果，機關用電量較去年高者，多因市府升格後，連帶使編制人

員及業務量增加，能資源使用量呈正比上升；此外，學校近年為優化學習環境，因

此陸續於教室增設空調設備， R-134a冷媒使用量及電力使用量皆呈現上升趨勢。

使用量較去年低者，除因用電分攤比例之因素外，另須注意的是因少子化關係，偏

鄉地區學校能資源使用量也降低；其餘皆為採取節能減碳措施，包括管理手法、更

換節能設備或進行設備檢修等，此類案例及其執行成效可透過宣傳以進一步擴大，

讓更多單位得加以仿效。以下針對政府機關各排放源提出改善建議。 

1.固定式能源-建築大樓與設施部門：  

主要為各機關辦公室所使用電力，其次為員工餐廳能資源(天然氣、液化

2.01 

3.83 3.58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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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氣)，及割草機(柴油、汽油)等使用，後者建議以加強餐廳鍋爐能效為主。

在各機關辦公室電力使用部分，自 104 年開始推動市有公用房舍屋頂標租設

置太陽光電系統計畫，將本市機關房舍導入設置，透過公部門帶頭做的方式，

增加民眾對於太陽光電系統的認知，且經濟發展局同步推動私有房舍太陽光

電補助；105 年結合經濟部工業局於桃園境內 8 處工業區辦理媒合活動，鼓勵

工業區廠商共同建置，並規劃將掩埋場土地進行公園綠地及綠能用地的活化；

106 年發展在地特色光電埤塘，以及透過自治條例要求用電大戶需設置一定比

例(10%)之再生能源，落實綠能政策。 

2.固定式能源-街道照明與交通號誌：  

行政院於 103 年 11 月 14 日核定「水銀路燈落日計畫」，協助各地方政

府於將所轄 69.2 萬盞水銀路燈汰換為 LED 路燈，將使我國成為全球第一個全

面淘汰水銀路燈國家。 

現階段工務局配合經濟部能源局宣告全面禁用水銀路燈，將低發光效率

之水銀路燈汰換為 LED 路燈並以後續節電費支付智慧照明系統建置費用。106

年完成路燈普查，目前全市有 16 萬盞路燈，106 年 3 月已將 2 萬盞水銀路燈

汰換成 LED 燈，其餘為高壓鈉燈。預計 108 年起啟動高壓鈉燈全面更換為

LED 智能路燈系統專案計畫，最快 109 年底，桃園市可進入全 LED 路燈時代。 

此外，105 年於桃園、八德設置具有照明，還兼具監控、偵測用電、即時

路況、大數據分析等智慧功能的「智慧路燈」，並陸續於青埔特區設置 30 盞

「智慧路燈」，加設 1801 盞能自動調節亮度、回報故障的「智能路燈」。 

3.政府交通運輸部門  

為公務車輛或執行公務使用之交通車輛所耗能資源，經分析以警消單位

使用量最高，包含警察局、消防局勤務使用，各區公所業務需求次之，因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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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採購車輛可以電動車輛為主，同時加強宣傳環保駕駛之觀念，減少車輛耗油。 

4.逸散部門：  

主要來源為各級機關單位所擁有之建築物內部消防滅火器之年度補充量，

其次為冷氣、飲水機、冰箱及車輛之冷媒年度補充量所產生的排放。考量消防

安全設備的設置與平時維護保養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且此部門排放量佔比不

高，建議每年持續追蹤補充量，不以減量為主要目標。 

5.廢棄物部門： 

主要為廢水處理所產生排放量，其中與機關人口數及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有關，生活污水排放量為估算經化糞池處理所產生的甲烷及氧化亞氮，假設未

經過下水道之生活與住商廢水則假設全部進入化糞池進行處理，人數越多，產

生的污水量越高。目前由水務局主政「公共污水下水道接管率」，普及率由 106

年 80.42%，提升為 107 年的 82%，除完善其都市建設，亦可逐步降低溫室氣

體排放量。 

6.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 

為碳匯變化量，不同的樹種減碳效能不同，推廣依環境種植合適樹種。但

值得注意的是，碳匯量逐年降低，建議建立林地面積變動機制，掌握每年森林

異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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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溫室氣體盤查查證作業 

為提升機關盤查所呈報的盤查數據可信賴度，並有利進一步迎合國際趨勢，揭

露城市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目標、行動，展現城市政府因應氣候變遷之治理成果，

今年度除內部自主查證外，亦持續辦理第三者查證作業，以國際標準ISO14064進

行認證，並取得認證相關聲明書。查證作業流程請參考圖5.3-1，包括建立查證協議、

確認查證目的、召集查證小組、執行查證作業，最後完成查證總結報告，並給予查

證聲明書。 

 

 

圖5.3-1 桃園市溫室氣體盤查查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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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行政轄區盤查外部查證作業 

為提升桃園市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成果之正確性與可信度，進行自主

查證作業及外部查證，分別敘述如下。 

一、自主查證作業 

為提升桃園市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成果之正確性與可信度，進行

自主查證作業，分別為(1)文件審查，檢視所需之必要文件內容，包含盤查清冊

與報告書；及(2)釐清潛在不確定因素，確認可能導致量化方法潛在風險與錯

誤之因素，釐清潛在的不確定因素，以利後續外部查證順利進行。 

二、執行外部查證作業 

為了與國際接軌並取得更準確的數據，今年導入第三者查驗機構(委由

BSI 公司執行)，以國際標準 ISO14064 進行認證作業，並取得認證相關聲明書，

查證協議內容如表 5.3-1。 

 

表 5.3-1 桃園市 105 年行政轄區盤查查證協議內容 
項目 內容 

查證目標 
符合查證準則，完成桃園市 104 年度縣市層級溫室氣體

排放量查證 
查證目標 BSI 證書 ISOISO14064-1:2006 

查證等級/實質性 有限保證等級 
查證範圍 104 年度桃園市政府所涵蓋地理邊界範圍溫室氣體查證 

查證準則 
ISO/CNS 14064-1:2006、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

引、溫室氣體盤查與登錄指引 

 

行政轄區外部查證作業共分 3 階段，包括：文審作業(107 年 7 月 6 日)、

第一階段審查作業(107 年 7 月 25~26 日)，及第二階段審查作業(107 年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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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辦理情形如圖 5.3-2。由本計畫提供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及盤查報告書初稿，

第三方驗證單位針對範疇確認/系統面與範圍確認，各階段審查結果請參考表

5.3-2，於 107 年 11 月份取得認證聲明書(圖 5.3-2)，並已將查證結果一併更新

於本報告 5.1 節。 

 

   

7/6 文審作業 7/25~7/26 第一階段審查作業 8/20 第二階段審查作業 

圖5.3-2 行政轄區外部查證辦理情形 
 

表 5.3-2 行政轄區外部查證各階段修正方向 
階段 分類 說明 

文審作業 

係數更新 

經濟部能源局已公告 106 年度電力係數，並同時

公告追溯修正歷年電力排放係數。由於本次查證

的 105 年度電力係數追溯修正為 0.530 公斤

CO2e/度，請依此更新盤查清冊與報告書數據。 

原則判斷 
釐清桃園市行政轄區內之廢棄物是否有跨縣市清

運情形，以及有無償協助其他縣市處理廢棄物；

及確認確掩埋場是否有進行沼氣回收。 

第一階段 
審查作業 

文字補充 
請於盤查報告書補充說明農業部門之鵪鶉活動數

據與排放係數計算方式 

數據修正 
105 年(2016)為閏年，部分由日量推算年量的資

訊(如每人每日蛋白質營養供給量(gm))，須乘以

366 天。 

原則判斷 
請確認固污資料中的原料與產品中有天然氣及重

油是否為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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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分類 說明 

第二階段 
審查作業 

原則判斷 

現行溫室氣體強制登錄之逸散排放量資訊已能分

出各種溫室氣體，其中甲烷排放如量較大可能來

自於製程或厭氧處理，量小則應屬於化糞池之甲

烷逸散，化糞池部分已於生活污水中被計算到。為

避免重複計算，建議未來可考量下列判斷原則： 
a. 工業污水維持排除 GHG 列管後以定檢資訊計

算； 
b.列管之逸散甲烷<500 視為化糞池，排除。 
c.列管之逸散甲烷>=500 視為厭氧製程逸散，納入

製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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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3 105年行政轄區查證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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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政府機關盤查內部查證作業 

盤查作業在蒐集能資源耗用量過程中，不免有些人為疏失或缺漏，如因數據來

源、型式不相同會造成耗用量數值有所差距，或是填寫數據時因個人疏失造成誤填

或填錯情況發生，影響數據品質，故完成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之後，需再次檢視盤

查品質及不確定風險，此步驟是確保提升盤查報告書及清冊之品質，排放量的結果

必須經得起檢視，才會具有公信力。 

針對政府機關盤查除進行內部查證外，並進行數據品質管理作業，說明如下： 

一、內部查證機制建立 

整體盤查作業中，活動數據來源可能就有兩種以上管道可取得，依數據的

相關性，可將盤查數據的選用等級區分為三種，包括：品質最高的盤查數據，

其次為政府數據，等級最低的為其他來源；活動數據盡可能選用數據品質高者，

即優先採用最接近實際能資源耗用量的資料。 

表 5.3-3 為本計畫執行 106 年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時，各排放源活

動數據來源及選用等級，本次盤查作業選用之活動數據以盤查數據為主，表中

盤查數據為各機關單位登錄之能資源耗用量，政府數據則為政府公開統計年

報或由主管機關提供之數據。由專人針對各機關單位登錄之能資源耗用量數

據進行內部查證，流程說明如圖 5.3-4。 

 

表 5.3-3 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數據來源及等級彙整表 
部門別 數據來源 數據等級 

固

定

式

能

源 

建築大樓與設施 
各機關單位登錄之能資源耗用

量數據 
盤查數據 

街道照明與交通號誌 各公所提供 盤查數據 

水與廢水處理、收集與分配 水務局提供 盤查數據 



第五章 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推動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5-41 

部門別 數據來源 數據等級 

交通運輸 
各機關單位登錄之能資源耗用

量數據 
盤查數據 

逸散 
各機關單位登錄之能資源耗用

量數據 
盤查數據 

工業製程 - - 
農業 - - 

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 地政局提供 政府數據 
廢 
棄 
物 

掩埋處理 環保局提供 盤查數據 

住商廢水處理 
人事處提供、內政部營建署全

球資訊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政府數據 

 

 

圖5.3-4 政府機關溫室氣體內部查證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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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錄數據內部檢視 

未進行查證作業前之能資源填報量(包含復興區公所)，主要為電力使用來

源，其次天然氣、桶裝瓦斯及柴油等直接能源使用。 

活動數據之蒐集係輔導各單位於至環保署溫室氣體登錄平台上填報排放

源資料，由系統直接計算出排放量，故抽樣查證項目以排放源活動強度為主。

以人工方式檢視目前登錄資料中未填報數據者共 4 處(103~105 年分別為 35 處

14 處、9 處)，較往年有下降趨勢，經了解因能源局未公告該年度電力係數，

系統設計彈跳視窗提醒電力係數為 0，填報者誤以為暫時不需填寫。 

另將填報數據與歷年進行比對，篩選填報使用量數據差異歷年平均高於

或低於 50%，或明顯高於同類型單位者，篩選出 34 個機關單位，主動以電話

或電子郵件與該單位聯繫並確認問題，針對誤填之單位除協助修正其登錄資

料外，亦彙整能資源使用量落差原因如表 5.3-4，以減少清冊錯誤及報告修正

的機率。 

 
表 5.3-4 登錄數據內部檢視及確認結果 

能資源 使用量 單位名稱 原因 

電力 增加 

體育局 
業務量增加，空調照明設備汰舊換新工

程。 
養護工程處 業務量增加、人員或設備增加 

殯葬管理所 
新增(整建、拆除)建築物、業務量增加、

人員或設備增加 
復興戶政事務所、

大園衛生所、大溪

木藝生態博物館、

青埔國民中學 

新增(整建、拆除)建築物 

龜山國民中學 氣候炎熱，新增空調設備 
永安國民中學、介

壽國民中學 
業務量增加、新增(整建、拆除)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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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資源 使用量 單位名稱 原因 
成功國民小學 業務量增加 

四維國民小學 
新增(整建、拆除)建築物、人員或設備

增加 
僑愛國民小學 業務量增加、人員或設備增加。 

電力 減少 

大溪區公所 
未達 28 度不可開冷氣、中午關燈及關

冷氣、下午 4:30 提早關冷氣、用電設備

均有節能措施 
新屋區公所 館舍活化利用、社會福利設施開設 

大園戶政事務所、

內海國民小學 
汰換老舊設備 

警察局桃園分局、

大勇國民小學 
汰換老舊燈具為 LED 燈 

南崁高級中學 
將老舊空調設備全部更新改用環保標

章、節能空調設備，並積極宣導師生節

約用電，並減少本校飲水機數量 
埔心國民小學 汰換老舊設備、人員及設備減少 

東明國民小學 
汰換老舊設備、人員及設備減少、少子

化 
義盛國民小學 汰換老舊設備、汰換老舊燈具為 LED 燈 

公務車

用油 

增加 

體育局、復興衛生

所、住宅發展處 
業務量增加 

大溪區公所 
市民免費公車班次及行車範圍皆大幅

增加 
捷運工程處、刑事

警察大隊 
業務量增加、購置公務車輛 

減少 
新屋戶政事務所 出差人員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大園衛生所 居家訪視業務多採用私人交通工具 

 

三、內部查證檢視結果 

用電量從原先 245,668,961.2 度，修正為 245,948,096.5 度，增加 0.11%；

公務車用油從原先 5,545,400.642 公升，修正為 5,641,999.272 公升，增加 1.7%，

一併將結果更新於 5.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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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小結 

一、 結論 

(一) 完成 105 年桃園市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及外部查證作業 

1. 105 年行政轄區盤查結果為 3,084 萬公噸，排放源以工業能源部門最高

佔 66.88%，依序為運輸能源部門 13.96%、住商部門 13.85%、工業製

程 4.29%、廢棄物部門 0.85%，及農業部門 0.16%，並完成盤查報告書。 

2. 委由第三者查驗機構(BSI)以國際標準 ISO14064 及縣市指引等標準進

行查證，分別為文審作業(107 年 7 月 6 日)、第一階段審查作業(107 年

7 月 25~26 日)，及第二階段審查作業(107 年 8 月 20 日)等 3 階段，於

107 年 11 月取得認證聲明書，並將成果登錄於指定平台。 

(二) 完成 106 年桃園市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及外部查證作業 

1. 為協助機關單位完成溫室氣體能資源耗用量填報，於 107 年 4 月 23 日

辦理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填報說明會，並設立聯絡專線，自 107 年

4 月 3 日起至 107 年 7 月 3 日全部完成填報，諮詢電話較去年少，推

測應與各機關單位有填報經驗有關。 

2. 106 年政府機關盤查結果為 20.2 萬公噸，以固定式能源占比 88.92%最

高，依序為交通運輸部門 8.17%，廢棄物部門 1.72%及逸散部門 1.19%，

並完成盤查報告書。比較 103~106 年排放量，因 103 年底升格為直轄

市及 106 年桃園捷運通車，業務量增加，能資源使用大幅提升，因此

104 及 106 年排放量隨之增加。 

3. 由本計畫進行內部稽核作業，針對漏填報或與歷年相比數據過高者進

行電話確認，篩選填報使用量數據差異歷年平均高於或低於 50%，或

明顯高於同類型單位者，篩選出 34 個機關單位，主動以電話或電子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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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與該單位聯繫並確認問題，針對誤填之單位除協助修正其登錄資料

外，亦分析彙整能資源使用量落差原因。 

(三) 針對各部門排放量趨勢及減量措施進行分析，結合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

執行方案，對應溫管法部門別，提出節能改善對策： 

1. 固定式能源-建築大樓與設施部門：對應溫管法為住商部門。在各機

關辦公室電力使用部分，持續推動機關學校公有屋頂標租設置太陽光

電系統計畫。在燃料使用部分，建議以加強餐廳鍋爐能效為主。 

2. 固定式能源-街道照明與交通號誌：對應溫管法為住商部門。配合能

源局禁用水銀路燈政策，已汰換 2 萬盞 LED 路燈，規劃最快於 109

年底將剩餘高壓鈉燈全數汰換為 LED 路燈。 

3. 政府交通運輸部門：對應溫管法為運輸部門。建議針對公部門所使用

之運具，加強保養檢修，倘採購車輛可以電動車輛為主，同時加強宣

傳環保駕駛之觀念，減少車輛耗油。 

4. 逸散部門：對應溫管法為住商部門。考量消防安全設備的設置及平時

維護保養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且此部門排放量佔比不高，建議每年持

續追蹤補充量，不以減量為主要目標。 

5. 廢棄物部門：對應溫管法為環境部門。水務局主政「公共污水下水道

接管率」，普及率由 106 年 80.42%，提升為 107 年的 82%，除完善其

都市建設，亦可逐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6. 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對應溫管法為農業部門。推廣依環境種植合適

樹種，並建立林地面積變動機制，掌握每年森林異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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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一) 桃園市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及運用 

1. 持續辦理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 

由於目前桃園市已提出第一期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因此為了掌握

減碳成效結果，以及累積背景資料，因此應持續辦理行政轄區溫室氣

體盤查。並且進行第三方查證作業，以期讓數據具備公信力，可使用

在國際相關揭露平台上。 

2. 盤查數據依部門分析運用： 

(1) 減碳權責分工，由各局處負責達成年度減碳量 

本報告第 2、3 章說明桃園市旗艦計畫已轉型為管制執行方案，但

卻無法對應年度排放量，故建議可參考盤查結果，依各部門排放情

形分配年度減碳量，由各局處共同承擔減量責任，再由各執行機關

提出具體減碳措施、年度會議滾動式檢討，以達到減碳目標。 

(2) 減碳政策對症下藥，針對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進行管理 

前述溫室氣體盤查數據結果，加以分析各部門排放情形，並且提出

導致該部門上升及下降趨勢之細項說明，例如：105 年溫室氣體總

排放量 3,084 萬噸，以工業能源為最大宗，佔全市總排碳量 66.88% 

向下分析列管排放源：105 年 54 家列管排放源排放量，扣除 6 家

電力蒸氣業後，其他排放源占工業部門 32%、占全市總排放量 23% 

前 5 大依序為：桃煉(21%)、南亞(20%)、美光(17.3%)、友達(14%)、

華映(10%)，因此在工業能源使用持續上升的情況下，應精進相關

局處管制執行方案內容，例如：制訂管制要點，要求各廠訂定年度

減量目標(能源用電大戶應節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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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桃園市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 

而環保署於 104 年起推動城市溫室氣體盤查作業，行政轄區盤查範疇為

桃園市地理邊界內全部範圍，政府機關盤查範疇僅為市政府具有控制權的設

施、建築物或活動，盤查邊界已涵蓋於行政轄區內，各機關學校應至「城市

層級溫室氣體碳揭露服務平台」填報用電量、用油量及逸散量等，填報項目

與能源局相似。目前環保署考量「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碳揭露服務平台」已完

成階段性任務，已整併於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因此針對政府機關盤查作

業提出以下建議事項： 

1. 桃園市政府機關盤查作業始於 104 年，依環保署盤查指引進行 103 年

資源使用量填報，至本(107)年度止已進行 4 年填報作業，期間並辦理

多場次政府機關盤查教育訓練或說明會，已初步建構各局處針對溫管

法推動法制作業的認知，落實溫室氣體減量相關工作。至此政府機關

盤查已完成階段性任務，為使資源使用達最大化，建議後續可配合中

央政策或實際需求，進行政府機關相關能資源調查作業。 

2. 考量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碳揭露服務平台建置目的為促使各縣市政府了

解轄內溫室氣體排放情形，本計畫完成盤查作業後，亦配合揭露於國

際碳平台，例如：carbonn® Climate Registry (CCR)平台。因此建議中

央整併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過程中，協助匯報相關資訊，以利可持

續供民眾進行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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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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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國際事務參與 

章節摘要 

為順應國際趨勢並讓桃園市與國際接軌，本計畫蒐集臺灣其他5個直轄市有

參與或較受關注之國際環保組織相關活動或會議資訊，包括地方政府永續發展

理事會(ICLEI)、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UCLG)、C40城市氣候變遷領導小組(C40)

及全球氣候能源市長盟約(GCOM)，以及其他國際環境相關新聞平台，作為桃園

市擬定後續推動策略及行動方案之參考。 

在國際行動參與上，桃園市於107年2月已經完全符合GCOM標準，取得認

證，並參與國際碳揭露計畫中的城市碳揭露專案(CDP cities)及透過碳氣候登錄

平台(cCR)登錄桃園市碳盤查資料。 

協助參與國際競賽，提出建議並協助撰寫、整理及翻譯競賽文件，原預計

107年度參與C40城市獎，惟致本計畫結束前，C40城市獎皆無相關訊息，因此

今年無本競賽可參與；於107年12月25日完成投稿ESCI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

並依照主辦單位之意見回饋進行內容精進，預計將於108年4月公布初審結果。 

國際會議參與部分於107年6月18日～6月26日參加2018 ICLEI世界大會，並

以「桃園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為主題在會議中發表簡報，並於會後受到韓國水

原市的邀請，於107年9月16日～9月19日參與2018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在市

長對談中分享桃園邁向低碳綠色城市中如何將人本(human-centered)概念融合到

市政中與其他亞洲城市共同討論。協助內容包含行程前的規劃、資料準備、地

點及人員確認，行程中的協助活動紀錄與問題處理，及行程結束後提供出國報

告或資料。 

 

圖6-1 國際事務參與工作章節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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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國際環保行動及組織資訊蒐集 

一、 臺灣城市國際參與現況 

桃園於100年加入ICLEI組織，積極參與國際環保事務，升格為臺灣第6

個直轄市後更加積極努力提升參與程度。本計畫蒐集目前國際參與較為活躍

的臺灣城市，將其參與情形及成果整理如表6.1-1，其中針對其他5個直轄市

較為關注的項目蒐集相關新聞，藉由整合相關策略將桃園市之執行成果推向

國際舞台，拓展桃園市國際視野。 

 

表 6.1-1 臺灣城市國際參與成果表現彙整 
城

市 
加入氣候 
相關組織 登錄平台 會議參與或國際行動 國際獲獎項目 

臺

北

市 

 CityNet 
 ICLEI 
 UCLG 

 GCOM 
 CDP 
Cities 
 cCR 

 參加 COP14, 15, 17, 21-23 
 參加第 3 屆聯合國住居與城市

永續發展大會 
 參加第 3 次聯合國永續發展會

議 Rio+20 
 哥本哈根市長氣候高峰會 
 參加 2015 ICLEI世界大會 
 參加 2016 UCLG 年會 
 參加 C40 年會周邊展覽 
 2013-2016 UCLG 世界理事與執

行委員 
 參加 ISO 37120 認證 

 2014 獲選 C40 城市獎

公民票選城市特別獎 
 2015 獲亞太區智慧城

市大獎公共工程類 
 2016 獲亞太區智慧城

市大獎交通運輸類 
 2017 獲 UEA 城市獎

最佳實踐 
 2018 獲亞太區智慧城

市大獎交通運輸類及

基礎設施類 

新

北

市 

 ICLEI 
 UCLG 
 WMCCC 

 GCOM 
 CDP 
Cities 
 cCR 

 參加 COP15, 21, 23 
 參加第 3 屆聯合國住居與城市永

續發展大會 
 哥本哈根市長氣候高峰會 
 參加 2015, 2018 ICLEI 世界大會 
 參加 2016 UCLG 年會 
 2010-2013 UCLG 世界理事與執

行委員 
 ICLEI台灣區執行委員(2016-
2018)  
 2017 辦理 ICLEI RExCom 東亞

執委會 
 ICLEI東亞區執行委員(2018-
2021) 

 2013 獲 APEC 能源智

慧社區最佳案例 
 2015 年獲 CDP 評選

為全球 10 大優質城市 
 2015 獲亞太區智慧城

市大獎公共安全類 
 2017 獲亞太區智慧城

市大獎許可證/執照/
審視與分區類 
 行動方案獲選入

Sustainia 2017 Cities 
100 刊物 
 2018 獲亞太區智慧城

市大獎公共衛生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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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加入氣候 
相關組織 登錄平台 會議參與或國際行動 國際獲獎項目 

 亞洲首位取得「全球市長聯盟」

徽章核定城市 
 舉辦 2017 新北市氣候變遷與城

市轉型國際論壇 

會服務類及公共安全

類 

臺

中

市 

 CityNet 
 ICLEI 
 UCLG 

 GCOM 
 CDP 
Cities 
 cCR 

 參加 COP21 
 參加第 3 屆聯合國住居與城市永

續發展大會 
 參加第 3 次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

Rio+20 
 參加 2015、2018 ICLEI世界大會 
 2015 申請通過 TAP 計畫 
 參加 2016 UCLG 年會 
 參加 2016 亞太韌性城市大會 
 2007-2010、2013-2016 年世界理

事與執行委員 
 主辦 2017「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非政府組織」國際研討會 

 

臺

南

市 
 ICLEI 

 GCOM 
 CDP 
Cities 
 cCR 

 參加 COP17, 18, 22, 23 
 參加 2015、2018 ICLEI世界大會 
 參加 2016, 2017 韌性城市大會 
 2017 韓國水原人本城市論壇 

 2017 獲 APEC 能源智

慧社區最佳案例 - 低
碳示範城鎮金質獎 
 2 項行動方案獲選入

Sustainia 2017 Cities 
100 刊物 
 2018 獲 ICF 評選為

「全球 7 大智慧城市

」 

高

雄

市 

 CityNet 
 ICLEI 
 UCLG 
 WMCCC 

 GCOM 
 CDP 
Cities 
 cCR 

 參加 COP11-15, 17-18, 21-23 
 參加第 3 屆聯合國住居與城市永

續發展大會 
 2015, 2018 ICLEI世界大會 
 2015 申請通過 TAP 計畫 
 2015 簽署地方生物多樣性德班承

諾 
 參加 2016 UCLG 年會 
 參加 2016 亞太韌性城市大會 
 參加 WMCCC 會議 
 ICLEI local Government Climate 
LOUNGE 發表 
 ICLEI生態交通聯盟主席(2016-
2017) 
 舉辦 2016 生態交通論壇 

 2012 入圍第 1 屆廣州

國際城市創新獎 
 2018 獲得 AFHC「透

過健康城市計畫達成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創新發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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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加入氣候 
相關組織 登錄平台 會議參與或國際行動 國際獲獎項目 

 舉辦 2017 生態交通盛典 
 ICLEI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

展能力訓練中心(ICLEI KCC) 

屏

東

縣 

 ICLEI 
 100% RE 

 CDP 
Cities 
 cCR 

 參加 COP21 
 2015 ICLEI世界大會 
 2015 申請通過 TAP 計畫 
 參加 2016 亞太韌性城市大會 
 2016 與 ICLEI合作辦理「2016
屏東韌性城鄉國際論壇」 
 2017 與 ICLEI合作辦理「推動氣

候變遷調適:邁向地方轉型 100%
再生能源國際工作坊」 

 

嘉

義

市 
 ICLEI 

 CDP 
Cities 
 cCR 

 2017 韓國水原人本城市論壇 
 與 ICLEI KCC 合作舉辦「2018
永續發展指標 - 醫護專業人員研

習會」 

 2017, 2018 獲 ICF 評選

為「全球 7 大智慧城

市」 

桃

園

市 

 ICLEI 
 CityNet 
(申請中) 

 GCOM 
 CDP 
Cities 
 cCR 

 與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合作辦

理 2013, 2014「臺英低碳城市論

壇」 
 參加 COP21-23 
 參加 2015 韌性城市大會 
 參加第 6 屆西太平洋健康城市

國際研討會 
 2018 ICLEI世界大會 
 2018 韓國水原人本城市論壇 

 2013, 2017, 2018 獲

ICF 評選為「全球 7
大智慧城市」 
 2016 獲 CDP 評選為

全球 5 大優質新填報

城市 
 3 項行動方案獲選入

Sustainia 2016 Cities 
100 刊物 
 2 項行動方案獲選入

Sustainia 2017 Cities 
100 刊物 

 

二、 國際資料蒐集來源 

為掌握國際間節能減碳趨勢，建議針對其他5都有參與且目前較受關注

之國際行動、國際環保行動組織及國際宣言進行新聞蒐集，並彙整相關會議

資訊，主要資料來源包括(簡介如表6.1-2)： 

1. 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簡稱 ICLEI) 

2. 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 

(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簡稱 UC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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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40 大城市氣候領導聯盟 

(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簡稱 C40) 

4. 全球氣候能源市長盟約 

(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 Energy，簡稱 GCoM)  

除上述行動及組織外，也同步參考環保署國際環保新聞、聯合國環境署

及國際各大新聞媒體，並將彙整資料後，視需求提出加入組織或參與會議之

建議。 

表 6.1-2 國際節能減碳資訊蒐集來源 

國際組織 簡介 

地方政府 
永續發展理事會 

(International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ICLEI ) 

• 成立時間：1990 年 
• 宗旨：ICLEI是在聯合國辦理地方政府永續世界大會

時，由與會的 200 個地方政府所共同發起，ICLEI是
目前氣候保護工作上最廣為認同的城市聯盟組織，也

是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的主要諮詢協商對象。 
• 原名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簡稱 ICLEI，於 2003 年更名為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 全球設有 17 個辦公室，2012 年於高雄設立「ICLEI
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ICLEI KCC)。 

• 資料來源： http://www.iclei.org/ 

城市與地方 
政府聯盟 

(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UCLG) 

• 成立時間：2004 年  
• 宗旨：為尋求解決全球化、城市化及氣候變遷等相關

問題，透過組織性地與其他地方政府或世界組織合作

，為地方政府發聲，並提倡地方政府的民主自治及提

升其價值，於社會、經濟及環境等方面提供協助與諮

詢。 
• 資料來源：http://www.uclg.org/ 

C40 大城市 
氣候領導聯盟 

(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 C40) 

• 成立時間：2005 年  
• 宗旨：旨在因應氣候變遷，推動城市計畫以降低溫室

氣體排放和減少氣候風險，也同時提高城市居民的健

康，生活福祉及經濟機會。 
• 資料來源：http://www.c40.org/ 

全球氣候能源 
市長盟約 

(The 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 

Energy,GCOM) 
 

• 成立時間：2014 年  
• 宗旨：由全球 3 大城市組織 ICLEI、C40 與 UCLG 共

同發起，為當今世界最大城市合作聯盟。藉由承諾與

積極行動展現城市願景，並透過透明且具可信度的氣

候行動方案與成果，展現並加速擴大城市及地方層級

氣候行動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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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 簡介 

(原為全球市長聯盟

Compact of Mayors) 
• 於 2017/1/1 與歐洲市長盟約結盟組成全球氣候能源市

長盟約(The 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 
Energy) 

• 資料來源：https://www.globalcovenantofmayors.org/ 
 

除上述行動及組織外，也同步參考環保署國際環保新聞、聯合國環境署

及國際各大新聞媒體，針對與環保局業務較為相關之議題為主要蒐集的目

標。107 年共計蒐集國際新聞 203 則(參考附錄 9)，對應至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參考圖 6.1-1)，以 SDG 7 (可負擔的乾淨能源)、11 (永續城市)、12 (負責任

的生產及消費)及 13 (氣候行動)為主(詳見圖 6.1-2)；今(107)年度熱門環保新

聞議題包括再生能源、減塑、氣候行動及國際組織行動/會議，重點內容整理

如下： 

1. 再生能源： 

(1) 再生能源是全球能源格局轉型的基礎，全球有 150 多個國家制

定了促進乾淨能源相關政策，部分國家被認為是將再生能源高

比例納入其能源結構的領導者，包含乾淨能源投資或引進技術

進步，其中以中國、丹麥、肯亞、印度與冰島等 5 個國家被認

為是再生能源領袖國家。 

(2) 麥肯錫能源觀察(McKinsey Energy Insights)發布全球能源展望

(GEP)，對於 145 個國家 28 個行業的能源進行相關預測評估，

報告指出雖然在未來十年中建設可再生能源比經營現有石油或

天然氣發電廠更為經濟，但實現巴黎協定目標所需的減碳量仍

是目前全球成果的兩倍多。 

(3) 國際再生能源機構(IRENA)鼓勵企業設定再生能源目標，目前

國際間的再生能源發展正在由政府補助轉向私部門資助，雖補

助減少使再生能源設置增長趨緩，但能源儲存共地的計畫仍是

未來的一大商機，此外報告還發現太陽能灌溉系統可改善食安

問題。 

(4) 英國政府為氫燃料基礎建設提供數百萬英鎊資金，殼牌(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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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推出新的加氫站，證實殼牌致力於將氫氣作為英國未來

運輸系統的重要燃料的努力。 

(5) 美國紐約州州長曾在今年 1 月宣布將於 2030 年將離岸風電產能

擴大，6 月美國能源部宣布將投入 1850 萬美元的資金，並選定

由紐約州負責東海岸離岸風電研究發展。 

(6) 英國政府正式拒絕了開發商 TLP 的開發補助計畫，雖此開發計

畫有助於威爾士地區增加就業機會與開發，但英政府認為有更

為便宜的再生能源(如：離岸風電)可以做為替代。 

(7) 西班牙在 2050 年預計可轉向 100%的再生能源。 

(8) 英國則在 11 月執行了第一個地熱發電的鑽探計畫。 

2. 減塑： 

(1) 印度主辦 2018 年的世界環境日，印度的回收率在世界名列前

茅，並且有恰當的處置來幫助解決塑膠汙染問題，於印度辦理

活動將提升塑膠廢棄物相關的環保意識並尋找減少一次性塑料

的解決方法。 

(2) 北極海冰中發現的微塑膠顆粒量破紀錄，許多國家積極想解決

塑膠廢棄物的問題。 

(3) 5 月歐盟委員會公布將要限制一次性塑膠的使用，歐美許多國

家或城市也提出自己的減塑策略或政策，譬如禁止塑膠吸管、

重視海洋塑膠垃圾問題、課塑膠稅…等，產業界也有呼籲塑料

回收、減少產生塑膠垃圾的聲音。 

(4) 聯合國配合世界地球日發布了關於塑膠污染的環境報告，指出

塑膠袋禁令是緩解問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除各國政府重視此

一問題外，國際大型企業公司亦積極展開減塑行動。 

(5) 中國大陸於 10 月宣布禁止廢棄物進口的政策，泰國為阻止因

中國大陸廢棄物禁令而流入東南亞進口的垃圾，宣布西元 2021

年之前停止進口塑膠廢棄物的計畫，而英國苦於受到廢棄物接

收國實施進口禁令的影響，塑膠回收每年使地方議會額外支出

50 萬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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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氣候行動： 

(1) 全球第一個城市層級排放交易計畫「東京碳交易計畫」運營 7

年後，採取積極的能源效率措施，繼續實現溫室氣體減排。 

(2) 印度德里是全球污染最嚴重的首都，該市近期的政府預算案中

提出 26 項新計畫，以清理國家首都轄區的空氣。新計畫包括

在國營交通車隊增加 1 千輛新的全電動公車，進一步補貼電動

車、鼓勵餐廳與小飯館以電爐或瓦斯烤箱取代燃煤烤箱、LED

路燈，以及鼓勵居民與農業用戶安裝太陽能發電等措施。 

(3) 部分國家或城市持續提出更有野心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有報

告指出如果這些困難的氣候目標都能成功，所能避免的全球災

害相當於節省約 30 兆元。 

(4) 根據 2017 年氣候保護報告顯示，以德國目前的努力至 2020 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減少 32%，與 1990 年水平相比，達不到預

期目標的 40%，8%的差距的據稱來自意外的經濟和人口增長。 

(5) 荷蘭發明者與企業合作所推出的海洋清理系統，該系統已進入

測試階段，目標是於 5 年內清理 50%太平洋中高達 80,000 噸的

塑膠廢棄物，回收回來的塑膠可進行再利用並透過這些資金提

供未來其他海洋清理計畫的資金。 

(6) 美國在 2016 年川普總統上任後便揚言要退出巴黎協定，11 月

份於阿根廷舉行的 G20 峰會上也再次重申美國退出巴黎協定，

美國國內民眾也拒絕了阻止碳排放污染的計畫。美國川普政府

對於氣候變遷警告的忽視，對於國際社會實踐巴黎協定的影響

，後續值得關注。 

4. 國際組織行動/會議： 

(1) ICLEI 會員每 3 年重選區域執行委員會(RexComs)成員，並由區

域執行委員代議選出全球執行委員會，2018-2021 ICLEI區域執

行委員會已選出各地區的新領袖，49 名經會員選任的領袖將代

表區域內所有 ICLEI會員，參與 ICLEI政策的制訂。 

(2) 4 月份在德國波昂舉行韌性城市大會，全球的市長及城市規劃



第六章 國際事務參與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9 

者指出城市發展韌性時需考量的 4 個重點：氣候政策與都市發

展的連結、各層級政府及利益關係者的合作行動、講求科學證

據的政策、資訊開放與交流。中小企業通常佔國家經濟的一大

部分，尤其在發展中國家佔比更可能高達 90%，因此政府可以

多加與中小企業合作，更能深入在地價值。 

(3) 6 月於加拿大蒙特婁舉行的 ICLEI 世界大會，主要針對永續發

展相關的議題回顧會員城市努力的成果並進行交流，會議內容

包括循環經濟、生態交通、低碳發展、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等多項主題，並於大會期間公布新版的 ICLEI 城市時代願景

「ICLEI 蒙特婁承諾和策略願景」，期望全球城市可以因地制

宜的規畫屬於地方特色的執行方法與目標，讓全球更多城市可

以實現氣候中和的目標。 

(4) 9 月於美國舊金山舉行的第一屆全球氣候行動峰會，該峰會聚

集世界各地不同城市與地區的地方政府領導人、民選代表、企

業 CEO 等參加，這些政商領袖代表於峰會期間做出相當多的

氣候行動承諾，對於國家政府不夠積極或明確的氣候行動態度

帶來相當的壓力，也讓大家更加關注與期望將在今年底即將到

來的 COP24 會議，全球國家代表會推出何種的「巴黎協定」的

規則手冊以及各國的自主承諾貢獻是否能夠達到巴黎協定的目

標。 

(5) 10 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了一份新的

令人震驚的報告「SR15」。報告指出，如果全球變暖繼續以目

前的速度增長，預計全球氣溫上升在 2030~2052 年間就會達到

1.5 攝氏度。IPCC 是聯合國主持下的主要政府間機構，負責評

估與氣候變化有關的科學及其影響和潛在的未來風險以及可能

的應對方案，這份報告將成為 12 月在波蘭卡托維茲舉行的聯

合國氣候變化會議 COP24 的重要科學投入。 

(6) 12 月在波蘭卡托維茲舉行的 COP24 為每年最受注目的國際氣

候會議，今(107)年的會議通過了《巴黎協定》的指引細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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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手冊)，旨在實現《巴黎協定》目標，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

在 2℃以內。受到美國、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等國家拒絕接

受 IPCC 所提出的最新氣候研究報告(SR15)，以及澳洲代表參

與了美國主辦推崇「更潔淨和具能源效率」的化石燃料的週邊

會議，對於《巴黎協定》的規則手冊制訂造成了阻礙，原訂於

14 日結束的會議，延遲到 16 日凌晨各國才協議出「巴黎協定

工作計畫」(俗稱規則手冊，PAWP)的部分內容，並產出「卡

托維茲文件」(Katowice Package)，目前的細則包含了國家對減

碳成果的量測、申報與驗證(MRV)機制，而碳交易市場機制以

及國家如何提高現有的減碳承諾等議題則待明年 COP25 接續討

論。明(2019)年 COP25 預計將在智利舉行。 

 

 

圖6.1-1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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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2 107年蒐集之國際新聞對應SDGs面項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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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國際行動參與 

除了協助蒐集國際組織及行動相關資訊外，本計畫於 107 年已協助桃園市通

過全球氣候能源市長盟約(GCOM)四階段的認證，並協助於國際碳揭露計畫(CDP)

與碳氣候登錄平台(cCR)填報桃園氣候行動及盤查資訊等，將桃園市執行環保行

動公開，與國際持續進行互動交流，增加曝光度。 

 

6.2.1 全球氣候能源市長盟約(GCOM) 

一、 全球氣候能源市長盟約背景介紹 

前身由全球三大城市網絡組織 UCLG、C40 及 ICLEI 於 103 年 9 月

23 日共同發起，成立全球市長聯盟(Compact of Mayors，簡稱 COM)，藉

由結合對氣候變遷有共同遠景之市長形成聯盟型式，致力於溫室氣體減

量、減緩氣候變遷及推動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目標在國際重要氣候

談判會議中發揮城市影響力，使氣候變遷執行主導者由國家漸變為城

市。 

106 年 1 月 COM 與歐洲市長盟約(Covenant of Mayors)整合為全球氣

候能源市長盟約(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 Energy，簡稱

GCOM)，透過整合兩大國際性城市聯盟，使各地方政府更容易展現其氣

候變遷相關行動計畫及執行成果，方便城市間交流比較與互相檢視，也

更進一步推動國際間的合作。GCOM 的加入程序與原本 COM 加入方式

相同，任何地方政府均可申請加入。 

整體 GCOM 徽章分為 4 個階段：承諾(第一階段)、盤查(第二階段)

、目標(第三階段)以及行動(第四階段)，簽署後的城市將有三年的時間來

執行計畫，包括盤查與風險評估，以便提出減量與調適目標及後續之行

動方案，加入程序及各階段登錄內容如表 6.2-1。GCOM 的官方合作單

位有國際碳揭露計畫(CDP)與碳氣候登錄平台(cCR)，城市可選擇透過其

中一個平台登錄加入 GCOM 所需之資料。當城市符合所有的標準，獲得

聯盟核定的最後徽章，市長也將正式成為「全球氣候能源市長盟約」一

份子，之後若要繼續維持「全球氣候能源市長盟約」身分，需定期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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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量，持續更新減量與調適行動成果。 

 

表 6.2-1 全球氣候能源市長盟約第二至四階段應登錄內容 

登錄 
項目 

第二階段 
盤查 

第三階段 
目標 

第四階段 
計畫 

其他要求 

減緩 

 登錄固定式

能源、境內

交通之 CO2
排放量 

 其他排放部

門及溫室氣

體種類

(HFCs、
PFCs、SF6
、NF3)若可

取得所需數

據，亦鼓勵

盡早完整登

錄 

 登錄並揭

露各排放

部門活動

數據 
 登錄城市

減量目標

(含基準年

、目標年

度、減量

標的之溫

室氣體種

類與排放

源) 

 登錄固定式能源、境

內交通及廢棄物之

CO2、CH4 及 N2O 排

放量(以 CO2e 表示) 
 登錄 5 年內完成或更

新的城市氣候行動計

畫，包含： 
(1)政治承諾 
(2)城市願景與目標 
(3)背景脈絡 
(4)溫室氣體排放基線 
(5)BAU 排放推估 
(6)減量目標 
(7)減量執行計畫 
(8)成效監控計畫 

 使用 GPC 執行

城市盤查，並報

告各部門/範疇

別排放量及總量 
 城市盤查結果建

議每 3 年完整更

新 1 次；若當年

度無更新，仍須

說明數據品質提

升方式及資料缺

口 
 每次登錄盤查年

度不得超過登錄

年度 3 年以上 

調適 

 報告城市現

在及未來可

能遭遇的城

市氣候災害 

 執行城市

氣候變遷

風險和/或
脆弱度評

估 

 完成城市氣候變遷調

適計畫，內容應包

含：(1)政治承諾、(2)
減少氣候變遷災害或

提升居民利益的行動

、(3)跨部門參與、(4)
成效檢視機制等 

 參考 C40 公布

之城市氣候災害

分類標準，完成

城市氣候災害報

告 

 

二、 桃園參與歷程 

桃園於 104 年開始評估參與全球市長聯盟，105 年由本團隊協助申

請加入聯盟，由市長簽署承諾書，獲得第一階段「承諾」徽章，並於

105 年底提交首版資料，資料內容主要包括溫室氣體盤查結合第 3 方驗

證、風險回報及桃園市旗艦計畫…等，提供給碳氣候登錄平台(cCR)工作

小組檢視審查；106 上半年 3 月接獲初步審查結果，依審查意見更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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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內容，並補充詳細盤查方法學及活動數據等之佐證文件； 107 年 1 月

彙整完成的「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及「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

計畫」填寫第三、四階段內容送出完整 GCOM 文件並積極追蹤審查結果

，也協助與審查單位溝通，解釋桃園資料細節；cCR 工作小組於 107 年

2 月通知桃園市完全符合 GCOM 標準(參與流程整理如圖 6.2-1)，取得所

有徽章(如圖 6.2-2)。 

 

 
圖6.2-1 桃園市參與GCOM整體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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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2 GCOM網頁揭露桃園資訊 
 

三、 GCOM 城市與地方政府需求調查 

為更深入瞭解全球城市在應對氣候變遷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GCOM 今(107)年度發送一項 GCOM 需求評估-城市和地方政府調查問卷

(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Needs Assessment - City and Local Government 

Survey)邀請各會員城市填寫，內容除基本資料調查外，問卷以城市對於

氣候行動承諾的認知以及執行氣候行動所需要的條件或偏好為主要核心

題目；本團隊已於 7 月初協助完成各項內容填寫及回傳，協助提供地區

政府的支持與見解，後續將持續追蹤相關結果分析，藉此掌握國際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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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協助辦理城市碳揭露計畫(CDP Cities) 

一、 城市碳揭露計畫背景介紹 

國際碳揭露計畫(CDP)係於 91 年由國際主流法人投資機構發起成立

，目的在鼓勵企業進行碳排放量揭露，協助企業評估氣候變遷所造成之

風險與機會，並提供外部投資者參考依據。99 年 11 月 CDP 成立「城市

碳揭露計畫」(CDP Cities)，以「城市」為單位，每年進行全球城市溫室

氣體調查，透過邀請填寫問卷，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項目的碳排放數據

來源，城市碳揭露專案小組將對各城市提交之資料進行分析，並於每年

下半年發布 CDP Cities 全球報告評析、全球城市摘要報告及相關主題報

告，給予全球利害關係人審視，促使城市與其他城市、投資者、商人及

保險業者針對永續經營及氣候變遷議題進行交流。統計至 106 年結果，

全球已有 573 個城市及超過 6,300 個企業於 CDP 平台填報碳數據。 

二、 桃園參與現況 

105 年 3 月底桃園受 CDP Cities 亞太區城市關係主任邀請加入，首

次完成溫室氣體調查填報，更獲得 CDP 的肯定被選入 105 年 5 大最佳新

填報城市；106 年本團隊 2 度協助填報 CDP 問卷，除了因填報當時調適

計畫尚未蒐集完成之外，其餘各方面都不低於東亞平均，尤其在地方政

府溫室氣體盤查管理及水資源方面更達到最高等級完整性，比較圖如圖

6.2-3。 

107 年 CDP 的城市調查問卷改為線上填報，本團隊已 107 年於 8 月

13 日協助完成，填報內容參考附錄 10，填報完成畫面如圖 6.2-4。而針

對今(107)年度的填報內容，城市碳揭露專案小組對各城市提交之資料進

行的分析報告預計將於 108 年初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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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3 106年桃園填報CDP完整度比較圖 
 

 

圖6.2-4 107年CDP問卷填報完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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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協助辦理碳氣候登錄平台(cCR) 

一、 碳氣候登錄平台背景介紹 

碳氣候登錄平台 (cCR)原名為城市氣候登錄平台 (Carbonn Cities 

Climate Registry，簡稱 cCCR)為 2010 年在 ICLEI組織及墨西哥市的支持

下發展完成，並交由德國波昂的行動中心來執行(Bonn Center for Local 

Climate Action and Reporting，簡稱 Carbonn.)，目的為透過平台揭露機制

透明化地方行動，來促進城市交流學習，協助城市進行更進階之碳管理

，至今已成為國際地方氣候行動最大的資料庫。103 年 5 月更名為 cCR

，此標示著碳氣候登錄平台將從城市擴展到國家、省、州及區域。 

二、 桃園參與現況 

105 年桃園透過 cCR 平台上登錄碳氣候資訊，同時申請加入了全球

氣候能源市長盟約(GCOM)，本團隊已於 106 年 11 月協助將完整資料，

包括桃園市的溫室氣體盤查、減緩及調適目標、氣候行動…等，依照

cCR 之填報表格進行彙整與填報，並於 107 年 2 月獲得完全符合 GCOM

標準，可在 cCR 網頁上查詢桃園填報相關數據與行動計畫(如圖 6.2-5)。 

107 年本團隊也協助更新 cCR 相關數據填報，在溫室氣體盤查資料

的部分，我國縣市盤查指引是參酌國際標準，並使用各地方政府已完成

盤查之相關案例及經驗來修訂，因此部分部門別分類與全球市長盟約

(GCOM)官方指定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方法之 GPC 有所差異，故本計

畫將對照縣市指引與 GPC 部門排放源內容進行調整，已於 107 年 11 月

29 日完成 cCR 填報內容更新，並提送工作平台審查，包括城市基本資訊

更新、更新溫室氣體盤查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等佐證資料，填報表格參

考附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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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5 cCR平台城市資訊 
 

 

圖6.2-6 107年cCR離線填報表格(以地方政府GHG盤查頁面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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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協助國際競賽投稿 
透過於國際競賽投稿的機會，向國際展現本市在城市營建上的成果，除

了增加城市能見度和促進國際城市間的交流外，同時也是能促進實質的技術

學習或是合作機會之重要方式之一，協助桃園市爭取發表機會，以下針對今

年辦理過程說明。 

 

一、 資料蒐集 

本團隊蒐集 107 年及 108 年國際環保相關城市競賽獎項資訊，並彙

整競賽重要資訊如表 6.3-1。以下針對本年度規劃參與的獎項以及未來可

持續關注的獎項進行說明： 

1. C40 城市獎 

C40 城市獎 (C40 Cities Awards)是由大城市氣候領導聯盟(C40)及

彭博慈善基金會合辦，自 102 年首屆以來，讓具有關鍵作用的城市受

到國際間的認同，扮演全世界氣候變化措施的主導力量，並展示成功

的案例，使其他城市得到啟發。獎項分類每年不同，106 年分為城市

能源、城市運輸、城市零廢棄物、城市行動及明日城市，又因美國總

統川普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有感美國氣候行動的急迫性，106 年

各類別皆為一個國際得獎城市及一個美國得獎城市。 

C40 從 104 年開始與國際組織 Sustainia 和 Realdania 合作發行

Cities100 刊物，追求要識別、分析並交流最具開創性的氣候變遷解決

方案，成為政策、計畫及專案的指引。申請者相當於同時向 C40 城市

獎及 Cities100 投稿，提供申請者兩次獲認可的機會。106 年約在 4 月

末公布當年度的申請時程，5 月截止投稿，8 月宣布 Cities100 結果，

12 月宣布 C40 城市獎得獎名單。107 年本團隊從計畫執行初期便持續

關注獎項資訊，並主動去信詢問 C40 城市獎辦理小組，至 8 月底 C40

皆未公布今(107)年度獎項辦理相關訊息，且計畫執行期間本團隊多次

以信件詢問均未獲的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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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SCI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APEC) 

ESCI 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Energy Smart Communities Initiative 

Best Practices Awards)，由 APEC 亞太經合會舉辦，起源是「能源智慧

社區倡議知識分享平台(ESCI-KSP)」。此平台提供 APEC 會員體展現

能源智慧相關政策研究、會議資訊及優良案例，作為知識與資訊交換

之平台。為鼓勵積極發展創新解決方案、引領前瞻性思維與創新策略

，並強化經驗之分享與知識交流，台美雙方於 102 年開始舉辦第一屆

APEC 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評選，每 2 年舉辦一次。獎項分為智慧

運輸、智慧建築、智慧電網、智慧就業與消費及低碳示範城鎮 5 類，

各類別分別選出金獎及銀獎，篩選過程中策略佔 30%，措施 40%，執

行 30%。 

依經濟部能源局 107 年 5 月下旬至香港參與 APEC 會員會議討論

結果，已於今(107)年 11 月公布 APEC 獎項競賽辦法，報名申請於 108

年 3 月底截止，108 年 4 月底完成初步審查，108 年 7 月公布得獎名單

，並於 108 年下半年於智利舉行的第 58 屆 APEC 能源小組工作會議進

行(58th meeting of APEC Energy Working Group in Chile)頒獎。 

 

3. IDC 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 

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 (Smart City Asia Pacific Awards，簡稱

SCAPA)由國際數據公司(IDC)每年主辦，旨在確定智慧城市的最新趨

勢及解決亞太地區城市、地方政府及其資訊與通信科技(ICT)供應商面

臨的挑戰。SCAPA 獎分 12 項智慧城市電子服務，包括有：市政管理

、公民參與、數位公平與可觸及性、教育、公共健康與社會服務、公

共安全、智慧建築、智慧水務、永續建設、旅遊-藝術-圖書館-文化-開

放空間、運輸、城市規劃和土地利用。 

SCAPA 獎所有入圍者將對民眾開放公開票選，公眾票選佔最後

評選結果的 50%，另一半則會根據內部評估結果(IDC 研究團隊 25%

，諮委會 25%)決定得獎者，IDC 將在 14 項各選出一位贏家。107 年

投稿已於 3 月 29 日截止，主辦單位現已開放 108 年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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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EA 城市獎 

UEA 城 市 獎 (UEA City Award) 由 城 市 環 境 協 議 (Urban 

Environmental Accords，簡稱 UEA)主辦，根據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聯

合制定的「城市環境評估指數」進行，旨在監測和評估候選城市於各

面向的自發性環境行動成果。獎項分綠色治理、環境評估及最佳實踐

三類，每類別各自有評估的辦法： 

(1) 綠色治理：依利害關係人對綠色治理的認知進行調查評估。 

(2) 環境評估：以測量、評估、報告和驗證等，評估執行成效。 

(3) 最佳實踐：根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評估城市在環境、

社會和經濟領域上發展的努力。 

UEA 城市獎與 UEA 高峰會同時進行，僅開放會員城市投稿。城

市獎於 106 年第一次辦理，107 年再次開放投稿，108 年將舉辦第 2 屆

，依此以 2 年為單位舉辦。截至本計畫結束，UEA 皆未公布 108 年度

獎項投稿相關訊息。 

 

表 6.3-1 國際城市競賽彙整表 
獎項

名稱 主辦單位 獎項分類 篩選準則 
/過程 

實質 
獎勵 

台灣(城市) 
參與背景/備註 

C40 城
市獎 

C40 城市小組

與 Sustainia  合
辦 

1. 城市能源 
2. 城市運輸 
3. 城市零廢棄

物 
4. 城市行動 
5. 明日城市 

1. 氣候行動成就 
2. 創新性 
3. 計畫的協同效

益 
4. 良好的城市領

導與治理能力 
5. 計畫的可重復

性及可擴大性 

無 

 2014 年台北市獲「空

氣品質」項目全球公

民票選城市特別獎 
 2016 年桃園市 3 項計

畫獲選入 Cities100 
 2017 年桃園市 2 項、

新北市 1 項、台南市

2 項計畫獲選入

Cities100 

APEC
能源智

慧社區

最佳案

例 

亞太經合會

(APEC) 

1. 智慧運輸 
2. 智慧建築 
3. 智慧電網 
4. 智慧就業與

消費 
5. 低碳示範城

鎮 
各類別頒發金

銀獎 

1.策略 30% 
2.措施 40% 
3.執行 30% 

無 

 2013 新北市獲低碳示

範城鎮銀獎 
 2015 交通部獲智慧運

輸金獎 
 2015 屏東縣獲智慧電

網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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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名稱 主辦單位 獎項分類 篩選準則 
/過程 

實質 
獎勵 

台灣(城市) 
參與背景/備註 

IDC 亞

太區智

慧城市

大獎 

國際數據公司

(IDC) 
共 12 項電子

服務類別 

獎項分 6 階段 
1. 分析排名 
2. 公開投票 
3. 國際顧問委員

會投票 
4. 彙集投票結果 
5. 公布得獎者 
6. 發表報告 

無 

 新北市曾於 2015、
2017、2018 獲獎 

 台北市曾於 2015、
2016、2018 獲獎 

第二屆

UEA 城

市獎 

城市環境協議

(UEA) 

1. 綠色治理 
2. 環境評估 
3. 最佳實踐 

1. 依利害關係人

之認知進行調查

評估 
2. 依測量、評估

、報告和驗證等

步驟評估執行成

效 
3. 永續發展目標 

無  台北市於 2017 獲得最

佳實踐獎 

 

二、 競賽投稿 

1. C40 城市獎 

本團隊於 105 年及 106 年，曾兩度協助桃園市投稿 C40 城市獎，

並分別於 105 年及 106 年共有 3 項及 2 項被遴選入 Cities100 刊物，顯

示桃園市綠色城市作為在國際中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與肯定。 

106 年約在 4 月末公布當年度的申請時程，本團隊從計畫執行初

期便持續關注獎項資訊，並主動去信詢問 C40 城市獎辦理小組，至 8

月底 C40 皆未公布今(107)年度獎項辦理相關訊息，且計畫執行期間本

團隊多次以信件詢問均未獲的回覆，惟致本計畫結束前，C40 城市獎

皆無相關訊息，因此 107 年無本競賽可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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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1 入選Cities100刊物方案 
 

2. ESCI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APEC) 

規劃協助桃園投稿 3 項 ESCI 能源智慧社區倡議(APEC)獎項：智

慧電網、智慧就業與消費、低碳示範城鎮，前 2 個獎項以農博基地為

主進行投稿： 

1. 智慧電網： 

(1) 主題：「科技農博-智慧運用」 

(2) 投稿內容：於農博園區建置微電網，將整體再生能源、電力使

用進行紀錄，再搭配農業應用特色(例如：溫室控溫系統)鋪

陳。 

(3) 投稿亮點：透過用電發電紀錄，隨時調整異常用電情形，讓園

區發電量大於用電量，並且導入無人車及電動車運用，讓運輸

工具更科技。 

2. 智慧就業與消費： 

(1) 主題：「綠色農博-環境教育」 

(2) 投稿內容：農博有「循環經濟」、「綠色生活」、「地景藝術

」、「科技農業」四大主軸，搭配來訪民眾在參觀及消費過程

，如何瞭 4 大主軸所要傳達之環境教育意義彙整；另外也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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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未來轉型運用(環境教育基地)。 

(3) 投稿亮點：4 主軸個別環境教育主題，一次性的活動如何轉型

為永久環境教育示範基地。 

3. 低碳示範城鎮： 

(1) 主題：「空間善利用-綠能再突破」 

(2) 投稿內容：市府近年來積極發展綠能，在太陽能部分，以完整

政策推動，針對公有房舍屋頂，在無安全疑慮前提之下要求轄

下機關學校全面裝設太陽能系統；私有房舍部分提供補助，鼓

勵民眾裝；環保科技園區全設置；最後評估既有閒置空間(例

如：衛生掩埋場或埤塘)進行活化設置，自升格直轄市後太陽光

電系統已設置超過 23 MW，年發電量約 2,250 萬度。 

(3) 投稿亮點：市府政策一條龍，建立桃園成為台灣北部縣市，最

大太陽光電發電基地。 

因 2018 年獎項辦理期程跨年度，於 107 年 11 月公布 APEC 獎項

競賽辦法，本團隊已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協助完成線上投稿「綠色農

博-環境教育」(投稿畫面見圖 6.3-2)，並收到主辦單位的意見回饋，本

團隊將持續協助針對可精進內容修改。該獎項報名申請將於 108 年 3

月底截止，108 年 4 月底完成初步審查，108 年 7 月公布得獎名單。 

 



「107 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期末報告 

6-26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圖6.3-2 ESCI能源智慧社區倡議獎項投稿 
 

 
三、 明年會議蒐集及協助投稿 

因國際競賽多與國際會議或研討會合併辦理，因此本團隊近幾年業

務執行過程，初步認為可以將投稿目標設定在國際會議上可以進行發表

的機會，而國際會議或研討會常有每隔 2 年舉辦之期程安排，或投稿及

申請註冊時程跨年度的情形，因此本團隊於今年優先蒐集 108 年及 109

年已知國際環保、氣候相關會議資訊彙整資訊於表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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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2 108 年及 109 年國際氣候相關組織會議、研討會彙整 

會議名稱 日期 地點 主辦單位 發表機會 會議主題 重點期程 備註 

2019 韌性城市大會 
Resilient Cities 2019 

6/28 
｜ 

6/29 

波昂 
(德國) 

• ICLEI 
• 波昂市政

府 

• 會議 
• 工作坊 
• 小組討

論 
• 海報 

• 為韌性鋪路-
融資與財務 

• 推進韌性 
• 韌性創新 
• 建立韌性社會 

• 107/11/16 投稿

截止 
• 108/2 公布結果 
• 108/4/3 前享 
早鳥報名優惠 

• ICLEI年度重要會

議 
• 本次為第 10 屆將擴

大舉辦 

2019 亞太城市峰會

與市長論壇 
2019 The Asia 
Pacific Cities 

Summit (APCS) and 
Mayors' Forum 

7/7 
｜ 

7/10 

布里 
斯本 

(澳洲) 

布里斯本 
市政府 • 會議 

• 城市創新 
• 城市連結 
• 城市宜居 
• 城市永續 

• 108/3/30 投稿

截止 
• 108/4/26 公布

結果 
• 108/5/29 講者

註冊截止 

• 每 2 年舉行 
• 連接城市、商業、

工業和新興領導者

，建構地區城市議

程的重要平台 
• 市長論壇為邀請制 

2019 生態城市峰會 
Ecocity World 
Summit 2019 

10/7 
｜ 

10/9 

溫哥華 
(加拿大) 

• Ecocity 
Builders 

• BCIT 
• 溫哥華市

政府 

• 會議 
• 海報 

• 社會正義和生

態永續發展城

市 
• 氣候行動 
• 循環經濟 
• 永續續發展的

非正式解決方

案 

• 108/4/1 投稿截

止 
• 108/6/3 公布結

果 
• 108/6/14 前享

早鳥報名優惠 
• 108/9/1 註冊截

止 

• 1990 年起每 2 年舉

辦 
• 目的為解決與自然

平衡的城市建設問

題 
• 本次重點關注國際

生態城市標準(IES) 

2019 城市環境協議

峰會 
2019 UEA Summit 

10/23
｜ 

10/25 

蘇門 
答臘 

(印尼) 
• UEA 未公布 永續、 

智慧城市 未公布 

• 每 2 年舉辦 
• 將辦理第二屆 UEA
城市獎(台北市曾獲

第一屆最佳實踐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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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日期 地點 主辦單位 發表機會 會議主題 重點期程 備註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

要公約第 25 屆締約

國大會 (COP 25) 
UNFCCC COP 25 

11/11 
｜ 

11/22 
智利 聯合國 未公布 未公布 

申請觀察員資格

已於 107/8/31 截

止 

作為 2020 年正式實

施《巴黎協定》前的

總檢視，預計將是規

模盛大的氣候大會。 

2020 世界城市峰會 
World Cities Summit 

2020 

109 
7/5 
｜ 
7/9 

新加坡 
新加坡宜居

城市和城市

重建局 
未公布 未公布 未公布 

• 每兩年舉行 
• 討論解決宜居和永

續的城市挑戰，分

享城市經驗並建立

新的伙伴關係 
• 包含李光耀世界城

市獎、年度市長論

壇和青年領袖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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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桃園市為 ICLEI 會員城市之一，加上今年參與 3 年 1 次的世界

大會後，桃園市立即受邀至韓國水源市參與人本論壇，顯示會議過程受

到部分城市矚目，為使 108 年會議得以有類似效果，因此本團隊向業務

單位建議參與 2019 ICLEI 韌性城市大會，經取得同意後，於 107 年 11

月 16 日前協助桃園市環保局、工務局及水務局完成 2019 韌性城市大會

投稿(見表 6.3-3 及圖 6-10)。韌性城市主辦單位預計 108 年 2 月將會公布

投稿篩選結果。 

 

表 6.3-3 2019 韌性城市大會桃園市投稿內容 
項次 局處 投稿標題 投稿形式 

1 環保局 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 
Taoyuan Developing into a Low-Carbon Green City 

海報展示 

2 環保局 
桃園埤塘於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應用 
The Applications of Taoyuan’s Ponds i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ion 

專題簡報 

3 工務局 
桃園市推動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 
Taoyuan City Promoting Application of Recycled 
Aggregate on Public Constructions 

海報展示 

4 工務局 桃園市埤塘活化再生 
Pond Reactivation in Taoyuan City 

海報展示 

5 水務局 
桃園市智慧防災策略與發展 
Taoyuan City’s Smart Disaster Prevention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海報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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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3 2019韌性城市大會投稿確認信(以環保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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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協助辦理出國考察 
國際會議的參與，除提供蒐集國際行動、資料蒐集的捷徑外，同時提升

桃園在國際上發表機會，此外，參與會議期間與其他國際城市或組織代表交

流，更是增加本市與國際間實質互動的良好機會，有助於深入了解國際城市

的推動想法、歷程及整體配套措施，做為桃園之借鏡。本計畫協助辦理業務

單位指定出國地點之低碳、綠色或韌性城市或實績參訪，執行流程如圖 6.4-1

，詳細說明如後文。 

提供相關
參訪建議

確認年度
參訪行程

相關行程
及人員

細節確認

出國手續
協助辦理提報出國

企劃書

參訪行程
(或國際會議)

辦理前

參訪行程
(或國際會議)

辦理中

協助辦理
當地旅宿

當地地陪
或隨行

導遊協助

開始參訪行程
(或國際會議)

行程結束
歸國

問題紀錄
及處理*

回報參訪
人員及

主辦單位

臨時需求/或不可抗因素

順利

參訪行程
(或國際會議)

辦理後
訊息轉載：
1.市府官方網站
2.節能減碳行動網

30日內提交
出國報告

隨時
回覆

重大活動
登錄表*

相關參訪
地點申請

*需市府一級
主管出席時

重大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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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1 國外交流行程辦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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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於年初彙整了 107 年國際間較重要的會議活動如表 6.4-1，建議規

劃出國考察搭配國際相關重大活動或是會議，爭取發表機會，提升桃園市在

國際上發表的次數及經驗。今(107)年本團隊協助於 6 月份參與 2018 ICLEI世

界大會，期間桃園受到韓國水原市的代表關注，因於世界大會期間兩市代表

未有充分時間進行交流，韓國水原市於 7 月底時透過 ICLEI KCC 與桃園接洽

，邀請桃園市參與 9 月於水原市舉行之第三屆「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進行交流，本團隊亦協助辦理會議

相關事項與出國期間各項庶務。另由於本(107)年度 COP24 會議辦理比預估

規模小，相關會議訊息公布亦不明確，加上桃園並無固定的 COP 會議通行證

來源，過往參與主要透過 ICLEI 申請，或透過參與週邊會議獲取通行證，直

至 107 年 11 月才確認 ICLEI 組織並無參與本次 COP24 會議，也沒有以地方

政府為主要參與對象的週邊會議，故與業務單位討論過後，建議不參與

COP24 會議。本團隊於今(107)年協助之出國行程為 2018 ICLEI 世界大會

(ICLEI World Congress 2018)與 2018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以下將分別說明行程辦理細節。 

表 6.4-1 107 年國際氣候相關組織重要會議彙整 

日期 會議 地點 

02/26 2nd Annual Women4Climate Conference 
第 2 屆年度女性及氣候會議 

墨西哥 
墨西哥市 

04/26-
04/29 

Resilient Cities 2018 
2018 韌性城市大會 

德國 
波昂 

06/19-
06/22 

ICLEI World Congress 2018 
2018 ICLEI 世界大會 

加拿大 
蒙特婁 

09/17- 
09/18 

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2018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韓國 
水原 

10/30-
10/31 

13th Global Forum on Human Settlements 
第 13 屆全球人居環境論壇 

泰國 
曼谷 

12/03-
12/14 

COP 24 
第 24 屆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 

波蘭 
卡托維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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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參與2018 ICLEI世界大會 

不同於聯合國主辦的 COP 會議以國家層級來討論永續議題，ICLEI 組織

主要透過地方政府層級推動永續發展，每 3 年舉辦一次的 ICLEI 世界大會

(ICLEI World Congress)，便是以會員城市為主角，提供會員城市見面及交流

的機會，藉此檢視全球所有會員城市 3 年來在各環保議題上的努力與回顧，

同時也讓來自全球各地的市長、地方政府官員、國際組織代表、國家級政府

單位及贊助者，在會中進行資訊交流，並辦理實地參訪及各城市實踐成果展

覽，ICLEI世界大會近期會議主題如表 6.4-2。 

本計畫於 2018 ICLEI 世界大會參與之行程前、中、後期，協助資訊蒐集

、行程規劃、翻譯聯繫、報告撰寫等事項，將於後文詳述。 

 

表 6.4-2 近 3 屆 ICLEI 世界大會主題及台灣城市參與情形 

時間 地點 會議主題 參與城市及參與活動 

2018 加拿大 
蒙特婁 

 大會主題 
1. 共創與協作夥伴治理 
2. 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3. 包容與和解 
4. 永續採購 
5. 循環與社會經濟 
6. 生態交通 
7. 低碳發展 
8. 健康永續的生活及社區 
9. 韌性 
10.  

 發布「ICLEI蒙特婁承諾
和策略願景 2018-2024」及
「ICLEI蒙特婁行動計畫 
2018-2021」 

 桃園市： 
副秘書長於城市對談場次中分
享桃園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經驗
與成果。 
 新北市： 
副市長分享循環經濟發展實踐
行動、參與領袖會議、接受
ICLEI日本辦公室訪談及與國
外城市進行雙邊對談。 
 台中市： 
低碳辦公室執行長分享低碳城
市推動經驗及花博宣傳。 
 台南市： 
環保局分享循環經濟成果。 
 高雄市： 
交通局長受邀獲邀以生態交通
聯盟主席城市身分至「生態交
通參與式城市設計」論壇。 

2015 韓國 
首爾 

 八大 ICLEI 核心理念: 
1. 永續城市 
2. 韌性城市 
3. 低碳城市 
4. 生物多樣性城市 

 台北市： 
副市長分享推動低碳及永續的
公共運輸發展現況。 
 新北市： 
副市長接受 ICLEI大會專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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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會議主題 參與城市及參與活動 

5. 資源有效城市 
6. 智慧城市基礎架構 
7. 綠色都會經濟 
8. 健康快樂的社區 
 

 簽署首爾宣言 

享新北打造低碳城市及韌性城
市來因應調適。 
 台中市： 
市長接受 ICLEI大會專訪分享
台中推動節能減碳與氣候變遷
調適政策，打造韌性城市。 
 台南市： 
副市長率團參加會議。 
 高雄市： 
副市長率團參加會議，ICLEI
東亞區執委(劉前副市長)發表
「永續城市中女性領導人的角
色」演講。 
 屏東縣： 
縣長率團參加並在主題會議中
以「屏東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
」為題，分享屏東在莫拉克風
災後如何重建化危機與轉機。 

2012 巴西 
美景市 

 城市與都會區域在全球快
速轉變的環境中所面臨的
挑戰。 

 台中市： 
副市長於 ICLEI之 2030 永續城
市議程中擔任低碳城市單元與
談人。 

 高雄市： 
法制局局長以「高雄市氣候變
遷調適政策法制化之發展與展
望」為主題進行經驗分享。 

 

一、 大會參與前 

本次為桃園市首次派員參與 ICLEI世界大會，由市府邱俊銘副秘書

長帶隊，參與局處為環保局及交通局，包含本團隊隨行人員共 6 人，參

與行程安排如表 6.4-3。 

本計畫於行前協助蒐集 ICLEI世界大會會議資訊、辦理會議報名程

序、安排當地旅宿等，規劃會議期間之參與行程，提交城市永續倡議海

報內容，並製作「桃園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簡報與講稿撰寫，已供於

C2C 城市對談場次中發表；行前亦提報出國企劃書及辦理行前說明會(如

圖 6.4-2)，使本次桃園代表團人員妥善了解此次會議重點及行程，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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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出發前製作出國手冊(請參考附錄 12)，詳列各項國外注意事項與資

訊供與會人員參考。 

 
表 6.4-3 2018 ICLEI 世界大會參與行程 

日期 會議活動 

6/18 
(一) 

21:00 桃園機場長榮航空報到櫃台集合 

23:35 飛機起飛 (長榮 BR10) 

6/19 
(二) 

早上 

7:50 抵達蒙特婁特魯多國際機場(YUL) 

搭乘 747 機場巴士前往蒙特婁市區，車程預計 50-70 分鐘，下車

後步行(約 5 分鐘)前往住宿飯店 

11:30 前往會場報到 

下午 
14:00-15:45 全體會議 P1-開幕會議 

16:15-18:00 全體會議 P2 - 地方政府為永續發展的關鍵力量：多方

利益相關者的對話 

晚上 
18:00-19:00 歡迎酒會 

19:00-22:00 迎賓晚宴 

6/20 
(三) 

早上 

8:30-10:30 全體會議 P3 - 以地方行動達成全球目標 

子題場次 SP1 
打造低碳城市 

子題場次 SP2 
全民的健康城市 6 場專題場次 

下午 

14:00-15:30C2C 城市對談 

子題場次 SP5 
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子題場次 SP6 
透過策略型採購達成

永續 
6 場專題場次 

晚上 18:00-22:00 交流晚會 

6/21 
(四) 早上 

全體會議 P4 – 翻轉都市地景-女性領導力與性別主流化 

全體會議 P5 –轉變共生的方式-透過和解與合作邁向永續的城市

未來 

全體會議 P6 –改變我們合作的方式:永續城市、鄉鎮與區域的多

層級與協力式治理 

子題場次 SP7 
永續投資 5 場專題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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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議活動 

下午 移動式工作坊：蒙特婁-鄰里生活(生活品質與食物系統) 

6/22 
(五) 

早上 
全體會議 P7 -協力夥伴攜手向前 

9 場專題場次 

下午 
9 場專題場次 

14:00-16:00 慶祝儀式 

6/23 
(六) 

早上 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參觀 

下午 
皇家山公園(Mont-Royal Park)參觀 

聖約瑟夫禮拜堂(St. Joseph’s Oratory)參觀 

6/24 
(日) 

早上 生態環境科技館(Biosphere Environmental Museum)參觀 

下午 生態屋(Habitat 67)參觀 

晚上 
搭乘 747 機場巴士前往蒙特婁特魯多國際機場(YUL) 

21:30 搭機返台 

6/26 
(一) 上午 04:55 返抵國門 

 

 

圖6.4-2 2018 ICLEI世界大會行前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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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會參與過程 

本次大會超過 170 個地區或城市參與，議題相當豐富，為期 4 天的

大會舉行將近 60 場會議，本團隊協助篩選與環保局及交通局較為相關之

全體會議或專題會議參與，並參加由大會舉辦的移動式工作坊(Mobile 

Workshop)。此次參與之重點摘要如下： 

1. 大會重點： 

ICLEI世界大會討論之主軸聚焦於各城市能否因地制宜的

設計並實踐符合地方/地區性的需求的氣候行動策略，除了透過

發展卓越的城市分享具有代表性的實踐案例，也透過密集的城

市交流，進一步學習其他城市之經驗以及建立溝通橋樑。蒙特

婁市長 Valerie Plante 女士便提到地方政府的影響不僅止於地區

範圍而已，市長的影響力可以擴及全球，如何將市政永續發展

計畫與生態系統融合以提供更好、更多的綠色空間給市民將是

領導者的首要考量，地方政府必須透過合作並且清楚讓人民了

解我們對於下一代的重視。透過邀請多位城市代表的分享，共

同制定具有企圖心且可達成的目標，並且以地區層級討論各種

氣候行動框架，是本次大會會議主要的運作方式。 

在國家追逐 2030 年的氣候行動目標時，以地方角度而言

，最重要的因素便在於如何將「自然」與「人」產生連結，地

方政府必須要能將「如何營造更適合居住以及更有趣」概念融

於市政發展，不管是透過共享經濟、降低人民生活消耗、汙染

處理…等方式，如何讓人民有感是建立全民共識的重點之一，

除此之外，建立適合城市或地區的商業模式以及建立夥伴關係

也相當重要，沒有城市能夠獨自對抗氣候變遷的考驗，建立全

球夥伴關係，將有助於城市或地區邁向碳中和的未來。 

會議中許多來自不同地區和國家的代表提到一些市政發展

有助於永續發展目標達成的方式或重點可做為參考： 

(1) 增加城市居民的空間 

(2) 建立全市共識，對於推動永續發展市政策略或建設將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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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效 

(3) 以科學研究為基礎，幫助城市政策的推動 

(4) 考量到各年齡層居民的需求，尤其高於 65 歲的長者，較

長時間處於居住環境中，因此周邊環境的友善程度是韌性

社會要考量的重點之一。 

(5) 政策的推動是否有其他附加價值，如何讓人民的生活更加

負擔的起也是重要的推動考量之一。 

最後大會提出新版的「ICLEI蒙特婁承諾和策略願景 2018 

- 2024」(The ICLEI Montréal Commitment and Strategic Vision 

2018 – 2024) 與「蒙特婁行動計畫 2018 - 2021」(Montréal 

Action Plan 2018-2021)，提出 5 種策略途徑，以作為 ICLEI組

織面對如何實現全球永續發展議程的課題，所制訂之目標和行

動方針，期許 ICLEI會員城市共同採取行動。 

 
表 6.4-4 相關會議活動情形 

 
蒙特婁市長 Valérie Plante 

開幕致詞 

 
新任 2018-2021  

ICLEI地區執行委員 

 
新任 ICLEI主席- 

波昂市長 Ashok Sridharan 

 
桃園代表團於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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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ICLEI秘書長 

Gino Van Begin 交流 

 
與 ICLEI主席 

Ashok Sridharan 交流 

 
會議場地以圓桌形式為主 

 
於會場與 ICLEI KCC 成員合影 

 

2. C2C 城市對談(City-to-City)： 

C2C 場次為大會提供各與會城市針對有興趣之議題進行交

流的機會，交流討論的內容以本次會議的 9 大主題為主軸，桃

園 市 參 與 107 年 6 月 20 日 以 低 碳 發 展 (Low Carbon 

Development)為主的交流場次：「共同創造韌性和低碳的城市:

探索變革性的本地模型」(Co-creating resilient and low-carbon 

cities : Exploring transformative local models)，本場次由 ICLEI 

KCC 的鄭祖睿主任擔任引言者，ICLEI 日本辦公室 Takashi 

Otsuka 主任主持，邱俊銘副秘書長代表桃園分享「桃園市發展

低碳綠色城市  (Taoyuan Developing into a Low-carbon Green 

City)」計畫(內容詳見附錄 14)，同場參與的城市還有臺中市、

台南市、高雄市、日本京都市、德國多特蒙德市及英國倫敦市

(詳見圖 6.4-3 及表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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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代表輪流進行分享(表 6.4-6)，以下針對國外城市分

享內容進行說明： 

(1) 日本京都市全球環境政策辦公室主任 Taro Akatsuka 先生表

示，京都市自 2011 年起制定了 10 年期的減排目標，期望

於 2020 年前降低 25%的溫室氣體排放(1990 年為基準)，

京都所採取的措施有：減少車道數量(4 變 2)以加寬人行道

，提高民眾步行意願；在京都市內所有的小學推行 Eco-

life 的教育挑戰計劃；生質柴油製造計畫，在京都市內蒐

集家庭用過的廢食用油製造生質柴油，供給市區內的垃圾

車及公車使用。 

(2) 英國倫敦市政府綠色基礎設施負責人 Peter Massini 先生則

是提到了綠色基礎設施(Green Infrasturcture)的重要性，倫

敦市藉由舉辦 2012 夏季奧運的機會，在建設奧林匹克公

園時以創造都市綠地為理念之一，整治完成的公園綠地與

溼地，也減少了洪水氾濫的問題；聚焦到人民生活環境尺

度來看，由於現代擁有汽車的人越來越少，大家也喜歡使

用自行車代步，原本設置的停車場便拿來利用改造成為公

共空間，提高居民生活空間與品質。 

(3) 德國多特蒙德市的氣候、空氣及噪音局局長 Michael 

Leischner 先生分享了當地社會轉型的例子，Union District 

原本是德國歷史悠久的重要工業區域，工業發展沒落後都

市面臨轉型問題以及能源效率更新的重要，他提到其實很

多因應氣候變遷或永續發展的措施基本上大家都知曉，最

重要的是政府的態度，需要願意嘗試新技術、多方進行諮

詢、注意人口變化組成(年長的建築擁有者較難說服進行更

新)、提供補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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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3 C2C城市交流場次主題及參與城市 
 

表 6.4-5 C2C 城市交流場次發表主題 
順序 城市 發表者 發表主題 

1 
日本 
京都市 

Taro Akatsuka 
全球環境政策 
辦公室主任 

京都市的全球暖化對策 
Global Warming Countermeasures 
 by Kyoto City 

2 高雄市 

蔡孟裕 
環保局局長 

高雄為氣候變遷做了甚麼 
What Kaohsiung Has Done  
for Climate Change 

Yu-Ting Ho 
高雄水利局 
助理工程師 

推動再生水行業實現高雄循環經濟 
Promote the Reclaimed Water Industry to Achieve 
Circular Economy in Kaohsiung 

3 
英國 
倫敦市 

Peter Massini 
綠色基礎設施主

管 

倫敦：一個自然首都? 
透過綠色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復原力 
London -a natural capital? Building urban 
resilience with green infrastructure 

4 台中市 
董思齊 
國際事務委員會 
執行長 

台中建設低碳韌性城市經驗 
The Experience of Taichung in Building a Low-
Carbon and Resilien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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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城市 發表者 發表主題 

5 桃園市 邱俊銘 
副秘書長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 
Taoyuan Developing into a Low-carbon Green 
City 

6 
德國 

多特蒙德 

Michael 
Leischner 
氣候、空氣及噪

音局局長 

多特蒙德城市地區的能源效率更新 
Energy Efficient Renewal of Urban Areas 
 in Dortmund 

7 台南市 周妙旻 
環保局專門委員 

台南對循環經濟的新願景 
Tainan's New Vision for Circular Economy 

8 專家評論：趙恭岳 國際氣候發展智庫執行長 

 
表 6.4-6 C2C 城市交流 

 
邱副秘書長代表桃園進行分享 

 
C2C 場次分享桃園經驗 

 
日本京都市代表分享 

 
德國多特蒙德市代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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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市代表分享 

 
高雄市代表分享 

 
台中市代表分享 

 
台南市代表分享 

 
主持人進行總結 

 
C2C 場次城市代表合影 

 
3. 移動式工作坊： 

由於 10 場次移動式工作坊(內容參考表 6.4-7)為同一時段

進行，故僅能擇一參加，桃園團參與「鄰里生活 (生活品質與

食物系統 )」場次 (如表 3-3)，透過搭乘市區電動巴士探索

Sainte-Marie (蒙特婁舊稱)區，蒙特婁市推行的此項計畫，透過

與當地居民以及在地的環保團體或志工共同合作，以打造更美

好、環保、繁榮的永續居住地為目標進行社區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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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7 移動式工作坊場次 
項次 移動式工作坊 參訪重點 

1 轉型中的城市 
City in transformation 

永續改造計畫：將一座曾經是做為垃圾掩埋場

超過 45 年的採石場，改造成為一座公園。 

2 綠色城市 
Green City 

蒙特婁市以及其合作夥伴們為保護和改善大蒙

特婁地區的「綠肺」，在保育、道路交通或物

種入侵相關議題上所採取的行動。 

3 知識之都 
City of knowledge 

歐特蒙地區發展多元性的住宅項目，並改善城

市環境，被定義為蒙特婁社區 第三永續發展計

畫中的旗艦項目 (永續蒙特婁 2016-2020) 

4 

永續發展倡議深植城市 
C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重新設計的城市入口、拆除高架公路來建設以

人為本的城市林蔭大道、重新建構的城市結構

、新公共場所、大型公共藝術等永續發展倡

議。 

5 
技術試驗之都 
City of technological 
experimentations 

探訪加拿大第一座智能生活實驗室，及智能住

宅計畫。 

6* 

鄰里生活 (生活品質與

食物系統) 
Neighborhood life 
(quality of life and food 
systems) 

自治市通過地方永續發展計劃，與社區攜手打

造蒙特婁市中心的城市永續力。 

7 

鄰里生活 (綠色車道和

慢行交通) 
Neighborhood life (green 
lanes and active 
mobility) 

透過當地居民聯手綠化、共同創造以及營造有

利於環境保育的空間，同時促進社區聯繫並提

供孩童天然的遊樂場所。 

8 
島嶼城市和原住民領土 
An Island city and 
indigenous territory 

城市沙灘計畫：凡爾登區 (Verdun district)與卡納

威克(Kahnawake)社區的河岸改善計畫。 

9 
未來與共創之城 
City of the future and of 
co-creation 

以在土地優化與參與式計劃為主的閒置市政大

樓空間利用先導計畫，。 

10 自然之都 
A city of nature 

蒙特婁植物園如何就適應氣候變遷、保護生物

多樣性以及知識轉移的方面尋找解決方案 

*：桃園市代表團本次參加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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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8 移動式工作坊-Sainte-Marie 區參訪 

 
搭乘電動巴士前往參訪 

 
Village au Pied-du-Courant 計畫介紹 

 
花園之旅(Circuit Jardins)計畫參觀 

 
糧食供應(Quartier Nourricier)計畫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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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政建設參訪： 

(1) 因移動式工作坊同一時間多達 10 場次同時進行，會議期間

僅能擇一參與，故於會議結束後，根據其他未參加的移動

式工作坊地點的交通便利性及主題相關性，安排參觀與蒙

特婁市政管理與自然環境為主的皇家山公園，以及蒙特婁

於 1967 年舉辦世界博覽會所建設之生態環境科技館

(Biosphere)與生態屋(Habitate)。 

(2) 蒙特婁市為一歷史悠久的城市，但市區建設能跟隨時代及

科技進步與日俱進，於參訪期間觀察到市區運具(公車、地

鐵)已整合票證，可購買全日及多日無限次通行票卡，公車

、地鐵之一段票亦已整合為統一票價 3.25 加幣。 

(3) 公車多已汰換為低底盤公車，除有電子感應票證外，投幣

機已可自動計算投入金額並打印票證，大量縮短乘客上車

時間，機場接駁車內部更加設行李架供乘客放置，部分車

輛設置 USB 充電座供使用。 

(4) 市區內亦可見多處電動巴士充電柱供其充電，路邊停車格

亦有部分規劃電動自小客車之充電座，並可見於夜間有多

數民眾停放充電。 

(5) 地鐵皆為膠輪系統車廂，車站站體視情況保有通風採光設

計，但僅於大站設置電扶梯，一般車站普遍為階梯，電扶

梯不如台灣普及。 

(6) 蒙特婁市內主要幹道皆已完成共桿工程且設計上頗具巧思

，除一般號誌及路燈共桿外，各式標誌牌面、可變式標誌

(CMS)、行人觸動按鈕，更甚者廣告羅馬旗、街道家具、

垃圾桶等皆可視需求設置並整併於桿上附掛，減少桿件雜

亂問題，提升市容美觀與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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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9 蒙特婁市政建設參訪 

 
皇家山公園參觀 

 
皇家山公園參觀 

 
生態環境科技館(Bioshpere)參觀 

 
生態屋(Habitat 67)參觀 

 
STM 電動巴士 

 
電子感應與投幣機 

 
電動巴士充電柱 

 
電動自小客車充電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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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輪系統地鐵 

 
號誌及路燈共桿設計 

 

三、 會議參與行程後 

參訪行程結束後，本計畫協助撰寫出國報告，並針對桃園在國際組

織位階提升規劃、增加國際交流合作機會以及相關市政發展提出相關建

議，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 13。另外，桃園代表團參與本次 2018 ICLEI

世界大會，會議期間邱俊銘副秘書長針對桃園發展綠色城市的報告分享

，以及會場間與各城市交流之互動，受到韓國水原市的代表關注，由於

世界大會期間兩市代表未有充分時間進行交流，因此於 107 年 7 月底，

透過 ICLEI KCC 與桃園接洽，韓國水原市誠摯邀請桃園市參與 107 年 9

月 17、18 日於水原市舉行之第三屆「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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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參與2018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今(107)年為第三屆，水原市現為 ICLEI 東亞

執行委員城市，長年來積極參與 ICLEI 各項國際倡議的制定與帶動韓國城市

永續治理風向。水原市「以人為本」的城市治理理念為本論壇的核心價值，

透過辦理論壇進行年度的回顧與更新。桃園市朝向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的減緩

與調適行為計畫中，包含推行公共住宅達到居住平權以及親民的道路運輸等

規劃同樣以「以人為本」為重心，故受邀於本次論壇「市長對談(Mayors’ 

Dialogue)」的場次中進行分享，為此次參訪行程的主要目的，水原亞洲人本

論壇歷屆主題與臺灣城市參與情形請參考表 6.4-10。本次於水原市參與論壇

後，安排於 107 年 9 月 19 日拜訪位於首爾市的 ICLEI 東亞秘書處及 CityNet

秘書處，針對永續發展的策略進行交流。 

本計畫於 2018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參與之行程前、中、後期，協助

資訊蒐集、行程規劃、翻譯聯繫、報告撰寫等事項，將於後文詳述。 

 

表 6.4-10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台灣城市參與情形 

年度 日期 會議主題 參與城市及參與活動 

2018 9/17~18 

三大面向： 
 城市再造與市民住宅 
 韌性城市 
 智慧民主 

桃園市受邀參與「市長對談」場次 

2017 9/25~26 

 四大主題 
1. 社會文化 
2. 社會包容與參與 
3. 分配正義 
4. 永續治理 
 

 發表「人本城市」宣言 

 台南市： 
張政源副市長率團參加會議；以
「永續的交通運輸」為題，分享
台南市推動捷運化公共運輸的歷
程與經驗，以綠色運輸和人本交
通帶動城市的永續發展。 

 嘉義市： 
張惠博副市長參加會議；以「實
踐城市正義與社會經濟」為題，
分享該市以不同對象所推動之公
共政策，減輕市民負擔，進而促
進勞動參與率，增進經濟發展。  

2016 11/3~4 亞太地區人本城市建設的成就
與經驗 無台灣城市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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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論壇參與前 

本次論壇訂於 107 年 9 月 17 日至 9 月 18 日於韓國水原市舉辦，桃

園代表團參與時間為 107 年 9 月 16 日至 9 月 19 日，論壇於諾富特水原

國賓酒店(Novotel Ambassador Suwon)進行，與本次住宿飯店地點相同，

本次參訪為桃園市受邀參與，由市府邱副秘書長帶隊，環保局共同參與

表 6.4-3。 

本計畫於行前協助蒐集論壇相關資訊、水原市窗口聯繫事宜、安排

當地旅宿等，規劃會議期間之參與行程，並協助撰寫「市長對談

(Mayors’ Dialogue)」講稿；行前亦提報出國企劃書，並於行程出發前製

作出國手冊(請參考附錄 15)，詳列各項國外注意事項與資訊供與會人員

參考。 

由於本次論壇為受邀出席，為妥善把握本次行程之空檔，因此特於

論壇結束後安排相關單位拜訪行程，主要參與行程依序如下： 

1.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市長對談、市政參訪。 

2. 韓國三星創新博物館參觀。 

3. ICLEI東亞秘書處及 CityNet 總部拜訪與交流。 

 

表 6.4-11 2018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參與行程 

日期 會議活動 

9/16 
(日) 

早上 

6:00 桃園機場中華航空報到櫃台集合 

7:45 飛機起飛 (華航 CI160) 

11:10 抵達韓國仁川機場(ICN) 

搭乘機場巴士前往住宿飯店 

下午 熟悉會場周邊環境 

9/17 
(一) 

早上 

9:30 前往會場報到 

10:00 開幕演講 

11:00 市長對談 

下午 14:00 主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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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議活動 

16:00 三星創意博物館參訪 

晚上 18:30-20:00 歡迎晚宴 

9/18 
(二) 

早上 10:00 主題會議 

中午 12:00 閉幕儀式 

下午 14:00 市政實地考察(八達區-城市再生、華虹門-環保建築、城市

復興計畫、水原市禮儀教育館-傳統文化) 

9/19 
(三) 

早上 

8:00 出發前往首爾 

10:00 拜訪 ICLEI 東亞秘書處 

11:00 拜訪 Citynet 秘書處 

下午 

14:00 前往仁川機場 

16:40 起飛返台 

18:15 返抵國門 

 
二、 論壇參與過程 

本次主要參與的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為第 3 屆，由水原市政府

(Suwon City)聯合了多個與永續發展相關的組織共同舉辦，為期 2 天的論

壇聚焦於「以人為本」的城市治理經驗實例與對策分享，邀請對於人本

城市有興趣的亞洲地區市政府單位人員、實務工作者或政府官員、專家

學者與一般大眾免費參加。除了參與論壇外，桃園還參與了由水原市政

府於會後安排的市政參訪，並且前往首爾市拜訪 ICLEI東亞秘書處及

CityNet 總部進行交流，以及利用會議空檔前往水原市政廳及韓國三星企

業位於水原市的創新博物館參觀。此次參與之重點摘要如下： 

1.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重點： 

在論壇的開幕儀式正式開始前，受邀參與論壇的城市代表們

於會議廳與水原市長廉泰英市長進行開幕前的閉門茶敘，利用此

次機會與來自亞洲其他城市的代表進行較為深入的交流，使桃園

更廣為讓國際城市認識，桃園也是台灣本次唯一受邀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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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4 開幕前與會貴賓閉門茶敘 
 

廉泰英市長於開幕致詞上提到，由於近 15 年來城市的快速發

展，就業和公共衛生等相關問題逐漸衍生出來，但這些問題並不

是只有在韓國會遇到，所以廉市長認為身為執政者應該要謹記以

「人」為中心，幫助城市跨過這些在發展中會遇到的困難，希望

藉由本次的論壇將水原的經驗分享出去，並且汲取其他城市的經

驗，期盼大家能為城市的發展一起努力。 

 

圖6.4-5 水原市長廉泰英致詞 
 

南韓環境研究院院長曹明來(音譯 Cho Myung-Rae)教授，分享

他長期致力於都市永續發展領域的心得與經驗。曹教授說在都市

研究中，要如何將這些非人性城市(inhuman city)轉向成為人本城市

(human city)，最關鍵情形有 3 種： 

1. 都市規模(the scale of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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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都市密度(the density of city) 

3. 都市的異質性(city heterogeneity) 

當都市規模越大、密度越高且異質性高，這樣的都市就喪失

了越多的人性，因此如何切分都市中的空間條件來符合適當人口

的居住環境，有效照顧到弱勢族群，才是建立人本城市的關鍵。

穩定的市場經濟提供良好的就業環境，城市之間的合作和自我認

同也是幫助達成人本城市的方式，政府的行政系統及政策的制訂

必須要穩固與強大，但不能是以掌控的方式來治理城市，並且要

考量到與環境生態的共存共榮，才能成為永續的人本城市。 

 

圖6.4-6 水南韓環境研究院院長曹明來教授(Cho Myung-Rae)演講 
 

「市長對談(Mayors’ Dialogue)」(表 6.4-12)與會代表有來自南

韓、日本、印尼、斯里蘭卡及馬來西亞等 5 個國家共 7 位城市代表

出席(原定另有菲律賓 3 個城市首長出席，因遇山竹颱風臨時取消

行程)，分享各自城市對於人本城市的推動經驗。邱俊銘副秘書長

也代表桃園市，於會中說明桃園為台灣現階段人口成長最快速之

直轄市，如何讓人口的成長不影響居住品質及環境生態，並配合

人民各方面配套措施需求，因此以人為本，輔以低碳綠色城市分

享發展成果，包含推動社會住宅維護居住正義、積極促進產業發

展提升人民就業機會、規劃友善的綠色交通網絡增加行的便利及

安全，以及推動多項人民自主的參與式預算的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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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12 市長對談場次情形 

 
市長對談城市代表(左至右)：主持人- Mary Jane Ortega、水原市長廉泰英、吉隆坡

副市長 Datuk Haji Mahadi C Ngah、雅加達副省長 Oswar Muadzin Mungkasa、唐津

市長 KIM Hong-jang、可倫坡市議會議長 Kishani Jayasinghe、邱俊銘副秘書長、

馬來西亞威省主席 Rozali Mohamud 

 
邱副秘書長進行分享 

 
市長對談城市代表合影 

 

在閉幕儀式中(表 6.4-13)，主辦方邀請了居住在水原市內不同

年齡層的學生進行分享，學生代表向與會城市代表與民眾闡述在

他們心目中所期望的人本城市應有的特色與重點，學生手持自己

寫下的標語與城市代表一起合影，是本次論壇中相當引人注目的

焦點。 

閉幕儀式便隨水原市安排之市政參訪行程進行，參與了以文

化遺產為主的水原華城與華虹門、城市復興計畫之行宮洞壁畫村

以及 2013 年舉行生態交通盛典的行宮洞社區，詳細內容請參閱附

件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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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13 閉幕儀式 

 
論壇與會代表合影 

 
學生代表分享 

 
學生代表與城市代表合影 

 
桃園代表團與 ICLEI KCC 代理主任廖

卿惠博士、ÍDCI趙恭岳執行長及論壇翻

譯合影 
 

2. 拜會 ICLEI東亞秘書處： 

ICLEI 東亞秘書處為 ICLEI 在東亞地區的最高行政組織，主要

協助東亞地區(臺灣、韓國、日本、中國、蒙古)的會員城市，建立

永續發展及因應氣候變遷的能力。此次拜會東亞秘書處，由秘書

處的專案管理主管劉敏智接待，並由計畫專員楊筠小姐介紹東亞

秘書處在國際間如何協助地方政府進行永續發展相關計畫，楊筠

小姐提到過去 ICLEI 規劃的各項計畫以及相關協調工作等，而今

年 ICLEI 組織調整了發展的方式，列出 5 大路徑持續協助會員城

市邁向永續未來：低碳發展(Low Emission Development)、基於自

然 的 發 展 (Nature-based Development) 、 循 環 發 展 (Circular 

Development)、韌性發展(Resilient Development)以及公平和以人為

本的發展(Equitable &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秘書處對桃園

近幾年針對低碳綠色城市發展的成果也給予肯定，並且提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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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未來國際參與建議，邱副秘書長也提到對於未來與 ICLEI 組

織進行各項交流活動皆相當歡迎，期望可以利用 ICLEI 的資源讓

桃園市府提升永續發展的實力。 

 
表 6.4-14 拜訪 ICLEI 東亞秘書處 

 
交流討論進行中 

 
交流討論進行中 

 
邱副秘書長與劉敏智經理合影 

 
桃園代表團與 ICLEI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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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拜會 CityNet 組織 

與 ICLEI東亞秘書處位於同棟大樓的 CityNet 組織成立於 1987

年，由聯合國亞太經社會(UNESCAP)、開發計劃署(UNDP)和人居

署(UN-Habitat)等支持，致力於協助亞太地區城市進行永續發展，

該組織包含地方政府及非地方政府單位共計 135 個會員(目前我國

共有臺北市、臺中市及高雄市為會員)。本次邱副秘書長以桃園發

展低碳綠色城市的相關經驗與成果，與 CityNet 秘書處副秘書長

Kim Sangbum 及執行主任 Kim Myungseon 進行交流，並由計畫專

員 Felix Kalkowsky介紹 CityNet 組織如何運作以及如何協助會員城

市進行國際性的交流與協助。 

CityNet 組織可以協助會員城市之間的聯繫，並且可以協助辦

理相關學習活動並直接與其他城市進行交流，邱副秘書長表示將

積極評估未來加入 CityNet 網絡組織。 

 

表 6.4-15 拜訪 CityNet 總部 

 
交流討論進行中 

 
CityNet 執行主任介紹該組織特色 

 
邱副秘書長與 CityNet 副秘書長合影 

 
桃園代表團與 CityNet 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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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議參與行程後 

參訪行程結束後，本計畫協助撰寫出國報告，並針對桃園在增加國

際參與、低碳綠色城市精進規劃/建議提出相關建議，詳細內容請參閱附

錄 16。 

由於桃園近年參與國際與環境永續、氣候變遷相關之活動，進而促

成本次受邀參與會議的契機。在國際交流層面上國家政府間的互動，也

逐漸被城市與城市間的交流所取代，隨著國際趨勢發展，城市合作才能

有效協助國家達成永續發展目標。檢視桃園市目前尚無以氣候變遷、氣

候行動或環境永續發展等因素為締盟的姊妹市，因此積極建立以推動氣

候變遷減緩、調適或永續發展為主的姊妹市，對於桃園未來發展過程中

可以提供實質的學習及助益，也提升桃園在永續發展面向議題中的國際

曝光度，強化國際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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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小結 

一、結論 

推動氣候行動，國際地方政府間的合作以及與非政府氣候相關國際組織

的合作交流相當重要，為讓桃園跟上國際趨勢，與國際接軌，本計畫持續蒐

集國際環保組織相關活動或會議資訊，協助環保局掌握國際動態及趨勢，並

依據彙整資訊，提出參與建議並執行，包含國際行動參與、國際競賽及出國

考察等，讓桃園市與國際間有實質的互動。以下歸納本計畫在協助桃園國際

參與部分之重點： 

(一) 協助參與國際行動： 

本計畫協助桃園市取得全球氣候能源市長盟約(GCOM)四階段認證，並

完成桃園市行政轄區及政府機關兩種範圍的溫室氣體盤查以填寫碳氣候登

錄平台(cCR)填報表格，完成城市碳數據揭露。 

本計畫也協助填寫國際碳揭露計畫(CDP)之線上問卷，內容包括溫室氣

體盤查、氣候變遷的風險及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行動之資訊。107 年桃園市

填報分析預計將於 108 年初公布，後續將視意見回饋進行分析與檢視。 

(二) 參加 ESCI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及投稿 2019 年韌性城市大會： 

本計畫協助提出參與競賽建議，並協助撰寫、整理及翻譯競賽文件，

原預計 107 年度參與 C40 城市獎，惟致本計畫結束前，C40 城市獎皆無相

關訊息，因此無本競賽可參與。本計畫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完成投稿 ESCI

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並依照主辦單位之意見回饋進行內容精進，預計

將於 108 年 4 月公布初審結果。 

由於今年參與 3 年 1 次的 ICLEI世界大會後，桃園市立即受邀至韓國

水原市參與人本論壇，顯示會議過程受到部分城市矚目，為使 108 年會議

得以有類似效果，因此本團隊向業務單位建議參與 2019 韌性城市大會，經

取得同意後，於 107 年 11 月 16 日前協助桃園市環保局、工務局及水務局

完成 2019 韌性城市大會投稿，預計將於 108 年 2 月公布投稿結果。 



「107 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期末報告 

6-60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三) 參與 ICLEI世界大會及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本計畫在 107 年初提出國際會議參與建議，規劃出國考察搭配國際相

關重大活動或是會議，爭取發表機會，提升桃園市在國際上發表的次數及

經驗。107 年 6 月份桃園首次參與 2018 ICLEI World Congress(ICLEI 世界

大會)，於 C2C 城市對談中分享桃園朝向低碳綠色城市發展的經驗與成果

，於會議期間與多個國際城市進行交流。桃園在世界大會的分享受到韓國

水原市的代表關注，由於世界大會期間兩市代表未有充分時間進行交流，

韓國水原市隨後邀請桃園市參與 107 年 9 月於水原市舉行之第三屆「水原

亞洲人本城市論壇」進行交流。 

本計畫協助參訪行程前期資訊蒐集、會議報名、會議參與建議與行程

規劃，並協助製作會議簡報及與談資料，蒐集加拿大及韓國當地資訊及動

態、辦理預訂當地旅宿…等，提報出國企劃書，協助辦理行前說明會，並

於會議行程前製作桃園出國手冊供與會人員參考；中期協助會議活動紀錄

及翻譯等事宜，並協助撰寫新聞稿；後期彙整會議帶回之資料供業務單位

參考，並協助撰寫出國報告。 

(四) 加入 CityNet，增加國際資源與曝光機會 

本計畫協助參與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後安排至 CityNet 組織拜訪，透

過 CityNet 的介紹與建議，桃園市現以進行加入 CityNet 會員程序，期望桃

園在推動永續發展或是因應氣候變遷的各項行動，可以經由加入越多的國

際組織而學習更多的城市經驗，也可以帶動市府團隊建立更好的合作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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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增加國際合作伙伴 

COP 會議目前主要仰賴 ICLEI組織辦理的週邊會議，或透過其他獲認

NGO 組織取得通行證(數量甚少)。應思考如何與其他友好城市在會場週邊

交流，甚可提前作業共同申請攤位。故建議可以永續發展理念和氣候變遷

行動相近的城市評估姊妹市締結，增加在國際上發聲機會。 

執行規劃可參考國際組織成員名單、過往國際會議經驗及新聞資訊，

優先蒐集亞太地區城市相關資訊提出建議名單： 

1 .  城市發展願景及政策重點方向。  

2 .  政府組織架構、經濟地理特徵。  

3 .  近 5 年市政資源及經濟狀況。  

4 .  國際組織參與情形。  

5. 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相關行動計畫。  

 

(二) 增加國際交流互動 

107 年桃園首次參與 ICLEI世界大會，會後受邀參與水原亞洲人本城市

論壇。108 年應繼續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及交流機會，包含：追蹤 2019 韌性

城市大會投稿結果、與國際城市或研究機構參訪交流、參與國際城市競賽

，及把握其他相關交流機會。 

 

(三) 爭取 ICLEI東亞區執委(臺灣代表) 

2018-2021  ICLEI執行委員臺灣代表原為新北市前副市長葉惠青，因

107 年 12 月選舉後已非屬該職位，依照規定將進行執委補選，新北市政府

可推舉執委代表經其他國家城市執委同意後接任，但其他國家城市執委如

不同意，將會釋放相關職位開放相關城市推薦，故建議如相關職位開放後

，桃園市可積極爭取(臺灣區會員城市之正副市長皆具資格)，已獲得更多

國際曝光機會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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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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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宣導本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成果 

章節摘要  

1 0 7 年為擴大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之效益，配合市府政策與低

碳暨環境教育中心之執行計畫結合辦理「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

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活動，展示升格後 4 年低碳綠色城市執行內

容以及成果揭露。網頁擴充部分則以資訊安全部分進行 SS L 申請設定

，提升網頁傳輸間的安全性，另外建置網站版本控制程式讓每一個階

段都有最新紀錄可尋、可回溯修復，假設網頁在遭受資安攻防或駭客

惡意攻擊時過程發生問題，則可就由該軟體檢測回復到最近一次更新

紀錄，後續各小節將依圖 7- 1 之架構進行說明。  

 

 

圖7-1 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宣傳之工作架構 

 

7 .1  辦理成果發表活動  

桃園市自 104 年開始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至今針對各種面向 (例：

再生能源、綠色運輸、綠建築等 )已辦理過多場記者發表會宣傳相關推

動成果，藉此讓市民瞭解執行現況及基礎認知，至今已執行第 4 年，為

展示現階段成果作為回顧，並藉此增加與民眾的互動及認知，故今年

度以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為主題辦理記者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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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辦理流程  

為使成果展示等相關活動整體辦理程序更加嚴謹，本團隊特針

對活動辦理之前、中、後，建立完整流程及各階段應準備之文件清

單與期程，分別如圖 7 .1 - 1 及表 7 .1 - 1 所示，詳述如下：  

 

(一 )活動辦理前  

依業務單位需求進行活動初步規劃並提報企劃書，於籌劃

期間視需求進行數次場地現勘作業，以確認活動細節、規劃場

佈及設計，並配合擬訂致詞稿、新聞稿、主持人活動介紹稿、

蒐集活動重點人物簡介、問答集、貴賓名單等相關資料；如活

動規劃安排市府一級主管出席時，將配合填寫「重大活動登錄

表」。  

 

(二 )活動辦理中  

於活動前完成場地佈置作業，並依前述企劃書內容進行活

動綵排及正式辦理，若於活動執行過程發現問題，將隨時回報

主辦單位並記錄問題原因及處理方式；於活動結束後完成撤場

作業。  

 

(三 )活動辦理後  

於活動辦理完成後，發布新聞稿與活動照片於低碳綠色城

市網及轉載至其他相關網頁，並蒐集網站及媒體報導資訊，以

瞭解活動辦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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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1 論壇及活動辦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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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文件清單及期程表 

階段  程序文件／資料  期程  備註  

辦理前  

  活動企劃書  

  重大活動登錄表 (市府一級主管出

席 )  

活動前  

1 個月  
 

  邀請貴賓名單  

  主視覺設計  

  細部流程規劃 (工作人員分工 )  

活動前

2 ~ 3 週  
 

  邀請函  

  呈報資料：致詞稿、重點人物簡介

、預擬問答、新聞稿  

活動前

1 ~ 2 週  

配合資

料時間

調整  

  彩排演練  

  完成道具製作  

活動  

前 1 週  
 

(協助公關室 )發布新聞採訪通知、上傳

桃園新聞網  

活動  

前 2 天  
 

  出席名單確認，活動細部流程表  

  器材、道具檢核表  

活動  

前 1 天  
 

辦理中  

  確認出席貴賓  

  長官資料：新聞稿、致詞稿、QA 

  記者資料：新聞稿  

活動當天   

辦理後  

  新聞稿 (包含活動照片、影片 )  

  出席貴賓名單彙整  

  蒐集報章報導露出情形  

活動當天  

公關室

發佈新

聞稿  

成果報告  
活動後  

3 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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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辦理情形  

為擴大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之效益，今年度配合市府政策與

低碳暨環境教育中心之執行計畫結合辦理「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

選暨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活動，除展示現階段成果作為回顧，

加入低碳暨環境教育中心的環境教育場域票選抽獎活動，增加整體

活動的趣味興並提升民眾參與意願，活動辦理情形說明如下，成果

報告如電子附錄 1 7。  

(一 )活動目的：本次活動於桃園區三民運動公園辦理，讓民眾在公

園遊憩時可同時瞭解本市低碳綠色城市推動情形，並認識本市各

環境教育場域及潛力場所。  

(二 )活動行程內容  

1 .  活動主題：「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低碳綠色城市成果

展示」活動  

2 .  活動展期：1 07 年 11 月 26 日至 1 07 年 1 2 月 3 1 日，並配

合於成果展首日舉辦開幕記者會，時間約 1 小時，其中副市

長出席時段約 30 分鐘，說明如表 7 . 1 - 2、7 .1 -3。  

3 .  活動地點：桃園區三民運動公園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一段

1 3 1 號 )  

 
表 7.1-2 整體活動規劃 

日期 主要行程 說明 

11/26 
記者會 
(上午) 

配合低碳暨環境教育中心辦理開幕記者會，透過啟用

儀式，象徵本次低碳及環教成果之結合，並由副市長

帶領進行現場參觀，宣傳本市相關推動成果。 

11/26~12/31 成果展覽 
包含低碳綠色城市成果、節能屋、桃園環境教育場所

及潛力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展覽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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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3 記者會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流程 活動內容 

11:00~11:29 接待貴賓與媒體記者 來賓及媒體報到 

11:29~11:32 開場表演 舞蹈表演 

11:32 主持人開場 主持人活動說明及貴賓介紹 

11:32~11:35 長官致詞 副市長致詞 

11:35~11:40 活動介紹 主持人活動介紹 

11:40~11:45 啟動儀式 長官及貴賓上台 
啟用儀式並合影留念 

11:45~11:55 成果展示現場參觀 現場參觀 

11:55~ 合照及媒體聯訪 活動結束 

 

(三 )場地說明  

本次活動主標題為「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低碳綠色

城市成果展示」，為增加與民眾互動機會，於桃園區三民運動

公園內辦理成果展示活動 (場地配置如表 7 . 1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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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4 記者會場地配置 

  

會場位置及周圍地圖 
 

活動場地位於戶外，成果展示地點位於南崁溪旁，因附近

遮蔽物少而風勢較為強勁，故在佈置上避免大型設計物品，並

增加負重確保其穩定度，成果展示場佈時間則提早於開幕活動

約前 1 週進行，場地佈置情形如表 7 . 1 - 5。  

 

表 7.1-5 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場佈情形 

 
 

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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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運輸及太陽能發電意象看版 綠色生活及綠建築意象看版 
 

(四 )  抽獎活動  

為刺激民眾參與對於活動參與的興趣，並提升活動的趣味

性，本計畫配合環境教育場域票選活動提供相關獎品項目，並

依現場、網路投票類別進行分類，獎項內容如表 7 .1 -6，並已提

供業務單位辦理抽獎作業使用。  

 
表 7.1-6 活動獎項清單 

類別 獎項別 數量 單位 獎品內容 

走出戶外 
現場投票 

頭獎 1 個 
運動攝影機-

GoPro HERO 全
方位攝影機 

 

二獎 2 個 GIANT 折疊車

(FD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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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獎項別 數量 單位 獎品內容 

三獎 3 個 小米行動電源 

 

小獎 10 個 
德國 BRITA 

Fill&Go 隨身濾

水瓶 0.6L 

 

宅在家裡 
網路票選 

頭獎 1 個 任天堂 
Nintendo Switch 

 

二獎 2 個 
國際牌奈米水

離子吹風機

EH-NA98 

 

三獎 

1 個 

EcoSmart 綠色

環保系列 15.6
吋後背包 

(環教中心之計

畫提供) 
 

2 個 

Care-X smart 
band 智慧悠遊

手環 
(環教中心之計

畫提供) 
 

小獎 10 個 
德國 BRITA 

Fill&Go 隨身濾

水瓶 0.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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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投票人員每人限投 1 次 (現場、網路各 1 次 )，可勾選 3

個最喜歡的環教場所及 3 個潛力場所，依低碳暨環境教育中心

之執行計畫提供之票選活動情形，現場共 1 ,2 82 人、網路共

2 , 04 3 人參與投票，初步整理票選情形如表 7 .1 -7、7 .1 - 8 所

示。  

表 7.1-7 環教場所票選情形 

序號 環教人氣王(已認證) 現場票選 網路票選 合計 

1 八德區-八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 313 770 1,083 

2 大溪區-石門水庫 342 690 1,032 

3 桃園區-虎頭山環境教育園區 352 680 1,032 

4 中壢區-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 214 645 859 

5 復興區-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 201 422 623 

6 楊梅區-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280 273 553 

7 龍潭區-小人國微縮文化學校 285 240 525 

8 中壢區-澗仔壢環境教育中心 208 293 501 

9 
大溪區-好時節休閒農場永續農業環境 

教育中心 
155 259 414 

10 龍潭區-友達光電龍潭廠區水資源教育館 190 203 393 

11 龍潭區-三洽水環境教育中心 111 249 360 

12 
觀音區-中台資源科技（股）公司環境資源 

教育中心 
238 114 352 

13 蘆竹區-桃園北區水資源回收中心 133 182 315 

14 大溪區-大溪水資源回收中心 102 202 304 
 
 

表 7.1-8 環教潛力場所票選情形 

序號 環教明日之星(潛力) 現場票選 網路票選 總計 

1 新屋區-碳索生活館 436 290 726 

2 八德區-巧克力共和國 217 395 612 

3 復興區-角板山暨小烏來 172 298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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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環教明日之星(潛力) 現場票選 網路票選 總計 

4 新屋區-藻礁生態環境教育教室 146 320 466 

5 蘆竹區-千郁休閒農場 25 435 460 

6 八德區-防災教育館 121 337 458 

7 大溪區-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131 271 402 

8 桃園區-孔廟暨忠烈祠神社文化園區 168 195 363 

9 大溪區-大溪山豬湖自然生態公園 95 255 350 

10 大園區-許厝港溼地 110 213 323 

11 大溪區-月眉人工溼地 106 212 318 

12 大溪區-富田香草休閒農場 102 192 294 

13 龍潭區-客家文化館 115 159 274 

14 大溪區-三和木藝工坊 99 172 271 

15 觀音區-蓮花園休閒農業區（蓮荷園） 91 158 249 

16 龍潭區-石門水資源回收中心 109 130 239 

17 中壢區-臺灣中壢聚福園 37 198 235 

18 大溪區-東和音樂體驗館 73 132 205 

19 大溪區-原住民族文化會館 64 137 201 

20 桃園區-朝陽水語教育園區（朝陽礫澗） 104 96 200 

21 蘆竹區-金格觀光工廠 102 80 182 

22 大溪區-新溪望修惜站 32 139 171 

23 龍潭區-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8 63 171 

24 龜山區-南橋桃園觀光體驗工廠 96 72 168 

25 龍潭區-大北坑休閒農業區 89 65 154 

26 龍潭區-清水坑 69 63 132 

27 龜山區-龜山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站 29 97 126 

28 龜山區-龜山苗圃綠環境生態園區 56 49 105 

29 蘆竹區-國巨洋傘欣業有限公司 45 35 80 

30 觀音區-佳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科廠 30 3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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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記者會當天辦理情形  

本次記者會活動以低碳暨環境教育中心為主，本計畫配合

相關工作執行，整理 1 1 月 2 6 日記者會活動辦理情形如表 7 .1 -9

所示。  

 

表 7.1-9 記者會辦理情形 

  
記者會開幕活動及合影 

  
副市長參觀成果展示活動現場 

  
青溪國小同學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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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媒體宣導規劃  

為使媒體宣導得發揮其功效，本團隊將媒體宣傳方式依電視、

網路、報紙、廣播、雜誌及其他…等管道進行分類，依其性質及常

見作法彙整如表 7 .2 - 1 所示，說明相關執行方式。  

依過去執行經驗，配合活動 (如：記者會 )執行，進行媒體宣傳

露出之方式，新聞媒體較有報導意願，相對曝光度也較高，故本年

度亦依此方式辦理。而為使計畫成果可更靈活運用，於計畫執行期

間，亦配合府內各項媒宣推動計畫及活動 (如：電台專訪 )，提供相

關成果資料，希望透過此方式提升曝光率。  

 

表 7.2-1 媒體宣導方式說明 

媒體管道 宣傳方式 說明 

網路 

官方網站 

 於低碳綠色城市網建置活動專頁，公開活動資

訊供查詢。 
 於桃園市政府、環保局…等相關網站，轉發活

動訊息及設置 banner 連結。 
電子媒體 配合活動辦理發佈新聞訊息(由媒體主動報導) 。 

行動裝置 
 官方 line：桃園市政府。 
 FB：鄭文燦市長、護守桃花源、桃園事。 

電視 

新聞露出 配合活動辦理發佈新聞訊息(由媒體主動報導) 。 

跑馬燈 
適合活動訊息露出，以地方電視台為主台，強調

在地參與。 

廣告放送 製作及播出成本高，較適合政策宣導推動。 

報紙 
新聞露出 配合活動辦理發佈新聞訊息(由媒體主動報導)及刊

登廣告。 廣告 

廣播 
專題訪問 

配合相關推動成果，進行深度訪問，較適合政策

細節及規劃方向說明。 
廣播劇 製作及刊登成本較高，較適合政策宣導推動。 
廣告 製作及播出成本高，較適合政策宣導推動。 

雜誌 
專題訪問 配合推動的成果，安排相關專題訪問。 
廣告 搭配相關類型刊物登廣告，如：世界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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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管道 宣傳方式 說明 

其他 
平面文宣 

設計平面文宣、展板或海報，提供於相關會議推

廣宣傳，如：大隊、中隊聯繫會報、里長說明會

，適合政策宣導，民眾服務。 

展板海報 
配合相關場合張貼或發放，適合活動訊息或政策

資訊露出。 

 

一、網路行動裝置  

今年度以網路宣傳方式為主，並配合「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

選暨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活動進行訊息露出，目前市政府官方

LIN E 群組，共有超過 3 60 萬人進行追蹤，並於活動期間發佈宣傳

訊息，增加活動曝光度及參與率，發佈情形如表 7 .2 - 2 所示。  

 

表 7.2-2 桃園市政府 LINE 官方宣傳畫面 

   

桃園市政府 
官方 line 追踨情形 

12 月 21 日活動 
訊息發布情形 

12 月 7 日活動 
訊息發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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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視新聞採訪  

以桃園在地有線電視業者 (共 3 家，分別為南桃園、北桃園及北

健 )，透過「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記

者會活動，增加新聞露出機會，新聞露出畫面如表 7 . 2 - 3 所示。  

 
表 7.2-3 電視新聞宣傳露出情形 

 

 

11 月 26 日 -北健有線電視「中嘉桃園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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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網頁維運管理及擴充規劃  

1 0 5 年低碳綠色城市網完成改版，並於 10 6 年完成管理後台程

式擴充，今年度將持續配合整體綠色城市相關推動措施、策略需求

或機關指定需求，及資訊安全相關通報，持續更新網頁資訊或程式

調整作業。  

一、網頁現況說明  

低碳綠色城市網頁，係以響應式網頁設計 ( R es po ns iv e  W e b  

D e s i gn；簡稱 RW D)，其優勢為在不同解析度或裝置下瀏覽網頁，

頁面的佈局排版都可以讓不同的設備正常瀏覽同一網站，不會因為

瀏覽裝置版面大小不同導致同一頁無法完整瀏覽，其相關說明如

下。  

(一 )首頁 (以電腦版網頁為例進行說明，網頁畫面如表 7 . 3 - 1 所示 )：  

網頁設計為，進入首頁後，向下滑動時功能選單會隨之縮

小，提供瀏覽者隨時依需求點擊。  

 
表 7.3-1 低碳綠色城市網首頁介紹圖例 
首頁圖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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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功能選單：   

以純文字方式顯示於首頁上方，共有 8 個選單，包含：願

景目標、自治條例、旗艦計畫、減量盤查、調適行動、低碳生

活、低碳好康及最新消息。  

(三 )功能介紹 (內容頻道，如表 7 .3 - 2 所示 )：   

功能頁面提供作為資料頁面的儲存、展式、資料庫存取。  

 

表 7.3-2 低碳綠色城市網內頁介紹圖例 

項次  頁面  內頁圖例  說明  

1  
願景

目標  

 

包含：  

推動願景及

策略內容  

2  
自治

條例  

 

包含：  

自治條例及

相關子法。  

3  
旗艦

計畫  

 

包含：  

推動小組、

旗艦計畫及

年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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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頁面  內頁圖例  說明  

4  
減量

盤查  

 

包含：  

盤查成果、

執行方案及

減量目標。  

5  
調適

行動  

 

包含：  

調適行動及

調適計畫。  

6  
低碳

生活  

 

包含：  

低碳飲食、

環保旅店、

綠色運輸、

環境教育、

綠色消費及

低碳鄰里  

7  
低碳

好康  

 

包含：  

E SC O、電動

機車、環保

團購站、低

碳社區、環

保集點、維

護修繕補助

、寺廟自動

監測設施、

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設置

補助、工廠

綠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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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頁面  內頁圖例  說明  

8  
最新

消息  

 

包含：  

新聞及  

相關活動  

 

二、網頁維運及更新管理  

(一 )例行性更新  

低碳綠色城市網之更新作業 (如表 7 . 3 -3 )為每月乙次，並確

認各計畫工作成果及其他相關計畫業務資訊更新 (視各計畫業務

資訊更新時程辦理 )，並於每月運用資訊室提供之工具 ( ZAP  

S c an n i n g  R ep o r t )進行網頁弱點掃描。  

 

表 7.3-3 低碳綠色城市網工作清單 

工作項目  概述  頻率  

首頁 b an ne r  
視需求 (包含規劃科及其他局處

之要求 )不定期更新宣傳 b an ne r  
不定期  

各子單元更新  
視需求更新各計畫成果、宣傳科

內活動  
不定期  

最新消息更新  更新內節能減碳相關新聞訊息  1 ~ 2 次 /月  

下載專區  更新或下架檔案  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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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協助性更新  

由於本站屬宣導型網站，故網頁資訊的管理為最重要工作

之一，配合業務單位推動的措施、策略或其他計畫宣傳資訊，

依所提供之資訊及圖文照片，於活動 /後刊登、下架相關訊息，

並每月至機房更新相關訊息，截至 12 月之網頁更新情形整理如

表 7 .3 - 4 所示。  

 

表 7.3-4 網頁更新維護情形 

日期  更新情形說明  

2 /6  自治條例子法內容、低碳好康區訊息更新、最新消息  

2 /1 3  低碳好康區訊息更新  

3 /1 2  
新增活動訊息 -太陽光電推廣種子教師培訓課程、節能

志工培訓及節能推廣課程說明  

4 /1 9  
依資訊室通知，完成 Mi c r oso f t  Wi nd ow s  C r edSS P 協

定安全漏洞更新作業  

4 /2 7  新增活動訊息 -樂購月活動更新  

5 /2 2  新增列管排放源說明會活動訊息、最新消息  

6 /4  自治條例子法內容、活動訊息更新  

6 /2 1  活動及最新消息更新  

7 /3 1  活動及最新消息更新  

8 /2 9  

  星級環保餐館、團購站及最新消息更新  

  配合資訊室通報，確認 A p a ch e 相關程式版本，並

確認使用版次無漏洞問題  

9 /2 1  最新消息更新  

11 /1 5  更新專刊、最新消息，環保寺廟頁面關閉  

11 /2 1  
配合資訊室調查，填寫地方政府網站建置及管理情形

調查表  

1 2 / 27  最新消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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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緊急事件處理方式  

網頁如遇重大災害如資安事件或系統故障，致影響層面深

廣、受損程度嚴重時 (如外力入侵、資通訊網路系統骨幹中斷重

大突發事件等，或水、火災、地震、天然災害等涉及資通安全

事件者 )，應儘速通報；惟如屬一般性，僅涉及單位內、受損程

度輕微時 (如內部危安、電腦病毒威染 )，可由本網站維護單位自

行處置，並逕行於處理完畢後通報。  

(四 )定期備份機制  

為避免網站發生緊急事件損毀無法使用，於每次更新後進

行網頁備份作業，以確保於問題發生後可迅速回覆網站之使用

功能。  

(五 )配合資訊室弱點掃描更新  

為確保網頁正常維運，依資訊室提供之 ow a s p  Za p 軟體，

每月進行弱點掃描，並於月報中提報測試報告。  

 

三、網頁擴充  

有鑑於 10 6 年行政院密集針對機關網站進行資安攻防演練，加

上網頁安全之重要性日趨重要，因此今年網頁擴充以資訊安全部分

進行 2 段擴充設定。  

 

(一 )SS L 設定  

SS L( S e c u r e  So c k e t s  La ye r，簡稱 SS L)是網頁伺服器和瀏

覽器之間以加解密方式溝通的安全技術標準，這個溝通過程確

保了所有在伺服器與瀏覽器之間通過資料的私密性與完整性，

於政府部門統一由 G C A 政府憑證管理中心負責伺服器應用軟體

憑證之簽發，包括 SS L 伺服器應用軟體與專屬類伺服器應用軟

體兩種，其中，SSL 類伺服應用軟體憑證簽發對象為政府機關

(構 )、政府單位所建置的 SS L(或 T LS )  S e rv e r，例如具有 SSL

功能的 H TTP  S er ve r，由於本網站資訊系統所安裝之主機規格



「107 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期末報告 

7-22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為 W i nd o ws  S e rv e r2 0 08  R 2  S t a nd a rd，本身具有 SS L 功能，因

此今年度協助業務單位完成申請該項之設定， (流程如圖 7 . 3 - 1

所示 )，網頁設定完成情形如圖 7 .3 -2。  

 

 

圖7.3-1 應用軟體憑證申請流程 
 

 

本次低碳綠色城市網之設定，所在系統為 Ap a ch e  S t r u t s  

2 . 4 . 29，因此依據政府憑證管理中心 ( GCA )「Ap a c he  SS L 憑證

請求檔製作與憑證安裝手冊」，於 9 月 28 日進行 SS L 憑證請求

檔製作並協助辦理線上資料申請，完成前述檔案後，環保局已

協助發文，並於 10 月 4 日收到政府憑證管理中心伺服器應用軟

體憑證簽發與憑證接受通知，設定過程如表 7 .3 -5 ~ 7 . 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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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5 憑證請求檔設定過程 
項目 圖例 說明 

1.申請資料填寫 

 

透過程式撰寫方式，完

成填寫申請單位、申請

網址，製作憑證請求

檔。 

 

*系統設定 1 網頁系統

於 1 主機上，僅能安裝

1 個識別檔案。 

2.檔案確認 

 

檢視憑證請求檔是否完

成及格式正確性。 

 

完成後取得 2 個檔案 

 server.key 

 certreq.txt 

 

 
表 7.3-6 伺服器應用軟體憑證簽發與憑證接受通知 

項目 圖例 說明 

1.接收通知信 

 

所申請的憑證已取得

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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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圖例 說明 

2.安裝檔下載 

 

 

下載憑證安裝檔。 

下載後取得 1 個檔案 

0AC745DB0D79C4169
4D81C5B1EB7DA3B.c
er 

 

表 7.3-7 憑證安裝設定過程 
項目 圖例 說明 

1. 匯入憑證 

 

依據所核發之安裝檔，於主

機進行匯入，並確認內容與

核發資訊相符。 

2 確認憑證 

 

憑證匯入正常。 

3. 憑證對外

瀏覽設定 

 

指定路徑及網址設定，並提

供憑證安裝檔轉檔格式給環

保局資訊室開放民眾瀏覽畫

面。 

4.完成 SSL
設定 

經資訊室開通後，已完成 SSL設定，可以 https 網址正常瀏覽本

系統。(如圖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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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3-2 SSL網頁設定完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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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站版本檢測軟體安裝  

運用版本控制程式，將現行網頁作為一個標準版本，執行

期間將每一階段更新得紀錄都送進版本控制系統內做更新，保

留最近一次標準程式內容，藉此讓每一個階段都有最新紀錄可

尋、可回溯修復，假設網頁在遭受資安攻防或駭客惡意攻擊時

過程出了差錯，則可就由該軟體檢測回復到最近一次更新紀錄

；由於目前該項檢測軟體於政府部門間，並不像 SS L 有專門負

責單位統籌，因此該版本檢測工具將透過專業團隊進行開發，

過程中為確保資訊安全疑慮，因此將不會使用既有套裝軟體。  

 

版本控制系統偵測機制說明：  

  設定時間內，偵測到資料夾中檔案的新增、修改、刪除、更

名等動作會觸發記錄時間到會發信通知。  

  檔名＆動作在設定時間內只會有一筆紀錄。  

  舉例：檔案名稱 T e s t . t x t  變更了檔案內容並存檔，此時會觸

發記錄。時間內第二次變更內容將不在觸發紀錄。  

 

使用方法：  

  撰寫程式設定檔（本團隊委託廠商開發）  

1. 監控檔案主目錄(偵測項目包含內頁子目錄) 

2. 以分鐘為單位，設定信件發送通知；監控訊息結果發送對象

(Email) ，須確認目前系統主機是否具備 mail server 功能，如無則

需額外建立 mail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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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8 功能概要介紹 
圖例 說明 

 

程式碼 

 

系統執行

畫面，偵

測對應目

錄情形 

 

發信通知

工程人員

，需立即

檢視系統

遭侵入之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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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9 版本監測軟體功能安裝 
圖例 說明 

 

10/22 於環保局機房安

裝程式 

(FileSystemMonitor.exe) 

安裝後開啟不關閉。 

 

 

 

系統安裝後，測試監控

目錄下之檔案如有異動

後，系統記錄畫面，以

利系統人員檢修及還原

原檔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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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小結  

一、結論  

(一 )  1 07年11月26日至107年12月31日辦理「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

選暨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活動，並配合進行傳媒宣傳作業。  

(二 )  每月進行「低碳綠色城市網」資料更新及維護作業，完成資訊

安全SS L申請設定，提升網頁傳輸間的安全性，並建置網站版本

控制程式，減少網頁遭受惡意攻擊時之損失。  

 

二、建議事項  

(一 )  成果宣導  

持續辦理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行銷，以專業性質更高之宣導及

發表方式辦理，如：論壇、研討會…等，提供更深化的資訊與

知識運用於桃園市，並可規劃結合外交部或環保署等中央單位

辦理，讓整體成果可更豐富。並規劃與Y ou Tu b er或網路插畫家

合作，拍攝相關影片或以圖文插畫方式露出，增加整體活潑度

及露出機會。  

(二 )  網頁擴充  

本計畫工作多屬跨局處、單位之整合作業，如：旗艦計畫 (轉型

為管制執行方案 )、調適計畫及溫室氣體盤查相關資料的，各項

成果累積資料量龐大，且考量局處人員替換交接等因素，建議

未來可建置網站資料庫供內部資料管理使用，匯入現有資料內

容，將本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包含原有之旗艦計畫 )、調適

計畫及溫室氣體盤查報告等成果資料，鍵入系統資料庫，供使

用者可以線上查詢及進度掌控使用，以提升資料蒐集效率及減

少人員更替所需要交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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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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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環保署評比考核 

章節摘要  

為促使全國各直轄市及縣 (市 )環保機關對氣候變遷衝擊提出完整

因應措施，並確實執行因地制宜且與國際接軌之減緩與調適行動，環

保署每年舉辦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績效評比。  

本計畫協助管控環保署推動氣候變遷行動績效評比作業，每月彙

整考評工作執行情形，並於時間內辦理完成工作，預計各項分數均可

獲得。並蒐集整理市府相關推動計畫，以「設立市府層級『綠能專案

推動辦公室』整合本市綠能政策發展」、「成立『海岸管理處』為管

理海岸生態之專責單位」、「辦理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推動本市調適

示範社區」及「桃園市生質能中心成立，推動桃園環保科技園區為資

源循環示範園區」為在地執行亮點完成年度成果報告，並依規定協助

業務單位於 10 7 年 11 月底提報年度成果報告予環保署，完成網頁上傳

事宜，並協助製作成果報告簡報，配合於 1 07 年 12 月 2 4 日參與成果

簡報會議，後續各小節將依圖 8- 1 之架構進行說明。  

 

 

圖8-1 環保署考核評比工作重點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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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107年氣候變遷評比考核工作執行情形說明  

本市自 10 3 年 12 月 25 日升格為直轄市，成為全台第 6 都，故在各

項環保署考評上，分組已自升格前的縣 (市 )組，改列為直轄市組，1 07

年度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績效評比項目分為：推動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

遷調適作為、執行低碳永續家園之推動計畫、推動溫室氣體盤查登錄查

核作業、行政配合度，其中「執行低碳永續家園之推動計畫」及行政配

合度之部分評比內容屬「1 07 年度桃園市低碳永續家園運作體系與執行

成效管考計畫」之執行成果，本計畫除配合完成各項考評規定作業外，

協助彙整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計畫推動成果，並製作考評自評分數表

每月提報業務單位確認；各項工作皆依期程執行，整理如表 8 . 1 - 1，並

皆已辦理完成所示，預計各項分數均可獲得。  

 

表 8.1-1 考評工作執行情形彙整 
項目 評比內容 權重 執行情形說明 

壹、推動溫

室氣體減量

與氣候變遷

調適作為 

107 年 11 月 30 日前，函送並上網登錄

107 年度成果報告。(環保機關派員簡

報，並由審查委員進行審查評分。) 
35% 

蒐集本市相關推動情形

撰擬成果報告及審查簡

報，並協助業務單位於

11/30 函送環保署。 

貳、執行低

碳永續家園

之推動計畫 

一、執行低碳永續家園成效管考作業：

7 月 5 日(3 分)及 12 月 5 日(7 分)前至

「低碳永續家園資訊網」完成填報 
10% 

已於 6 月底及 11 月底完

成下半年填報(低碳永續

家園認證評等推動計畫

執行成果) 

二、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計畫

(統計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 
23% 

完成低碳永續家園認證

評等計畫執行作業，並

統計至 11 月底(低碳永

續家園認證評等推動計

畫執行成果) 

三、補助社區

之成果維護管

理及追蹤相關

作業 

1. 107 年 4 月 30 日前完

成 105 至 106 年補助

社區名單及補助項目

確認並函送環保署 

1% 
已於 4/16 提送環保署 
(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

推動計畫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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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比內容 權重 執行情形說明 

2. 於績效評比成果報告

提交期限前，完成追

蹤查核作業，並將相

關現地查核結果函送

環保署確認 

6% 
已於 9 月完成相關提報

作業(低碳永續家園認證

評等推動計畫執行成果) 

參、推動溫

室氣體盤查

登錄查核作

業 

一、確認下年

度應盤查登錄

溫室氣體之排

放源名單 

107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

106 年度盤查資料之系

統完成度查核(2 分)及
107 年度溫室氣體排放

量之排放源名單(3 分) 

5% 

已提供盤查完成度查核

資料及 107 年度列管排

放源名單，並於 9 月底

前函送環保署(詳如第 4
章) 

二、執行本年

度排放源操作

與排放相關設

施及有關資料

之查核 

107 年 11 月 30 日完成

現場查核 
10% 

已完成溫室氣體排放源

現場查核作業，並於 11
月底前函送環保署(詳如

第 4 章) 

肆、行政 
配合度 

一、積極推動

村 (里 )參與低

碳永續家園認

證評等 

表 3「認證評等執行情

形」分項得分超過 6 分

時，每新增 1 個銅級村

（里）加 1 分，每新增

1 個銀級村（里）加 2
分，最多 3 分 

3% 

完成各項加分項目，預

計分數均可取得(低碳永

續家園認證評等推動計

畫執行成果) 
二 、 輔 導 村

（里）精進行

動項目 

以於「低碳永續家園資

訊網」登錄之佐證資料

為依據，1 處新增 1 個

行動項目加 2 分，輔導

1 個既有行動項目精進

加 1 分，最多 3 分 

3% 

三、成果報告

格式 

總頁數為本文及附件各

別不超過 20 頁(含 20 頁

)  
1% 

11/30 函送環保署，且報

告頁數均符合規定 
四、成果報告

繳交期限 

於規定時間內函送環保

署及上傳資料者，得 1
分 

1% 

五、其他行政配合事項 2% 2 場大型活動資料蒐集

(跨年、燈會) 

小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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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考評年度成果報告  

一、  6 都考評重點蒐集  

為掌握其他 5 都的執行狀況，進而作為本市推動相關工作之參考，

本計畫參考 5 都 106 年度推動因應氣候變遷行動執行績效評比之成果報

告，並蒐集彙整如表 8 .2 -1，分析結果如下：  

（一）  減量目標與盤查：為執行節能減碳業務並瞭解推動成效，各縣市

大多有專門的推動單位，並訂定減量目標 (依循中央 )及辦理溫室氣

體盤查作業。  

（二）  減碳作為：各縣市皆有訂定相關執行計畫，其中幾個縣市是以部

門別來分類計畫執行內容，可直接對應溫管法之部門減碳量；桃

園市以旗艦計畫來展現減碳成果，亦可參考此分類方式呈現，瞭

解各部門溫室氣體減量推動狀況。  

（三）  調適計畫：除利用當地特色推動調適計畫，亦可投入長期規劃

( 3 ~5 年 )，以低 (減 )碳、調適之議題推動辦理相關活動，可讓民眾

更直接感受相關成果 (如：高雄市哈瑪星生態交通示範計畫 )。  

 
表 8.2-1 6 都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調適考評內容彙整表 

項目 桃園市 臺北市 新北市 臺南市 臺中市 高雄市 

推動

單位 

桃園市發

展低碳綠

色城市推

動小組 

臺北市政

府節約能

源行動推

動小組 

新北市氣

候變遷減

緩與調適

推動平臺

會議 

籌組大臺

南減碳行

動聯盟 

臺中市低

碳城市推

動辦公室 
永續會 

考評

減碳

重點 

旗艦計畫

自治條例 
各碳排部

門別分工 
各碳排部

門別分工 
各碳排部

門別分工 

綠能發電

、鍋爐補

助、電動

公車 

太陽光電

設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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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桃園市 臺北市 新北市 臺南市 臺中市 高雄市 

調適

計畫 

調適計畫

、埤塘氣

候變遷調

適計畫 

海綿城市

、治水 

熱島降溫

示範計畫

、社區自

主防災 

菱殼變菱

碳、農作

畜牧廢棄

物再利用 

柳川、綠

川改造計

畫、2018
水岸花都

活動 

哈瑪星國

際海港型

生態交通

示範計畫 

 

二、  1 0 6 年考核建議  

依 106 年推動因應氣候變遷行動執行績效評比報告之審查委員提供

桃園市之推動意見，依類型可區分為 3 類：  

（一）  目標訂定  

桃園市減碳目標依循中央：1 19 年回到 94 年排放量再減 20 %以下

，1 39 年回到 94 年排放量再減 50 %以下。為檢視減量計畫成效，

建議可增訂階段性減量目標，並搭配管制執行方案內容，以可掌

握之資料進行規劃，訂定相關推動措施。  

（二）  完善低碳推動方案  

桃園市近年積極推動低碳綠色城市，接續成立推動小組推動低碳

綠色城市旗艦計畫，並推動各項綠能政策，包括：市有公用房舍

屋頂標租設置太陽光電系統計畫、工業區綠能媒合活動及桃園環

保科技園區全光電屋頂啟用，除此之外建議可再考量工業部門減

緩策略，並可制定更宏觀之低碳推動方案。  

（三）  持續發展在地特色之埤塘相關政策  

為發展桃園獨特的地景特色－埤塘，1 06 年度辦理「桃園市埤塘氣

候變遷調適計畫」，研擬在氣候變遷影響下，桃園埤塘的調適策

略，進一步提出相關計畫作為未來建構本市在減緩與調適推動上

之參考。此外，亦將綠能與埤塘結合，共建置 2 口光電埤塘，並

以此方式作為示範鼓勵其他埤塘設置，共同響應綠能政策。並為

確保埤塘生態發展，於光電系統建置前、中、後，皆有進行水質

及相關監測，未來配合相關法規之訂定，持續推動各項計畫，或

結合埤塘發展其他具在地特色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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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 0 7 年考核成果報告  

1 0 7 年度「推動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調適作為」成果報告內容

包括：執行溫室氣體減量相關工作、辦理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

推動事項，以及推動全球氣候變遷之認知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教育宣

導工作，參考 1 06 年推動因應氣候變遷行動執行績效評比之審查委員提

供桃園市之推動意見 (表 8 .2 -2 )  ，並蒐集業務單位工作推動成果，做為

本年度成果報告撰寫內容之參考，並說明 1 07 年執行亮點說明如后。  

表 8.2-2 意見回覆說明 

項目 106 年建議事項 107 年成果報告參採情形 

目標訂定 

建議可增訂階段性減量目標

，並搭配管制執行方案內容

，以可掌握之資料進行規劃

，訂定相關推動措施。 

為追蹤計畫達成情形，依管制執行方

案部門分類，訂定各計畫年度目標，

以確保長期執行下可達預期目標。 

完善低碳

推動方案 

除推動各項綠能政策外，建

議可再考量工業部門減緩策

略，並可制定更宏觀之低碳

推動方案。 

為確保推動方案各面向之完整性，推

動具實質減量成效之減碳措施，以本

市旗艦計畫為主軸，依照能源、住商

、製造、運輸、農業及環境六大部門

分類呈現，並進一步蒐集彙整市府各

局處相關之推動政策分類納入各部門

，以市府角度為政策發想點，擬定更

宏觀的低碳推動方案。 

持續發展

在地特色

之埤塘相

關政策 

建議可持續推動埤塘相關之

各項計畫，或結合埤塘發展

其他具在地特色之政策。 

為延續本市在地特色之發展，亦持續

辦理各項埤塘活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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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設立市府層級「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整合本市綠能政策發展  

桃園市為北部地區最具綠能發展潛力之直轄市，近年來積

極推動再生能源發展，依能源轉型推動聯盟公佈之能源政策縣

市總排名，桃園市 10 7 年表現優異為全國第 4，再生能源設置

容量為北部縣市第一 (圖 8 . 2 - 1 )，並獲得最佳進步獎；整理近

年綠能推動情形說明如下：  

1 .  自 1 04 年開始推動市有公用房舍屋頂標租設置太陽光電系統

計畫，將本市機關房舍導入設置，透過公部門帶頭做的方式

，增加民眾對於太陽光電系統的認知，同時間經濟發展局同

步推動私有房舍太陽光電補助。  

2 .  1 0 5 年結合經濟部工業局於桃園境內 8 處工業區辦理媒合活

動，鼓勵工業區廠商共同建置，並規劃將掩埋場土地進行活

化，希望透過活化公園綠地及綠能用地，讓民眾重新體認土

地的美好價值，降低碳排放量、減緩氣候暖化。  

3 .  1 0 6 年發展在地特色光電埤塘，及透過自治條例要求用電大

戶需設置一定比例 (1 0 % )之再生能源；今年度持續推動桃園

環保科技園區廠商響應「自己的電自己發」之綠能政策，陸

續於屋頂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已約近八成的廠商自主設置

完成，總設置容量 2MW，年發電量約 22 0 萬度，並於全市

8 處掩埋場綠能設施，設置容量為 4 . 5MW。  

 

  

圖8.2-1 桃園市再生能源推動情形及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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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為加速桃園市綠色能源之推動、帶動綠能產業發展，今

( 1 07 )年 2 月成立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綜理本市能源政策

，建立完整能源供給及需求產業鏈。雖各縣市陸續成立綠能

專案推動辦公室，但易有層級過低、資源不足、未與府內整

合之困境，而為利於整合各界資源，建立綠能單一窗口，桃

園市設置之綠能辦公室拉高至市府層級，並定期召開工作會

議，由副市長兼任召集人，邀集其他相關局處一同與會；並

規劃推動多項綠能計畫 (表 8 . 2 -3 )，包括：離岸型風力發電

、太陽光電及儲能計畫。  

 
表 8.2-3 桃園市再生能源發展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地區 內容概述 期程 

1 
協助推動離岸

型風力發電 

觀音 

外海 

本市通過「桃園離岸風力發電廠」

1 案，分配設置容量為 350MW，

將設置風機共 90 座，投資金額約

600 億元，107 年與世紀風電及達

德能源集團簽訂 MOU，預計於

110 年併網完成，將帶來每年 120

萬度電，提供本市 1 萬 6000 戶家

庭每年用電量。 

預計於 110

年併網完成 

2 
綠能屋頂全民

參與計畫 
全市 

以「民眾零出資、政府零補助」原

則，整合在地屋頂，遴選太陽光電

營運商承租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 

107/11/1~ 

108/10/31 

3 

偏鄉地區防災

型自主能源系

統 

龍潭區 

復興區 

為避免偏鄉地區於天災時無法與外

界聯繫傳遞災情，形成孤島效應，

擬設置具「創能、儲能、節能」之

智慧能源系統。 

107/8/1 ~ 

108/12/31 

4 

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及儲能系

統實施計畫 

全市 

除了針對私有房舍建置太陽光電進

行補助，亦將補助本市 800kW 以

上用電大戶設置儲能系統。 

108/1/1 ~ 

1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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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成立「海岸管理處」為管理海岸生態之專責單位  

桃園的海岸線長度為 4 6 公里，台 6 1 線西濱快速道路以西

的海岸地區面積約 2 萬 7 ,4 0 0 公頃，蘊藏著豐富的生物與景觀

資源本市重視海岸管理及海洋生態發展，環保局自 10 4 年開始

辦理「桃園市海岸生態保護白皮書擬定計畫」，桃園沿海進行

全面的生態調查、研擬海岸管理政策，並召開了多場說明會與

機關協調會，於 1 06 年率全國之先推出「海岸生態保護白皮書

」，提出了沿海生態及環保的遠見，並做為桃園未來海岸生態

保護的重要方針，並且是國內第一本針對海岸生態及環保的政

策白皮書。  

為進一步加強桃園市海自然景觀的保護及周邊環境發展，

今年 3 月成立海岸管理處，是海岸管理的專責單位，也是全國

首創，同時也設立海岸管理委員會，由市長擔任召集人，委員

1 5 ~21 人，擬訂海岸管理政策，並針對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

物保護區、許厝港重要濕地、草漯沙丘、新屋石滬等進行管理

維護，打造自然人文、親水樂活的美麗海岸為願景，並以清淨

海岸、資源保育及合理利用為目標。  

並推動許厝港濕地復育計畫 (圖 8 .2 - 2 )，改善當地生態環

境，釋放水域空間、疏通老街溪出海口淤泥並拆除違建，以挖

填平衡方式設立生態性設施，並規劃潮間帶景觀步道、自行車

道及延伸性景觀設施，設立市民航棧咖啡館、許厝港溼地遊客

中心，提供更多元的服務，發展低碳光觀旅憩空間，並針對各

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等民間團體，招募海岸巡護隊共同維

護海岸並開放民間認養淨灘，同時與當地社區大學合作，進行

海岸生態覽導人員培訓，讓前來巡訪海岸的民眾可以認識海岸

生態，並瞭解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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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2-2 許厝港國家重要濕地 
 
 

(三 )  辦理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推動本市調適示範社區  

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達成自然系統的穩定平衡，以確保

社會安全與永續發展，乃是當前應積極解決的挑戰，為瞭解本

市在氣候變遷下自然災害的風險與脆弱度，自 10 2 年開始辦理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由於多年來大量人口遷入設籍或就業，人

口逐年成長、工商產值增加，氣候環境因素亦相對改變，為更

新本市風險與脆弱度資訊，於今 (1 07 )年辦理第二期氣候變遷

調適計畫，依現況重新評估並更新本市自然災害的風險與脆弱

度資料，提出檢討改善建議，瞭解氣候變遷衝擊，發展因應的

調適措施及同步訂定減碳計畫，如：發展綠建築調適機制，有

助於節能及建物降溫，同時達到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之目的。  

完善本市氣候背景後，今年度更進一步以此為基礎建立本

市調適社區作為示範及推廣。社區鄰里是居住發展的最基本單

位，也是以團體活動為基礎的一種社會組織，讓更多民眾瞭解

低碳綠色城市的推動之概念 (減緩與調適 )，1 07 年度已選定大

園區溪海里完成調適社區之硬體設備建置。  

溪海里位於淹水潛勢區，且過去紀錄中凡遇豪雨易有大規

模淹水，故於里內易淹水地點設置智慧水尺，讓水位資訊即時

上傳至雲端平台，並設定警戒水位。在豪雨淹水時可透過電腦

、手機等設備遠端觀看水位變化，而水位到達警戒高度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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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將自動發送通知，作為里民發動緊急應變之參考，並搭配水

車微水力發電系統 (圖 8 .2 - 3 )，成為一套自給自足的防災預警

設備。  

 
水車微水力系統  

 
雲端監控預警系統  

圖8.2-3 溪海里淹水預警系統設置情形 
 

(四 )  桃園市生質能中心成立，推動桃園環保科技園區為資源循環示

範園區  

桃園市為全台第一工業科技大市，台灣前五百大的製造業

裡，就有超過三分之一在桃園設廠，工業產值連續九年居全臺

之冠，桃園市目前僅一個焚化廠，面對全市產生垃圾量愈來愈

多已不敷使用，於桃園科技工業園區內的 4 .3 8 公頃環保設施

用地上，以 BOT 模式招商，將興建具備厭氧消化、熱處理單

元與固化掩埋場三合一功能的生質能中心，加上桃園環保科技

園區內進駐之事業廢物處理業，以達到「垃圾自主處理」、

「建立桃園廢棄物循環供應鏈」及「零廢棄、低污染、多元化

處理與永續經營的循環型環保科技園區」的目標 (桃園生質能

中心座落示意如圖 8 . 2 -4 )。  

生質能中心收受的料源，以桃園市家戶垃圾、桃園科技工

業園區之廢棄物、桃園市轄內一般事業廢棄物為最優先，給桃

園的產業提供了穩定的廢棄物處理量能，預計於 11 0 年 7 月前

正式營運，將成為國內發電規模最大的生質能發電廠，每年發

電量約 2 億度 (換算每年約可提供 60 ,0 00 戶用電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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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2-4 桃園生質能中心座落示意圖 

 

 

本計畫已依規定協助業務單位於 10 7 年 11 月 30 日前提報年度成果

報告予環保署，完成網頁上傳事宜 (如圖 8 . 2 - 5 )，並協助製作成果報告簡

報，配合於 1 07 年 12 月 24 日參與成果簡報會議。  

 

 

圖8.2-5 考核成果報告網頁上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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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小結  

一、結論  

協助整合市府相關成果以及業務單位相關計畫資訊，完成環保署

1 0 7年度直轄市及縣（市）環保機關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績效評比考

核作業，並依各規定期程內提報相關成果資料。  

 

二、建議  

(一 )  統一及公開減碳量公式  

近年配合參與環保署考評簡報會議，聽取縣市簡報過程，發現

減碳量計算各有依據，因此為求縣市統一版本，建議業務單位

可向環保署建議統一制定基本項目之減碳依據，餘再由地方政

府依照發展特色項環保署確認可計算之方式。  

(二 )  增加局處亮點  

1 0 8 年開始各局處將依據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執行所屬部

門別之策略，本團隊亦建議應於 1 08 年上半年由業務單位帶隊

進行跨局處訪談，訪談過程中應建議局處提出亮點內容 (例如

為全國唯一、二或是首創項目 )，以利於 10 8 年考評成果中突

顯出市府局處亮點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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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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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協助辦理綜合業務 

章節摘要  

為確保本科業務推動順暢，本計畫協助辦理相關綜合業務；協助

辦理 1 0 7 年 1 月~12 月工作檢討會，並綜整列管工項追蹤辦理進度，

並協助業務單位參與「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三十屆 ( 201 8 )年會暨各

專門學術研討會」，以「桃園市溫室氣體列管對象排放分析及策略精

進建議」進行論文投稿及發表，同時彙整提報相關成果資料，於計畫

執行期間，協助製作相關資料共計 3 0 項，後續各小節將依圖 9 -1 之架

構進行說明。  

 

 

 

圖9-1 協助辦理綜合業務工作重點概述 
 

 

9 .1  委辦計畫監督管理  

為協助管理相關綜合業務，首要工作便是掌握業務單位相關計

畫背景及期程，整理 1 0 7 年度業務單位委辦計畫基本資料如表 9 . 1 -

1，並配合實際情況進行增減，並協助單位相關事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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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1 107 年度委辦計畫清單 

計畫  履約日期  委辦公司  

107 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  
107/01/18- 

107/12/31 

傳閔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106 年度推動桃園市空氣污染減量  

-綠色採購暨節能減碳宣導計畫  

106/07/01- 

107/06/30 

威陞環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度推動桃園市空氣污染減量- 

綠色採購暨節能減碳宣導計畫  

107/07/01- 

108/01/31 

107 年桃園農業博覽會碳索生活展覽  

設施規劃設計及建置策展執行統包案  

106/12/29- 

107/07/12 

107 年度桃園市低碳永續家園運作體系

與執行成效管考計畫  

107/03/15- 

107/11/30 

綠信環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桃園市推動空氣污染防制暨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7/05/02- 

107/11/30 

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106 年度環境教育多元學習計畫  
106/04/13- 

107/02/12 新紀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  107 年度桃園市環保(教)志工(隊)輔導

管理、宣導、遴選及辦理相關活動計畫  

107/01/26- 

107/11/30 

桃園市 106 年度環境教育推動暨  

成效管考計畫  

106/04/17- 

107/04/16 

亞太環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107 年環境教育推廣行銷計畫  
107/01/01- 

107/10/31 

翔啓創意行銷  

有限公司  

桃園市 107 年度環境教育多元學習計畫  
107/02/13-

107/12/12 鼎澤科技  

有限公司  桃園市 107 年度環境教育推動暨  

成效管考計畫  

107/04/01-

10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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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履約日期  委辦公司  

107 年桃園大圳 12-14 號池浮島花園及

周圍景觀規劃設置計畫  

106/12/26- 

107/06/30 

新綠主義股份  

有限公司  

107 年桃園農業博覽會碳索生活展覽  

設施規劃設計及建置策展執行統包案  

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 

107/1/26- 

工程結算驗

收日為止  

菊竹建築師  

事務所  

桃園市 107 年度綠色生活悠遊節  

行銷宣導計畫  

107/07/06- 

107/10/31 

峰辰股份  

有限公司  

 

 

為協助掌握計畫辦理進度及經驗交流，制定每月委辦計畫配合

管理流程 (如圖 9 .1 -1，說明如表 9 .1 - 2 )，並依期程彙整更新相關資

料與成果，藉以簡化作業流程並減少業務單位管理負擔。  

 

 

圖 9.1-1 委辦計畫配合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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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2 委辦計畫配合事項及提交時間 
項目 提交時間 各計畫配合事項 本計畫辦理事項 

月 
報 

每月 
10 日前 

 依規定函文提交月報。 
 提交函文版月報電子檔。 

蒐集各計畫月報電子檔並整

理成各月檔案供科內留存。 

工 
作 
檢 
討 
會 
議 

會議 
前 2 天 提供工檢會簡報檔。 

整合工檢會簡報檔及列管事

項表，提出意見給計畫承辦

人員參考。 

會議當日  計畫執行進度說明。 
 提交工檢會會議紀錄。 

針對各計畫對應環保署考核

項目提出建議，協助檢視改

善情形，並對未改善者再次

提出意見。 

會議次日 -- 

 彙整各委辦計畫會議紀錄

及更新列管表。 
 每月整理工檢會簡報供科

內留存。 

 

 

(一 )月報控管辦理情形  

為有效掌握各計畫之執行進度及資料整合，本團隊早於 1 04

年度整合各計畫之工作月報格式，從封面、目錄、計畫基本資

料、年度工作進度管制表、工作進度及成果、異常狀況及因應

對策、工作人數及時數、計畫執行重點及成效、環保署對應考

核項目自評及附件等應列內容說明…等項目，制定為統一格式

提供各委辦計畫使用 (如表 9 . 1 -3 )，今年度亦繼續延用此版本，

以便於承辦人員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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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3 月報架構及內容說明 

項目 應列內容說明 

封面 計畫名稱、月報所屬月份、受託廠商、計畫聯絡人、連絡電話

、執行期間、本期執行期間、提送日期。 

月報目錄 月報內容及頁次。 

一、工作事項

及工作進度 

1.工作項目及目標數：應依契約規定項目填寫。 

2.期程進度： 

(1)預計工作進度(應同工作計畫書)：計畫年度預定累積工作

進度之規劃。 

(2)每月工作進度：月報提送前一月份之「單月」執行進度。 

(3)每月累積工作進度：計畫履約開始後「累積」工作進度。 

※備註：「年度工作進度管制表(應同工作計畫書)」不易量化

者建議填寫初稿(或函文)提送時間；可量化者內容者

應填寫累積進度。 

二、本月預定

工作內容 

1. 合約工作項目：應依契約規定項目填寫。 

2. 預定進度查核點：列出各工作項目預定完成時間，建議以月

為基礎，且查核點應同工作計畫書。 

3. 最新執行情形：說明計畫實際執行情形，尤其針對無法量化

者建議敘述計畫執行情形。 

三、異常狀況

及因應對策 

1. 工作檢討會議決議事項回覆及執行情形：包含上月工檢會決

議事項、各委辦計畫回覆及目前執行情形。 

2. 上月異常狀況改善追蹤：說明異常狀況、因應對策及執行情

形，其中異常狀況包含工作項目進度落後、執行過程中需協

調相關單位配合，及考核成績落後項目等。 

四、工作人數

及時數 
計畫人員當月上班日數及時數：若屬計畫全職人員應於表中加

註(不列單日上班時數，非專職人員不列應上班時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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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檢討會辦理及追蹤列管  

為有效追蹤各計畫每月執行進度及成果，並能落實工作檢

討會之主席裁示事項，本團隊協助辦理每月工作檢討會議。其

為使各委辦計畫資源及經驗得以共享，因此自 1 06 年 6 月開始

每月工作檢討會議已由原本的分組召開改為共同召開，因此會

前的資料準備更顯重要，故延續本團隊所制定之委辦計畫列管

表供會議時使用；會後由各委辦計畫於當天會後自行提出其工

作檢討會議紀錄，本團隊再予以彙整並檢視內容。如內容有缺

漏的應列管事項，將於補充後交由業務承辦人確認後，做為最

終會議結果，達到協助管理之目的。委辦計畫列管表格式如表

9 . 1 - 4，協助辦理之工作檢討會議情形如表 9 .1 -5。  

 

表 9.1-4 委辦計畫列管表格式 

計畫名稱： 107 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計畫期程：107/O/O~107/O/O) 

項次 列管事項 列管月份 執行現況 預計完成日 
建議 

主席裁示 
A.持續列管 B.解列 

一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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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5 107 年協助辦理工作檢討會議摘錄 
時

間 辦理情形 時

間 辦理情形 

1 
月 
23 
日 

 

2 
月 
26 
日 

 

1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7 個委辦計畫

，共 31 人次出席 
2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7 個委辦計畫

，共 31 人次出席 

3 
月 
26 
日  

4 
月 
27 
日  

3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7 個委辦計畫

，共 28 人次出席 
4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8 個委辦計畫

，共 20 人次出席 

5 
月 
25 
日  

6
月 
29 
日  

5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11 個委辦計

畫，共 28 人次出席 
6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11 個委辦計畫

，共 30 人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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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辦理情形 時

間 辦理情形 

7 
月 
26 
日 

 

8 
月 
29 
日 

 

7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9 個委辦計畫

，共 29 人次出席 
8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10 個委辦計畫

，共 32 人次出席 

9 
月 
28 
日 

 

10 
月 
26 
日 

 

9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10 個委辦計

畫，共 32 人次出席 
10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10 個委辦計

畫，共 29 人次出席 

11 
月

27
日 

 

12
月

27
日 

 

11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8 個委辦計

畫，共 29 人次出席 
12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3 個委辦計畫

，共 12 人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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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協助論文投稿  

在全球經濟持續帶領下，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也持續增加，雖然

台 灣 面 積 與 其 他 國 家 相 比 並 不 算 大 ， 但 依 據 國 際 能 源 總 署

IE A / O E C D 於 1 0 6 年出版之能源使用二氧化碳 (CO 2 )排放量統計資

料顯示，我國 10 4 年能源使用 C O 2 排放總量是全球排名第 2 1 位，

人均排放量更是第 19 位 ( IE A , 2 01 7)。1 05 年 1 月 7 日，環保署因應

「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管理辦法」重新公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

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以原第一、二批名單為基礎，藉由已建立

之溫室氣體應申報對象更新機制，依現行管理辦法及盤查登錄之排

放源規定，優先納管我國主要耗能產業，包含：電力、鋼鐵、水泥

、半導體業、薄膜電晶體、石油煉製等行業，或化石燃料燃燒年排

放量達 2 .5 萬噸 CO 2 e 以上者。  

 

桃園市正值發展低碳綠色城市之際，以既有資料顯示，工業用

電 ( 3 7 . 32 % )及工業燃料 ( 3 0 . 23 % )為本市主要溫室氣體來源，因此為

掌握本市列管排放源之溫室氣體排放情形為桃園市研訂管理政策之

關鍵。本團隊自 1 04 年起協助業務單務辦理列管排放源溫室氣體申

報審查作業，對於本市排放源的特性已有初步瞭解，並且掌握歷年

的申報數據可進行分析，故規劃 1 07 年度以「桃園市溫室氣體列管

對象排放分析及策略精進建議」為題，投稿三十屆 (2 01 8)年會暨各

專門學術研討會，初步規劃架構如下：  

一、  題目：桃園市溫室氣體列管對象排放分析及策略精進建議  

二、  作者：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三、  內容摘要：以列管排放源之溫室氣體申報資料為主，分析列管

情形 (產業、排放源 )、排放情形，及工業相關部門排放量所佔

本市溫室氣體之比重，並進一步參考稽查情況、稽查重點、常

見問題等，規劃管理策略做為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推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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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架構內容：  

(一 )  現況說明：本市列管放源管理情形說明。  

桃園市目前有 3 2 個報編工業區，工業年產值約新台幣

2 . 87 兆元，以低污染、低耗能、低用水及高附加價值產

業型態主要發展軸心。以 2 01 5 年數據而言，工業用電

( 3 7 . 32 % )及工業燃料 ( 30 .2 3 %)為主要溫室氣體來源，其

中 6 4 家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其燃料燃

燒產生排放量佔全市工業燃料 7 6 . 92%，因此確實掌握桃

園市主要排放源是刻不容緩之課題。  

(二 )  資料分析：依業者申報資料分析其基本資料及申報情形。  

1 .  總溫室氣體排放量  

桃園市雖為全國列管家數最多 (54 家 )，但排放量僅佔全

國 9 .3 3 %。以 20 16 年為例，因電力需求逐年上升，使

本市發電業排放量較 2 01 5 年增加約 62 . 9 2 萬噸，此外

因產能上升，化學原材料業排放量增加約 3 7 . 72 萬噸，

其餘行業別排放量雖較 2 01 5 年減少，但減量幅度小，

故整體排放量為上升。  

2 .  行業別分析  

本市列管排放源分為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及製造業 2 種

行業，可再往下細分為 9 種製造業類別。桃園市耗能大

戶以特定行業別，如：發電業、煉油業、電子業、非金

屬製造業等為主，詳如圖 2。  

3 .  製程分析  

以燃料產生之固定排放量為主 (約 7 5 %)，其中又以發電

用渦輪發電、鍋爐汽電共生、鍋爐蒸氣產生及鍋爐發電

程序等，煉油業之觸媒裂解及氫氣製造程序，熱媒加熱

程序之鍋爐使用，人造纖維製造業之聚脂樹脂化學製造

程序為主。  

4 .  燃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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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然氣產生排放量為大宗 (6 4 . 89 % ) ，次之為煙煤

( 2 3 . 98 % )。  

(三 )  策略說明：中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狀況及本市措施推動說

明。  

桃園市政府 20 17 年施行「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

條例」並透過「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進行

管理，今配合中央訂定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將

旗艦計畫轉型為管制執行方案，並納入相關低碳及減量作

為，期望達到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之目的。  

(四 )  結論建議：本市未來管理走向。  

1 .  減碳技術門檻及成本逐年增加，且既有設施減量面臨瓶

頸，高成本減碳需有足夠誘因，因此產業實質減量需透

過不間斷且有效的檢討修正，才能真正有效的達成減量

成效。  

2 .  溫室氣體減量策略牽涉之業務層面相當廣泛，因此於研

擬及執行上，應以跨局處整合推動減量策略，非單一局

處可獨立完成。  

本計畫已於 1 07 年 8 月協助業務單位完成本次環工年會論文投

稿作業 (如圖 9 .2 -1 )，並協助製作論文海報，於 1 07 年 11 月 1 6 日

~ 1 7 日在成功大學進行論文海報發表 (如表 9 .2 - 1 所示 )。  

 

圖 9.2-1 論文投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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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2-1 環工年會海報發表情形 

  

2 0 18 年環工年會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除了國內的環工年會論文投稿外，本計畫協助蒐集國際環工或

永續發展相關領域之研討會，可做為未來投稿的規劃參考，見表

9 . 2 - 2。  

表 9.2-2 國際研討會 

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說明 

溫室氣體控制 
技術國際研討

會 
GHG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enhouse Gas 
Control 

Technologies) 

IEAGHG 

 成立於 1997 年。 
 討論溫室氣體減排技術發展的主要國際平台，

尤其是 CO2捕獲和存儲（CCS）相關的技術。 
 每 2 年在成員國舉行，在北美，歐洲和亞洲之

間輪流舉行。 
 投稿摘要限制：500 – 1000 字 
 發表類型：海報或口頭發表 
 主題： 

(1) 促進捕獲技術發展 
(2) CO2地質封存的發展 
(3) CO2其他儲存方式的發展 
(4) 工業用 CCS（非動力） 
(5) CO2運輸和基礎設施發展 
(6) 走向 CO2負排放 
(7) CO2利用選擇 
(8) 示範項目和國家或國際 CCS 研究、開發、

示範計畫 
(9) CCS 技術評估、成本和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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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說明 

(10) 對 CCS 和教育活動的看法 
(11) 能源、氣候變化和 CCS 政策 
(12) CCS 的法律和監管及 CO2封存的長期責

任 
(13) 從地質活動中減少非 CO2溫室氣體 

 

 GHGT-14 
 舉行日期：2018/10/21 – 25 
 會議地點：澳洲 墨爾本 
 投稿時間：2017/9/1 – 2017/12/31 
 投稿結果通知：2018/5/1 

 GHGT-13 
 舉行日期：2016/11/14-18 
 會議地點：瑞士 洛桑 
 論文投稿時間：2015/9/1 – 2016/2/10 
 投稿結果通知：2016/6/1 

MEGA 空氣污

染控制研討會 
(MEGA 

Symposium) 

A&WMA 

 A&WMA 成立於 1907 年，是非營利及無黨派的

專門組織，提供環境相關的知識與交流，促進

全球環境責任。 
 MEGA 研討會每 2 年舉辦一次。 
 會議重點在於分享符合當前和未決環境法規的

方法、成功經驗和挑戰，以及當今的能源調度

需求，與會者將受益於對政策趨勢的深入了

解，並獲得最新的發展和運營經驗。 
 投稿摘要限制：150 字內，提供案例研究或結果

的摘要。 
 發表類型：口頭發表 
 主題： 

(1) 燃煤發電的空氣污染：汞、酸性氣體、

SOx、NOx、微粒控制 
(2) 燃氣發電的空氣污染 
(3) 廢水和副產品管理 
(4) 變量負載管理 
(5) 化石廠的碳管理和二氧化碳控制 

 2018 第 12 屆 MEGA 研討會 
 舉行日期：2018/20 – 23 
 會議地點：美國 巴爾的摩市 
 論文投稿時間：2018/3/9 截止 
 投稿結果通知：20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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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成果整合及運用  

透過前述委辦計畫管理項目之內容蒐集及彙整，可以有效將成

果運用於上級或是外部指導單位，當有相關例行性或臨時性的需求

，可以在短時間內應變並產出成果供參考，其資料蒐集架構如圖

9 . 3 - 1 所示。  

 

圖 9.3-1 計畫資料蒐集架構圖 
 

(一 )例行性成果提報  

由於業務單位之委辦計畫經費，大多來自於單位內空污基

金預算，因此於每年至少皆會進行 1 次執行成果彙整及報告。

本團隊亦於過去執行期間，協助製作歷次會議資料，藉此統整

資料內容並減少委辦計畫工作量；今年將與各計畫研商討論所

屬計畫之亮點，並制訂統一格式，提供各計畫定期回報執行進

度。  

 (二 )臨時性成果提報  

除例行性成果提報外，於計畫執行過程中隨時配合業務需

求，彙整提報相關成果資料，整理本團隊歷年協助業務單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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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之臨時性成果提報情形如表 9 . 3 - 1，主要以業務報告及推動類

別之項目最多，如：相關單位詢問之意見回覆內容研擬、本市

低碳綠色城市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情形說明等，其次依序為會

議參與及議會定期會及質詢回覆內容提供，本團隊依循過去執

行方式，協助提供相關臨時性資料回覆。  

 

表 9.3-1 本團隊協助臨時性資料提供情形(摘錄) 
項次 類別 事由 

1 
業務報告

及推動  

(1) 「循環型都市和再生都市的系統性都市發展示範」合作計

畫訪談之受訪資料準備 

(2) 協助撰擬「氣候變遷行動之績優補助獎勵計畫」內容 

(3) 環保局政策推動方向及經驗簡報資料更新 

(4) 環保局未來政策展望資料更新 

(5) 環境白皮書內容更新 

(6) 活化地景資產創造全新價值—新進人員說明簡報製作 

2 會議參與  

(1) 臺北市「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訪團交流會」 

(2) 「2017-2018 地方縣市政府能源政策評比」訪談 

3 
議會定期

會及質詢  

(1)協助提供議會定期會市政總質詢、模擬問答等資料回覆內容 

(2)空污基金簡報製作及彙整、委員問題回覆 

4 其他  民眾陳情意見回覆－吃素減碳、屋頂水塔建議使用白水泥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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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小結  

一、  結論  

(一 )  相關會議辦理  

協助辦理 10 7 年 1 月~ 12 月工作檢討會，並綜整列管表掌握各計

畫執行情形，並持續追蹤最新進度，即刻更新相關資料庫內容。  

(二 )  委辦計畫資源運用  

例行空污基金資料提報、重要活動期程彙整及臨時性資料提供。  

(三 )  參與「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三十屆 ( 20 18 )年會暨各專門學術研

討會」，協助以「桃園市溫室氣體列管對象排放分析及策略精進

建議」完成論文投稿及發表。  

(四 )  彙整提報相關成果資料，於計畫執行期間，本計畫共協助製作相

關資料共計 3 0 項  

 
二、  建議  

(一 )  增加論文投稿管道  

過往於本案執行皆於國內環境相關研討會投稿為主，建議可朝不

同面相或國際論壇為主進行投稿，增加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

露出機會。  

(二 )  業務單位委辦計畫交流  

由於業務單位所屬業務除了推動低碳綠色城市業務外，另有環境

教育相關計畫，因此建議可於每次工作檢討會時安排各計畫辦理

一次計畫介紹，內容包含計畫重點及經驗資源分享，以增進各計

畫間的資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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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結論與建議  

章節摘要  

本 章 節 主 要 將 工 作 項 目 以 質 化 及 量 化 方 式 彙 整 本 年 度 工 作

成果，提出各工項執行成果及未來執行建議，提供桃園市政府未

來擬定相關施政策略之參考。  

本章各小節架構如下圖，說明如後文。 

 
圖10-1 本章節重點概述 

10 .1  工作執行成果  

依本報告章節分工彙整年度工作成果，如表10.1-1 

 

表 10.1-1 計畫年度工作成果質化及量化說明 
章節分工 質化 量化 

推動桃園市

低碳綠色 

城市運作 

1. 以年度成果及子法研訂進

度，檢討執行狀況，促進局

處間互動，共同研商完成自

治條例修法前置作業。 

 自治條例配套措施研訂進度，已

全數完成 23 項。 
 依據母法列出 19 條條文作為年

度成效展現作為。 
 完成自治條例修正條文，共計 12

條。(含修正 10 條及新增 2 條)。 
2. 協助各局處滾動式修正「桃

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

畫」，並透過年度目標值，

定期追蹤年度成果。 
3. 整合相關執行計畫，統一轉

型為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

案，減少局處作業負荷。 

 「107 年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

艦計畫」修正為 72 項細部計畫；

績效指標共計 46 項。 
 統計 107 年減碳量 51,488 噸/年，

目標達成率為 7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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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分工 質化 量化 
4. 協助各局處滾動式修正桃

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並

追蹤執行成果，以強化本市

氣候變遷因應措施。 

 「107 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修正為 23 項調適策略及 51
項行動計畫。 

5. 運用低碳綠色城市成果於

國際論壇發表(2018 ICLEI
世界大會會議及 2018 年水

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及本

市境內進行展出。 

- 

6. 邀請不同專業領域共 9位諮

詢顧問進行人物專訪，講述

綠色城市各個層面的意涵。

完成低碳綠色城市專刊，提

高專刊價值及民眾閱讀興

趣。 

 完成低碳綠色城市專刊中文版

1,000 份、英文版 500 份，並且協

助發送相關單位供民眾閱覽。 
 於低碳綠色城市網提供專刊電

子檔下載。 

溫管法 

業務協助

辦理事項 

1. 邀集中央部會指導及相關局

處研商，順利完成桃園市溫

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2. 配合參與溫管法相關會議，

以協助相關資訊更新。 

辦理完成 2 場次研商會議 
 107/7/31「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

執行方案研商會」 
 107/12/22「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

執行方案(第一期)草案內容修訂

研商會議」。 

排放源 

申報審查

工作 

1. 運用環保署相關管理系統

資料庫(固定污染源空污費

暨排放量申報整合管理系

統、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

系統，及國家溫室氣體登錄

平台)，完成應盤查登錄溫

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名

單維護作業，進而提升排放

源篩選機制。 

 維護及更新 106 年應盤查登錄名

單，協助 2 間排放源解列案件審

查作業，名單更新為 57 家。 
 完成 107 年應盤查登錄名單篩選

作業，共計 59 家業者(新增 7 家)。 
 107/6/1 於桃園市勞工育樂中心

辦理 2 場次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

排放量之排放源說明會，共計 34
家 40 人次參與。 

2. 依環保署公告盤查登錄審

查指引及新增規範，更新溫

室氣體盤查登錄系統書面

審核流程，並據實進行書審

作業。 

完成書面審查作業，共計 25 家全數

通過。 

3. 完成本市溫室氣體列管排

放源現場查核作業，掌握桃

園市排放源情形。 

於 107/9/26~107/11/7 進行 45 場次

排放源現場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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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分工 質化 量化 

桃園市 

溫室氣體

盤查推動 

1. 完成 105 年行政轄區盤查作

業，並進行第三方查證作業

取得認證聲明書，佐證桃園

市盤查數據品質。 

105年行政轄區盤查結果為 3,084萬
公噸，排放源以工業能源部門最高

佔 66.88%，依序為運輸能源部門

13.96%、住商部門 13.85%、工業製

程 4.29%、廢棄物部門 0.85%，及農

業部門 0.16%，並完成盤查報告書。 
2. 完成 106 年政府機關盤查作

業，並辦理政府機關溫室氣

體盤查填報說明會。 
3. 進行內部稽核作業，篩選填

報使用量數據差異歷年平均

高於或低於 50%，或明顯高

於同類型單位者，篩選出 34
個機關單位，主動以電話或

電子郵件與該單位聯繫並確

認問題，針對誤填之單位除

協助修正其登錄資料外，亦

分析彙整能資源使用量落差

原因 

 完成 1 場次桃園市政府機關溫室

氣體盤查輔導教育訓練，共計

134 人參與，政府機關能資源填

報率達 100%。 
 106 年政府機關盤查結果為 20.2

萬公噸，以固定式能源占比

88.92%最高，依序為交通運輸部

門 8.17%，廢棄物部門 1.72%及

逸散部門 1.19%，並完成盤查報

告書。 

國際參與 

1. 通過 GCOM 四階段認證，

獲得所有標章。 
2. 完成碳氣候登錄平台(cCR)

及城市碳揭露計畫 (CDP 
Cities)相關資訊填報。 

3. 協助參加 6 月 ICLEI 世界

大會及 9月韓國水原亞洲人

本城市論壇，使桃園市低碳

綠色成果得以順利露出。 

完成國際節能減碳相關資訊蒐集共

203 則，並依據永續發展目標的 17
個面向進行分類，以利業務單位了

解最新國際發展趨勢，並能將內容

提供其他局處作為參考。 

綠色城市 

成果宣導 

1. 辦理「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

票選暨低碳綠色城市成果

展示」活動。 
2. 協助低碳綠色城市網擴充、

資訊更新及露出。 

 「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

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活動，

現場共 694 人、網路共 1,793 人

投票參與。 
 每月進行弱點掃描作業，共計 12

次(截至 12 月底)。 

環保署 

評比考核 

1. 整合市府局處業務，完成

107 年度桃園市低碳永續家

園運作體系與執行成效管

考計畫，所需執行成果。 
2. 檢視其他直轄市相關減緩

策略，提出策略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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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分工 質化 量化 

協助辦理

綜合業務

及其他 

配合辦理

事項 

1. 計畫資源整合及建檔，以利

資料傳承運用，並可於最短

速度內提供臨時性資料。 
2. 重要活動期程彙整及公布，

以利掌握科內即時資訊。 

辦理共計 12 場次工作檢討會，協

助業務單位有效控管及督促相關計

畫執行。 

- 
計畫執行過程中隨時配合業務需

求，共協助完成 30 項臨時性交辦

業務。 
 

由於本團隊已連續執行本計畫，因此自行回顧「106年度推動空氣污染防制建

構永續環境綜合發展計畫」於成果報告所提之未來執行建議，對照今年執行概況整

理相關辦理情形如表10.1-2所示。 

 

表 10.1-2 年度計畫延續執行辦理情形 
106 年計畫建議事項 107 年計畫辦理情形 

一、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策略規劃 
1. 自治條例已施行 1 年，但執行

面局處尚有困難之處，故建議

107 年將調查問題點並檢討修

正母法內容，並建立基準年，

設立年度目標。 

以年度成果及子法研訂進度，檢討執行狀況，

促進局處間互動，共同研商完成自治條例修

法前置作業(修正條文共計 12 條；含修正 10
條及新增 2 條)，並全數完成自治條例配套措

施共計 23 項。 
2. 因應環保署溫室氣體減量推動

方案(草案)及管制行動方案(草
案)訂定進度，故建議 107 年持

續運作旗艦計畫，但將視核定

期程將旗艦計畫轉化為「桃園

市溫室氣體減量管制執行方

案」。 

107年已邀集中央部會指導及相關局處研商，

順利完成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並

於 108 年 1 月由業務單位發文提送環保署審

查。 

3. 由於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已完成架構及內容，故建議107
年將檢討修正內容，除彙整106
年成果，並設定年度目標值。 

 本團隊已彙整局處依計畫內容所提之績

效指標，包含執行成果及年度目標，並於

107 年第 1 次推動小組研商會及大會說

明，其依據會議記錄，107 年桃園市氣候

變遷調適計畫架構調整為 23項調適策略、

51 項行動計畫。 
 為精進本市調適計畫內容，「107 年桃園

市推動空氣污染防制暨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產出之「107 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

計畫白皮書」，評估桃園市氣候變遷潛在

衝擊及系脆弱度，檢視目前氣候變遷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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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規劃 108 年度以具有調適作為之計

畫為主，並透過專諮會訂定年度目標

(5~10 年)，期更能準確掌握各項計畫執行

重點及未來目標。 
4. 今年專刊展現重點以 105 年低

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成果為主

軸，因已成立諮詢顧問團，故

建議 107 年以採訪諮詢顧問為

亮點，並展現自治條例、低碳

綠色城市及調適計畫成果為成

效。 

因應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諮詢顧問團的

正式成立，107 年針對諮詢顧問進行專訪，並

提出對於桃園發展低碳綠色城市作法之建議

及看法，進一步搭配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呈

現市府推動情形與各屆專家學者看法相互呼

應，並作為未來的展望。 

5. 持續辦理低碳綠色城市會議，

明年會議重點為「桃園市溫室

氣體減量管制執行方案」。 

本團隊於 107 年第 1 次研商會及大會中，預

告將旗艦計畫轉型為「桃園市溫室氣體減量

管制執行方案」，今已順利完成桃園市溫室

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並於 108 年 1 月由業務

單位發文提送環保署審查。 
二、協助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業務 

持續追蹤中央進度，運用既有管

制執行方案架構初稿及分析，提

出桃園市管制執行方案。 

107年已邀集中央部會指導及相關局處研商，

順利完成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並

於 108 年 1 月由業務單位發文提送環保署審

查。 
三、溫室氣體排放源申報審查工作 

1. 持續查核溫室氣體排放源單

位，更新掌握重點排放大戶，

有助擬定後續減碳策略。 

自 107 年 9 月~11 月執行溫室氣體排放源現

場查核作業，以前三大排放大戶、前一年度

現場查核不符合者及新增列管排放源，為優

先查核對象，查核過程著重於排放源引用數

據與其單據來源的一致性，以掌握境內排放

源排放特性，詳細執行成果請參考第 4 章。 
2. 登錄平台功能檢核：書面審查

通過比例雖較去年高，但仍有

過半以上不通過，因此透過與

排放源互動，並檢視其平台中

審查項目發現，系統應配合使

用者習慣設計防呆機制，例如： 
(1) 完整性審查：要求製程及設備

填寫其他者應完整說明始得

上傳；不確定性評估上下限有

問題者由系統直接跳出說明

欄位要說說明。 
(2) 一致性審查：組織邊界直接預

設為營運控制權法；製程、設

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已規劃與固定污染源

許可申報系統連結，供業者參考使用。此外，

本計畫於 107 年 6 月 1 日針對列管排放源說

明會，說明歷年常見申報問題，包含完整性

審查及一致性審查常見錯誤案例，提醒業者

應完整說明製程及設備名稱，並應與對應之

許可證內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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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編號及名稱等建議可透過

固定污染源系統整合，比對許

可證內容等。 

3. 考量溫室氣體盤查登錄業務專

業性，建議持續安排完整的應

盤查登錄溫室體申報及查核教

育訓練包含地方政府執行人

員、排放源及查驗機構。 

 地方政府人員：本計畫於 107 年 4 月 23
日辦理 1場次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填報

說明會，說明盤查登錄重點、溫室氣體減

量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後填報率已達

100%。此外，環保署於 107 年 6 月 15 日

辦理 1場次溫室氣體盤查管理及查核作業

訓練，加強法規宣導，佐以案例說明查證

作業常見問題，據以提升我國溫室氣體查

驗作業品質 
 排放源及查驗機構部分：本計畫已於 107

年 6 月 1 日協助辦理 2 場次應盤查登錄溫

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說明會，針對溫室

氣體減量與管理法與相關法規、新增填報

規範、溫室體排放量申報流程與期程，及

往年常見問題進行說明。 
四、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推動 

1. 行政轄區及政府機關溫室氣體

盤查應每年進行，惟查證作業，

建議行政轄區每年進行以利國

際參與資料使用，政府機關間

隔 2~3 年進行。 

 行政轄區部分，已完成 102~105 年行政轄

區盤查作業，為使盤查數據具一致性且提

高數據品質，持續辦理 105 年盤查數據之

外部查證作業(同一間查驗機構)。 
 政府機關部分，已完成 103~106 年政府機

關盤查作業；103 年桃園組織升格為直轄

市，因此辦理 104 年外部查證作業，以利

基準年之設定。 
2. 藉由辦理 3 年溫室氣體盤查填

報相關教育訓練，諮詢電話通

數已明顯下降，顯示各機關對

於溫室氣體盤查已有一定程度

了解，因此建議後續相關盤查

填報訓練時，納入機關執行減

量措施之議題，可使減量議題

持續發酵。 

本計畫於 107 年 4 月 23 日辦理政府機關溫

室氣體盤查填報說明會，除說明盤查登錄重

點及注意事項外，並針對政府機關整體節能

方向進行說明，包含提出電力、空調、照明

及綠美化等實際案例建議。 

五、國際事務參與 
1. 除持續追蹤全球市長聯盟第二

至四階段之審查情形外，建議

視情況運用網站提供之工具，

估算桃園未來管制執行方案之

減碳量。 

已依審查小組意見回覆 GCOM 審查內容，並

於 107 年 2 月接獲桃園市已完全符合 GCOM
標準之通知，取得所有徽章。 
GCOM 網頁提供由世界銀行推出的「城市永

續行動工具」(簡稱 CURB)可協助城市計算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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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量，但因中央目前建議將執行成果評估方

式由實際減碳量改成評估計畫執行的達成

率，且 CURB 工具需要大量資料，涉及層面

廣泛，故建議未來可視情況運用。 
2. 持續填報國際碳揭露計畫

CDP，107 年 CDP 將推出新的

線上填報系統，建議儘早熟悉，

以簡化填報過程。 

今年依照 CDP 網站提供之填報問卷表格進

行填寫，並於 107 年 8 月 13 日完成內容填

寫。 

3. 建議視審查情形，向碳氣候登

錄平台 cCR補充或更新桃園市

溫室氣體盤查資訊。 

已依 cCR 工作小組通知補充內容，包括：桃

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桃園市低碳綠色城

市旗艦計畫等，並已通過審查，並於 107 年

11 月完成溫室氣體盤查相關資訊更新作業。 
4. 積極參與國際競賽，除桃園市

已有 2 次參賽經驗的 C40 城市

獎外，搜尋其他國際相關競賽，

考量相關因素提出建議，以更

多元的角度在國際間展現桃園

市成果。 

已蒐集多項 107 年及 108 年國際環保相關城

市競賽獎項資訊，彙整競賽重要資訊，詳細

請參考 6.3 節。 

5. 建議參與國際重要會議以 12
月將於波蘭卡托維治舉辦的

COP24 會議，4 月於德國波昂

舉辦的 ICLEI 2018 韌性城市大

會(Resilient Cities 2018)，以及

6 月於加拿大蒙特婁舉行的

2018 ICLEI 世界大會 (ICLEI 
World Congress 2018)。 

 因考量 2018 韌性城市大會與 2018 ICLEI
世界大會之舉行時間相近及會議性質雷

同，且 ICLEI 世界大會每 3 年才舉辦一

次，桃園市升格為直轄市後首次有機會參

與，故與業務單位討論並後，107 年國際

會議參與行程以 ICLEI 世界大會為主。 
 桃園代表團由邱俊銘副秘書長帶隊，於

107/6/18~107/6/26 參與 2018ICLEI世界大

會，並於會議期間分享桃園發展綠色城市

的簡報，受到韓國水原市的代表關注，並

於 107/7 透過 ICLEI KCC 與桃園接洽，韓

國水原市邀請本市參與 107/9/17、18 於水

原市舉行之第三屆「水原亞洲人本論壇」

進行發表及交流。 
 COP24 會議因今年度規模較小，本計畫協

助整理本次中央及縣市政府參與資訊及

COP24 現況摘要供業務單位報告，並於

107 年 11 月 15 日確認不參與。 
六、持續辦理桃園市綠色城市行

銷，以專業性質更高之宣導及發

表方式辦理，如：論壇、研討會…

等，以提供更深化資訊與知識運

用於桃園市，並宣導重要計畫成

 今年度亦持續辦理成果宣導活動，桃園市

自治條例至今已執行第 4 年，為展示現階

段成果作為回顧，並藉此增加與民眾的互

動及認知，故今年度以低碳綠色城市成果

展示為主題，並為擴大活動效益，配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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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計畫建議事項 107 年計畫辦理情形 
果。 府政策與低碳暨環境教育中心之執行計

畫結合辦理「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

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活動。 
 今年度持續編撰低碳綠色城市專刊：因應

諮詢顧問團的正式成立，邀請諮詢顧問進

行專訪，透過專訪內容導引出桃園發展低

碳綠色城市作法之建議及看法，並配合局

處實際執行成果，展現本市低碳綠色城市

推動現況，提供民眾更深化的概念。 
七、媒體宣導部分建議可以網路

方式為主，並配合論壇或相關活

動辦理，活動前於低碳綠色城市

網設置專屬網頁，發佈活動相關

訊息供民眾報名參與，活動後可

放置成果照片及相關辦理情形供

參考，並可利用市政府網路行動

裝置推廣宣傳。 

媒體宣導將配合記者會活動辦理，除活動前

後於相關網頁露出訊息外，亦配合市政府網

路行動裝置進行推廣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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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結論  

綜合本計畫共計十個工作項目，本團隊將本計畫重點主軸彙整分為5大項，

包括：低碳城市策略規劃、溫管法業務協辦與溫室氣體盤查、國際資料蒐集與

參訪事務規劃、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宣導與推廣及綜合業務管理，以利呈現本計

畫107年執行總成果說明如表10.2-1，減碳量如圖10.2-1。 

表 10.2-1 計畫總成果彙整 
項次 項目 內容 

一 

低碳城

市策略

規劃 

1. 彙整自治條例成果及子法進度追蹤，並完成母法修正前置

作業，共計12條，含修正10條及新增2條。 

2. 完成107年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及調適計畫，並

將旗艦計畫轉型為「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第一期

階段) 」(草案)。 

3. 完成低碳綠色城市專刊中、英文版。 

4. 辦理4場次低碳綠色城市會議。 

二 

溫管法

業務協

辦與溫

室氣體

盤查 

1. 提出「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草案)，並辦理2場

研商會 

2. 列管名單更新：106年57家、107年初篩59家。 

3. 辦理2場次排放源說明會；完成書審及辦理45場次現場查

核。 

4. 溫室氣體盤查：105年行政轄區3,084萬噸；106年政府機關

20.2萬噸。 

三 

國際資

料蒐集

與參訪

事務規

劃 

1. 蒐集國際環保行動及組織資訊新聞共203則。 

2. 取得GCOM徽章，完成CDP、cCR填報。 

3. 完成APEC「ESCI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2019韌性城市

大會投稿。 

4. 參與2018 ICLEI世界大會、2018韓國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

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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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內容 

四 

低碳綠

色城市

成果宣

導與推

廣 

1. 辦理「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

示」活動，並配合進行傳媒宣傳作業。 

2. 「低碳綠色城市網」資料更新及維護作業，完成網頁資訊

安全擴充作業。 

五 
綜合業

務管理 

1. 協助完成環保署「107年度直轄市及縣（市）環保機關因應

氣候變遷行動績效評比考核」作業。 

2. 完成環工年會投稿及海報發表。 

3. 每月協助辦理工檢會議，並協助完成各項臨時交辦事項共

30項。 

 

 

圖10.2-1 107年計畫減碳成效 

直接成效

 節電量： 55,171,418度
 節水量：39,600度
 綠覆面積：450.44公頃
 再生能源：14,660,000度
 觸及人數： 23,433人次

107年旗艦計畫：3策略、30項行動方案、72個細部計畫

間接成效

 節電量： 5,470,000度

總計減碳量

減碳量：
283,857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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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建議  

綜合本團隊於107年執行過程中，不論是與局處互動之間，或業務執行上所

面臨之困難，或是與相關會議活動參與過程所延伸之想法，因此檢視本計畫執

行工項，具體提出建議事項說明如下，並另將其整合提出108年度計畫可實施

者，以確實將本計畫執行成效延續累積，如表10.3-1。 

一、 推動本市低碳綠色城市之策略規劃與成果整合 

(一) 綠色城市策略精進 

執行策略中部分策略目標有過於寬鬆之問題存在，為使策略目標有

所精進，因此建議108年應蒐集全國相關指標或數據之平均值，以做

為未來分析比較之依據，並且透過推動小組會議辦理過程，讓與會之

局處委員了解全國平均值概況，藉此督促局處檢討改善。 

(二) 強化調適計畫，訂定中長程目標 

結合「107年桃園市推動空氣污染防制暨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及「107

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白皮書」，檢視本市調適領域脆弱度及調

適缺口，規劃明(108)年進行跨局處訪談，針對既有調適計畫內容，

檢討是否對於既有桃園市氣候變具有改善之作用，並規劃中長期目

標，藉由專諮會綜整討論並邀請諮詢顧問給予適當建議，以強化本市

各項調適計畫能夠具有實質改善效益及可行性。 

(三) 專刊編撰期程提前，並增加企業或民眾觀點及行銷能力 

低碳綠色城市專刊編撰，建議可專訪執行已具成果之學校單位、公司

企業、民間團體等，藉由實績來佐證桃園市政府推行低碳城市的成效

卓著，並利用對話訪談之方式提升閱讀興趣，在行銷面可與YouTuber

合作或用運機場捷運車廂公益廣告、月台電視、line貼圖、綠色城市

桌遊...等露出機會，以符合現今社會趨勢，提高使用族群。 

(四) 製作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地圖 

為強化本市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現，故未來建議以該年度成果，製作

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地圖，藉此展現各地方進步趨勢，並呼應諮詢顧

問所提「將全市之低碳努力目標及已減碳的數值，直接標示在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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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變成低碳mapping，鼓勵各區的執行有比較的標準，以人均碳排

為比較數據，這樣一看很容易看得出來，各局處把其各項計劃畫在各

區地圖上，或歸納出Bar chart，把所有做的努力變成碳排計算」，如

無法得知該項之量化數據，須由文字敘述了解，藉以完整呈現低碳地

圖。 

二、 協助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業務 

(一) 追蹤第一期管制執行方案(第一期) 

追蹤第一期執行成果，滾動式檢討及修正績效指標項目及目標值。 

(二) 規劃第二期管制執行方案 

1. 依據107年第2次大會紀錄，檢討未列入第1階段管制執行方案的

項目，並以1局處1亮點計畫政策，請局處提出具有減碳效益之計

畫。 

2. 依據桃園市溫室氣體盤查情形，依排放結果進行部門別減碳權責

單位分工。 

三、 溫室氣體排放源申報審查工作 

(一) 提升列管排放源篩選機制 

自105年第3季開始，原排放量申報網站整合至「空污費暨排放量整合

申報管理系統」，該系統整合污染物空污費申報及污染物空污排放量，

因此在使用「空污排放量資料庫」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門檻資料篩選

時，雖大幅提升數據上差異問題，但仍有如燃料類別、單位或小數點

位數等部分數據誤差值；而依空污費收費辦法，管制內容除全廠實際

排放外，還有徵收金額，相較之下，較貼近推估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燃

料使用量。因此建議於列管名單篩選時，以排放量申報資料庫篩出

後，再輔以空污費資料庫燃料使用量，以進行排放源之實際使用量推

估。 

(二) 排放源申報精進作法 

初審通過數由105年4家、106年的16家增加到107年的25家，而現場查

核不通過數分別為8家、3家、6家。通過比例雖較去年高，但仍有多

數不通過，分析書審未通過項目以申報製程或設備之編號及名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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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對應之許可證內容不符占多數，其次為製程或設備編號及名稱空

缺。透過與排放源互動及執行經驗，提出建議事項： 

1. 將不通過原因做成案例，並通知業者知悉。 

2. 針對書審不符合項目，經檢視平台審查項目，建議環保署檢核平

台功能，完善設計防呆機制，要求製程及設備填寫其他者應完整

說明使得上傳。此外，製程設備編號及名稱與許可證內容不符部

分，則建議規劃整合固定污染源許可系統，或跳出申報提示等。 

(三) 查核結合相關同步宣導 

建議可統整市府相關單位，是否有需配合宣導項目，可於本項業務於

現場查核時，同步向廠商進行宣導目前市府可運用之資源(例如：鍋

爐補助)。 

(四) 查核結果回饋 

業者於固污申報系統申報資料誤植，及填報溫室氣體平台時，製程與

設備名稱與所對應之許可證內容不符，建議後續仍可持續將於環保

局空保科。 

(五) 列管數據加以分析運用 

以105年數據為例，列管排放源家數佔空污申報家數11%，但燃料排

放量佔全市整體77%，前五大排放源分別為中油桃園煉油廠、南亞塑

膠工業、台灣美光晶圓17.3%、友達光電14%、中華映管10%。 

建議掌握此類排放大戶，分析其排放源結構，並將排放大戶名單及排

放相關資料，提供經發局或環保局空保科參考，可研擬相關桃園市溫

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例如針對排放大戶提供節能技術輔導，並建立

自主化節能管理能力等。 

(六) 辦理教育訓練 

考量溫室氣體盤查登錄業務專業性，且每年排放源申報業務人員異

動，建議持續安排完整的應盤查登錄溫室體申報及查核教育訓練，包

含地方政府執行人員、排放源及查驗機構。 

四、 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推動 

(一) 桃園市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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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續辦理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 

由於目前桃園市已提出第一期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因此為了

掌握減碳成效結果，以及累積背景資料，因此應持續辦理行政轄區

溫室氣體盤查。並且進行第三方查證作業，以期讓數據具備公信力，

可使用在國際相關揭露平台上。 

2. 盤查數據依部門分析運用： 

(1) 減碳權責分工，由各局處負責達成年度減碳量 

本報告第2、3章說明桃園市旗艦計畫已轉型為管制執行方案，

但卻無法對應年度排放量，故建議可參考盤查結果，依各部門

排放情形分配年度減碳量，由各局處共同承擔減量責任，再由

各執行機關提出具體減碳措施、年度會議滾動式檢討，以達到

減碳目標。 

(2) 減碳政策針對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進行管理 

前述溫室氣體盤查數據結果，加以分析各部門排放情形，並且

提出導致該部門上升及下降趨勢之細項說明，例如：105年溫

室氣體總排放量3,084萬噸，以工業能源為最大宗，佔全市總排

碳量66.88%。向下分析列管排放源：105年54家列管排放源排

放量，扣除6家電力蒸氣業後，其他排放源占工業部門32%、占

全市總排放量23%，前5大依序為：桃煉(21%)、南亞(20%)、美

光(17.3%)、友達(14%)、華映(10%)，因此在工業能源使用持續

上升的情況下，應精進相關局處管制執行方案內容，例如：制

訂管制要點，要求各廠訂定年度減量目標(能源用電大戶應節

電1%)。 

(二) 桃園市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 

而環保署於104年起推動城市溫室氣體盤查作業，行政轄區盤查範疇

為桃園市地理邊界內全部範圍，政府機關盤查範疇僅為市政府具有

控制權的設施、建築物或活動，盤查邊界已涵蓋於行政轄區內，各機

關學校應至「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碳揭露服務平台」填報用電量、用油

量及逸散量等，填報項目與能源局相似。目前環保署考量「城市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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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碳揭露服務平台」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已整併於國家溫室氣

體登錄平台。因此針對政府機關盤查作業提出以下建議事項： 

1. 桃園市政府機關盤查作業始於104年，依環保署盤查指引進行103年

資源使用量填報，至本(107)年度止已進行4年填報作業，期間並辦

理多場次政府機關盤查教育訓練或說明會，已初步建構各局處針對

溫管法推動法制作業的認知，落實溫室氣體減量相關工作。至此政

府機關盤查已完成階段性任務，為使資源使用達最大化，建議後續

可配合中央政策或實際需求，進行政府機關相關能資源調查作業。 

2. 考量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碳揭露服務平台建置目的為促使各縣市政

府了解轄內溫室氣體排放情形，本計畫完成盤查作業後，亦配合揭

露於國際碳平台，例如：carbonn® Climate Registry (CCR)平台。因

此建議中央整併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過程中，協助匯報相關資訊，

以利可持續供民眾進行查閱。 

五、 國際事務參與 

(一) 增加國際合作伙伴：COP會議目前主要仰賴ICLEI組織辦理的週邊會

議，或透過其他獲認NGO組織取得通行證(數量甚少)。應思考如何與

其他友好城市在會場週邊交流，甚可提前作業共同申請攤位。建議可

以永續發展理念和氣候變遷行動相近的城市評估姊妹市締結，增加在

國際上發聲機會。執行規劃可參考國際組織成員名單、過往國際會議

經驗及新聞資訊，優先蒐集亞太地區城市相關資訊提出建議名單： 

1. 城市發展願景及政策重點方向。 

2. 政府組織架構、經濟地理特徵。 

3. 近 5 年市政資源及經濟狀況。 

4. 國際組織參與情形。 

5. 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相關行動計畫。 

(二) 增加國際交流互動：107年桃園首次參與ICLEI世界大會，會後受邀參

與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108年應繼續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及交流機

會，包含：追蹤2019韌性城市大會投稿結果、與國際城市或研究機構

參訪交流、參與國際城市競賽，及把握其他相關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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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爭取ICLEI東亞區執委(臺灣代表)：2018-2021 ICLEI執行委員臺灣代

表原為新北市前副市長葉惠青，因107年12月選舉後已非屬該職位，

依照規定將進行執委補選，新北市政府可推舉執委代表經其他國家城

市執委同意後接任，但其他國家城市執委如不同意，將會釋放相關職

位開放相關城市推薦，故建議如相關職位開放後，桃園市可積極爭取

(臺灣區會員城市之正副市長皆具資格)，已獲得更多國際曝光機會與

資源。 

六、 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宣導 

(一) 成果宣導 

持續辦理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行銷，以專業性質更高之宣導及發表

方式辦理，如：論壇、研討會…等，提供更深化的資訊與知識運用於

桃園市，並可規劃結合外交部或環保署等中央單位辦理，讓整體成果

可更豐富。並規劃與YouTuber或網路插畫家合作，拍攝相關影片或以

圖文插畫方式露出，增加整體活潑度及露出機會。 

(二) 網頁擴充 

本計畫工作多屬跨局處、單位之整合作業，如：旗艦計畫(轉型為管

制執行方案)、調適計畫及溫室氣體盤查相關資料的，各項成果累積

資料量龐大，且考量局處人員替換交接等因素，建議未來可建置網站

資料庫供內部資料管理使用，匯入現有資料內容，將本市溫室氣體管

制執行方案(包含原有之旗艦計畫)、調適計畫及溫室氣體盤查報告等

成果資料，鍵入系統資料庫，供使用者可以線上查詢及進度掌控使

用，以提升資料蒐集效率及減少人員更替所需要交接期。 

七、 環保署考核評比 

(一) 統一及公開減碳量公式 

近年配合參與環保署考評簡報會議，聽取縣市簡報過程，發現減碳量

計算各有依據，因此為求縣市統一版本，建議業務單位可向環保署建

議統一制定基本項目之減碳依據，餘再由地方政府依照發展特色項

環保署確認可計算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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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加局處亮點 

108年開始各局處將依據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執行所屬部門別之

策略，本團隊亦建議應於108年上半年由業務單位帶隊進行跨局處訪

談，訪談過程中應建議局處提出亮點內容(例如為全國唯一、二或是

首創項目)，以利於108年考評成果中突顯出市府局處亮點成績單。 

八、 協助辦理綜合業務及其他配合辦理事項 

(一) 增加論文投稿管道 

過往於本案執行皆於國內環境相關研討會投稿為主，建議可朝不同

面相或國際論壇為主進行投稿，增加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露出

機會。 

(二) 業務單位委辦計畫交流 

由於業務單位所屬業務除了推動低碳綠色城市業務外，另有環境教

育相關計畫，因此建議可於每次工作檢討會時安排各計畫辦理一次

計畫介紹，內容包含計畫重點及經驗資源分享，以增進各計畫間的資

訊交流。 

 
表 10.3-1 計畫建議延續導正實施事項 

工作 
大項 

建議 
執行事項 

執行參考 

備註 可立

即實

施 

待協商執行 
中央

權責 
市府

內部 
推動本

市低碳

綠色城

市之策

略規劃

與成果

整合 

1.綠色城市策略精進 

蒐集全國相關指標或數據之平均值。 
V    

2.強化調適計畫 

進行跨局處訪談，檢討改善內容，並規劃中

長期目標。 

V    

3. 專刊編撰期程提前 V    

4. 製作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地圖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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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大項 

建議 
執行事項 

執行參考 

備註 可立

即實

施 

待協商執行 
中央

權責 
市府

內部 
協助辦

理「溫

室氣體

減量及

管 理

法」業

務 

1. 規劃第二期管制執行方案 

請局處提出具有減碳效益之計畫。 
  V  

2. 部門別減碳權責單位分工 

依據桃園市溫室氣體盤查情形，依排放結果

進行部門別減碳權責單位分工。 

  V  

溫室氣

體排放

源申報

審查工

作 

1. 提升列管排放源篩選機制 V    

2. 排放源申報精進作法 V    

3. 查核結合相關同步宣導 V    

4. 查核結果回饋 V    

5. 列管數據加以分析運用     

城市層

級溫室

氣體盤

查推動 

1. 桃園市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及運用 

盤查數據依部門分析運用，包含：減碳權責

分工，由各局處負責達成年度減碳量及減碳

政策針對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進行管理 

  V  

國際事

務參與 

1.增加國際合作伙伴 V    

2. 爭取ICLEI東亞區執委(臺灣代表) V   

須待

原城

市名

額釋

出後

開放

爭取 

成果 

宣導 

1. 成果宣導 

規劃網路宣導合作，提升活潑度及露出機會 
V    

2. 網頁擴充 

建置網站資料庫供內部資料管理使用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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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大項 

建議 
執行事項 

執行參考 

備註 可立

即實

施 

待協商執行 
中央

權責 
市府

內部 

環保署

考核評

比 

1. 統一及公開減碳量公式  V   

2. 增加局處亮點 

進行跨局處訪談，訪談過程中應建議局處提

出亮點內容。 

  V  

協助辦

理綜合

業務及

其他配

合辦理

事項 

1. 增加論文投稿管道 

可朝不同面相或國際論壇為主進行投稿，增

加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露出機會 

V    

2. 業務單位委辦計畫交流 

於每次工作檢討會時安排各計畫辦理一次

計畫介紹，內容包含計畫重點及經驗資源分

享，以增進各計畫間的資訊交流。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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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附錄 1-1 

107 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回覆 

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審查委員：鄭顯榮委員 
1. 期中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請更

新至期末報告以便比對，本案執行

之根基為何？請再將「推動低碳綠

色城市」之工具做系統性整理，例

如 P2-1 之圖 2-1，似以自治條例為

基礎，發展出旗艦計畫，至調適計

畫…等等，惟溫管法、溫排管制行

動方案之角色又如何？P2-3 自治

條例成果代表什麼意義？107 與

106成果並未比較分析？例如只要

達成數進步即可？退步時又如何

改進？好像在看流水帳，請再呈現

「處」、「噸」、「輛」等數量以外之

成果展現 (例如因自治條例之推

動，本市已躋身在什麼樣的綠色城

市(國內、國際比較等等))。 

1. 已以委員意見更新期中審查意見；另

本案執行根基尋過往執行低碳綠色城

市之成效、策略當作基礎，來持續落

實及檢討精進本案推動低碳綠色城市

之內涵。 
2. 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之工具，係

藉由溫室氣體盤查工作進行背景資料

建立，並以自治條例為主軸，組成推

動小組向下運作延生出旗艦計畫及調

適計畫；而因應溫管法規定，地方政

府須完成管制執行方案，因此 107 年

開始便與業務單位不斷討論如何能夠

有效且快速讓局處瞭解溫室氣體管制

執行方案之內涵及所需提列之內容，

因此以旗艦計畫作為轉型管制執行方

案，再從中透過業務協調修正讓局處

得已執行之策略內容。 
3. 自治條例成果彙整目的在於檢視條例

執行是否有難處，以至於成效無法彰

顯，進而調整條例內容，其中由於近 2
年尚屬自治條例執行初期，因此在成

果方面尚無明顯之比較分析方式，因

此已於期末報告第 10章建議應蒐集全

國相關指標或數據之平均值，以做為

未來分析比較之依據，並依此督促局

處檢討改善。 
2. 自治條例修正目的是為解決推動

之困難(P2-3)？請將 P2-9 之「重點

說明」與 P2-3 之「困難」及 P2-7
之修正建議再對照(比對)一下，不

要與每個環節脫節，不知為何修

法。 

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正式

施行已超過 1 年，107 年透過成果檢視、

局處互動以及推動小組會議中諮詢顧問

得建議過程，著手協助辦理條例修正作

業，今已依照委員建議將各修正環節重新

整併，便於瞭解修正重點。 
詳請參見表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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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3. 旗艦計畫已轉型為「溫室氣體排放

管制執行方案」並盤點目標達成率

為 75.6%(P2-14)，成績如何？請自

評，並提核對改進策略，做為方案

(報署)執行之參據。 

107 年統計旗艦計畫目標達成率為

75.61%，其因為部分計畫執行成效未達或

衡量標準調整，因此於 107 年 12 月第 2
次推動小組會議時，已請相關局處應提出

改善作法，並於 108 年落實於溫室氣體管

制執行方案中；改進策略於 108 年度建議

請業務單位帶隊至相關局處進行拜訪，以

面對面訪談方式搭配局處施政重點，說明

溫室氣體盤查背景、管制執行方案策略討

論以及可行亮點，使相關單位能更確實達

成目標。 
4. P2-19 調適計畫已做若干修正，並

產出「107 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

計畫白皮書」，成果較為具體，惟

P2-20 表 2.3-1 看起來很多是「一

般論」，適不適合套用在本市？請

再逐項聚焦及檢視，如可套用，就

請加「本市…」，才能與 P2-22 表

2.3-2 互相呼應，並擬具具體執行

方案。 

本團隊於 106 年建立調適計畫，並於 107
年以訂定目標為重點，經由大會檢討修正

後，發現仍有部分計畫無法訂定目標，且

不具有調適功能，因此本團隊與 SGS 討

論，運用專業解析及工具，了解桃園背景

條件、潛在衝擊、脆弱度等，進而產出表

2.3-1。再進一步檢視既有調適計畫，因此

提出建議執行之計畫，預計 108 年度上半

年藉由跨局處訪談，同步說明本項目，讓

局處列入做為參考依據。 
5. 成果展現部分，請再凸顯有無全國

唯一(或惟二)或首創之處，尤其

P2-33 107 年部分讀起來無感，只

是交代流水帳(大事紀 = 流水

帳？)。請再補充。對網路行銷成

果等仍缺乏，請補充。 

1. 本團隊為展現低碳綠色城市歷年成

效，綜整 104 年至 107 年亮點事蹟，

如 104 年低碳綠色城市政策興起，自

治條例建置作業、105 年建立旗艦計

畫及成立推動小組、106 年自治條例

施行及建立調適計畫、至今(107)年旗

艦計畫轉型管制執行方案等，並結合

桃園在地特色，如寺廟裝設 PM2.5 監

測預警設備、光電埤塘等，除推動低

碳綠色城市，亦也保護生態環境。 
2. 107 年為擴大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

之效益，配合市府政策與低碳暨環境

教育中心之執行計畫結合辦理「桃園

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低碳綠色城

市成果展示」活動，展示升格後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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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低碳綠色城市執行內容以及成果揭

露，並透過「桃園事」FB 粉絲專頁(約
36 萬人追蹤)宣傳低碳綠色城市專

刊，同時配合舉辦環境教育場域票選

活動宣傳低碳及綠色理念，其中以網

路參與的部分共 2,043 人。 
6. 溫管法部分，已依六大部門管制行

動方案，研訂本市管制執行方案

(P3-9)，計分六項，方案目標已訂

94 年為減量基準年，139 年為 94
年之 50%(P3-12)，第 1 期(105～
109)減量目標為 2%，環境部門之

目標請再檢視，例如每人每日垃圾

清運量是「達」0.5 公斤，大有問

題，應是「減」的語氣才對。0.5
公斤目標太寬鬆，廚餘回收率亦太

寬鬆，請再檢討。 

1. 已依委員建議修正策略用詞，經檢視

調整後已於 108 年 1 月由業務單位提

送環保署進行審查。 
2. 執行策略中，部分策略目標有過於寬

鬆之問題存在，為使策略目標有所精

進，因此已於期末報告第 10 章建議應

蒐集全國相關指標或數據之平均值，

以做為未來分析比較之依據，並依此

督促局處檢討改善，108 年將進行管制

執行方案第 2 期策略規劃，建議屆時

應提出相關全國數據比較，讓局處瞭

解桃園市之差異及優劣。 
7. 協助辦理溫管法 24～25 條教育宣

導部分(P3-31)，只列 P3-32 的表

3.3-1，請將表更正為「圖」，並摘

錄辦理重點成果。 

已依委員建議修正。詳請參見第 3 章表

3.3-1 

8. 四、五、六章皆有協助申報審查及

盤查，其中各章皆列有建議事項，

如涉及工作執行方式，逕可導正實

施者，請錄案後立即可辦理，涉及

市府其他部門或需中央同意者亦

請列表「列管」至提出執行方案為

止。 

已依委員建議，將相關建議事項整合，並

區分可立即執行項目以及待協商執行，而

待協商執行部分再細分為市府局處或是

中央權責，以期讓建議事項得以落實。 
詳請參見第 10 章。 

9. P9-10「協助事項」中，直接寫出

論文投稿，不知掛誰的名字？「代

書」是否適當？請再檢討。(期中

審查意見 13，答非所問)。 

107 年論文投稿作業，係以業務單位(桃園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投稿單位，投稿主題

經與業務單位討論後，考量桃園市溫室氣

體排放以工業部門為最高，因此以溫室氣

體盤查及列管排放源申報資料進行策略

精進作法，投稿內容非代書行為，而是持

續與業務單位討論及修正後完成。 



附錄 1-4 

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10. 10.2 節結論為各工項之成果，且

P10-1 表 10.1-1 完全看不出質化成

果，請再將本計畫之「總成果」請

再以 2 頁之圖文再予呈現亮點所

在。P10-16，10.3 宜改為建議事

項，並進一步擬出權責單位及執行

方式。 

已依委員建議，補充總成果說明。相關建

議事項已整合，並區分可立即執行項目以

及待協商執行，而待協商執行部分再細分

為市府局處或是中央權責，以期讓建議事

項得以落實。詳請參見第 10 章。 

審查委員：駱委員尚廉  
1. 目前環保署及各縣市委託案中，多

有蒐集國際新聞一項，是否有統一

的窗口可彙整供民眾參考。 

1. 目前國際環保新聞露出平台以環保署

「國際環保新聞週報」為主，其更新

內容及頻率約為每週蒐集重要國際環

保新聞摘要說明，具相關參考價值，

可供各縣市政府及民眾統一瀏覽。 
2. 而本計畫國際資訊重點，除環保署所

公布之相關新聞外，另外也針對相關

國際組織或與桃園市策略相關之內容

進行資料蒐集。 
2. 氣候登錄平台(cCR)及城市碳揭露

(CDP Cities)參與，對相關資料之登

錄與揭露前，是否有控管、審查之

機制？ 

本團隊於相關登錄資料前，皆會與業務單

位確認預計資料填報內容，以及登錄後是

否公開，經同意後才至指定平台進行資料

揭露。 
3. 日期前面一定要有年代，不能祇說

「於 7 月 1 日公布施行」(詳細版

摘要一前言) 

已依委員建議修正於期末報告詳細版摘

要 P.2、P.1-1。 

4. 旗艦計畫成果目標達成率，報告為

76.51%，簡報為 75.61%？ 
期末報告內容為誤植，已更正於期末報圖

2.2-3。 
5. 減碳量 82,386 T/Y，相當於 212 座

大安森林公園吸附量(？)，但減碳

量 51,488 T/Y，相當於 201 座大安

森林公園吸附量，不成比例？ 

期末報告內容為誤植，已更正於期末報告

第 2 章(P.2-11、P.2-42)。 

6. 各部門之減碳量佔其總排放量之

比值為何？ 
107 年僅針對各局處相關旗艦計畫之減碳

量計算，尚無直接對應各部門進行估算，

因此已於本報告第 10 章建議中，列入後

續管制執行方案執行項目，應統計各部門

減碳量。 
7. 政府機關之盤查，以目前按固定式 政府機關盤查範疇為市政府具有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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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能源、交通運輸等方式歸類與盤

查，似不能呈現哪一項目值得再努

力節能減碳，請思考之。 

的設施、建築物或活動，已涵蓋於行政轄

區盤查邊界內。將政府機關節能改善對

策，對應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各

部門別，更新於期末報告 P5-45。 
審查委員：周委員國鼎  
1. 本計畫原規劃投稿前參加「C40 城

市獎」競賽，惟截至 2018 年底該

獎項並無召開之任何訊息，以致無

法參賽，因而必須另採權宜之計。

如此是否符合合約規定？ 

本計畫於 107 年度提出建議競賽項目除

「C40 城市獎」外，另同步規劃「ESCI
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APEC)」，計劃期

間亦持續蒐集相關資訊，便是為了避免相

關競賽會應主辦單位年度重點或期程而

有所異動。而本團隊已於 107 年 12 月完

成「ESCI 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APEC)」
競賽投稿，因此可符合合約規定。 

2. 報告 P.10-12 頁述及，略以「因於

103年底升格為直轄市……盤查邊

界擴大，業務量增加」，是否論述

合理，請再酌。 

溫室氣體盤查工作在於行政轄區盤查範

疇以及政府機關盤查範疇區分有所不同。 
行政轄區係以轄區面積內所有活動數據

進行盤查統計。而政府機關係以市政府具

有控制權的設施、建築物或活動為主。因

此報告中說明略以「因於 103 年底升格為

直轄市……盤查邊界擴大，業務量增

加」，係指原桃園縣 13 各鄉鎮市公所為地

方所有，不歸縣府直接管轄，103 年底升

格後，納入盤查邊界之機關單位(包含區公

所)增加，公共事務變多，使業務量增加，

因此能源資使用量較為上升。 
3. 本市溫室氣體排放源之盤查結果

顯示，排放量自 102 年起逐年上升

(105 年之家數較 104 年減少)，是

否本計畫之推動方式有改變之必

要？ 

檢視桃園市歷年列管家數及其排放量如

期末報告圖 3.1-8，105 年列管家數比 104
年較少，主因 4 間光電半導體業者遷廠或

歇業，及規模較小之傳統產業因產量減少

使溫室氣體排放量未達列管門檻。依業者

申報數據顯示，因電力需求逐年上升，使

本市發電業排放量較 104 年增加約 62.92
萬噸；化學原材料業因產能上升，排放量

增加約 37.72 萬噸，其餘行業別排放量雖

較 104 年減少，但減量幅度小，故整體而

言本市溫室氣體排放量仍為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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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審查委員：羅委員文林  
1. 廠商各項工項進度執行原則符合

工作需求。 
謝謝委員。 

2. 本府低碳城市運作小組各單位執

行成果如何？以顧問公司專業立

場是否有未來精進建議？請補充。 

1. 107 年如以旗艦計畫統計目標達成率

(75.61%)，來檢視各單位執行成果雖不

至優異，但尚屬良好；而互動上各單

位在執行自治條例修法內容、旗艦計

畫、調適計畫、管制執行方案等議題

皆積極配，與業務單位保持良好。 
2. 但仍建議於 108 年度請業務單位帶隊

至相關局處進行拜訪，以面對面訪談

方式搭配局處施政重點，說明溫室氣

體盤查背景、管制執行方案策略討論

以及可行亮點，使相關單位能更確實

達成目標。 
3. 本計畫是否有設定 KPI 值？達成

效果如何？建議補充說明。 
1. 本計畫於 107 年之 KPI 仍以計畫工作

項目達成情形進行設定為主，並與相

關單位保持良好互動為輔。 
2. 108 年建議在局處業務執行上，應提出

部門減量目標或策略方案精進，依此

作為 KPI 設定。 
4. 在減碳成果部分，107 年度減碳效

果較遜於 106 年度，執行過程是否

遇到瓶頸？未來是否有精進作

為？請補充說明。 

1. 107 年減碳成效計算方法，仍為局處無

法直接換算減碳成果原因之一，因此

本團隊 107 年參與環保署考評簡報

後，經環保署指導有相關計算公式可

運用，因此已與業務單位建議，應擇

日拜訪環保署進行資訊交流，並且同

步建議環保署應將相關公式作為縣市

政府統一計算依據之一，另一部分則

依各縣市發展特性自行辦理相關研究

計畫計算減碳成效。 
2. 108 年度建議業務單位帶隊至相關局

處進行拜訪，以面對面訪談方式搭配

局處施政重點，說明溫室氣體盤查背

景、管制執行方案策略討論以及可行

亮點，使相關單位能更確實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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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審查委員：劉委員建中  
1. 本市目前的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

治條例，是否可涵括溫室氣體管制

及減量工作重點。 

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可設定 2大工作

重點，其一重點已運用自治條例為主軸工

具，搭配溫室氣體盤查工作進行背景資料

建立，並組成推動小組向下運作減緩(管制

執行方案)與調適計畫，因此大部分已可涵

括減量工作；另一重點則應進行有局處減

量分工，讓相關主則局處承擔該部門減量

工作，才能更有效結合該部門減量工作。 
2. 本市的溫室氣體盤查最新的成果

如何？溫室氣體排放量及具體減

量成果及後續規劃期程請明確說

明。 

1. 桃園溫室氣體最新盤查成果為 105 年

度行政轄區總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含範

疇三)為 3,084 萬公噸 CO2e，排放源以

工業能源部門最高佔 66.88%，依序為

運輸能源部門 13.96%、住商部門

13.85%、工業製程 4.29%、廢棄物部

門 0.85%，及農業部門 0.16%。 
2. 減量工作規劃 

(1) 以面對面訪談方式搭配局處施政

重點，說明溫室氣體盤查背景、管

制執行方案策略討論以及可行亮

點，使相關單位能更確實達成目

標。 
(2) 建議針對各部門排放量趨勢及減

量措施進行分析，除供擬定溫室氣

體管制執行方案依據，亦可做為局

處減量比例分配之參考。 
3. 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究竟重點

為何?具體內容及期程宜敘明。 
本團隊於 106 年建立調適計畫，並於 107
年以訂定目標為重點，經由大會檢討修正

後，發現仍有部分計畫無法訂定目標，且

不具有調適功能，因此本團隊與 SGS 討

論，運用專業解析及工具，了解桃園背景

條件、潛在衝擊、脆弱度等，進而產出表

2.3-1。再進一步檢視既有調適計畫，因此

提出建議執行之計畫，預計 108 年度上半

年藉由跨局處訪談，同步說明本項目，讓

局處列入做為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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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回覆 

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審查委員：鄭委員顯榮 
1. 本期中報告進度似大部分符合或

超前(P1-7 表 1.5-1)，惟二、2，五、

3、5，等 3 項落後，對履約情形有

無影響？應妥為說明，才能驗收。 

本計畫各工項進度，已於期末報告執行進

度皆符合工作需求。 

2. 自治條例成果彙整用意何在

(P2-3)？執行目標達成度為何？有

無管考或列舉之需要？請補充。

P2-7 僅有觀旅局及經發局等說

明，不知其他有無達標？均請加強

說明。 

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正式

施行已超過 1 年，107 年透過成果檢視、

局處互動以及推動小組會議中諮詢顧問

得建議過程，著手協助辦理條例修正作

業。 

3. 旗艦計畫修正重點(P2-14)，進度落

後 15 項，是否有獎懲機制？目標

值調整 37 項，解決方式似不具說

服力，請再酌。但 107 下半年即將

改成「桃園市溫室氣體減量管制執

行方案」(P2-16)，故前述管考、修

正有無跟隨轉化？請補充。對應部

分只舉 P2-17 表 2.2-2 之例，全貌

何時可完成？請補充今後作業期

程 (107.12？)。 

1. 本次旗艦計畫彙整 106 年及 107 年階

段性成果，其 106 年彙整過程中，在

進度或需調整的部分，皆有與各局處

進行互動並記錄說明，另 107 年僅有

階段性成果，故預計於 108 年第 1 次

大會追蹤進度，並落實說明各項原因。 
2. 配合管制執行方案之提報期程，已於

108 年 1 月提送環保署，故本團隊於第

1 次大會已將旗艦計畫轉型為執行方

案，其策略部分於 107/7/31 桃園市溫

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研商會提出討

論，107/8 提出草案初稿，最後於第 2
次大會說明內容，再次於 107/12/22 修

訂研商會後，調整定案為「桃園市溫

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4. P2-21 成果展現目前是以參與

ICLEI 大會及綠色城市專刊來呈

現，未免太過單薄，請再補充例如

媒體行銷成果、網路行銷成果等，

並參考其他五都之做法，再予補

充。 

本計畫參考其他縣市成果展現方式，大多

以低碳永續家園為背景，敘述質量化成

果，為加強桃園市成果展現方面，除透過

專刊展示相關成果，今年度與環教場所推

廣活動結合辦理「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

選暨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活動，展示

現階段成果作為回顧；國際的部分，參與

2018 加拿大 ICLEI 世界大會及受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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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2018 韓國水原人本城市論壇，發表桃園市

相關成果。 
5. 溫管法中溫減推動方案已於

107.3.22 行政院核定，本市亦根據

評量指標(P3-8)修訂「溫室氣體管

制執行方案」，明訂三期減量目

標，也訂定 6 大部門主政機關

(P3-20)，惟 P3-20 表 3.1-9 並未完

全對應 P3-8 之評量指標，例如環

境部門中之污水處理率由誰負責

主政？或不需列入？均請再說明

釐清或補正。 

原表 3.1-9 為報告撰寫過程初步規劃，今

已於107/7/31辦理桃園市溫室氣體管制執

行方案研商會，詳細列出各部門別策略對

應單位，已修正並同步更新至期末報告第

3.1 節。  

6. 協助溫管法第 24~25 條教育及宣

導部分(P3-26)，仍請再檢視本市環

教行動方案內容，摘出相關做法，

不要忽略此議題。 

已依委員建議修正。詳請參見期末報告第

3 章表 3.3-1 

7. 排放源申報審查部分，已更新 106
年列管名單為 60 家，經最後確定

共 58 家(P4-13，表 4.1-8)，請確認

有無個資保護問題。P4-17 表 4.1-9
亦請保留。 

本項經與業務單位討論後，已修正於期中

及期末報告表 4.1-7、表 4.1-8 列管名單，

僅呈現管編前 4 碼明碼後四碼以「O」標

記。 

8. P4-20 說明會辦理 2 場共 40 人出

席，未出席者 24 家，請確認該事

業皆無登錄申報問題。目前 28 家

(更新至 39 家)完成上傳(P4-25)，
已有 5 家(15 家)全數通過，但有 1
家有問題(P4-25)，仍請追蹤原因，

做成案例，以供參考。 

1. 為確保未出席說明會之列管排放源

能瞭解更新的法規內容及相關政

策，本計畫透過信件及網頁提供說明

會當天之簡報及常見錯誤案例(請參

考期中及期末報告表 4.2-4)，以確保

所有業者知悉。 
2. 申報資料有問題的部分，包含「業者

排放量清冊、盤查報告書、查證總結

報告書以及查證聲明書內單一管制

編號所載明之排放量總和，與上傳的

盤查資料不一致」，已納入期中及期

末報告表 4.2-4 常見錯誤案例中。 
9. 城市層級盤查已有初步統計

(P5-15)，能否對應推動方案之六大

部門？請再說明。P5-28 亦請比照

目前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係依據環保署盤

查指引區分為 5 大部門(能源部門、工業製

程部門、農業部門、廢棄物部門及林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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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門)，雖與溫室氣體管制相關方案所分之 6

大部門別不同(能源部門、製造部門、運輸

部門、住商部門、農業部門及環境部門)，
但部門別之間所關注之統計或策略項

目，幾近相似，因此可相互對應，對照表

請參考期末報告表 3.1-6。 
10. 協助國際參與也有部分成果

(P6-4)，今後(管制執行方案)有無

進階計畫？請補充。 

桃園市溫室氣體減量管制執行方案，於背

景描述有說明與國際組織參與內容，而國

際參與目前執行方式多為政策宣導行

銷，因此列入管制執行方案宣導，作為方

案一部分。 
11. 國際獎項評估(P6-22)似有偏差，例

如成立時間為何列入評估？請再

加強說明。 

既有國際獎項評估，原設定獎項成立時間

越久，代表在國際上具有一定之效益，因

此將成立時間列入評估，然現今網路資訊

發達，應可重新調整針對搭配國際關注程

度或行銷擴散效益，因此將重新調整評估

表單 (期中報告表 6.3-2、期末報告表

6.3-1)。 
12. 成果彙整(P7-1~)請再歸納媒體效

益(質化、量化)及網傳效益(質化、

量化)。並提出本案亮點如何呈現

之行銷時序表，可配合其他計畫的

宣導計畫，一起努力。 

本團隊今年除了將低碳綠色城市成果編

撰為專刊，另也運用於 ICLEI 世界大會及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分享桃園邁向低

碳綠色城市之作法及成果，並結合環教場

所，辦理「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低

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活動，將透過大事

記方式，展現低碳綠色城市發展過程；明

年專刊編撰部分，建議以「過去、現在、

未來」的時間軸來檢視施行至今的成果，

並放眼未來，將重點放在具有實際成果的

企業、民間團體或學校機關上，透過實績

讓民眾對於桃園市政府落實綠色城市的

政策更有感。 
13. 協辦事項中「投稿」之呈現方法，

請再做文字修正。 
107 年論文投稿作業，係以業務單位(桃園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投稿單位，投稿主題

經與業務單位討論後，考量桃園市溫室氣

體排放以工業部門為最高，因此以溫室氣

體盤查及列管排放源申報資料進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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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作法，投稿內容非代書行為，而是持

續與業務單位討論及修正後完成。 
審查委員：駱委員尚廉 
1. 表 1.5-1 除是否符合進度查核外，

建議補上各項工作所佔之權重，並

計算總進度達成率。 

本計畫各工項進度，已於期末報告執行進

度皆符合工作需求。 

2. 表 2.1-2 為統計 107 年桃園市發展

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之成果，該

條例是 106 年才開始正式實施

的，故應扣除 106 年 1 月 1 日以前

的部分。 

本團隊已於期中修正，請參考電子附錄 2。 

3. 表 3.1-3 桃園市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目標，2016-2020 才能減量 2%，為

何 2021-2025 及 2026-2030 各能減

量 10%？ 

本市減量目標初步依循中央進度，以「先

緩後加速」之策略來執行；另外在桃園市

溫室氣體減量管制執行方案(草案)依照

107/6/28 環保署架構研商會議中提到，地

方政府針對方案目標，需以策略執行的質

化或量化來呈現，因此本計畫將同步修正

原撰寫之目標內容。 
4. 表 4.1-1為何 106 年 58 家之申報排

放量資料未列出？ 
本項數據呈現，係依據溫室氣體排放量盤

查登錄管理辦法，業者需於每年 107/8/31
前完成申報，環保局進行現場查核確認數

據無誤後之數據。本團隊於 107/11 協助完

成現場查核作業後，已於期末報告更新

106 年申報排放量數據，同步更新說明於

表 4.1-1。 
5. 環工年會論文投稿，考慮參與的人

並不多，是否可考慮改投國際研討

會？ 

本計畫除協助投稿國內環工年會論文

外，亦蒐集評估國際研討會的投稿機會，

如於第 9.2 節；另外也配合 2019 年 ICLEI
韌性城市會議辦理，協助相關單位申請論

文投稿，詳請參見期末報告第 6.3 節。 
審查委員：周委員國鼎 
1. 英文摘要文法有誤，請修正。 已同步修改至期末報告英文摘要內容，並

依文意同步調整文法。 
2. 期中報告建議投稿對象為「C40 城

市獎」及「APEC 能源智慧社區最

本計畫於 107 年度提出建議競賽項目除

「C40 城市獎」外，另同步規劃「ESCI



附錄 1-12 

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佳案例」，是否二者都將投稿？未

見論文內容。 
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APEC)」，計劃期

間亦持續蒐集相關資訊，便是為了避免相

關競賽會應主辦單位年度重點或期程而

有所異動。本團隊已於 107/12 完成「ESCI
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APEC)」競賽投

稿。 
3. 預計今年本市在環保署評比分數

為何？最應補強項目為何？6都中

獲得 106 年環保署評比特優者高

達 5 都，本市應以前 2 名為基本目

標。 

今年度環保署評比仍以特優為目標，依規

定之執行期程辦理預計可得 95 分以上；

參考歷年得分情形，因年度成果報告及簡

報，是依評選委員評分結果給分，與其他

於時間內執行完成即可得分之項目不

同，較無法掌握可得分數，故將以本項為

主，加強成果資料蒐集及呈現，以確保成

績。 
審查委員：羅委員文林 
1. P1-7~1-12 各項工作進度，除說明

落後原因外，建議加述改進方案以

利審核是否可如期完成。 

本計畫各工項進度，已於期末報告執行進

度皆符合工作需求。 

2. 參與國際競賽部分，除 C40 外，

APEC 預計以農博碳中和方案提

案，是否已完成資料蒐集？請說

明。 

本計畫於 107 年度提出建議競賽項目除

「C40 城市獎」外，另同步規劃「ESCI
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APEC)」，計劃期

間亦持續蒐集相關資訊，便是為了避免相

關競賽會應主辦單位年度重點或期程而

有所異動。本團隊已於 12 月完成「ESCI
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APEC)」競賽投

稿。 
3. 低碳綠色城市計畫牽涉市府諸多

局處，目前運行成效如何？應著重

落後局處輔導工作。 

本團隊協助業務單位，於桃園市低碳綠色

城市推動小組會議前中後，追蹤各局處執

行進度，會議中掌握主席裁示重點，後會

則追蹤局處相關資料，並檢視提出建議，

包含自治條例成果、母法修正作業、旗艦

計畫、調適計畫及管制執行方案等，針對

部分局處落後或加強的項目，則透過電訪

或電郵方式協調溝通，並於下次會議檢視

內容，以確實達到共識及目標。 
4. 全國首推調適社區選擇平鎮區廣 今年原預計辦理之調適社區記者會，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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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里，是否有其他方案，建議分析

各項方案、地點優缺，供機關做最

後決定。 

程因素，故取消辦理；因此本團隊另結合

環教場所，辦理「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

選暨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活動，將透

過大事記方式，展現低碳綠色城市發展過

程。 
5. 中央考評自評 100 分，目前只自評

4 分，建議推估時可積極不用過度

保守。 

107 年度環保署評比內容皆依規劃期程於

時間內辦理完成，預計各項分數皆可獲

得，辦理情形彙整如期末報告表 8.1-1。 
審查委員：劉委員建中 
1. 預計於 10 月份辦理「全國首推調

適社區」記者會，惟僅增加減緩災

害之小型滯洪池元素，餘多為低碳

永續家園成果，如何突顯「調適」

之作法及成果，請再研議。 

調適社區的建置，除將調適元素結合已有

的建設來打造基礎外，社區理念的營造(民
眾向心力、對於調適的概念)亦是重要的一

環。 
今年度原規劃辦理之調適社區記者會，由

「107 年度桃園市低碳永續家園運作體系

與執行成效管考計畫」(綠信環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申請社區名單為母體，由

「107 年桃園市推動空氣污染防制暨氣候

變遷調適計畫」(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依社區基本資料及現況，導入分析系統

(如：淹水潛勢分析) 及社區大學資源，評

估發展調適社區之建議。調適社區整體的

打造約需 3~5 年，需分年度及階段執行，

以廣興里發展海綿社區為例，今年度先以

打造滯洪池來串聯原有建設，並初步建立

社區大學與地方之連結為主要目標，未來

再依此基礎規劃相關期程。 
原規劃以溪海里發展微水力社區為記者

會主要辦理方向，因考量施工期程及完工

後驗收作業較長，於 107 年底才能完成各

項作業，故與業務單位討論後確定改以

「低碳綠色城市成果發表活動」為主題辦

理本項活動，並配合市府政策與低碳暨環

境教育中心之執行計畫結合辦理，辦理情

形如期末報告第 7.1 節及電子附錄 17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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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溫室氣體減量期程，第一階段

目標為 109年較 94年減量 2%，114
年較 94 年減量 10%，119 年減量

20%，是否有執行上之困難，較具

體之減量作為及重點為何？ 

本市減量目標初步依循中央進度，以「先

緩後加速」之策略來執行；另外在桃園市

溫室氣體減量管制執行方案依照 107/6/28
環保署架構研商會議中提到，地方政府針

對方案目標，需以策略執行的質化或量化

來呈現，因此本計畫將同步修正原撰寫之

目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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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回覆 

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審查委員：林委員錫聰 
1.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相關管考工

作應再精進，針對執行進度進行檢討

後提出改進措施建議。 

目前推動小組定期辦理低碳綠色城市會

議，並針對自治條例、旗艦計畫及調適計

畫執行進度進行管控工作，因此本團隊於

執行過程，皆會針對上述內容進行檢視並

提出建議調整內容，再透過會議決議修正

內容；然而今年度低碳綠色城市業務重點

落於管制執行方案的產出，為避免小組業

務複雜化，因此同步將旗艦計畫整併為管

制執行方案，以簡化局處業務負擔。 
2.本局另規劃有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

之委辦計畫，請提出規劃溫室氣體管

制方案所需之協助，與該計畫協調及

整合。 

今年調適計畫除彙整執行成果外，更思考

如何能讓計畫有效執行朝目標前進，因此

本團隊將運用局內資源，評估桃園市氣候

變 遷 潛 在 衝 擊 ， 且 透 過 系 統 模 擬

(TaiCCAT)方式檢視本市氣候脆弱項目，

檢視目前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是否符合能

確實改善現況，視情況將進行跨局處訪

談，期更能準確掌握各項計畫執行重點及

未來目標，並辦理專諮會，由各領域專家

給予具體建議，以強化本市氣候變遷調市

計畫內容及完整性。 
3.請研擬管制方案時是否與旗艦計

畫、調適計畫進行整合成一計畫，並

結合自治條例內容，以便執行及管考 

本團隊前半年持續運作旗艦計畫，後半年

則因應中央行動方案核定，將旗艦計畫轉

化為「桃園市溫室氣體減量管制執行方

案」，另調適計畫則會篩選與減碳相關性

高之計畫，並探討中央行動方案，篩選出

屬地方政府應執行的部分，最終依能源、

製造、運輸、農業、住商及環境等 6 大部

門分類，以簡化局處業務負擔，並持續透

過推動小組會議追蹤管控。 
4.請將低碳綠色城市相關成果，包裝成

相關亮點作行銷 
本計畫今年規劃持續透過專刊展現成

果，架構將以專訪市長，回顧近年推動成

效，另外也將採訪推動小組諮詢顧問，探

討對於桃園之期待及精進，以及未來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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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並搭配自治條例、旗艦計畫及調適計

畫成果，包裝為亮點展現本市低碳綠色市

推動情形。 
5.相關成果冊內容請規劃是否適合期

刊投稿，並建議各局處提供。 
已參考去年國際獎項投稿類別，初步篩選

市府相關推動計畫，並依內容分為重點計

畫及整合型計畫 2 類型(規劃內容如期中

報告 6.3 節所示)，後續將依公佈之投稿規

定再次確認各計畫內容及類別，並請相關

單位提供細部內容，以運用於投稿(如：

C40)或相關成果之展現。 
6.溫室氣體排放統計及減量策略成

果，建議研擬以民眾可瞭解之方式並

參考其他五都新聞內容之相關說明。 

溫室氣體排放統計及減量策略成果，搭配

低碳綠色城市專刊做成果的展現，今年更

進行顧問專訪，透過顧問專訪及成果搭

配，讓民眾可了解減量策略的推動及未來

規劃。 
7. 國際參與有何成果？如有取得

GCOM 徽章，請規劃相關亮點行銷。 
本計畫於 1 月提交完整 GCOM 申請資

料，內容包括：溫室氣體盤查及第 3 方驗

證結果、風險回報、桃園市旗艦及調適計

畫…等，並積極聯繫審查單位 cCR 工作小

組，瞭解審查情形與進度，並針對其提出

的疑慮進行回覆說明，於 2 月時已接獲通

知，桃園市符合 GCOM 標準，並取得 4
階段徽章，相關內容整理於工作計畫書第

2.5.2 節，並搭配 6 月份參與 ICLEI 世界大

會之新聞進行露出，宣傳成效。 
8.2018 ICLEI 世界大會請提供相關主

題及建議參與局處，供市府派員參

考。 

本團隊已依照本次 ICLEI世界大會 8 項重

點主題，提出與會單位建議，供業務單位

參考；桃園代表團由邱副秘書長帶隊，交

通局與環保局共同參與。 
9.城市交流論壇請研擬是否可結合相

關學校或媒體辦理。 
成果發表活動將配合市府今年度之推動

重點，調整為以調適社區為主題辦理記者

會，並將結合社區大學、村里之力量共同

執行，並預計搭配社大及地方媒體進行訊

息露出。 
10.媒體宣導請規劃除網路宣傳之外的

可行管道。 
除網路宣傳外，今年度亦規劃其他宣傳方

式，如：報告、廣播…等，詳細內容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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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計畫書第 2.6.2 節。 

11.署考核請參考五都內容撰寫適合桃

園市之內容，包含溫室氣體統計、減

量策略成果、永續家園、地方特色。 

本計畫蒐集 5 都「106 年度推動因應氣候

變遷行動執行績效評比」之成果報告，並

匯整相關重點，並依「107 年推動氣候變

遷之低碳生活與調適作為」考評規定，每

月彙整相關計畫之執行成果，以確保執行

進度，成果報告也將依規定格式，以溫室

氣體統計、減量策略成果、永續家園、地

方特色等項目主題，撰擬本市成果報告內

容，詳細內容如期中報告第 8 章。 
審查委員：張委員展銓 
1.P.5-1 第五章計畫預期成果項次三，質

化：…，有助於減量策略擬定，應詳

加說明如何有助於減量策略擬定？

辦理此工項與有助策略擬定有何關

聯性？ 

本項對於減量策略之擬定，可以透過排放

源申報及查核結果，檢視所產出溫室氣體

排放量之數量及類別，並進一步提出建議

改善策略，例如：鍋爐燃煤可視廠房規模

及年用量，搭配現行補助建議排放源改為

天然氣…等策略建議。 
2.P.5-2 項次七，質化：應敘明欲達到考

核之結果目標為何？ 
今年度考核以特優為目標，並補充於 P.5-2
項次七內。 

3.P.5-1 項次四，請補充說明此項與去年

執行時有何差異？如何辦理第三方

查證方可確保數據品質。 

本項今年執行作法與去年相同，僅差異在

今年本團隊特別請查驗證單位，先行提供

其他縣市過往查證經驗，藉此檢視數據蒐

集過程是否有不足或須注意事項。 
1.配合本團隊辦理查驗證單位(BSI 英國標

準協會)為國際認證單位，並具有環保署

認可機構資格，同時曾協助中央及其他

縣市辦理相關查驗證工作，具有一定之

品保品管等級，因此可協助本計畫盤查

數據品質。 
審查委員：陳委員郁雯 
1.專刊建議今年度可規劃以自治條例

施行後之成果展現(例如：用電大戶

裝設太陽光電系統、違建裝設太陽光

電系統、企業申報綠色採購…等)。 

本計畫今年專刊規劃，架構以專訪市長引

言為起頭，回顧近年推動成效，另外也採

訪推動小組諮詢顧問，探討對於桃園之期

待及精進，以及未來展望，並搭配自治條

例、旗艦計畫及調適計畫成果進行展現。 



附錄 1-18 

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其中也將參考市長粉絲專頁，蒐集整理具

有實質減碳效益或與低碳綠色城市相關

之計畫，作為特色亮點計畫之主題，以利

於專刊進行成果展現。 
2.論壇地點建議考慮交通方便之位

置。參與對象是否僅本市推動小組？ 
成果發表活動將配合市府今年度之推動

重點，調整為以調適社區為主題辦理記者

會，並將結合社區大學、村里之力量共同

執行，參與對象包含市府相關單位、當地

民眾及社區大學等，活動地點規劃於調適

社區地點(初步選定平鎮區廣興里)辦理，

後續將依實際籌劃狀況規劃交通方式。 
3.管制執行方案除彙整各局處相關計

畫外，建議可依中央行動方案規劃之

策略、措施、計畫撰寫補充。 

本項依據環保署於 6 月 28 日進行「溫室

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撰擬規劃說明會

議內容，已初步提出管制執行方案，後續

將辦理專諮會，進一步建構市府各單位對

於管制執行方案的認知，及瞭解各部門訂

定策略相關細節後，於期限內完成本市溫

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研擬。 
4.論壇主題規劃是否應更聚焦。 成果發表活動將配合市府今年度之推動

重點，調整為以調適社區為主題辦理記者

會，並將結合社區大學、村里之力量共同

執行。 
審查委員：陳委員彥頻 
1.P.2.1-8 績效指標如何訂定？原則為

何？ 
低碳綠色城市績效指標於 104 年開始執

行，參考 5 都相關永續、低碳、節能等績

效指標，以合理性、競爭性、量化性等篩

選原則，訂定而成，並透過每年度低碳綠

色城市會議檢討及修正，於 107 年度低碳

小組會議上，將績效指標由 47 項調整為

46 項(因計畫提前達標，故解列)。 
2.P.2.1-10 表 2.1-6 標註年份、目標、實

際的單位標註。 
本項已於 107年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

計畫明確註明，請參考本計畫期中報告第

2.2 節，詳細內容如附錄五。 
3.調適目標方向可結合地方特色，桃園

市除了埤塘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特色

亮點或想法。 

今年調適計畫除彙整執行成果外，更思考

如何能讓計畫有效執行朝目標前進，因此

本團隊將運用局內資源，評估桃園市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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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遷 潛 在 衝 擊 ， 且 透 過 系 統 模 擬

(TaiCCAT)方式檢視本市氣候脆弱項目，

檢視目前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是否符合能

確實改善現況，視情況將進行跨局處訪

談，期更能準確掌握各項計畫執行重點及

未來目標，並辦理專諮會，由各領域專家

給予具體建議，以強化本市氣候變遷調市

計畫內容及完整性。 
審查委員：陳委員麗君 
1.有關事業機構於本局網站上應提供

溫室氣體盤查相關資訊供參或環保

署網頁連結。 

已配合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

放源說明會、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輔導

教育訓練之辦理，提供相關資訊於低碳綠

色城市網進行資訊補充及連結點擊。 
2.除教育訓練外，亦可提供本局審查態

樣供業者參考置放局網頁。 
將配合於低碳綠色城市網進行資訊補充

及連結點擊，並同步提供業務單位相關資

訊供局網更新使用。 
3.歷年我們皆有經第三方查證行政轄

區之聲明書，是否可評估公開置放局

網，請說明。 

由於桃園市城市層級盤查數據，定期皆會

回傳環保署指定平台進行揭露，因此本項

可依據業務單位需，整理歷年第三方查證

行政轄區之聲明書及其結果，供業務單位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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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桃園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計畫 
採購評選會議委員意見回覆 

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評選委員：鄭委員顯榮 
1.本工作已執行若干年，予

人印象是執行既定工作，

較無新意，宜將歷年委員

(遴選及審查委員)建議事

項參採情形做一回顧，並

據以擬訂亮點作為(例如

73 個細部計畫可聚焦之

處)，吸引市民及外界目

光。 

回顧歷年執行成果，本團隊於執行本計畫過程中已完

成之亮點共有：自治條例、相關低碳綠色城市計畫(旗
艦計畫、調適計畫)、國際參與…等。 
107 年計畫現階段執行之亮點說明如下： 
1. 自治條例修法完備。 
2. 旗艦計畫轉型(簡化局處工作)。 
3. 調適計畫強化(搭配環保局調適計畫強化背景)。 
4. 重點成果展示(升格後太陽光電設置攀升)。 

2.本市衡量在地因素訂定之

減量目標與執行成果若與

中央溫管法相關減量目標

落差太大時，如何妥善提

出說明？請提早因應。 

1. 依 106 年第二次推動小組會議決議，桃園市溫室

氣體減量目標依循中央進度，139 年回到 94 年排

放量再減 50%以下，本年度為使桃園市減量目標

及執行成果能夠與中央相呼應，因此規劃將桃園

市旗艦計畫轉換為管制執行方案，以此做為各單

位之執行方針，進而達成減量目標。 
2. 除減量策略及執行成果外，本團隊也規劃將目前

桃園市再生能源發展情形進行資料彙整，以期與

中央討論貢獻值議題，納入為本市的減碳績效。 
3.本案工作要宣傳推動低碳

綠色城市成果，除記者發

表會或論壇外，傳媒部

分，如何有效行銷綠色城

市？請多以網路行銷來推

廣，並建立績效評核指標。 

今年度規劃檢視市長 FB 最近 1 年來與低碳綠色城市

相關之重要計畫，預計請局處協助提供該計畫之照、

影片，並搭配低碳綠色城市專刊製作過程(架構：諮

詢顧問採訪、減碳成果彙整、亮點計畫呈現..等)，剪

輯相關成果介紹影片，目標將影片露出於市長粉絲頁

及其他相關網路露出平台，以網路方式增加露出機

會、增加瀏覽人次，並以此做為本項績效評核指標。 
4.本工作最後成果如何顯

現 ？ 宜 在 期 初 即 建 立

KPI，並妥為規劃績效呈

現的方向。 

本年度計畫最後成果除依據工項逐一說明執行成果

外，另外也將列出減碳量、局處亮點計畫執行成果、

修法前置作業進度等作為績效呈現方式。 

評選委員：駱委員尚廉 
1.盤查登錄排放源及盤查作

業、書面作業，是否可建

立資料庫或盤查軟體，以

1. 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源：目前環保署針對列

管排放源已建置「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排

放源登錄廠家需於該平台進行溫室氣體盤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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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自動化作業。 上申報作業，申報完成後，查驗機構同樣於該平

台完成查證及線上確認，最後再由環保局進行書

面作業，因此透過該平台已落實自動化作業。 
2.城市溫室氣體盤查作業： 

(1) 環保署已建置「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碳揭露服務

平台」，屬國家級資料庫，環保局只需於該平

台登錄所完成之排放量結果，日後便可從該平

台查詢過往盤查結果。 
(2) 由於盤查過程中需引用之係數及數據眾多，且

每年皆有所不同，因此已將近年盤查結果及資

料計算內容建立電子檔，並提交業務單位，保

有盤查資料完整性。 
2.2018 出國考察，若安排三

次，會不會太多？ 
本團隊依據過往經驗於服務建議書中，提出 2018 年

預計參與之 3 場重點會議之資訊、規模與參與優勢等

(如 p.2.5-27 所述)，藉此作為與業務單位討論或報告

用，今於 107 年 2 月討論並經指示後，2018 年國際

會議參與行程規劃將以 2018 ICLEI 世界大會及

COP24 為優先規劃。 
3.投標廠商已有執行本計畫

之經驗，應可勝任。 
感謝委員肯定。 

評選委員：周委員國鼎 
1.請說明出國考察隨行人員

之外文能力。 
本計畫團隊備有一名專職人力負責國際事務，具有一

定外語能力，已於今年 6 月中旬協助桃園代表團參與

ICLEI 世界大會，且出國期間本團隊計畫主持人或計

畫經理亦配合出國人員於國外期間之作息擔任國內

後勤，配合支援相關資訊蒐集或提供，因此足以持續

協助出國考察事務。 
2.請說明報紙媒體宣傳之報

紙名稱及規劃版別。 
今年度規劃以低碳綠色城市成果網路宣傳為主，結合

重要計畫影片露出或活動辦理(如：記者會)內容，透

過網路各種宣傳型式搭配露出。 
因此其他平面管道如：報紙、雜誌等，將配合業務單

位之需求協助進行辦理，登載情形將依實際辦理狀況

蒐集相關成果。 
3.請說明投稿論文之亮點為

何？ 
今年投稿論文規劃 2 項主題： 
1. 桃園市溫室氣體列管對象排放分析及策略精進：

桃園為工業重鎮，列管溫室氣體排放源為全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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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參考 104 年桃園市溫室氣體排放量資料，工

業用電(37.32%)及工業燃料(30.23%)為本市主要

溫室氣體來源，環保局自 104 年起辦理排放源管

理業務，已掌握本市列管排放源之溫室氣體排放

情形，是桃園市研訂管理政策之關鍵。 
2. 零碳農博智慧運用：本計畫今年國際競賽參與重

點除 C40 城市獎競賽外，另外也將以農博活動搭

配再生能源及智慧微電網進行整合，以農博園區

整體再生能源、監測電力設備及微電網建置，搭

配農業應用特色(例如溫室)，來鋪成整個零碳農

博的想法。 
4.本計畫人力配置至少應有

6 人(依據招標須知)，惟未

見編列人事費，可否另行

提供人事費編列資料，否

則無法確認計畫書 5.4.二
中有關員工薪資是否屬

實。 

1. 由於計畫公告內容採全業務費方式編列，因此本

計畫係依據投標須知之經費配置表規定進行編

列。 
2. 本公司於每年度皆會針對全體員工進行績效考

核，藉此績效評核進行調薪作業，並針對年度績

效給予年終獎金。 

評選委員：劉委員建中 
1.有關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

城市自治條例中，涉及需

修法部分，建議儘速收集

相關單位意見後加速辦

理。 

本團隊於 107 年第一次推動小組研商會及大會中，已

統整各局處修正建議，現階段為 3 條調整、1 條新增

條文及 1 條新增罰，並同步諮詢市府法務局法制作業

流程，規劃今年度協助完備修資料法，以期順利進入

修法程序。 
2.本案可以具體展現的亮點

處請充分掌握並適時透過

媒體文宣呈現。 

遵照辦理，針對各工項執行過程之成果，本團隊將配

合業務單位指示進行媒體露出。 

3.溫室氣體排放源掌握及審

查需落實，並將盤查結果

及減量措施回饋給管制對

象及執行單位(科室)。 

本計畫透過業務單位內部協調，取得環境保護許可管

理資訊系統-空污許可資料庫、固污整合管理系統等

相關資料，並於列管名單確認過程中及書面審查過程

中，同步與空保科檢核數據正確性。此外，本計畫並

將列管排放源名單提供空保科，以補助節能相關技術

或設備名單用。 
 



附錄 2-1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成果 

項

次 

條

次 
自治條例內容 

局

處 
指標 執行作法 

自治條例執行前成果 

(截至 105/12/31 前的

歷年成果) 

106年執行成果 

第二章 低碳環境教育及生活 

1 7 

本市各公私立學校應每年對教職

員工及學生實施二小時以上低碳

環境教育。 

教

育

局 

完成二小時

以上低碳環

境教育人數

(人次/年) 

納入 4小時環境教育時數

辦理，各校以低碳影片欣

賞、節電綠能講座及低碳

場域參訪等方式辦理。 

無 

106年度計 20萬 6,105

名學生 

1萬 5,925名教職員完

成二小時以上低碳環

境教育。 

2 8 

執行機關應對所轄下列場所，輔

導節能減碳、污染減量、低碳認

證或將減碳成效納入評鑑、評比

項目： 

一、里或社區。 

二、校園。 

三、機關場所。 

四、宗教場所。 

五、觀光旅館及旅館業。 

六、餐廳、飲食店。 

七、工商廠場。 

八、醫療院所。 

九、其他經本府公告之場所。 

環

保

局 

低碳社區數

量(處) 

1. 桃園市推動低碳環

保鄰里補助計畫，協

助桃園市各社區、鄰

里落實節能減碳措

施，同時推動低碳永

續家園行動項目，

106年補助 20處。 

2. 今年預計取得 55 處

環保署低碳社區認

證。 

累計低碳社區數量 

270處 

新增低碳社區數量 

61處 

教

育

局 

綠色校園數

量(處) 

1. 鼓勵學校積極辦理

環境教育課程及活

動，並將成果及過程

填報於「教育部綠色

學校夥伴網路。 

2. 針對投稿 3 篇(每篇

至少獲 1 片葉片數)

之本市市立學校教

職員核敘行政獎勵

累計綠色校園數量

131校 

累計綠色校園數量

137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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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

次 
自治條例內容 

局

處 
指標 執行作法 

自治條例執行前成果 

(截至 105/12/31 前的

歷年成果) 

106年執行成果 

嘉獎 1次。 

3. 歷年投稿累計通過

15 葉片數以上之學

校為本市綠色學校。 

4. 106 年桃園市教職員

於「教育部綠色學校

夥伴網路」投稿文章

累計獲 629 片葉片

數，全國排名第 4。

 137 校 

民

政

局 

公益寺廟(環

保 類 ) 數 量

(處) 

1. 公益宗教團體認證

評核指標中屬環保

類別共 5 項目。以細

項取得 1/2 以上數量

之宗教團體為統計

數據。(間) 

2. 刻正修正公益宗教

團體認證評核指標

之評核細項及配分。 

1. 97 年公益寺廟認

證 (正式登記寺

廟，接受認證共

105 家)金質獎 2

家，銀質獎 8家。 

2. 98 年公益寺廟認

證 (補辦登記寺

廟，接受認證共

145 家)金質獎 3

家，銀質獎 5家。 

3. 101 年公益寺廟

認證正式登記寺

廟，接受認證共

126家，金質獎 6

家，銀質獎 18

家；補辦登記寺

廟，接受認證共

新增公益寺廟 (環保

類)數量(處)1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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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

次 
自治條例內容 

局

處 
指標 執行作法 

自治條例執行前成果 

(截至 105/12/31 前的

歷年成果) 

106年執行成果 

136家，金質獎 6

家，銀質獎 5家。 

觀

旅

局 

環保旅店數

及獲得其他

環保認證旅

館數(處) 

1. 協助辦理環保旅店

說明會 

2. 提醒一定規模之旅

館業者依限取得環

保旅館標章 

3. 研擬 107年桃園市鼓

勵低碳旅宿計畫 

累計環保旅館 7家 

累計環保旅店 57家 

累計環保旅館 3家 

累計環保旅店 58家 

 

(4 家環保旅館認證逾

期) 

衛

生

局 

低碳餐廳數

量(處) 

於例行性食品稽查行程

及每年優良餐廳評比標

準中，列為查檢項目，俾

利調查本市採行低碳作

為之低碳餐廳數量，鼓勵

業者共同推廣低碳飲食。 

無 
新增低碳餐廳調查數

量 13處 

經

發

局 

環保循環卓

越獎獲獎企

業(家) 

辦理桃園市績優企業卓

越獎，其中環保循環卓越

獎以企業營運節能、減

碳、減廢措施與資源回收

再利用績效及企業內環

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實施情形等環保循環規

劃營運做為評比項目，占

總評分 50%。 

新增 5家 新增 5家 

3 9 

機關學校應成立節約能源推動小

組，負責推動、執行、督導及考

核相關工作。 

經

發

局 

1. 機關節電

率 

2. 機關節油

本局訂定「桃園市政府暨

所屬各機關學校節約能

源行動執行及成效考核

機關節電率 0.1% 

機關節油率 9.9% 

機關節電率-2.51% 

機關節油率-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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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

次 
自治條例內容 

局

處 
指標 執行作法 

自治條例執行前成果 

(截至 105/12/31 前的

歷年成果) 

106年執行成果 

前項設置規定及工作目標由各機

關定之；執行成果定期填報規

定，由經濟發展局定之。 

率 計畫」，期程為 106 年至

108 年，針對本市各局

處、區公所及高級中學進

行省電省油管考。 

節電：106 年度全面汰換

LED 燈管（T5、T8）、調

整出水溫度及提高空調

溫度為主，未來會請專家

至用電量較高之機關進

行節能診斷。 

節油：本局要求各局處在

不影響業務下汰換為節

油效率較佳之車輛。 

(本府 106 年因員額增

加、展演活動辦理場

次增加及新設會議

室、多功能展演廳

等，以及辦理農博等

大型活動及業務增加

致使用電用油量增

加。) 

4 11 

指定規模以上之賣場、量販店、

超級市場或便利商店等場所，應

取得本府核發之綠色商店標誌。 

前項場所之環境保護產品之陳列

區及品項標示，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陳列區應為明顯且易於辨識

之標示。 

二、產品應標示環境效益功能。 

第一項指定規模之場所，由環境

保護局定之。 

環

保

局 

綠色商店數

量(處) 

1. 每年邀請相關廠商召

開查核輔導說明會。 

2. 每年至少查核輔導 22

處賣場、量販店或超

級市場。 

1. 104 年累計本市綠

色商店共 1,180

處。 

2. 105 年累計本市綠

色商店共 1,157

處。 

累計本市綠色商店

1,228處 

5 12 

各機關學校、指定規模之企業、

觀光旅館業與旅館業及醫院等事

業，應落實綠色採購，優先採用

環境保護產品。 

環

保

局 

綠色採購金

額(元/年) 

1. 更新、維護管理桃園市

政府民間綠色採購系

統。 

2. 每年召開網路申報說

1. 104 年民間企業與

團體綠色採購總

申報金額為 19.5

億（195家） 

106 年民間企業與團

體綠色採購總申報金

額為 24 億（231 家）；

列管業者總申報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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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

次 
自治條例內容 

局

處 
指標 執行作法 

自治條例執行前成果 

(截至 105/12/31 前的

歷年成果) 

106年執行成果 

前項各機關學校辦理綠色採購成

效獎懲規定，由本府定之。 

第一項指定規模事業及採購申報

規定，由環境保護局會商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之。 

明會，並發文提醒業者

應於期限內完成申報

作業。 

2. 105 年民間企業與

團體綠色採購總

申報金額為 21.9

億（200家） 

為 8.17億(116家) 

 

(因低碳綠色城市條

例，故統計列管業者) 

6 13 

公私場所於辦理清明節、中元節

或經執行機關認定之重大民俗信

仰等活動時，應辦理紙錢集中燃

燒。 

民

政

局 

紙錢減量(公

噸) 

本局已函請本市各區公

所及本府殯葬管理所於

各公墓、納骨塔辦理清明

節及中元節紙錢集中燒

相關事宜。 

經桃園市政府環境清

潔稽查大隊回報，歷

年紙錢集中燒成果統

計如下： 

100 年共計 251.03 公

噸； 

101 年共計 291.65 公

噸； 

102 年共計 477.1 公

噸； 

103 年共計 573.77 公

噸； 

104 年共計 507.81 公

噸； 

105 年共計 342.94 公

噸。 

截至 106 年 12 月底

止，紙錢集中燒共計

445.71公噸。 

7 14 

經本府公告指定之寺廟，應於室

內設置空氣污染物細懸浮微粒

（PM2.5）自動監測預警設備，並

將監測參考值或等級即時公布於

公告欄或其他明顯處所。 

如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標準

環

保

局 

設置空氣污

染物細懸浮

微粒（PM2.5）

自動監測預

警設備設置

寺廟數(處) 

1. 105 年 8 月 4 日公告

「桃園市寺廟裝設

細懸浮微粒連續自

動監測設施補助計

畫」，補助金額最高

可達 9萬 9千元 

無 

1. 106 年已裝設完

成 18處 

2. 非屬公告第一批

對象，20 處寺廟

已完成細懸浮微

粒自動預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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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

次 
自治條例內容 

局

處 
指標 執行作法 

自治條例執行前成果 

(截至 105/12/31 前的

歷年成果) 

106年執行成果 

時，應主動勸導減量焚香或使用

其他改善空氣品質之措施。 

2. 本府 106年 1月 3日

公告第一批 應設置

空氣污染物細懸浮

微 粒自動預警設備

之寺廟共計  30 座

(108年完成) 

設置。 

8 15 

本市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於廣

告、行銷、訂房及入住時，應向

消費者宣導自備非一次拋棄性用

品及租用低污染車輛。 

經本府公告指定之新設且具一定

規模以上旅館，應自本自治條例

施行後一年內取得中央主管機關

核發之環保旅館標章。一定規模

以上旅館，由環境保護局會商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執行機關公告水資源匱乏期間，

觀光旅館及旅館業應配合宣導淋

浴，以節省水資源。 

本府得獎助觀光遊樂業、觀光旅

館業、旅館業及其他觀光產業推

動低碳旅遊，獎助辦法由環境保

護局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之。 

觀

旅

局 

環

保

局 

環保旅店數

及獲得其他

環保認證旅

館數(家) 

1. 協助辦理環保旅店

說明會 

2. 提醒一定規模之旅

館業者依限取得環

保旅館標章 

3. 研商子法-低碳旅遊

補助作業辦法（草

案） 

累計環保旅館 7家 

累計環保旅店 57家 

累計環保旅館 3家 

累計環保旅店 58家 

 

(4 家環保旅館認證逾

期) 

9 16 

公私場所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

設置資源回收桶。 

前項資源回收桶設置規定，由環

環

保

局 

資源回收率

(%) 

1. 於 106年 4月召集 13

區中隊執行承辦開

會，針對桃園市發展

無 

54.73% 

【指標變動原因】 

本案要求公私場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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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

次 
自治條例內容 

局

處 
指標 執行作法 

自治條例執行前成果 

(截至 105/12/31 前的

歷年成果) 

106年執行成果 

境保護局定之。 低碳綠色城市自治

條例第 16 條第 2 項

規定，說明輔導對象

及輔導作業辦法。 

2. 針對轄內公營事業

辦公場所、醫院、機

關、學校、幼兒園、

公園、漁港、零售市

場、金融機構等持續

輔導。 

3. 針對轄內 14 類販賣

業者資源回收設施

管理持續辦理稽查

取締。目前列管數為

598 家，查核數為

1399 ， 查 核 率 達

234%。 

置資源回收桶，對本

市資源回收率而言，

非主要成因。 

建請改以「列管對象

查核率」做為自治條

例執行成果之指標。 

列管對象查

核率(%) 

1. 彙整及建置本市資

源回收桶設置規則

公告列管之 18 類公

私場所，共 3,495處。 

2. 於 106年 4月召集 13

區中隊辦理自治條

例法規說明會，針對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

色城市自治條例、桃

園市公私場所資源

無 
列 管 對 象 查 核 率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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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

次 
自治條例內容 

局

處 
指標 執行作法 

自治條例執行前成果 

(截至 105/12/31 前的

歷年成果) 

106年執行成果 

回收桶設置規則規

定，說明列管對象及

輔導、查核作業執行

方式。 

3. 106 年度針對本市轄

內列管 18 類對象查

核數共 2,717 件，查

核率 77.7%，合格率

100%。 

4. 於 107年度況續辦理

轄內公營事業辦公

場所、醫院、機關、

學校、幼兒園、公

園、漁港、零售市

場、金融機構等查核

及輔導作業。 

第三章 低碳城市及建築 

10 20 

本府得視地方發展特色及特殊環

境需求，公告特定區域或一定規

模以上之新建建築物，規劃辦理

下列事項： 

一、取得綠建築標章。 

二、取得智慧建築標章。 

三、低碳建造工法。 

四、建築基地生態及綠化措施。 

五、建築基地排水、防洪、雨水

貯留、保水及水資源循環措施。 

都

發

局 

綠建築標章

數(處) 

智慧建築標

章數(處) 

現市有建築多由本府新

建工程處代辦工程，經查

目前執行案件均有於規

劃設計中納入綠建築標

章或智慧建築標章取

得，惟尚未完成申請程

序。 

依據台灣建築研究中

心統計，本市 104 年

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前，共取得： 

累計綠建築標章數：

66處 

累計智慧建築標章

數：3處 

依據台灣建築研究中

心統計，本市 106 年

度，共取得： 

新增綠建築標章數：

20處 

新增智慧建築標章

數：11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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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

次 
自治條例內容 

局

處 
指標 執行作法 

自治條例執行前成果 

(截至 105/12/31 前的

歷年成果) 

106年執行成果 

六、建築物減廢、回收、再生能

源或節能措施。 

七、再生建材或綠建材使用措施。 

八、其他經本府指定之項目措施。 

前項第八款指定項目規定，由本

府定之。 

因建築基地地形、構造或使用用

途特殊，經本府核定者，得不適

用第一項全部或部分之規定。 

11 22 

本市依法完成管理組織報備之公

寓大廈建築物及建築基地，其共

用部分使用之照明設備，應於本

自治條例施行後一年內汰換半數

以上之節能燈具。 

都

發

局 

節能社區大

樓數量(處) 

補助本市轄內公寓大廈

建築物及建築基地內共

用部分使用之照明設備

汰換。 

本市 104 年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累計 226

個社區申請汰換節能

燈具補助 

106年新增144個社區

申請汰換節能燈具補

助 

第四章 低碳產業 

12 25 

本府公告指定電力用戶與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所訂之用電契

約，其約定最高之用電需量在一

定容量以上者，應於用電場所或

適當場所，設置一定裝置容量以

上之太陽能、風能或其他綠能等

設備。 

前項指定用電需量及一定裝置容

量標準，由經濟發展局定之。 

經

發

局 

再生能源設

置容量(kwp) 

本府於 106 年 1 月 19 日

公告與台電簽訂契約容

量達 5000 瓩以上之電力

用戶應在用電場所或其

他適當場所設置契約容

量 10%之綠能。 

於 105 年底前累計已

設置再生能源之用電

大戶有 14家，累計設

置量達 19,661.25kw。 

1. 於 106 年 1 月 19

日公告契約容量

5,000瓩以上用電

大戶 111 家於本

局網站，並於 2

月及 5 月辦理說

明會共 2場次。 

2. 於 106 年底累計

已設置再生能源

之用電大戶有 15

家，累計設置量

達 20,161.21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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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

次 
自治條例內容 

局

處 
指標 執行作法 

自治條例執行前成果 

(截至 105/12/31 前的

歷年成果) 

106年執行成果 

13 26 

本府應協助引進低碳科技、發展

再生能源或其他低碳產業，並得

給予補助及獎勵。 

前項補助及獎勵之對象、資格條

件、審核基準、申請程序及其他

相關事項，由經濟發展局定之。 

經

發

局 

補助產業經

費(元) 

每家廠商補助上限為 50

萬，共 500萬。 
無 共補助 383萬 652元 

補助產業數

(家) 
補助 10家廠商 無 共補助 9家廠商 

14 27 

為鼓勵節能減碳，本府得就下列

事項，予以獎勵或補助： 

一、購買或租用低污染車輛。 

二、充（換）電設施之建置及維

修。 

三、報廢汰換老舊高污染車輛。 

四、設置再生能源設施。 

五、使用低碳燃料。 

六、其他節能減碳措施。 

前項獎勵或補助辦法，由本府定

之。 

環

保

局 

電動二輪車

市占率(%) 

推廣使用低污染運具，除

持續辦理低污染運具相

關補助，並加強辦理宣導

活動 

累計電動二輪車市占

率 3.03% 

累計電動二輪車市占

率 4.12% 

電動汽、機車

累計充 (換 )

電站(處) 

配合低污染運具相關補

助辦法，建置低污染運具

使用友善環境 

累計電動汽、機車累

計充(換)電站 705站 

累計電動汽、機車累

計充(換)電站 809站 

經

發

局 

再生能源設

置容量(kwp) 

本局訂定「桃園市政府

106 年度推動設置太陽光

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

針對本市私有房舍屋頂

設置太陽光電系統進行

補助，今年(106)度共編列

2,500萬元經費。 

1. 104 年共補助 12

件案場，總設置

容量為 913.475

峰瓩。 

2. 105 年共補助 17

件案場，總設置

容量為 617.36 峰

瓩。 

106 年新增補助 74 件

案場，總設置容量為

5341.195峰瓩。 

第五章 低污染交通 

15 28 

本市公有停車場得提供自行車及

一定比例之優先停車位供低污染

車輛使用。 

前項規定於鐵路、高速鐵路及捷

運等大眾運輸車站之新建建築物

交

通

局 

低碳汽、機車

專用停車格

數量(格) 

本市公有路外停車場車

位達五十格以上停車格

之停車場，應設置一格以

上低污染車輛優先停車

位，且每滿五十格停車格

低碳汽、機車專用停

車格數量累計 25格 

低碳汽、機車專用停

車格數量累計 35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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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

次 
自治條例內容 

局

處 
指標 執行作法 

自治條例執行前成果 

(截至 105/12/31 前的

歷年成果) 

106年執行成果 

適用之；鐵路、高速鐵路及捷運

等大眾運輸車站既有建築物，得

視實際需求提供，不受一定比例

之限制。 

前二項之一定比例，由交通局依

各公有停車場使用需求定之。 

劃設為低污染車輛優先停車位，

一般車輛應經現場管理單位同意

始得停放。 

之停車場，應設置一格低

污染車輛優先停車位。 

16 30 

本府各機關、學校及里辦公處採

購公務機車，應使用經政府機關

認證合格之低污染車輛。但有特

殊事由經本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各

執

行 

機

關 

低污染車輛

數(輛) 

機關綠色採購教育訓練

時宣導公務機車優先採

購低污染車輛。 

無 低污染車輛 133輛 

17 31 

本市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及大專以

上院校，應向學生宣導優先使用

大眾運輸工具或低污染車輛；大

專以上院校並應優先規劃下列事

項： 

一、交通接駁公車。 

二、低污染車輛之獎勵措施。 

三、低污染車輛專用停車空間及

充（換）電環境。 

教

育

局 

交通接駁專

車(載運量) 

低污染車輛

數(輛) 

低碳汽、機車

專用停車格

數量(格) 

1. 高中(職)學校配合宣

導優先使用大眾運

輸工具或低污染車

輛。 

2. 大 專 屬 教 育 部 轄

屬，本局可配合發文

宣導使用大眾運輸

工 具 或 低 污 染 車

輛，惟相關接駁公

車、停車空間及充

（換）電環境之設置

仍須由教育部統一

規劃辦理。 

無 

1、公私立高中職學

生交通接駁專車

載運量為每日 2萬

4,226人次。 

2、私立高中職無購

置電動接駁車。 

3、已鼓勵 30 校配合

環保局設置電動

二輪車充電站，每

站最多同時供 4輛

電動機車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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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

次 
自治條例內容 

局

處 
指標 執行作法 

自治條例執行前成果 

(截至 105/12/31 前的

歷年成果) 

106年執行成果 

3. 配合環保局調查學

校設置電動機車充

電座意願，由本府環

保局統一補助施作。 

18 32 

本市市區汽車客運業車輛超過一

定年限應逐年汰換，本府得要求

業者優先購入低污染車輛或具經

濟部認定節能標章之車輛。 

前項年限由本府定之。 

交

通

局 

低污染市區

汽車客運業

車輛數(輛) 

本府交通局所提車齡(12

年 )限制及遵循起始年

(108 年起)，為配合修正

「桃園市市區汽車客運

路線新闢變更繼續經營

申請審核作業要點」要

點，佐以資訊系統輔助加

強市區公車車輛資訊管

理，本市市區公車路線須

有適當之配車數量，每輛

車僅登錄於一條市區公

車路線，各路線車輛相互

支援情形不納入系統填

報，依據核定之作業流程

辦理相關事宜 

電動巴士 58輛 電動巴士 58輛 

19 33 

車籍登記於本市且於中華民國八

十八年七月一日以前出廠之柴油

大客貨車及小貨車，環境保護局

得不定期通知於指定期限內，至

指定地點檢驗排氣。 

環

保

局 

通知檢驗數

(輛) 

依據監理站設籍桃園之

一、二期柴油車車籍資料

寄發檢驗通知 

無 824輛 

 



附錄 3-1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子法研訂進度情形 

進度說明：已完成(23) 
項

次 

條

文 
自治條例內容 

權

責 
預定時間 完成日期 生效日期 子法(公告)名稱 進度說明 備註 

1 4 

本府為統籌、整合、督導及協調各執行

機關減碳事務，應編組運作平台組織推

動低碳綠色城市發展，並得設推動小

組。 

前項推動小組設置要點，由本府定之。 

環

保

局 

105.10.31 105.11.09 106.01.01 

桃園市政府低碳

綠色城市推動小

組設置要點 

▓已完成  

2 9 

各機關學校應成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

負責推動、執行、督導及考核相關工

作。 

前項設置規定及工作目標由各機關定

之；執行成果定期填報規定，由經濟發

展局定之。 

經

發

局 

-- 104.04.17 104.01.01 

桃園市政府暨所

屬各機關學校節

約能源行動執行

及成效考核計畫 

▓已完成  

3 11 

指定規模以上之賣場、量販店、超級市

場或便利商店等場所，應取得本府核發

之綠色商店標誌。 

前項場所之環境保護產品之陳列區及品

項標示，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陳列區應為明顯且易於辨識之標

示。 

二、產品應標示環境效益功能。 

第一項指定規模之場所，由環境保護局

定之。 

環

保

局 

105.11.30 105.12.08 106.01.01 

公告「桃園市應

取得綠色商店標

誌之賣場、量販

店及超級市場規

模」 

▓已完成  

4 12 

各機關學校、指定規模之企業、觀光旅

館業與旅館業及醫院等事業，應落實綠

色採購，優先採用環境保護產品。 

環

保

局 

105.12.31 105.12.16 106.01.01 

公告「桃園市應

優先採購環境保

護產品之企業、

觀光旅館業、旅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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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

文 
自治條例內容 

權

責 
預定時間 完成日期 生效日期 子法(公告)名稱 進度說明 備註 

館業及醫院規

模」 

5 12 
前項各機關學校辦理綠色採購成效獎懲

規定，由本府定之。 

環

保

局 

105.09.30 106.02.06 106.02.08 

桃園市政府綠色

採購績效評核獎

懲要點 

▓已完成  

6 12 

第一項指定規模事業及採購申報規定，

由環境保護局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之。 

環

保

局 

105.12.31 105.12.21 106.01.01 

桃園市指定規模

事業應優先採購

環境保護產品網

路申報規定 

▓已完成  

7 13 

公私場所於辦理清明節、中元節或經執

行機關認定之重大民俗信仰等活動時，

應辦理紙錢集中燃燒。 

民

政

局 

105.08.15 105.07.28 105.07.28 

桃園市公益宗教

團體認證及獎勵

要點 

▓已完成  

8 14 

經本府公告指定之寺廟，應於室內設置

空氣污染物細懸浮微粒（PM2.5）自動

監測預警設備，並將監測參考值或等級

即時公布於公告欄或其他明顯處所。如

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標準時，應主

動勸導減量焚香或使用其他改善空氣品

質之措施。 

環

保

局 

105.12.31 105.12.29 106.01.01 

公告「桃園市第

一批應設置空氣

污染物細懸浮微

粒自動預警設備

之寺廟」 

■已完成  

9 15 

經本府公告指定之新設且具一定規模以

上旅館，應自本自治條例施行後一年內

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環保旅館標

章。一定規模以上旅館，由環境保護局

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環

保

局 

觀

旅

局 

105.11.30 105.12.16 106.01.01 

公告「桃園市應

取得環保旅館標

章之觀光旅館業

及旅館業規模」 

▓已完成  

10 15 

本府得獎助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

旅館業及其他觀光產業推動低碳旅遊，

獎助辦法由環境保護局會商目的事業主

觀

旅

局
106.12.31 106.12.28 107.01.01 

107 年桃園市鼓

勵低碳旅宿計畫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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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

文 
自治條例內容 

權

責 
預定時間 完成日期 生效日期 子法(公告)名稱 進度說明 備註 

管機關定之。 環

保

局 

11 16 

公私場所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設置資

源回收桶。 

前項資源回收桶設置規定，由環境保護

局定之。 

環

保

局 

105.12.31 106.03.01 106.03.01 

桃園市公私場所

資源回收桶設置

規則 

■已完成  

12 20 

本府得視地方發展特色及特殊環境需

求，公告特定區域或一定規模以上之新

建建築物，規劃辦理下列事項： 

一、取得綠建築標章。 

二、取得智慧建築標章。 

三、低碳建造工法。 

四、建築基地生態及綠化措施。 

五、建築基地排水、防洪、雨水貯留、

保水及水資源循環措施。 

六、建築物減廢、回收、再生能源或節

能措施。 

七、再生建材或綠建材使用措施。 

八、其他經本府指定之項目措施。 

都

發

局 

105.11.30 105.09.20 106.01.01 

本市市有新建建

築物達一定規模

以上者，應取得

綠建築或智慧建

築標章公文 

■已完成 
以公文方式轉

相關單位 

13 21 

本市新建、增建或改建之建築物，其斜

屋頂及應留設避難平臺以外之屋頂平臺

及露臺部分，設置二分之一以上之綠化

設施或再生能源設施者，得不計入屋頂

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和。 

第一項得不計入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

積之規定，由都市發展局另定，並報經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定後實施。 

都

發

局 

105.11.30 107.06.04 107.06.04 

桃園市建築物屋

頂綠化及再生能

源設施設置辦法 

▓已完成  



附錄 3-4 

項

次 

條

文 
自治條例內容 

權

責 
預定時間 完成日期 生效日期 子法(公告)名稱 進度說明 備註 

14 23 

本市既存違章建築未依規定拆除前，得

於既存違章建築之量體範圍內，以綠建

材、再生建材、綠屋頂或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等設施辦理修繕。 

前項修繕規定由都市發展局定之。 

都

發

局 

106.12.31 106.10.19 106.10.19 
桃園市違章建築

處理要點 
▓已完成  

15 24 

本市市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應訂定相關標租作業規定。 

前項標租作業規定，由經濟發展局定

之。 

經

發

局 

-- 104.01.28 104.01.28 

桃園市市有公用

房舍屋頂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

標租作業要點 

▓已完成  

16 25 

本府公告指定電力用戶與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所訂之用電契約，其約定最高

之用電需量在一定容量以上者，應於用

電場所或適當場所，設置一定裝置容量

以上之太陽能、風能或其他綠能等設

備。 

前項指定用電需量及一定裝置容量標

準，由經濟發展局定之。 

經

發

局 

105.12.31 106.01.19 106.01.19 

桃園市政府轄內

用電契約容量達

伍仟瓩以上之電

力用戶，應於用

電場所或擇本市

適當場所，設置

契約容量百分之

十以上之太陽

能、風能或其他

綠能、節能設備 

▓已完成  

17 26 

本府應協助引進低碳科技、發展再生能

源或其他低碳產業，並得給予補助及獎

勵。 

前項補助及獎勵之對象、資格條件、審

核基準、申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

經濟發展局定之。 

經

發

局 

105.12.31 106.05.31 106.06.15 

桃園市低碳科技

產業補助及獎勵

計畫 

▓已完成  

18 27 

為鼓勵節能減碳，本府得就下列事項，

予以獎勵或補助： 

一、購買或租用低污染車輛。 

環

保

局 

105.05.27 106.02.22 106.01.01 

桃園市發展低碳

綠色城市低碳運

具設施補助實施

■已完成  



附錄 3-5 

項

次 

條

文 
自治條例內容 

權

責 
預定時間 完成日期 生效日期 子法(公告)名稱 進度說明 備註 

二、充（換）電設施之建置及維修。 

三、報廢汰換老舊高污染車輛。 

四、設置再生能源設施。 

五、使用低碳燃料。 

六、其他節能減碳措施。 

前項獎勵或補助辦法，由本府定之。 

計畫 

19 27 

交

通

局 

-- -- -- 

(暫定) 

桃園市市區汽車

客運業購買低污

染車輛補助辦法 

■暫緩 

交通部公路公

共運輸多元推

昇計畫可補助

市區客運業購

買低污染車輛

經費，建議暫緩

訂定。 

交通部公路總

局執行公路公

共運輸多元推

升計畫（106-109

年）補助作業於

民國 106年 8月

31日訂定 

20 27 

經

發

局 

-- 105.12.01 106.01.01 

107年度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

實施計畫 

■已完成  

21 27 

都

發

局 

-- 106.01.20 106.01.20 

106年公寓大廈

共用設施維護修

繕補助辦法執行

計畫 

■已完成  

22 28 

本市公有停車場得提供自行車及一定比

例之優先停車位供低污染車輛使用。 

前項規定於鐵路、高速鐵路及捷運等大

眾運輸車站之新建建築物適用之；鐵

路、高速鐵路及捷運等大眾運輸車站既

有建築物，得視實際需求提供，不受一

交

通

局 

105.12.31 106.05.11 107.01.01 

本市公有路外停

車場低污染車輛

優先停車位設置

比例 

▓已完成 

1.考量目前本市

電動車市占率

較低，故經檢

討後擬優先公

告低污染車輛

停車位比例達



附錄 3-6 

項

次 

條

文 
自治條例內容 

權

責 
預定時間 完成日期 生效日期 子法(公告)名稱 進度說明 備註 

定比例之限制。 

前二項之一定比例，由交通局依各公有

停車場使用需求定之。 

劃設為低污染車輛優先停車位，一般車

輛應經現場管理單位同意始得停放。 

五十格以上之

公有路外停車

場，應設置低

污染車輛優先

停車位；且每

滿五十格，應

增設一格低污

染車輛優先停

車位。 

2.另因設置低污

染車輛專用停

車位尚無相關

罰則及執法機

關，且「桃園市

發展低碳綠色

城 市 自 治 條

例」內係規定

得提供一定比

例之低污染車

輛 優 先 停 車

位，故為避免

未 來 執 行 困

擾，擬僅訂定

「低污染車輛

(優先)停車位」

設置比例。 

23 29 
為維護空氣品質，本府得指定特定路

段、區域或時段，限制供行人徒步或行

交

通
105.12.31 106.06.30 -- 

桃園市政府行人

徒步區設置及管

■取消訂

定 

本局經討論後，

將敘明理由簽



附錄 3-7 

項

次 

條

文 
自治條例內容 

權

責 
預定時間 完成日期 生效日期 子法(公告)名稱 進度說明 備註 

駛低污染車輛種類或排氣污染物量低於

一定濃度之車輛。 

前項指定及限制事項，由本府公告之。 

局 理維護要點 陳予市長不再

訂定本規則，請

市長同意行人

徒步區若是依

交通安全需求

設置行人徒步

區現行依道交

條例第五條設

置即可；若為設

置攤販等其他

需求，由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訂定專法辦理。 

24 29 

環

保

局 

-- -- -- 

(暫定) 

公告「桃園市空

氣品質淨區與行

駛低污染車輛種

類及排氣污染物

量低於一定濃度

之車輛」 

■暫緩 

本局已完成「桃

園市空氣品質

淨區與行駛低

污染車輛種類

及排氣污染物

量低於一定濃

度之車輛」公告

草案，惟環保署

刻正辦理空污

法修法，修正內

容已規劃將統

籌劃設空品淨

區，因此俟環保

署空污法修正

通過後配合訂



附錄 3-8 

項

次 

條

文 
自治條例內容 

權

責 
預定時間 完成日期 生效日期 子法(公告)名稱 進度說明 備註 

定。 

25 32 

本市市區汽車客運業車輛超過一定年限

應逐年汰換，本府得要求業者優先購入

低污染車輛或具經濟部認定節能標章之

車輛。 

前項年限由本府定之。 

交

通

局 

105.12.31 107.01.02 107.01.02 

桃園市市區汽車

客運業車輛超過

一定年限應逐年

汰換 

▓已完成 

本市市區公車

汰換年限業於

107年 1月 2日

已將車齡納入

要點，訂定市區

汽車客運車輛

年限不得超過

12年，並要求業

者於 107年底完

成 12 年以上車

輛汰換，後續並

將車齡納入路

線續營審核條

件辦理。 

26 34 

柴油大客貨車或小貨車行駛有排放黑煙

污染情形，一年內經舉發二次以上，且

有污染照片證明者，應於通知期限內，

至本府公告認證合格地點進行保養檢

修。 

環

保

局 

105.12.31 105.11.15 105.11.15 

公告「試辦桃園

市柴油車保養檢

修認證合格地

點」 

▓已完成  

 



附錄 4-1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審查意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自治

條例用詞定義

如下： 

 一、低碳：指

相似行為

或產品於

使用上，

所產生較

低之碳排

放。 

 二、低碳環境

教育：指

以環境教

育 為 基

礎，融入

永 續 發

展、氣候

變遷調適

及減少溫

室氣體排

放方式與

理念。 

 三、溫室氣

體：指二

氧 化 碳

（ CO2 ）

、 甲 烷

（ CH4 ）

、氧化亞

氮

（ N2O ）

、氫氟碳

化 物

（ HFCs ）

、全氟碳

第二條  本自治

條例用詞定義

如下： 

 一、低碳：指

相似行為

或產品於

使用上，

所產生較

低之碳排

放。 

 二、低碳環境

教育：指

以環境教

育 為 基

礎，融入

永 續 發

展、氣候

變遷調適

及減少溫

室氣體排

放方式與

理念。 

 三、溫室氣

體：指二

氧 化 碳

（ CO2 ）

、 甲 烷

（ CH4 ）

、氧化亞

氮

（ N2O ）

、氫氟碳

化 物

（ HFCs ）

、全氟碳

一、因本府登記

有案之宗教

場所包含：

宗 教 寺 廟

(含寺、廟、

宮、堂 ) 及

教會(堂)，其

中紙錢燃燒

行為，僅於

道教所屬場

所，另民政

局權管係宗

教團體，非

一般民眾之

宗教信仰活

動，爰修正

第五款。 



附錄 4-2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審查意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化 物

（ PFCs ）

、六氟化

硫

（SF6）、

三氟化氮

（NF3）及

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

關 公 告

者。 

 四、低污染車

輛：指電

動汽車、

電 動 機

車、電動

自行車、

電動輔助

自行車、

油電混合

車及其他

使用低碳

燃料驅動

之車輛。 

 五、紙錢集中

燃燒：指

宮廟及廟

會活動產

生 之 紙

錢，以集

中清運方

式至處理

場所進行

焚化。 

 六、環境保護

化 物

（ PFCs ）

、六氟化

硫

（SF6）、

三氟化氮

（NF3）及

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

關 公 告

者。 

 四、低污染車

輛：指電

動汽車、

電 動 機

車、電動

自行車、

電動輔助

自行車、

油電混合

車及其他

使用低碳

燃料驅動

之車輛。 

 五、紙錢集中

燃燒：指

宗教及其

他場所產

生 之 紙

錢，以集

中清運方

式至處理

場所進行

焚化。 

 六、環境保護



附錄 4-3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審查意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產品：指

依機關優

先採購環

境保護產

品辦法所

定義之第

一類、第

二類及第

三 類 產

品。 

 七、節能燈

具：指取

得節能標

章或符合

節能標章

室內照明

燈具能源

效率基準

之照明設

備。 

產品：指

依機關優

先採購環

境保護產

品辦法所

定義之第

一類、第

二類及第

三 類 產

品。 

 七、節能燈

具：指取

得節能標

章或符合

節能標章

室內照明

燈具能源

效率基準

之照明設

備。 

 第三條  本自治

條例之主管機

關為桃園市政

府（以下簡稱

本府），執行機

關為本府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

關，其權責劃

分如下： 

 一、秘書處：

協助環境

保護局於

辦理本市

與國際重

要城市低

第三條  本自治

條例之主管機

關為桃園市政

府（以下簡稱

本府），執行機

關為本府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

關，其權責劃

分如下： 

 一、秘書處：

協助環境

保護局於

辦理本市

與國際重

要城市低

一、因本府登記

有案之宗教

場所包含：

宗 教 寺 廟

(含寺、廟、

宮、堂 ) 及

教會(堂)，其

中紙錢燃燒

行為，僅於

道教所屬場

所，另民政

局權管係宗

教團體，非

一般民眾之

宗教信仰活



附錄 4-4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審查意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碳交流、

參與國際

低碳組織

及其他有

關事項時

之貴賓接

待事宜。 

 二、民政局：

辦理宮廟

紙錢集中

燃燒、廟

會活動低

碳宣導、

推廣、輔

導及其他

有 關 事

項。 

 三、教育局：

辦理各級

學校環境

教育與低

碳校園建

構、輔導

及其他有

關事項。 

 四、經濟發展

局：輔導

工商廠場

節 能 措

施、協助

引進低碳

科技、發

展再生能

源及低碳

相 關 產

碳交流、

參與國際

低碳組織

及其他有

關事項時

之貴賓接

待事宜。 

 二、民政局：

辦理宗教

場所紙錢

集 中 燃

燒、宗教

活動低碳

宣導、推

廣、輔導

及其他有

關事項。 

 三、教育局：

辦理各級

學校環境

教育與低

碳校園建

構、輔導

及其他有

關事項。 

 四、經濟發展

局：輔導

工商廠場

節 能 措

施、協助

引進低碳

科技、發

展再生能

源及低碳

相 關 產

動，爰修正

第二款。 

二、因目前僅針

對各機關學

校之用電及

用油進行進

行管考，就

用水部分未

進行列管，

爰修正第四

款。 

三、因考量自行

車服務系統

涵蓋自行車

道、自行車

道周邊設施

及自行車休

憩等多樣服

務系統，涉

及低碳工程

或觀光等業

務，為避免

權責不清之

疑慮，建議

主責為「公

共自行車租

賃 服 務 系

統」，爰修正

第六款。 

四、因配合國家

重要濕地政

策，為確保

濕地天然滯

洪等功能，

維護生物多



附錄 4-5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審查意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業、督導

考核本府

各機關、

學校及公

營事業機

構執行省

電、省油

等成效及

其他有關

事項。 

 五、工務局：

辦理低碳

工程、低

碳公園、

節能路燈

及其他有

關事項。 

 六、交通局：

規劃辦理

低碳交通

運輸工具

發展、公

共自行車

租賃服務

系統、建

置友善便

利停車使

用環境及

其他有關

事項。 

 七、都市發展

局：推動

低碳綠色

城市之區

域計畫、

業、督導

考核本府

各機關、

學校及公

營事業機

構執行省

水、省電

等成效及

其他有關

事項。 

 五、工務局：

辦理低碳

工程、低

碳公園、

節能路燈

及其他有

關事項。 

 六、交通局：

規劃辦理

低碳交通

運輸工具

發展、自

行車服務

系統、建

置友善便

利停車使

用環境及

其他有關

事項。 

 七、都市發展

局：推動

低碳綠色

城市之區

域計畫、

都 市 設

樣性，促進

濕地生態保

育及明智利

用，故增列

重要濕地業

務，爰修正

第七款。 

五、因自然濕地

生態保育維

護，於重要

濕地已由都

市發展局主

責，海岸濕

地由環境保

護局主責，

為避免權責

不 清 之 疑

慮，爰修正

第九款。 

六、因配合國家

海岸生態保

護目標，本

市已制定海

岸生態保護

白皮書，並

增設本府環

境保護局二

級機關「海

岸管理工程

處」，以協調

整合海岸事

務、統整生

態保育等，

故增列海岸

濕地業務，



附錄 4-6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審查意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都 市 設

計、都市

更新、都

市計畫與

綠建築、

綠建材、

綠屋頂之

規劃、重

要濕地及

其他有關

事項。 

 八、水務局：

辦 理 防

洪 、 滯

洪 、 水

利、水土

保持、下

水道等水

利設施興

辦之低碳

業務及其

他有關事

項。 

 九、農業局：

推廣在地

生產在地

消費食材

系統、推

動植樹固

碳與農業

生產低碳

能源使用

與再利用

及其他有

關事項。 

計、都市

更新、都

市計畫與

綠建築、

綠建材、

綠屋頂之

規劃及其

他有關事

項。 

 八、水務局：

辦 理 防

洪 、 滯

洪 、 水

利、水土

保持、下

水道等水

利設施興

辦之低碳

業務及其

他有關事

項。 

 九、農業局：

推廣在地

生產在地

消費食材

系統、推

動植樹固

碳與自然

濕地生態

保 育 維

護、農業

生產低碳

能源使用

與再利用

及其他有

爰修正第十

二款。 

七、因本府捷運

工 程 局 於

107 年 3 月

15 日改制，

考量大眾運

輸為推動低

碳綠色城市

之 重 要 一

環，故納入

其所管轄之

相關業務，

爰新增第十

四款。 



附錄 4-7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審查意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十、觀光旅遊

局：推動

觀光旅館

及旅館業

減碳與低

碳觀光旅

遊業務及

其他有關

事項。 

 十一、衛生

局：辦理

低碳健康

飲食推廣

及其他有

關事項。 

 十二、環境保

護局：辦

理溫室氣

體減量管

理、環境

教育、資

源循環、

環境影響

評估、海

岸濕地、

低碳永續

家園認證

評等、綠

色採購、

低污染車

輛補助與

綜合彙整

各執行機

關推動低

碳業務成

關事項。 

 十、觀光旅遊

局：推動

觀光旅館

及旅館業

減碳與低

碳觀光旅

遊業務及

其他有關

事項。 

 十一、衛生

局：辦理

低碳健康

飲食推廣

及其他有

關事項。 

 十二、環境保

護局：辦

理溫室氣

體減量管

理、環境

教育、資

源循環、

環境影響

評估、低

碳永續家

園認證評

等、綠色

採購、低

污染車輛

補助與綜

合彙整各

執行機關

推動低碳

業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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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審查意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果及其他

有 關 事

項。 

 十三、地方稅

務局：協

助辦理與

減碳有關

之稅賦減

免事項。 

 十四、捷運工

程局：大

眾捷運路

網規劃、

捷運場站

與附屬設

施建築設

計及施工

管理等及

其他有關

事項。 

 十五、其他機

關：其他

推動低碳

有 關 事

項。 

及其他有

關事項。 

 十三、地方稅

務局：協

助辦理與

減碳有關

之稅賦減

免事項。 

 十四、其他機

關：其他

推動低碳

有 關 事

項。 

 第十五條  本市

觀光旅館業及

旅館業，應向

消費者宣導自

備非一次拋棄

性用品，並於

執行機關公告

水資源匱乏期

間，配合宣導

淋浴，以節省

第十五條  本市

觀光旅館業及

旅館業，於廣

告、行銷、訂

房及入住時，

應向消費者宣

導自備非一次

拋棄性用品及

租用低污染車

輛。 

一、為加強規範

本市觀光旅

館業及旅館

業宣導自備

非一次拋棄

性用品，另

宣導租用低

污染車輛，

較不符合業

者普遍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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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審查意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水資源。 

   經本府公

告指定之新設

且具一定規模

以上旅館，應

自取得觀光旅

館營業執照或

旅館業登記證

後一年內取得

中央主管機關

核發之環保旅

館標章。一定

規 模 以 上 旅

館，由觀光旅

遊局會商環境

保護局定之。 

   本府得獎

助 觀 光 遊 樂

業、觀光旅館

業、旅館業及

其他觀光產業

推 動 低 碳 旅

遊。 

   前項獎助

之對象、資格

條件、審核基

準、申請程序

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目的事業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經本府公

告指定之新設

且具一定規模

以上旅館，應

自本自治條例

施行後一年內

取得中央主管

機關核發之環

保旅館標章。

一定規模以上

旅館，由環境

保護局會商目

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 

   執行機關

公告水資源匱

乏期間，觀光

旅館及旅館業

應配合宣導淋

浴，以節省水

資源。 

   本府得獎

助 觀 光 遊 樂

業、觀光旅館

業、旅館業及

其他觀光產業

推 動 低 碳 旅

遊，獎助辦法

由環境保護局

會商目的事業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現況，爰第

一項規定酌

作 文 字 修

正。 

二、就一定規模

以上旅館應

自取得觀光

旅館營業執

照或旅館業

登記證後一

年內取得環

保 旅 館 認

證，爰修正

第二項需於

一定期間內

取得許可標

章之規定。

並就一定規

模以上旅館

之認定明確

訂定由觀光

旅遊局會商

環境保護局

認定。 

三、現行條文第

三項，與第

一項性質相

似，爰併入

第一項，並

刪除此項。 

四、現行條文第

四項前段移

列修正條文

第 三 項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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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審查意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五、考量獎助活

動係由觀光

旅遊局編列

相關計畫，

並由年度預

算支應，其

內容規範獎

助之對象、

資格條件、

審核基準、

申請程序及

其他相關之

事項，由於

本條文主責

機關為觀光

旅遊局，故

修正由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本

市新建、增建

或改建之建築

物，其斜屋頂

及應留設避難

平臺以外之屋

頂平臺及露臺

部分，設置綠

化設施或再生

能源設施者，

得不計入屋頂

突出物水平投

影面積之和。 

   前項再生

能源設施設置

之高度，自屋

第二十一條  本

市新建、增建

或改建之建築

物，其斜屋頂

及應留設避難

平臺以外之屋

頂平臺及露臺

部分，設置二

分之一以上之

綠化設施或再

生 能 源 設 施

者，得不計入

屋頂突出物水

平投影面積之

和。 

   前項再生

一、考量鼓勵設

置綠化設施

或再生能源

設施者，有

設置面積之

限制與原意

不符，且實

務執行現況

不同規模建

物之屋頂計

算 基 礎 有

別，設置面

積有不對等

之情形，爰

刪除第一項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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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審查意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頂面起算以四

點 五 公 尺 為

限。 

   本市市管

道路新設、汰

換或更新既有

路燈燈具、交

通號誌及新設

或更新公私場

所廣告招牌照

明時，應使用

節能燈具。 

   第一項得

不計入屋頂突

出物水平投影

面積之規定，

由都市發展局

另定，並報經

中央主管建築

機關核定後實

施。 

能源設施設置

之高度，自屋

頂面起算以四

點 五 公 尺 為

限。 

   本市市管

道路新設、汰

換或更新既有

路燈燈具、交

通號誌及新設

或更新公私場

所廣告招牌照

明時，應使用

節能燈具。 

   第一項得

不計入屋頂突

出物水平投影

面積之規定，

由都市發展局

另定，並報經

中央主管建築

機關核定後實

施。 

以上」面積

之限制。 

 第二十三條之一  

本市公共工程

所 使 用 之 材

料，應優先規

劃、設計或採

購之廢棄物經

處理後符合目

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或公告

之資源化產品

作為材料或摻

配原料。 

 一、本條新增。 

二、為促進本市

廢棄物經處

理後之無害

資源化產品

合法用途，

規範本市公

共工程材料

應 優 先 規

劃、設計或

採購使用，

以符合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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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審查意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前項工程

材料種類、產

品規範、使用

用途等，由環

境保護局會商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城市廢棄物

減 量

(Reduce)、再

利用 (Reuse)

及 再 循 環

(Recycle) 等

目標，爰增

訂 本 條 規

定。 

 第二十八條  本

市公共路外停

車場應提供自

行車及一定比

例之優先停車

位供低污染車

輛使用。 

   前項具一

定規模以上之

公有停車場，

需設置低污染

運具充(換)電

設備。 

   前二項設

置規定由交通

局會商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

之。 

第二十八條  本

市公有停車場

得提供自行車

及一定比例之

優先停車位供

低污染車輛使

用。 

   前項規定

於鐵路、高速

鐵路及捷運等

大眾運輸車站

之新建建築物

適 用 之 ； 鐵

路、高速鐵路

及捷運等大眾

運輸車站既有

建築物，得視

實 際 需 求 提

供，不受一定

比例之限制。 

   前二項之

一定比例，由

交通局依各公

有停車場使用

需求定之。 

   劃設為低

一、參據行政院

「2040 年新

售汽車全面

電動化」及

推動本市低

污染運具目

標，擴大要

求私有停車

場，亦應提

供一定比例

低污染車輛

停車位，鼓

勵民眾使用

低 污 染 運

具，爰第一

項酌作文字

修正。 

二、因低污染車

輛停車格劃

設方式適用

於各場域，

並考量低污

染車輛便利

性，故增加

充 (換 )電設

備，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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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審查意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污染車輛優先

停車位，一般

車輛應經現場

管理單位同意

始得停放。 

第 二 項 規

定。 

四、第一項之「一

定比例」及

第 二 項 之

「具一定規

模」之認定

明定由交通

局定之，爰

酌作文字修

正。 

五、現行第四項

如遇緊急事

件時，現場

管理單位有

權利同意暫

時停放，爰

刪除此項。 

 第三十五條  違

反第二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

經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

改善者，處行

為 人 、 負 責

人、管理人或

代表人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八

萬 元 以 下 罰

鍰，按次處罰

並 得 公 布 名

單。 

 一、本條新增。 

二、因本自治條

例未就違反

第二十五條

第 一 項 規

定，定有罰

則規定，致

成效並不顯

著，爰參考

臺南市低碳

城市自治條

例第三十五

條規定及臺

中市發展低

碳城市自治

條例第四十

八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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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審查意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爰增訂本條

規定。 

 第三十八條  違

反第三十三條

規定者，處小

貨車所有人新

臺幣一萬元，

大客貨車所有

人新臺幣兩萬

元罰鍰。 

第三十五條  違

反第三十三條

規定者，處小

貨車所有人新

臺幣一萬元，

大客貨車所有

人新臺幣六萬

元罰鍰。 

一、本條自施行

後屢屢接獲

民眾反映罰

鍰金額過高

之問題，經

考量空污法

需提出確切

事證，才得

使汽車使用

人至指定地

點 接 受 檢

測；而本自

條例第三十

三條僅需對

車籍登記於

本市且於中

華民國八十

八年七月一

日以前出廠

之柴油大客

貨車及小貨

車，環境保

護局得不定

期通知於指

定期限內，

至指定地點

檢驗，因兩

者實施條件

不同恣意為

相同罰鍰之

處分，欠缺

考量之實，

爰下修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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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會審查意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為新臺幣兩

萬元。 

 第三十九條  違

反第三十四條

規定者，處車

輛所有人新臺

幣五千元以上

二萬元以下罰

鍰。 

第三十八條  違

反第三十四條

規定者，處車

輛所有人新臺

幣五千元以上

二萬元以下罰

鍰。 

條次變更。 

 

 第四十條  違反

第二十九條第

一項規定者，

處車輛所有人

新臺幣三百元

以上三千元以

下罰鍰。 

第三十九條  違

反第二十九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者，處車輛所

有人新臺幣三

百元以上三千

元以下罰鍰。 

條次變更。 

 

 第四十一條  依

本自治條例限

期改善期間不

得 超 過 六 個

月。但經主管

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第四十條  依本

自治條例限期

改善期間不得

超過六個月。

但經主管機關

同意者，不在

此限。 

條次變更。 

 

 第四十二條  本

自治條例修正

條文自公布日

施行。 

第四十一條  本

自治條例自公

布後六個月施

行。 

條次變更，並依

據公布日施行。 

 



附錄 5-1 

107年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成果表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A.

促

進

低

碳

綠

能

產

業 

1. 高

排 碳

產 業

自 主

減量 

A-1-

1 

工 廠 綠

色 化 服

務團，協

助 產 業

自 主 減

量 

由產官學研相關產業領域專

家組成工廠綠色化輔導團，

提供廠商節能技術輔導，建

立自主化節能管理等能力。 

3,500 

工廠綠色化

服務團輔導

廠商場次(場

次/年) 

25 30 30 20 20 經

濟

發

展

局 

符合 

25 30 20 20  

2. 引

進 低

碳 科

技 

A-2-

1 

提 供 綠

色 融 資

輔導 

與信保基金共同提列相對保

證，由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提

供 10 億元融貸資金。重點產

業如綠能最高可貸 500 萬

元，其它產業 200 萬元。 

0 
核貸綠能廠

家數(家/年) 

0 1 2 2 2 經

濟

發

展

局 

超前 

(專案

貸款

金額

650

億) 

0 1 0 3  

A-2-

2 

辦 理 環

保 節 能

相 關 訓

練 課 程

或講座 

辦理環保節能相關訓練課程

或講座協助業者建立自主化

節能管理能力，鼓勵產業朝

三低一高發展。 

300 場次(場/年) 

0 1 6 3 3 經

濟

發

展

局 

落後 
0 6 3 2  

A-2-

3 

地 方 產

業 創 新

研 發 推

動計畫 

與經濟部共同編列對等經

費，用以鼓勵轄內廠商創新

研發，綠能產業每案最高可

獲 100 萬元補助。 

22,500 
補助綠能廠

家數(家/年) 

0 1 2 2 2 
經

濟

發

展

局 

符合 

2 1 2 2  

A-2-

4 

補 助 產

業 節 能

改善 

依「桃園市低碳科技產業補

助及獎勵作業要點」，針對施

行低碳科技工程、購置主要

4,750 

產業節能改

善補助方案

公告後，獲
0 0 10 15 20 

經

濟

發

落後 



附錄 5-2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低碳科技設備、採行低碳科

技技術、採購最新污染防治

設備或提升原有防污設備製

程效率費用給予補助。 

補助廠商家

數(家/年) 
0 0 9 10  

展

局 

3.指

標性

企業

綠色

升級 

A-3-

1 

推 動 桃

園 科 技

園 區 減

碳 

園區廠商標租廠房屋頂，由

得標光電業者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以推廣再生能源系

統，並達到節能減碳效果。 

0 

向能源局報

備同意備案

核准總累計

裝置容量

(KW) 

0 50 100 500 700 環

境

保

護

局 

超前 
0 50 271.8 2,200  

A-3-

2 

桃 園 市

績 優 企

業 卓 越

獎 

選拔桃園創業歷史悠久的長

青企業、創新、環保循環、服

務品質、青年創業有成之優

質企業，獎勵其對桃園的貢

獻，給予公開表揚。 

3,000 

綠色環保企

業表揚家數

(家/年) 

5 5 5 5 5 
經

濟

發

展

局 

符合 

5 5 5 5  

A-3-

3 

金 牌 好

店 暨 桃

園 好 禮

行 銷 輔

導計畫 

1. 藉由輔導計畫過程，宣導

自主減量項目。 

2. 對象：本年度報名店家。 

3,500 家數(家/年) 

-- 80 80 -- -- 
經

濟

發

展

局 

符合 

121 80 130 108  

A-3-

4 

觀 光 工

廠 響 應

碳 足 跡

標 籤 制

度 

舉辦碳足跡標籤制度宣導活

動，邀請市內觀光工廠業者

與會，期能推廣本市觀光工

廠綠建築規劃、建立商品碳

足跡標籤制度。 

200 

商品取得碳

足跡標籤累

計數量(個) 

0 2 4 6 8 經

濟

發

展

局 

符合 

0 2 4 6  

4. 事

業 廢
A-4-

畜 牧 廢

棄 物 資
補助畜牧場購置沼氣利用設 1,000 

實際核定設

施補助累計
10 15 25 30 35 

農

業
超前 



附錄 5-3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棄 資

源 循

環 

1 源化 施，增加畜牧廢棄物轉化可

用資源，以減少農業資源浪

費。 

家數(家數) 

10 23 26 37  

局 

A-4-

2 

提 供 畜

牧 節 能

改 善 補

助 

補助畜牧場購置省電燈具、

節能風扇等相關設備以增加

畜牧設施用電效率。 

4,000 

實際核定設

施補助累計

家數 

(家數) 

30 35 50 75 80 
農

業

局 

超前 

30 44 71 138  

A-4-

3 

產 業 廢

棄 物 資

源循環 

為推動落實資源永續循環利

用，鼓勵本市轄內事業針對

產出之廢棄物清除處理方

式，以再利用或其他處理方

式取代焚化或掩埋處理，以

期減少最終廢棄資源物處理

量，降低產業對環境衝擊，

建構資源永續循環社會，以

提升綠色競爭力。 

0 

(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量+處

理量 -最終處

置量)/事業廢

棄物產生量

(%) 

82 83 84 86.5 86.75 

環

境

保

護

局 

符合 

82.4 83.8 86.25 86.5  

5. 公

有 建

築 加

裝 再

生 能

源 設

備 

A-5-

1 

桃公用

設施標

租供設

置太陽

光電發

電系統 

本府為促進市有公用房舍屋

頂及公用設施有效利用、增

加收益、積極落實綠能公舍

及有效推廣太陽能發電，由

市府統一招租，得標廠商於

本市機關及學校設置太陽光

電發電設備，一方面有效利

用閒置屋頂空間增加再生能

0 

向能源局報

備同意備案

核准總累計

裝置容量

(MW) 

5 8 13 14 15 
經

濟

發

展

局 

落後 

5.9 7.8 13.1 13.8  



附錄 5-4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源建置量，另一方面達教育

目的，提升民眾及學生對綠

能之認知。 

6. 民

間 發

展 再

生 能

源 設

備 

A-6-

1 

推動民

間設置

太陽光

電發電

系統實

施計畫 

為鼓勵於本市廣泛設置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打造低碳城

市之優質居住型態，並帶動

太陽光電發展與系統設置技

術： 

(一) 補助條件：桃園市轄

內非公有之合法建築物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並取得

能源局同意備案之設置者。 

(二) 補助標準：依據案場

設置容量計算設備補助費。 

40,000 

向能源局報

備同意備案

核准總累計

裝置容量

(KW) 

1,200 1,800 3200 12,000 

俟計畫

確定始

得辦理 
經

濟

發

展

局 

落後 

913.5 1,530.9 6,872.1 9,280  

7. 產

官 學

綠 能

合作 

A-7-

1 

綠 能 產

業 校 園

演講 

辦理風力發電、太陽能等綠

能之校園演講、教育訓練或

產官學界互動合作。 

3,750 場次(場/年) 

2 2 2 2 2 
經

濟

發

展

局 

超前 

4 2 11 6  



附錄 5-5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B.

打

造

低

碳

宜

居

環

境 

1. 既

有 建

築 輔

導 補

助 

B-1-

1 

桃 園 市

共 用 設

施 維 護

修 繕 補

助 辦 法

執 行 計

畫 

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處桃園

市公寓大廈共用設施維護修

繕補助辦法執行計畫，補助

本市轄內公寓大廈建築物及

建築基地內共用部分使用之

照明設備汰換(一)管理負責

人：最高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5 萬。(二)小型公寓大廈(100

戶以下者)：最高補助上限為

新臺幣 10 萬。(三)中型公寓

大廈(101 戶至 200 戶以下

者)：最高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15 萬元。(四)大型公寓大廈

(超過 200 戶者)：最高補助

上限為新臺幣 20 萬元。 

8,000 

節能社區大

樓數量(以汰

換照明燈具

佔全部燈具

1/2 比例之社

區數) 

-- 20 307 380 400 

都

市

發

展

局 

超前 

-- 226 371 454  

B-1-

2 

水 銀 路

燈 落 日

計畫 

配合經濟部能源局宣告全面

禁用水銀路燈，將低發光效

率之水銀路燈汰換為 LED

路燈並以後續節電費支付智

慧照明系統建置費用。 

234,744 

累計節能路

燈/總路燈數

(%) 

87.04 99.73 100 100 100 工

務

局 

超前

106 年

度計

畫已

解列 
85.90 99.73 100   

2. 提

高 新

建 建

築 物

建 構

B-2-

1 

指 定 地

區 加 強

推 動 綠

建築 

目前刻正研修「桃園市建築

管理自治條例」要求指定區

域之建築物均須取得綠建築

標章。 

0 

取得候選綠

建築証書建

造執照累計

數量(件) 

-- -- 3 12 15 
都

市

發

展

局 

超前 

(與 B-

2-2 共

享成

果) 
-- -- 3 45  



附錄 5-6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標準 

B-2-

2 

擴 大 規

範 公 共

建 築 取

得 綠 建

築標章 

研議擴大公有建築物取得綠

建築標章之門檻。 
0 

取得候選綠

建築証書公

有建築建造

執照累計數

量(件) 

-- -- 3 12 15 
都

市

發

展

局 

超前 

-- -- 3 45  

3. 擴

大 推

行 智

慧 服

務 

B-3-

1 

導 入 運

用 智 慧

電網 

由機關或學校提供合式建築

或場地設置智慧電網，以太

陽光電、風力發電或燃料電

池等綠能發電系統供電，並

由電網主動管理電力供應及

儲備，市電則為輔助，建立

自給自足的電力系統。 

1,000 場所數(處) 

-- 1 1 1 1 經

濟

發

展

局 

落後 

-- 0 1 0  

B-3-

2 

擴 大 推

行 智 慧

服務 

免書證免謄本 2,200 

機關申請查

詢業務項目

次數 

-- -- -- 50 50 
資

訊

科

技

局 

數據 

待確

認 -- 44 68 --  

提供區公所跨區服務 0 

區公所人民

申請項目中

可提供跨區

服務之累計

項數(項) 

24 38 45 38 38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符合 
24 38 38 38  



附錄 5-7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B-3-

3 

發 展 低

碳 垃 圾

清 運 計

畫 

藉由GPS定位建立電子化車

輛管理系統，提昇作業效率，

並提供便民簡訊服務，提前

告知市民垃圾車即將抵達避

免錯過倒垃圾時間，提昇市

民對政府施政的滿意度。 

2,570 

瀏覽便民資

訊服務網頁

累計人次(萬

人) 

170 171 290.3 350.8 411.8 
環

境

保

護

局 

超前 

170.7 230.3 294.8 368.9  

發送便民服

務簡訊累計

量(萬筆) 

16.5 17 35.7 56.7 69.7 環

境

保

護

局 

超前 
16.6 26.7 43.7 78.4  

4. 打

造 國

際 低

碳 地

標 

B-4-

1 

打 造 低

碳永續，

綠 建 築

公 營 住

宅 

本府興建公營住宅取得綠建

築標章（銀級以上）。 
0 

公營住宅取

得銀級以上

綠建築標章

累計數

（件） 

-- -- -- -- 1 都

市

發

展

局 

符合 

-- -- -- 0  

5. 建

構 智

慧 交

通 環

境 

B-5-

1 

桃 園 市

智 慧 型

站 牌 及

集 中 式

站 牌 建

置計畫 

其主要的目標係為改善民眾

候車之品質，美化本市街道

景觀，並使新式站牌與各設

置地點之環境相互融合，俾

能達到都市整體一致的景觀

意象。 

7,500 
設置累計數

量(件) 

-- 600 1,573 1,673 1,773 
交

通

局 

超前 

-- 1,373 1,573 1,773  

B-5-

2 

路 暢 專

案 改 善

計畫 

為改善瓶頸路口及路段，利

用號誌管理及路型調整、交

通工程管制手段等，提升口

及路段運行效率及安全，俾

能提升行車速率、降低停等

800 
路暢改善路

段數(條/年) 

-- 10 10 10 10 交

通

局 

超前 

-- 10 10 13  



附錄 5-8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延滯，及達到減少車輛二氧

化碳排放之目的。 

6. 提

升 桃

園 市

大 眾

運 輸

使用 

B-6-

1 

桃 園 市

大 眾 運

輸 使 用

率 提 升

相 關 行

動計畫 

大眾運輸使用率提升的策略

包含： 

1.檢討全市公車路線、路網

規劃。 

2.例行服務品質稽核。 

3.業者營運補貼。 

4.持續改善大眾運輸查詢平

台之準確性及附加價值，以

提升本市民眾使用大眾運輸

之意願。 

333,300 

(本年度乘車

人數-前一年

乘車人數)/前

一年乘車人

數(%) 

-- 7.5 20 6 4 

交

通

局 

超前 

-- 20 20 26  

7. 推

廣 綠

色 運

具 

B-7-

1 

桃 園 市

發 展 低

碳 綠 色

城 市 低

碳 運 具

設 施 補

助 實 施

計畫 

為鼓勵市民加速淘汰高污染

二行程機車及推廣使用低污

染運具，除鼓勵民眾檢舉烏

賊車，並配合建置低污染運

具友善使用環境及辦理推廣

低污染運具相關宣導活動，

使本市民眾了解並使用低噪

音、低污染及零廢氣的交通

工具，建立本市低碳城市綠

色交通網，同時營造本市友

善的居住環境，達到全力推

動低碳運具，讓本市成為低

碳運具城市，以改善本市空

氣品質。 

93,100 

供公眾使用

的停車空

間，提供低

碳機車專用

停車位累計

數(格) 

140 200 260 320 380 

環

境

保

護

局 

落後 

192 179 242 242  

累計全市電

動二輪車輛

數/設籍機車

總數(%) 

2.02 2.4 3.0 4.2 4.4 

超前 

2.37 3.03 4.12 4.97  

供公、私用

的充(換)電

站，累計機

車充(換)電數

(站) 

550 600 750 840 880 

超前 

595 705 809 948  

8. 建 B-8- 桃 園 市 期藉由發展公共自行車結合 111,300 全市自行車 222 232 242 222 232 交 超前 



附錄 5-9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構 自

行 車

路網 

1 公 共 自

行 車 租

賃 系 統

建 置 及

營 運 管

理 

區域內與區域間之大眾運

輸，減少私人機動車輛之持

有及使用，以改善都市道路

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及減少

能源消耗等問題，並可增加

市民機動性、便利生活及促

進市民健康，以落實「大桃

園綠色低碳城市」的願景。 

道累積長度

(公里) 
224.986 225.326 214.99 232  

通

局 

公共自行車

累計數(車輛

數) 

-- 1,760 2,800 6,000 6,500 
超前 

-- 1,804 2,800 6,500  

公共自行車

累計租賃站

(站數) 

-- 80 130 250 320 
超前 

-- 82 130 320  

B-8-

2 

新 屋 綠

色 廊 道

鐵馬行 

為推廣新屋綠色廊帶自行

車，本局於永安漁港南岸至

綠色隧道終點福興宮建置環

境改善設施，以增進遊客騎

乘自行車意願。 

30,000 

增加或改善

遊憩設施累

計改善面積

(平方公尺) 

2,000 6,000 8,000 10,000 11,000 
觀

光

旅

遊

局 

超前

105 年

度計

畫已

解列 

2,000 16,740 --   

9. 友

善 人

行 空

間 與

步 道

系統 

B-9-

1 

騎 樓 整

平計畫 

1.為提升人行環境無障礙品

質，針對人流集中的商圈、

學校、捷運、車站、重要建築

物周邊以及 30 公尺以上主

要幹道，以點線面方式逐步

推動。 

2.因騎樓產權都屬私有，需

取得所有權人同意始可施工

改善，需辦理多場地方說明

會充分溝通取得共識(同意

書)。 

3.本市每街廓騎樓整平施工

影響時間已壓縮至3日(原為

21,310 
累計改善長

度(公尺) 

-- 800 1,598 1,819 2,019 

工

務

局 

超前 

-- 1,098 1,619 3,574  



附錄 5-10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7 日)，已大幅降低對店家及

民眾通行之不便。 

10.綠

色 網

絡 計

畫 

B-

10-1 

三 坑 舊

河 道 改

善工程 

完成景觀花海、碎石便道、

抿石地坪、自行車架、塊石

座椅、鐵木地坪。 

5,625.748 

全市河岸綠

地累計面積

(公頃) 

1.1 1.6 -- -- -- 

水

務

局 

超前

105 年

度計

畫已

解列 

1.1 1.6 --   

B-

10-2 

空 品 淨

化 區 及

室 內 空

品 稽 查

檢 核 維

護計畫 

桃園市為降低裸露地表造成

揚塵之虞，將持續推廣裸露

地增設為空氣品質淨化區，

提升本市綠覆率。 

9,690 

裸露地綠美

化累計面積

(公頃) 

10.29 12.29 15 24 25 環

境

保

護

局 

數據 

待確

認 11.30 14.2 23.25 16.5  

B-

10-3 

公 園 綠

地 興 闢

與 擴 建

計畫 

本市未開闢綠帶用地取得方

式，目前係透過容積移轉，

儘可能以無償方式取得，倘

該土地可以無償或由容積移

轉取得公園用地 1/2 面積以

上且基地完整，本局即可評

估後進行規劃。 

20,000 

本市公園、

綠地、廣

場、兒童遊

戲場累計綠

化面積(公頃) 

385.65 385.95 389.65 400.3 400.6 
工

務

局 

超前 

385.65 389.35 400 425  

B-

10-4 

提 高 綠

屋 頂 比

例 

研議於都市設計審議時加強

須屋頂綠化案件之審查，另

都市計畫未要求設置屋頂綠

化之都市設計審議案件，於

審議中酌予建議加強相關設

計。 

0 

都市設計審

議通過(六樓

以上)案件綠

屋頂比率(除

斜屋頂設計

外)(%) 

0 42 45 50 60 都

市

發

展

局 

超前 

0 37 43 55  



附錄 5-11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B-

10-5 

桃 花 園

植 樹 造

林計畫 

本案計畫 3 年期程(107~109

年)；全面推廣全市及海岸植

樹造林，以休閒景觀造林概

念營造綠色環境，增加城市

綠覆著率。 

15,000 

以實際每年

造林面積核

算(公頃) 

0 0 5 5 5 農

業

局 

落後 

-- -- 4.49 3  

11.藍

色 網

絡 計

畫 

B-

11-1 

污 水 下

水 道 第

五 期 建

設計畫 

1. 持續推動「民間參與污水

下水道建設興建營運」-桃

園、中壢及埔頂 3 大系統 

2. 持續推動公辦污水下系

統－大溪、石門、楊梅、小烏

來及桃園機場捷運 A7 站等

系統 

3. 規劃並向中央爭取新系

統－新屋觀音及龍潭平鎮

(山子頂) 2 大系統 

562,520 

公共污水下

水道接管戶

數/104 年 11

月底全市總

戶數(%) 

6.3 7.8 11.5 13.6 16.6 

水

務

局 

超前 

6.3 7.8 12.92 15.1  

1. 「專用污水下水道接管

率」及「建築物污水處

理設施設置率」，申請

建照時由本府建管科審

核通過後，方可請領使

照，故接管(設置)率可

達 100%。 

2. 本局主政為「公共污水

下水道接管率」，依第

五期建設計畫期程進行

工程施工，其接管率由

104 年 6.32%，至 107 年

預估可達 13.71%。 

公共污水下

水道接管率+

專用污水下

水道接管率+

建築物污水

處理設施設

置率(%) 

67.0 70.0 76.4 80.6 85.6 

水

務

局 

超前 

67.0 73.6 80.42 82%  



附錄 5-12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B-

11-2 

專 案 稽

查 

1.執行陳情案件稽查處理、

來源調查、查證與相關應

變工作，於陳情案件發生

後迅速稽查，防止污染擴

大。 

2.透過個案調查鑑定、檢(監)

測分析、輔導診斷及科技

化蒐證技術應用等方案，

達到一再陳情案件改善目

的。 

3.加強本市轄內工業區、重

點流域、敏感區位及高風

險事業預警監控，並加強

夜間、假日時段稽查強度，

於發現環境品質異常時，

立即掌握不法污染行為，

減輕環境衝擊，提升生活

品質。 

4,700 

4 小時內到場

稽查數/總稽

查數(%) 

75 85 87 87 87 

環

境

保

護

局 

符合 

76.8 85.9 87 87  

B-

11-3 

河 川 流

域 污 染

整 治 綜

合 管 理

計畫 

協助辦理本市全流域污染整

治評估工作、協助水污染管

制計畫綜合管理及新街溪流

域污染整治具體策略研擬等

事項。 

7,600 

（未受污染

河川長度＋

受輕度污染

河長度）/河

川總監測長

度(%) 

64.8 65.2 65.3 69.3 69.5 環

境

保

護

局 

落後 

66 72.7 69.1 

67.3 

(截至 11

月) 

 

B-

11-4 

重 點 河

川 污 染

總 量 管

制 實 施

針對本市南崁溪及老街溪等

重點河川流域及農地之環境

背景資料蒐集、總量管制實

施對象評估、針對污染農地

6,200 

（未受污染

河川長度＋

受輕度污染

河長度）/河

64.8 65.2 65.3 69.3 69.5 環

境

保

護

落後 
66 72.7 69.1 67.3  



附錄 5-13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管 理 計

畫 

引灌水源總量管制區域以及

重點河川總量管制河段進行

預告等法定程序。 

川總監測長

度(%) 

(截至 11

月) 

局 

B-

11-5 

河 岸 重

建 及 再

生 

九大市管河川河岸護岸老舊

重建與意象再造 
10,000 

市管河川改

建護岸累計

長度(公尺) 

1,000 2,000 3,500 4,500 5,500 水

務

局 

超前 

1,543 3,128 3,500 5,000  

B-

11-6 

埤 塘 活

化再生 

今 (107)年度環境改善及活

化之埤塘，進度為 23 口，目

前第 24口新屋區 12-14號埤

塘進度為 54.2%，預計 11 月

完工。 

20,000 

本市埤塘活

化累計數量

(口) 

20 21 24 55 56 工

務

局 

符合 

20 23 54 55  

12.全

民 植

樹 行

動 

B-

12-1 

免 費 提

供 綠 美

化苗木 

綠色資源是國家重大資產，

也是涵養水源的重要條件，

滿足境內各學校和機關團體

環境綠美化之需，可達成本

市優質生活品質的目標。 

8,100 
申請苗木數

量(萬株/年) 

10 10 10 10 10 農

業

局 

超前 

19.53 10 10 12  

B-

12-2 

桃 園 市

植 樹 節

活動 

為響應植樹節的精神，由市

長帶領市民朋友們，將樹木

種植在土地上，期待種下充

滿綠意的未來，籍此提升環

境品質，也使市民的休憩場

所更加綠意盎然，最重要的

是將樹木留給子孫們，為減

緩全球暖化盡一分心力。 

500 場次(場/年) 

1 1 1 1 1 

農

業

局 

符合 

1 1 1 1  

13.水

資 源

整 合

B-

13-1 

推 廣 放

流 水 回

收，提升

1.石門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回

收 

2.大溪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回
83,083 

每日回收水

量(CMD) 

500 1,650 5,500 3,850 3,900 水

務

局 

衡量

標準

已有718 5342.81 3803.2 4,120  



附錄 5-14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運用 水 回 收

總量 

收 

3.龜山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回

收 

4.復興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回

收 

5.桃園污水促參系統水回收 

變動 

(每日

產生

回收

水量

設計

值(立

方公

尺)) 

B-

13-2 

推 廣 校

園 雨 水

回 收 系

統 

以計畫徵集模式，本局每年

擇優補助 4 所學校試辦校園

雨水回收系統，鼓勵學校配

合課程教學建置小規模水撲

滿，將水資源循環觀念融入

校園教學。 

200 
試辦學校累

計數(校) 

2 6 10 14 18 

教

育

局 

符合 

2 6 10 14  

B-

13-3 

推 廣 建

築 物 雨

水 回 收

系統 

目前刻正研修「桃園市建築

管理自治條例」明定都市計

畫整體開發、都市更新、鄰

近山坡地及低窪淹水潛勢地

區，申請執照規模達一定標

準者，應設置水資源回收系

統、滯洪及雨水貯留設施。 

0 

取得雨水回

收系統建築

執照累計數

量(件) 

-- -- 3 8 13 都

市

發

展

局 

超前 

-- -- 3 114  

14.降

低 災

害 衝

擊 

B-

14-1 

持 續 推

動 本 市

防 災 社

區 

配合內政部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107 至 111 年共 5

年)， 107年度為預備年度。 

27,133 場次(場/年) 

29 20 27 預備年 26 消

防

局 

深耕

計畫

預備

年 
29 20 27 預備年  



附錄 5-15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15.優

化 居

住 生

活 

B-

15-1 

空 氣 污

染 綜 合

防 制 及

應 變 計

畫 

整合空氣污染防制相關管制

工作，統籌管理各計畫執行

成效，並使各項管制計畫之

聯繫均能相互協調，以發揮

各管制計畫執行效能，提高

轄內空氣品質惡化的應變能

力，並分析本市轄內環保署

4 座空氣品質自動測站之監

測資料，掌握本市空氣品質

現況。 

8,800 

本市 4 座環

保署一般測

站每年 AQI

不良

(AQI>100)站

日數比率(%) 

2 2 10 10 10 

環

境

保

護

局 

符合 

2 6 9.8 10  

B-

15-2 

登 革 熱

孳 生 源

清 除 計

畫 

結合社區資源由里長發動住

戶、社區、學校自我檢查並

清除孳生源，本局與環保局

於 4 到 10 月間進行複查，加

強髒亂點、空地稽查作業，

針對查核不合格對象進行限

期改善及裁處。 

40 

病媒蚊幼蟲

布氏指數(依

布氏指數對

應級數)。 

布氏指數 2

級以下里數/

總調查里數

*100%(%) 

80 82 84 86 88 
衛

生

局 

環

境

保

護

局 

符合 

80 83 85 86  

B-

15-3 

空 品 淨

化 區 及

室 內 空

品 稽 查

檢 核 維

護計畫 

依據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

城市自治條例」第 14 條，

經本府公告指定之寺廟，應

於室內設置空氣污染物細懸

浮微粒(PM2.5)自動監測預警

設備，並將監測參考值或等

級即時公布於公告欄或其他

明顯處所，供民眾瞭解污染

物濃度情形。本府公告第一

5,000 

累計全市設

置空氣污染

物細懸浮微

粒（PM2.5）

自動監測預

警設備設置

寺廟數(處) 

- - 5 40 45 
環

境

保

護

局 

超前 

-- -- 38 78  



附錄 5-16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批應設置空氣污染物細懸浮

微粒自動預警設備之寺廟共

計 30 座。 

B-

15-4 

桃 園 市

龜 山 柴

油 車 動

力 計 排

煙 檢 測

及 污 染

管 制 計

畫 

車籍登記於本市且於中華民

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以前出

廠之柴油大客貨車及小貨

車，環境保護局得不定期通

知於指定期限內，至指定地

點檢驗排氣。 

23,000 
累計通知車

輛數(輛) 

- - 200 1,000 1,200 

環

境

保

護

局 

衡量

標準

已有

變動

(自主

管理

標章

發照

5,111

數) 

-- -- 984 5,111  

C.

落

實

低

碳

生

活

節

奏 

1. 油

水 電

紙 四

處

省 、

政 府

率 先

做 

C-1-

1 

桃 園 市

政 府 暨

所 屬 各

機 關 學

校 節 約

能 源 行

動 執 行

及 成 效

考 核 計

畫 

為督導本府所屬各級機關及

學校落實節約能源行動並達

成國家整體節電目標，本府

成立節約能源推動委員會針

對各級機關學校之用電用油

進行定期管考。 

0 

年度總用電

量/總樓地板

面積 

-- -- 111.4 110.4 109.4 經

濟

發

展

局 
落後 

109.4 112.4 117.8 117.8  

(前一年度總

用油量－年

度總用油量)/

前一年度總

用油量(%) 

用油較 104 年不成長 

經

濟

發

展

局 1.9 9.9 -0.2 23.7  

2. 節

能 減

碳 持

續

行 、

C-2-

1 

節 約 用

水宣導 
節約用水宣導 0 

(自來水生活

用水量/供水

人口)/全年總

天數(立方公

尺/人.日) 

0.355 0.355 0.355 0.355 0.355 經

濟

發

展

局 

超前 
0.349 0.355 0.355 0.264  



附錄 5-17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全 桃

一 起

動 
C-2-

2 

推 動 低

碳 主 題

日活動 

每年透過環境相關節日(或

自訂一例行主題日)辦理低

碳主題日活動 

例如：綠色消費樂購月或環

境教育系列活動等 

700 
場次(場次/

年) 

2 2 2 2 2 
環

境

保

護

局 

超前 

2 4 3 12  

3. 綠

色 生

活 大

家動 

C-3-

1 

推 動 空

氣 污 染

減 量 輔

導 認 證

及 宣 導

綠 色 消

費計畫 

協助輔導轄內學校、指定規

模之企業、觀光旅館業與旅

館業及醫院等事業，落實綠

色採購，優先採用環境保護

產品 

5,480 

私單位採購

環境保護產

品金額(億元/

年) 

7 10 22 24.5 25 環

境

保

護

局 

落後 

19 21.9 24 5.8  

C-3-

2 

推展「教

育 部 綠

色 學 校

伙 伴 網

路」獎勵

計畫 

本市所轄學校參與「教育部

綠色學校夥伴網路計畫」之

學校數量及葉片數，每年應

輔導使數量增加，並使歷年

累計通過 15 葉片數以上之

綠色學校增加。 

每年 220 

教育部評比

指標包含 4

面向： 

(1)學校的環

境政策與管

理計畫。 

(2)學校的校

園建築與戶

外空間。 

(3)學校的教

育計畫與教

學。 

(4)學校師生

的生活。 

45 50 55 57 59 教

育

局 

超前 

45 53 55 62.31  



附錄 5-18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葉片數：由

教育部委員

經審查後給

予。 

以歷年累計

達成教育部

審閱通過 15

葉片數以上

之學校當成

本市綠色學

校，然後以

綠色學校佔

全市所有學

校數量的比

率作為本市

中小學是否

落實環境教

育的指標。

(%) 

C-3-

3 

低 碳 永

續 家 園

運 作 及

成 效 管

考計畫 

推動本市參與環保署低碳永

續家園運作，並取得認證，

每年取得認證數應增加。 

5,000 

取得環保署

低碳社區評

等認證里累

計數量(處) 

25 45 56 70 80 
環

境

保

護

局 

超前 

25 41 57 100  



附錄 5-19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C-3-

4 

辦 理 公

益 宗 教

團 體 認

證 (環保

類) 

1. 訂定認證要點：將環保類

別納入評核項目。 

2. 推動低碳措施，藉宗教負

責人講習會宣導減香、紙錢

減量及紙錢集中燃燒。 

3. 認證成績優良之宗教團

體依要點規定予以獎勵。 

4. 桃園市第一屆公益宗教

團體認證已於 106 年評核完

成。 

90 

公益宗教團

體認證評核

指標中屬環

保類別共 6

項目，以細

項取得 1/2 數

量之宗教團

體為統計數

據(間) 

-- 85 -- 15 30 

民

政

局 

※公

益宗

教團

體認

證係

每 2

年辦

理 1

次，

107 年

度未

辦理 

-- -- 16 16  

推動低碳措

施宣導講習

會(場) 

2 2 2 2 2 
符合 

2 2 2 2  

C-3-

5 

推 動 旅

館 響 應

綠 行 動

傳 唱 計

畫 

透過推動環保旅店，宣導旅

客自備盥洗用品，以節省不

必要的資源浪費，同時可將

省下的部分成本支出轉換為

房價優惠回饋於消費者，共

創環境、業者、旅客的三贏

局面。 

0 

環保旅店數

及獲得其他

環保認證之

旅館累計數

量(間) 

51 54 56 58 60 
觀

光

旅

遊

局 

超前 

53 55 55 62  

C-3-

6 

推 動 桃

園 市 安

全 農 業

發 展 計

畫 

有機農業是一種較不污染環

境、不破壞生態，並能提供

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農產品的

生產方式。故持續推動有機

農業永續發展可促進本市優

質健康生活品質的目標。 

25,000 
有機栽培累

計面積(公頃) 

225 227 261 334 345 
農

業

局 

超前 

225 290 320 360  



附錄 5-20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C-3-

7 

推 廣 低

碳 健 康

餐盤 

本局擬持續規劃深入社區推

廣低碳健康餐盤結合健康餐

盤概念辦理宣導講座，並配

合各機關、學校、醫療院所

跑馬燈多面項宣導，提升民

眾對低碳飲食及健康餐盤之

了解，進一步融入民眾健康

生活習慣。 

153.6 場次(場/年) 

0 20 30 100 100 

衛

生

局 

超前 

0 147 198 182  

4. 低

碳 旅

遊 寓

教 於

樂 

C-4-

1 

推 動 台

灣 好 行

低 碳 旅

遊 

觀旅局： 

鼓勵民眾多利用大眾運輸工

具至各觀光景點，減少私人

運具使用，以達節能減碳之

效果。 

交通局配合觀光旅遊局特定

旅遊路線實施相關低碳交通

配套措施。 

2500 

自 104 年起

各年度 1 月 1

日起至當年

12 月 31 日前

台灣好行總

搭乘人次除

以 103 年同

期總搭乘人

次*100% 

10 11 20 22 23 
觀

光

旅

遊

局 

交

通

局 

符合 

13.82 19.8 21 22  

C-4-

2 

步 道 環

境 維 護

補 助 計

畫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步道環境

維護與改善，結合地方民眾

力量，建構優良步道環境。 

本計畫執行過程，於 105 年

10 月 26 日奉市長核訂，105

年 12 月 7 日函發區公所公

告周知，申請補助至 106 年

2 月 28 日截止，預計可於年

2,500 

步道維護改

善累計長度

(公尺) 

-- 2,000 4,000 6,000 8,000 
觀

光

旅

遊

局 

超前 

-- 2,000 4,000 8,000  



附錄 5-21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底前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步道

維護作業，達成目標值。 

5. 資

源 循

環 及

減 廢

再 利

用 

C-5-

1 

桃 園 市

資 源 回

收 工 作

綜 合 計

畫 

為推動「垃圾全分類、零廢

棄」方案，落實資源回收政

策之執行，有效減少垃圾量，

增加焚化爐及掩埋場使用年

限，積極推動執行機關辦理

資源回收工作。結合社區民

眾、回收商、地方政府清潔

隊及回收基金四者，全面實

施資源回收、垃圾減量工作。 

7,965 

[(執行機關資

源回收量)／

垃圾產生量

(含垃圾清運

量、巨大垃

圾回收再利

用量、廚餘

回收量及執

行機關資源

回收

量)]*100(%) 

44.7 45.2 48.3 55.0 55.3 
環

境

保

護

局 

符合 

44.71 47.6 54.69 

54.89 

(截至 10

月) 

 

C-5-

2 

建 立 二

手 跳 蚤

市 集 活

動 及 資

源 交 換

平台 

1. 協助本市舉辦跳蚤市場

或二手家具展售活動。 

2. 協助刊登相關資訊至機關

資源回收教育網及環保署

二手物-i2so5 資訊平台。 

150 

修惜站巨大

垃圾回收再

利用量(件數) 

500 900 1,000 1,100 1,200 環

境

保

護

局 

超前 

822 968 1,018 1,800  

C-5-

3 

垃 圾 週

收五日，

少 7%計

畫 

為落實垃圾減量、資源回收

再，期藉由原週收垃圾七日

改為週收五日，預估垃圾減

少 7%。 

7,780 

垃圾清運量

(公噸)/月日

數×指定消除

地區期中人

口數(千

人)(公斤) 

1.07 0.96 0.95 0.49 0.48 環

境

保

護

局 

符合 

0.962 1.018 0.48 0.49  

C-5- 家 戶 廚 72 廚餘回收率 4.11 4.15 4.20 4.25 4.30 環 落後 



附錄 5-22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4 餘回收 1. 巡查本市廚餘再利用狀

況。 

2. 廚餘堆肥（有機培養土）

產品特性分析。 

(%)＝廚餘回

收量 /垃圾產

生量×100% 無資料 3.27 2.52 3.04  

境

保

護

局 

6. 樂

活 環

教 場

所 

C-6-

1 

促 進 知

名 景 點

發 展 為

環 教 設

施場所 

結合地方環境資源特色並朝

向一區至少一場域，每年持

續發掘至少 1 處桃園亮點場

域輔導通過認證。 

450 

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累計

數量(處) 

10 11 11 12 13 環

境

保

護

局 

超前 

10 10 10 14  

C-6-

2 

輔 導 觀

光 工 廠

發 展 為

環 教 設

施場所 

導入環境教育場所認證顧問

輔導觀光工廠業者調整場

域、人員，以符合相關規範，

並向中央單位提出認證申

請。 

100 

觀光工廠通

過環境教育

場所認證累

計數量(處) 

0 1 1 1 2 

經

濟

發

展

局 

衡量

標準

已有

變動 

(輔導

訪視

10 家

業者) 

0 1 1 10  

7. 低

碳 永

續 志

工 

C-7-

1 

永 續 發

展 及 環

境 教 育

執 行 小

組 

成立桃園市永續發展與環境

教育輔導團，推動本市學校

環境教育輔導計畫，辦理教

師環境教育增能活動。 

4,900 

永續發展與

環境教育輔

導團辦理環

境教育推廣

活動、政令

宣導、工作

坊及增能研

習活動場次

(場次/年) 

20 20 20 20 20 

教

育

局 

超前 

20 26 20 50  



附錄 5-23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C-7-

2 

培 育 社

區 環 境

教 育 志

工 

1. 針對本市環境教育志

工，辦理 15 個小時環境教育

增能訓練，增長其環境教育

知識及技能。 

2. 運用環境教育志工從事

環境教育推廣工作，以提升

本市市民環境素質。 

460 
環教志工累

計數量(人) 

173 203 233 206 206 環

境

保

護

局 

符合 

173 206 206 206  

C-7-

3 

水 環 境

河 川 巡

守 運 作

計畫 

推動水環境巡守隊之成立與

運作之機制，推展環境教育

宣導。持續透過水環境改善

之調查與規劃促使河川流域

之社區、學校、在地保育性

團體、企業等組織，共同加

入水環境改善及認養巡守工

作，以加強水質改善。 

8,200 

（河川巡守

認養長度＋

海岸巡守認

養長度）/本

市水環境河

川沿岸長度

(%) 

54.8 60 62 68 69 環

境

保

護

局 

符合 

56.3 60 67.2 68  

8. 大

眾 傳

媒 推

廣 宣

導 

C-8-

1 

環 境 教

育 專 門

網站 

建置桃園市永續發展與環境

教育輔導團全球資訊網

(http://sdee.tyc.edu.tw/) 分享

本市環境教育推動成果並宣

導環境教育重要活動訊息。 

77 
到訪網站累

計人數(萬人) 

39 40 41 50 52 教

育

局 

落後 

39 43 44 47  

C-8-

2 

環 境 教

育 全 球

資訊網 

規劃及開發環境教育專屬網

站 
5290 

到訪網站累

計人數(萬人) 

9 9.5 17 19 21 環

境

保

護

局 

超前 
9 9.4 17 26  

http://sdee.tyc.edu.tw/


附錄 5-24 

策

略 

目

標 

行動 

方案 
編號 

細部計

畫 
執行內容摘要 

經費 

(千元) 

衡量標準計

算 

方式(單位) 

目標值(上欄)/實際值(下欄) 主

辦 

機

關 

進度

達成

情形

備註 

104 105 106 107 108 

C-8-

3 

桃 園 低

碳 綠 色

城市網 

建置桃園低碳綠色城市網

(http://greencity.tydep.gov.tw)

分享本市節能減碳、低碳綠

色城市相關作為及宣導重要

活動訊息，並向下擴充年度

推動重點之使用平台(例如：

ESCO、電動機車、環保團購

站等)。 

434 
到訪網站累

計人數(萬人) 

73 74 77 78 79 
環

境

保

護

局 

落後 

73.3 76 77 77.7  

 



附錄 6-1 

107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領域 調適策略 編號 行動計畫或作為 執行內容摘要 期程 
經費 

(千元) 
權責 
局處 

績效指標 
(KPI) 

106 年 
執行成果 

107 年目標 108 年目標 

A.災
害 

1.加速國土監測資

源與災害預警資訊

系統之整合及平台

的建立，以強化氣候

變遷衝擊之因應能

力 

A-1-1 
河川河床高程觀測發

展計畫 

於南崁溪及老街溪擇適當地點設置河床高程自動監測設

備，以檢視河床沖刷或淤積之變化，以作為河川疏浚去化

之參考依據。 

107/01/01
~ 

107/12/31 
2,500 水務局 監測點數量 

完成南崁溪

監測點 6 處

設置作業 

持續監測 6
處監測點 

持續監測 6
處監測點 

A-1-2 
水情資訊系統擴充維

護計畫 

桃園市部分地區由於地勢低窪，如遇瞬間強降雨排水不

及，容易造成積淹水災情，為即時掌握大桃園水情資訊，

進行有效之防災應變決策，降低民眾生命財產損失，採逐

年編列預算建立完整之整備應變系統。 

105/05/01
~ 

108/04/30 
27,710 水務局 感測器數量 

感測雨量 4
站 

感測淹水

10 站 
感測淹水 10

站 

2.推動綜合流域治

理，降低氣候風險 

A-2-1 
運用衛星進行山坡地

變異監測 

本市境內山坡地面積廣大，對於山坡地之管理，以往主要

仰賴民眾檢舉及人員現場查察，惟考量坡地狀態時因地形

限制難以瞭解全貌，或違規人刻意偽裝或封閉出入口，造

成巡查死角。故運用衛星影像變異分析及無人載具航拍等

技術，配合本局山坡地稽查舉發工作，建構「山坡地航遙

測影像分析監測機制」，利用衛星影像進行山坡地全面性

監測，以增進山坡地管理效能，降低山坡地違規發生，減

少災害風險。 

106/01/01
~ 

106/12/31 
2,600 水務局 

山坡地違規

案件 

78 件 
(較前一年

度下降

33%) 

較前一年度

下降 20% 
較前一年度

下降 20% 

A-2-2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

畫 
山豬湖生態親水公園計畫:計畫辦理山豬湖園區景觀復舊

面積約18公頃及興建跨永福溪自行車橋約50公尺 

106/01/02
~ 

107/12/31 
60,000 水務局 

綠美化面積 
(公頃) 

106.7.20年
開工，截至

106.12.31進
度40％完成

綠美化面積

2公頃。 

預計107.6
月完工，完

成綠美化面

積10公頃 

無 

A-2-3 
河川全流域治理，守護

安全家園 

(一)河川區排野溪治理： 
南崁溪、老街溪、茄苳溪、社子溪、大堀溪、東門溪與埔

心溪治理計畫 
(二)河川區排野溪清淤： 
南崁溪、老街溪與其他河川河道維護疏濬以及其他區域排

水護岸維護疏濬 
(三)山坡地保育治理： 
邊坡治理工程、野溪、坑溝整治工程及土石流防治工程等 

106/01/02
~ 

107/12/31 
802,380 水務局 

(一)市管河

川每年治理

長度與河道

整理長度 

治 理 長 度

4.5 公里、河

道整理長度

24.63 公里 

治 理 長 度

4.5 公里、河

道整理長度

24 公里 

治理長度 4.5
公里、河道整

理長度 24 公

里 

(二)市管區

排 野 溪 清

淤、護岸整

治長度 

東門溪護岸

年度整治長

度 222 公

尺、.埔心溪

年度護岸整

治長度 425
公尺、市管

區排年度疏

濬長度 87
公里。 

東門溪護岸

年度整治長

度 30 公

尺、市管區

排年度疏濬

長度 80 公

里。 

埔心溪護岸

年度整治長

度 1,500 公

尺、市管區排

年度疏濬長

度 80 公里。 

(三)野溪治 野溪治理長 野溪治理長 野溪治理長



附錄 6-2 

領域 調適策略 編號 行動計畫或作為 執行內容摘要 期程 
經費 

(千元) 
權責 
局處 

績效指標 
(KPI) 

106 年 
執行成果 

107 年目標 108 年目標 

理及清淤長

度、土石流

潛勢溪流監

測數 

度為 1.3k、
清 淤 長 度

4.56km、53
條土石流潛

勢溪流監測 

度 1.4km、

野溪清淤長

度 4.7km、

53 條土石

流潛勢溪流

監測 

度 1.5km、野

溪清淤長度

5km、53 條土

石流潛勢溪

流監測 

3.強化極端天氣事

件 之 衝 擊 因 應 能

力，推動衝擊與危險

地區資訊公開、宣

導、預警、防災避災

教育與演習 

A-3-1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

動計畫 

針對本市易淹水的社區進行輔導，與社區積極密切的溝

通，一同進行防災對策研擬，並協助社區防災組織編組，

以達到社區自主防災的目的。藉由市政府、專業團隊、區

公所及地方社區攜手合作，共同啟動社區自主防災之意識

與組織機能，期望增進由下而上的自主防災能力，凝聚全

民自主防災的共識。 

107/01/01
~ 

107/12/31 
6,640 水務局 

新增水患自

主防災社區

數 
3 社區 2 社區 2 社區 

A-3-2 
土石流防災教育訓練

及宣導 

針對本市土石流潛勢溪流區域之保全住戶，進行防災教育

訓練與宣導，於災害發生前，發揮及早疏散撤離之效果，

由市政府及區公所於汛期前共同合作辦理，以期增加本市

山坡地區域防災能力。 

107/01/01
~ 

107/12/31 
215 水務局 

防災教育訓

練與宣導場

次、防災演

練場次 

防災教育訓

練與宣導5
場、土石流

防災演練1
場 

防災教育訓

練與宣導 2
場、土石流

防災演練 1
場 

防災教育訓

練 與 宣 導 2
場、土石流防

災演練1場 

A-3-3 
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

計畫 

提升市府防救災能量，強化區公所災害防救體制與作業效

能，使災害防救工作能從基層紮根。 
(配合內政部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107 至 111 年共 5
年)) 

107/01/01
~ 

107/12/31 
4,588 消防局 

每年更新本

市及各區公

所防災地圖

圖層(處) 

0 1式  

每年更新本

市各村里簡

易疏散避難

地圖(處) 

 1式  

每年辦理內

部防救災教

育訓練和講

習(場次) 

 19場  

每年向民眾

推廣防災工

作 (場次及

人數) 

 
提報成果報

告書 
 

A-3-4 

桃園市行政區擇定一

處作為防災公園示範

地點，強化既有公園之

防災機能，進而發揮災

害防救基本功能 

防災公園示範地點進行園內設置防災設施規劃，並對園有

納入防災公園規劃公園建置完整之基本資料。 

106/01/01
~ 

107/12/31 
350 工務局 

本局調查本

市 13 區內

公園，擇定

適合地點為

防災公園 

本局已於

106 年擇定

13 座(一區

一座)防災

公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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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調適策略 編號 行動計畫或作為 執行內容摘要 期程 
經費 

(千元) 
權責 
局處 

績效指標 
(KPI) 

106 年 
執行成果 

107 年目標 108 年目標 

A-3-5 

藉由防災公園開設演

練，使防災公園於災難

發生時有效提供災民

緊急避難及作為各救

災單位發揮指揮所之

功效 

結合當地社區，辦理防災公園演練相關事宜 
106/01/01

~ 
107/12/31 

150 工務局 
本局於防災

公園辦理防

災演練 

本局於 106
年 4 月 27
日與本府消

防局完成防

災演練，並

邀集各區公

所觀摩 

-- -- 

A-3-6 提昇防災能量 市管河川及排水規劃 
106/01/02

~ 
108/12/31 

36,350 水務局 
辦理治理規

劃之水系數

量 
5 條水系 5 條水系 5 條水系 

A-3-7 
桃園市政府 107 年災

害防救演習 

107 年 4 月假桃園航空城願景館暨周圍場域為演練場址，

演練情境為強降雨引發水災災害並同時發生地震造成複

合式災害 
107/04/24 2,250 消防局 

災害防救 
演習場次 

1 1 1 

4.提升排水設施之

功能 

A-4-1 
辦理道路側溝清疏服

務開口合約 

1.辦理本市各區例行及陳情或通報之道路側溝清理作業。 
2.執行防汛期時、颱風前後及強降雨後，加強巡查及清理

各易淹水區域之道路側溝清疏作業。 
3.106 年預計規劃清疏總長度約 100 公里。 

106/01/01
~ 

108/12/31 
15,000 環保局 

每年清理道

路側溝長度

(公里) 
147.35 公里 110 公里 120 公里 

A-4-2 
強化都會區排洪能

力，減少淹水點位 

1. 排水瓶頸點改善：改善排水瓶頸點。 
2. 雨水下水道建置：優先進行易淹水地區雨水下水道之

建置，以利市區排水之完備。 
3. 雨水下水道巡查及清淤：定期辦理清淤作業，巡查作

業方式主要以開孔檢查及派人進入下水道縱走為主，

巡查成果除可提供排水系統改善參考外，並可針對缺

失部分即刻辦理清疏，以達防洪減災之效。 

107/01/01
~ 

107/12/31 
170,000 水務局 

每年改善排

水瓶頸點數 
已改善 12

處 
改善 11 處 改善 12 處 

新增雨水下

水道建置長

度 
4.53 km 4.6 km 5 km 

B.維
生基

礎設

施 

1.既有法令與相關

規範之落實與檢討

修訂以強化設施的

調適能力 

B-1-1 
『桃園市共同管道系

統整體規劃』委託規劃

技術服務 
共同管道管理辦法檢討。 

105/01/01
~ 

107/12/31 
350 工務局 

委託規劃技

術服務執行

進度 
65% 100% --- 

2.落實維生基礎設

施維修養護，以提升

其於氣候變遷作用

下之調適能力 

B-2-1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

計畫 

新街溪流域治理： 
水務局前依新街溪治理規劃報告，以通過10年重現期距洪

峰流量，25年重現期距洪水不溢堤為防護標準，從94年起

至104年止計完成31件新街溪治水等相關工程，經費計2.3
億。 
105年獲水利署流域綜合治理計畫補助「福州橋至美隆橋

河道拓寬治理工程暨步道工程」工程費及用地費，工程完

成後，除可提升新街溪中壢河段至區域排水防護標準；另

將設置水岸步道園，以增加民眾休閒空間，以期打造「安

全」、「宜居」、「樂活」之親水城市！ 

設計中， 
預計107
年完工 

187,590 水務局 
新增施作護

岸及步道長

度(公尺) 
1,249 230 -- 

東門溪流域治理： 
為改善龜山工業區及東門溪周邊低窪處遇雨就淹水問

題，東門溪整體改善策略為下游瓶頸段拓寛、上游段滯洪

與截流，本年度辦理案件如下： 

105/04/04
~ 

107/06/30 
150,650 水務局 

累計雨下水

道建置長度

(公尺) 
740 1,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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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調適策略 編號 行動計畫或作為 執行內容摘要 期程 
經費 

(千元) 
權責 
局處 

績效指標 
(KPI) 

106 年 
執行成果 

107 年目標 108 年目標 

桃林鐵路(山鶯路)雨水下水道工程及西坡埤塘滯洪池公園

工程。 
工程完工後除可提升東門溪保全水準，民眾生活環境及

休憩空間將獲改善，以還給人民一個安心居住的地方，

亦奠立地方發展的穩固根基。 

(桃林鐵路

雨水下水道

工程) 

近年都市計畫地區密集開發，原本為非都市計畫

用地或農業區之土地，變更用途成為高密度都市

計畫用地，土地利用型態改變使逕流量增大，中

壢、龍岡地區現況排水系統，經逢間歇性暴雨水

灌入，區域內的排水水路、側溝瞬間無法負荷，

又加上區域內多處的排水瓶頸，使得該區在近年

來遭遇暴雨時常會造成淹水。  
本年度規劃進行「中原埤塘生態公園」及「中壢

龍岡地區文化新村與七福新村低地社區排水改善

工程」以改善中壢龍岡地區淹水問題。  

104/07/30
~ 

108/2/17 
169,900 水務局 

累計雨下水

道建置長度

(公尺)及保

護面積 (公
頃) 

1.中原埤塘

生態公園累

計雨水下水

道建置長度

200公尺。 
2.中壢龍岡

地區文化新

村與七福新

村低地社區

排水改善工

程累計雨水

下水道建置

長度 945公
尺，保護面

積 7.16 公

頃。 

中原埤塘生

態公園工程

累計雨水下

水道建置長

度521公尺。 

中原埤塘生

態公園工程

完工，保護面

積10公頃。 

南崁溪忠孝西橋改建工程：  
忠孝西橋現況梁底高程低於 50年重現期之洪水

位，以致每逢颱風豪雨即有溢堤淹水之虞，亟待

予以改建，忠孝西橋將以「防洪」、「交通」及

「景觀」三大功能導向進行改建。工程完工後除

滿足 100年重現期之防洪頻率，可適時保障居民生

命財產安全，並採用創新之景觀造型設計，將成

為桃園市的新地標。  

105/05/31
~ 

106/12/31 
180,000 水務局 完工期程 

南 崁 溪 忠

孝 西 橋 改

建 工 程 於

106 年 9 月

完 成 ， 橋

身 拉 高 至

滿 足 百 年

洪 水 重 現

期。  

-- -- 

C.水
資源 

1.水資源永續經營

與利用為最高指導

原則，並重視水環境

保護工作 

C-1-1 專案稽查 

1.執行陳情案件稽查處理、來源調查、查證與相關應變工

作，於陳情案件發生後迅速稽查，防止污染擴大。 
2.透過個案調查鑑定、檢(監)測分析、輔導診斷及科技化蒐

證技術應用等方案，達到一再陳情案件改善目的。 
3.加強本市轄內工業區、重點流域、敏感區位及高風險事

業預警監控，並加強夜間、假日時段稽查強度，於發現

環境品質異常時，立即掌握不法污染行為，減輕環境衝

擊，提升生活品質。 

107/02/16
~ 

108/02/15 
45,425 環保局 4 小時內到

場稽查比例 87% 87%  

C-1-2 
員樹林排水水質淨化

工程 

本工程礫間接觸氧化處理的流程為取水口→粗攔污柵與

沉砂池→流量計→礫間接觸曝氣氧化槽→放流水槽，礫間

接觸曝氣氧化工程設有前處理設施、礫間接觸曝氣槽區、

104/07/01
~ 

107/12/31 
66,691.34 水務局 

放流水水質

去除率 (生
化需氧量、

83.5% 
(去除率達

65%以上) 

去 除 率 達

65%以上 
去 除 率 達

6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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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調適策略 編號 行動計畫或作為 執行內容摘要 期程 
經費 

(千元) 
權責 
局處 

績效指標 
(KPI) 

106 年 
執行成果 

107 年目標 108 年目標 

污泥儲存槽區及出流水槽等設施。 懸浮固體、

氨氮) 

C-1-3 
南崁溪大檜溪橋水質

淨化工程 

為了改善南崁溪及東門溪水質，故規劃在東門溪旁朝陽森

林公園的中央大草坪地底下施作本礫間水質淨化工程，所

採用的礫間接觸曝氣氧化法是使用天然礫石作為濾材，利

用污水中微生物自然形成的生物膜，已分解及硝化水工污

染物，達到淨化水質的目的，未來工程完工後，將可處理

每日 10,000 頓的溪水與側溝截流污水，並排放回東門溪維

持河川基流量，部分淨化水並作為景觀水池的再利用水

源；本工程完工後除了復原公園中央大草坪區域外，並利

用淨化後的水源在草坪周邊的區域設置「生態水池區」、

「生態溪流區」、「植栽湧泉區」及「解說廣場區」，進行

適當的改造與美化讓公園環境再升級。 

104/02/01
~ 

107/12/31 
121,371.895 水務局 每日處理量 

主體工程完

工 

礫間進行試

運轉，每日

處理 1 萬

CMD 東門

溪河水 

-- 

C-1-4 
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

營造計畫 
新街溪三年流域治理計畫包含治理工程、步道工程及公

園。 

105/04/01
~ 

107/12/31 
316,000 水務局 

護岸及步道

施作長度 
施 作 長 度

1,249 公尺 
施 作 長 度

230 公尺。 
-- 

C-1-5 
河川流域污染整治綜

合管理計畫 

1. 滾動式檢討重點河川之整治對策，並追蹤管理整治目

標達成情形。 
2. 協助辦理本市水污染防治基金之運作及其相關行政事

宜。 
3. 協助水污染管制計畫綜合管理。 

107/01/01
~ 

107/12/31 
7,600 環保局 

受輕度污染

以下污染河

川比率 
69.1% 69.3% 69.5% 

C-1-6 
重點河川污染總量管

制實施管理計畫 

1. 追蹤檢討已公告之新街溪及埔心溪農地污染引灌水源

總量管制公告區之執行成效。 
2. 評估並推動南崁溪之總量管制實施方式。 

106/02/01
~ 

106/11/30 
3,740 環保局 

評估流域推

動總量管制 

公告「南崁

溪總流域廢

(污)水銅排

放總量管制

方式」 

進行老街溪 
流域調查評

估 
 

C-1-7 
水環境河川巡守運作

計畫 

1. 推動水環境巡守隊之成立與運作之機制，推展環境教

育宣導。 
2. 持續透過水環境改善之調查與規劃促使河川流域之社

區、學校、在地保育性團體、企業等組織，共同加入

水環境改善及認養巡守工作，以加強水質改善。 

107/01/01
~ 

107/12/31 
8,200 環保局 河川認養率 67.23% 68% 69% 

2.由供給面檢討水

資源管理政策以促

進水資源利用效能 
C-2-1 

水資源回收中心妥善

操作 
龜山、復興、石門及大溪水資源回收中心代操作營運與水

資源回收中心監督管理 

106/01/02
~ 

107/12/31 
83,083 水務局 

每日回收水

使用量

(CMD) 

大溪： 
325.3CMD 
石門： 

167.9CMD 
復興： 

未設置水錶 
龜山： 

360CMD 

大溪： 
350CMD 
石門： 

180CMD 
龜山： 

480CMD 

大溪： 
360 CMD 
石門： 

180 CMD 
龜山： 

500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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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調適策略 編號 行動計畫或作為 執行內容摘要 期程 
經費 

(千元) 
權責 
局處 

績效指標 
(KPI) 

106 年 
執行成果 

107 年目標 108 年目標 

C-2-2 
桃園市無自來水地區

自來水延管經費補助

計畫 

辦理無自來水地區民眾自來水管線裝設，提供民眾用水需

求。 

107/01/01
~ 

107/12/31 
50,000 經發局 

補助配合款

(元) 
50,000 50,000 50,000 

D.土
地使

用 

1.將環境敏感地觀

念落實在國土保育

區的劃設與管理 

D-1-1 
研究檢討山坡地可利

用限度分類標準 

確認山坡地範圍之暫未編定地於可利用限度分類中適合

農林或是非屬查定範圍，供地政單位編定土地時之參考依

據。 

107/01/01
~ 

107/12/30 
1,400 水務局 

完成查定土

地筆數 
查定 660 筆

土地 
查定 660 筆

土地 
查定 660 筆

土地 

D-1-2 
定期函請各機關確認

本市環境敏感地區異

動情形並確實管制 

針對近年發生重大山坡地災害地區，以土石流潛勢溪流、

嚴重崩塌地區為基礎，定期函請本府權責機關依中央各主

管機關相關圖資檢視，確認本市環境敏感地區，並整理至

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3點附錄一之二，納入變

更編定及管制參考。 

107/01/01 
~ 

107/12/31 
-- 地政局 

1 年 1 次函

請各機關確

認本市環境

敏感地區異

動情形 

內政部分別

於 107 年 1
月 5 日及

107年2月8
日召開非都

市土地變更

編定執行要

點 修 正 會

議。依會議

記錄結論，

將修正非都

市土地變更

編定執行要

點第 3 點附

錄一之二興

辦事業計畫

應查詢項目

及應加會之

有 關 機 關

(單位)，考

量法令近期

將修正，故

無函請各機

關確認本市

環境敏感地

區 異 動 情

形。俟法令

修正後再行

配合辦理。 

俟修法後重

新檢視本項

目 

配合 107 年

執行成果辦

理 

D-1-3 
加強違規使用或有安

全疑慮行為之查報與

請各權責機關依資源特性與國土保安的迫切性，積極落實

環境敏感地區管理，涉及重大違規或影響行為應加強查報
107/01/01 

~ 
-- 地政局 

1 年裁罰案

件量 350 件 
532 件 350 件 35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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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調適策略 編號 行動計畫或作為 執行內容摘要 期程 
經費 

(千元) 
權責 
局處 

績效指標 
(KPI) 

106 年 
執行成果 

107 年目標 108 年目標 

取締 與取締，並執行後續復原行為。 107/12/31 

2.建立以調適為目

的之土地使用管理

相關配套機制 

D-2-1 訂定本市國土計畫 

依據國土法規定，研擬本市國土計畫，內容包括空間發展

及成長管理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調整、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等。 

106/01/01
~ 

109/12/31 
8,000 都發局 

因國土計畫

涉及領域廣

泛，難以量

化指標評估 

完成本市國

土計畫委外

程序及期初

成果 

完成本市國

土計畫(草
案) 

本市國土審

議會審議通

過 

D-2-2 
配合河川區域劃設，進

行分區劃定及變更，提

高管制程度 

配合中央或市管河川區域劃設公告內容，將範圍內土地之

使用分區劃定及變更為河川區，以分區提高管制程度，落

實環境敏感地區概念。 

107/01/01 
~ 

107/12/31 
-- 地政局 

1 年 1 案辦

理使用分區

劃定及變更

為河川區 

1 案(107 筆

土地) 
1 案 1 案 

3.提升都市地區之

土地防洪管理效能

與調適能力 

D-3-1 

研議高於技術規則規

定新建建築物規劃雨

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

再利用設備。 

研議高於技術規則規定新建建築物達一定規模或特定用

途者，規劃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備。 

106/06/01
~ 

106/12/31 
-- 都發局 

依市場景氣

狀況評估法

令制定與公

告可行性 

本案於 107
年度開始執

行 

持續評估法

令制定與公

告可行性 

持續評估法

令制定與公

告可行性 

D-3-2 
大型山坡地社區分級

監測。 
委由專業監測廠商及專業技師選定監測點位及監測方式。 
藉由山坡地社區客觀監測數據，據以分級管理。 

1 年 1,000 都發局 

共監測 13
個社區(A
級 2 處;B級

11 處) 

已完成全數

13 處社區

之監測工作 

持續監測達

解除列管標

準 

持續監測達

解除列管標

準 

4.檢討既有空間規

劃在調適氣候變遷

之缺失與不足 

D-4-1 

都市更新發展規劃方

面，對於取得綠建築標

章、整體規劃設計有貢

獻者，經審議通過，給

予更新容積獎勵。 

經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及爭議處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給予

容積獎勵以促進環境調合及有效降低建築對環境影響： 
(1)對都市更新單元建築物取得綠建築標章 
(2)整體規劃設計對都市環境品質、景觀與防災具有貢獻

者。 

-- -- 都發局 

都市更新重

建建築物取

得綠建築標

章 

0 0 1 

D-4-2 
辦理本市各都市計畫

區通盤檢討作業 

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考量氣候變遷，並依據都市災害

發生歷史、特性及災害潛勢情形，適當調整土地使用分區

或使用管制。 

每 5 年檢

討一次 
-- 都發局 

屆滿應辦理

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作業

之案件 

1 案 1 案 1 案 

E.海
岸 

1.保護及復育可能

受氣候變遷衝擊的

海岸生物棲地與濕

地 

E-1-1 

105-106 年度許厝港重

要濕地(國家級)基礎調

查計畫暨生態教育推

廣 

本局配合內政部營建署辦理「105-106 年度國際級及國家

級重要濕地基礎調查計畫」，以建立濕地生態資料。 

107/01/01
~ 

107/12/31 
1,800 農業局 

1.基礎生態

調場次 
2.環境教育

場次及人數 

1.完成 114
次調查。 
2.完成23場
次 ， 共 計

919 人 參

加。 
(20 場次環

境教育、1
場次淨灘活

動及 1 場次

小小解說說

員 培 訓 活

107 年 3 月

16 日已移

撥至環境保

護局海岸管

理處，請海

管處填寫。 

107年3月16
日已移撥至

環境保護局

海 岸 管 理

處，請海管處

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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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調適策略 編號 行動計畫或作為 執行內容摘要 期程 
經費 

(千元) 
權責 
局處 

績效指標 
(KPI) 

106 年 
執行成果 

107 年目標 108 年目標 

動。) 

E-1-2 
桃園市海岸生態保護

白皮書擬定計畫 

1. 完成本市海岸生態調查並編寫「桃園市海岸生態保護

白皮書」，具以限制開發行為及防止海洋污染，保護敏

感的自然生態，落實沿海藻礁保育工作。 
2. 製作桃園海岸生態保護白皮書電子檔，並登載於公開

網頁，以供各界參閱。 

104/06/18
~ 

106/06/17 
7,795 環保局 

已於 106 年

公告「桃園

市海岸生態

保護白皮

書」，建議後

續不列入績

效指標 

建議不列入

績效指標，

但持續追蹤 

  

2.建置海洋與海岸

相關監測、調查及評

估資料庫，並定期更

新維護 

E-2-1 
桃園市水體污染緊急

應變處理計畫 

1. 水體污染事件緊急應變處理。 
2. 辦理水體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教育訓練及設備器材訓

練。 
3. 辦理水體污染事件緊急應變設備器材保養維護。 
4. 每季辦理海域水質監測作業。 

107/01/01
~ 

107/12/31 
2,000 環保局 

緊急應變教

育訓練/設
備器材訓練

場次 

3 3 3 

F.能
源供

給及

產業 

1.提供產業因應能

源及產業氣候變遷

衝擊之支援 
F-1-1 

訂定桃園市低碳科技

產業補助及獎勵作業

要點 

補助本市企業進行節能工程、購置主要節能設備、採行節

能技術及防污設備提升費用 

107/03/01
~ 

107/12/31 
4,750 經發局 

補助家數

(家) 
9 10 10 

2.掌握氣候變遷衝

擊所帶來的新產品

及服務 
F-2-1 

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

動計畫 
透過實質補助鼓勵中小企業研發，產出創新產品或服務 

106/03/01
~ 

107/12/31 
22,500 經發局 

補助綠能廠

家數(家) 
2 2 2 

3.活化封閉掩埋場

土地產生綠色能源 F-3-1 
推動封閉掩埋場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1. 「桃園市公有掩埋場標租供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案

於 105 年 10 月 25 日起始履約。 
2. 本案於 106 年底前設置 3 MW 發電容量，107 年底前設

置 1.5 MW 發電容量，計完成 4.5 MW 發電容量設置，

將完成 8 處掩埋場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 

105/10/25 
~ 

107/12/31 
0 環保局 

再生能源累

計設置容量

(MW) 
2.97MW 2.97MW 0.22MW 

G.農
業生

產與

生物

多樣

性 

1.依風險程度建構

糧食安全體系 G-1-1 
桃園市 106 年度獎助

農業生產資材計畫 

為使農民農房時期農業機械調度順暢，逐研提本計畫以獎

助農民更新生產設施、加工設備及購置自動化農業生產機

具，以減少農民購置成本，亦使現代化農業機械從事農務

工作，增加收穫效率及產量，進而提升農民收益。 
生產固定設施補助標準原則： 
1. 水平棚架網室：每戶以補助 1 公頃為限，最高補助 15

萬元。 
2. 簡易式塑膠布網室：每戶以補助 1 公頃為限，最高補

助 17 萬元。 
3. 捲揚式塑膠布網室：每戶以補助 0.5 公頃為限，每 0.1

公頃最高補助 30 萬元。 

107/01/01
~ 

107/12/31 

本府依耕地

面積分配小

型農機(約
占預算經費

1/3)、大型

(特殊)機型

及固定生產

設施(約占

預算經費

2/3)於本市

每區預算額

度，每區分

配預算用罄

不再分配 

農業局 
執行計畫補

助金額執行

率 
87.1% 88% 89% 

2.整合科技提升產

業抗逆境能力 G-2-1 改良溫帶品種乳牛適 1. 補助本市畜牧場購置進口優良種牛精液 250 劑。 107/01/01 160 農業局 進口優良種 200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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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高熱環境 2. 因乳牛品種現多以荷蘭牛為主，該牛種為適溫帶性，

故以此改良乳牛耐熱、耐旱及耐澇等耐極端環境種原。 
~ 

107/12/31 
牛藥劑 

3.建立多目標與永

續優質之林業經營

調適模式，並推動綠

色造林 

G-3-1 
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造林政策辦

理相關造林計畫。 

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補助造林計畫，造林面積總

計 421.4211 公頃。 

107/01/01
~ 

107/12/31 

中央代辦經

費 
農業局 

累計造林面

積(公頃) 
404.78 407.78 410.78 

G-3-2 受保護樹木維護作業 
委託專業廠商辦理本市樹木普查工作，及珍貴老樹定期巡

檢與維護。 

107/01/01
~ 

107/12/31 
500 農業局 

巡檢與維護

數量 

1.定期珍貴

樹木巡檢與

維護工作分

2 期辦理。 
2.辦理 2 場

樹木修剪及

病 蟲 害 課

程，約 80
人參加。 

1.定期珍貴

樹木巡檢與

維護工作分

2 期辦理。 
2.辦理 1 場

樹木修剪及

病 蟲 害 課

程，預計 40
人參加。 

1. 定期珍貴

樹木巡檢與

維護工作分

2 期辦理。 
2.辦理 1場樹

木修剪及病

蟲害課程，預

計 40 人參

加。 

G-3-3 桃花園植樹造林計畫 
全面推廣全市及海岸植樹造林，以休閒景觀造林概念營造

綠色環境，增加城市綠覆著率。 

107/01/01
~ 

107/12/31 
5,000 農業局 

每年造林面

積(公頃) 
4.49 5 5 

4.減緩人為擾動造

成生物多樣性流失

的速度 
G-4-1 

生物多樣性推廣及移

除入侵物種 
辦理教育訓練課程並強化外來入侵種概念教育推廣以減

緩生物多樣性流失。 

107/01/01
~ 

107/12/31 

中央補助款

300，配合

12.8 
農業局 

教育訓練 
場次及人數 

14 場次 
420 人 

5 場次 
150 人 

5 場次 
150 人 

H.健
康 

1.增進環境與健康

相關部分之績效與

分工 

H-1-1 
登革熱孳生源清除計

畫 

由衛生所協同各環境清潔稽查中隊或各里里長、區公所里

幹事巡查本市 495 里，將社區中積水容器清除或減量，並

衛教使用人或管理人，降低登革熱傳染風險。 

106/04/01
~ 

106/10/31 
0 衛生局 

病媒蚊幼蟲

布氏指數 2
級以下比率 

85% 86% 88% 

H-1-2 
病媒防治噴藥服務開

口契約 

為進行本市病媒蚊蟲防治，小黑蚊滋擾(環保設施場所)，
天然災害後淹水地區及其他特殊需求發生之情形，委託病

媒防治業進行桃園市公共區域環境噴藥作業，預期能降低

蚊蟲滋擾、病媒蚊孳生問題及提升民眾生活品質。 

106/04/01
~ 

108/12/31 
15,004 環保局 

每年每里噴

藥作業次數 
每里 2 次噴

藥作業 

預計執行每

里 2 次噴藥

作業 

預計執行每

里 2 次噴藥

作業 

2.強化氣候變遷教

育與災後防疫知能 

H-2-1 
配合教育部辦理「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

園建置計畫」 

每年擇定市內 25 所學校辦理第一類防災校園建置計畫，

參與學校須整備校園防設備用品、修正防災地圖及災害防

救計畫、辦理防災講座及辦理防災演練。 
每年 

教育部：每

校補助 15
萬。 
教育局：每

校補助 2 萬

454 元。 

教育局  
25 校辦理

第一類防災

校園建置 

鼓勵 24 校

辦理第一類

防災校園建

置 

鼓勵 24 校辦

理第一類防

災校園建置 

H-2-2 
桃園市 105 年度分區

防災教育研討會實施

計畫 

辦理 4 場次教師防災教育增能研習，邀請外聘專家宣導防

災觀念，並請防災績優學校進行分享。 
每年 142.6 教育局  

辦理 8 場次

防災教育增

能研習，約

600 人次參

與。 

至少辦理 4
場次防災教

育增能研

習。 

至少辦理 4
場次防災教

育增能研習。 

H-2-3 社區防疫網絡計畫 
辦理災後傳染病疫情監視及防治，定期辦理傳染病防治相

關教育訓練與宣導，提升本市防疫人員及強化民眾相關傳

107/01/01
~ 

1,576.5 衛生局 
登革熱個案

社區次波感
0% 5%以下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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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分析 

（一)背景 

  桃園市於 103 年 12 月 25 日改制為直轄市，名稱定為
「桃園市」，為臺灣第 6個直轄市。本市總面積為 1,220.5525

平方公里，約佔臺灣地區土地總面積 3.43%，全市 13 區以

復興區(本市唯一山地行政區)面積最大 350 平方公里，佔
全市總面積 28.67%，次為大溪區 105.552 平方公里，佔總

面積 8.65%，而以八德區 33.711 平方公里及桃園區 34.8047

平方公里為最小，各僅佔總面積 2.76%及 2.84%，各區面

積請參考表 1-1。 

表 1-1 桃園市各區面積 

區域 面積(平方公里) 占全市總面積比例 

復興區 350 28.68% 

大溪區 105.552 8.65% 

楊梅區 89.1229 7.30% 

觀音區 87.79 7.19% 

大園區 87.3925 7.16% 

新屋區 85 6.96% 

中壢區 76.7 6.28% 

蘆竹區 75.5025 6.19% 

龍潭區 75.2372 6.16% 

龜山區 71.9397 5.89% 

平鎮區 47.8 3.92% 

八德區 33.711 2.76% 

桃園區 34.8047 2.85% 

全市 1220.552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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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境內工商發達、投資環境優良、經濟成長快速，
多年來大量人口遷入設籍或就業，依本市歷年人口成長資

料顯示，106 年本市總人口數已超過 218 萬人，每平方公

里密度約為 1,685 人，於民國 85 年達人口成長巔峰，其後
成長有逐漸趨緩現象。104 年成長率為近十年來最高 2.31%，

社會增加率提高至 17.61%，顯示本市鼓勵民眾遷入戶籍及

增產報國所推出之獎勵措施，陸續展現成效如表 1-2。 

表 1-2 本市歷年人口成長狀況 

年

度 

人口數

(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

里) 

人口成

長率 

（%） 

自然增

加率

（%） 

社會增

加率

（%） 

扶老比

(%) 

扶幼比

(%) 

扶養比

(%) 

老化

指數 

(%) 

94 1,880,316 1,540.04 1.47 5.31 9.31 10.94 30.64 41.57 35.70 

95 1,911,161 1,565.30 1.64 5.27 11.00 11.02 29.52 40.55 37.34 

96 1,934,968 1,584.80 1.25 5.16 7.22 11.05 28.40 39.45 38.89 

97 1,958,686 1,604.23 1.23 4.88 7.30 11.14 27.29 38.43 40.81 

98 1,978,782 1,620.69 1.03 4.43 5.78 11.24 26.06 37.29 43.12 

99 2,002,060 1,639.75 1.18 2.84 8.85 11.20 24.65 35.85 45.42 

100 2,013,305 1,648.96 0.56 3.57 2.03 11.28 23.47 34.75 48.07 

101 2,030,161 1,662.77 0.84 4.40 3.94 11.50 22.51 34.01 51.11 

102 2,044,023 1,674.12 0.68 2.84 3.96 11.90 21.83 33.73 54.50 

103 2,058,328 1,685.84 0.70 2.68 4.29 12.44 21.18 33.62 58.72 

104 2,105,780 1,724.70 2.31 5.18 17.61 12.93 20.75 33.68 62.30 

105 2,147,763 1,759.09 1.99 5.24 14.50 13.72 20.59 34.32 66.63 

106 2,188,017 1,791.99 1.87 4.95 13.62 14.56 20.47 35.03 71.16 

1. 地理環境 

  本市位於臺灣地區之西北部，西北隔臺灣海峽與福

建省相望，東南以達觀山與新北市及宜蘭縣分界，西南
以雪白山、李崠山與新竹縣屬之尖石鄉接壤，林口台地

與龜崙嶺突起於市境東北，直趨於海，為臺北盆地與桃

園台地之天然區劃。本市中心位置為龍潭區三林里（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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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121 度 13 分 41 秒、北緯 24 度 51 分 45 秒半），極東
為復興區華陵里之棲蘭山（東經 121 度 28 分 34 秒），極

西為新屋區蚵間里之蚵殼港（東經 120 度 58 分 48 秒），

極南為復興區華陵里之西丘斯山（北緯 24 度 35 分 22

秒），極北為蘆竹區海湖里之坑子口（北緯 25 度 07 分 09

秒）。 

  本市大部分為連綿不斷的丘陵臺地，地形呈西北向
東南之狹長形，臨山面海，自石門水庫起經大溪區東北

出市境之大漢溪，將桃園市劃分為東南與西北 2 大部分。

東南部分為標高 300 公尺以上之丘陵地、階地及山嶽，

地勢向東南漸次升高，山勢峻峭，河谷窄狹。西北部地勢

則較為平緩，臺地、階地甚為發達，河流短而呈放射狀入

海，本市地形圖請參考圖 1-1。 

  由於地形、地質的關係，桃園臺地最主要的地理特

色，就是遍布供農田灌溉用的人工埤塘，昔日霄裡大圳

結合大小埤塘四口灌溉農田，1928 年桃園大圳完成，1947

年建設光復圳，1963 年石門大圳的完成，以及其他交織

的水圳完成，形成台地上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統。有埤塘

的地方往往發展成為聚落，埤塘的作用包括蓄水灌溉，
養魚休閒，甚至是風水景觀兼具，因此，昔日桃園農漁牧

興盛，物產富饒。即便迄今，許多桃園重要建築皆由埤塘

闢建而來，也因此造就了桃園的「埤塘文化」。依據產業
調查報告說明：桃園大圳結合 241 溜池，石門大圳則有

2,740 個溜池，前述埤塘與圳的結合，形成桃園臺地完整

的灌溉系統，而透過農田水利會管轄，確立了本市「千塘
鄉」的地理環境，更在居民努力經營下成為物產豐富的

「漁米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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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桃園市地形圖 

2. 河川水系 

  本市河川區分為市管河川計有 7 條：南崁溪、老街

溪、社子溪、觀音溪、新屋溪、大堀溪及富林溪；中央管

河川有淡水河水系支流大漢溪及鳳山溪。桃園台地之水
系，除湖口台地呈「樹枝狀水系」外，主要是以接近「放

射狀水系」之型態向海岸輻散，河流短小，且未與來自中

央山脈之河流連接而自成一系統。水系圖中唯一與區域
趨勢不同者為大漢溪，大漢溪在流經石門之後，突然以

近 90 度的轉彎，改變其原本向西的流向，而轉向東北由

臺北盆地出海。此外，臺灣第 3 大水庫－石門水庫位於
本市龍潭區，提供大桃園地區灌溉、給水、發電、防洪等

多樣功能。 

3. 氣候 

  本市氣候上屬於北部區，北部區為東北區與西部區

之過渡地帶，因此本市氣候甚多表現漸移之性質。其雨

量介於兩區之間，全年降雨雖夏季較多，但冬雨仍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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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線與冬夏季風風向相平行，兩季季風風力皆強勁。
歷來「新竹風」、「基隆雨」並稱，本市屬於「新竹風」之

風管地帶，沿海海風稍強，加上濱海地區較為貧瘠且地

處偏僻，目前市府推動濱海地區各項重大建設與環境保
護工作，將使濱海地區在升格改制後成為具潛力之新興

發展帶。 

4. 地質 

  一般常以「臺地礫層」來稱呼構成桃園台地各台地

之礫石層，亦有學者以「紅土台地堆積層」稱之。這些紅

土礫石層也常被細分成不同地層，即店子湖層、中壢層
及桃園層。這些地層的岩性相差不大，主要由下部的礫

石層與上部的紅土層組成，礫石主要為白色石英岩、暗

灰色矽質砂岩、淺灰色砂岩。至於斷層部份，本市之斷層
均分布於東半部丘陵地與山區，至於西半部人口密集之

平原地區則未有斷層分布，對於未來都市與產業之發展

能提供足夠之腹地與空間，本市地質圖請參考圖 1-2。 

 

圖 1-2 桃園市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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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府組織介紹 

  本市編制共有 44 個一級機關單位(包含 12 個區公

所)、69 個二級機關、3 處公營事業、16 所公私立大學、

28 所公私立高中職、67 所國民中學、190 所國民小學，
本市組織架構圖請參考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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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桃園市政府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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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 

1. 經濟現況： 

  本市為各產業軸帶之樞紐，至今有 32 個工業區(報
編工業區)，市內非都市土地工業用地 3,696 公頃，都市

計畫工業區 3,131 公頃，全市可供設廠工業用地超過

6,827 公頃，足見桃園以工商大市為建設基本之藍圖；另
工商綜合區計 11 處(約 62 公頃)，為全國之冠。此外，全

台 500 大製造業在桃園設廠的就超過 200 家，總產值高

達新台幣 3.06 兆元，工業產值連續十年全台第一。 

  本市工廠、商號及公司登記情況請參考表 1-3，工廠

登記部分變動幅度不大，經濟部曾於 91 至 92 年期間公

告修正須辦理工廠登記之規模及換發工廠登記證，檢討
撤銷近 1,500 家之工廠登記，當時在全國工廠家數皆呈

現下滑之趨勢，惟本市呈現正向成長；商業登記家數 93

年開始從將近 4 萬家開始成長至 106 年已超過 5 萬家；
公司登記家數由 93 年的 4 萬 2 千多家至 106 年的 5 萬 8

千多家，綜合以上數據，顯示本市經濟發展呈現穩定成

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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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桃園市工廠、商號及公司登記情況 

年份 
工廠登記 

家數(個) 

商號登記 公司登記 

家數(個) 資本額(元) 家數(個) 資本額(元) 

93 10,280 38,207 9,108,351 42,723 986,961 

94 10,281 38,685 9,631,050 44,543 1,036,723 

95 10,355 40,411 10,332,844 46,110 1,114,773 

96 10,486 41,084 10,967,006 45,312 1,127,186 

97 10,460 41,615 11,125,834 45,187 1,202,273 

98 10,182 42,756 11,439,745 45,758 1,269,249 

99 10,360 42,843 10,882,160 47,237 1,271,025 

100 10,452 43,677 11,040,331 47,839 1,420,157 

101 10,720 44,765 11,391,266 48,514 1,524,445 

102 10,853 46,629 11,778,583 50,323 1,606,618 

103 10,867 47,758 12,152,378 52,155 1,392,364 

104 10,890 49,234 12,453,137 54,207 1,422,837 

105 11,030 50,661 12,713,201 56,472 1,448,405 

106 11,287 52,654 12,992,604 58,770 1,454,555 

本市各級產業敘述如下： 

(1) 第一級產業 

  本市的農業家數、就業人數及銷售額占全國的
比率不高，農業的銷售額主要以蔬果批發零售業、

米糧批發零售業及花卉批發零售業所占比率最高，

主要農產品包括蔬菜、花卉、黑毛豬、壽山茶、龍
泉茶、蘆峰茶、武嶺茶、洋香瓜、水蜜桃等，觀光

農場的開發，也是桃園市農業轉型的現象。 

(2) 第二級產業 

  在早期的工業發展過程中，桃園以製造、代

工、降低成本的發展策略，在電子、工具機、紡織

等領域建立了深厚的基礎，直到汽車、ICT 資通訊
產業到物流、電動車、雲端，以及現在傲視全球，

創新格局的航空城計畫，搭配既有的產業資源、結

合桃園的優勢，目前發展以低污染、低耗能、低用
水及高附加價值（三低一高）產業型態主要發展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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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產業型態多元，有食品、紡織、化學、汽車、

物流、航空、光電、生技、綠能、醫療等，更不乏

頭角崢嶸的台灣知名企業及前 100 大世界品牌的
3M、可口可樂(Coca Cola)、杜邦(Dupont)、豐田汽

車(Toyota)等國際大廠，創造桃園工業產值高達新

台幣 2.87 兆元。 

  近年來因積極努力引進高科技企業進駐，已獲

得卓越的成果，高科技產業群聚，產業廊帶已然成

形，目前已成為全球電子製造、光電顯示及半導體
產業重鎮，全球光電中心計有台積電、友達光電、

中華映管、瀚宇彩晶等大廠，總投資金額約新台幣

7,000 億元，年總產值達新台幣 6,000 億元以上。 

(3) 第三級產業 

  本市服務業近 10 年來逐年成長，91 年服務業

部門比例首度超越工業部門，顯示桃園市已逐漸邁
向三級產業導向的經濟發展。 

2. 能源用電資訊分析 

  參考桃園市主計處統計 2004~2015 年桃園市總用電
量、人口數與平均 每人用電量之變化數據如表 1-4。 

  分析近十年桃園市總用電量之變化(如圖 1-4)，除

97~98 年間疑似因金融風暴影響，導致經濟狀況不佳，連
帶使得整體用電量呈現負成長之外，其餘年度總用電量

均出現持續成長的狀況。近 10 年期間桃園市人口數為持

續成長的狀況，以用電量成長與人口成長相較，可見用
人均電量與前幾年相比有幅度的下降趨勢，桃園市於升

格後，因積極發展基礎建設，總用電成長屬非戰之罪，但

仍積極進行的節電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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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近十年桃園市總用電量、人口數與平均每人用電量 

年別 人口數 售電量(度) 平均每人用電量(度) 

93 1,853,029 25,264,455,485 13,634 

94 1,880,316 25,798,180,393 13,720 

95 1,911,161 26,272,743,533 13,747 

96 1,934,968 26,752,994,570 13,826 

97 1,958,686 24,984,349,521 12,756 

98 1,978,782 24,770,327,661 12,518 

99 2,002,060 26,929,782,667 13,451 

100 2,013,305 27,576,728,667 13,697 

101 2,030,161 27,272,721,637 13,434 

102 2,044,023 27,789,121,020 13,595 

103 2,058,328 28,063,870,494 13,634 

104 2,111,148 27,814,412,311 13,175 

105 2,147,763 28,440,496,287 13,241 

106 2,188,017 28,990,540,674 13,249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圖 1-4 93~106 年桃園市用電量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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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發展特色 

(1) 臺灣最接近全世界的城市 

  本市位居台灣國際機場的所在地，與鄰近的台

北港建構雙港聯運的亞太黃金雙航圈中心，從桃園
國際機場起飛，平均 2.55 小時可到達亞太各主要城

市；此外，三環五快交織而成綿密交通網絡，更加速

產業加值。除先天條件外，桃園後天努力打造諸項建
設，包括機場捷運、桃園捷運、水域整治等基礎建設，

以及「一條龍式」的工商行政服務，都讓本市累積更

多成長動能。 

(2) 最年輕的縣市 

  本市市民年齡以 35-39 歲最多，具生產力者的青

壯年為大宗，勞動力（15-64）歲人口占總人口 7 成，
是全台灣最年輕的縣市，正因為年輕，所以有無窮的

潛力。 

(3) 人文歷史豐富 

  本市結合了人文、歷史、自然生態的特色，市內

族群多元，閩、客族群交會的關鍵位置，北桃園及觀

音區為閩南人聚居區；南桃園則為客家聚落，近 80

萬客家人，為全國最多的客家人口。復興區為桃園市

唯一的山地原住民區，其居民以泰雅族原住民為主。

此外，近年來台灣的東南亞移民漸多，包括外籍配偶、
外籍勞工等，外籍配偶人數僅次於新北市、臺北市、

高雄市，為全國第 4 名縣市。 

  此外，依人文與歷史發展呈現多樣化的建築特
色，包含台灣傳統的閩、客建築、日式建築及戰後新

建的仿中國古典式樣建築與眷里、公教房舍建築，其

次是老街與街屋建築。境內曾有高達 86 處的眷里，
總數居全臺之冠，今日多數眷里已拆除改建為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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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產業用地發展成熟 

  產業多元、新舊融合，60 年來從傳統農業到精

緻農業，從手工業到科技工業文創產業，完善的基礎

建設以及積極的政策引導與服務，再加上深蘊的文
化精華，桃園正是台灣產業發展的代表城市。 

(5) 工業區聚落完整，年產值高 

  本市位於北台灣地理與人口、經濟中心，為各產
業軸帶之樞紐，奠定由農業轉型為工業的基礎，並在

政府經濟建設計畫持續的推動下，各大工業區陸續

成立，至今有 32 個報編工業區，從傳統產業到高科
技產業，涵括了物流、光電、高科技、航太、汽車零

件、生技、農業、綠色能源及傳統產業等產業聚落，

桃園市工業年產值約新臺幣 2.87 兆元。 

4. 桃園市溫室氣體排放特性 

  桃園市 105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約 3,084 萬噸 CO2e，

分析歷年排放量趨勢，主要排放部門為工業能源部門(平
均 71.92%)，以燃料使用為主，電力使用次之；第二為運

輸部門(平均 12.45%)，以道路運輸為大宗，軌道運輸次

之；第三排放為住商及農林漁牧能源部門(平均 12%)，以
電力使用為主，燃料使用次之，近年(100~105)排放趨勢

如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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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桃園市 100 年~105 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趨勢圖 

(1) 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來源 

  排放量計算方式主要採用排放係數法(溫室氣體
排放當量= 活動數據 × 排放係數 × 全球暖化潛

勢)，活動數據係為造成溫室氣體排放或移除的活動

之量化量測值，部分工業燃料(丙烷、甲醇、污泥沼
氣)則使用質量平衡法計算，各部門排放源、範疇別

及活動數據彙整如表 1-5。 

  

15.38 

15.03 

15.71 

17.38 

14.61 

14.36 

 -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人均排放量

(噸CO2e/人)

排放量

(千噸CO2e)

100~105年桃園市排放量

住商及農林漁牧 工業能源 運輸能源

工業製程 農業 廢棄物

人均排放量(噸 CO2e/人) 



19 

表 1-5 行政轄區各部門排放源、範疇別及活動數據彙整 

部門 排放源 活動數據 資料來源 範疇 

住商

及農

林漁

牧能

源 

電力 

電燈用電 台電統計年報 

二 包用電力 台電統計年報 

運輸場站用電 臺鐵、高鐵、桃機 

燃料 

液化石油氣、

液化天然氣、

天然氣、燃料

油、煤油、柴

油 

能源局能源平衡表 

一 

轄區人口數及

全國人口數 
內政部戶政司 

動力漁船數 漁業署漁業統計年報 

運輸場站 臺鐵、高鐵、桃機 一 

工業

能源 

電力 電力用電 台電統計年報 二 

燃料 燃料使用量 

環保署固定污染源空污費暨

排放量申報整合管理系統、

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

台、各發電廠盤查清冊 

一 

運輸

能源 

軌道運輸 
電力使用量 臺鐵、高鐵 二 

燃料使用量 臺鐵、高鐵 一 

道路運輸 售油量 

能源局各縣市汽車加油站汽

柴油銷售統計表、中油加氣

站進氣資料 

一 

國際航空運輸 公秉油耗量 能源局能源平衡表 三 

非道路運輸 柴油使用量 臺鐵 一 

工業

製程 
製程排放 

原物料使用或

產品產量 

環保署固定污染源空污費暨

排放量申報整合管理系統 
一 

農 

業 

農田 水稻田 
稻作種植 

收穫面積 
農糧署農糧統計 一 

牲畜和 

糞便管理 
禽畜 

在養頭數 農委會禽畜統計調查結果 
一 

屠宰隻數 農委會農業統計年報 

林業

及其

他土

地利

用 

碳匯變化量 

林業面積 農委會農業統計年報 

一 
林業損失 

農委會林務局林業統計電子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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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排放源 活動數據 資料來源 範疇 

廢 

棄 

物 

固體廢棄

物處理 
堆肥 堆肥量 環保署環境保護統計年報 一 

廢棄物焚

化 
焚化 焚化量 

環保署環保統計年報、桃園

機場四號焚化廠 
一 

廢水處理 

住商廢

水 

污水處理率 內政部營建署 
一 

轄區人口數 內政部戶政司 

每年人均 

蛋白質消耗量 
農委會糧食供需年報 一 

工業廢

水 
工業廢水 

環保署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

理系統 
一 

(2) 盤查排除計算排放源 

  盤查排除計算之排放源如表 1-6，並考量範疇三
境外排放情形及政府機關部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因數據上蒐集有相當之困難度與高度之不準確

性，故目前除國際航空運輸以定量外，其餘以定性盤
查為主。此外，本市計算生質能源使用量但不納入排

放總量，使用包含工業能源木頭、木材或木屑等生質

燃料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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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桃園市行政轄區盤查排除計算之排放源 

部門 排放源 活動數據 排除原因 

工業 

能源 
工業能源使用 

木材、木頭等生質燃

料 

生質燃料計算使用量但不計入總

排放量 

林業部門 
土地利用變化碳匯量 

本市無土地使用類別相關統計數

據 

露天燃燒 本市無露天燃燒相關統計數據 

廢棄物 

固體廢棄物處

理-掩埋 
掩埋量 

使用理論氣體法計算排放量；本

市掩埋場僅掩埋溝泥及塵土，無

生垃圾掩埋量，因此不產生溫室

氣體排放量。 

垃圾焚化 垃圾焚化量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設有發電設

備，焚化過程發電並售予台電公

司，已排除售電之垃圾處理量 

 

5. 迄今推動情形 

  桃園自 103 年 12 月 25 日升格後，便朝低碳綠色城

市不斷推動，104 年開始一直努力以法制面之自治條例

為核心向下發展，帶動各權責局處；於 105 年通過自治
條例，並連帶完成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106 年 1 月 1

日自治條例正式施行，期間延伸成果，包含自治條例子

法研訂、旗艦計畫及調適計畫成效等。此外綠色城市的
推動及策略規劃需仰賴各局處相互搭配合作，因此 106

年初依據自治條例第 4 條設置推動小組(如圖 1-6)，並由

市府權責局處首長兼任委員；另針對專業領域包含溫室
氣體減量、綠建築、綠色運輸及再生能源等 4 類，邀請

產、官、學及 NGO 團體專家學者共 9 位擔任諮詢顧問

(任期為 2 年)，藉此給予市府團隊實質建議，共同推動桃
園成為低碳綠色城市，並在國內及國際間積極的研商、

檢討以及露出，以尋求更符合本市之政策措施，詳細內

容如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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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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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事紀(1/3) 

時間軸 國內運作內容 國際展現內容 

104

年 

第一季 

開始推動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

市，著手制定「桃園市發展低碳

綠色城市自治條例」以此為核心 

 

第二季 
召開第 1 次「桃園市發展低碳綠

色城推動平台」會議。 

 

第三季 

制定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之擘建

計畫發展分為：3 策略、30 項行

動方案、73 項細部計畫及 37 項

績效指標。 

 

第四季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

條例」市議會三讀通過，並研訂

相關配套措施 26 項。 

桃園市邱太三副市長率市府代表

團，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第 21 次締約方大會

（COP 21），發表「航空城-經濟與

環 境 的 衝 突  (Taoyuan 

Aerotropolis-the Conflict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計畫 

105

年 

第一季 
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之擘建計畫

列為旗艦計畫。 

加入目前世界最大的氣候變遷相

關城市合作聯盟：全球市長聯盟

（Compact of Mayors，簡稱 COM） 

第二季 

 依據中央機關指導意見，修

正「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

市自治條例」。 

 完成 104 年低碳綠色城市旗

艦計畫成果。 

 完成 105 桃園市低碳綠色城

市旗艦計畫，維持 3 策略、

30 項行動方案、73 項細部計

畫，績效指標修正為 46 項。 

參與 C40 城市組織所辦理之「C40

城市獎」(C40 Cities Awards)；參與

競賽 3 計畫項被遴選入 Sustainia 

2016 年 Cities 100 刊物，為台灣唯

一獲選城市。 

第三季  行政院核定「桃園市發展低受 CDP Cities 亞太區城市關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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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國內運作內容 國際展現內容 

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 

 市府 7月1日制定公布全文，

共計 41 條；並於 7 月 6 辦理

啟動儀式。 

任邀請加入國際碳揭露行列；同年

接露結果獲得 CDP 的肯定，被選

為 2016 年五個最佳城市殊榮，填

報資料將被收錄進 InFocus City 

Reports 中 

第四季 
依自治條例子法，正式成立「桃

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推動小組」。 

市府代表團，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UNFCCC）第 22 次締

約方大會（COP 22）。 

106

年 

第一季 

 1 月 1 日「桃園市發展低碳

綠色城市自治條例」正式施

行，相關配套措施陸續公告。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推

動小組」會議，併入氣候變

遷議題。 

 

第二季 

 聘任第一屆「桃園市發展低

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諮詢

顧問團，共計 9 人。 

 統計 105 年旗艦計畫成果，

減碳量 312,041噸/年、802座

大安森林公園吸附量。 

 

第三季 

 檢討 106 年桃園市低碳綠色

城市旗艦計畫，維持 3 策略、

30 項行動方案、73 項細部計

畫，績效指標增為 47 項。 

 完成 106 年桃園市氣候變遷

調適計畫，8 領域、23 項調

適策略、52 項行動計畫。 

參與 C40 城市組織所辦理之「C40

城市獎」(C40 Cities Awards)；參與

競賽 2 計畫項被遴選入 Sustainia 

2017 年 Cities 100 刊物。 

第四季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

推動小組」會議，併入溫室

氣體減量目標及比例分配議

題。 

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第 23 次締約方大會

（COP 23）；受邀參加 COP23「波

昂區」周邊會議，並由拱祥生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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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國內運作內容 國際展現內容 

 完成「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

城市自治條例」執行成果。 

分享桃園市因應氣候變遷的策略 

107

年 

第一季 
檢討及修正「桃園市發展低碳綠

色城市自治條例」。 
 

第二季 

研商「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

計畫」轉化為「桃園市溫室氣體

管制執行方案」。 

首次參與 ICLEI 世界大會，並由邱

俊銘副秘書長以「桃園市發展低碳

綠色城市」經驗與臺中市、台南市、

高雄市、日本京都市、英國倫敦及

德國多特蒙德共同進行城市對談。 

第三季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

自治條例」修法作業。 

 完成 107 年桃園市低碳綠色

城市旗艦計畫及調適計畫。 

受邀參與於韓國水原市舉辦的

2018 第三屆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並由邱俊銘副秘書長於會議中分

享分享桃園以人為本，所發展出的

低碳綠色城市之成果，並拜會

ICLEI 東亞秘書處及 CityNet 組

織；同申請加入 City Net 組織， 

第四季 

辦理「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

推動小組」會議，確定「桃園市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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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案目標 

  桃園市自升格後以持續推動及落實低碳綠色城
市，期間完成「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

並向下延伸 23 條子法完善法規執行內容，並邀請產

官學研專家籌組完成「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諮詢
顧問團」研商檢討方案內容，以 94 年為減量基準年，

協助中央達到減量目標：至 139 年減量為 94 年之 50%。

第一執行期(105~109 年)減量目標為 2%，其各部門方
案目標如表 1-8，往後每 5 年為 1 期滾動修正。 

(第 2 執行期將於 108 年啟動檢討修正，以期能在 109

年時提報) 

表 1-8 桃園市第一執行期管制執行方案目標 

分項 第一執行期方案目標 

質化 

目標 

1. 修訂完成「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並同步修正相關

自治規則，共計 23 項。 

2. 成立「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由市長擔任推動小組

召集人，落實局處任務；每年辦理小組會議，持續檢討協調管制執

行方案執行情形。 

3. 成立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為本市統籌推動綠能政策單一窗口。 

4. 持續增加國際露出機會，並參與國際相關會議或國際組織交流。 

能源 

部門 
向能源局及本府核准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總累計達 429.45 MW 

住商 

部門 

1. 依建築技術規則須檢討綠建築基準案件，加強審查及抽查 600件。 

2. 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 30 件及綠建築標章 15 件。 

3. 公營住宅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累計數達 3 件。 

4. 人均用水量達 0.258 立方公尺/人日。 

5. 環保署低碳環保鄰里認證(銅銀級)累計 133 處。 

6. 公益宗教團體(環保類)累計數達 45 間。 

7. 推動低碳措施宣導講習會 12 場。 

8. 環保旅店數及獲得其他環保認證之旅館累計數量達 62 間。 

9. 節電 5,578 萬度。 

10. 節能社區大樓累計 474 處。 

製造 

部門 

1. 工廠綠色化服務團輔導廠商場次 40 場次。 

2. 與 2 家金融業者簽訂 MOU(專案貸款金額新臺幣 10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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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第一執行期方案目標 

3. 辦理環保節能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或講座 4 場。 

4. 補助綠能廠商家數 4 家。 

5. 產業節能改善補助方案公告後，獲補助廠商家數 20 家。 

6. 綠色環保企業表揚家數 10 家。 

7. 商品取得碳足跡標籤累計數量至 10 個。 

8. 補助改善 130 座鍋爐。 

9. 輔導 20 家觀光工廠業者申請環教設施場所認證。 

運輸 

部門 

1. 建置集中式(含智慧型)站牌累計數量 1,973 件。 

2. 路暢改善路段數 25 條。 

3. 公共運輸運量成長率 34%。 

4. 全市自行車道累計長度達 245 公里。 

5. 公共自行車累計數達 8,700 輛。 

6. 公共自行車累計租賃站達 320 站。 

7. 低碳機車目標專用停車格達 280 格。 

8. 電動二輪車目標市占率達 5%。 

9. 電動機車目標充(換)電站達 1,000 站。 

10. 騎樓整平累計改善長度達 3,800 公尺。 

11. 柴油車排煙檢測自主管理標章年度目標數 3,850 張。 

12. 台灣好行旅遊線總搭乘人數年平均成長率 23%。 

13. 每年增加 5 條替代道路導引規則。 

14. 設置低污染車輛優先停車位 15 席。 

農業 

部門 

1. 畜牧廢棄物資源化-補助設施累計家數達 90 家。 

2. 畜牧節能改善補助累計家數達 300 家。 

3. 裸露地綠美化累計目標面積 17.5 公頃。 

4. 本市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戲場累計綠化面積達 433 公頃。 

5. 每年實際造林面積 3 公頃(108~109 年共 6 公頃)。 

6. 每年申請苗木數量 12 萬株(108~109 年共 24 萬株)。 

7. 辦理活動 2 場次植樹節活動。 

8. 有機栽培累計面積達 400 公頃。 

環境部

門 

1. 事業廢棄物資源利用率達 86.75%。 

2. 公共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率達 23.5%。 

3. 受輕度污染以下污染河川比率達 69.5%。 

4. 每日產生回收水量達 2,026 立方公尺。 

5. 試辦學校累計 22 校(雨水回收系統)。 

6. 取得建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系統建築執照累計數

量 100 件。 

7. 資源回收率達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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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第一執行期方案目標 

8. 修惜站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達 2,300 件。 

9.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低於 0.50 公斤。 

10. 廚餘回收率達 3.3%。 

其他 

1. 辦理綠能產業校園演講累計 12 場。 

2. 參與金牌好店累計 216 家。 

3. 區公所人民申請項目中可提供跨區服務累計 38 項。 

4. 瀏覽便民資訊服務網頁累計 450 萬人次。 

5. 發送便民服務簡訊累計 100 萬筆。 

6. 污染通報 4 小時內到場稽查比例 87%。 

7. 改建老舊護岸累計長度 10,000 公尺。 

8. 埤塘活化累計 63 口。 

9. 108~111 年完成 8 處韌性社區。 

10. 全年 AQI 不良(>100)站日數比率<10%。 

11. 全市設置空氣污染物細懸浮微粒（PM2.5）自動監測預警設備設置

寺廟目標裝設數 84 處。 

12. 病媒蚊幼蟲布氏指數 2 級以下比率 90%。 

13. 每年維持 EUI：117.8。 

14. 以 104 年為基期，政府機關 108 年用油零成長。 

15. 低碳主題日活動累計 16 場次。 

16. 綠色學校比率 64%。 

17. 低碳健康餐盤宣導 220 場(108~109 年)。 

18.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累計 19 處。 

19. 每年至少辦理 20 場次教師環境教育增能活動。 

20. 環教志工累計 236 人。 

21. 河川巡守認養比率 69%。 

22. 環境教育專門網站到訪網站累計 52 萬人數。 

23. 環境教育全球資訊網到訪網站累計 36 萬人數。 

24. 桃園低碳綠色城市網到訪網站累計 79 萬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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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期程  

  整體國家策略以 105 年開始 139 年結束，每 5 年
為 1 期作為階段推動期程，年度執行期程如表 1-9 所

示，本市每年檢討每一期階段前一年執行情形；另於

每一期階段結束前 2 年開始研商下一期執行內容及目
標，並依據指定期程提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本次所提報之管制執行方案，為配合中央管制執

行方案第一階段期程。 

表 1-9 桃園市推動期程 

階段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年度 105-109 110-114 115-119 120-124 125-129 130-134 13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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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策略 

（一）部門分工 

  管制執行方案訂定，需溫室氣體排放量等相關背

景資料支持，因此對應溫管法及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
查部門別範疇(如表 1-10)，並針對各部門排放量趨勢

及減量措施進行分析，除供擬定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

案依據，亦可做為局處減量比例分配之參考。 

表 1-10 溫管法部門別對應城市盤查部門分類 

溫管法部門 對應城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部門別範疇 

能源 

能源工業(扣除電力排放)： 

1. 公用與自用電能及熱能製造：包括公用與自用發電廠、公用

與自用熱能工廠及發電廠、公用與自用熱能工廠的燃料燃燒

排放。 

2. 石油煉製：關於石油產品煉製的所有燃燒活動，但不包括蒸

散排放 

3. 固體燃料製造與其他能源產業：包括從固體燃料轉變成次

級、三級產品製程之能源使用的燃燒排放，包括木炭的生產

過程。 

住商 
1. 住商能源部門中的住宅燃料燃燒+電力排放分擔 

2. 住商能源部門中的服務業燃料燃燒+電力排放分擔 

製造 

1. 工業能源部門中的製造業與營造業燃料燃燒。 

2. 工業能源部門中的製造業與營造業電力排放分擔。 

3. 工業製程部門。 

運輸 運輸部門的燃料燃燒+運輸電力排放分擔 

農業 
1. 住商能源部門中農林漁牧燃料燃燒+電力排放分擔 

2. 農業部門 

環境 廢棄物部門(不含電力排放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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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刻正發展低碳綠色城市，以「桃園市發展低碳

綠色城市自治條例」落實推動相關減量行為，並依據
自治條例權責進行分工如表 1-11，另外也配合中央需

地方共同協助事項整理列出以期共同完成減量目標，

如表 1-12，詳細內容及策略於後文各部門說明。 

表 1-11 桃園市管制執行方案主政機關 

項次 溫管法第八條推動事項 部門別 中央部會 
桃園市 

 

1 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能源部門 經濟部 經發局 

2 
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

節約 

3 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製造部門 
經濟部 

科技部 
經發局 

4 

運輸管理、公共運輸發展

及其他運 輸部門溫室氣

體減量 運輸部門 交通部 交通局 

5 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6 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住商部門 
內政部 

經濟部 

都發局 

經發局 

7 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 

環境部門 

環保署 環保局 

8 污水處理率提升 內政部 水務局 

9 
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

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化 
農業部門 農委會 農業局 

10 
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

糧食安全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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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管制執行方案部門別策略數 

部門別 能源 住商 製造 運輸 農業 環境 其他 

策略數量 11 9 9 12 8 11 22 

（二）各部門分析及策略說明 

1. 能源部門 

(1)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依據階段管制目標部門區分，能源部門範

疇包含能源部門自用與損耗，所屬產業涵蓋煉

油廠、發電廠等能源供給設施，其能源消費與
各部門對不同能源需求關係密切。本市境內使

用石化燃料之能源供給事業共 6 家(5 家電力及

燃氣供應業、1 家煉油業)。 

(2) 中央推動策略 

能源部門重點在分階段降低公用售電業銷

售電能之電力排碳係數基準，避免化石燃料不
當補貼，以逐步落實環境外部成本內部化。中

央推動策略以發展低碳及再生能源關鍵技術、

強化再生能源系統品質檢測認證、擴大天然氣
使用、研發或導入國際溫室氣體減量技術於既

存電廠、擴大再生能源設置、強化綠能發展、

發展分散式電源儲能技術、推動再生能源憑證
制度、改善能源生產、配輸效率、使用及推廣

節約能源、佈建低壓用戶智慧電錶…等。 

(3) 桃園市規劃策略 

因低碳能源設施佈建與節約能源推廣，涉

及與跨區域供需均衡之整體能源配比與能源基

礎設施佈建等，由中央通盤規劃，因此中央部
會於過往說明會時，建議地方可著重分散式再

生能源在地推動與節約能源管理，因此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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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門推動策略以發展再生能源為政策主軸，

並持續落實節能減碳相關政策，也依據「桃園
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公告用電契約

容量達伍仟瓩以上用電戶(共 98 家)應設置契約

容量 10%以上之太陽能、風能或其他等綠能設
備，桃園市現階段推動策略如表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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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能源部門推動策略 

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1 
推動桃園科

技園區減碳 

園區廠商標租廠房屋頂，由得標光電業者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以推廣再生能源系統，並達到節

能減碳效果。 

 

衡量標準如下： 

再生能源累計設置容量(KW) 

環境保護局 

106 年(含)

以前 

再生能源累計設置容

量 271.8KW 
-- 

107 年 
再生能源累計設置容

量 2,200KW 
-- 

108~109 年 
營運廠商於 107 年皆

已完成設置 
-- 

2 

桃公用設施

標租供設置

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 

本府為促進市有公用房舍屋頂及公用設施有效利

用、增加收益、積極落實綠能公舍及有效推廣太

陽能發電，由市府統一招租，得標廠商於本市機

關及學校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一方面有效利

用閒置屋頂空間增加再生能源建置量，另一方面

達教育目的，提升民眾及學生對綠能之認知。 

 

衡量標準如下：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案核准總累計裝置容量(KW)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

案 核 准 總 累 計
8,000kW 

-- 

107 年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

案 核 准 總 累 計
13,800kW 

-- 

經濟發展局 108~109 年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

案核准總累計 19,800 

kW 

-- 

3 

推動民間設

置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實

施計畫 

為鼓勵於本市廣泛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打造

低碳城市之優質居住型態，並帶動太陽光電發展

與系統設置技術： 

(一) 補助條件：桃園市轄內非公有之合法建築物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

案核准總累計裝置容

量 8.12MW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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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並取得能源局同意備案

之設置者。 

(二) 補助標準：依據案場設置容量計算設備補助

費。 

 

衡量標準如下：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案核准總累計裝置容量
(MW) 

經濟發展局 107 年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

案核准總累計裝置容

量 9.28MW 

4,000 

經濟發展局 108~109 年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

案核准總累計裝置容

量 10.64MW 

6,000 

4 

協助推動離

岸型風力發

電 

依據經濟部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布離岸風電規

劃場址遴選會議及容量分配結果，本市通過「桃

園離岸風力發電廠」1 案，分配設置容量為

350MW，將設置風機共 90 座，投資金額約 600

億元，預計於 110 年併網完成，將帶來每年 120

萬度電，提供本市 1 萬 6000 戶家庭每年用電

量。 

 

衡量標準如下：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案核准總累計裝置容量
(MW)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尚未辦理 -- 

107 年 尚未辦理 -- 

108~110 年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

案核准裝置容量 350 

MW 

-- 

5 
綠能屋頂全

民參與計畫 

配合經濟部推廣，以「民眾零出資、政府零補助」

為原則，整合在地屋頂，遴選太陽光電營運商承租

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尚未辦理 -- 

107 年 尚未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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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衡量標準如下：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案核准總累計裝置容量
(MW) 

108~109 年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

案核准裝置容量 4MW 
400 

6 
自治條例規

範對象 

依據 106 年 1 月 1 日實施之「桃園市發展低碳綠

色城市自治條例」第 25 條規定，要求指定之電力

用戶應於用電場所或擇本市適當場所設置契約容

量百分之十以上之太陽能、風能或其他綠能；指定

電力用戶第 1 期以契約容量 5,000 瓩以上之用戶

為規範對象。 

 

衡量標準如下： 

用電大戶設置率(%)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案核准總累計裝置容量

(MW) 

每年公告家數(家)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用電大戶設置率 30%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

案核准裝置容量

13.5MW 

106 年公告 91 家 

-- 

107 年 

用電大戶設置率 60%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

案核准裝置容量 27 

MW 

107 年公告 91 家 

-- 

108~109 年 

用電大戶設置率 100%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

案核准裝置容量 45 

MW 

108 年公告 91 家 

-- 

7 

設置太陽光

電發電及儲

能系統實施

計畫 

除了針對私有房舍建置太陽光電進行補助，亦將

補助本市 800kW 以上用電大戶設置儲能系統。 

 

衡量標準如下：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案核准總累計裝置容量
(MW)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

案核准總累計裝置容

量 8.12MW 

3,500 

107 年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

案核准總累計裝置容

量 9.28MW 

4,000 

108~109 年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

案核准總累計裝置容

量 10.64MW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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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8 

偏鄉地區防

災型自主能

源系統 

為避免偏鄉地區於天災時無法與外界聯繫傳遞災

情，形成孤島效應，擬設置具「創能、儲能、節

能」之智慧能源系統。 

 

衡量標準如下： 

向能源局報備同意備案核准總累計裝置容量(KW)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尚未辦理 -- 

107 年 尚未辦理 -- 

108~109 年 

設置裝置容量 9kW 儲

能設備，向能源局報備

同意備案核准總累計

裝置容量 13.8kW 

980 

9 光電埤塘 

為推動綠能政策，將桃園市在地特色之一埤塘，

結合太陽光電系統，發展為光電埤塘，採用水面

型太陽光電系統，具有無水質污染、耐腐蝕、耐

UV 以及高抗風壓等特質，其建置後不影響原埤

塘蓄水、滯洪之功用。 

衡量標準如下： 

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MW) 

環境保護局 

106 年 

(含)以前 
-- -- 

107 年 
完成 2 口光電埤塘，設

置容量共 2.481MW 
-- 

108~109 年 -- -- 

10 
掩埋場太陽

光電 

活化桃園市公有掩埋場土地，轉型為綠能用地，

設置太陽光電系統，更體現閒置土地與綠電的結

合，也能有效降低碳排放量，減緩氣候暖化。 

衡量標準如下： 

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MW) 

環境保護局 

106 年(含)

以前 

累計設置 5 處掩埋場

綠能設施，300MW 
-- 

107 年 

累計設置 8 處掩埋場

綠能設施，設置容量為
4.5MW 

-- 

108~109 年 -- -- 

11 
可處理廚餘、污泥、廢棄物等高熱值垃圾，熱處

理單元發電效率大於 28％，遠高於國內既有 24
環境保護局 

106 年(含)

以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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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桃園市生質

能中心 BOT

案 

座大型垃圾焚化廠，每年有 2 億度發電量，是國

內發電量最大的生質能發電廠，預計 110 年完工

營運。 

衡量標準如下： 

生質能累計發電量(度) 

107 年 -- -- 

108~109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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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住商部門 

(1)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住商部門包含轄區內住宅、服務業、農林

牧業及漁業等之電力及燃料使用，排放量以電

力使用(78%)為主，其餘為燃料(22%)，而燃料
又以原油及石油產品、天然氣、液化天然氣、及

柴油等 4 種為大宗。電力使用部分，可從桃園

市人口成長持續攀升，不難看出使用趨勢，且
觀察台灣地區氣溫(如圖 1-7)，87 年~106 年，

整體平均溫度提升 0.71 度，夏季(6~8 月)最高

溫有逐年上升趨勢，而冬季(12~2 月)最低溫有
逐年下降趨勢。而氣溫高低會影響民眾使用空

調頻率，使平均冷氣開機日數逐漸上升，再搭

配智慧化電子產品不斷推陳出新，造成電力使
用量有隨之上升之趨勢。在燃料使用部分，以

住宅使用原油及石油產品最多，其次依序為服

務業使用原油及石油產品、住宅使用天然氣與
服務業使用液化天然氣及天然氣；近年觀察服

務業的燃料使用量上，有逐漸成長趨勢，因此

說明排放量亦隨經濟成長率改變。 

(2) 中央推動策略 

節能減碳政策上，中央以推廣綠建築、新

建建築能效提升、既有建築減量管理、規劃建
築物外殼耗能資訊透明機制、服務業強制性管

制措施、特定對象輔導措施、推動服務業自主

減碳及獎勵補助…等推動策略為主。 

(3) 桃園市規劃策略 

本市也依據「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

治條例」，公告用電契約容量達伍仟瓩以上用電
戶(共 98 家)應設置契約容量 10%以上之太陽能、

風能或其他等綠能設備，雖大多為工廠、運輸

場站，但仍有部分為住商部門類別，例：醫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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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長庚醫院)、百貨公司(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等；服務業中也有辦理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
助，因此可預期住商及工業部門用電會有下降

趨勢。桃園市現階段推動策略如表 1-14。 

 

 

圖 1-7 台灣地區全年及夏季平均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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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 住商部門推動策略 

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1 
擴大規範公共建築

取得綠建築標章 

研議擴大公有建築物取得綠建築標

章之門檻。 

 

衡量標準如下： 

綠建築基準案件加強審查及抽查件

數(件) 

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件) 

綠建築標章(件) 

都市發展局 

106 年

(含)以前 

1. 依建築技術規則須檢討綠建

築基準案件，加強審查及抽查

500 件。 

2. 106 年度成果取得綠建築候選

證書 49 件及綠建築標章 31 件。 

-- 

107 年 

1. 依建築技術規則須檢討綠建

築基準案件，加強審查及抽查

600 件。 

2. 107 年度成果取得綠建築候選

證書 45 件及綠建築標章 17 件。 

-- 

108~109

年 

1. 依建築技術規則須檢討綠建

築基準案件，加強審查及抽查

600 件。 

2. 預計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 30

件及綠建築標章 15 件。 

-- 

2 
打造低碳永續，綠

建築公營住宅 

本府興建公營住宅取得綠建築標章

（銀級以上）。 

 

衡量標準如下： 

公營住宅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

累計數(件) 

都市發展局 
106 年

(含)以前 

公營住宅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

標章累計數達 0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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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2 
打造低碳永續，綠

建築公營住宅 

本府興建公營住宅取得綠建築標章

（銀級以上）。 

 

衡量標準如下： 

公營住宅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

累計數(件) 

都市發展局 

107 年 
公營住宅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

標章累計數達 0 件 
-- 

108~109

年 

108 年公營住宅取得銀級以上綠

建築標章累計數達 1 件 

109 年公營住宅取得銀級以上綠

建築標章累計數達 3 件 

-- 

3 提高綠屋頂比例 

研議於都市設計審議時加強須屋頂

綠化案件之審查，另都市計畫未要

求設置屋頂綠化之都市設計審議案

件，於審議中酌予建議加強相關設

計。 

 

衡量標準如下： 

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六樓以上)案件

綠屋頂比率(除斜屋頂設計外)(%) 

都市發展局 

106 年

(含)以前 

都市設計審議通過集合住宅(6樓

以上)案件綠屋頂比率達 50%  
-- 

107 年 
都市設計審議通過集合住宅(6樓

以上)案件綠屋頂比率達 55% 
-- 

108~109

年 

研議於都市計劃土地使用管制

內增加其他類型建築物綠屋頂

設計之可能性。 

-- 

4 節約用水宣導 

節能標章產品認證及推動 

 

衡量標準如下： 

(自來水生活用水量/供水人口)/全

年總天數(立方公尺/人.日) 

經濟發展局 

106 年

(含)以前 

人均用水量達 0.262 立方公尺/

人日 
-- 

107 年 
人均用水量達 0.264 立方公尺/

人日 
-- 

4 節約用水宣導 
節能標章產品認證及推動 

 
經濟發展局 

108~109

年 

人均用水量達 0.258 立方公尺/人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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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衡量標準如下： 

(自來水生活用水量/供水人口)/全

年總天數(立方公尺/人.日) 

5 
低碳永續家園運作

及成效管考計畫 

推動本市參與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

運作，並取得認證，每年取得認證

數應增加。 

 

衡量標準如下： 

取得環保署低碳社區評等認證里累

計數量(處) 

環境保護局 

106 年

(含)以前 

環保署低碳社區認證(銅銀級)累

計 57 處 
500 

107 年 
環保署低碳社區認證(銅銀級)累

計 100 處 
500 

108~109

年 

環保署低碳社區認證(銅銀級)累

計 133 處 
500 

6 
辦理公益宗教團體

認證(環保類) 

1. 訂定認證要點：將環保類別納

入評核項目。 

2. 推動低碳措施，藉宗教負責人

講習會宣導減香、紙錢減量及紙錢

集中燃燒。 

3. 認證成績優良之宗教團體依要

點規定予以獎勵。 

4. 桃園市第一屆公益宗教團體認

證已於 106 年評核完成。 

 

衡量標準如下： 

公益宗教團體認證評核指標中屬環

保類別共 6 項目，以細項取得 1/2

數量之宗教團體為統計數據(間) 

推動低碳措施宣導講習會累計場次

(場) 

民政局 
106 年

(含)以前 

 公益宗教團體(環保類)累計

數達 16 間 

 推動低碳措施宣導講習會

累計 6 場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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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6 
辦理公益宗教團體

認證(環保類) 

1. 訂定認證要點：將環保類別納

入評核項目。 

2. 推動低碳措施，藉宗教負責人

講習會宣導減香、紙錢減量及紙錢

集中燃燒。 

3. 認證成績優良之宗教團體依要

點規定予以獎勵。 

4. 桃園市第一屆公益宗教團體認

證已於 106 年評核完成。 

 

衡量標準如下： 

公益宗教團體認證評核指標中屬環

保類別共 6 項目，以細項取得 1/2

數量之宗教團體為統計數據(間) 

推動低碳措施宣導講習會累計場次

(場) 

民政局 

107 年 

 公益宗教團體(環保類)累計

數達 16 間(※公益宗教團體

認證係每 2 年辦理 1 次，107

年度未辦理) 

 推動低碳措施宣導講習會

累計 8 場 

9 

108~109

年 

 公益宗教團體(環保類)累計

數達 45 間 

 推動低碳措施宣導講習會

12 場 

60 

7 
推動旅館響應綠行

動傳唱計畫 

透過推動環保旅店，宣導旅客自備

盥洗用品，以節省不必要的資源浪

費，同時可將省下的部分成本支出

轉換為房價優惠回饋於消費者，共

創環境、業者、旅客的三贏局面。 

 

衡量標準如下： 

環保旅店數及獲得其他環保認證之

旅館累計數量(間) 

觀光旅遊局 

106 年

(含)以前 

環保旅店數及獲得其他環保認

證旅館數 55 間 
-- 

107 年 
環保旅店數及獲得其他環保認

證之旅館累計數量達 62 間 
200 

108~109

年 

環保旅店數及獲得其他環保認

證之旅館累計數量達 62 間 

預估經費 400 

(未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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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8 
辦理設備汰換與智

慧用電補助 

本市轄下服務業有意願更換無風管冷氣

機、辦公室照明設備、室內停車場智慧

照明及導入能源管理系統，皆可申請補

助，每個品項補助 45%費用，每案最高

可申請 400 萬元。 

 

衡量標準如下： 

節電度數(度)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以前 尚未辦理 -- 

107 年 節省 2,787 萬度電 15,350 

108~109 年 
預期可節省 5,578 萬

度電 
15,350 

9 

桃園市共用設施維

護修繕補助辦法執

行計畫 

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處桃園市公寓大廈

共用設施維護修繕補助辦法執行計畫，

補助本市轄內公寓大廈建築物及建築基

地內共用部分使用之照明設備汰換(一)

管理負責人：最高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5

萬元。(二)小型公寓大廈(100 戶以下

者)：最高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10 萬元。

(三)中型公寓大廈(101 戶至 200 戶以下

者)：最高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15 萬元。

(四)大型公寓大廈(超過 200 戶者)：最高

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20 萬元。 

 

衡量標準如下： 

節能社區大樓累計數量(以汰換照明燈具

佔全部燈具 1/2 比例之社區數) 

都市發展局 

106 年(含)以前 
節能社區大樓累計

371 處 
800 

107 年 
節能社區大樓累計

454 處 
800 

108~109 年 
節能社區大樓累計

474 處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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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造部門 

(1)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製造部門碳排放源主要為電力及燃料使用，

由於桃園屬工業城市，工業用電(37.32%)及工

業燃料(30.23%)為本市主要溫室氣體來源。在
溫管法上路後，依現行盤查登錄管理辦法及盤

查登錄之排放源規定，納管我國主要耗能產業，

包含：電力、鋼鐵、水泥、半導體業、薄膜電晶
體、石油煉製等行業，或化石燃料燃燒年排放

量達 2.5 萬噸 CO2e 以上者。歷年列管排放源之

排放量如圖 1-8。電力使用有逐年下降趨勢，在
燃料燃燒產生之直接排放量部分，扣除 5 家電

力及燃氣供應業 1 家煉油業後等能源供給業後，

以 18 家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子業)、5 家非金
屬礦物製品製造業(非金屬製造業)產生排放量

最多，其行業別家數及排放量占比請參考圖 1-

9。顯示桃園市耗能大戶以特定行業別，如發電
業、煉油業、電子業、非金屬製造業等為主。 

 

 

圖 1-8 桃園市歷年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源名單及其排放量 

 

16

44

64 54
57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家數申報排放量

(千噸CO2e)



47 

 

圖 1-9 本市列管排放源行業別 

 

(2) 中央推動策略 

中央推動策略以輔導產業轉型為綠色低碳
企業，並發展綠能產業，以提升產品之國際競

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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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民眾
永續消費習慣，促使產業調整為永續生產製

程…等。 

(3) 桃園市規劃策略 

桃園市在製造部門推動減量部分，依能源

管理法，契約容量超過 800kW 之能源大用戶，

應建立能源查核制度及訂定執行節約能源計畫，

並規範其節電目標應達 1%；經發局賡續辦理

「桃園市工廠綠色化輔導計畫」，推動轄境內產

業朝三低一高（低污染、低耗能、低用水及高附
加價值）發展，藉由輔導、補助業者辦理節能、

減廢、低污染等清潔生產工作；環保局則於 106

年推動「鍋爐改燃天然氣補助計畫」，依鍋爐大

化學原材料等(5)

4.43%

石油及煤製品(1)

6.31%

其他化學製品(2)

0.40%

非金屬礦物製品(5)

4.79%

食品及飼品(1)

0.15%
紙漿、紙及紙製品(4)

3.27%

紡織業(9)

2.62%

基本金屬(2)

0.36%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6)

72.88%

電子零組件(18)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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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不同，補助金額分 30 萬、45 萬、60 萬元共

三等級，鼓勵業者將生煤、木屑或重油燃料改
為天然氣，除促使 PM2.5 減量，同步也可降低

溫室氣體排放量；綜整桃園市現階段推動策略

如表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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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 製造部門推動策略 

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1 

工廠綠色化服務

團，協助產業自主

減量 

由產官學研相關產業領域專家組成工廠綠

色化輔導團，提供廠商節能技術輔導，建

立自主化節能管理等能力。 

 

衡量標準如下： 

工廠綠色化服務團輔導廠商場次(場次/年)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工廠綠色化服務團輔導

廠商累計 75 場 
350 

107 年 
工廠綠色化服務團輔導

廠商場次 20 場次 
350 

108~109 年 
工廠綠色化服務團輔導

廠商場次 40 場次 
700 

2 提供綠色融資輔導 

與信保基金共同提列相對保證，由臺灣中

小企業銀行提供 10 億元融貸資金。重點

產業如綠能最高可貸 500 萬元，其它產業

200 萬元。 

 

衡量標準如下： 

金融業者簽訂 MOU(專案貸款) (家/年)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與 1 家金融業者簽訂

MOU( 專案貸款金額

300 億元) 

-- 

107 年 

與 3 家金融業者簽訂

MOU( 專案貸款金額

650 億元) 

-- 

108~109 年 

與 2 家金融業者簽訂

MOU( 專案貸款金額

100 億元) 

-- 

3 
辦理環保節能相關

訓練課程或講座 

辦理環保節能相關訓練課程或講座協助業

者建立自主化節能管理能力，鼓勵產業朝

三低一高發展。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辦理環保節能相關教育

訓練課程或講座累計 9

場 

30 

107 年 
辦理環保節能相關教育

訓練課程或講座 2 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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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衡量標準如下： 

辦理環保節能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或講座場

次(場/年) 

108~109 年 
辦理環保節能相關教育

訓練課程或講座 4 場 
60 

4 
地方產業創新研發

推動計畫 

與經濟部共同編列對等經費，用以鼓勵轄

內廠商創新研發，綠能產業每案最高可獲

100 萬元補助。 

 

衡量標準如下： 

補助綠能廠家數(家/年)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補助綠能廠累計 5 家 2,250 

107 年 補助綠能廠家數 2 家 2,250 

108~109 年 補助綠能廠家數 4 家 4,500 

5 補助產業節能改善 

依「桃園市低碳科技產業補助及獎勵作業

要點」，針對施行低碳科技工程、購置主

要低碳科技設備、採行低碳科技技術、採

購最新污染防治設備或提升原有防污設備

製程效率費用給予補助。 

 

衡量標準如下： 

產業節能改善補助方案公告後，獲補助廠

商家數(家/年)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補助廠商累計 9 家 500 

107 年 

產業節能改善補助方案

公告後，獲補助廠商家

數 10 家 

475 

108~109 年 

產業節能改善補助方案

公告後，獲補助廠商家

數 20 家 

900 

6 
桃園市績優企業卓

越獎 

選拔桃園創業歷史悠久的長青企業、創

新、環保循環、服務品質、青年創業有成

之優質企業，獎勵其對桃園的貢獻，給予

公開表揚。 

 

衡量標準如下： 

綠色環保企業表揚家數(家/年)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綠色環保企業表揚累計

15 家 
300 

107 年 
綠色環保企業表揚家數

5 家 
300 

108~109 年 
綠色環保企業表揚家數

10 家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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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7 
觀光工廠響應碳足

跡標籤制度 

舉辦碳足跡標籤制度宣導活動，邀請市內

觀光工廠業者與會，期能推廣本市觀光工

廠綠建築規劃、建立商品碳足跡標籤制

度。 

 

衡量標準如下： 

商品取得碳足跡標籤累計數量(個)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商品取得碳足跡標籤累

計 4 個 
20 

107 年 
商品取得碳足跡標籤累

計數量至 6 個 
20 

108~109 年 
商品取得碳足跡標籤累

計數量至 10 個 
40 

8 
補助本市工業鍋爐

汰換 

依經濟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業

鍋爐改善作業要點」擬定「桃園市政府辦

理工業鍋爐改善作業補助計畫」，補助轄

內工廠執行鍋爐改善事宜。 

 

衡量標準如下： 

補助本市工廠改善鍋爐數(座)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 -- 

107 年 補助改善 30 座鍋爐 8,400 

108~109 年 補助改善 130 座鍋爐 34,400 

9 
輔導觀光工廠發展

為環教設施場所 

邀請環境教育場所認證之專家學者，至觀

光工廠進行場域評估及規劃方向建議，以

鼓勵本市觀光工廠業者發展為環教設施場

所。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觀光工廠通過環境教育

場所認證累計 1 處 
20 

107 年 輔導訪視 10 家業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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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衡量標準如下： 

觀光工廠通過環境教育場所認證累計數量

(處) 

輔導觀光工廠業者參與環教設施場所(家) 

108~109 年 
預計至少輔導訪視 20

家業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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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輸部門 

(1)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本市運輸包含軌道運輸、道路運輸、航空

運輸及海運水運，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方式說

明如下。 

A. 軌道運輸：計算本市臺鐵、高鐵及桃捷，使

用電力及燃料造成的排放量，其中燃料排放

源來自臺鐵柴聯車及柴油客車使用柴油所
造成的排放量。 

B. 道路運輸：來自燃料使用，燃料項目包含汽

油、柴油，及液化石油氣等。 

C. 航空運輸：來自燃料使用，本市航空運輸排

放源為桃園國際機場，僅營運國際線，故納

入範疇三計算。 

D. 海運/水運：轄區內無國際商港或國內商港等

運載客貨之水上交通工具排放量，故不納入

計算。 

E. 非道路運輸：運輸場站範圍內，非提供運輸

服務之相關設備，如磨軌、維修保養、場站

內人員使用之運輸機具燃料使用量，納入本
市臺鐵及桃園捷運非道路運輸柴油使用量。 

 

軌道運輸(臺鐵、高鐵、捷運)電力使用量逐
年上升，柴油排放源來自臺鐵柴聯車及柴油客

車，使用量逐年下降。道路運輸排放量來自售

油量，與車量擁有數成正向關係，而本市車輛

登記數量攀升(圖 1-10)，導致整體溫室氣體排

放量緩慢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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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 本市車輛登記數量 

 

(2) 中央推動策略 

因交通運輸工具多仰賴傳統化石燃料，故

以提升車輛能源效率及低碳車輛使用最具減碳

貢獻，並提升公共運輸供給能量，減緩並降低
私人運具使用，培植電動運具使用量能、提升

傳統運具之能源效率，降低傳統化石燃料的依

賴性。 

(3) 桃園市規劃策略 

經檢視後，本市最主要排放源為車輛用油，

但考量油價為浮動機制，地方無法掌控油價，
交通局也透過建構友善公共運輸環境，減少私

人運具使用進而降低排放量，而中央以公路公

共運輸運量提升、提升臺鐵運量、高鐵運量提
升、環島鐵路電氣化、電動運具推廣、新車效能

提升、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及汰換老舊

車輛…等推動策略為主，其本市現階段推動策
略如表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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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 運輸部門推動策略 

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1 

桃園市智慧型

站牌及集中式

站牌建置計畫 

其主要的目標係為改善民眾候車之品

質，美化本市街道景觀，並使新式站牌

與各設置地點之環境相互融合，俾能達

到都市整體一致的景觀意象。 

 

衡量標準如下： 

建置集中式(含智慧型)站牌累計數量(件) 

交通局 

106 年(含)

以前 

建置集中式(含智慧型)站牌累

計數量 1,573 件 
1,500 

107 年 
建置集中式(含智慧型)站牌累

計數量 1,773 件 
750 

108~109

年 

建置集中式(含智慧型)站牌累

計數量 1,973 件 
1,500 

2 
路暢專案改善

計畫 

為改善瓶頸路口及路段，利用號誌管理

及路型調整、交通工程管制手段等，提升

口及路段運行效率及安全，俾能提升行

車速率、降低停等延滯，及達到減少車輛

二氧化碳排放之目的。 

 

衡量標準如下： 

路暢改善路段數(條/年) 

交通局 

106 年(含)

以前 
路暢改善路段數 33 條 250 

107 年 路暢改善路段數 13 條 80 

108~109

年 
路暢改善路段數 25 條 160 

3 

桃園市公共運

輸使用率提升

相關行動計畫 

公共運輸使用率提升的策略包含： 

1.檢討全市公車路線、路網規劃。 

2.例行服務品質稽核。 

3.業者營運補貼。 

4.持續改善公共運輸查詢平台之準確性

及附加價值，以提升本市民眾使用公共

運輸之意願。 

交通局 

106 年(含)

以前 
運量成長率 20% 33,330 

107 年 運量成長率 26% 3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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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衡量標準如下： 

運量成長率(本年度乘車人數-前一年乘

車人數)/前一年乘車人數(%) 

108~109

年 
運量成長率 34% 66,660 

4 

桃園市公共自

行車租賃系統

建置及營運管

理 

期藉由發展公共自行車結合區域內與區

域間之公共運輸，減少私人機動車輛之

持有及使用，以改善都市道路交通擁

擠、環境污染及減少能源消耗等問題，

並可增加市民機動性、便利生活及促進

市民健康，以落實「大桃園綠色低碳城

市」的願景。 

 

衡量標準如下： 

全市自行車道累計長度(公里) 

全市公共自行車累計數量(車輛數) 

全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站累計數量(站數) 

交通局 

106 年(含)

以前 

 全市自行車道累計長度

達 214.99 公里 

 公共自行車累計數達

2,800 輛 

 公共自行車累計租賃站

達 130 站 

11,130 

107 年 

 全市自行車道累計長度

達 232 公里 

 公共自行車累計數達

6,500 輛 

 公共自行車累計租賃站

達 320 站 

11,130 

108~109

年 

 全市自行車道累計長度

達 245 公里 

 公共自行車累計數達

8,700 輛 

 公共自行車累計租賃站

達 320 站 

22,000 



57 

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5 

桃園市發展低

碳綠色城市低

碳運具設施補

助實施計畫 

為鼓勵市民加速淘汰高污染二行程機車

及推廣使用低污染運具，除鼓勵民眾檢

舉烏賊車，並配合建置低污染運具友善

使用環境及辦理推廣低污染運具相關宣

導活動，使本市民眾了解並使用低噪

音、低污染及零廢氣的交通工具，建立

本市低碳城市綠色交通網，同時營造本

市友善的居住環境，達到全力推動低碳

運具，讓本市成為低碳運具城市，以改

善本市空氣品質。 

 

衡量標準如下： 

低碳機車累計專用停車格數量 

電動二輪車市占率(%) 

供公、私用的充(換)電站，累計機車充

(換)電數(站) 

環保局 

交通局 

106 年(含)

以前 

 低碳機車累計專用停車

格達 242 格 

 電動二輪車累計目標市

占率 2.6%，實際市占率

4.12%。 

 電動機車累計目標充(換)

電站 650 站；實際達成站

數為 809 站。 

8,550 

107 年 

 低碳機車累計專用停車

格達 242 格 

 電動二輪車累計目標市

占率 4.2%，實際市占率

4.97%。 

 電動機車累計目標充(換)

電站 840 站；實際達成站

數為 948 站。 

9,310 

108~109

年 

 低碳機車目標專用停車

格達 280 格 

 電動二輪車目標市占率

達 5% 

 電動機車目標充(換)電站

達 1,000 站 

14,675 



58 

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6 
新屋綠色廊道

鐵馬行 

(已於 106 年結案) 

為推廣新屋綠色廊帶自行車，本局於永

安漁港南岸至綠色隧道終點福興宮建置

環境改善設施，以增進遊客騎乘自行車

意願。 

 

衡量標準如下： 

改善遊憩設施累計改善面積(平方公尺) 

觀旅局 

106 年(含)

以前 

改善遊憩設施累計改善面積

16,740 平方公尺 
3,000 

107 年 -- -- 

108~109

年 
-- -- 

7 騎樓整平計畫 

1.為提升人行環境無障礙品質，針對人

流集中的商圈、學校、捷運、車站、

重要建築物周邊以及 30 公尺以上主

要幹道，以點線面方式逐步推動。 

2.因騎樓產權都屬私有，需取得所有權

人同意始可施工改善，需辦理多場地

方說明會充分溝通取得共識(同意

書)。 

3.本市每街廓騎樓整平施工影響時間已

壓縮至 3 日(原為 7 日)，已大幅降低

對店家及民眾通行之不便。 

 

衡量標準如下： 

累計改善長度(公尺) 

工務局 

106 年(含)

以前 
累計改善長度達 1,619 公尺 761 

107 年 
累計改善長度達 3,574 公尺 

(截至 12 月) 

2,131 

(107-108 年) 

108~109

年 
累計改善長度達 3,800 公尺 

2,131 

(109 年尚未發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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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8 

柴油車排煙檢

測及污染管制

計畫 

本市兩個檢測站執行柴油車排煙檢測或

執行各項檢測作業，並提供客貨運業者

參與自主管理標章計畫一案；此管理標

章採取更嚴格之排氣標準。 

 

衡量標準如下： 

自主管理標章發照數(張) 

環境保護局 

106 年(含)

以前 

自主管理標章年度目標數

3,600 張；實際發照數 4,132

張。 

3,444.3 

107 年 

自主管理標章年度目標數

3,625 張；實際發照數 5,111

張。 

3,562.5 

108~109

年 

自主管理標章年度目標數

3,850 張。 
4,600 

9 
推動台灣好行

低碳旅遊 

觀旅局：鼓勵民眾多利用公共運輸工具

至各觀光景點，減少私人運具使用，以

達節能減碳之效果。 

交通局：配合觀光旅遊局特定旅遊路線

實施相關低碳交通配套措施。 

 

衡量標準如下： 

自 104 年起各年度 1 月 1 日起至當年 12

月 31 日前台灣好行總搭乘人次除以 103

年同期總搭乘人次*100% 

觀光旅遊

局、 

交通局 

106 年(含)

以前 

台灣好行旅遊線總搭乘人數

年平均成長率 21% 
260 

107 年 
台灣好行旅遊線總搭乘人數

年平均成長率 22% 
250 

108~109

年 

台灣好行旅遊線總搭乘人數

年平均成長率 23% 
預計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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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10* 
步道環境維護

補助計畫 

(已於 107 年結案)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步道環境維護與改

善，結合地方民眾力量，建構優良步道

環境。本計畫執行過程，於 105 年 10

月 26 日奉市長核定，105 年 12 月 7 日

函發區公所公告周知，申請補助至 106

年 2 月 28 日截止，預計可於年底前補

助民間團體辦理步道維護作業，達成目

標值。 

 

衡量標準如下： 

步道維護改善累計長度(公尺) 

觀光旅遊局 

106 年(含)

以前 

步道維護改善 

累計長度 4,000 公尺 
250 

107 年 
步道維護改善 

累計長度 8,000 公尺 
250 

108~109

年 
-- -- 

11 

交通路況訊息

(壅塞、替代道

路)發布 

為提升道路使用效率及車流運轉效率，

透過資訊可變標誌(CMS)發布壅塞或替

代道路訊息，促使民眾提前改道，避免

道路壅塞發生時，因車流不斷匯入造成

壅塞情形更加嚴重。 

(現有替代道路導引規則，共計 26 條) 

 

衡量標準如下： 

建置替代道路導引規則(條) 

交通局 

106 年(含)

以前 
累計 10 條替代道路導引規則 500 

107 年 增加 5 條替代道路導引規則 500 

108~109

年 

每年增加5條替代道路導引規

則 
500 

12 
桃園市公有路

外停車場低污

為打造低碳運具之友善環境，本局除於

現有公有路外停車場設置一定比例低污
交通局 

106 年(含)

以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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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染車輛優先停

車位設置比例 

染車輛優先停車位外，未來新闢停車場

亦規劃優先停車位，以營造低碳永續發

展之環境。 
 

衡量標準如下： 

設置低污染車輛優先停車位累計數量

(席) 

107 年 
已規劃低污染車輛優先停車

位共計 104 席。 
-- 

108~109

年 

預計可設置低污染車輛優先

停車位 15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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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農業部門 

(1)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農業部門碳排放源包含水稻之第一期及第

二期作田之種植面積，而牲畜和糞便管理則包

含估算牲畜腸胃道內發酵及牲畜排泄物處理之
排放量。104 年北部地區缺水，第一期稻田停水

停灌，故收穫面積變低，排放量隨之下降；牲畜

和糞便排放量 104 年略上升，牲畜年底頭數以
豬、蛋雞為主要飼養牲畜，屠宰量以屠宰白色

肉雞為最多。 

(2) 中央推動策略 

我國農業部門之生產活動係為提供國人糧

食之供應、維護糧食安全，林業部門則具有森

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強化之
功能，因此在中央推動策略部分，以推動友善

環境農業耕作，穩定農業生產，及維護農、林、

漁、牧生產環境，確保農業永續發展為主。 

(3) 桃園市規劃策略 

在減量措施部分，水稻田涉及糧食安全、

生態保育、氣溫調節、蓄水等多項功能，故建議
以推廣合理化施肥、有機耕種、友善耕種等為

主，不以減量為主要目標。而在畜牧業部分，推

動環保畜牧、豬廁所，並透過廢水處理設施後
轉換為肥料，以減少畜牧業所產生的排放量；

桃園市現階段推動策略如表 1-17。 

 

 

 



63 

表 1-17 農業部門推動策略 

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1 
畜牧廢棄物資

源化 

補助畜牧場購置沼氣利用設施，增加畜牧廢

棄物轉化可用資源，以減少農業資源浪費。 

 

衡量標準如下： 

實際核定設施補助累計家數(家) 

農業局 

106 年(含)

以前 

實際核定設施補助累

計家數達 26 家 
200 

107 年 
實際核定設施補助累

計家數達 37 家 
100 

108~109

年 

補助設施累計家數達

90 家 

200 

(每年 100) 

2 
提供畜牧節能

改善補助 

補助畜牧場購置省電燈具、節能風扇等相關

設備以增加畜牧設施用電效率。 

 

衡量標準如下： 

實際核定設施補助累計家數(家) 

農業局 

106 年(含)

以前 

實際核定設施補助累

計家數達 71 家 
800 

107 年 
實際核定設施補助累

計家數達 138 家 
400 

108~109

年 

補助設施累計家數達

300 家 

800 

(每年 400) 

3 

空品淨化區及

室內空品稽查

檢核維護計畫 

桃園市為降低裸露地表造成揚塵之虞，將持

續推廣裸露地增設為空氣品質淨化區，提升

本市綠覆率。 

 

衡量標準如下： 

裸露地綠美化累計面積(公頃) 

環境保護局 

106 年(含)

以前 

裸露地綠美化目標面

積 14.2 公頃；實際累

計面積達 15.5 公頃 

850 

107 年 

裸露地綠美化目標面

積 15.5 公頃；實際累

計面積達 16.5 公頃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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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108~109

年 

裸露地綠美化累計目

標面積 17.5 公頃 
977 

4 
公園綠地興闢

與擴建計畫 

本市未開闢綠帶用地取得方式，目前係透過

容積移轉，儘可能以無償方式取得，倘該土

地可以無償或由容積移轉取得公園用地 1/2

面積以上且基地完整，本局即可評估後進行

規劃。(註：已開闢公有地為主) 

 

衡量標準如下： 

本市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戲場累計綠

化面積(公頃) 

工務局 

106 年(含)

以前 

本市公園、綠地、廣

場、兒童遊戲場累計

綠化面積達 408.0303

公頃 

1,500 

107 年 

本市公園、綠地、廣

場、兒童遊戲場累計

綠化面積達 425 公頃 

(截至 12 月) 

2,000 

108~109

年 

本市公園、綠地、廣

場、兒童遊戲場累計

綠化面積達 433.0903

公頃。 

100,795 

5 
桃花園植樹造

林計畫 

本案計畫 3 年期程(107~109 年)； 

全面推廣全市及海岸植樹造林，以休閒景觀

造林概念營造綠色環境，增加城市綠覆著

率。 

 

農業局 

106 年(含)

以前 
造林面積 4.49 公頃 500 

107 年 造林面積 3 公頃 1,500 

108~109

年 

每年實際造林面積 3

公頃(2 年共 6 公頃) 

3,000 

(每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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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衡量標準如下： 

以實際造林面積核算(公頃/年) 

6 
免費提供綠美

化苗木 

綠色資源是國家重大資產，也是涵養水源的

重要條件，滿足境內各學校和機關團體環境

綠美化之需，可達成本市優質生活品質的目

標。 

 

衡量標準如下： 

申請苗木數量(萬株/年) 

農業局 

106 年(含)

以前 

申請苗木累計數量

39.53 萬株 
810 

107 年 
申請苗木數量 12 萬

株 
600 

108~109

年 

每年申請苗木數量 12

萬株(2 年共 24 萬株) 

1,200 

(每年 600) 

7 
桃園市植樹節

活動 

為響應植樹節的精神，由市長帶領市民朋友

們，將樹木種植在土地上，期待種下充滿綠

意的未來，籍此提升環境品質，也使市民的

休憩場所更加綠意盎然，最重要的是將樹木

留給子孫們，為減緩全球暖化盡一分心力。 

 

衡量標準如下： 

活動場次(場/年) 

農業局 

106 年(含)

以前 
辦理活動累計 3 場次 50 

107 年 辦理活動 1 場次 80 

108~109

年 

辦理活動 2 場次 

(每年 1 場次) 

160 

(每年 80) 

8 

推動桃園市安

全農業發展計

畫 

有機農業是一種較不污染環境、不破壞生

態，並能提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農產品的生

產方式。故持續推動有機農業永續發展可促

進本市優質健康生活品質的目標。 

 

農業局 

106 年(含)

以前 

有機栽培累計面積達

345 公頃 
2,500 

107 年 
有機栽培累計面積達

360 公頃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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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衡量標準如下： 

有機栽培累計面積(公頃) 
108~109

年 

有機栽培累計面積達

400 公頃 

2,000 

(每年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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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環境部門 

(1)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境內處理廢棄物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包含固體廢棄物處理(掩埋及生物處理)、廢棄物

焚化及廢水處理，其溫室氣體排放比例如圖 1-

11，說明如下。 

A. 掩埋處理：使用理論氣體法計算排放量。本

市掩埋場並無進行沼氣回收，因此僅計算本
市垃圾掩埋所產生之甲烷排放量，但本市生

垃圾全由焚化處理，掩埋場僅掩埋溝泥及塵

土，不產生甲烷等溫室氣體。 

B. 生物處理：計算堆肥處理產生之甲烷與氧化

亞氮排放量。 

C. 廢棄物焚化：計算本市 2 座焚化爐處理廢棄
物焚化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並排除計算

併入電網比例。 

D. 廢水處理：包含生活污水及事業廢水，納入
好氧處理產生的氧化亞氮排放量，及厭氧處

理時產生的甲烷及氧化亞氮排放量。 

E.  

F. 圖 1-11 環境部門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量佔比 

(2) 中央推動策略 

我國農業部門之生產活動係為提供國人糧

生物處理, 

0.34%
焚化, 5.58%

住商廢水, 

66.33%

工業廢水, 

2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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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之供應、維護糧食安全，林業部門則具有森

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強化之
功能，因此在中央推動策略部分，以推動友善

環境農業耕作，穩定農業生產，及維護農、林、

漁、牧生產環境，確保農業永續發展為主。 

(3) 桃園市規劃策略 

桃園市在減量措施部分，目前主要推動垃

圾減量、廢棄物零掩埋、沼氣處理與鼓勵沼氣
回收發電等政策。此外，焚化廠燃燒會產生的

碳排放，售電部分則併入電網納入電力係數計

算，因此提高焚燒及發電效率亦可減少排放量；
另中央部分則以檢討修正「開發行為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應考量韌性建構及排放

減緩具體行動，評估範疇應納入溫室氣體評估
項目、強化垃圾分類及一次用產品源頭減量、

推動資源循環、推動循環經濟設施規劃與興設

工作、執行掩埋場挖除活化政策、持續獎勵沼
氣發電掩埋場進行甲烷回收再利用、賡續污水

下水道系統建設、推廣污水處理廠污泥厭氧處

理流程設置甲烷回收處理或再利用設施…等推
動策略為主，其本市現階段推動策略如表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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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8 環境部門推動策略 

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1 
產業廢棄物

資源循環 

為推動落實資源永續循環利用，鼓勵本市轄內

事業針對產出之廢棄物清除處理方式，以再利

用或其他處理方式取代焚化或掩埋處理，以期

減少最終廢棄資源物處理量，降低產業對環境

衝擊，建構資源永續循環社會，以提升綠色競

爭力。 

 

衡量標準如下：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量+處理量-最終處置量)/事

業廢棄物產生量(%) 

環境保護局 

106 年

(含)以前 

事業廢棄物資源利用率

達 86.25% 
-- 

107 年 
事業廢棄物資源利用率

達 86.5% 
-- 

108~109

年 

事業廢棄物資源利用率

達 86.75% 
-- 

2 

污水下水道

第五期建設

計畫 

1. 持續推動「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建設興建

營運」-桃園、中壢及埔頂 3 大系統。 

2. 持續推動公辦污水下系統－大溪、石門、

楊梅、小烏來及桃園機場捷運 A7 站等系統。 

3. 規劃並向中央爭取新系統－新屋觀音及龍

潭平鎮(山子頂) 2 大系統。 

4 「專用污水下水道接管率」及「建築物污水

處理設施設置率」，申請建照時由本府建管科

審核通過後，方可請領使照，故接管(設置)率

可達 100%。 

5. 本局主政為「公共污水下水道接管率」，依

第五期建設計畫期程進行工程施工，其接管率

水務局 

106 年

(含)以前 

公共污水下水道用戶接

管普及率達 12.92% 

污水處理率：80.42% 

43,127 

107 年 

公共污水下水道用戶接

管普及率達 15.1% 

污水處理率：82% 

56,252 

108~109

年 

公共污水下水道用戶接

管普及率達 23.5%  
53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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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由 104 年 6.32%，至 107 年預估可達

13.71%。 

衡量標準如下： 

公共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率(公共污水下

水道接管戶數/104 年 11 月底全市總戶數(%)) 

公共污水下水道接管率+專用污水下水道接管

率+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置率(%) 

3 

河川流域污

染整治綜合

管理計畫 

協助辦理本市全流域河川污染整治評估工作、

協助水污染管制計畫綜合管理及新街溪流域污

染整治具體策略研擬等事項。 

 

衡量標準如下： 

（未受污染河川長度＋受輕度污染河長度）/

河川總監測長度(%) 

環境保護局 

106 年

(含)以前 

受輕度污染以下污染河

川比率達 69.1% 
760 

107 年 

受輕度污染以下污染河

川比率達 67.3% 

(截至 11 月) 

760 

108~109

年 

受輕度污染以下污染河

川比率達 69.5% 
760 

4 

重點河川污

染總量管制

實施管理計

畫 

針對本市南崁溪及老街溪等重點河川流域及農

地之環境背景資料蒐集、總量管制實施對象評

估、針對污染農地引灌水源總量管制區域以及

重點河川總量管制河段進行預告等法定程序。 

 

環境保護局 

106 年

(含)以前 

受輕度污染以下污染河

川比率達 69.1% 
620 

107 年 

受輕度污染以下污染河

川比率達 67.3% 

(截至 11 月)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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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衡量標準如下： 

（未受污染河川長度＋受輕度污染河長度）/

河川總監測長度(%) 

108~109

年 

受輕度污染以下污染河

川比率達 69.5% 
430 

5 

推廣放流水

回收，提升

水回收總量 

1.石門、大溪、龜山及復興水資源回收中心水

回收 

2.桃園北區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回收 

 

衡量標準如下： 

每日產生回收水量 (立方公尺) 

水務局 

106 年

(含)以前 

每日產生回收水量達

2,026 立方公尺 
8,308.3 

107 年 
每日產生回收水量達

2,026 立方公尺 
7,800 

108~109

年 

每日產生回收水量達

2,026 立方公尺 
18,000 

6 
推廣校園雨

水回收系統 

以計畫徵集模式，本局每年擇優補助 4 所學校

試辦校園雨水回收系統，鼓勵學校配合課程教

學建置小規模水撲滿，將水資源循環觀念融入

校園教學。 

 

衡量標準如下： 

試辦學校累計數(校) 

教育局 

106 年

(含)以前 
試辦學校累計 10 校 43.8 

107 年 試辦學校累計 14 校 44.6 

108~109

年 
試辦學校累計 22 校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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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7 

推廣建築物

雨水回收系

統 

目前刻正研修「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明

定都市計畫整體開發、都市更新、鄰近山坡地

及低窪淹水潛勢地區，申請執照規模達一定標

準者，應設置水資源回收系統、滯洪及雨水貯

留設施。 

 

衡量標準如下： 

取得雨水回收系統建築執照累計數量(件) 

都市發展局 

106 年

(含)以前 

106 年度成果取得建築

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

收再利用系統建築執照

數量 147 件 

-- 

107 年 

107 年度成果取得建築

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

收再利用系統建築執照

數量 114 件 

-- 

108~109

年 

取得建築物雨水或生活

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系統

建築執照累計數量 100

件 

-- 

8 

桃園市資源

回收工作綜

合計畫 

為推動「垃圾全分類、零廢棄」方案，落實資

源回收政策之執行，有效減少垃圾量，增加焚

化爐及掩埋場使用年限，積極推動執行機關辦

理資源回收工作。結合社區民眾、回收商、地

方政府清潔隊及回收基金四者，全面實施資源

回收、垃圾減量工作。 

 

衡量標準如下： 

[(執行機關資源回收量)／垃圾產生量(含垃圾

清運量、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廚餘回收量

及執行機關資源回收量)]*100(%) 

環境保護局 

106 年

(含)以前 
資源回收率達 54.85% 797 

107 年 
資源回收率達 54.89% 

(截至 10 月) 
775 

108~109

年 
資源回收率達 55.3% 1,600 



73 

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9 

建立二手跳

蚤市集活動

及資源交換

平台 

1. 協助本市舉辦跳蚤市場或二手家具展售活

動。 

2. 協助刊登相關資訊至機關資源回收教育網

及環保署二手物-i2so5 資訊平台。 

 

衡量標準如下： 

修惜站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件數) 

環境保護局 

106 年

(含)以前 

修惜站巨大垃圾回收再

利用量達 1,018 件 
15 

107 年 
修惜站巨大垃圾回收再

利用量達 1,800 件 
18 

108~109

年 

修惜站巨大垃圾回收再

利用量達 2,300 件 
20 

10 

垃圾週收五

日，少 7%計

畫 

為落實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再，期藉由原週收

垃圾七日改為週收五日，預估垃圾減少 7%。 

 

衡量標準如下： 

垃圾清運量(公噸)/月日數×指定清除地區期中

人口數(千人)(公斤) 

環境保護局 

106 年

(含)以前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

量達 0.48 公斤 
778 

107 年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

量達 0.49 公斤 
778 

108~109

年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

量達 0.50 公斤 
778 

11 
家戶廚餘回

收 

1. 巡查本市廚餘再利用狀況。 

2. 廚餘堆肥（有機培養土）產品特性分析。 
環境保護局 

106 年

(含)以前 
廚餘回收率達 2.5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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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衡量標準如下： 

廚餘回收率(%)＝廚餘回收量/垃圾產生量×
100% 

107 年 
廚餘回收率達 3.04%(截

至 10 月) 
7.2 

108~109

年 
廚餘回收率達 3.3%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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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其他為本市將無法與部門別直接對應之旗艦計畫，後續將依其內容分列為各部門之宣傳推

廣計畫(如表 1-19)。 

 

表 1-19 其他策略 

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1 
綠能產業校園演

講 

辦理風力發電、太陽能等綠能之校園演講、

教育訓練或產官學界互動合作。 

 

衡量標準如下： 

辦理教育訓練或講習場次(場/年)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辦理教育訓練或講習累

計 17 場 
156 

107 年 辦理教育訓練或講習 6 場 375 

108~109

年 

辦理教育訓練或講習 12

場 
700 

2 

金牌好店暨桃園

好禮行銷輔導計

畫 

針對本年度金牌好店之報名店家，於輔導計

畫活動說明會過程中宣導自主減量項目，宣

導響應環保，不主動提供免洗餐具等。 

 

衡量標準如下： 

參與金牌好店之店家(家/年)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參與金牌好店累計 331 家 350 

107 年 參與金牌好店 108 家 350 

108~109

年 
參與金牌好店 216 家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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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3 
擴大推行智慧服

務 

於 104 年本市 13 個區公所試辦跨區服務，各

區公所可直接受理巿民之申辦業務或代收轉

件，並透過系統整合，於網路上可隨時查詢申

辦進度，讓市政服務無距離。跨區服務包含

「跨區收件」及「跨區申辦」2 種，「跨區申

辦」可由非戶籍所在地的區公所收件並審查

案件，「跨區收件」為受理收件後再轉請戶籍

所在地或案件權責的區公所審查辦理。 

 

衡量標準如下： 

區公所人民申請項目中可提供跨區服務之累

計項數(項)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106 年(含)

以前 

區公所人民申請項目中

可提供跨區服務之累計

38 項數 

-- 

107 年 

區公所人民申請項目中

可提供跨區服務之累計

38 項數 

-- 

108~109

年 

區公所人民申請項目中

可提供跨區服務之累計

38 項數 

-- 

4 
發展低碳垃圾清

運計畫 

藉由 GPS 定位建立電子化車輛管理系統，

提昇作業效率，並提供便民簡訊服務，提前

告知市民垃圾車即將抵達避免錯過倒垃圾時

間，提昇市民對政府施政的滿意度。 

 

衡量標準如下： 

瀏覽便民資訊服務網頁累計人次(萬人) 

發送便民服務簡訊累計量(萬筆) 

環境保護局 

106 年(含)

以前 

 瀏覽便民資訊服務

網頁累計 294.8 萬人

次 

 發送便民服務簡訊

累計 43.7 萬筆 

975 (106)  

107 年 

 瀏覽便民資訊服務

網頁累計 368.9 萬人

次 

 發送便民服務簡訊

累計 78.4 萬筆 

 (截至 11 月)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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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108~109

年 

 預期瀏覽便民資訊

服務網頁累計 450 萬

人次 

 預期發送便民服務

簡訊累計 100 萬筆 

883 (108)  

600 (109) 

5 專案稽查 

1.執行陳情案件稽查處理、來源調查、查證

與相關應變工作，於陳情案件發生後迅速稽

查，防止污染擴大。 

2.透過個案調查鑑定、檢(監)測分析、輔導

診斷及科技化蒐證技術應用等方案，達到一

再陳情案件改善目的。 

3.加強本市轄內工業區、重點流域、敏感區

位及高風險事業預警監控，並加強夜間、假

日時段稽查強度，於發現環境品質異常時，

立即掌握不法污染行為，減輕環境衝擊，提

升生活品質。 

 

衡量標準如下： 

4 小時內到場稽查數/總稽查數(%) 

環境保護局 

106 年(含)

以前 

4 小時內到場稽查比例
87% 

452 

107 年 
4 小時內到場稽查比例

87% 
470 

108~109

年 

4 小時內到場稽查比例
87% 

479 

6 河岸重建及再生 
九大市管河川河岸護岸老舊重建 

 
水務局 

106 年(含)

以前 

改建老舊護岸累計長度

3,500 公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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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衡量標準如下： 

改建老舊護岸累計長度(市管河川改建護岸

累計長度(公尺)) 

107 年 
改建老舊護岸累計長度

5,000 公尺 
15,000 

108~109

年 

改建老舊護岸累計長度

10,000 公尺 
30,000 

7 埤塘活化再生 

1. 埤塘公園之開闢，以完整規劃為主，以維
持埤塘公園之品質，施作內容除滿足民
眾休閒基本需求之步道鋪設、景觀燈、涼
亭、植栽綠美化等。 

2. 若需提升埤塘品質、增加施作項目，營造
在地特色埤塘公園及發展多樣化設計，
可規劃綠蔭休憩空間、親水設施、埤塘周
邊腹地利用、歷史人文及生態解說、增加
地景藝術品等，讓埤塘綠美化有品質地

逐步規劃進行，使整體效益顯現。 

 

衡量標準如下： 

本市埤塘活化累計數量(口) 

工務局 

106 年(含)

以前 
埤塘活化累計 50 口 2,000 

107 年 埤塘活化累計達 55 口 4,000 

108~109

年 
埤塘活化累計 63 口 61,000 

8 
持續推動本市防

災社區 

配合內政部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107 至

111 年共 5 年)，107 年度為預備年度。(內政

部計畫總經費 2,713.3 萬) 

 

消防局 
106 年(含)

以前 

104~105 年辦理防災教育

累計 49 場 

106 年辦理防災教育社區

累計 27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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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衡量標準如下： 

防災教育場次(場/年) 

完成韌性社區數量(處) 
107 年 預備年 2,713.3 

108~111

年 

109 年完成 4 處韌性社區

111 年完成 4 處韌性社區 

(每 2 年推動 4 處) 

2,713.3 

9 
空氣污染綜合防

制及應變計畫 

整合空氣污染防制相關管制工作，統籌管理

各計畫執行成效，並使各項管制計畫之聯繫

均能相互協調，以發揮各管制計畫執行效

能，提高轄內空氣品質惡化的應變能力，並

分析本市轄內環保署 4 座空氣品質自動測站

之監測資料，掌握本市空氣品質現況。 

 

衡量標準如下： 

本市 4 座環保署一般測站每年 AQI 不良

(AQI>100)站日數比率(%) 

環境保護局 

106 年(含)

以前 

AQI>100 站 日 數 比 率
9.8% 

880 

107 年 
AQI>100 站 日 數 比 率

<10% 
880 

108~109

年 

AQI>100 站 日 數 比 率
<10% 

930 

10 

桃園市寺廟裝設

細懸浮微粒連續

自動監測設施補

助計畫 

依據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

第 14 條，經本府公告指定之寺廟，應於室

內設置空氣污染物細懸浮微粒(PM2.5)自動監

測預警設備，並將監測參考值或等級即時公

布於公告欄或其他明顯處所，供民眾瞭解污

環境保護局 
106 年(含)

以前 

全市設置空氣污染物細

懸浮微粒（PM2.5）自動監

測預警設備設置寺廟目

標裝設數 30 處；實際裝設

38 處。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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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染物濃度情形。 

 

衡量標準如下： 

全市設置空氣污染物細懸浮微粒（PM2.5）

自動監測預警設備設置寺廟累計數(處) 

107 年 

全市設置空氣污染物細

懸浮微粒（PM2.5）自動監

測預警設備設置寺廟目

標裝設數 45 處；實際裝設

78 處。 

250 

108~109

年 

全市設置空氣污染物細

懸浮微粒（PM2.5）自動監

測預警設備設置寺廟目

標裝設數 84 處。 

250 

11 
登革熱孳生源清

除計畫 

結合社區資源由里長發動住戶、社區、學校

自我檢查並清除孳生源，本局與環保局於 4

到 10 月間進行複查，加強髒亂點、空地稽

查作業，針對查核不合格對象進行限期改善

及裁處。 

 

衡量標準如下： 

病媒蚊幼蟲布氏指數(依布氏指數對應級

數)。(布氏指數 2 級以下里數/總調查里數
*100%(%)) 

衛生局 

106 年(含)

以前 

病病媒蚊幼蟲布氏指數 2 級

以下比率： 

(1)104 年 80%。 

(2)105 年 83%。 

(3)106 年 85%。 

12 

107 年 
病媒蚊幼蟲布氏指數 2 級

以下比率 8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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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108~109

年 

病媒蚊幼蟲布氏指數 2 級

以下比率： 

(1)108 年目標值為 88%。 

(2)109 年目標值為 90%。 

8 

12 

桃園市政府暨所

屬各機關學校節

約能源行動執行

及成效考核計畫 

為督導本府所屬各級機關及學校落實節約能

源行動並達成國家整體節電目標，本府成立

節約能源推動委員會針對各級機關學校之用

電用油進行定期管考。 

 

衡量標準如下： 

用電指標(EUI)=年度總用電量/總樓地板面積 

節油率(%)=(前一年度總用油量－年度總用

油量)/前一年度總用油量 

(104 年節油率：1.9%) 

經濟發展局 

106 年(含)

以前 

EUI：117.8 

節油率：-0.2% 
-- 

107 年 
EUI：117.8 

節油率：23.7% 
-- 

108~109

年 

每年維持 EUI：117.8 

節油率較 104 年不成長 
-- 

13 
推動低碳主題日

活動 

每年透過環境相關節日(或自訂一例行主題

日)辦理低碳主題日活動 

例如：綠色消費樂購月、悠遊節及低碳綠色

城市系列活動等。 

 

衡量標準如下： 

低碳主題日活動累計場次(場次/年) 

環境保護局 

106 年(含)

以前 

低碳主題日活動累計 9 場

次 
70 

107 年 
低碳主題日活動累計 12

場次 
623 

108~109

年 

低碳主題日活動累計 16

場次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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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14 

推展「教育部綠

色學校伙伴網

路」獎勵計畫 

本市所轄學校參與「教育部綠色學校夥伴網

路計畫」之學校數量及葉片數，每年應輔導

使葉片數量增加。 

 

衡量標準如下： 

教育部評比指標包含 4 面向： 

(1)學校的環境政策與管理計畫。 

(2)學校的校園建築與戶外空間。 

(3)學校的教育計畫與教學。 

(4)學校師生的生活。 

葉片數：由教育部委員經審查後給予。 

以歷年累計達成教育部審閱通過 15 葉片數

以上之學校當成本市綠色學校，然後以綠色

學校佔全市所有學校數量的比率作為本市中

小學是否落實環境教育的指標。(%) 

教育局 

106 年(含)

以前 
綠色學校比率 55% 22 

107 年 綠色學校比率 62.31% 22 

108~109

年 
綠色學校比率 64% 44 

15 
推廣低碳健康餐

盤 

本局擬持續規劃深入社區推廣低碳健康餐盤

結合健康餐盤概念辦理宣導講座，並配合各

機關、學校、醫療院所跑馬燈多面項宣導，

提升民眾對低碳飲食及健康餐盤之了解，進

一步融入民眾健康生活習慣。 

衛生局 
106 年(含)

以前 

低碳健康餐盤宣導： 

(1)105 年 147 場次。 

(2)106 年 198 場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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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衡量標準如下： 

低碳健康餐盤宣導場次(場/年) 107 年 
低碳健康餐盤宣導： 

182 場次。 
-- 

108~109

年 

低碳健康餐盤宣導 

(1)108 年目標值 100 場

次。 

(2)109 年目標值 120 場

次。 

-- 

16 

促進知名景點發

展為環教設施場

所 

結合地方環境資源特色並朝向一區至少一場

域，每年持續發掘至少 1 處桃園亮點場域輔

導通過認證。 

 

衡量標準如下：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累計數量(處) 

環境保護局 

106 年(含)

以前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累計

10 處 
59.5 

107 年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累計

14 處 
45 

108~109

年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累計

19 處 
100 

17 
永續發展及環境

教育執行小組 

成立桃園市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輔導團，推

動本市學校環境教育輔導計畫，辦理教師環

境教育增能活動。 

教育局 
106 年(含)

以前 
累計 66 場次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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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衡量標準如下： 

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輔導團辦理環境教育推

廣活動、政令宣導、工作坊及增能研習活動

場次(場次/年) 

107 年 
辦理 15 場次研習，35 場

次活動 
490 

108~109

年 

每年至少辦理 20 場次研

習或活動 
1,000 

18 
培育社區環境教

育志工 

1. 針對本市環境教育志工，辦理 15 個小時

環境教育增能訓練，增長其環境教育知識及

技能。 

2. 運用環境教育志工從事環境教育推廣工

作，以提升本市市民環境素質。 

 

衡量標準如下： 

環教志工累計數量(人) 

環境保護局 

106 年(含)

以前 
環教志工累計 206 人 46 

107 年 環教志工累計 206 人 45.6 

108~109

年 
環教志工累計 236 人 30 

19 
水環境河川巡守

運作計畫 

推動水環境巡守隊之成立與運作之機制，推

展環境教育宣導。持續透過水環境改善之調

查與規劃促使河川流域之社區、學校、在地

保育性團體、企業等組織，共同加入水環境

改善及認養巡守工作，以加強水質改善。 

 

衡量標準如下： 

（河川巡守認養長度＋海岸巡守認養長度）

/本市水環境河川沿岸長度(%) 

環境保護局 

106 年(含)

以前 
河川巡守認養比率 67.2% 820 

107 年 河川巡守認養比率 68% 870 

108~109

年 
河川巡守認養比率 69%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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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策略類別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 主辦機關 推動期程 
預期效益 

(108~109 年) 

預期經費(萬元) 

(108~109 年) 

20 
環境教育專門網

站 

建置桃園市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輔導團全球

資訊網(http://sdee.tyc.edu.tw/)分享本市環境

教育推動成果並宣導環境教育重要活動訊

息。 

 

衡量標準如下： 

到訪網站累計人數(萬人) 

教育局 

106 年(含)

以前 
到訪網站累計 44 萬人數 7.7 

107 年 到訪網站累計 47 萬人數 15.7 

108~109

年 
到訪網站累計 52 萬人數 30 

21 
環境教育全球資

訊網 

規劃及開發環境教育專屬網站。 

 

衡量標準如下： 

到訪網站累計人數(萬人) 

環境保護局 

106 年(含)

以前 
到訪網站累計 17 萬人數 695 

107 年 到訪網站累計 26 萬人數 529 

108~109

年 
到訪網站累計 36 萬人數 500 

22 
桃園低碳綠色城

市網 

建置桃園低碳綠色城市網

(http://greencity.tydep.gov.tw)分享本市節能減

碳、低碳綠色城市相關作為及宣導重要活動

訊息，並向下擴充年度推動重點之使用平台

(例如：ESCO、電動機車、環保團購站等)。 

 

衡量標準如下： 

到訪網站累計人數(萬人) 

環境保護局 

106 年(含)

以前 
到訪網站累計 77 萬人數 43.4 

107 年 
到訪網站累計 77.7 萬人

數 
43.4 

108~109

年 
到訪網站累計 79 萬人數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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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期效益 

  桃園是台灣的工業重鎮，長年以來，環境負擔非
常沉重，因此升格之後，市府已持續付出許多努力，

積極轉型為低碳綠色城市，從制定「桃園市發展低碳

綠色城市自治條例」開始，以各減量面向為核心，我
們將持續串聯市府局處的力量，修訂完成「桃園市發

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並同步修正相關自治規

則，共計 23 項。督促相關局處落實每年持續檢討管制
執行方案，其各部門預期效益如下： 

  能源部門：向能源局及本府核准再生能源裝置容

量總累計達 429.45 MW。 

  住商部門：依建築技術規則須檢討綠建築基準案

件，加強審查及抽查 600 件、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 30

件及綠建築標章 15 件、公營住宅取得銀級以上綠建
築標章累計數達 3 件、人均用水量達 0.258 立方公尺/

人日、環保署低碳環保鄰里認證(銅銀級)累計 133 處、

公益宗教團體(環保類)累計數達 45 間、推動低碳措施
宣導講習會 12 場、環保旅店數及獲得其他環保認證

之旅館累計數量達 62 間、節電 5,578 萬度(本市共同

推動)及節能社區大樓累計 474 處。 

  製造部門：工廠綠色化服務團輔導廠商場次 40 場

次、與 2 家金融業者簽訂 MOU(專案貸款金額新臺幣

100 億元)、辦理環保節能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或講座 4

場、補助綠能廠家數 4 家、產業節能改善補助方案公

告後，獲補助廠商家數 20 家、綠色環保企業表揚家數

10 家、商品取得碳足跡標籤累計數量至 10 個、補助
改善 130 座鍋爐及輔導 20 家觀光工廠業者申請環教

設施場所認證。 

  運輸部門：建置集中式(含智慧型)站牌累計數量
1,973 件、路暢改善路段數 25 條、公共運輸運量成長

率 34%、全市自行車道累計長度達 245 公里、公共自

行車累計數達 8,700 輛、公共自行車累計租賃站達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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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低碳機車目標專用停車格達 280 格、電動二輪車

目標市占率達 5%、電動機車目標充(換)電站達 1,000

站、騎樓整平累計改善長度達 3,800 公尺、柴油車排

煙檢測自主管理標章年度目標數 3,850 張、台灣好行

旅遊線總搭乘人數年平均成長率 23%、每年增加 5 條
替代道路導引規則及設置低污染車輛優先停車位 15

席。 

  農業部門：畜牧廢棄物資源化-補助設施累計家數
達 90 家、畜牧節能改善補助累計家數達 300 家、裸露

地綠美化累計目標面積 17.5 公頃、本市公園、綠地、

廣場、兒童遊戲場累計綠化面積達 433.0903 公頃、每
年實際造林面積 3 公頃(108~109 年共 6 公頃)、每年

申請苗木數量 12 萬株(108~109 年共 24 萬株)、辦理

活動 2 場次植樹節活動及有機栽培累計面積達 400 公
頃。 

  環境部門：事業廢棄物資源利用率達 86.75%、公

共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率達 23.5%、受輕度污染
以下污染河川比率達 69.5%、每日產生回收水量達

2,026 立方公尺、試辦學校累計 22校(雨水回收系統)、

取得建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系統建築
執照累計數量 100 件、資源回收率達 55.3%、修惜站

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達 2,300 件、平均每人每日垃

圾清運量達 0.50 公斤及廚餘回收率達 3.3%。 

  藉此完善都市相關發展，並且透過中央與地方協

力合作、公私部門及全民參與，凝聚桃園前進與改變

的力量，期待要跟市民一起成長、一起追求夢想，與
市民共同迎接綠色生活，讓桃園越來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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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管考機制 

  桃園市自升格後積極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政策已
執行 4 年，從 104 年跨局處討論及研擬自治條例、105

年由法制化向下推動旗艦計畫、106 年因應氣候變遷

與調適議題，提出調適計畫、107 年搭配溫室氣體減
量政策制訂管制執行方案，其推動期間皆由低碳綠色

城市推動小組負責，除整合市府團隊資源，並借助專

家學者力量，不斷擴展低碳綠色城市版圖，讓每年成
果銖積寸累，所帶來之效益甚大，其低碳綠色城市推

動小組管考機制及成果展現說明如下。 

1. 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組管考機制 

  推動小組每年度召開至少 4 次以上會議，包含

研商會及大會，主要追踨自治條例、旗艦計畫、調

適計畫及管制執行方案等低碳綠色城市相關業務，
檢討各項業務執行進度、階段性成果及年度規劃等，

並配合會議結論另辦理相關業務協調或專家諮詢

委員會，藉此更能掌握各項業務細節及調整方向等
重點，其本市推動小組管考機制如圖 1-12。 

 

 

圖 1-12 管考機制流程圖 



89 

2. 成果展現 

  本市低碳綠色城市自推動以來，每年皆有豐富
之成果，自 105 年便以專刊編撰方式，呈現桃園市

整體面之成效，其第一年以桃園市發展低碳自治條

例推動為主題，專訪重點局處首長；106 年以低碳
綠色城市成果為主題，將各項計畫轉換為量化數據，

並換算減量效益；107 年則以採專訪諮詢顧問，探

討對於桃園作法之建議為主題，藉由每年度編撰綠
色城市專刊，將年度成果以圖示及量化方式展現，

且以雜誌風格呈現，更能讓民眾閱讀及理解，其歷

年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專刊如表 1-20。 

  



90 

 

表 1-20 歷年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專刊 

敘述 風格 

105 年 

低碳綠色

城市專刊 

 

106 年 

低碳綠色

城市專刊 

 

107 年 

低碳綠色

城市專刊 

 
 

 









































































































































































































































附件 O：107年度國際新聞蒐集 

項

次 
日期 標題 

SDGs 

面向 
資料來源 

1 2018/1/18 2030全球排放量成長將趨緩，但仍無法達巴黎目標 13 Edie 

2 2018/1/18 ING集團公布其 1億歐元的永續投資基金 11 Edie 

3 2018/1/19 英國政府進行英國海域環境評估 14 The Guardian 

4 2018/1/22 Nike目標在北美洲達到 100%再生能源 7 Edie 

5 2018/1/23 日本升級捕鯨船將繼續捕鯨 14 The Guardian 

6 2018/1/25 ICLEI與美國市長一起推動氣候議程 17 ICLEI 

7 2018/1/25 5個國家推動能源革命 7 ClimateAction 

8 2018/1/26 今年美國超級盃將達到零廢棄物 3、12 ClimateAction 

9 2018/1/29 第 9屆世界城市論壇即將開始 17 UCLG 

10 2018/1/29 塞納河水位高漲水淹巴黎 3、6 BBC 

11 2018/1/29 法國比預計早兩年關閉所有燃煤發電廠 7 ClimateAction 

12 2018/1/31 香港投票禁止境內象牙買賣 15 The Guardian 

13 2018/1/31 永續農業需要融資來啟發潛能 2、11 ClimateAction 

14 2018/2/5 Aldi許諾要在 2030前將食物廢棄物減半 12 Edie 

15 2018/2/6 倫敦城市機場禁止塑膠吸管 12 Edie 

16 2018/2/11 能源產業的性別不均拖累對抗氣候變遷 5 The Guardian 

17 2018/2/13 澳洲部分州政府威脅要為了水回收目標退出MDB計畫 6 The Guardian 

18 2018/2/14 2018 ICLEI領導階層注入新血 17 ICLEI 

19 2018/2/16 歐盟執委會確認增加 6千萬歐元的生物多樣性資金 15、16 EC 

20 2018/2/19 印度將主辦 2018世界環境日 12、17 ClimateAction 

21 2018/2/19 NGO呼籲鹿特丹港停止運送煤 7 Germanwatch 

22 2018/2/19 燃油運具轉型創造 20萬新工作 8 EndsEurope 

23 2018/2/22 保時捷停止生產柴油車 12 ClimateAction 

24 2018/2/22 西班牙將給再生能源投資者補償金 7 EndsEurope 

25 2018/2/26 垃圾堆上的生死：莫桑比克垃圾倒塌 1 The Guardian 

26 2018/2/28 2024年羅馬將禁止柴油車進入市區 12 The Guardian 

27 2018/3/7 塑膠承諾是通往循環經濟之路 13 Edie 

28 2018/3/8 東京碳交易計畫持續透過能源效率措施減少碳排放 9 ICLEI 

29 2018/3/8 18個阿根廷城鎮參與全球市長盟約氣候行動 17 ICLEI 

30 2018/3/9 新的聯合國報告稱，氣候衝擊和衝突正在增加飢餓 2 ClimateAction 

31 2018/3/12 英聯邦科學家聯盟呼籲加強氣候行動 13 ClimateAction 

32 2018/3/14 
ICLEI在哥倫比亞成立新辦公室，注重低碳發展及生態多樣

性 
14、15 ICLEI 



項

次 
日期 標題 

SDGs 

面向 
資料來源 

33 2018/3/16 達勒姆大學放棄其化石燃料的股份 7、12 ClimateAction 

34 2018/3/17 福島註定變成有毒廢棄物的垃圾場嗎？ 16 ClimateAction 

35 2018/3/19 倫敦被譽為全球綠色金融的領導 13 Edie 

36 2018/3/21 採取減排行動可以救 1.5億人的生命 16 ClimateAction 

37 2018/3/22 世界水日：頂級品牌和零售商簽署新的 2025水目標 6 Edie 

38 2018/3/23 AB InBev飲品企業的 2025年目標將氣候科學帶入社區 6 Edie 

39 2018/3/23 本週最佳綠色創新：用蘋果製成的皮革及海水溫室 9、12 Edie 

40 2018/3/26 星巴克投資 1000萬美元創造真正可持續的杯子 12 ClimateAction 

41 2018/3/27 到 2050年，土地退化可能會威脅到 7億人 3 ClimateAction 

42 2018/3/28 滑雪勝地面臨著美國積雪覆蓋率“急劇下降”的風險 3 ClimateAction 

43 2018/3/28 ICLEI東亞部延伸到北京 17 ICLEI 

44 2018/3/28 殼牌啟用第一個氫燃料加油站 7、9 Edie 

45 2018/4/1 氣候變遷將增加糧食不安全風險 2 PHYS.ORG 

46 2018/4/1 澳洲計劃推動河、山、林權立法 16 The Guardian 

47 2018/4/2 印度德里提出 26項新計畫以清理空氣污染 13 
Financial 

Express 

48 2018/4/4 首爾和北京承諾改善空氣品質 13 ICLEI 

49 2018/4/5 國際能源署(IEA)被控阻礙減少化石燃料的趨勢 7 The Guardian 

50 2018/4/6 德國推動柴油公車改裝計畫以改善空氣品質 9 EndsEurope 

51 2018/4/8 日本制定策略以實現氫能社會 7 JFS 

52 2018/4/9 歐盟將公布再生水灌溉之最低水質標準的提案 6 UBA 

53 2018/4/10 美國研究團隊開發應用程式來協助印度因應空氣污染 9 Chicago Maroon 

54 2018/4/10 大堡礁：環保主義者為保護儒艮而推動無網區 14 The Guardian 

55 2018/4/12 冰島政府支持北歐食物廢棄物目標 2 EndsEurope 

56 2018/4/13 地方及地區當局要求分權管理水資源 6 ICLEI 

57 2018/4/17 英國要檢視氣候目標，提高零排放承諾的可能性 13 The Guardian 

58 2018/4/17 波蘭違反歐盟法律砍伐比亞沃維耶扎原始森林 15 The Guardian 

59 2018/4/18 Aldi的永續海鮮產品在英國超市中居冠 12、14 Edie 

60 2018/4/19 德蕾莎·梅伊概述禁止塑膠吸管、攪拌棒及棉花棒的計畫 12 Edie 

61 2018/4/24 北極海冰中發現的塑膠量破紀錄 12 The Guardian 

62 2018/4/26 韌性城市大會第 1天 17 ICLEI 

63 2018/4/26 比利時環境保護部呼籲將生態設計擴展到能源產業之外 9 EndsEurope 

64 2018/4/26 全球最大的風力發電機在英國試營運 7 Edie 

65 2018/4/27 韌性城市大會第 2天 17 ICLEI 

66 2018/4/28 韌性城市大會第 3天 17 ICLEI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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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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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67 2018/4/30 歐盟禁止使用會危害蜜蜂殺蟲劑 15 Edie 

68 2018/5/2 新的歐盟預算大幅增加塑膠稅及環境氣候行動資金 12 EndsEurope 

69 2018/5/3 澳洲行動家推動 100%再生能源 7 ClimateAction 

70 2018/5/3 報告指出補助減少減緩了獨立再生能源增長 7 Edie 

71 2018/5/8 聯合國機構表示，太陽能灌溉系統可以改善食物安全 1 ClimateAction 

72 2018/5/9 
COP年中波昂會談強調以多層級的氣候行動來實行巴黎協

定 
13、17 ICLEI 

73 2018/5/11 蘋果與礦業公司合作零碳的鋁冶煉 9 Edie 

74 2018/5/16 歐盟準備跟一次性塑膠說再見 12 Euractiv 

75 2018/5/16 全球綠色經濟可以在 2030年前創造 2400萬工作機會 8 ClimateAction 

76 2018/5/17 布魯塞爾警告企業注意海洋塑膠垃圾 12、14 EndsEurope 

77 2018/5/22 西班牙將控制一次性塑膠袋的使用 12 EndsEurope 

78 2018/5/22 包裝產業呼籲重整政策以促進塑料回收 12 Euractiv 

79 2018/5/22 英國總理揭露計畫在 2030年前建築能源用量減半 9 Edie 

80 2018/5/23 各國總理及市長在馬爾默討論全球氣候活動的創新作為 9、17 GCOM 

81 2018/5/23 達成困難的氣候目標將可讓全球避免相當於 30兆元的災害 13 The Guardian 

82 2018/5/23 紐約市考慮要禁止塑膠吸管 12 The Guardian 

83 2018/5/24 漢堡市限制柴油車的使用 7 ClimateAction 

84 2018/5/25 希爾頓集團新承諾要減少 61%排放量 13 ClimateAction 

85 2018/5/29 蘇格蘭提出排放減量 90%的目標 13 Edie 

86 2018/5/29 現在是企業設定長期再生能源目標的好時機 7 Edie 

87 2018/6/5 聯合國：禁用塑膠是「最有效」打擊污染的方式之一 12 Euractiv 

88 2018/6/6 南極洲：塑膠污染到達地球最後的荒野 12, 14 The Guardian 

89 2018/6/7 維謝格拉德集團 4國的浪費：波蘭一路領先 11, 12 Euractiv 

90 2018/6/8 
「真循環」：IKEA承諾到 2030年只使用可再生或再生材

料 
12 Climate Action 

91 2018/6/13 德國將達不到 2020年的氣候目標 13 Climate Action 

92 2018/6/15 綠色創新：海洋塑膠信用卡和太陽能機器人 
7, 9, 

12 
Edie 

93 2018/6/15 麥當勞將在英國所有分店禁止使用塑膠吸管 12 Edie 

94 2018/6/19 ICLEI網絡聯合於蒙特婁，為城市時代發布新願景 11 ICLEI 

95 2018/6/19 美國政府將花費 1,850萬美元用於離岸風電研究 7 Climate Action 

96 2018/6/20 
#StepUp2018：ICLEI推動氣候中和，呼籲會員城市設定 2050

目標 
13, 17 ICLEI 

97 2018/6/22 特斯拉縮減以 26億美元收購之住宅太陽能業務 7, 12 The Guardian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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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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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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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2018/6/26 英國政府拒絕了世界第一個潮汐潟湖發電計畫 7 Climate Action 

99 2018/6/27 3M於新加坡推出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場之一 7 
The Straits 

Times 

100 2018/7/2 倫敦擴大計劃推動太陽能板 7 Climate Action 

101 2018/7/2 柏林透過每日污染更新讓民眾免於骯髒的湖泊 6 Apolitical 

102 2018/7/6 婦女團結起來反對性暴力 - 我們不會被阻止 5 The Guardian 

103 2018/7/9 英國政府目標於 2030年銷售 70％低排放汽車 11 Climate Action 

104 2018/7/11 倫敦市長推出新的 5億英鎊能源效率基金 13 Climate Action 

105 2018/7/12 挪威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塑料危機，一次一瓶嗎？ 12 The Guardian 

106 2018/7/13 西班牙在 2018年上半年達到 45％的可再生能源 7, 11 Climate Action 

107 2018/7/13 愛爾蘭許下全球第一個放棄化石燃料的承諾 
7, 11, 

13 
Climate Action 

108 2018/7/16 英國將打造破紀錄的太陽能飛機 7 BBC 

109 2018/7/17 測量低排放區 2.0的實際污染 11 CitiesToday 

110 2018/7/17 阿拉伯海「死亡區」擴大引發了氣候變遷的擔憂 14 
The Straits 

Times 

111 2018/7/18 蘋果推出 3億美元資金建設 1GW太陽能產能的供應鏈 9 Edie 

112 2018/7/19 CCS碳捕獲儲存工廠將於 2020年中期投入運營 11 Edie 

113 2018/7/23 多米尼加共和國的「垃圾緊急情況」 12 Climate Action 

114 2018/7/23 溫度上升與自殺率上升有關 3 The Guardian 

115 2018/7/23 共和黨議員無視黨派立場支持徵收碳稅 13 The Guardian 

116 2018/7/24 你製造的廢棄物可能無法回收 12 Climate Action 

117 2018/7/25 由於野火削減了夏季計劃，優勝美地撤離遊客 15 The Guardian 

118 2018/7/25 Facebook影片向 500萬用戶傳播否定氣候錯誤信息 12 The Guardian 

119 2018/7/25 希臘野火：乾燥的冬季和強風導致火藥箱的狀況 15 The Guardian 

120 2018/7/26 國會議員警告英國政府對致命的熱浪「非常毫無準備」 13 The Guardian 

121 2018/7/26 豐田將在 2020年奧運會上運轉自主、零排放汽車 
8, 9, 

11 
Edie 

122 2018/8/1 永續購物：英國超市如何應對塑膠污染？ 12 The Guardian 

123 2018/8/3 雪梨的第一個韌性策略「突破」 11, 17 
Architecture 

Australia 

124 2018/8/6 巴基斯坦將種植 100億棵樹以應對氣候變化 13, 15 
Evening 

Standard 

125 2018/8/7 骨牌效應的氣候事件可能使地球進入「熱室」狀態 13 Edie 

126 2018/8/7 英國利多超市推出「Too Good to Waste」蔬果優惠餐盒，以 2,12 E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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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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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食物浪費 

127 2018/8/8 乳製品巨頭以 100％可再生能源為奶酪廠供電 
7, 8, 

12 
Edie 

128 2018/8/8 無棕櫚油認證可以拯救森林嗎？ 
8, 11, 

12 15 
Eco-Business 

129 2018/8/10 巴西提前兩年減少了森林砍伐造成的排放量 15 Edie 

130 2018/8/13 雅加達，世界上沉沒最快的城市 6, 11 Edie 

131 2018/8/13 法國將對不可再生塑膠生產進行開罰 12 Euractiv 

132 2018/8/19 瓜地馬拉如何在爭奪土地和水資源方面陷入混亂 
11,15,

16 
Edie 

133 2018/8/21 新加坡綠色建築拼圖中缺失的一塊 
7, 9, 

11 
Climate Action 

134 2018/8/22 美國零售商在永續海洋漁業方面取得進展 8, 14 Climate Action 

135 2018/8/29 全球變暖正在加劇聖嬰現象 13 The Guardian 

136 2018/8/29 加州具指標性投票後朝向 100％的無碳電力發展 
7, 11, 

13 
The Guardian 

137 2018/8/30 
葡萄適企業試用可食用的飲料袋，以減少體育賽事中的一次

性塑料 
12 The Guardian 

138 2018/8/30 研究警告，隨著氣候變暖，害蟲對作物的損失將會飆升 2 The Guardian 

139 2018/8/31 卡車製造商反擊歐盟首個二氧化碳限制 
8, 12, 

13 
BBC 

140 2018/8/31 關於歐洲範圍內的滷素燈泡禁令 13 Eco-Business 

141 2018/9/3 世界銀行將推出世界上第一個永續水資源 6 Edie 

142 2018/9/4 賓士推出第一個全電動車車展 9, 13 Edie 

143 2018/9/5 威立雅環保集團試用使用廢棄能源的電動垃圾車 9, 13 Edie 

144 2018/9/6 
作為資源效益推動的一部分，Burberry停止銷毀未售出的產

品 
12 Edie 

145 2018/9/6 研究發現，煤炭工人的能源轉型在社會正義中並非空談 
7, 8, 

16 
Euractiv 

146 2018/9/10 世界上第一個海洋清理系統在舊金山啟動 9, 14 Climate Action 

147 2018/9/10 加州州長簽署 2045年潔淨能源法 7, 13 BBC 

148 2018/9/11 波蘭計劃在聯合國氣候談判中產生影響 

8, 11, 

13, 15, 

17 

Climate Home 

News 

149 2018/9/12 H＆M宣布推出新的'Conscious Collection'永續服裝系列。 12, 13 Climat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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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2018/9/12 
全球氣候行動峰會：商界領袖表示世界各地政府必須在

2050年之前實現淨零排放 

11, 13, 

17 

GLOBAL 

CLIMATE 

ACTION SUMMIT 

151 2018/9/14 全球氣候行動峰會：呼籲全球氣候行動 
11, 13, 

17 

GLOBAL 

CLIMATE 

ACTION SUMMIT 

152 2018/9/18 世界上第一輛氫動力火車在德國開通 
7, 9, 

11 
Climate Action 

153 2018/9/18 雀巢宣布計畫監測棕櫚油的生產以減少森林砍伐 12, 15 Climate Action 

154 2018/9/19 新的衣服回收計劃在倫敦啟動 11, 12 Climate Action 

155 2018/9/21 水中的汞：40％的歐洲湖泊和河流受到污染 6 Euractiv 

156 2018/9/24 波蘭的煤礦工人：「歐盟的氣候建議嚇壞了我們」 
8, 11, 

16 

Climate Home 

News 

157 2018/9/25 米蘭時裝週以綠地毯時尚獎閉幕 12 Climate Action 

158 2018/9/27 一半的歐洲國家並沒有按照廢器物回收的方法 11, 12 Euractiv 

159 2018/9/28 ASOS召開永續時尚會議 12 Climate Action 

160 2018/10/8 
令人震驚的 IPCC報告揭露如果沒有實現 1.5度目標的氣候

變化狀況 
13 Climate Action 

161 2018/10/9 氣溫增加攝氏 0.5度將對新加坡產生巨大影響 13 Greensingapore 

162 2018/10/11 現代生物能源對於實現全球氣候變化目標至關重要 7 
Climate Home 

News 

163 2018/10/15 歐盟針對波蘭的反霧霾基金 
3,11,1

3 
Euractiv 

164 2018/10/16 
全球調適委員會拋開川普政府持續保護世界免於氣候變遷

之影響 
17 The Guardian 

165 2018/10/17 泰國將於 2021年禁止進口塑料廢物 13 Eco-Business 

166 2018/10/18 甲醛是中國冬季霧霾新罪魁禍首 3, 11 
The New York 

Times 

167 2018/10/20 英國因塑膠廢棄物回收問題每年需支出額外費用 12 The Guardian 

168 2018/10/25 世界飢餓人口連續三年上升，氣候變化是原因之一 2 Eco-Business 

169 2018/10/29 
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發現，超過 90％的兒童每天呼吸有毒

空氣 
3, 11 Climate Action 

170 2018/10/30 英國政府宣布新的塑料稅 
11, 12, 

13 
Climate Action 

171 2018/10/31 
世界自然基金會發現，自 1970年以來 60％的野生動物已被

人類消滅 
15 Climat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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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2018/11/5 聯合國機構：飢餓籠罩著亞洲蓬勃發展的城市 2 Eco-Business 

173 2018/11/6 康沃爾郡開始進行鑽探地熱發電廠 7 Climate Action 

174 2018/11/7 澳大利亞學生計劃罷工以抗議學校對於氣候的不作為 13 The Guardian 

175 2018/11/7 里程碑式的碳污染計劃被華盛頓州選民拒絕 13 The Guardian 

176 2018/11/14 
報告指出：儘管有潔淨能源承諾，G20國家仍未達到巴黎協

定的目標 
13 Edie 

177 2018/11/15 為達成 1.5度 C世界，企業加快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7 Edie 

178 2018/11/16 2050年，西班牙將轉向 100％的可再生能源 7 Climate Action 

179 2018/11/20 印尼的死鯨胃裡發現了 1000個塑膠塊 14 Climate Action 

180 2018/11/23 馬尼拉貧民窟的竹屋在未來城市比賽中獲得最高獎項 11 Eco-Business 

181 2018/11/24 氣候報告：川普政府低估了迫在眉睫的災難的警告 11 The Guardian 

182 2018/11/27 過度捕撈使世界上最快的鯊魚面臨滅絕的危險 14 Climate Action 

183 2018/12/4 英國支持實施“巴黎協定”強而有力規則 13 
Climate Home 

News 

184 2018/12/5 印度超越了排放控制的目標 13 Eco-Business 

185 2018/12/8 氣候變化：COP24未通過關鍵科學報告 13 BBC 

186 2018/12/10 在 COP24中，澳洲是唯一一個加入美國親煤行列的國家 13 The Guardian 

187 2018/12/11 美國被指控在聯合國氣候變遷峰會上阻撓談判 13 The Guardian 

188 2018/12/11 
COP24：企業、投資者、城市、州和地區迫切需要雄心勃勃

的成果 
13 C40 

189 2018/12/13 雪梨和墨爾本發誓要放棄煤電 7 
Climate Home 

News 

190 2018/12/13 中國對“統一”氣候規則持開放態度，迴避舊盟友 13 
Climate Home 

News 

191 2018/12/14 Stella McCartney：政策必須鼓勵企業使時尚永續發展 12 Edie 

192 2018/12/15 聯合國氣候變遷談判避免了協議草案中有爭議的問題 13 The Guardian 

193 2018/12/16 
在波蘭 COP24會議上達成了什麼，為什麼需要這麼長時

間？ 
13 The Guardian 

194 2018/12/16 氣候變化：我們從 COP24中學到的五件事 13 BBC 

195 2018/12/18 智利將主辦 COP25 13 Climate Action 

196 2018/12/18 2018年離岸風電容量“空前破紀錄” 7 Edie 

197 2018/12/19 歐盟通過特殊的波蘭條款就煤炭淘汰達成協議 7 Edie 

198 2018/12/19 "碳俱樂部"將國家自身利益轉變為氣候行動 13 
Climate Home 

News 

199 2018/12/20 象牙禁令在英國領先全球立法 15 Climat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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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2018/12/20 全球供水的多雨區域縮小 6 Eco-Business 

201 2018/12/21 華盛頓特區將於 2032年通過 100％可再生能源法案 7 Climate Action 

202 2018/12/21 歐盟就一次性塑料禁令達成協議 12 Climate Action 

203 2018/12/21 “黃背心”導致歐盟試圖逐步取消受監管的電價 13 Euract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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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yuan City Government - Cities 2018

Introduction

(0.1) Please give a general description and introduction to your city including your city’s

reporting boundary in the table below.

City boundary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City / Municipality

Description of city

Taoyuan City is an aerotropolis city situated at the center of Asia-Pacific. The industrial

output of the city has always been the pioneer of the country. Recently Taoyuan city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sustainable transport and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to citizens' daily lives. These actions make

Taoyuan City become a well-balanced green city economic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0.2) If you have not previously submitted a Letter of Commitment to the 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please attach your Letter of Commitment here, signed by an appropriately mandated

official (e.g. Mayor, city Council).

City Details

(0.3) Please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city’s Mayor or equivalent legal representative

authority in the table below:

Leader
title

Leader name Current term start
year

Current term end
year

Total time in office
(years)

Please
complete

Mayor Cheng, Wen-
Tsan

2014 2018 4

(0.4) Please select the currency used for all 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ed throughout your

response.

TWD New Taiwan Dollar

(0.5)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city’s annual operating budget, in the currency reported in

question 0.4.

Annual operating budget Budget year start Budget year end

Please complete 110054384000 January 1 2018 December 31 2018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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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city’s current and projected population.

Current
population

Current population
year

Projected
population

Projected population
year

Please
complete

2188017 2017 2196349 2018

(0.7)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city’s GDP in the currency reported in question 0.4.

GDP Year of GDP Source

Please complete 17444666000000 2017 DGBAS, Executive Yuan, Taiwan

(0.8) Please provide further details about the geography of your city.

Average annual
temperature (in Celsius)

Land area (in
square km)

Average
altitude (m)

Longitude (e.g.
-120.9762)

Latitude
(e.g. 41.25)

Please
complete

23 1180.61 350 121.301019 24.993176

Governance and Data Management

Governance

(1.0) Please describe the impact of national and/or regional climate change activities on

your city’s own climate change activities.

Despite the difficult challenge of transforming the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aiwan

has reiterated that it will spare no effort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ith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SGD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formulated the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Act in 2015, which is mandatory for cities to implement

climate-related reduction actions. Follow the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Guideline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PA) has promulgated the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ction Plan, and ministries and councils will formulate GHG Emission Control

Action Programs. Local governments formulate the GHG control implementation plan in

cities, and implement the reduction actions based on the plan to achieve the national long-

term emission reduction goals.

(1.1) Please describe how your city manages overall responsibility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adaptation (climate risk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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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mitigation, based on our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results, we investigated our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ission sectors, and differentiate the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emission sources. And then for the part that is within city government’s

operational control, we hold inter-bureau meetings to set up reduction targets. 

For adaptation, we established an inter-bureau platform of reduction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d integrated governance policies from different bureau through the

platform and meetings.

(1.2) Please describe th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of your government.

Government structur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Pluralized – non-hierarchical governance shared between state and non-state entities

Description of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Taoyuan City has a three-tiered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with the first being the city

government. The second tier includes 32 departments and 1 commission. Under these,

various offices share the responsibilities.

(1.3)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n your city’s annual revenue sources.

Percentage of annual revenue

National / central government 20.32

Regional / state / provincial government

Local taxes 63.22

Levies and fees 5.47

Operational revenues 7.56

Other 3.43

(1.4) Does your city in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goals and targets (e.g. GHG reductions) into

the master planning for the city?

Yes

(1.4a) Please detail which goals and targets are incorporated in your city’s master plan and

describe how these goals are addressed in the table below.

Goal type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s

How are these goals/targets addressed in the master plan?

Taoyuan City follows the GHG reduction targets set up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overall goal is to reduce 50% GHG emissions by 2050 with the base year being 2005.

Hazards and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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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Hazards

(2.0) Has a climate change risk or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been undertaken for your local

government area?

In progress

(2.0a) Please select the primary process or methodology used to undertake the risk or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your city. If your city uses a combination of methodologies,

please select the main methodology used.

Risk assessment methodology

Primary methodology

State or region vulnerability and risk assessment methodology

Description

Taiwan has an integrated research program 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echnology(TaiCCAT). TAiCCAT's supportive system for decision-making (TSSDA) was

developed taking the followings as references: UNDP’s Adaptation Policy Framework,

UKCIP’s Adaptation Wizard, and European Climate Adaptation Platform’s Adaptation

Support Tool. TSSDA help the users make appropriate adaptation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in 6 steps: 1. define the problem and set the target; 2. evaluate and analyze current risk;

3. evaluate and analyze future risk; 4. define and evaluate adaptation options; 5. plan and

implement adaptation pathways; 6. monitor and modify adaptation pathways.

(2.2) Do the current and/or anticipated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present a significant risk to

your city?

Do not know

Climate Hazards

(2.2a) Please list the most significant climate hazards faced by your city and indicate the

probability and consequence of these hazards, as well as the expected future change in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Please also select the top 3 assets or services that are affected by

the climate hazard, and provide a description of the impact.

Climate Hazards

Rain storm

Hazard status

Currently affecting the city

Magnitude of impact

Serious

Anticipated timescale

Short-term



2018/8/15 CDP

https://www.cdp.net/en/formatted_responses/responses?campaign_id=62349136&discloser_id=13036&locale=en&organization_name=Taoyuan… 6/30

Probability of hazard

Medium High

Consequence of hazard

Medium High

Future change in frequency

Increasing

Future change in intensity

Increasing

Top three assets/ services affected

Water supply & sanitation

Food & agriculture

Public health

Impact description

Ongoing rainfall results in flooding on major roadways or homes.

Climate Hazards

Drought

Hazard status

Currently affecting the city

Magnitude of impact

Serious

Anticipated timescale

Short-term

Probability of hazard

Medium High

Consequence of hazard

Medium High

Future change in frequency

Increasing

Future change in intensity

Increasing

Top three assets/ services affected

Water supply & sanitation

Food & agriculture

Public health

Impact description

Decreasing precipitation during winter and spring, results in the fallows, reduces and

following restricted water su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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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Hazards

Cyclone (Hurricane/Typhoon)

Hazard status

Currently affecting the city

Magnitude of impact

Serious

Anticipated timescale

Short-term

Probability of hazard

Medium

Consequence of hazard

Medium High

Future change in frequency

Decreasing

Future change in intensity

Increasing

Top three assets/ services affected

Water supply & sanitation

Commercial

Emergency management

Impact description

Stronger typhoons could cause greater level of damage

Climate Hazards

Landslide

Hazard status

Currently affecting the city

Magnitude of impact

Serious

Anticipated timescale

Short-term

Probability of hazard

Medium High

Consequence of hazard

High

Future change in frequency

Increasing

Future change in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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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

Top three assets/ services affected

Environment

Residential

Emergency management

Impact description

Causing land loss or property damages

(2.3) Do you consider that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could negatively impact the ability

of businesses to operate successfully in your city?

Please explain

Response

Do not know

Explanation

Taoyuan City started to implement climate adaptation projects in 2018, and the projects

have included the risk assessment, but the risk assessment has not completed yet. The

assessment report is expected to be done at the end of 2018.

(2.4) Please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most greatly affect your city’s ability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and indicate how those factors either enhance or challenge this ability.

Factors that affect ability to adapt

Government capacity

Enhance/ Challenge

Challenge

Description

Taoyuan City is a newly upgraded municipality, and the capacity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implement still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o face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climate problems in the future.

Factors that affect ability to adapt

Rapid urbanization

Enhance/ Challenge

Challenge

Description

Taoyuan City is facing rapid urbanization, and the adaptation abilities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are also challenged.

Factors that affect ability to adapt

Infrastructure capacity

Enhance/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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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

Description

More and more frequent and intensified climate disasters will challenge the adaptation

ability of infrastructure.

Factors that affect ability to adapt

Land use planning

Enhance/ Challenge

Challenge

Description

Due to the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more and more land development plans will also

affect the city's ability to adapt.

Factors that affect ability to adapt

Community engagement

Enhance/ Challenge

Enhance

Description

Increas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raising the standard of the public will increase

the ability to adapt.

Factors that affect ability to adapt

Access to quality / relevant data

Enhance/ Challenge

Enhance

Description

Taoyuan City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a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lan, which will

effectively obtain relevant data to provide the government with relevant implementation

plans.

Adaptation

(3.0) Has the Mayor or local government committed to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across

the geographical area of the city, town or settlement?

Yes

(3.0a) Please select the type of commitment and attach evidence.

Type of commitment and attach commitment document

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 Energy

GCOM offical webpage of Taoyuan City.pdf

https://www.cdp.net/en/formatted_responses/files?file_path=k9me76vz7u2sozvqoi2gbw-cdp-credit360-com/RmUQUGDQkUK0jktVuzjmBg/GCOMofficalwebpageofTaoyuanC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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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In 2016, Taoyuan City had signed letter of commitment by the mayor Wen-Tsan Cheng,

officially joined GCOM (the COM at the time), and officially passed the review in January

2018.

(3.1) Has your city council published a plan that addresses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progress

(3.1a) Please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on your plan that addresses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attach the document.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n the boundary of your plan,

and where this differs from your city’s boundary, please provide an explanation.

Publication title and attach adaptation plan

2018 Promoting the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roject of Taoyuan City

Year of publication

2018

Web link

Boundary of plan relative to city boundary (reported in 0.1)

Same - covers entire city and nothing else

Explanation of boundary choice

The jurisdiction of Taoyuan City

Primary author of plan

Consultant

Stage of implementation

Plan in implementation

(3.7) Please describe your progress in engaging stakeholders for adaptation planning.

Please complete and describe

Do you have a plan for stakeholder engagement?

Yes

Implementation of stakeholder engagement plan

In progress

Describe stakeholder engagement process

The adaptation project is combined with the community university system to promote

community adaptation, includ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educational interaction, and

launch Community-Based Adaptation(CBA). Beginning in 2018, it will hold the CBA

workshops, carry ou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government, and cooperate with the

needs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to produce climate change propaganda products.

Finally, draft a White Paper on the climate change action of Taoyuan City based on the

adapt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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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isks

(4.0) Does your city face any social risks as a result of climate change?

Do not know

(4.0a) Please complete the table to indicate which social risks your city faces as a result of

climate change and indicate if these risks have been covered by your city’s action plan.

Social risks

Increased demand for public services (including health)

Anticipated timescale in years

Medium-term

Impact description

Although Taoyuan City has the youngest population in Taiwan, the fertility rate has

declined slightly in recent years. If the population ages in the future, some elderly people

may not have enough medical resources.

Social risks

Increased risk to already vulnerable populations

Anticipated timescale in years

Short-term

Impact description

An abnormally high temperature climate disasters will bring more disadvantaged groups,

including health risks, etc..

Opportunities

(5.0) Does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provide any opportunities for your city?

Yes

Opportunities

(5.0a) Please indicate the opportunities and describe how the city is positioning itself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m.

Opportunity Describe how the city is maximizing this opportunity

Additional funding
opportunities

The city government provides green financing counseling. Some key
industries like green energy can benefit from higher credit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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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Does your city collaborate in voluntary partnership with businesses in your city on

sustainability projects?

Yes

(5.1a) Please provide some key examples of how your city collaborates with business in the

table below.

Collaboration area

Water

Description of collaboration

In some areas, the sewer system is operated by BOT to increase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Taoyuan sewage sewer users, improve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ving.

Collaboration area

Waste

Description of collaboration

The BOT of the Biomass Energy Center is inviting bids. This is the first three-in-one

biomass energy center in Taiwan. It can produce energy while recycling and disposing of

waste, to bringing double benefits. The “heat treatment unit” can digest the whole city's

garbage in the future and generate the power by incineration in the same time; "anaerobic

fermentation" can handle kitchen waste, water and fertilizer, share the sewage treatment

pressure, and the generated biogas can also generate electricity; "curing landfill" is to re-

process the burned bottom slag, fly ash and make use of it.

Financing Projects

(5.2) List any emission reduction, adaptation, water related or resilience projects you have

planned within your city for which you hope to attract financing, and provide details on the

estimated costs and status of the project in the currency reported in question 0.4. If your

city does not have any relevant projects, please select No relevant projects under Project

Area.

Local Government Emissions

Boundary & Scope

(6.0) Do you have an emissions inventory for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to report?

Yes



2018/8/15 CDP

https://www.cdp.net/en/formatted_responses/responses?campaign_id=62349136&discloser_id=13036&locale=en&organization_name=Taoyua… 13/30

(6.1) Please state the dates of the accounting year or 12-month period for which you are

reporting an emissions inventory for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From To

Accounting year dates January 1 2016 December 31 2016

(6.2) Please indicate the category that best describes the boundary of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emissions inventory.

Departments, entities or companies over which operational control is exercised

(6.3) Please give the name of the primary protocol, standard, or methodology used to

calculate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emissions inventory.

Emissions methodology

Primary protocol

Other (⾏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布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2017.4))

Comment

Taoyuan City’s GHG inventory is based on the “Guidelines for City Leve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2017.4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EPA of Executive Yuan. The guidelines are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EAP and GPC, and refer to the domestic county and

city cases and experiences.

(6.4) Which gases are included in your emissions inventory? Select all that apply.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Energy Data

Scope 1 Emissions Breakdown

(6.5) Please give the total amount of fuel (refers to Scope 1 emissions) that your local

government has consumed this year.

Source Fuel Amount Units

Buildings Natural gas 61090 Btu m3

Buildings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LPG) 173727.68 L

Buildings Diesel/Gas oil 1073765.7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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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Fuel Amount Units

Landfills Waste (municipal) 0 Metric tonnes

Municipal vehicle fleet Motor gasoline (petrol) 5826822.06 L

Municipal vehicle fleet Diesel/Gas oil 127756.33 L

Buildings Other (CO2 fire extinguisher) 565.076 Metric tonnes

Buildings Other (NaHCO3 dry chemical fire extinguisher) 12758.65 Metric tonnes

Buildings Other ( KHCO3 dry chemical fire extinguisher) 1305 Metric tonnes

Buildings Other (Refrigerant R134a) 2274.61 Metric tonnes

Buildings Other (Refrigerant R410a) 236.31 Metric tonnes

Scope 2 Emissions Breakdown

(6.6) How much electricity, heat, steam, and cooling (refers to Scope 2 emissions) has your

local government purchased for its own consumption during the reporting year?

Source Type Amount Units

Buildings Electricity 113850728.71 kWh

Street lighting and traffic signals Electricity 72207019.16 kWh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GHG Emissions Data

(6.7) Please provide total (Scope 1 + Scope 2) GHG emissions for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in metric tonnes CO2e. Scopes are a common categorization method.

Local government emissions breakdown

Total Scope 1 + Scope 2 emissions (metric tonnes CO2e)

122706.11

Total Scope 1 emissions (metric tonnes CO2e)

24353.7684

Total Scope 2 emissions (metric tonnes CO2e)

98352.3416

Comment

Scope 3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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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Do you measure local government Scope 3 emissions?

Yes

(6.8a) Please complete the table.

Source of Scope 3 emissions

Emissions from Contracted Services

Emissions (metric tonnes CO2e)

4152.8788

Comment

Include: 1. Buildings 555.2636 tonnes 2. Water treatment 3,450.5295 tonnes 3.

Transportation 2.1607 tonnes 4 . Fugitive emissions 0.1411 tonnes

(6.9) Please indicate if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emissions have increased,

decreased, or stayed the same since your last emissions inventory, and please describe why.

Please explain

Change in emissions

Decreased

Reason for change

Behavioural change

Please explain

Implement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Emissions Verification

(6.10) Has the GHG emissions data you are currently reporting been externally verified or

audited in part or in whole?

No

(6.10b) Please explain why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inventory is not verified and

describe any future plans for verification.

Please explain

Reason

Data is internally verified

Comments

The data has been internally verified and will be considered for external verific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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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Wide Emissions

GHG Emissions Data

(7.0) Does your city have a city-wide emissions inventory to report?

Yes

(7.1) Please state the dates of the accounting year or 12-month period for which you are

reporting a city-wide GHG emissions inventory.

From To

Accounting year dates January 1 2015 December 31 2015

(7.2) Please indicate the category that best describes the boundary of your city-wide GHG

emissions inventory.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of a local government

(7.3) Does your city have a city-wide emissions inventory that aligns with the Global Protocol

for Community-Sca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ventories (GPC)?

Yes

(7.3a) Please provide a summary of emissions by sector and scope as defined in the Global

Protocol for Community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ventories (GPC) in the table below.

Emissions (metric tonnes
CO2e)

Stationary Energy: energy use – Scope 1 (I.X.1) 3162525.4964

Stationary Energy: energy use – Scope 2 (I.X.2) 879860.4699

Stationary Energy: energy use – Scope 3 (I.X.3) 0

Stationary Energy: energy generation supplied to the grid – Scope 1
(I.4.4)

0

Transportation – Scope 1 (II.X.1) 4125514.1707

Transportation – Scope 2 (II.X.2) 41120.17589

Transportation – Scope 3 (II.X.3) 6299067.0646

Waste: waste generated within the city boundary – Scope 1 (III.X.1) 278287.5

Waste: waste generated within the city boundary – Scope 3 (III.X.2) 0

Waste: waste generated outside the city boundary – Scope 1
(III.X.3)

0

Industrial Processes and Product Use – Scope 1 (IV) 1452904.6912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Land Use – Scope 1 (V) 44793.1699

TOTAL Scope 1 (Territorial) emissions 16083728.7432

TOTAL Scope 2 emissions 14686009.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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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s (metric tonnes
CO2e)

TOTAL Scope 3 emissions 6299067.0646

TOTAL BASIC emissions 29272040.5823

TOTAL BASIC+ emissions 37068805.508

(7.5) Please attach your city-wide inventory in the table below.

Emissions inventory format

This inventory is in a format other than the GPC

Inventory document title and attachment

附件⼀_1061110_桃園市104年⾏政轄區城市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_r1_查證
附件⼀_1061110_桃園市104年⾏政轄區城市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_r1_查證.pdf

Level of confidence

Medium

Comment on level of confidence

Activity data error level average score multiplied by emission system error level average

score.

(7.10) Do you have any credits or offsets resulting in a change to your city’s net emissions

that you would like to report?

No

(7.11) Please indicate if your city-wide emissions have increased, decreased, or stayed the

same since your last emissions inventory, and please describe why.

Please explain

Change in emissions

Decreased

Reason for change

Policy change

Please explain

Bo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are promoting the reduction

actions.

City-wide external verification

(7.12) Has the city-wide GHG emissions data you are currently reporting been externally

verified or audited in part or in whole?

Yes

(7.12a)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city-wide emissions verification.

https://www.cdp.net/en/formatted_responses/files?file_path=k9me76vz7u2sozvqoi2gbw-cdp-credit360-com/n_WByavGpEuJ1zrlwzJikg/%E9%99%84%E4%BB%B6%E4%B8%801061110%E6%A1%83%E5%9C%92%E5%B8%82104%E5%B9%B4%E8%A1%8C%E6%94%BF%E8%BD%84%E5%8D%80%E5%9F%8E%E5%B8%82%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7%9B%A4%E6%9F%A5%E5%A0%B1%E5%91%8A%E6%9B%B8r1%E6%9F%A5%E8%AD%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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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fication details

Name of verifier

BSI Taiwan

Verification certificate title and attachment

桃園市104年⾏政轄區查證聲明書
桃園市104年⾏政轄區查證聲明書.pdf

Year of verification

2016

Comments

Re-stating previous emissions inventories

(7.13) Since your last submission, have you needed to recalculate any past city-wide GHG

emission inventories previously reported to CDP?

No

Strategy

Emissions Reduction: Local Government

(8.0) Do you have a GHG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 in place for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Yes

(8.0a)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

Sector Target
start
year

Baseline
year

Baseline emissions
(metric tonnes
CO2e)

Percentage
reduction
target

Target
year

Percentage of
target
achieved

Comment

Total 2015 2005 30474326 50 2050

Emissions Reduction Actions: Local Government

(8.1) What actions are you undertaking to reduce your emissions in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https://www.cdp.net/en/formatted_responses/files?file_path=k9me76vz7u2sozvqoi2gbw-cdp-credit360-com/w5cs2Tg1fkSirGifJH955w/%E6%A1%83%E5%9C%92%E5%B8%82104%E5%B9%B4%E8%A1%8C%E6%94%BF%E8%BD%84%E5%8D%80%E6%9F%A5%E8%AD%89%E8%81%B2%E6%98%8E%E6%9B%B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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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On-site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lease select

Project description

"Promotion on reduce carbon in Taoyuan Technology Park" Taoyuan Technology Park

have their manufacturer rooftop for bid, the one who get the bid will set the solar power

system to promote the renewable energy system to save energy and reduce carbon. The

capacity of renewable energy in Technology Park is 50 kWp in 2016.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capacity will increase up to 200 kWp during 2017 to 2019.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Developing the green economy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lease select

Project description

"Tourism factories join the carbon footprint labeling scheme" Organize the carbon

footprint labeling scheme orientation, and invite the stakeholders of tourism factories to

participate. It is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green architecture of tourism factories and

develop the carbon footprint label for products. There were 2 products that received

carbon footprint label. And it is aimed to achieve up to 8 products by 2019.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Recycling or composting collections and/or facilities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lease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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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description

"Recycling the industrial waste" In order to implement sustainable recycling, we

encourage the industries in Taoyuan to reuse or find another eco-friendly way, instead of

incinerating or landfill, to deal with the waste. It is expected to reduce the waste amount

and the impact that industries make onto the environment, so that we could develop a

sustainable society and enhance green competitiveness. The ratio of the recycling of

industrial waste is 83.8% in 2016.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ratio will be raised up to 86%

during 2017 to 2019.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On-site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4600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er year

Project description

"Set up solar power system on public estate rooftop leased through bidding" Under the

principle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aoyuan public estates and to efficiently use the

public housing rooftop, increasing profits, implementing green public facility and making

efficient use of solar power, the bidding organization should inform the stakeholders of

the public estates in written form before announce the bidding, and makes a list of legal

public estates that can be us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for arranging the solar power

system.It was reported to Bureau of Energy that the total cumulative capacity is 11.3 MW

in 2016. From 2017 to 2019, it is aimed at raising the capacity up to 15 MW.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measures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4332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er year

Project description

"The executive plan of regulations on maintenance and renovation subsidy for Taoyuan

public facilities" Taoyuan organizes the executive plan of regulations on maintena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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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ovation subsidy for the public facilities in apartment buildings. The government

subsidizes the replacement of the lighting in public area in apartment building and

Building lot. 1. Representative for maintenance: the maximum of the subsidy is NTD 50

thousand. 2. Small apartment building (under 100 households): the maximum of the

subsidy is NTD 100 thousand. 3. Medium apartment building (between 101 to 200

households): the maximum of the subsidy is NTD 150 thousand. 4. Large apartment

building (over 200 households): the maximum of the subsidy is NTD 200 thousand. A

total of 207 places in energy conservation community building have completed in 2016. It

is expected to achieve 507 places by the end of 2019.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Building performance rating and reporting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lease select

Project description

"Expand the regulation on public buildings obtaining green building label" According to

Public Announcement Building License No. 1050232728, all the buildings in Taoyuan that

cost 30 millions or above should obtain the green building label.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re

will be a total of 13 public estates that receive the candidate of green building

certification license during 2017 to 2019.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Smart grid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lease select

Project description

"Introduce the smart grid" The institute or schools provide buildings or places that are

suitable for building smart grid. By using green energy such as solar energy, wind power,

and fuel cell to convert to electric power, and the smart grid will manage the power supply

and storage while the mains electricity as auxiliary, building up a self-sufficient power

system. It is estimated to build a smart grid either in institute or school every year during

2017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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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lease select

Project description

"The action plans related to the promotion of Taoyuan mass transportation" The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mass transportation include: 1. Examining the bus routes and

network planning. 2. Checking service quality regularly. 3. Subsidy for bus business. 4.

Improving continuously the precision and adding value of the mass transportation

platform so that the willingness of using mass transpo There is 20% growth on volume of

passengers transported in 2016. It is estimated that during 2017 to 2019 the volume will

grow 10%.rtation will increase.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Improve fuel economy and reduce CO2 from motorized vehicles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3500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er year

Project description

"Single window system for mobile source pollutant control" In order to accelerate

residents to dispose of 2-stroke scooters and promote the low pollution vehicles,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encourage residents to report high-emitting vehicle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promotion of eco-friendly vehicles and other related activities.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s residents to learn the information of vehicles that have low

noise, low pollution, and zero waste, so that we could build up a green city that have low

carbon network, and at the same time, build up a friendly living environment. It is aimed

to promote low carbon vehicles that making Taoyuan a low carbon vehicle city and

improve the air quality. Expected performance： 1. There are 203 parking lots for low

carbon emission vehicles and scooters, 704 charging stations for electric vehicles and

scooters, and the market share of electric scooter is 2.95%. 2. It is estimated to have 380

parking spaces for low carbon emission vehicles and scooters during 2017 to 2019. 3.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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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xpected that the market share of electric scooter will increase to 3.2% during 2017 to

2019. 4. It is scheduled to have 850 charging stations for electric vehicles and scooters

during 2017 to 2019.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Green space and/ or biodiversity preservation and expansion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lease select

Project description

"Greenland park and expansion plan"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obtains the land for

greening through building capacity transfer. The government tries to get the land without

extra fee. If it could be obtained more than half of the park area without fee or through

building capacity transfer and the land is complete,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 will

evaluate and plan the developing project. The greening area of park, green area, square,

playground is 289.35 hectares in 2016. It is scheduled to expand up to 390.25 hectares

during 2017 to 2019.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Water recycling and reclamation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6831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er year

Project description

"Recycle the effluent and increase the amount of water recycle" 1. Recycling Center of

Water Resource in Shihmen 2. Recycling Center of Water Resource in Daxi 3. Recycling

Center of Water Resource in Guishan 4. Recycling Center of Water Resource in Fuxing 5.

Taoyuan sewage recycling participation system The daily recycling amount of water in

2016 is 5342.81 CMD.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daily recycling amount will increase to

5,700 CMD in 2017 to 2019.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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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s Reduction: City-wide

(8.2) Does your city have a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 for reducing city-wide GHG

emissions?

Yes

(8.2a) Please attach your city’s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 below.

Publication
title and
attach
document

Year of
publication

Web link Stage of
implementation

Low Carbon
Green City
Flagship
Projects
Low Carbon
Green City
Flagship
Projects
2017.pdf

2017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Plan update in
progress

(8.2b) Please describe how your city’s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key areas, and provide details on the location of this evidence within your plan.

Vision describing the city’s overall ambition and clear objectives

Proof statement from within your action plan (in English)

As the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many countries have been emphasizing on

the sustainable issues, contributing on the reduc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Act was announced on July 1st, 2015. It is said in the Act that till 2050, the

emission should be half lower than the amount in 2005. Besides, in align to the Paris

Agreement COP21, the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 of Taiwan is scheduled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50 percent below Business As Usual (BAU)

emissions by 2030, the amount is 20% less compared with 2005. Aiming at becoming a

low carbon green city, Taoyuan city develops three strategies and cooperates with the

departments under city governments. During the process, Taoyuan city realizes tha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we need professional advices other than civil servants in city

government, so that we invite professionals from industries, officers, academic, and NGO

groups to from a consultant-executive team. They offer practical advice and vision on low

carbon fields such as living style, architecture, industries, and transportation, assisting

Taoyuan to build up a sustainable and stable future.

Page number(s)

1

https://www.cdp.net/en/formatted_responses/files?file_path=k9me76vz7u2sozvqoi2gbw-cdp-credit360-com/xFKk6qH6H0icNk4XJHZ9nw/LowCarbonGreenCityFlagshipProjects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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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title

Low Carbon Green City Flagship Projects 2017

Context of the action plan

Proof statement from within your action plan (in English)

Page number(s)

Publication title

Business as Usual GHG Emissions forecast

Proof statement from within your action plan (in English)

Page number(s)

Publication title

Monitoring of the action plan

Proof statement from within your action plan (in English)

Page number(s)

Publication title

(8.3) Do you have a GHG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 in place at the city-wide level? Select all

that apply.

Base year emissions (absolute) target

(8.3a)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total city-wide base year emissions reduction (absolute)

target. In addition, you may add rows to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sector-specific targets, by

providing the base year emissions specific to that target.

Sector Target
start
year

Base
year

Base year
emissions (metric
tonnes CO2e)

Percentage
reduction
target

Target
year

Percentage of
target achieved
so far

Comment

Total city-
wide
emissions

2015 2005 29360000 50 2050 0

Emissions Reduction Actions : City-wide

(8.4) What actions is your city taking to reduce emissions? Please also indicat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potential and status of the emissions reduction actions your city has

planned.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Please select

Status of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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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select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lease select

Project description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Energy

(9.0) Please indicate the energy mix of electricity consumed in your city.

The electricity used in all counties and cities in Taiwan is alloca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re is no statistics on the energy sources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used
by a single county or city. Therefore, only the overal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energy source
percentage in Taiwan is listed.

Energy consumption percentage

Coal

46

Gas

35

Oil

5

Nuclear

8

Hydro

3

Biomass

0

Wind

1

Geothermal

0

Solar

1

Other sourc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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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 please ensure this equals 100%

<Calculated field>

(9.1) How much (in MW capacity) renewable energy is installed within the city boundary in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MW capacity

Renewable district heat/cooling 0

Solar PV 53.75

Solar thermal 0

Ground or water source 130

Wind 48.3

Other 0

(9.2) Does your city have a renewable energy or electricity target?

Not intending to undertake

(9.2b) Please explain why you do not have a renewable energy or electricity target and any

plans to introduce one in the future.

Please explain

Reasoning

Energy / electricity is not in city control

Comment

Taiwan has a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target: 20% renewable energy by 2025. Taoyuan

dedicated to develop renewable energy according to this target. i.g. Install solar panels

on public buildings, PV ponds and wind energy. However energy is not under Taoyuan’s

governance, therefore Taoyuan has not set up our own renewable energy targets.

(9.3) Does your city have an agreement to purchase a level of renewable electricity from the

grid or from a national or municipal utility?

No

Transport

(11.0) What is the mode share of each transport mode in your city?

Please complete

Private motorized transport

79.3

Rail/Metro/Tram

6.3

Buses (including B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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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Ferries/ River boats

0

Walking

6.9

Cycling

5.2

Taxis or For Hire Vehicles

0.8

Other

0

(11.4) Please provide the total fleet size and number of vehicle types for the following modes

of transport:

Number
of
private
cars

Number
of
buses

Number of
municipal
fleet
(excluding
buses)

Number
of
freight
vehicles

Number
of taxis

Transport
Network
Companies (e.g.
Uber, Lyft) fleet
size

Customer-drive
carshares (e.g.
Car2Go,
Drivenow) fleet
size

Total
fleet size

Electric

Hybrid

Plug in
hybrid

Hydrogen

Water

Water Supply

(15.0) What are the sources of your city's water supply?

Surface water

(15.3) Do you foresee substantive risks to your city’s water supply in the short or long term?

Do not know

(15.3a) Please identify the risks to your city’s water supply as well as the timescale and level

of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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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s Timescale Magnitude Risk description

Inadequate
or ageing
infrastructure

Current Serious The sedimentation of Shimen Reservoir has exceeded one-
third of the storage capacity, and the water storage
capacity has been greatly reduced, which will affect the
water supply of Taoyuan.

Increased
water
demand

Short-
term

Serious The population of Taoyuan City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the demand for water is bound to increas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oyuan Aerotropolis.

Submit your response

Please read and accept our Terms and Conditions

I accept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Please confirm how your response should be handled by CDP.

Public or non-public submission

I am submitting my response Non-publicly

What language are you submitting your response in?

English

Need help?  Contact us.

© 2018 CDP Worldwide 
Registered Charity no. 1122330 
VAT registration no: 923257921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registered in England no. 05013650

https://www.cdp.net/en/info/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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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yuan City Government - Cities 2018

Introduction

(0.1) Please give a general description and introduction to your city including your city’s

reporting boundary in the table below.

City boundary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City / Municipality

Description of city

Taoyuan City is an aerotropolis city situated at the center of Asia-Pacific. The industrial

output of the city has always been the pioneer of the country. Recently Taoyuan city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sustainable transport and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to citizens' daily lives. These actions make

Taoyuan City become a well-balanced green city economic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0.2) If you have not previously submitted a Letter of Commitment to the 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please attach your Letter of Commitment here, signed by an appropriately mandated

official (e.g. Mayor, city Council).

City Details

(0.3) Please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city’s Mayor or equivalent legal representative

authority in the table below:

Leader
title

Leader name Current term start
year

Current term end
year

Total time in office
(years)

Please
complete

Mayor Cheng, Wen-
Tsan

2014 2018 4

(0.4) Please select the currency used for all 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ed throughout your

response.

TWD New Taiwan Dollar

(0.5)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city’s annual operating budget, in the currency reported in

question 0.4.

Annual operating budget Budget year start Budget year end

Please complete 110054384000 January 1 2018 December 3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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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city’s current and projected population.

Current
population

Current population
year

Projected
population

Projected population
year

Please
complete

2188017 2017 2196349 2018

(0.7)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city’s GDP in the currency reported in question 0.4.

GDP Year of GDP Source

Please complete 17444666000000 2017 DGBAS, Executive Yuan, Taiwan

(0.8) Please provide further details about the geography of your city.

Average annual
temperature (in Celsius)

Land area (in
square km)

Average
altitude (m)

Longitude (e.g.
-120.9762)

Latitude
(e.g. 41.25)

Please
complete

23 1180.61 350 121.301019 24.993176

Governance and Data Management

Governance

(1.0) Please describe the impact of national and/or regional climate change activities on

your city’s own climate change activities.

Despite the difficult challenge of transforming the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aiwan

has reiterated that it will spare no effort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ith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SGD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formulated the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Act in 2015, which is mandatory for cities to implement

climate-related reduction actions. Follow the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Guideline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PA) has promulgated the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ction Plan, and ministries and councils will formulate GHG Emission Control

Action Programs. Local governments formulate the GHG control implementation plan in

cities, and implement the reduction actions based on the plan to achieve the national long-

term emission reduction goals.

(1.1) Please describe how your city manages overall responsibility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adaptation (climate risk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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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mitigation, based on our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results, we investigated our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ission sectors, and differentiate the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emission sources. And then for the part that is within city government’s

operational control, we hold inter-bureau meetings to set up reduction targets. 

For adaptation, we established an inter-bureau platform of reduction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d integrated governance policies from different bureau through the

platform and meetings.

(1.2) Please describe th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of your government.

Government structur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Pluralized – non-hierarchical governance shared between state and non-state entities

Description of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Taoyuan City has a three-tiered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with the first being the city

government. The second tier includes 32 departments and 1 commission. Under these,

various offices share the responsibilities.

(1.3)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n your city’s annual revenue sources.

Percentage of annual revenue

National / central government 20.32

Regional / state / provincial government

Local taxes 63.22

Levies and fees 5.47

Operational revenues 7.56

Other 3.43

(1.4) Does your city in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goals and targets (e.g. GHG reductions) into

the master planning for the city?

Yes

(1.4a) Please detail which goals and targets are incorporated in your city’s master plan and

describe how these goals are addressed in the table below.

Goal type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s

How are these goals/targets addressed in the master plan?

Taoyuan City follows the GHG reduction targets set up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overall goal is to reduce 50% GHG emissions by 2050 with the base year being 2005.

Hazards and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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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Hazards

(2.0) Has a climate change risk or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been undertaken for your local

government area?

In progress

(2.0a) Please select the primary process or methodology used to undertake the risk or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your city. If your city uses a combination of methodologies,

please select the main methodology used.

Risk assessment methodology

Primary methodology

State or region vulnerability and risk assessment methodology

Description

Taiwan has an integrated research program 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echnology(TaiCCAT). TAiCCAT's supportive system for decision-making (TSSDA) was

developed taking the followings as references: UNDP’s Adaptation Policy Framework,

UKCIP’s Adaptation Wizard, and European Climate Adaptation Platform’s Adaptation

Support Tool. TSSDA help the users make appropriate adaptation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in 6 steps: 1. define the problem and set the target; 2. evaluate and analyze current risk;

3. evaluate and analyze future risk; 4. define and evaluate adaptation options; 5. plan and

implement adaptation pathways; 6. monitor and modify adaptation pathways.

(2.2) Do the current and/or anticipated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present a significant risk to

your city?

Do not know

Climate Hazards

(2.2a) Please list the most significant climate hazards faced by your city and indicate the

probability and consequence of these hazards, as well as the expected future change in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Please also select the top 3 assets or services that are affected by

the climate hazard, and provide a description of the impact.

Climate Hazards

Rain storm

Hazard status

Currently affecting the city

Magnitude of impact

Serious

Anticipated timescale

Short-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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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ability of hazard

Medium High

Consequence of hazard

Medium High

Future change in frequency

Increasing

Future change in intensity

Increasing

Top three assets/ services affected

Water supply & sanitation

Food & agriculture

Public health

Impact description

Ongoing rainfall results in flooding on major roadways or homes.

Climate Hazards

Drought

Hazard status

Currently affecting the city

Magnitude of impact

Serious

Anticipated timescale

Short-term

Probability of hazard

Medium High

Consequence of hazard

Medium High

Future change in frequency

Increasing

Future change in intensity

Increasing

Top three assets/ services affected

Water supply & sanitation

Food & agriculture

Public health

Impact description

Decreasing precipitation during winter and spring, results in the fallows, reduces and

following restricted water su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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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Hazards

Cyclone (Hurricane/Typhoon)

Hazard status

Currently affecting the city

Magnitude of impact

Serious

Anticipated timescale

Short-term

Probability of hazard

Medium

Consequence of hazard

Medium High

Future change in frequency

Decreasing

Future change in intensity

Increasing

Top three assets/ services affected

Water supply & sanitation

Commercial

Emergency management

Impact description

Stronger typhoons could cause greater level of damage

Climate Hazards

Landslide

Hazard status

Currently affecting the city

Magnitude of impact

Serious

Anticipated timescale

Short-term

Probability of hazard

Medium High

Consequence of hazard

High

Future change in frequency

Increasing

Future change in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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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

Top three assets/ services affected

Environment

Residential

Emergency management

Impact description

Causing land loss or property damages

(2.3) Do you consider that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could negatively impact the ability

of businesses to operate successfully in your city?

Please explain

Response

Do not know

Explanation

Taoyuan City started to implement climate adaptation projects in 2018, and the projects

have included the risk assessment, but the risk assessment has not completed yet. The

assessment report is expected to be done at the end of 2018.

(2.4) Please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most greatly affect your city’s ability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and indicate how those factors either enhance or challenge this ability.

Factors that affect ability to adapt

Government capacity

Enhance/ Challenge

Challenge

Description

Taoyuan City is a newly upgraded municipality, and the capacity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implement still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o face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climate problems in the future.

Factors that affect ability to adapt

Rapid urbanization

Enhance/ Challenge

Challenge

Description

Taoyuan City is facing rapid urbanization, and the adaptation abilities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are also challenged.

Factors that affect ability to adapt

Infrastructure capacity

Enhance/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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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

Description

More and more frequent and intensified climate disasters will challenge the adaptation

ability of infrastructure.

Factors that affect ability to adapt

Land use planning

Enhance/ Challenge

Challenge

Description

Due to the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more and more land development plans will also

affect the city's ability to adapt.

Factors that affect ability to adapt

Community engagement

Enhance/ Challenge

Enhance

Description

Increas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raising the standard of the public will increase

the ability to adapt.

Factors that affect ability to adapt

Access to quality / relevant data

Enhance/ Challenge

Enhance

Description

Taoyuan City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a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lan, which will

effectively obtain relevant data to provide the government with relevant implementation

plans.

Adaptation

(3.0) Has the Mayor or local government committed to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across

the geographical area of the city, town or settlement?

Yes

(3.0a) Please select the type of commitment and attach evidence.

Type of commitment and attach commitment document

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 Energy

GCOM offical webpage of Taoyuan City.pdf

https://www.cdp.net/en/formatted_responses/files?file_path=k9me76vz7u2sozvqoi2gbw-cdp-credit360-com/RmUQUGDQkUK0jktVuzjmBg/GCOMofficalwebpageofTaoyuanC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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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In 2016, Taoyuan City had signed letter of commitment by the mayor Wen-Tsan Cheng,

officially joined GCOM (the COM at the time), and officially passed the review in January

2018.

(3.1) Has your city council published a plan that addresses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progress

(3.1a) Please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on your plan that addresses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attach the document.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n the boundary of your plan,

and where this differs from your city’s boundary, please provide an explanation.

Publication title and attach adaptation plan

2018 Promoting the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roject of Taoyuan City

Year of publication

2018

Web link

Boundary of plan relative to city boundary (reported in 0.1)

Same - covers entire city and nothing else

Explanation of boundary choice

The jurisdiction of Taoyuan City

Primary author of plan

Consultant

Stage of implementation

Plan in implementation

(3.7) Please describe your progress in engaging stakeholders for adaptation planning.

Please complete and describe

Do you have a plan for stakeholder engagement?

Yes

Implementation of stakeholder engagement plan

In progress

Describe stakeholder engagement process

The adaptation project is combined with the community university system to promote

community adaptation, includ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educational interaction, and

launch Community-Based Adaptation(CBA). Beginning in 2018, it will hold the CBA

workshops, carry ou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government, and cooperate with the

needs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to produce climate change propaganda products.

Finally, draft a White Paper on the climate change action of Taoyuan City based on the

adapt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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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isks

(4.0) Does your city face any social risks as a result of climate change?

Do not know

(4.0a) Please complete the table to indicate which social risks your city faces as a result of

climate change and indicate if these risks have been covered by your city’s action plan.

Social risks

Increased demand for public services (including health)

Anticipated timescale in years

Medium-term

Impact description

Although Taoyuan City has the youngest population in Taiwan, the fertility rate has

declined slightly in recent years. If the population ages in the future, some elderly people

may not have enough medical resources.

Social risks

Increased risk to already vulnerable populations

Anticipated timescale in years

Short-term

Impact description

An abnormally high temperature climate disasters will bring more disadvantaged groups,

including health risks, etc..

Opportunities

(5.0) Does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provide any opportunities for your city?

Yes

Opportunities

(5.0a) Please indicate the opportunities and describe how the city is positioning itself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m.

Opportunity Describe how the city is maximizing this opportunity

Additional funding
opportunities

The city government provides green financing counseling. Some key
industries like green energy can benefit from higher credit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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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Does your city collaborate in voluntary partnership with businesses in your city on

sustainability projects?

Yes

(5.1a) Please provide some key examples of how your city collaborates with business in the

table below.

Collaboration area

Water

Description of collaboration

In some areas, the sewer system is operated by BOT to increase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Taoyuan sewage sewer users, improve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ving.

Collaboration area

Waste

Description of collaboration

The BOT of the Biomass Energy Center is inviting bids. This is the first three-in-one

biomass energy center in Taiwan. It can produce energy while recycling and disposing of

waste, to bringing double benefits. The “heat treatment unit” can digest the whole city's

garbage in the future and generate the power by incineration in the same time; "anaerobic

fermentation" can handle kitchen waste, water and fertilizer, share the sewage treatment

pressure, and the generated biogas can also generate electricity; "curing landfill" is to re-

process the burned bottom slag, fly ash and make use of it.

Financing Projects

(5.2) List any emission reduction, adaptation, water related or resilience projects you have

planned within your city for which you hope to attract financing, and provide details on the

estimated costs and status of the project in the currency reported in question 0.4. If your

city does not have any relevant projects, please select No relevant projects under Project

Area.

Local Government Emissions

Boundary & Scope

(6.0) Do you have an emissions inventory for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to report?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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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Please state the dates of the accounting year or 12-month period for which you are

reporting an emissions inventory for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From To

Accounting year dates January 1 2016 December 31 2016

(6.2) Please indicate the category that best describes the boundary of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emissions inventory.

Departments, entities or companies over which operational control is exercised

(6.3) Please give the name of the primary protocol, standard, or methodology used to

calculate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emissions inventory.

Emissions methodology

Primary protocol

Other (⾏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布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2017.4))

Comment

Taoyuan City’s GHG inventory is based on the “Guidelines for City Leve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2017.4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EPA of Executive Yuan. The guidelines are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EAP and GPC, and refer to the domestic county and

city cases and experiences.

(6.4) Which gases are included in your emissions inventory? Select all that apply.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Energy Data

Scope 1 Emissions Breakdown

(6.5) Please give the total amount of fuel (refers to Scope 1 emissions) that your local

government has consumed this year.

Source Fuel Amount Units

Buildings Natural gas 61090 Btu m3

Buildings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LPG) 173727.68 L

Buildings Diesel/Gas oil 1073765.7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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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Fuel Amount Units

Landfills Waste (municipal) 0 Metric tonnes

Municipal vehicle fleet Motor gasoline (petrol) 5826822.06 L

Municipal vehicle fleet Diesel/Gas oil 127756.33 L

Buildings Other (CO2 fire extinguisher) 565.076 Metric tonnes

Buildings Other (NaHCO3 dry chemical fire extinguisher) 12758.65 Metric tonnes

Buildings Other ( KHCO3 dry chemical fire extinguisher) 1305 Metric tonnes

Buildings Other (Refrigerant R134a) 2274.61 Metric tonnes

Buildings Other (Refrigerant R410a) 236.31 Metric tonnes

Scope 2 Emissions Breakdown

(6.6) How much electricity, heat, steam, and cooling (refers to Scope 2 emissions) has your

local government purchased for its own consumption during the reporting year?

Source Type Amount Units

Buildings Electricity 113850728.71 kWh

Street lighting and traffic signals Electricity 72207019.16 kWh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GHG Emissions Data

(6.7) Please provide total (Scope 1 + Scope 2) GHG emissions for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in metric tonnes CO2e. Scopes are a common categorization method.

Local government emissions breakdown

Total Scope 1 + Scope 2 emissions (metric tonnes CO2e)

122706.11

Total Scope 1 emissions (metric tonnes CO2e)

24353.7684

Total Scope 2 emissions (metric tonnes CO2e)

98352.3416

Comment

Scope 3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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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Do you measure local government Scope 3 emissions?

Yes

(6.8a) Please complete the table.

Source of Scope 3 emissions

Emissions from Contracted Services

Emissions (metric tonnes CO2e)

4152.8788

Comment

Include: 1. Buildings 555.2636 tonnes 2. Water treatment 3,450.5295 tonnes 3.

Transportation 2.1607 tonnes 4 . Fugitive emissions 0.1411 tonnes

(6.9) Please indicate if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emissions have increased,

decreased, or stayed the same since your last emissions inventory, and please describe why.

Please explain

Change in emissions

Decreased

Reason for change

Behavioural change

Please explain

Implement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Emissions Verification

(6.10) Has the GHG emissions data you are currently reporting been externally verified or

audited in part or in whole?

No

(6.10b) Please explain why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inventory is not verified and

describe any future plans for verification.

Please explain

Reason

Data is internally verified

Comments

The data has been internally verified and will be considered for external verific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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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Wide Emissions

GHG Emissions Data

(7.0) Does your city have a city-wide emissions inventory to report?

Yes

(7.1) Please state the dates of the accounting year or 12-month period for which you are

reporting a city-wide GHG emissions inventory.

From To

Accounting year dates January 1 2015 December 31 2015

(7.2) Please indicate the category that best describes the boundary of your city-wide GHG

emissions inventory.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of a local government

(7.3) Does your city have a city-wide emissions inventory that aligns with the Global Protocol

for Community-Sca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ventories (GPC)?

Yes

(7.3a) Please provide a summary of emissions by sector and scope as defined in the Global

Protocol for Community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ventories (GPC) in the table below.

Emissions (metric tonnes
CO2e)

Stationary Energy: energy use – Scope 1 (I.X.1) 3162525.4964

Stationary Energy: energy use – Scope 2 (I.X.2) 879860.4699

Stationary Energy: energy use – Scope 3 (I.X.3) 0

Stationary Energy: energy generation supplied to the grid – Scope 1
(I.4.4)

0

Transportation – Scope 1 (II.X.1) 4125514.1707

Transportation – Scope 2 (II.X.2) 41120.17589

Transportation – Scope 3 (II.X.3) 6299067.0646

Waste: waste generated within the city boundary – Scope 1 (III.X.1) 278287.5

Waste: waste generated within the city boundary – Scope 3 (III.X.2) 0

Waste: waste generated outside the city boundary – Scope 1
(III.X.3)

0

Industrial Processes and Product Use – Scope 1 (IV) 1452904.6912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Land Use – Scope 1 (V) 44793.1699

TOTAL Scope 1 (Territorial) emissions 16083728.7432

TOTAL Scope 2 emissions 14686009.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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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s (metric tonnes
CO2e)

TOTAL Scope 3 emissions 6299067.0646

TOTAL BASIC emissions 29272040.5823

TOTAL BASIC+ emissions 37068805.508

(7.5) Please attach your city-wide inventory in the table below.

Emissions inventory format

This inventory is in a format other than the GPC

Inventory document title and attachment

附件⼀_1061110_桃園市104年⾏政轄區城市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_r1_查證
附件⼀_1061110_桃園市104年⾏政轄區城市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_r1_查證.pdf

Level of confidence

Medium

Comment on level of confidence

Activity data error level average score multiplied by emission system error level average

score.

(7.10) Do you have any credits or offsets resulting in a change to your city’s net emissions

that you would like to report?

No

(7.11) Please indicate if your city-wide emissions have increased, decreased, or stayed the

same since your last emissions inventory, and please describe why.

Please explain

Change in emissions

Decreased

Reason for change

Policy change

Please explain

Bo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are promoting the reduction

actions.

City-wide external verification

(7.12) Has the city-wide GHG emissions data you are currently reporting been externally

verified or audited in part or in whole?

Yes

(7.12a)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city-wide emissions verification.

https://www.cdp.net/en/formatted_responses/files?file_path=k9me76vz7u2sozvqoi2gbw-cdp-credit360-com/n_WByavGpEuJ1zrlwzJikg/%E9%99%84%E4%BB%B6%E4%B8%801061110%E6%A1%83%E5%9C%92%E5%B8%82104%E5%B9%B4%E8%A1%8C%E6%94%BF%E8%BD%84%E5%8D%80%E5%9F%8E%E5%B8%82%E6%BA%AB%E5%AE%A4%E6%B0%A3%E9%AB%94%E7%9B%A4%E6%9F%A5%E5%A0%B1%E5%91%8A%E6%9B%B8r1%E6%9F%A5%E8%AD%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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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fication details

Name of verifier

BSI Taiwan

Verification certificate title and attachment

桃園市104年⾏政轄區查證聲明書
桃園市104年⾏政轄區查證聲明書.pdf

Year of verification

2016

Comments

Re-stating previous emissions inventories

(7.13) Since your last submission, have you needed to recalculate any past city-wide GHG

emission inventories previously reported to CDP?

No

Strategy

Emissions Reduction: Local Government

(8.0) Do you have a GHG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 in place for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Yes

(8.0a)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

Sector Target
start
year

Baseline
year

Baseline emissions
(metric tonnes
CO2e)

Percentage
reduction
target

Target
year

Percentage of
target
achieved

Comment

Total 2015 2005 30474326 50 2050

Emissions Reduction Actions: Local Government

(8.1) What actions are you undertaking to reduce your emissions in your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https://www.cdp.net/en/formatted_responses/files?file_path=k9me76vz7u2sozvqoi2gbw-cdp-credit360-com/w5cs2Tg1fkSirGifJH955w/%E6%A1%83%E5%9C%92%E5%B8%82104%E5%B9%B4%E8%A1%8C%E6%94%BF%E8%BD%84%E5%8D%80%E6%9F%A5%E8%AD%89%E8%81%B2%E6%98%8E%E6%9B%B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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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On-site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lease select

Project description

"Promotion on reduce carbon in Taoyuan Technology Park" Taoyuan Technology Park

have their manufacturer rooftop for bid, the one who get the bid will set the solar power

system to promote the renewable energy system to save energy and reduce carbon. The

capacity of renewable energy in Technology Park is 50 kWp in 2016.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capacity will increase up to 200 kWp during 2017 to 2019.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Developing the green economy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lease select

Project description

"Tourism factories join the carbon footprint labeling scheme" Organize the carbon

footprint labeling scheme orientation, and invite the stakeholders of tourism factories to

participate. It is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green architecture of tourism factories and

develop the carbon footprint label for products. There were 2 products that received

carbon footprint label. And it is aimed to achieve up to 8 products by 2019.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Recycling or composting collections and/or facilities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lease select



2018/8/15 CDP

https://www.cdp.net/en/formatted_responses/responses?campaign_id=62349136&discloser_id=13036&locale=en&organization_name=Taoyua… 20/30

Project description

"Recycling the industrial waste" In order to implement sustainable recycling, we

encourage the industries in Taoyuan to reuse or find another eco-friendly way, instead of

incinerating or landfill, to deal with the waste. It is expected to reduce the waste amount

and the impact that industries make onto the environment, so that we could develop a

sustainable society and enhance green competitiveness. The ratio of the recycling of

industrial waste is 83.8% in 2016.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ratio will be raised up to 86%

during 2017 to 2019.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On-site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4600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er year

Project description

"Set up solar power system on public estate rooftop leased through bidding" Under the

principle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aoyuan public estates and to efficiently use the

public housing rooftop, increasing profits, implementing green public facility and making

efficient use of solar power, the bidding organization should inform the stakeholders of

the public estates in written form before announce the bidding, and makes a list of legal

public estates that can be us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for arranging the solar power

system.It was reported to Bureau of Energy that the total cumulative capacity is 11.3 MW

in 2016. From 2017 to 2019, it is aimed at raising the capacity up to 15 MW.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 measures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4332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er year

Project description

"The executive plan of regulations on maintenance and renovation subsidy for Taoyuan

public facilities" Taoyuan organizes the executive plan of regulations on maintena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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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ovation subsidy for the public facilities in apartment buildings. The government

subsidizes the replacement of the lighting in public area in apartment building and

Building lot. 1. Representative for maintenance: the maximum of the subsidy is NTD 50

thousand. 2. Small apartment building (under 100 households): the maximum of the

subsidy is NTD 100 thousand. 3. Medium apartment building (between 101 to 200

households): the maximum of the subsidy is NTD 150 thousand. 4. Large apartment

building (over 200 households): the maximum of the subsidy is NTD 200 thousand. A

total of 207 places in energy conservation community building have completed in 2016. It

is expected to achieve 507 places by the end of 2019.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Building performance rating and reporting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lease select

Project description

"Expand the regulation on public buildings obtaining green building label" According to

Public Announcement Building License No. 1050232728, all the buildings in Taoyuan that

cost 30 millions or above should obtain the green building label.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re

will be a total of 13 public estates that receive the candidate of green building

certification license during 2017 to 2019.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Smart grid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lease select

Project description

"Introduce the smart grid" The institute or schools provide buildings or places that are

suitable for building smart grid. By using green energy such as solar energy, wind power,

and fuel cell to convert to electric power, and the smart grid will manage the power supply

and storage while the mains electricity as auxiliary, building up a self-sufficient power

system. It is estimated to build a smart grid either in institute or school every year during

2017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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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lease select

Project description

"The action plans related to the promotion of Taoyuan mass transportation" The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mass transportation include: 1. Examining the bus routes and

network planning. 2. Checking service quality regularly. 3. Subsidy for bus business. 4.

Improving continuously the precision and adding value of the mass transportation

platform so that the willingness of using mass transpo There is 20% growth on volume of

passengers transported in 2016. It is estimated that during 2017 to 2019 the volume will

grow 10%.rtation will increase.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Improve fuel economy and reduce CO2 from motorized vehicles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3500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er year

Project description

"Single window system for mobile source pollutant control" In order to accelerate

residents to dispose of 2-stroke scooters and promote the low pollution vehicles,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encourage residents to report high-emitting vehicle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promotion of eco-friendly vehicles and other related activities.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s residents to learn the information of vehicles that have low

noise, low pollution, and zero waste, so that we could build up a green city that have low

carbon network, and at the same time, build up a friendly living environment. It is aimed

to promote low carbon vehicles that making Taoyuan a low carbon vehicle city and

improve the air quality. Expected performance： 1. There are 203 parking lots for low

carbon emission vehicles and scooters, 704 charging stations for electric vehicles and

scooters, and the market share of electric scooter is 2.95%. 2. It is estimated to have 380

parking spaces for low carbon emission vehicles and scooters during 2017 to 2019. 3.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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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xpected that the market share of electric scooter will increase to 3.2% during 2017 to

2019. 4. It is scheduled to have 850 charging stations for electric vehicles and scooters

during 2017 to 2019.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Green space and/ or biodiversity preservation and expansion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lease select

Project description

"Greenland park and expansion plan"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obtains the land for

greening through building capacity transfer. The government tries to get the land without

extra fee. If it could be obtained more than half of the park area without fee or through

building capacity transfer and the land is complete,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 will

evaluate and plan the developing project. The greening area of park, green area, square,

playground is 289.35 hectares in 2016. It is scheduled to expand up to 390.25 hectares

during 2017 to 2019.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Water recycling and reclamation

Status of project

Operation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6831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er year

Project description

"Recycle the effluent and increase the amount of water recycle" 1. Recycling Center of

Water Resource in Shihmen 2. Recycling Center of Water Resource in Daxi 3. Recycling

Center of Water Resource in Guishan 4. Recycling Center of Water Resource in Fuxing 5.

Taoyuan sewage recycling participation system The daily recycling amount of water in

2016 is 5342.81 CMD.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daily recycling amount will increase to

5,700 CMD in 2017 to 2019.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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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s Reduction: City-wide

(8.2) Does your city have a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 for reducing city-wide GHG

emissions?

Yes

(8.2a) Please attach your city’s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 below.

Publication
title and
attach
document

Year of
publication

Web link Stage of
implementation

Low Carbon
Green City
Flagship
Projects
Low Carbon
Green City
Flagship
Projects
2017.pdf

2017 http://carbon.tyepb.gov.tw/views/project/project2.html Plan update in
progress

(8.2b) Please describe how your city’s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key areas, and provide details on the location of this evidence within your plan.

Vision describing the city’s overall ambition and clear objectives

Proof statement from within your action plan (in English)

As the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many countries have been emphasizing on

the sustainable issues, contributing on the reduc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Act was announced on July 1st, 2015. It is said in the Act that till 2050, the

emission should be half lower than the amount in 2005. Besides, in align to the Paris

Agreement COP21, the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 of Taiwan is scheduled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50 percent below Business As Usual (BAU)

emissions by 2030, the amount is 20% less compared with 2005. Aiming at becoming a

low carbon green city, Taoyuan city develops three strategies and cooperates with the

departments under city governments. During the process, Taoyuan city realizes tha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we need professional advices other than civil servants in city

government, so that we invite professionals from industries, officers, academic, and NGO

groups to from a consultant-executive team. They offer practical advice and vision on low

carbon fields such as living style, architecture, industries, and transportation, assisting

Taoyuan to build up a sustainable and stable future.

Page number(s)

1

https://www.cdp.net/en/formatted_responses/files?file_path=k9me76vz7u2sozvqoi2gbw-cdp-credit360-com/xFKk6qH6H0icNk4XJHZ9nw/LowCarbonGreenCityFlagshipProjects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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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title

Low Carbon Green City Flagship Projects 2017

Context of the action plan

Proof statement from within your action plan (in English)

Page number(s)

Publication title

Business as Usual GHG Emissions forecast

Proof statement from within your action plan (in English)

Page number(s)

Publication title

Monitoring of the action plan

Proof statement from within your action plan (in English)

Page number(s)

Publication title

(8.3) Do you have a GHG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 in place at the city-wide level? Select all

that apply.

Base year emissions (absolute) target

(8.3a)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total city-wide base year emissions reduction (absolute)

target. In addition, you may add rows to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sector-specific targets, by

providing the base year emissions specific to that target.

Sector Target
start
year

Base
year

Base year
emissions (metric
tonnes CO2e)

Percentage
reduction
target

Target
year

Percentage of
target achieved
so far

Comment

Total city-
wide
emissions

2015 2005 29360000 50 2050 0

Emissions Reduction Actions : City-wide

(8.4) What actions is your city taking to reduce emissions? Please also indicat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potential and status of the emissions reduction actions your city has

planned.

Emissions reduction project activity

Please select

Status of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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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select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metric tonnes CO2e)

Estimated emissions reduction timescale

Please select

Project description

Web link to project website

Energy

(9.0) Please indicate the energy mix of electricity consumed in your city.

The electricity used in all counties and cities in Taiwan is alloca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re is no statistics on the energy sources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used
by a single county or city. Therefore, only the overal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energy source
percentage in Taiwan is listed.

Energy consumption percentage

Coal

46

Gas

35

Oil

5

Nuclear

8

Hydro

3

Biomass

0

Wind

1

Geothermal

0

Solar

1

Other sourc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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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 please ensure this equals 100%

<Calculated field>

(9.1) How much (in MW capacity) renewable energy is installed within the city boundary in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MW capacity

Renewable district heat/cooling 0

Solar PV 53.75

Solar thermal 0

Ground or water source 130

Wind 48.3

Other 0

(9.2) Does your city have a renewable energy or electricity target?

Not intending to undertake

(9.2b) Please explain why you do not have a renewable energy or electricity target and any

plans to introduce one in the future.

Please explain

Reasoning

Energy / electricity is not in city control

Comment

Taiwan has a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target: 20% renewable energy by 2025. Taoyuan

dedicated to develop renewable energy according to this target. i.g. Install solar panels

on public buildings, PV ponds and wind energy. However energy is not under Taoyuan’s

governance, therefore Taoyuan has not set up our own renewable energy targets.

(9.3) Does your city have an agreement to purchase a level of renewable electricity from the

grid or from a national or municipal utility?

No

Transport

(11.0) What is the mode share of each transport mode in your city?

Please complete

Private motorized transport

79.3

Rail/Metro/Tram

6.3

Buses (including B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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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Ferries/ River boats

0

Walking

6.9

Cycling

5.2

Taxis or For Hire Vehicles

0.8

Other

0

(11.4) Please provide the total fleet size and number of vehicle types for the following modes

of transport:

Number
of
private
cars

Number
of
buses

Number of
municipal
fleet
(excluding
buses)

Number
of
freight
vehicles

Number
of taxis

Transport
Network
Companies (e.g.
Uber, Lyft) fleet
size

Customer-drive
carshares (e.g.
Car2Go,
Drivenow) fleet
size

Total
fleet size

Electric

Hybrid

Plug in
hybrid

Hydrogen

Water

Water Supply

(15.0) What are the sources of your city's water supply?

Surface water

(15.3) Do you foresee substantive risks to your city’s water supply in the short or long term?

Do not know

(15.3a) Please identify the risks to your city’s water supply as well as the timescale and level

of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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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s Timescale Magnitude Risk description

Inadequate
or ageing
infrastructure

Current Serious The sedimentation of Shimen Reservoir has exceeded one-
third of the storage capacity, and the water storage
capacity has been greatly reduced, which will affect the
water supply of Taoyuan.

Increased
water
demand

Short-
term

Serious The population of Taoyuan City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the demand for water is bound to increas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oyuan Aerotropolis.

Submit your response

Please read and accept our Terms and Conditions

I accept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Please confirm how your response should be handled by CDP.

Public or non-public submission

I am submitting my response Non-publicly

What language are you submitting your response in?

English

Need help?  Contact us.

© 2018 CDP Worldwide 
Registered Charity no. 1122330 
VAT registration no: 923257921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registered in England no. 05013650

https://www.cdp.net/en/info/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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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訪名單 

姓名 任職單位/職稱 英文姓名 

邱俊銘 
桃園市政府 / 副秘書長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Chiou, 

Jiunn-Ming 

陳增祥 

環境保護局 / 副局長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oyuan /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Chen, 

Tseng-Hsiang 

張展銓 

環境保護局/ 技正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oyuan /  

Specialist 

Chang, 

Chan-Chuan 

何宗育 

交通局 / 股長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Taoyuan /  

Subsection Chief 

Ho, 

Tsung-Yu 

陳彥頻 

環境保護局 / 科員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oyuan /  

Section Assistant 

Chen, 

Yen-Ping 

曾俋銜 
傳閔公司 / 工程師 

Tranmit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 Engineer 

Tseng, 

Yih-Hsien 

 

 

二、聯絡資訊 

1. 國內後勤支援 

姓名 職稱 公司電話 行動電話 

林錫聰 環境保護局科長   03-338-6021 #2101 0972-938-187 

孫瑋宏 計畫主持人   02-8953-3132 #1056 0922-309-012 

杜怡瑩 計畫經理   02-8953-3132 #1104 0912-582-313 

 

2. 飯店聯絡資訊 

入住日期：2018 年 6 月 19 日至 6 月 24 日，共 5 晚 

飯店名稱 飯店連絡電話 / 地址 

Hôtel Le Dauphin 

Montréal Centre-Ville 

514 788-3888 

1025, rue de Bleury, Montréal, QC. H2Z 1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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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合時間與地點 

➢ 集合時間：6 月 18 日 21:00  

➢ 集合地點：桃園機場第 2 航廈 3 樓長榮航空櫃台 

 

 
 

四、航班資訊 

➢ 去程：長榮航空(Eva Air) BR10 + 加拿大航空(Air Canada) AC392 

 
 

➢ 回程：加拿大航空(Air Canada) AC429 + 長榮航空(Eva Air) BR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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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體行程介紹 

本次世界大會訂於 2018 年 6 月 19 日至 6 月 22 日於加拿大蒙特婁舉辦，桃園代表

團參與時間為 6 月 18 日至 6 月 26 日，相關行程如下表，其餘時段可參觀展覽場攤

位或周邊景點，詳細議程請參考附件一。 

日期 會議活動 

6/18 

(一) 

21:00 桃園機場長榮航空報到櫃台集合 

23:35 飛機起飛 (長榮 BR10) 

6/19 

(二) 

早上 

7:50 抵達蒙特婁特魯多國際機場(YUL) 

搭乘 747 機場巴士前往蒙特婁市區，車程預計 50-70 分鐘，下車

後步行(約 5 分鐘)前往住宿飯店 

11:30 前往會場報到 

下午 

14:00-15:45 全體會議 P1-開幕會議 

16:15-18:00 全體會議 P2 - 地方政府為永續發展的關鍵力量：多

方利益相關者的對話 

晚上 
18:00-19:00 歡迎酒會 

19:00-22:00 迎賓晚宴 

6/20 

(三) 

早上 

8:30-10:30 全體會議 P3 - 以地方行動達成全球目標 

子題場次 SP1 

打造低碳城市 

子題場次 SP2 

全民的健康城市 
6 場專題場次 

下午 

14:00-15:30C2C 城市對談 

子題場次 SP5 

自然為本的解決方

案 

子題場次 SP6 

透過策略型採購達

成永續 

6 場專題場次 

晚上 18:00-22:00 交流晚會 

6/21 

(四) 
早上 

全體會議 P4 – 翻轉都市地景-女性領導力與性別主流化 

全體會議 P5 –轉變共生的方式-透過和解與合作邁向永續的城市

未來 

全體會議 P6 –改變我們合作的方式:永續城市、鄉鎮與區域的多

層級與協力式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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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議活動 

子題場次 SP7 

永續投資 
5 場專題場次 

下午 移動式工作坊：蒙特婁-鄰里生活(生活品質與食物系統) 

6/22 

(五) 

早上 
全體會議 P7 -協力夥伴攜手向前 

9 場專題場次 

下午 
9 場專題場次 

14:00-16:00 慶祝儀式 

6/23 

(六) 

早上 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參觀 

下午 
皇家山公園(Mont-Royal Park)參觀 

聖約瑟夫禮拜堂(St. Joseph’s Oratory)參觀 

6/24 

(日) 

早上 生態環境科技館(Biosphere Environmental Museum)參觀 

下午 生態屋(Habitat 67)參觀 

晚上 
搭乘 747 機場巴士前往蒙特婁特魯多國際機場(YUL) 

21:30 搭機返台 

6/26 

(一) 
上午 04:55 返抵國門 

 

六、會場介紹 

 

入住飯店 

STM 車站 

會議場地 



5 

 

加拿大蒙特婁會議中心 Palais des Congrès de Montréal 

➢ 地址：1001 Jean Paul Riopelle Pl, Montréal, Canada 

➢ 距離本次飯店位置，路程約 2 分鐘 

➢ 位於蒙特婁市中心，STM 地鐵站 Place-d’Armes 站(STM 地鐵路線圖請參考附

件二)即位於會議中心地下層，交通相當方便。會議中心共有 8 層樓，本次會

議場地集中於 5 樓，晚宴於 7 樓舉行。會場周邊鄰近眾多著名景點。 

 

 
 

➢ 會場 5 樓配置圖 

 
  

開幕會議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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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場 7 樓配置圖 

 
 

 

七、住宿資訊 

 

多芬蒙特婁城市飯店 Hôtel Le Dauphin Montréal Centre-Ville 

➢ 地址：1025, rue de Bleury, Montréal, QC. H2Z 1M7 

➢ 免費電話：1-888-784-3888 / 電話：514 788-3888 / 傳真：514 788-3889 

➢ Email：mtl@hoteldauphin.ca 

➢ 早餐供應時段：平日 6:00-10:00 / 周末 6:00-11:00 

➢ 位於蒙特婁市中心，距離會議場地步行僅需 2-5 分鐘，鄰近 STM 地鐵站

Place-d’Armes 站(STM 地鐵路線圖請參考附件二)。 

 

  

晚宴場地 

mailto:mtl@hoteldauphi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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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與會場週邊地圖 

 
 

 

八、用餐資訊 

項

次 
餐廳名稱 地址 類型 

參考價位

(CAD) 
營業時間 

1 St-Viateur Bagel Shop 
1127 Mont-Royal E. 

Montréal, 
蒙特婁 3 ~ 9 6:00 ~ 22:00 

2 Schwartz Deli 
3895 Saint-Laurent 

Boulevard, Montreal 
蒙特婁 7.95 ~ 24.95 8:00 ~ 00:30 

3 La Banquise Resto 994 Rue Rachel E, Montréal 蒙特婁 7.75 ~ 18.85 24 小時 

4 Tim Hortons 
159 St Antoine Ouest Local 

C-21, Suite 165, Montréal 
咖啡廳 5.49 ~ 8.49 6:00 ~ 22:00 

5 Lattuca Barbecue 
15 Rue de la Commune O 

Montreal 
美式炭烤 11 ~ 30 17:00 ~ 23:00 

6 Café Capucine 
333 Rue de la Gauchetière 

O, Montréal 
咖啡廳 9 ~ 20 8:00 ~ 19:00 

7 Qing Hua Dumpling 
1019 Boul St-Laurent, 

Montréal 
中式 5 ~ 15 12:00 ~ 22:00 

8 M4 Burritos Peel 2053 Rue Peel, Montréal 墨西哥 8.35 ~ 8.95 11:30 ~ 22:00 

9 Le Poké Bar 
2153 Rue Crescent, 

Montréal 
夏威夷 7.95 ~ 13.95 11:30 ~ 21:00 

10 Dirty Dogs 
3685 Saint Laurent 

Boulevard, Montreal 
美式 11 ~ 30 11:30 ~ 22:00 

11 Crew Collective & Cafe 
360 Rue Saint-Jacques, 

Montréal 
咖啡廳 3.5 ~ 19.5 

平日 8 ~ 20 

六日 10 ~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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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參訪示範點參考 

皇家山公園(Mount Royal Park) 

 大會移動式工作坊參訪點之一，為蒙特婁市最具有
代表性的自然遺產，政府重視保護和改善大蒙特婁
地區的「綠肺」，在保育、道路交通或物種入侵相關
議題上積極採取各項行動。 

 市內最大的公園，闢建於 1876 年，由設計紐約中央
公園的世界知名設計師奧姆斯特德所設計。  

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 

 位於皇家山腳下 
 成立於 1821 年英國殖民地時期，加拿大最古老的高
等學府，加拿大傳統四大校之一 

 以醫學和理工科系著名，世界排名 42 
 曾被雜誌評為「全球 17 大最美麗校園」之一 
 地址：845 Sherbrooke Street West, Montreal 

 

聖約瑟夫禮拜堂(St. Joseph’s Oratory)  

 聖約瑟夫禮拜堂於 1904 年建造 
 加拿大最大的教堂，世界第二大的圓頂教堂 
 位於市中心的皇家山山坡上，聳立在城市上方，可
欣賞綿延幾英里的美景 

 免費參觀 
 開放時間：06:00 ~ 21:00 
 地址：3800 Chemin Queen Mary, Montréal   

生態環境科技館(Biosphere Environmental Museum) 

 原為 1967 年蒙特婁舉辦世界博覽會之美國館 
 現為生態教育展覽中心，以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
及永續發展等環境議題為主。 

 門票：CAD $12 
 營業時間：10:00 ~ 17:00 
 地址：160 Chemin Tour-de-l'Isle, Montreal 

 

生態屋(Habitat 67) 

 1967 年蒙特婁舉辦世界博覽會時以「人與世界」的
主題，所建造的新型住宅小區，展示現代城市房屋
經濟、生態、環保的發展趨勢。 

 可騎乘自行車前往，距蒙特婁會議中心約 4.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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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大教堂 (Basilique Notre-Dame) 

 號稱北美最美麗的教堂之一 
 採用新歌德式建築，1829 年完工啟用 
 構想源自巴黎的聖禮拜堂 (Sainte-Chapelle) 
 距離會場步行約 7-8 分鐘 
 門票：CAD $6 

 

兵器廣場 (Place d'Armes) 

 老城區內三大廣場之一 
 老城區的精華地帶 
 廣場周邊有許多古蹟，包括紐約人壽大樓(蒙特婁第
一座摩天大樓) 

 

舊港區 (Quais du Vieux-Port) 

 位於聖羅蘭河與市中心之間的港區建於 1642 年 
 最初蒙特婁以皮貨和木材交易起家，港口是最早的
發跡地。 

 舊港區街道上有博物館、精品店、法式餐廳、咖啡
座，河濱公園，是最適合漫步的地方。 

 

雅克·卡蒂亞廣場( Place Jacques-Cartier) 

 位於舊城區中心，約有兩個街區的範圍 
 1804 年時首度開放，廣場中心矗立英國尼爾遜爵士

(LordNelson)的銅像。 

 

蒙特婁植物園(Montreal Botanical Garden) 

 大會移動式工作坊參訪點之一。 
 北美最大的植物園(世界三大植物園之一) 
 昆蟲館及植物園 
開放時間：09:00 ~ 18:00 
票價：CAD $20.5 

 天文館整修至 2019 年開放 
 

奧林匹克公園(Parc olympique) 

 蒙特婁塔(1976 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場館) ，
可容納 8 萬多人，為世界最高的傾斜建築物。 

 開放時間：週二-日 09:00 ~ 19:00， 
          週一 13:00 ~ 19:00 

 門票：CAD $23.25 
蒙特婁塔+植物園+昆蟲館聯票：CAD $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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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國內其他城市參與情形 

➢ 各城市參與最高層級 

新北市：副市長 葉惠青 

台中市：低碳辦公室執行長 王岳彬 

台南市：環保局專委 周妙旻 

高雄市：環保局局長 蔡孟裕 

 

城市 出席人數 出席時間 可能出席局處 

新北 5 6/17-6/25 副市長、低碳中心(含委辦公司) 

台中 6 6/17-6/25 低碳辦公室(含委辦公司) 

台南 5 6/17-6/25 環保局(含委辦公司) 

高雄 10 6/18-6/25 環保局、水利局、交通局(含委辦公司) 

 

十一、ICLEI 世界大會背景介紹 

(一) 何謂 ICLEI 世界大會 

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ICLEI -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簡稱 ICLEI)於 1990

年由致力於永續發展議題的全球各地方政府所共同成立的國際組織。ICLEI 每 3 年舉辦一次世界

大會，提供會員城市見面及交流機會，也藉此檢視各自在環保議題上的努力與回顧，同時也讓來

自全球各地的市長、政府單位、國際組織代表及贊助者們，在會中交流資訊。 

(二) 前 2 屆世界大會 

時間 地點 會議主題 

2015 
韓國 

首爾 

➢ 八大 ICLEI 核心理念: 

1. 永續城市 

2. 韌性城市 

3. 低碳城市 

4. 生物多樣性城市 

5. 資源有效城市 

6. 智慧城市基礎架構 

7. 綠色都會經濟 

8. 健康快樂的社區 

➢ 簽署首爾宣言 

2012 
巴西 

美景市 
➢ 城市與都會區域在全球快速轉變的環境中所面臨的挑戰。 



11 

 

(三) 2018 世界大會重要內容 

2018 年 ICLEI 世界大會預計有超過 1,200 個地方及區域政府、國際機構、研究人員及私人企

業參與，藉此共同建立合作關係，互相交流資訊與經驗。會議主題包括循環經濟、生態交通、低

碳發展…等多項主題，簡介如下： 

1. 共創與協作夥伴治理(Co-creat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旨在召集世界各地的城市/地

區政府與所有城市利益相關者，從民間、私人企業到科學研究機構，一起共同創造、創新和

實施永續性的氣候解決方案。 

2. 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探討如何以符合經濟效益的方式同時解決環境，

社會文化和經濟挑戰。 

3. 包容與和解(Inclus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在迅速變化的社會中，需完善管理城市文化多樣

性、社會融合和性別平等議題，氣候行動才能取得成功。 

4. 永續採購(Sustainable procurement)：探討近年永續採購涵蓋範圍及深度的變化，並呼籲採取

更有雄心的做法。 

5. 循環與社會經濟(Circular and social economy)：城市是資源消耗和廢流物產生的中心，系統性

的循環經濟有助減緩氣候變遷，加強韌性，恢復生物多樣性，創造就業機會，並減輕市政預

算壓力。 

6. 生態交通(EcoMobility)：環境友善的交通方式可減少碳排放和能耗，改善空氣品質，創造便

利宜居的城市空間。會議將討論生態運輸、自動車輛及韌性運輸。 

7. 低碳發展(Low carbon development)：討論地方與區域政府引導低碳轉型的成功實例，同時探

索創新的方法，尋求實現碳中和、能源安全、清潔空氣和綠色經濟的最有效途徑。 

8. 健康與永續生活型態及社區(Healthy and sustainable lifestyles and communities)：社區福利和健

康為地方永續行動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會議中將探討如何在地方及區域的行動中納入

相關考量。 

9. 韌性(Resilience)：加強多層級的夥伴關係，加快資源的流動，並讓地方及區域政府採取整體

性的方法，以建設城市的韌性。 

 

十二、重要名詞解釋說明 

根據此次參與會議內容做相關名詞解釋，以快速掌握資訊。 

1. ICLEI：國際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International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的簡

稱)，成立於 1990 年，目前已有 86 個國家、超過 1,000 個地方政府成為會員，為全球最大

的承諾永續發展之地方政府網絡。ICLEI 主要目標為實踐 1992 年地球高峰會議所提出的「二

十一世紀議程」，積極推動全球性的地方政府運動，致力於地方永續社區與城市計畫，強調

居民參與及培力，以達成公平、安全、韌性、活力經濟及健康環境之目標。ICLEI 秘書處設

於德國波昂。 

2. ICLEI KCC：ICLEI 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ICLEI Kaohsiung Capacity 

Center 的簡稱)，自 2012 年 9 月開始運作，為東亞地區唯一認可及運作之 ICLEI 能力建構中

心，負責執行 ICLEI 世界秘書處交辦任務，並支援東亞地區各辦公室。本中心為東亞地區

ICLEI 會員提供訓練、專業知識及多種環境永續發展政策管理之資訊交流與教育中心。 

3. UNFCCC：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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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的簡稱)，是於 1992 年 5 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通過的一個國際公約，並於 1994 年 3

月 21 日生效。 

(1) 該公約的目標是：根據公約的各項有關規定，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

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這一水平應當在足以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

候變化、確保糧食生產免受威脅，並使經濟發展能夠可持續地在進行的時間範圍內得到

落實。 

(2) 重要原則：成員承擔共同但差異的責任，以「成本有效」、「最低成本」防止氣候變遷，

且成員有權促進永續經濟的發展。 

4. COP：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 of Parties 的簡稱)，為 UNFCCC 的締約國大會，聯合國自 1995

年起，每年舉辦一次，此締約國大會為各締約國共組的一個進行談判磋商的平台，藉由不斷

協商促成 UNFCCC 之承諾。每年年底舉行的 COP，參加者除了締約國之外，也包含 NGO、

媒體、觀察員等人員入場。 

5. SDGs：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的簡稱)，為 2015 年 9 月 25 日 193 個

聯合國成員宣布實施「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內容包含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及 169 個標的(Target)，賦予國際社會於 2016 年至 2030 年解決貧

窮與飢餓，以及達成永續發展的任務，於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6. 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全名為「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是聯合國於 1987 年 9 月 16 日邀請所屬

26 個會員國在加拿大蒙特婁所簽署的環境保護議定書，目的是為了避免工業產品中的氟氯

碳化物對地球臭氧層繼續造成惡化及損害，議定書自 198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議定書內容

希望簽署國能逐步淘汰氟氯碳化物，以避免造成臭氧層受侵蝕，1989 年在聯合國發起下，

全球 80 個國家代表正式通過宣言，同意將「蒙特婁議定書」中列管的化學物質逐步汰換。 

7. 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UNFCCC 子公約，在 1997 年 12 月制定，目標是「將大氣中

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進而防止劇烈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2005

年 2 月 16 日生效。該議定書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水平，以防

止劇烈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簽署的會員國承擔共同但差異的責任，規範附件一國家（已

開發國家）於第一承諾期(2008-2012 年)的減量責任，尚未包含開發中國家。 

8. 後京都氣候談判：為接續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在 2012 年到期，後京都時期的國際氣候談

判 從 2005 年後陸續開展，至截至 2011 年的 COP 17 會議達成德班行動平台，延長京都議

定書之期限，所有締約國於 2015 年談判出具體的減排共識，2020 年生效；提出綠色氣候基

金管理框架。 

9. GCOM：全球氣候能源市長盟約(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 Energy 的簡稱)，

由全球兩大主要氣候倡議城市聯盟 -「全球市長聯盟(Compact of Mayors)」與「歐洲市長盟

約(Covenant of Mayors」結盟組成。市長聯盟 Compact of Mayors 在聯合國人居署協助之下，

於 2014年 9月 23日在紐約聯合國城市氣候高峰會上由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與前紐約市長彭

博共同宣佈全球市長聯盟(COM)之成立，目標是藉由結合對氣候變遷有共同遠景之市長形成

聯盟型式，進一步在國際重要氣候談判會議中發揮其影響力，使氣候變遷執行層面能夠由國

家主導漸漸轉變為城市層級，使減緩或調適方面的推動策略能夠更針對特定地區進行規劃，

為當今世界最大城市合作聯盟，致力於溫室氣體減量、減緩氣候變遷及推動氣候變遷所帶來

的衝擊的地方調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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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次出訪注意事項 

(一) 個人隨身小物 

➢ 藥品：自備藥物以體積小、攜帶方便為主。 

(常見藥品：感冒藥、止暈藥、腸胃藥、外用藥及個人需服用藥物) 

(二) 行李相關規定 

➢ 手提行李： 

經濟艙：可攜帶 1 件手提行李(每件各邊以 23 x 36 x 56 公分為限或單邊

長寬高總和尺寸不得超過 115 公分，個人物品不列入此範圍，限重 7 公斤) 

商務艙：可攜帶 2 件手提行李(每件各邊以 23 x 36 x 56 公分為限或單邊

長寬高總和尺寸不得超過 115 公分，個人物品不列入此範圍，限重 7 公斤) 

➢ 隨身攜帶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容器，體積不得超過 100 毫升，總量

不得超過 1 公升。 

➢ 手機、相機、平板、筆電、行動電源等鋰電池，要放在隨身攜帶行李。 

➢ 托運行李：單件單邊長寬高總和不超過 158 公分(62 吋) 

經濟艙：單件限重 23 公斤，最多 2 件。 

商務艙：單件限重 32 公斤，最多 2 件。 

(三) 個人攜帶物品清單 

打勾 攜帶物品 

 護照、護照影本、2 吋照片 1 張（護照遺失用） 

 零用金（總額不得超過 1 萬加幣） 

 英文名片 

 行動電話、數位相機或電器用品等變壓器 

 藥品（暈車暈船藥、感冒藥、止暈藥、腸胃藥、外用藥及個人需服用藥物） 

 衛生用品（濕紙巾、衛生紙、護脣膏、保濕用品…等） 

 保溫瓶 

 個人衛浴用品（牙膏、刮鬍刀、洗面乳、個人慣用沐浴品、保養品…等） 

 雨具 

 拖鞋(飯店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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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加拿大當地資訊 

介紹 內容 

國家 

 

加拿大：位於北美洲北部，東

臨大西洋，西瀕太平洋，西北

部鄰美國阿拉斯加州，南界美

國本土，北接北冰洋達北極圈。 

城市 

蒙特婁(Montreal)：位於加拿大魁北克省西南部的城市，主要位於聖羅倫斯

河和渥太華河匯合處的蒙特婁島及周邊小島上。人口約為 350 萬，是魁北

克省內最大城市、加拿大第 2 大城市。法語是蒙特婁的官方語言，也是城

市裡最常用的語言，使用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 60.5%，蒙特婁為世界上僅

次於巴黎的第二大法語城市。 

 

氣溫 

參考 

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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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內容 

電壓 

 

加拿大之插頭插座與台灣相同，為 2

扁 1 圓 3 插式，但電壓為 120 / 240

伏特，如行動電話、數位相機或電器

用品等須充電，請記得攜帶變壓器。 

電話 

加拿大國碼：+ 1 

⚫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加拿大： 

002 + 1 + 當地區域號碼(不須撥 0) + 電話號碼 

⚫ 人在加拿大，打電話回台灣： 

011 + 886 + 台灣區域號碼(不須撥 0) + 電話號碼 

⚫ 人在加拿大，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電話： 

011 + 886 + 行動電話(不須撥第一位數字 0) 

衣著 

加拿大位於高緯度地區，即使夏天早晚溫差也較大。 

⚫ 可攜帶太陽眼鏡並注意紫外線曝曬。 

⚫ 建議洋蔥式穿法，因夜晚氣溫較低，建議視個人需求準備適當外套。 

⚫ 盡量穿著舒適、耐走之鞋款，避免新鞋或不止滑款式。 

⚫ 晚宴及會議之正式場合，建議穿著正式服裝。 

⚫ 重要及部分場所，請避免穿著無袖、露背或短褲服裝，並不可穿著尖

底高跟鞋或拖鞋。 

⚫ 此為建議穿著，實際請依個人對溫度的感受來備衣。 

時差 

⚫ 加拿大之時差因日光節約時間而有所不同。 

⚫ 3 月至 11 月為日光節約時間，蒙特婁慢台灣 12 小時，溫哥華慢台灣

15 小時。 

匯率 
加拿大貨幣名為「加拿大元」- Canadian Dollars，代碼為 CAD;  

1 加幣約合台幣 23.17 元(2018 年 6 月匯率)。 

小費 

習慣 

按照加拿大人習慣，會給餐廳服務員、計程車司機等服務人員帳單金額

5~15%的小費，飯店房間清理服務人員小費 CAD $1~2。 

 

➢ 「旅外國人緊急服務專線」 

撥打方式：011 + 886 – 800 – 085 – 095 (諧音「你幫我 你救我」) 

自國外撥打回國須自付國際電話費用；倘以國內行動電話門號撥打，則

須另自付國際漫遊電話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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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 

撥打方式： 011 + 800 – 0885 – 0885 (諧音「你幫幫我、你幫幫我」) 

該專線可於加拿大當地公共電話或市話方式撥打： 

⚫ 加拿大當地申請之行動電話，無法撥打； 

⚫ 公用電話可免費撥打，無撥號音時，須投/插入當地硬幣或電話卡； 

⚫ 市內電話可免費撥打。 

 

➢ 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渥太華) 

英文名稱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地址 
45 O'CONNOR STREET, SUITE 1960, OTTAWA, ONTARIO 

K1P1A4 

電話 +1-613-231-5080 

傳真 +1-613-231-8491 

急難救助 

緊急聯絡電話 +1-613-762-6090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緊急情況等)，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09:00~16:00 

網址 https://www.taiwanembassy.org/ca/index.html 

 

➢ 駐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英文名稱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Toronto 

地址 151 Yonge Street, Suite 501, Toronto, Ontario,M5C 2W7, Canada 

電話 +1 416-369-9030 

傳真 +1 416-369-1473 

急難救助 

緊急聯絡電話 +1 416-587-8111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緊急情況等)，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09:00~17:00 

網址 https://www.roc-taiwan.org/cayyz/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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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Opening plenary 

Plenary room - 517 CD 15:45 

 
休息時間 Networking & coffee break 

Exhibition space - Salle 517 AB 
16:15 P2- 地方政府做為永續轉型的關鍵-多元利害關係者的對話 

P2 Sketching sustainable pathway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 multi-actor dialogue 
Plenary room - 517 CD 18:00 

 
雞尾酒招待會 Cocktail reception 
Exhibition space - Salle 517 AB 

19:00 迎賓晚宴 Welcome Gala Dinner 
Salle 710 22:00 

 

  



每日詳細議程：6/20 (三) 整合 Integrating 
08:30 

 
10:30 

P3- 以地方行動達成全球目標 
P3 Achieving the global goals through innovative solutions and collective local action 

Plenary room - 517 CD 
  

Ex
hi

bi
tio

n 
 

10:00 

  休息時間 Exhibition space - Salle 517 AB 

11:00 
 
 
 
 
 
 
 

12:30 

SP1 
打造低碳城市
Shaping low 
emission cities, 
towns and regions 

SP2 
全民的健康城市 
Healthy cities for all 

6
個
專
題
場
次

 

A1 
城市轉型聯盟 - 
高層論壇開幕 
Urban Transition 
Alliance - 
High-level forum 
opening 

A2 
性別與發展 
Gender and 
development 

A3 
設計可持續發展
夥伴關係：全球調
查結果以及巴塞
羅那，光州和蒙特
利爾的經驗 
Designing 
sustainability 
partnerships: Global 
survey results and the 
experiences of 
Barcelona, Gwangju 
and Montreal. 

A4 
建立韌性與永續

的沿海/前線城市

和島嶼 
Building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coastal cities / 
Front-Line Cities 
and Islands 

A5 
超越廢棄物管

理：地區性的循環

經濟 
Beyond waste 
management: 
Bring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to the local level 

A6 
克服南半球的移
動挑戰：南南合作
的機會 
Overcoming 
mobility challenges 
in the Global 
South: an 
opportunity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Ta
la

no
a 

di
al

og
ue

s 

C
2C

城
市

對
談

 

  午餐 Exhibition space - Salle 517 AB   
14:00 

 
 
 
 
 
 
 

15:30 

C2C 
台灣 
城市 

SP3 
邁向韌性城市
與區域 
Transitioning 
toward 
resilient cities 
and regions 

SP4 
城市與區域的循
環經濟  
Circular cities: 
Designing urban 
systems that fit 
planetary 
boundaries 

6
個
專
題
場
次

 
B1 
傳統工業城市的
能源轉型 
Energy transition 
in industrial legacy 
cities 

B2 
基於自然的解決
方案的創新方法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e-based 
solutions 

B3 
城市的生態創
新：確定合作途徑
Eco-innovation in 
cities: Identifying 
collaborative 
pathways 

B4 
成功實施 NDC 的
多層治理案例 
The case for 
multilevel 
governance for 
successful NDC 
implementation 

B5 
循環建築：最大限
度地減少對建築
環境生命週期的
影響 
Circular buildings 
and construction: 
Minimizing the life 
cycle impact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B6 
提倡健康快樂城
市的永續生活方
式 
Promoting 
Sustainable 
Lifestyles  for 
Healthy and Happy 
Cities Ta

la
no

a 
di

al
og

ue
s 

  

  

  休息時間 Exhibition space - Salle 517 AB   
16:00 

 
 
 
 
 
 
 

17:30 

SP5 
自然為本的解決方
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Transforming 
environmental and 
societal challenges 
into innovation 
opportunities 

SP6 
透過策略型採購達成
永續 
Achieving 
sustainability through 
strategic procurement 

6
個
專
題
場
次

 

C1 
傳統工業城市的社
會轉型 
Social transition in 
industrial legacy 
cities 

C2 
城市如何實行
SDGs：簡介全球城
市的現況 
How cities deliver 
on the SDGs: A 
snapshot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s in 
cities across the 
globe 

C3 
數位時代的城市永
續：故事有點樂觀
了? 
Urban sustainability 
in the digital age: A 
bit too bright of a 
story? 

C4 
建立地方的適應能
力 
Building resilience 
at the local level 

C5 
透過城市代謝建立
循環經濟 
Building a Circular 
Economy through 
Urban Metabolism 

C6 
利用生態學 
Leveraging 
ecologistics 

  

  

  休息時間 18:00 
18:00 

交流晚會 
    

22:00    
  



每日詳細議程：6/21 (四) 轉型 Transforming 

08:30 P4- 翻轉都市地景: 女性領導力與性別主流化 
P4 Transforming the urban landscape: Women leadership and gender mainstreaming 

Plenary room - 517 CD 

Ex
hi

bi
tio

n 

08:00 

09:15 
P5 - 轉變共生的方式: 透過和解與合作邁向永續的城市未來 

P5 Transforming the way we live together: Reconciliation and cooperation toward our sustainable urban future 
Plenary room - 517 CD 

  

10:00 
  

P6 - 改變我們合作的方式: 永續城市、鄉鎮與區域的多層級與協力式治理 
P6 Transforming the way we collaborate: Multi-level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cities, towns and regions 

Plenary room - 517 CD 

  

10:30   

  休息時間 Exhibition space - Salle 517 AB   

11:00 SP7 
永續投資 
Sustainable investment 

5
個
專
題
場
次

 

D1 
地區韌性：多重尺

度的轉型過程 
Local resilience: A 
multi-scale 
transformational 
process 

D2 
循環經濟：永續社

會的跳板 
Circular economy: 
Springboard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D3 
野生動物與人類的

相遇點：挑戰與展

望 
Where wildlife and 
humans meet: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D4 
共同居住在城市

裡：永續發展的關

鍵挑戰 
Living together in 
the city :A key 
challeng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5 
確保能源轉型和創

新的公平性 
Ensuring Equity in 
Energy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C

2C
城
市
對
談

   

13:00 

  

13:00 
移動工作坊 

Mobile Workshops 

14:00 

18:00  
   

 
  



每日詳細議程：6/22 (五) 協力 Collaborating 

08:30 P7- 協力夥伴攜手向前 
P7 Going forward in collective partnerships 

Plenary room - 517 CD 

Ex
hi

bi
tio

n 
 

08:00 

10:00   

  休息時間 Exhibition space - Salle 517 AB   
10:30 

9
個
專
題
場
次

 

E1 
傳統工業城市的
基礎設施轉型 
Infrastructure 
transition in 
industrial legacy 
cities 

E2 
永續發展的參
與式治理與包
容性決策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and 
inclusive 
decision making 
for sustainability 

E3 
建立韌性食物
系統：多重規模
的政策 
Building 
resilient food 
systems: Policy 
across multiple 
scales 

E4 
保險產業 CEO
與市長圓桌會
議 
Roundtable of 
insurance 
industry CEOs 
and city mayors 

E5 
口渴的城市：確
保能普及地獲
取安全且可負
擔的飲用水 
Thirsty cities: 
Ensuring 
universal access 
to safe and 
affordable 
drinking water 

E6 
透過技術和創新
重塑交通移動方
式 
Reinventing 
mobility throug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E7 
在城市建立科
學基礎以推動
執行 SDGs 
Building up 
science in cities 
to drive action 
on the SDGs 

E8 
邁向低碳韌性的

城市/地區：打造

具野心和賣座的

地方氣候行動計

畫 
Towards low 
carbon and 
resilient cities and 
regions: Shaping 
ambitious and 
bankable local 
climate action 
plans 

E9. 
傳統與地方知識

的永續發展 
Traditional and 
local knowledg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
2C

城
市
對
談

 

  

12:00 

  

  休息時間 Exhibition space - Salle 517 AB   

12:30 

9
個
專
題
場
次

 

F1 
傳統工業城市的
交通轉型 
Mobility 
transition in 
industrial legacy 
cities 

F2 
人居城市：以包
容和宜居為主
的重新設計都
市空間 
Cities for 
People : Urban 
space redesigned 
for inclusive and 
Livable cities\ 

F3  
改善城市地區
的營養：良好營
養管理的作用 
Improving 
nutrition in 
urban areas: the 
role of good 
nutrition 
governance 

F4 
保險產業 CEO
與市長圓桌會
議(Part 2) 
Roundtable of 
insurance 
industry CEOs 
and city mayors 
(Part 2) 

F5 
城市連結：亞洲城

市經驗–全球議程

地區化並促進垂

直整合 
The Urban Nexus: 
Localizing global 
agendas and 
promoting vertical 
integration, 
experiences from 
Asian cities 

F6  
基於社區的可再
生能源轉型 
Community-based 
renewable energy 
transitions 

F7 
在城市建立科
學基礎以推動
執行 SDGs (Part 
2) 
Building up 
science in cities 
to drive action 
on the SDGs 
(Part 2) 

F8  
城市氣候計劃

者：社區層面的溫

室氣體清單培訓

和專業認證 
City Climate 
Planner: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 for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at 
community level 

F9 
WWF 工作坊 
WWF workshop   

14:00 

  

16:00 
慶祝活動 

Exhibition space - Salle 517 AB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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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LEI 組織主要透過地方政府層級推動永續發展，每 3 年舉辦一次的 ICLEI

世界大會(ICLEI World Congress)，便是以會員城市為主角，提供會員城市交流及

成果分享，藉此檢視全球所有會員城市 3 年來在各環保議題上的努力與回顧，同

時也讓來自全球各地的市長、地方政府官員、國際組織代表、國家中央政府單位

及贊助者，參與過程中除了透過大會、專題會議進行資訊交流，主辦單位也辦理

實地參訪及各城市實踐成果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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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ICLEI 世界大會討論主軸聚焦於各城市能否因地制宜的設計並實踐

符合地方/地區性的需求的氣候行動策略，除了透過發展卓越的城市分享具有代

表性的實踐案例，也可透過密集的城市交流，進一步學習其他城市之經驗以及建

立溝通橋樑，對於未來的市政發展可望能獲得更多資源。本次是桃園首次參加

ICLEI 世界大會，主要任務為展現本市低碳綠色城市之推動現況，提高本市之國

際能見度，除參與會議各專題場次外，桃園亦透過城市對談與來自日本、英國及

德國的代表進行交流，展現桃園因應氣候變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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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桃園，臺灣門戶、亞洲軸心，具有獨特的自然人文環境，境內擁有千口埤塘

素有千塘鄉之美名，2014 年升格為直轄市後，成為臺灣第 6 個直轄市，是 6 個

直轄市中平均年齡最年輕的城市，工業區產值全國居首位，是台灣經濟櫥窗，世

界主要製造中心，如何讓經濟產值與低碳兼顧，是桃園市升格後的重要任務之一，

為了讓桃園能夠更有效奠定低碳綠色城市基礎，並且便於設定治理策略，因此制

定「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並且檢視各局處施政計畫內容，將具

有減碳、綠能及永續發展理念之計畫，彙整成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另

外也將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議題融入既有施政策略，統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藉此讓減緩與調適行為落實推動。 

  本次所參與之「ICLEI World Congress 2018」，是由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

(ICLEI -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簡稱 ICLEI)所主辦，該組織是 1990

年由致力於永續發展議題的全球各地地方政府所共同成立的國際組織，桃園也於

2011 年加入成為 ICLEI 會員，自此每年皆參與該組織所辦理之相關項國際交流

活動或研討會，2015 年開始更連續 3 年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

會(Conference of Parties，COP)，並於週邊會議進行發表，累積國際參與與交流

的經驗，積極將桃園成功之環保經驗向國際宣傳。 

  ICLEI 世界大會每 3 年舉辦一次，以會員城市為主角，提供會員城市交流及

成果分享，藉此檢視全球所有會員城市 3 年來在各環保議題上的努力與回顧，同

時也讓來自全球各地的市長、地方政府官員、國際組織代表、國家中央政府單位

及贊助者，參與過程中除了透過大會、專題會議進行資訊交流，主辦單位也辦理

實地參訪及各城市實踐成果展覽。ICLEI 世界大會討論主軸聚焦於各城市能否因

地制宜的設計並實踐符合地方(地區性)需求的氣候行動策略，除了透過發展卓越

的城市分享具有代表性的實踐案例，也可透過密集的城市交流，進一步學習其他

城市之經驗以及建立溝通橋樑，對於未來市政發展可望獲得更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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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為 ICLEI 第 10 屆世界大會，辦理地點選於曾獲選為全球智慧之都的

加拿大蒙特婁市(Montréal, Canada)舉行，本次是桃園首次參加 ICLEI 世界大會，

因此主要目的為透過會場各項資源(例如：會議、攤位、展覽區)展現本市低碳綠

色城市之推動現況及因應氣候變遷的努力，提高本市之國際能見度。除了展現成

效外，另一目的則是汲取其他城市成功經驗，除了透過會議外也參加大會舉辦之

移動式工作坊，實地至蒙特婁市區觀摩其低碳社區之推動與相關環境永續之市政

建設，最後參考大會及蒙特婁市官方所建議之市政建設進行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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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前準備 

一、 整體行程規劃 

2018 ICLEI 世界大會於加拿大蒙特婁市舉行，會議於蒙特婁會議中心

(Palais des Congrès de Montréal)進行，本次參訪為桃園市首次派員參與 ICLEI

世界大會，由市府邱副秘書長帶隊，環保局及交通局共同參與，出訪人員詳

見表 2-1。 

表 2-1 2018 ICLEI 世界大會桃園代表團出訪名單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邱俊銘 桃園市政府 副秘書長 

陳增祥 環境保護局 副局長 

張展銓 環境保護局 技正 

何宗育 交通局 股長 

陳彥頻 環境保護局 科員 

 

由於本次大會議程安排相當密集，4 天期間有近 60 場大大小小會議，

整體主要可分成以下類別： 

1. 會議：分為全體會議、子題場次、專題場次。 

2. 移動式工作坊：由大會安排的市政參訪行程。 

3. C2C 城市對談：ICLEI 組織於協助安排場地及城市進行交流分享。 

 

為使桃園代表團能有效率的完成本次行程任務，因此在會議參與的選擇

以下列說明作為篩選原則，參與行程安排如表 2-2 

1. 主題相關性：因本府出席本次大會以環保局與交通局為主，故選擇

與低碳發展 (Low carbon development)、自然為主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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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based solutions)、韌性(Resilience)與生態交通(EcoMobility)

等主題相關的會議為主。 

2. 會議規模：本次大會將會議分為全體會議、子題場次與專題場次，

規模最大者為全體會議，其參與人數最多，邀請的講者也較多或是

也較具有國際聲望與權威，在同時段有多場主題相關的會議進行時，

將優先選擇全體會議，子題和專題場次次之。 

表 2-2 2018 ICLEI 世界大會參與行程 

日期 會議活動 

6/18 

(一) 

21:00 桃園機場長榮航空報到櫃台集合 

23:35 飛機起飛 (長榮 BR10) 

6/19 

(二) 

早上 

7:50 抵達蒙特婁特魯多國際機場(YUL) 

搭乘 747 機場巴士前往蒙特婁市區，車程預計 50-70 分鐘，下車

後步行(約 5 分鐘)前往住宿飯店 

11:30 前往會場報到 

下午 

14:00-15:45 全體會議 P1-開幕會議 

16:15-18:00 全體會議 P2 - 地方政府為永續發展的關鍵力量：多

方利益相關者的對話 

晚上 
18:00-19:00 歡迎酒會 

19:00-22:00 迎賓晚宴 

6/20 

(三) 

早上 

8:30-10:30 全體會議 P3 - 以地方行動達成全球目標 

子題場次 SP1 

打造低碳城市 

子題場次 SP2 

全民的健康城市 
6 場專題場次 

下午 

14:00-15:30 C2C 城市對談 

子題場次 SP5 自然

為本的解決方案 

子題場次 SP6 透過策略

型採購達成永續 
6 場專題場次 

晚上 18:00-22:00 交流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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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議活動 

6/21 

(四) 

早上 

全體會議 P4 – 翻轉都市地景-女性領導力與性別主流化 

全體會議 P5 –轉變共生的方式-透過和解與合作邁向永續的城市

未來 

全體會議 P6 –改變我們合作的方式:永續城市、鄉鎮與區域的多

層級與協力式治理 

子題場次 SP7 永續投資 5 場專題場次 

下午 移動式工作坊：蒙特婁-鄰里生活(生活品質與食物系統) 

6/22 

(五) 

早上 
全體會議 P7 -協力夥伴攜手向前 

9 場專題場次 

下午 
9 場專題場次 

14:00-16:00 慶祝儀式 

6/23 

(六) 

早上 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參觀 

下午 
皇家山公園(Mont-Royal Park)參觀 

聖約瑟夫禮拜堂(St. Joseph’s Oratory)參觀 

6/24 

(日) 

早上 生態環境科技館(Biosphere Environmental Museum)參觀 

下午 生態屋(Habitat 67)參觀 

晚上 
搭乘 747 機場巴士前往蒙特婁特魯多國際機場(YUL) 

21:30 搭機返台 

6/25 

(一) 
整日 飛機航程中 

6/26 

(二) 
上午 04:55 返抵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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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會場位置與樓層配置圖 

 

二、 行前會議 

為使每位出訪團員妥善了解本次參與大會的任務，除成立通訊群組方式

外，另於 6 月 8 日辦理行前會議，說明本次會議行程，並介紹本次 ICLEI

入住飯店 

STM 車站 

會議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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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會的會議重點。由於本次會議場次繁多，行前會議亦討論本次參與各

會議之分工： 

1. 環保局：主要負責低碳發展(Low carbon development)、自然為主的

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韌性(Resilience)相關會議。 

2. 交通局：負責生態交通(EcoMobility)相關會議。 

另外，因大會舉行之移動工作坊為 10 場參訪同時進行，會議期間僅能

擇一參加，於行前會議時也針對此部分進行討論，選擇交通較方便未能參與

到的參訪地點，安排於會議結束後自行前往參觀。 

 

圖 2-2 ICLEI 世界大會行前會辦理情形 

 

三、 會議背景介紹 

(一) 何謂 ICLEI 世界大會 

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 (ICLEI -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簡稱 ICLEI)於 1990 年由致力於永續發展議題的全球各

地方政府所共同成立的國際組織。ICLEI 每 3 年舉辦一次世界大會，提

供會員城市見面及交流機會，也藉此檢視各自在環保議題上的努力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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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同時也讓來自全球各地的市長、政府單位、國際組織代表及贊助者

們，在會中交流資訊。 

 

表 2-3 近 3 屆 ICLEI 世界大會主題及台灣城市參與情形 

時間 地點 會議主題 參與城市及參與活動 

2018 加拿大 
蒙特婁 

 大會主題 
1. 共創與協作夥伴治理 
2. 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3. 包容與和解 
4. 永續採購 
5. 循環與社會經濟 
6. 生態交通 
7. 低碳發展 
8. 健康永續的生活及社區 
9. 韌性 

 
 發布「ICLEI 蒙特婁承諾和

策略願景 2018-2024」及
「ICLEI 蒙特婁行動計畫 
2018-2021」 

 桃園市： 
副秘書長於城市對談場次中分
享桃園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經驗
與成果。 
 新北市： 
副市長分享循環經濟發展實踐
行動、參與領袖會議、接受
ICLEI 日本辦公室訪談及與國
外城市進行雙邊對談。 
 台中市： 
低碳辦公室執行長分享低碳城
市推動經驗及花博宣傳。 
 台南市： 
環保局分享循環經濟成果。 
 高雄市： 
交通局長受邀以生態交通聯盟
主席城市身分至「生態交通參
與式城市設計」論壇。 

2015 韓國 
首爾 

 八大 ICLEI 核心理念: 
1. 永續城市 
2. 韌性城市 
3. 低碳城市 
4. 生物多樣性城市 
5. 資源有效城市 
6. 智慧城市基礎架構 
7. 綠色都會經濟 
8. 健康快樂的社區 
 

 簽署首爾宣言 

 台北市： 
副市長分享推動低碳及永續的
公共運輸發展現況。 
 新北市： 
副市長接受 ICLEI 大會專訪分
享新北打造低碳城市及韌性城
市來因應調適。 
 台中市： 
市長接受 ICLEI 大會專訪分享
台中推動節能減碳與氣候變遷
調適政策，打造韌性城市。 
 台南市： 
副市長率團參加會議。 
 高雄市： 
副市長率團參加會議，ICLEI
東亞區執委(劉前副市長)發表
「永續城市中女性領導人的角
色」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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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會議主題 參與城市及參與活動 

 屏東縣： 
縣長率團參加並在主題會議中
以「屏東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
為題，分享屏東在莫拉克風災
後如何重建化危機與轉機。 

2012 巴西 
美景市 

 城市與都會區域在全球快
速轉變的環境中所面臨的
挑戰。 

 台中市： 
副市長於 ICLEI之2030永續城
市議程中擔任低碳城市單元與
談人。 

 高雄市： 
法制局局長以「高雄市氣候變
遷調適政策法制化之發展與展
望」為主題進行經驗分享。 

 

(二)  2018 世界大會重要內容 

2018年 ICLEI世界大會據官方統計有 1,051位來自地方及區域政府、

國際機構、研究人員或私人企業的代表參與，其中有 81 位國家代表，

並且涵蓋了 177 個城市或區域，藉此共同建立合作關係，互相交流資訊

與經驗。會議主題包括循環經濟、生態交通、低碳發展…等多項主題，

簡介如下： 

1. 共 創 與 協 作 夥 伴 治 理 (Co-creat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旨在召集世界各地的城市/地區政府與所有城

市利益相關者，從民間、私人企業到科學研究機構，一起共

同創造、創新和實施永續性的氣候解決方案。 

2. 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探討如何以符

合經濟效益的方式同時解決環境，社會文化和經濟挑戰。 

3. 包容與和解(Inclus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在迅速變化的

社會中，需完善管理城市文化多樣性、社會融合和性別平等

議題，氣候行動才能取得成功。 

4. 永續採購(Sustainable procurement)：探討近年永續採購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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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及深度的變化，並呼籲採取更有雄心的做法。 

5. 循環與社會經濟(Circular and social economy)：城市是資源

消耗和廢流物產生的中心，系統性的循環經濟有助減緩氣候

變遷，加強韌性，恢復生物多樣性，創造就業機會，並減輕

市政預算壓力。 

6. 生態交通(EcoMobility)：環境友善的交通方式可減少碳排放

和能耗，改善空氣品質，創造便利宜居的城市空間。會議將

討論生態運輸、自動車輛及韌性運輸。 

7. 低碳發展(Low carbon development)：討論地方與區域政府引

導低碳轉型的成功實例，同時探索創新的方法，尋求實現碳

中和、能源安全、清潔空氣和綠色經濟的最有效途徑。 

8. 健康與永續生活型態及社區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lifestyles and communities)：社區福利和健康為地方永續行動

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會議中將探討如何在地方及區域

的行動中納入相關考量。 

9. 韌性(Resilience)：加強多層級的夥伴關係，加快資源的流動，

並讓地方及區域政府採取整體性的方法，以建設城市的韌

性。 

 

四、 重要名詞解釋 

(一) ICLEI：國際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International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的簡稱)，成立於 1990 年，目前已有 86 個國家、超過 1,000

個地方政府成為會員，為全球最大的承諾永續發展之地方政府網絡。ICLEI

主要目標為實踐 1992 年地球高峰會議所提出的「二十一世紀議程」，積極

推動全球性的地方政府運動，致力於地方永續社區與城市計畫，強調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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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及培力，以達成公平、安全、韌性、活力經濟及健康環境之目標。ICLEI

秘書處設於德國波昂。 

(二) ICLEI KCC：ICLEI 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ICLEI 

Kaohsiung Capacity Center 的簡稱)，自 2012 年 9 月開始運作，為東亞地

區唯一認可及運作之 ICLEI 能力建構中心，負責執行 ICLEI 世界秘書處

交辦任務，並支援東亞地區各辦公室。本中心為東亞地區 ICLEI 會員提供

訓練、專業知識及多種環境永續發展政策管理之資訊交流與教育中心。 

(三) UNFCCC：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的簡稱)，於 1992 年 5 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

通過，並於 1994 年 3 月 21 日生效。 

(1) 該公約的目標：根據公約的各項規定，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

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這一水平應當在足以使

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候變化、確保糧食生產免受威脅，並使經

濟發展能夠可持續地在進行的時間範圍內得到落實。 

(2) 重要原則：成員承擔共同但差異的責任，以「成本有效」、「最低成本」

防止氣候變遷，且成員有權促進永續經濟的發展。 

(四) COP：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 of Parties 的簡稱)，為 UNFCCC 的締約國

大會，聯合國自 1995 年起，每年舉辦一次，此締約國大會為各締約國共

組進行談判磋商的平台，藉由不斷協商促成 UNFCCC 之承諾。每年年底

舉行的 COP，參加者除了締約國之外，也包含 NGO、媒體、觀察員等成

員入場。 

(五) SDGs：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的簡稱)，為 2015 年

9 月 25 日 193 個聯合國成員宣布實施「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內容包含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及 169 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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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賦予國際社會於 2016 年至 2030 年解決貧窮與飢餓，以及達成

永續發展的任務，於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六) 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全名為「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

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是

聯合國於 1987 年 9 月 16 日邀請所屬 26 個會員國在加拿大蒙特婁所簽署

的環境保護議定書，目的是為了避免工業產品中的氟氯碳化物對地球臭氧

層繼續造成惡化及損害，議定書自 198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議定書內容

希望簽署國能逐步淘汰氟氯碳化物，以避免造成臭氧層受侵蝕，1989 年

在聯合國發起下，全球 80 個國家代表正式通過宣言，同意將「蒙特婁議

定書」中列管的化學物質逐步汰換。 

(七) 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UNFCCC 子公約，在 1997 年 12 月制定，

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進而防止劇烈

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2005 年 2 月 16 日生效。該議定書目標是，

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水平，以防止劇烈氣候改變對人

類造成傷害。簽署的會員國承擔共同但差異的責任，規範附件一國家（已

開發國家）於第一承諾期(2008-2012 年)的減量責任，尚未包含開發中國

家。 

(八) 後京都氣候談判：為接續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在 2012 年到期，後京都

時期的國際氣候談判 從 2005 年後陸續開展，至截至 2011 年的 COP 17

會議達成德班行動平台，延長京都議定書之期限，所有締約國於 2015 年

談判出具體的減排共識，2020 年生效；提出綠色氣候基金管理框架。 

(九) GCOM：全球氣候能源市長盟約(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 

Energy 的簡稱)，由全球兩大主要氣候倡議城市聯盟 -「全球市長聯盟

(Compact of Mayors)」與「歐洲市長盟約(Covenant of Mayors」結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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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聯盟 Compact of Mayors 在聯合國人居署協助之下，於 2014 年 9 月

23 日在紐約聯合國城市氣候高峰會上由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與前紐約市

長彭博共同宣佈全球市長聯盟(COM)之成立，目標是藉由結合對氣候變遷

有共同遠景之市長形成聯盟型式，進一步在國際重要氣候談判會議中發揮

其影響力，使氣候變遷執行層面能夠由國家主導漸漸轉變為城市層級，使

減緩或調適方面的推動策略能夠更針對特定地區進行規劃，為當今世界最

大城市合作聯盟，致力於溫室氣體減量、減緩氣候變遷及推動氣候變遷所

帶來的衝擊的地方調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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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前準備 

一、 整體行程規劃 

2018 ICLEI 世界大會於加拿大蒙特婁市舉行，會議於蒙特婁會議中心

(Palais des Congrès de Montréal)進行，本次參訪為桃園市首次派員參與 ICLEI

世界大會，由市府邱副秘書長帶隊，環保局及交通局共同參與，出訪人員詳

見表 2-1。 

表 2-1 2018 ICLEI 世界大會桃園代表團出訪名單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邱俊銘 桃園市政府 副秘書長 

陳增祥 環境保護局 副局長 

張展銓 環境保護局 技正 

何宗育 交通局 股長 

陳彥頻 環境保護局 科員 

 

由於本次大會議程安排相當密集，4 天期間有近 60 場大大小小會議，

整體主要可分成以下類別： 

1. 會議：分為全體會議、子題場次、專題場次。 

2. 移動式工作坊：由大會安排的市政參訪行程。 

3. C2C 城市對談：ICLEI 組織協助安排場地及城市進行交流分享。 

 

為使桃園代表團能有效率的完成本次行程任務，因此在會議參與的選擇

以下列說明作為篩選原則，參與行程安排如表 2-2 

1. 主題相關性：因本府出席本次大會以環保局與交通局為主，故選擇

與低碳發展 (Low carbon development)、自然為主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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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based solutions)、韌性(Resilience)與生態交通(EcoMobility)

等主題相關的會議為主。 

2. 會議規模：本次大會將會議分為全體會議、子題場次與專題場次，

規模最大者為全體會議，其參與人數最多，邀請的講者也較具有國

際聲望與權威，在同時段有多場主題相關的會議進行時，將優先選

擇全體會議，子題和專題場次次之。 

表 2-2 2018 ICLEI 世界大會參與行程 

日期 會議活動 

6/18 

(一) 

21:00 桃園機場長榮航空報到櫃台集合 

23:35 飛機起飛 (長榮 BR10) 

6/19 

(二) 

早上 

7:50 抵達蒙特婁特魯多國際機場(YUL) 

搭乘 747 機場巴士前往蒙特婁市區，車程預計 50-70 分鐘，下車

後步行(約 5 分鐘)前往住宿飯店 

11:30 前往會場報到 

下午 

14:00-15:45 全體會議 P1-開幕會議 

16:15-18:00 全體會議 P2 - 地方政府為永續發展的關鍵力量：多

方利益相關者的對話 

晚上 
18:00-19:00 歡迎酒會 

19:00-22:00 迎賓晚宴 

6/20 

(三) 

早上 

8:30-10:30 全體會議 P3 - 以地方行動達成全球目標 

子題場次 SP1 

打造低碳城市 

子題場次 SP2 

全民的健康城市 
6 場專題場次 

下午 

14:00-15:30 C2C 城市對談 

子題場次 SP5 自然

為本的解決方案 

子題場次 SP6 透過策略

型採購達成永續 
6 場專題場次 

晚上 18:00-22:00 交流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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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議活動 

6/21 

(四) 

早上 

全體會議 P4 – 翻轉都市地景-女性領導力與性別主流化 

全體會議 P5 –轉變共生的方式-透過和解與合作邁向永續的城市

未來 

全體會議 P6 –改變我們合作的方式:永續城市、鄉鎮與區域的多

層級與協力式治理 

子題場次 SP7 永續投資 5 場專題場次 

下午 移動式工作坊：蒙特婁-鄰里生活(生活品質與食物系統) 

6/22 

(五) 

早上 
全體會議 P7 -協力夥伴攜手向前 

9 場專題場次 

下午 
9 場專題場次 

14:00-16:00 慶祝儀式 

6/23 

(六) 

早上 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參觀 

下午 
皇家山公園(Mont-Royal Park)參觀 

聖約瑟夫禮拜堂(St. Joseph’s Oratory)參觀 

6/24 

(日) 

早上 生態環境科技館(Biosphere Environmental Museum)參觀 

下午 生態屋(Habitat 67)參觀 

晚上 
搭乘 747 機場巴士前往蒙特婁特魯多國際機場(YUL) 

21:30 搭機返台 

6/25 

(一) 
整日 飛機航程中 

6/26 

(二) 
上午 04:55 返抵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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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會場位置與樓層配置圖 

 

二、 行前會議 

為使每位出訪團員妥善了解本次參與大會的任務，除成立通訊群組方式

外，另於 6 月 8 日辦理行前會議，說明本次會議行程，並介紹本次 ICLEI

入住飯店 

STM車站 

會議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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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會的會議重點。由於本次會議場次繁多，行前會議亦討論本次參與各

會議之分工： 

1. 環保局：主要負責低碳發展(Low carbon development)、自然為主的

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韌性(Resilience)相關會議。 

2. 交通局：負責生態交通(EcoMobility)相關會議。 

另外，因大會舉行之移動工作坊為 10 場參訪同時進行，會議期間僅能

擇一參加，於行前會議時也針對此部分進行討論，選擇交通較方便未能參與

到的參訪地點，安排於會議結束後自行前往參觀。 

 

圖 2-2 ICLEI 世界大會行前會辦理情形 

 

三、 會議背景介紹 

(一) 何謂 ICLEI 世界大會 

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 (ICLEI -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簡稱 ICLEI)於 1990 年由致力於永續發展議題的全球各

地方政府所共同成立的國際組織。ICLEI 每 3 年舉辦一次世界大會，提

供會員城市見面及交流機會，也藉此檢視各自在環保議題上的努力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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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同時也讓來自全球各地的市長、政府單位、國際組織代表及贊助者

們，在會中交流資訊。 

 

表 2-3 近 3 屆 ICLEI 世界大會主題及台灣城市參與情形 

時間 地點 會議主題 參與城市及參與活動 

2018 
加拿大 

蒙特婁 

 大會主題 

1. 共創與協作夥伴治理 

2. 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3. 包容與和解 

4. 永續採購 

5. 循環與社會經濟 

6. 生態交通 

7. 低碳發展 

8. 健康永續的生活及社區 

9. 韌性 

 

 發布「ICLEI 蒙特婁承諾和
策略願景 2018-2024」及
「ICLEI 蒙特婁行動計畫 

2018-2021」 

 桃園市： 

副秘書長於城市對談場次中分
享桃園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經驗
與成果。 

 新北市： 

副市長分享循環經濟發展實踐
行動、參與領袖會議、接受
ICLEI 日本辦公室訪談及與國
外城市進行雙邊對談。 

 台中市： 

低碳辦公室執行長分享低碳城
市推動經驗及花博宣傳。 

 台南市： 

環保局分享循環經濟成果。 

 高雄市： 

交通局長受邀以生態交通聯盟
主席城市身分至「生態交通參

與式城市設計」論壇。 

2015 
韓國 

首爾 

 八大 ICLEI 核心理念: 

1. 永續城市 

2. 韌性城市 

3. 低碳城市 

4. 生物多樣性城市 

5. 資源有效城市 

6. 智慧城市基礎架構 

7. 綠色都會經濟 

8. 健康快樂的社區 

 

 簽署首爾宣言 

 台北市： 

副市長分享推動低碳及永續的
公共運輸發展現況。 

 新北市： 

副市長接受 ICLEI 大會專訪分
享新北打造低碳城市及韌性城
市來因應調適。 

 台中市： 

市長接受 ICLEI 大會專訪分享
台中推動節能減碳與氣候變遷
調適政策，打造韌性城市。 

 台南市： 

副市長率團參加會議。 

 高雄市： 

副市長率團參加會議，ICLEI

東亞區執委(劉前副市長)發表
「永續城市中女性領導人的角
色」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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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會議主題 參與城市及參與活動 

 屏東縣： 

縣長率團參加並在主題會議中
以「屏東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
為題，分享屏東在莫拉克風災
後如何重建化危機與轉機。 

2012 
巴西 

美景市 

 城市與都會區域在全球快
速轉變的環境中所面臨的
挑戰。 

 台中市： 

副市長於 ICLEI之2030永續城
市議程中擔任低碳城市單元與
談人。 

 高雄市： 

法制局局長以「高雄市氣候變

遷調適政策法制化之發展與展
望」為主題進行經驗分享。 

 

(二)  2018 世界大會重要內容 

2018年 ICLEI世界大會據官方統計有 1,051位來自地方及區域政府、

國際機構、研究人員或私人企業的代表參與，其中有 81 位國家代表，

並且涵蓋了 177 個城市或區域，藉此共同建立合作關係，互相交流資訊

與經驗。會議主題包括循環經濟、生態交通、低碳發展…等多項主題，

簡介如下： 

1. 共 創 與 協 作 夥 伴 治 理 (Co-creat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旨在召集世界各地的城市/地區政府與所有城

市利益相關者，從民間、私人企業到科學研究機構，一起共

同創造、創新和實施永續性的氣候解決方案。 

2. 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探討如何以符

合經濟效益的方式同時解決環境，社會文化和經濟挑戰。 

3. 包容與和解(Inclus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在迅速變化的

社會中，需完善管理城市文化多樣性、社會融合和性別平等

議題，氣候行動才能取得成功。 

4. 永續採購(Sustainable procurement)：探討近年永續採購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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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及深度的變化，並呼籲採取更有雄心的做法。 

5. 循環與社會經濟(Circular and social economy)：城市是資源

消耗和廢流物產生的中心，系統性的循環經濟有助減緩氣候

變遷，加強韌性，恢復生物多樣性，創造就業機會，並減輕

市政預算壓力。 

6. 生態交通(EcoMobility)：環境友善的交通方式可減少碳排放

和能耗，改善空氣品質，創造便利宜居的城市空間。會議將

討論生態運輸、自動車輛及韌性運輸。 

7. 低碳發展(Low carbon development)：討論地方與區域政府引

導低碳轉型的成功實例，同時探索創新的方法，尋求實現碳

中和、能源安全、清潔空氣和綠色經濟的最有效途徑。 

8. 健康與永續生活型態及社區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lifestyles and communities)：社區福利和健康為地方永續行動

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會議中將探討如何在地方及區域

的行動中納入相關考量。 

9. 韌性(Resilience)：加強多層級的夥伴關係，加快資源的流動，

並讓地方及區域政府採取整體性的方法，以建設城市的韌

性。 

 

四、 重要名詞解釋 

(一) ICLEI：國際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International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的簡稱)，成立於 1990 年，目前已有 86 個國家、超過 1,000

個地方政府成為會員，為全球最大的承諾永續發展之地方政府網絡。ICLEI

主要目標為實踐 1992 年地球高峰會議所提出的「二十一世紀議程」，積極

推動全球性的地方政府運動，致力於地方永續社區與城市計畫，強調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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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及培力，以達成公平、安全、韌性、活力經濟及健康環境之目標。ICLEI

秘書處設於德國波昂。 

(二) ICLEI KCC：ICLEI 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ICLEI 

Kaohsiung Capacity Center 的簡稱)，自 2012 年 9 月開始運作，為東亞地

區唯一認可及運作之 ICLEI 能力建構中心，負責執行 ICLEI 世界秘書處

交辦任務，並支援東亞地區各辦公室。本中心為東亞地區 ICLEI 會員提供

訓練、專業知識及多種環境永續發展政策管理之資訊交流與教育中心。 

(三) UNFCCC：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的簡稱)，於 1992 年 5 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

通過，並於 1994 年 3 月 21 日生效。 

(1) 該公約的目標：根據公約的各項規定，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

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這一水平應當在足以使

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候變化、確保糧食生產免受威脅，並使經

濟發展能夠可持續地在進行的時間範圍內得到落實。 

(2) 重要原則：成員承擔共同但差異的責任，以「成本有效」、「最低成本」

防止氣候變遷，且成員有權促進永續經濟的發展。 

(四) COP：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 of Parties 的簡稱)，為 UNFCCC 的締約國

大會，聯合國自 1995 年起，每年舉辦一次，此締約國大會為各締約國共

組進行談判磋商的平台，藉由不斷協商促成 UNFCCC 之承諾。每年年底

舉行的 COP，參加者除了締約國之外，也包含 NGO、媒體、觀察員等成

員入場。 

(五) SDGs：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的簡稱)，為 2015 年

9 月 25 日 193 個聯合國成員宣布實施「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內容包含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及 169 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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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賦予國際社會於 2016 年至 2030 年解決貧窮與飢餓，以及達成

永續發展的任務，於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六) 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全名為「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

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是

聯合國於 1987 年 9 月 16 日邀請所屬 26 個會員國在加拿大蒙特婁所簽署

的環境保護議定書，目的是為了避免工業產品中的氟氯碳化物對地球臭氧

層繼續造成惡化及損害，議定書自 198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議定書內容

希望簽署國能逐步淘汰氟氯碳化物，以避免造成臭氧層受侵蝕，1989 年

在聯合國發起下，全球 80 個國家代表正式通過宣言，同意將「蒙特婁議

定書」中列管的化學物質逐步汰換。 

(七) 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UNFCCC 子公約，在 1997 年 12 月制定，

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進而防止劇烈

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2005 年 2 月 16 日生效。該議定書目標是，

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水平，以防止劇烈氣候改變對人

類造成傷害。簽署的會員國承擔共同但差異的責任，規範附件一國家（已

開發國家）於第一承諾期(2008-2012 年)的減量責任，尚未包含開發中國

家。 

(八) 後京都氣候談判：為接續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在 2012 年到期，後京都

時期的國際氣候談判 從 2005 年後陸續開展，至截至 2011 年的 COP 17

會議達成德班行動平台，延長京都議定書之期限，所有締約國於 2015 年

談判出具體的減排共識，2020 年生效；提出綠色氣候基金管理框架。 

(九) GCOM：全球氣候能源市長盟約(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 

Energy 的簡稱)，由全球兩大主要氣候倡議城市聯盟 -「全球市長聯盟

(Compact of Mayors)」與「歐洲市長盟約(Covenant of Mayors」結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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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聯盟 Compact of Mayors 在聯合國人居署協助之下，於 2014 年 9 月

23 日在紐約聯合國城市氣候高峰會上由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與前紐約市

長彭博共同宣佈全球市長聯盟(COM)之成立，目標是藉由結合對氣候變遷

有共同遠景之市長形成聯盟型式，進一步在國際重要氣候談判會議中發揮

其影響力，使氣候變遷執行層面能夠由國家主導漸漸轉變為城市層級，使

減緩或調適方面的推動策略能夠更針對特定地區進行規劃，為當今世界最

大城市合作聯盟，致力於溫室氣體減量、減緩氣候變遷及推動氣候變遷所

帶來的衝擊的地方調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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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與過程 

本次 ICLEI世界大會據官方統計有1,051位來自地方及區域政府、國際機構、

研究人員或私人企業的代表參與，其中有 81 位國家代表，並且涵蓋了 177 個城

市或區域。大會議題相當豐富，為期 4 天的大會舉行將近 60 場會議。除會議參

與外，桃園亦於 C2C 城市對談場次分享桃園執行低碳綠色城市的經驗與成果，

並參加由大會舉辦的移動式工作坊(Mobile Workshop)。 

選定參與的會議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低碳

發展」(Low carbon development)、「生態交通」(EcoMobility)及「韌性」(Resilience)

等主題相關為主，以下將分別以會議的內容、性質及結論說明。 

一、 會議內容與結論： 

ICLEI 世界大會討論之主軸聚焦於各城市能否因地制宜的設計並實

踐符合地方/地區性的需求的氣候行動策略，除了透過發展卓越的城市分

享具有代表性的實踐案例，也透過密集的城市交流，進一步學習其他城市

之經驗以及建立溝通橋樑。於開幕及全體會議中，蒙特婁市長 Valerie 

Plante 女士便提到地方政府的影響不僅止於地區範圍而已，市長的影響力

可以擴及全球，如何將市政永續發展計畫與生態系統融合以提供更好、更

多的綠色空間給市民將是領導者的首要考量，地方政府必須透過合作並且

清楚讓人民了解我們對於下一代的重視。透過邀請多位城市代表的分享，

共同制定具有企圖心且可達成的目標，並且以地區層級討論各種氣候行動

框架，是本次大會會議主要的運作方式。 

於全體會議「以地方行動達成全球目標」中，首先就建立氣候行動如

何從全球到地區來制定不同尺度的框架，再透過邀請的城市代表分享各自

的經驗與觀察，在國家追逐 2030 年的氣候行動目標時，以地方角度而言，

最重要的因素便在於如何將「自然」與「人」產生連結，地方政府必須要

能將「如何營造更適合居住以及更有趣」概念融於市政發展，不管是透過

共享經濟、降低人民生活消耗、汙染處理…等方式，如何讓人民有感是建

立全民共識的重點之一，除此之外，建立適合城市或地區的商業模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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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夥伴關係也相當重要，沒有城市能夠獨自對抗氣候變遷的考驗，建立

全球夥伴關係，將有助於城市或地區邁向碳中和的未來。 

會議中許多來自不同地區和國家的代表提到一些市政發展有助於永

續發展目標達成的方式或重點可做為參考： 

(1) 增加城市居民的空間 

(2) 建立全市共識，對於推動永續發展市政策略或建設將會更有成效 

(3) 以科學研究為基礎，幫助城市政策的推動 

(4) 考量到各年齡層居民的需求，尤其高於 65 歲的長者，較長時間處

於居住環境中，因此周邊環境的友善程度是韌性社會要考量的重點

之一。 

(5) 政策的推動是否有其他附加價值，如何讓人民的生活更加負擔的起

也是重要的推動考量之一。 

最後透過城市之間的共識，大會提出新版的「ICLEI 蒙特婁承諾和策略

願景 2018 - 2024」(The ICLEI Montréal Commitment and Strategic Vision 

2018 – 2024，請參考附件一) 與「蒙特婁行動計畫 2018 - 2021」(Montréal 

Action Plan 2018-2021，請參考附件二)，提出 5 種策略途徑，以作為 ICLEI

組織面對如何實現全球永續發展議程的課題，所制訂之目標和行動方針，

期許 ICLEI 會員城市共同採取行動，以下摘要說明： 

(1) 低排放發展 (Low Emission Development)： 

 旨在遏制氣候變化，創造新的經濟機會，改善人民和自然系統的

健康。 

 減少食物生產過程中(加熱、冷卻)所有對環境有害的污染物和排

放，並降低噪音。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特別是在運輸、廢棄物和建築領域。 

 承諾達成巴黎協定的目標，即將全球變暖增加到遠低於 2°C，並

努力將溫度上升控制在 1.5°C 以內。 

 目標在 2025 年之前在基礎設施和運營中實現氣候中和，不使用化

石燃料，承諾 100％可再生能源和使用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積

極推動可再生能源時代。 

 推進永續的交通與物流方式，在可能的情況下優先考慮乾淨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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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再生能源的電動汽車、步行、騎自行車、公共交通和共享機

制等，作為以人為本的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2) 以自然為基礎的發展 (Nature-Based Development)： 

 目的在保護和加強城市內和周圍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是地

區經濟發展基礎的關鍵，也是社會福祉和城市韌性所仰賴的方

式。 

 優先考慮健康的當地環境，確保維持生命健康的空氣、水、土壤

和所有自然資源等皆受到保護和培育。 

 發展利用自然潛力的策略和計劃，以提供必要的生態系統服務，

並在管轄區內提供新的經濟機會。 

 採用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使用藍色和綠色的基礎設施項目。 

(3) 循環發展 (Circular Development)： 

 以新的生產和消費模式使用可回收、可共享、可再生的資源，建

立永續的社會，結束「生產、消費、丟棄」的線性模型，並滿足

增長的物質和發展需求。 

 以城市和經濟發展與資源消耗和環境退化脫鉤為目標，並將環境

和社會成本納入商品和服務的價格。 

 鼓勵公平獲取資源，建立城市自我循環和城郊系統，以結束線性

經濟活動。 

 支持新的地方經濟，這些經濟是具有生產性(productive)而非榨取

性(extractive)，資源的利用是可交換的而不是浪費。優先考慮永續

廢棄物管理方案，包括預防、再利用和廢棄物回收。 

 與商業部門合作，從早期市場參與到現在提供支持當地永續發展

目標，尋求以滿足所有公民需求的解決方案。 

(4) 韌性開發 (Resilient Development)： 

 旨在預測、預防、吸收和恢復衝擊，特別是由快速的環境、技術、

社會和人口變化帶來的衝擊和壓力，以及改善社會基本反應結構

和功能。 

 作為市政發展策略的核心，並考慮到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和需求，

為新的風險和影響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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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城市的核心系統，包括市政運營、預防、吸收和恢復衝擊的

能力，以減輕人員和環境的負擔。 

 採取透明和包容的方法，以增強人民對政府機構的信任和支持。 

(5) 公平、以人為本的發展 (Equitable and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以公平和以人為本的發展，建立更加公正、宜居和包容的城市社

會，解決貧困問題。 

 將追求「為所有人提供包容性發展」(inclusive development for all)

的模式，以保障支持人類生命的自然系統。 

 確保城市內和周圍的自然、建築環境，提高宜居性和安全性，減

輕疾病，促進人類健康和福祉。 

 追求安全保障和安全的食物、水、能源、人人享有衛生設施、文

化和教育，以及清潔的空氣和土壤。 

 將創造和維持以人為本、安全和繁榮文化的社會，重視有形和無

形文化遺產及活動，將多樣性融入社會結構。 

表 3-1 相關會議活動情形 

 
蒙特婁市長 Valérie Plante 開幕致詞 

 
新任 2018-2021 ICLEI 地區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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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 ICLEI 主席波昂市長 Ashok 
Sridharan 

 

桃園代表團於會場合影 

 
與 ICLEI 秘書長 Gino Van Begin 交流 

 
與 ICLEI 主席 Ashok Sridharan 交流 

 
會議場地以圓桌形式為主 

 
於會場與 ICLEI KCC 成員合影 

 

二、 C2C 城市對談 

C2C 場次為大會提供各與會城市針對有興趣之議題進行交流的機會，

交流討論的內容以本次會議的 9 大主題為主軸，桃園市參與 6 月 20 日以

低碳發展(Low Carbon Development)為主的交流場次：「共同創造韌性和

低碳的城市:探索變革性的本地模型」(Co-creating resilient and low-carbon 

cities : Exploring transformative local models)，本場次由 ICLEI KCC 的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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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主任擔任引言者，ICLEI 日本辦公室 Takashi Otsuka 主任主持，邱俊銘

副秘書長代表桃園分享「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 (Taoyuan Developing 

into a Low-carbon Green City)」計畫，同場參與的城市還有臺中市、台南

市、高雄市、日本京都市、德國多特蒙德市及英國倫敦市(詳見圖 3-1 及

表 3-2)。 

各城市代表輪流進行分享(表 3-3)，以下針對國外城市分享內容進行

說明： 

(1) 首先日本京都市全球環境政策辦公室主任 Taro Akatsuka 先生表示，

從 19 9 7 年在京都舉辦的 C OP 3 制定「京都議定書」後，

日本制定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為 19 90 年的 6%，於 20 10

年 時 日 本 已 經 達 到 減 少 15 %的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 京都市自

2011 年起制定了 10 年期的減排目標，期望於 2020 年前降低 25%的

溫室氣體排放(1990 年為基準)，京都所採取的措施有：減少車道數量

(4 變 2)以加寬人行道，提高民眾步行意願；在京都市內所有的小學

推行 Eco-life 的教育挑戰計劃；生質柴油製造計畫，在京都市內蒐集

家庭用過的廢食用油製造生質柴油，供給市區內的垃圾車及公車使

用。 

(2) 英國倫敦市政府綠色基礎設施負責人 Peter Massini 先生則是提到了

綠色基礎設施(Green Infrasturcture)的重要性，倫敦市藉由舉辦 2012

夏季奧運的機會，在建設奧林匹克公園時以創造都市綠地為理念之一，

整治完成的公園綠地與溼地，也減少了洪水氾濫的問題；聚焦到人民

生活環境尺度來看，由於現代擁有汽車的人越來越少，大家也喜歡使

用自行車代步，原本設置的停車場便拿來利用改造成為公共空間，提

高居民生活空間與品質。 

(3 )  德國多特蒙德市的氣候、空氣及噪音局局長 Michael Leischner 先生分

享了當地社會轉型的例子，Union District 原本是德國歷史悠久的重

要工業區域，工業發展沒落後都市面臨轉型問題以及能源效率更新的

重要，他提到其實很多因應氣候變遷或永續發展的措施基本上大家都

知曉，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態度，需要願意嘗試新技術、多方進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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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人口變化組成(年長的建築擁有者較難說服進行更新)、提供補助

等。 

 

圖 3-1 C2C 城市交流場次主題及參與城市 

表 3-2 C2C 城市交流場次發表主題 

順序 城市 發表者 發表主題 

1 
日本 
京都市 

Taro Akatsuka 
全球環境政策 
辦公室主任 

京都市的全球暖化對策 
Global Warming Countermeasures 

 by Kyoto City 

2 高雄市 

蔡孟裕 
環保局局長 

高雄為氣候變遷做了甚麼 
What Kaohsiung Has Done  

for Climate Change 

Yu-Ting Ho 
高雄水利局 
助理工程師 

推動再生水行業實現高雄循環經濟 
Promote the Reclaimed Water Industry to 
Achieve Circular Economy in Kaohsiung 

3 
英國 
倫敦市 

Peter Massini 
綠色基礎設施主管 

倫敦：一個自然首都? 
透過綠色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復原力 

London -a natural capital? Building urban 
resilience with green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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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城市 發表者 發表主題 

4 台中市 
董思齊 

國際事務委員會 
執行長 

台中建設低碳韌性城市經驗 
The Experience of Taichung in Building a 

Low-Carbon and Resilient City 

5 桃園市 
邱俊銘 
副秘書長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 

Taoyuan Developing into a Low-carbon 
Green City 

6 
德國 

多特蒙德 

Michael Leischner 
氣候、空氣及噪音局

局長 

多特蒙德城市地區的能源效率更新 
Energy Efficient Renewal of Urban Areas 

 in Dortmund 

7 台南市 
周妙旻 

環保局專門委員 
台南對循環經濟的新願景 

Tainan's New Vision for Circular Economy 

8 專家評論：趙恭岳 國際氣候發展智庫執行長 

表 3-3 C2C 城市交流 

 
邱副秘書長代表桃園進行分享 

 
C2C 場次分享桃園經驗 

 
日本京都市代表分享 

 
德國多特蒙德市代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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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市代表分享 

 
高雄市代表分享 

 
台中市代表分享 

 
台南市代表分享 

 
主持人進行總結 

 
C2C 場次城市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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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移動式工作坊 

由於 10 場次移動式工作坊(內容參考表 3-2)為同一時段進行，故僅能擇

一參加，桃園團參與「鄰里生活 (生活品質與食物系統)」場次(如表 3-3)，

透過搭乘市區電動巴士探索 Sainte-Marie (蒙特婁舊稱)區，蒙特婁市推行的

此項計畫，透過與當地居民以及在地的環保團體或志工共同合作，以打造更

美好、環保、繁榮的永續居住地為目標進行社區的改造。 

「Village au Pied-du-Courant計畫」在聖勞倫斯河河畔打造一個複合式、

參與式及節慶活動的聚集空間，由政府提供土地與初期的財政和行政支援，

透過在地組織和居民的參與，並以當地食物銷售或舉辦活動來持續維持良好

的營運，提升居民生活環境與社區參與意願，是值得參考學習的例子。而沿

著聖勞倫斯河往北走，緊鄰在 Village au Pied-du-Courant 計畫旁邊的一塊綠

地公園原本是一塊荒廢的土地，一位在當地長大的解說志工說，原本這塊地

是當地的孩童與民眾的休閒綠地，但隨著都市發展的演進，重心逐漸轉往其

他區域，因此這片綠地就逐間被冷落而荒廢，直到 2017 年，在地公民推動

與鄰近的組織開始合作，共同打造一個臨時的地景及多樣化的活動方案，活

化原本應該綠意盎然的空間，讓居民可以重新回到自然的環境中，提高生活

品質。 

接著參觀了在 Jacques-Cartier 橋下的一個花園(Circuit Jardins)，由於蒙

特婁市區高度的都市化，面臨綠色空間不足的問題，而當地的 Sentier Urbain

組織為了解決這個現況，提出將私人或公共空地（休耕地或荒廢土地）重新

改造的想法，透過與周邊社區區民共同合作，將廢棄的區域改造成綠地，重

新創造出來的綠色空間便提供給周邊住戶進行利用，種植蔬菜花草、培養區

域生態系統。 

最後赴 Walter-Stewart 公園附近的社區溫室及花園參觀一個糧食供應

(Quartier Nourricier)計畫，蒙特婁市政府協助當地建造了一個具教育性和生

產性的溫室及花園，為民眾開設農業及烹飪工作坊，社區的居民可以認養花

園裡的花圃進行種植，透過穩定的產出，當地也形成穩定的市場，讓社區居

民可以自給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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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移動式工作坊場次 

項次 移動式工作坊 參訪重點 

1 
轉型中的城市 
City in transformation 

永續改造計畫：將一座曾經是做為垃圾掩埋

場超過 45 年的採石場，改造成為一座公園。 

2 
綠色城市 
Green City 

蒙特婁市以及其合作夥伴們為保護和改善

大蒙特婁地區的「綠肺」，在保育、道路交

通或物種入侵相關議題上所採取的行動。 

3 
知識之都 
City of knowledge 

歐特蒙地區發展多元性的住宅項目，並改善

城市環境，被定義為蒙特婁社區 第三永續

發展計畫中的旗艦項目 (永續蒙特婁 
2016-2020) 

4 

永續發展倡議深植城市 
C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重新設計的城市入口、拆除高架公路來建設

以人為本的城市林蔭大道、重新建構的城市

結構、新公共場所、大型公共藝術等永續發

展倡議。 

5 
技術試驗之都 
City of technological 
experimentations 

探訪加拿大第一座智能生活實驗室，及智能

住宅計畫。 

6 

鄰里生活 (生活品質與食

物系統) 
Neighborhood life (quality 
of life and food systems) 

自治市通過地方永續發展計劃，與社區攜手

打造蒙特婁市中心的城市永續力。 

7 

鄰里生活 (綠色車道和慢

行交通) 
Neighborhood life (green 
lanes and active mobility) 

透過當地居民聯手綠化、共同創造以及營造

有利於環境保育的空間，同時促進社區聯繫

並提供孩童天然的遊樂場所。 

8 
島嶼城市和原住民領土 
An Island city and 
indigenous territory 

城市沙灘計畫：凡爾登區 (Verdun district)
與卡納威克(Kahnawake)社區的河岸改善計

畫。 

9 
未來與共創之城 
City of the future and of 
co-creation 

以在土地優化與參與式計劃為主的閒置市

政大樓空間利用先導計畫。 

10 自然之都 蒙特婁植物園如何就適應氣候變遷、保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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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移動式工作坊 參訪重點 

A city of nature 物多樣性以及知識轉移的方面尋找解決方

案。 

 

表 3-5 移動式工作坊-Sainte-Marie 區參訪 

 
搭乘電動巴士前往參訪 

 
Village au Pied-du-Courant 計畫介紹 

 
花園之旅(Circuit Jardins)計畫參觀 

 
糧食供應(Quartier Nourricier)計畫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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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展場特色說明： 

本次會議主要展示會場分為三大塊，如下： 

1. 各城市參與之城市首長倡導永續發展相關議題的海報專區。 

2. 相關研究單位成果之展區。 

3. 各城市推廣宣傳文宣品展區，展場內響應低碳之推廣避免文宣品過

度發放，因此在文宣品展示上皆有數量控管，減少紙張之使用，並

提供電子文件雲端下載。 

此外，本次大會之餐點，不論是中餐或迎賓晚宴皆以低碳飲食提供。 

 

圖 4-1 ICLEI 世界大會展場 

二、 組織位階提升規劃 

ICELI 網絡包含全球逾 1,500 個城市，是目前氣候保護工作上最廣為

認同的全球城市聯盟組織，該組織設有全球執行委員會(GexCom)及 9 個

區域執行委員會(RexCom)，代表 ICLEI 各區域進行 ICLEI 全球策略、實

施計畫與憲章訂定。委員為 3 年一任，本屆(2018-2021)各區域委員已於

2017 年選出，東亞區執委共 6 席，本屆台灣代表為新北市副市長葉惠青，

各執行委員主要任務為協助 ICLEI 進行積極氣候行動倡議，並提供組織管

理或策略方向的建議。ICLEI 區域執行委員選舉，每 3 年透過區域 IC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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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或培力中心公告，有興趣參與的城市可以自薦或推薦會員城市的市

長或副市長成為執委候選人，若一個區域有多個候選人的情況，ICLEI 組

織將與各候選市長或副市長進行協商，此時候選市長或副市長在國際永續

發展領域上的積極程度將成為重要的考量因素。 

ICLEI KCC 於 2012 年成立，為 ICLEI 在東亞地區永續能力建構培訓

活動、會議及資訊匯整的重要平台與資源，前後協助高雄市及新北市取得

執行委員一職。 

桃園市自 2011 年加入 ICLEI 會員已經邁入第 9 年，雖有參與多次

ICLEI KCC辦理之相關活動，但並未進一步進行更密切的合作交流(例如：

與高雄市共同辦理生態交通慶典、新北市共同辦理國際論壇及屏東市共同

辦理國際工作坊…等)，以致無法有更深入之合作模式或對談，但藉由桃

園代表團參與本次世界大會的多場會議、汲取國外經驗與實地的探訪蒙特

婁市在永續發展上的實踐成果後，深切地認為城市之間的合作或是地方政

府與當地居民、組織的合作是非常值得考量的市政發展方式之一，故為了

增加桃園國際能見度和提高城市永續行動執行能力，若能以 3 年後的

2022-2025 執行委員為目標，建議近期可著手開始以以下方式與 ICLEI 積

極進行合作交流，提高國際參與能力： 

(一) 辦理培力課程或研討會： 

  ICLEI KCC 主要可以針對城市發展目標或是有興趣的氣候相

關領域量身訂做，辦理一系列的培力課程或活動，並以公務人員為

主要培訓目標，目的為提升城市在執行永續議題及氣候行動方面的

能力。 

  以台灣城市發展為參考：新北市以循環資源為主、屏東縣著重

於再生能源、高雄市發展則以生態交通為主且為 ICLEI 生態交通聯

盟(EcoMobility Alliance)主席城市。今年初 ICLEI KCC 有針對台灣

會員城市進行的城市意向調查，台灣城市多以智慧城市倡議、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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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空氣品質、再生能源來源、低排放發展策略及永續糧食

系統管理/城市農業等議題為興趣所向，故建議可評估桃園未來發

展的目標領域，以進一步與 ICLEI KCC 進行合作討論。 

(二) 城市互訪交流： 

  城市實質對談、互訪或是導師城市(mentor city)是 ICLEI KCC

可以協助城市進行交流的方式，透過 ICLEI 廣大的會員網絡，居中

扮演溝通橋樑，讓城市可以直接與發展目標相近的國外城市互相學

習，甚至可直接提供/接受技術支援或國外資源引入。 

ICLEI KCC 與城市合作的關係中主要扮演國際資源引入的角色，

可增加桃園於國際的曝光與參與能力，依照 ICLEI KCC 過往經驗辦理

能力培訓課程，建議以系列方式進行而非單次課程，考量不同規模大小，

籌備期間須 3 至 4 個月不等；若有國際講師配合，籌備期至少需 6 個月

以上；資金預算約 10 萬(小型工作坊)至 250 萬(國際研討會)左右，視辦

理規模而定；國際城市互訪等交流活動，籌備期也需 6 個月左右，資金

預算約 100 至 150 萬左右。 

據了解 2019 年 ICLEI KCC 已規劃預計以「韌性(resilience)」為主

要發展領域，目前將以 10 項韌性相關主題辦理培訓工作坊，並積極尋

求合作對象，故建議桃園可評估於近期開始與 ICLEI KCC 討論合作事

宜，以期於下屆區域執行委員選舉前，增加桃園市國際參與程度。 

三、 國際交流合作機會 

ICLEI 世界大會的舉辦除了透過公開會議本身進行分享交流外，大

會亦提供機會與場地給城市進行互動交流，掌握其他台灣城市於大會期

間所進行的交流如下： 

1. 新北市：與美國丹佛市就能源議題與電動車推廣進行雙邊會談；新

北市副市長接受日本東京城市大學訪談；與韓國水原市進行城市交

流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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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中市：與紐西蘭奧克蘭市議員進行城市交流對談。 

3. 高雄市：與所羅門 Honiara 市長、ICLEI 大洋洲辦公室主任進行交

流；與西班牙巴塞隆納城市代表，就環境教育與夥伴關係議題進行

雙邊會談。 

由於本次大會為桃園首次參加，且本市姊妹市亦無城市參與，因此

行程規劃中除了參與大會所安排的會議與 C2C 城市對談場次外，較無

與其他國際城市進行深入交流之機會，因此建議檢視目前 ICLEI 會員城

市，是否有共同永續發展理念的城市可作為未來姊妹市締結 

另外再參與相關國際會議前，可先 

1. 洽詢本市締結之姊妹市是否有參與，以利運用會議場合增加互動。 

2. 與主辦單位詢問預計參與之城市，並提出交流邀請。 

3. 掌握該次主辦城市永續政策，規劃城市拜會行程。 

四、 市政發展建議 

根據本次 ICLEI 世界大會發布的新版「ICLEI 蒙特婁承諾和策略願

景 2018 - 2024」與「蒙特婁行動計畫 2018 - 2021」建議的 5 種策略途

徑及行動計畫切入點如表 4-1，建議桃園市可將目前綠色城市推動小組

各局處，所落實的自治條例、旗艦計畫、調適計畫及未來的管制執行

方案進行檢視結合，以期與國際有所連結。 

 

表 4-1 市政發展規劃相關建議 

策略途徑 行動說明 

低排放發展 

 創造新的經濟機會，改善人民和自然系統的健康。 
 減少食物生產過程所有對環境有害的污染物和排放，並降

低噪音。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運輸、廢棄物和建築領域) 
 目標在 2025 年之前不使用化石燃料，承諾 100％可再生能

源和使用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時

代。 
 推動永續的交通與物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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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途徑 行動說明 

以自然為基礎的

發展 

 保護和加強城市內和周圍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確保當地所有自然資源皆受到保護和培育。 
 發展利用自然潛力的策略和計劃，並在管轄區內提供新的

經濟機會。 
 使用藍色和綠色的基礎設施項目。 

循環發展 

 使用可回收、可共享、可再生的資源，結束「生產、消費、

丟棄」的線性模型，並滿足增長物質和發展需求。 
 將環境和社會成本納入商品和服務的價格。 
 鼓勵公平獲取資源，建立城市自我循環和城郊系統，以結

束線性經濟活動。 
 支持新的地方經濟，資源的利用是可交換的而不是浪費。 
 優先考慮永續廢棄物管理方案，包括預防、再利用和廢棄

物回收。 
 與商業部門合作，提供支持以發展當地永續發展目標。  

韌性開發 

 作為市政發展策略的核心，並考慮到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

和需求，為新的風險和影響做好準備。 
 加強城市的核心系統，以減輕人員和環境的負擔。 
 採取透明和包容的方法，以增強人民對政府機構的信任和

支持。 

公平、以人為本 
的發展 

 以公平和以人為本的發展，建立更加公正、宜居和包容的

城市社會，解決貧困問題。 
 確保城市內和周圍的自然、建築環境，提高宜居性和安全

性，減輕疾病，促進人類健康和福祉。 
 追求安全保障和安全的食物、水、能源、人人享有衛生設

施、文化和教育，以及清潔的空氣和土壤。 
  創造和維持以人為本、安全和繁榮文化的社會，重視有形

和無形文化遺產及活動，將多樣性融入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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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會議期間市政建設參訪 

(一) 交通運輸類： 

蒙特婁市作為低碳發展的先驅，秉持著低碳的理念，本次大會於會

前和會議期間皆透過各種方式提倡減碳，不僅大會餐飲以低碳飲食為主

均僅提供蔬食，大會亦建議與會者可以透過 BIXI 自行車系統與大眾運

輸交通探索蒙特婁，本次桃園參與世界大會均以步行和大眾運輸工具作

為交通方式，以下對於參與期間所見所聞進行說明： 

1. 市區運具(公車、地鐵)已整合票證，可購買全日及多日無限次通行

票卡，公車、地鐵之一段票亦已整合為統一票價 3.25 加幣，台灣

現已推行無限次通行票卡，惟因各運具間票價差距及優惠措施不同，

現行整合統一票價仍有相當之困難。 

2. 公車多已汰換為低底盤公車，除有電子感應票證外，投幣機已可自

動計算投入金額並打印票證，大量縮短乘客上車時間，機場接駁車

內部更加設行李架供乘客放置，部分車輛設置 USB 充電座供使

用。 

3. 市區內亦可見多處電動巴士充電柱供其充電，路邊停車格亦有部分

規劃電動自小客車之充電座，並可見於夜間有多數民眾停放充電。 

4. 地鐵皆為膠輪系統車廂，車站站體視情況保有通風採光設計，但僅

於大站設置電扶梯，一般車站普遍為階梯，電扶梯不如台灣普及。 

5. 蒙特婁市內主要幹道皆已完成共桿工程且設計上頗具巧思，除一般

號誌及路燈共桿外，各式標誌牌面、可變式標誌(CMS)、行人觸動

按鈕，更甚者廣告羅馬旗、街道家具、垃圾桶等皆可視需求設置並

整併於桿上附掛，減少桿件雜亂問題，提升市容美觀與整齊。 

6. 以人為本，落實保障行人通行空間及動線設計，雖蒙特婁市內標線

數量少，絕大部分路口僅以白實線區隔出行人穿越道，但路口行人

燈設置非常普及，且在行人量較大之路口，開放行人專用時相，車

輛全紅燈供雙向行人同時穿越。另亦可見於路口內設置行人僻護空

間，並設置牌面提醒駕駛注意行人。 

7. 蒙特婁市內車輛駕駛無論燈號紅綠，或於無號誌化路口，皆會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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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讓行人優先通行，這是我國道路駕駛觀念落後甚多之處，值得更

深入探討學習。 

 
表 4-2 蒙特婁市交通運輸設施參訪 

 

STM 電動巴士 

 

電子感應與投幣機 

 

電動巴士充電柱 

 

電動自小客車充電座 

 

膠輪系統地鐵 

 

號誌及路燈共桿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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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然生態： 

因移動式工作坊同一時間多達 10 場次同時進行，會議期間僅能擇

一參與，故於會議結束後，根據其他未參加的移動式工作坊地點的交通

便利性及主題相關性，安排參觀與蒙特婁市政管理與自然環境為主的皇

家山公園(Mont-Royal Park)，以及蒙特婁於 1967 年舉辦世界博覽會所

建設之生態環境科技館(Biosphere)與生態屋(Habitate 67)。 

 

表 4-3 蒙特婁市交通運輸設施參訪 

 
皇家山公園登山步道入口 

 
樓梯兩側均有設置扶手且樓梯平整 

 
公園內鋪石步道亦平整，對於各年齡層

市民皆為友善之環境 

 
緊鄰都市的綠地，受到當地民眾喜愛，

假日來訪民眾不分老少絡繹不絕 

 
Habitate 67 環保生態屋，以集合式住宅

為建築理念 

 
以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為主題的生態環

境科技館，以鋼架為主體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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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LIVE IN AN
URBAN CENTURY

WE LIVE IN AN URBAN CENTURY
More than ever, our cities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are on the front 
line of a globally changing world and need to rapidly adapt to shifts 
in nearly every dimension of urban life. 

The impacts of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demographic change, 
climate chang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cluding public health crises, and the need to end 
systemic inequities and poverty, are particularly visible in our urban 
environments. 

Many perceive our cities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as centers 
of opportunity and prosperity and, indeed, they are important 
hubs of economy, innovation, production, consumption, soci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At the same time, numerous cities are 
places where deep poverty and inequity prevail, and where severe 
natural degradation proliferates with ecosystems pushed past their 
thresholds.  

As our cities rise, grow and change, so do the demands on our 
fi nite natural resources, thus further reinforcing disparities in 
communities across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only way forward is to urgently reverse this trend 
and drastically re-orient the patterns of our daily life, our built 
environment and the natural systems in and around our cities. 

Over centuries, we have built urban environments and today they 
accommodate half of humanity. For decades we experimented, 
pioneered and made eff orts to create sustainable cities and 
neighboring regions. In many cases we have been successful.
Now, we must accelerate and scale up these experiences to create 
an entire urban world that is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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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MONTRÉAL 
COMMITMENT: 
BUILDING A 
SUSTAINABLE 
URBAN WORLD

OUR MONTRÉAL COMMITMENT: 
BUILDING A SUSTAINABLE URBAN WORLD
When a group of forward-thinking cities founded ICLEI in 1990, they 
took action befo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 the predominant 
model for change. Today, in ICLEI, we are mainstream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ll aspects within and interacting with our shared 
urban future. 

Being part of ICLEI nurtures our collective potential for creating 
change. Our ICLEI network of more than 1,500 members and 
network-cities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a leading organization with 
visionary local leaders acting worldwide. We represent small, large 
and often fast growing cities, vast metropolitan areas, capitals, 
provinces and regions. Yet, we are deeply united in our commitment 
to inspire, learn from and work with each other on our shared 
journey towards a sustainable urban world.  

With new UN sustainability frameworks in place towards 2030 
and 2050, notably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nd the New Urban Agenda – each for 
which we advocated so intensively over the last decades – we can 
now, more than ever, shape th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in collaboration with nations,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business and civil society. 

Therefore, we - the ICLEI members - commit:

 > to scale up and expand the model of sustainable cities and 
regions to create a sustainable urban world. We reg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t just as smart but as fundamental 
to life on Earth; it is a right of all and not a privilege of a few.

 > to shift the balance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nd 
among our jurisdictions and make sustainability a fundamental 
and inextricable part of all local and global development. 

 > to tackle the most pressing issues of our time in more 
fundamental and systemic ways than ever before and, in doing 
so, take profound decisions in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our 
citizens. 

 > to undertake a collective effort for global change, pushing for 
action by all sectors and levels of government. The sum of our 
efforts, actions and policies will be a catalyst for the global 
change that humanity needs in this urban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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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VISION: 
ACTING THROUGH 5 
STRATEGIC PATHWAYS

As a compass to manage our rapidly changing urban and 
global environment and to transform our cities and regions 
that surround them, we – the ICLEI members- will drive 
action through five critical and strategic pathways which are 
closely interlinked.

OUR VISION: ACTING THROUGH 
5 STRATEGIC PATHWAYS
To achieve a sustainable urban world, we will undertake 
transformative actions that support: 

LOW EMISSION DEVELOPMENT
to curb climate change, create new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improve the health of people and natural systems.

 > We will drastically reduce all environmentally harmful pollutants 
and emissions from heating, cooling, lighting and food systems 
as well as reduce noise. We will reduce ou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all our activities, especially in our transport, waste 
and building sector. We commit to implement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goal of keeping the global warming increase to well 
below 2°C and will pursue efforts to limit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 
to 1.5°C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 We will aim to achieve climate neutrality in our own infrastructure 
and operations before mid-century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renewable energy era, by divesting from fossil fuels, by committing to 
100 percent renewable energy and by using nature-based solutions. 

 > We will promote sustainable passenger and freight mobility, 
prioritize clean fuel policies and electric vehicles from renewable 
energy where possible, and give priority to walking, cycling, public 
transit and shared mobility as part of people-centered solutions.

NATURE-BASED DEVELOPMENT
to protect and enhance the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in and around 
our cities, which underpin key aspects of our local economies and upon 
which we depend for the well-being and resilience of our communities. 

 > We will prioritize healthy local environments, in which air, water, 
soil and all natural resources that sustain life and health are 
protected and nurtured.

 > We will deploy strategies and plans that use the potential nature 
has to provide essential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o unlock new 
economic opportunities in our jurisdictions.

 > We will apply nature-based solutions, use blue and green 
infrastructure options and promote green zones to reconnect 
and engage with nature in our new urban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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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R DEVELOPMENT
and new model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o build 
sustainable societies that use recyclable, sharable and regenerative 
resources, to end the linear model of “produce, consume, discard” 
and to meet the material/development needs of a growing 
global population.

 > We will decouple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facto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sts into the price of goods and 
services. We will encourage equitable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create closed-loop urban and peri-urban systems to end linear 
economic activity.

 > We will support new local economies that are productive and not 
extractive, where resources are exchanged and not wasted. We 
will prioritize sustainable waste management options including 
prevention, re-use and recycling of waste. 

 > We will work with the business sector from early-market 
engagement to the delivery of solutions that support local 
sustainability goals and that meet the needs of all citizens. We 
will use our procurement power to green our economies.   

RESILIENT DEVELOPMENT
to anticipate, prevent, absorb and recover from shocks and 
stresses, in particular those brought about by rapi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cal, social and demographic change, and to improve 
essential basic response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 We will make resilience a core part of our municipal strategies 
and prepare for new risks and impact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ights and needs of vulnerable sections of our society. 

 > We will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our essential systems, including 
our municipal operations, to prevent, absorb and recover from 
shocks, stresses and unforeseen changes, alleviating the burden 
o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 We will pursue a transparent and inclusive approach on 
resilience that will enhance trust in our institutions and the 
processes that support them.

EQUITABLE AND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o build more just, livable and inclusive urban communities and 
address poverty. 

 > We will pursue processes and patterns of an “inclusive 
development for all” that safeguard the natural support systems 
for human life. 

 > We will ensure that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in and 
around cities improves livability and safety, mitigates disease, 
promotes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We pursue secure and 
safe access to food, water, energy, sanitation for all, culture and 
education, as well as clean air and soil. 

 > We will create and sustain human-centered, safe, and culturally 
vibrant communities where tangible and no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ctivities are important assets and where diversity is 
woven into the social 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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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 IMAGE

OUR POLICY APPROACHES 
TO DRIVE GLOBAL 
TRANSFORMATION

By apply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within a local and regional 
context, ICLEI members can effectively 
address and even reverse detrimental 
practices, bridging divides and 
connecting actors, sectors and 
regions of the world.

To support this commitment and 
strategic vision, we will strengthen 
transformative, innovative 
niches of sustainability, undertake 
necessary regulation, mitigate 
and manag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isk and halt 
the many manifestations 
of unsustainable behavior 
in our jurisdictions.

SUSTAINABLE GOVERNANCE & 
MANAGE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COLLECTIVE EFFORT

WE WILL PRIORITIZE DIVERSITY AND 
INCLUSIVITY ACROSS OUR 
ADMINISTRATIONS AND COMMUNITIES.
Diversity in race, color, religion, creed, gender, age, physical and 
mental capabilities and sexual orientation will be a source of 
strength, innovation and new ideas. We celebrate the diversity of the 
communities we represent and ensure that the distinct voices and 
interests within them are heard.

WE WILL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T A REGIONAL SCALE.
Cities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and depend on the peri-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ir ecosystems. We will therefore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at are 
designed with a territorial and supply-chain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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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ILL BRING THE VOICE OF OUR 
CITIZENS TO TH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BATE.
Local, national and global policy must be shaped from the ground 
up. Our governments are the closest to the citizens of the world, 
and we can best demonstrate how development decisions impact 
their real lives, every day. It is our duty to engage with the people 
of our communities, to understand their perspectives and to 
spread the message globally. We will unite our voices and advocate 
for appropriate, formal consultation and hearings at all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gencies and institutions. 

WE WILL FOSTER STRONG PARTNERSHIPS TO 
ADVANCE GLOBAL SUSTAINABILITY.
Delivering on th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quires 
coordinated action across 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agenc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civil society. We will push to 
redef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joint effort, positioning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to rapidly advance global sustainability 
goals and seek support for our actions, including finance, capacity 
buildi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We will work in partnership, from 
the UN level to the local level, to expand sustainability across the 
urban world.

INNOVATION & SCIE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UST 
WORK WITH AND FOR ALL

WE WILL USE DIGITAL TECHNOLOGIES AS 
A TOOL FOR INCLUSION AND SAFEGUARD 
SUSTAINABILITY-DRIVEN DIGITALIZATION.
Our connected, technological world creates many new challenges 
and risks for sustainable cities, including data security risks, 
increased infrastructure vulnerability and large resource use. At 
the same time, technology provides new tools for community 
engagement, data collection and co-creation of solutions. We will 
promote conscious, sustainability-driven use of these tools to 
promote citizen-driven action, crowdsourced ideas and co-designed 
solutions, bridging all forms of the social divide. We will use these 
open processes to empower communities and to enable citizens to 
drive digitalization transparently, democratically, safely, responsibly 
and in line with sustainability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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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ILL PROMOTE EVIDENCE-DRIVEN AND 
SCIENCE-BASED POLICY AND ACTION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practitioner expertise are the foundations 
of sound policy. We will improve the collection,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ally sound knowledge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and enhanc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process. We will take such information to national and global 
conversations, making sure that decisions are connected to what 
happens on the ground. We will empower our officials and leaders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crease funding for 
urban research, craft and jointly pursue targeted research agendas 
as well as co-create and apply new knowledge and insights.

WE WILL DRIVE INNOVATION THROUGH CITY-
BUSINESS COLLABORATION AND CREATE SPACE 
FOR OPEN INNOVATION.
Participatory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age of 
co-design and co-creation. We will set up partnerships with institutions 
and communities to generate ideas, test solutions and evaluate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new policies based on real-life scenarios.

FIN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EDS INNOVATIVE MODELS OF FINANCE

WE WILL SHIFT THE FINANCING AND 
PROCUREMENT LANDSCAPE.
All the aforementioned activity requires financing and we will seek 
funding partnerships to support our long term commitment. Making 
funding more directly accessible to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distributing that same funding more appropriately is essential to 
adv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our level.

We will push to unlock financing for our projects and will design 
innovative local mechanisms to raise capital and increase 
sustainable investments. We will use our public procurement 
potential as an instrument to accelerate the uptake of sustainable 
and innovative products an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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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he only viable 
pathway for global change in today’s world. 
We will deliver visionary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support to accelerate 
ac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ldwide. We will lead by 
example, share our knowledge openly and speak with a united voice. 
We will create lasting mechanisms for change that make sustainability 
a permanent framework, informing all development decisions. This 
global imperative is vulnerable to political shifts at any moment – and 
we need durable forces to carry us forward. 

The ICLEI Montréal Commitment and Strategic Vision is our pledge 
to mak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only model for development 
in the urban 21st century. Our joint programs, projects, initiatives, 
research, capacity building and advocacy in ICLEI drive worldwide 
action. Our mutual support for and solidarity with one another 
are core reasons why we are part of ICLEI. Our interactions build 
a global movement that includes a growing number of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worldwide. We spark local action at a global 
scale and in doing so we leverage the power of the ICLEI network 
The world is watching our actions and takes cues from our ambition.

This ICLEI Montréal Commitment and Strategic Vision “Building a 
Sustainable Urban World “ was adopted by the ICLEI Council on 30 
May 2018, in advance to the ICLEI World Congress 2018 in Montréal, 
Canada and is referred to as the ICLEI Montréal Commitment and 
Strategic Vision 2018 - 2024. This ICLEI Montréal Commitment and 
Strategic Vision provides strategic orientation for action by ICLEI 
members and network cities, of any size, at any subnational level, 
on any continent and where a sustainable model of development 
may soon take hold or is already well ongoing. It lays out how 
ICLEI members and network-cities advance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now through 2024, locally and globally, in an era 
where new game-changing global frameworks have come into 
force, including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the New Urban Agenda, and where a 
new mod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vernance that includes 
more stakeholders is emerging.  

The ICLEI Montréal Commitment and Strategic Vision informs the 
ICLEI Global Action Plan 2018 - 2021 tha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programs, projects, initiatives, research, capacity building and 
advocacy that ICLEI offi  ces will undertake, now through 2021, and in 
which ICLEI members and network cities can participate to fulfi ll the 
ICLEI Montréal Commitment and Strategic Vision 2018 -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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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CONCRETE 
ACTIONS AND 
INITIATIVES AS
OF JUNE 2018

3572 CITIES 
AND REGIONS 
INVOLVED

Our fi ve interconnected pathways cut across sectors and 
jurisdictional boundaries. This design enables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to think holistically and take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CLEI aims to identify local challenges and take success factors to 
the next level. We defi ne an entry point for longer term and broader 
thinking about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That entry point may 
be food systems, climate,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transport and 
mobility, fi nance or another, depending on the specifi c context in 
which we work.

At the urban scale, these pathways balance the patterns of human 
life,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the natural systems in and around 
our cities. This changes individual communities and,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creates a multiplier eff ect that driv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ationally and globally. These pathways embody the 
goals and values laid out in the global sustainability agenda, and are 
a means to achieve progress at all levels.

Any of our individual projects or initiatives may be oriented along 
a specifi c pathway, such as resilient development. We explore 
connection points to other pathways to bring about systemic change 
– for instance, by looking at where equity intersects with resilience 
or where nature-based solutions can contribute to resilience 
building. By orienting our activities this way, ICLEI offi  ces bring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along the fi ve pathways.

HOW WE ORIENT
OUR WORK

Each weave represents a single initiative, project or partnership 
which is oriented along a primary pathway and may actively 
advance multiple secondary pathways. Each of the fi ve pathways is 
represented here by a separate color. The varying width of the line 
refl ects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orientations.

Multiple sustainable cities, linked by the ICLEI global network drive 
national and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ldwide.

AN URBAN 
SYSTEM

CITY 2CITY 1 C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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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try point: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We engage cities in refi ning and mainstreaming 
innovative mechanisms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greater human well being through 
nature-based solutions. 

Europe, South America

 > Entry points: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data 
and reporting

We provide a global platform for local and 
city-region biodiversity and nature-based targets, 
highlighting solutions and tools to mainstream 
green infrastructure options into all sectors such as 
planning, budgeting, health, water and infrastructure. 

Globally

 > Entry points: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fi nance, 
infrastructure

We collect and create new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cities, defi ning new models for fi nancing and 
implementation and scaling-up good practices by 
transferring knowledge between world regions to 
bring nature-based development to cities globally. 

25 cities: East Asia, Europe, South America

 > Entry points: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policy 
and advocacy

We guide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s on 13 action 
areas that promote integr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under the Conven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Globally

 > Entry points: Air quality, energy, transport and 
mobility

We manage the East Asia Clean Air Cities program, 
aiming to foster reg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partners and solution providers 
from academia and private sectors, as a response 
to the urgent need for air quality improvements. 

9 cities: East Asia

 > Entry points: Air quality, transport and mobility, 
energy

We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hort-lived 
climate pollutant reduction strategies by 
mobilizing and empowering the health sector and 
demonstrating the full range of health benefi ts that 
can be achieved at the city level. 

Africa, South Asia, Southeast Asia

 > Entry point: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We conduct thorough needs assessments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and craft the 
necessary capacity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 
exchange strategies to improve human well-being, 
alleviate poverty and strengthen resilience among 
the urban poor across Africa.

8 cities: Africa

We strengthen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 
capacity to eff ectively and equitably manage 
protected areas and other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which has led to a 5 perce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 areas registered in national 
systems each year. 

South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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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try point: Climate
We engage in innovative research to look at the 
role that personal perception and individual and 
cultural values pla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imate 
risk narratives in Africa.

3 cities: Africa

We enable cities worldwide to successfully monitor 
locally-relevant low carbon programs and projects, 
by providing political decision makers with the 
big picture and providing detailed guidance and 
practice-oriented resources to technical staff  
through an open access, online, low emission 
development platform.

Globally

We organize workshops to carry out the Disaster 
Resilience Scorecard for Cities with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and the Pacifi c, in order to 
support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10 cities: East Asia and Oceania

We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etween municipalities 
in Germany and the Global South arou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through joint 
action programs.

9 cities and 1 region: 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

We support municipal leadership in Brazilian state 
capital cities with eff ort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ambi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embed a 
climate change lens across all urban planning.

27 cities: South America

 > Entry points: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policy and advocacy

We support subnational government eff orts to 
achieve the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through an 
initiative established during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OP13 in Cancun, Mexico in 2016. 

Globally

We support the Assam State Government in preparing 
a nomination dossier which highlights the unique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Majuli Island, enabling 
it to be listed a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1 region: South Asia

 > Entry points: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urban and rural linkages

We integrate nature in fast-growing city regions 
in Asia, Africa and South Amercia and suppor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to coordinate their eff orts for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to core subnational government functions.

9 cities: Africa, South America, South Asia

We seek and promote innovative local solutions 
to complex issues around natural capital and the 
degrad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by integrating 
urban development and biodiversity management 
at the local level worldwide. 

6 cities: glob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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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try points: Climate, data and reporting
We have cloud-based adaptation planning software 
that guides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worldwide through future climate hazards, 
enabling them to create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 
and design adaptation strategies that improve 
community climate resilience. 

Globally

We engage local governments and stakeholders 
in climate change assessments, building capacity 
to use climate data, identifying local vulnerabilities 
and assessing and prioritizing risk to begi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action plans in North America.

30 cities/regions: North America

 > Entry points: Climate, data and reporting, energy
We off er a comprehensive methodology to cities 
worldwide, using a nine-step process with tools, best 
practices and management support to assess the 
green economy and green infrastructure as part of 
pursuing a low emission development trajectory.

Globally

 > Entry points: Climate, data and reporting,
policy and advocacy

We capacitate local governments in Southeast Asia 
to develop inclusive low emiss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rough active citizen engagement and 
integration of stakeholder pledges into targets and 
planned activities, ultimately raising the level of 
ambition in national climate action plans submitted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9 cities: Southeast Asia

 > Entry point: Climate
We off er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and tools 
to support low emission development policies, 
through collective trainings and tailored support.

60 cities: South America

We work with the 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South America to produce 
web-based, analytically friendly documents and 
tools to assess the evolution of country and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pathways, 
with a specifi c focus on waste sector emissions.

South America

We support broad-based, inclusive, and resilient 
economic growth by mentoring emerging 
secondary cities on integrated climate action 
planning while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6 cities: Southeast Asia

 > Entry points: Climate,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urban and rural linkages

To address frequent and increasingly devastating 
disasters impacting Pacifi c Island Cities, we use 
the Sendai Framework tools to enact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ssement,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riorities.

5 cities: Oce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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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try points: Climate, data and reporting,
policy and advocacy

We build the capacity of Canadian local 
governments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and 
increase their resilience, off ering a suite of 
solutions, including planning tools, vulnerability 
and risk assessment resources, stakeholder 
consultation workshops and peer and partner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50 cities: North America

 > Entry points: Climate, data and reporting,
science and research

We enable cities in North America to calculate, 
forecast, plan and monitor emissions under all 
community and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 
protocols through the ClearPath online suite of 
emissions management tools. 

383 cities: North America

We work as part of the City Climate Planner 
Certifi cate Program to train and certify 
professionals working with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off ering skills development in 
designing,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green 
growth initiative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global 
talent base of local climate planning specialists.

Globally

 > Entry points: Climate, energy
We support regional innovation strategies and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loc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s a means to boost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under the 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and Energy.

Globally

 > Entry points: Climate, energy, data and reporting
We are a founding partner of the 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and Energy and support 
cities and other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in 
complying with the climate commitment process, 
enabling them to make unique commitments and 
take action within their local context, in ways and 
at a pace that are appropriate to address their 
prioritized development actions and fi tted to their 
means and aspirations. 

Globally

We build synergies between local and national 
stakeholders to encourage a public policy 
framework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actions throughout Mexico.

280 cities:  Latin America & Caribbean

 > Entry points: Climate, energy, policy and advocacy
We provide training on mitig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or public servant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industrial sector to 
support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ese Taipei in 
becoming low carbon cities.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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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try points: Climate, policy and advocacy,
data and reporting

We use multilevel action to accelerate low-emission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resilience across cities 
worldwide,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nd data 
sharing across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working at the city level on capacity development, 
pilot projects and fi nance models designed to 
advance implementation and deliver on global 
climate goals.

60 cities: globally

 > Entry points: Climate, policy and advocacy, 
transport and mobility

We e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worldwide
to consistently measure and report emissions
and develop climate action plans and low
emiss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y providing 
technical guidance on applying the GPC, the Global 
Protocol for Community-Sca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Inventories.

5,000+ cities: globally

 > Entry points: Climate,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We educate homeowners and residents on the 
impacts of natural hazards and extreme weather, 
and how to prepare for these events, through an 
innovative mobile app.

Globally

 > Entry points: Climate, infrastructure, fi nance
We provide accessible, timely, applicable and 
defensible climate information to empower 
decision makers to develop urban and rural plans, 
investments and infrastructure towards more 
climate resilience in Africa.

9 cities: Africa

 > Entry points: Climate, policy and advocacy
We are training and building agents of change for 
climate adaptation in communities across Canada, 
engaging with a range of stakeholders and decision 
makers to identify local climate impacts and the 
actions each can take to reduce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impacts locally.

8 cities: North America

We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led 
strategic plans in Asia that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hile supporting national governments in 
accelerating implementation of robust NDCs - the 
national climate action plans submitted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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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try points: Climate, urban and rural linkages,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We advance sustainable island and island 
urban development, with a specifi c focus on 
resilience and systems planning, coastal fi sheries 
management, ecosystems services, post-disaster 
recovery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by leveraging 
innovative fi nancing solutions and twinning island 
cities with shoreline cities and regions that deliver 
globally scalable solutions. 

Globally

 > Entry points: Data and reporting, climate
We engage and prepare cities for the global 
One Planet City Challenge to recognize their 
achievements, by facilitating cross-disciplinary, 
city-wide sustainability eff orts, while providing 
assistance on reporting through the carbonn 
Climate Registry.

130 cities: globally

 > Entry points: Data and reporting, procurement
We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iloting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Life Cycle Costing tools, 
enabling them to carry out life cycle costing that 
considers all costs incurred during the lifetime of 
a product, work or service, including externalities 
such a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Europe

 > Entry points: Climate,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policy and advocacy

We work with the Federation of Canadian 
Municipalities to build capacity across Canadian 
municipalities, by providing accounting and 
planning tools, knowledge development resources, 
training workshops and peer networks that enable 
them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es emissions and 
take comprehensive climate action.

350 cities: North America

 > Entry points: Climate, science and research
We use a transdisciplinary learning approach
and scientifi c research to provide accessible,
timely, applicable and defensible climate 
information needed by decision makers operating
at the city and regional scale, strengthen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limate processes trends
that drive the southern African climate
system variability.

Africa

 > Entry points: Climate, transport and mobility, 
waste

We catalyze and facilitate local government 
action to save energy and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communities throughout California, 
coaching cities to create community-based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through an online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ClearPath. 

200 cities: North America

1716



THE ICLEI MONTRÉAL
ACTION PLAN 2018 -  2021

THE ICLEI MONTRÉAL
ACTION PLAN 2018 -  2021

 > Entry points: Energy, climate,
science and research

We support cities and regions setting 100 percent 
renewable energy targets globally, by providing a 
global forum for discussion and exchange among 
policy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from various levels 
of government, energy experts, service providers, 
researchers and business representatives that 
creates a multiplier eff ect for local action on 
renewable energy. 

 Globally

 > Entry points: Energy, infrastructure, climate
We strengthen the capacities of Indian cities to 
identify, plan and implement measures to achieve 
low carbon growth and enhance resilience, 
positioning cities to address the growing demand 
for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

4 cities and 4 regions: South Asia

 > Entry points: Energy, infrastructure, smart cities
We strategize ways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 
existing buildings through signifi cant energy and 
architectural transformation, ranging from facade 
additions to rooftop extensions, in order to reach 
the Nearly Zero Energy Buildings and extreme 
renovation goal in Europe.

Europe

 > Entry points: Data and reporting,
science and research, policy and advocacy

We created contribution analysis methodology 
to illustrate the drivers of change i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ver time, informing a city or 
region of program effi  cacy and opportunities to 
advocate stronger policy across multiple levels of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20 cities, 3 regions: North America

 > Entry point: Energy
We aim to mainstream the prosumer phenomenon 
into the European Energy Union, while 
support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clusiveness and 
transparency, contributing to a sustainable energy 
transition through decentralized approaches 
towards 2030 and 2050.

 9 regions: Europe

 > Entry points: Energy, climate, data and reporting
We strengthen the capacities of cities in Africa 
to provide access to suffi  cient, sustainable and 
safe energy and related services to urban and 
peri-urban population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energy effi  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as 
drivers for local low emission, climate resili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3 cities: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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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try points: Energy,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policy and advocacy

We support cities and regions in Asia,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in developing community-wide 100 
percent renewable energy strategies, by increasing 
awareness and stakeholder engagement and 
assessing project concepts, fi nanceability and 
implementation plans. 

175 cities: globally

 > Entry points: Energy,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science and research

We support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production 
of renewable resources from land, fi sheries and 
aquaculture, and their conversion into bio-based 
products and bio-energy to drive growth in new 
jobs and industries in the bio-economy in Europe.

Europe

 > Entry points: Finance, climate, energy
We identify medium to large scale climate and 
energy projects in Africa to further develop them 
into bankable joint venture initiatives with private 
sector fi nanciers.

Africa

 > Entry points: Energy, policy and advocacy, fi nance
We assess the potential for district energy 
systems, which produce steam, hot water or 
chilled water at a central plant, making them 
much more effi  cient and less energy consuming, 
and develop integrated roadmaps for energy 
policy and investment in South Asia.

5 cities: South Asia

 > Entry points: Energy, policy and advocacy,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We off er a simple and convenient online process 
for pre-screened installers to compete for city-
region bids, making it easier for North American 
communities to switch to solar energy.

8 cities: North America

 > Entry points: Energy,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climate

We aim to decarbonize heating and cooling in an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by accelerating dialogues 
across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stakeholder 
groups, and by providing methods, data, and 
tools to enable more sophisticated and aff ordable 
thermal energy system planning in Europe. 

4 cities: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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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try points: Food systems, climate,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We explore the intersection of food systems,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in Small Islands Developing States to identify 
coherent and context-specifi c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Globally

 > Entry points: Food systems, policy and advocacy 
We promote and enable subnational government 
engagement in food policy and action with a focus 
on the global targets and ambitions articulated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2 and through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Milan Food Pact.

8 cities, 1 region: Africa

 > Entry points: Food systems, water, energy
We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frameworks and 
tools that guide urban governance on the food-
water-energy nexus, delivering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loss, 
while advancing development goals from food 
security to job creation across cities worldwide.

8 cities: Africa, South America, Southeast Asia

We link urban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South Asia by introducing, 
promoting and facilitating the adoption of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pproaches, 
specifi cally focused on the food-water-energy 
nexus in developing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3 cities: South Asia

 > Entry points: Finance, infrastructure, climate
We facilitate peer-to-peer exchange, learning 
events and webinars and opportunities to engage 
in global fora for local governm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 Platform for Sustainable Cities.

28 cities: Africa, Latin America & Caribbean,
South America, South Asia, Southeast Asia

We close the cities and fi nance gap through 
infrastructure project pipelining for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with cities across Mexico.

5 cities: Latin America & Caribbean

 > Entry points: Finance,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We catalyze and improve capital fl ows to 
cities, towns and regions and strengthen their 
capacity to access climate fi nance and attract 
investment through a robust pipeline of innovative 
and ambitious local projects that promotes 
transformation toward mor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cities and regions. 

80+ cities and regions: globally

 > Entry point: Food systems
We promote food security, social inclus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 management by combining networking 
with training, policy guidance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on city-region food systems worldwide. 

20+ cities: glob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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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try point: Policy and advocacy
We are raising awarenes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cross East Asia, with a focus 
on SDG 11 for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while  providing capacity building on policies that 
support local implementation. 

11 cities, 1 region: East Asia

We support the leading national sustainable cities 
initiative in Japan, and have been actively involved 
from the beginning to support localiz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ast Asia

We accelerate the uptake of the Basque 
Declaration, which outlines new pathways for 
European cities and towns to create productive,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cities for a livable 
and inclusive Europe through sociocultural, 
socio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487 cities and regions: Europe

We support the Indian national government 
in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Heritage City 
Development and Augmentation Yojana Scheme in 
order to bring together urban planning, economic 
growth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12 cities: South Asia

We improve visibility,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or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and other global and 
regional processes, by enhancing dialogue and 
collaboration on the delivery and advancement of 
agendas and processes on sustainability.

Globally

 > Entry points: Food systems, water, energy
We explore the interactions and dependencies 
between rural, peri-urban and urban areas 
promoting policies, governance models and 
practices that foster mutually benefi cial relations.

12 regions: Europe

We facilitate integrated resource management across 
the water, food and energy sectors in Southeast Asia 
through concrete pilot projects, following supportive, 
inclusiv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4 cities: Southeast Asia

 > Entry points: Infrastructure, policy and advocacy, 
science and research

We support industrial legacy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to identify common challenges, share knowledge 
and co-create solutions as part of managing their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ition to a 
sustainable future. 

11 cities: East Asia, Europe, North America

 > Entry points: Infrastructure, policy and advocacy, 
climate

We off er high impact capacity building on climate 
resilience for decision makers and stakeholders 
representing indigenous and northern 
communities, the private sector, and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30 cities: North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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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try points: Policy and advocacy, climate, fi nance
We work with a coalition of countries and 
institutions working to mobilize support for 
implementation of NDCs, national climate action 
plans submitted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to integrate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into the 
process, through multilevel governance working 
groups, knowledge products and tools, country 
engagement and global events at major fora. 

Globally

 > Entry points: Policy and advocacy, fi nance, climate
We mobilize and guide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in Europe to develop long-term 
energy policy priorities, while promoting a 
multilevel governance approach and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fi nanc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ed sustainable energy and climate action 
plans, enabling cities to achieve climate resilience 
and carbon neutrality by 2050.

70+ cities: Europe

 > Entry points: Policy and advocacy, food systems
We raise awareness on how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can impact city-region food systems, 
by developing knowledge materials that help them 
advocate and empower subnational leadership to 
support resilient food szstems globally.

Globally

 > Entry point: Policy and advocacy
We enhance strategic planning, networking, 
coordination, advocacy and dissemination activities 
by the Global Task Force of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as part of its relations to United 
Nations member states and decision making bodies.

Globally

We ac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reform eff orts 
to make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fi 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and ensure 
enhanced collaboration with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stomized strategi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Globally

We actively engage in advocacy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with the African Capital Cities 
Sustainability Forum, which runs a growing network 
for the mayors of capital cities across Africa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frica

 > Entry points: Policy and advocacy, climate
We build synergies between local and national 
stakeholders to encourage a public policy 
framework o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actions throughout Mexico. 

280 cities: Latin America & Caribbean

We support cities and regions laying out their 
2050 visions for sustainable societies and climate 
neutrality, encouraging them to join KYOTO+20 and 
cultivate sustainable cities that are in balance with 
the loc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

Glob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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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try points: Policy and advocacy, smart cities
We research, campaign, build capacity and 
advocate for fai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for workers and those impacted along 
diff erent stages of the ICT supply chain in Europe. 

Europe

We build local capacity to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supporting local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and authorities in South Asia to create, enable 
and institutionalize equitable and inclusive 
governance mechanisms.

4 cities, 4 regions: South Asia

 > Entry points: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climate
We implement City Learning Labs to gather a broad 
range of knowledge-holders and decision-makers 
in developing a deep, shared understanding of 
the most critical urban issues linked to climate in 
European cities.

Europe

 > Entry points: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science and research, smart cities

We serve as a knowledge broker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research, policy-making and ac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necting local 
governments and stakeholder groups such as 
researchers, civil society initiatives and start-ups 
across Europe.

Europe

 > Entry points: Policy and advocacy,
infrastructure, energy

We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building 
effi  ciency policies and programs across cities in 
the Global South, in direct support of the Building 
Effi  ciency Accelerator, in order to translate global 
expertise into action in cities.

6 cities: Southeast Asia

 > Entry points: Policy and advocacy,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We engage stakeholders in sub-Saharan African 
cities in the co-prod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mproved collaborative municipal planning 
mechanisms, such as multi-sectoral forums, 
conferences, community-led mapping, ward 
committees and think tanks, while investigating 
how enhanced collaboration enables climate 
resilient development. 

2 cities: Africa

 > Entry points: Policy and advocacy,
science and research

We engage local, national and global decision 
makers, along with city staff  and urban resilience 
and adaptation experts in a global platform 
designed to assess global resilience indicators 
and forge new partnerships to advance resilient 
urban development.

Glob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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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try points: Procurement, energy,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We support and connect local governments and 
public authorities in East Asia to enhance sustainable 
and green procurement through technical consulting 
services, capacity building and exchange programs, 
ultimately developing green criteria in specifi c sectors 
and local green purchasing policies. 

5 cities/regions: East Asia

 > Entry points: Procurement, policy and advocacy
We improve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public sector 
procure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Europe by establishing and 
expanding competence centers for innovation 
procurement that change existing practices.

Europe

 > Entry points: Procurement,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We develop sustainable procurement practices 
in Africa, facilitating peer exchange and 
implementing direct programming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Africa

 > Entry points: Procurement,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waste

We provide cities with expert advice and mentoring 
to deliver circular procurement approaches as a 
catalyst for market uptake of innovative circular 
products and services.

3 cities: Europe

 > Entry points: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smart cities

Through our City-Business Collaboration 
Accelerator - CiBiX - we foster city-business 
collaboration worldwid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demand-driven, facilitated 
market engagement.

Globally

 > Entry point: Procurement
We create markets for innovative and sustainable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help meet global and 
local sustainability goals by building connections, 
facilitating exchange and providing implementation 
guidance. 

14 cities/regions: globally

We run a network of European public authorities to 
connect, exchange and gui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and innovative public procurement.

50 cities and regions: Europe

We support higher uptake of green public 
procurement by providing high-quality training 
material and targeted training schemes to improve 
procurement practices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100 cities: Europe

We equip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work 
with loc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governments to 
facilitate the uptake of green public procurement 
in Europe.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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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try points: Science and research, climate
ICLEI advances global dialogue and action that 
links science, policy and practice, by convening 
city leaders and practitioners with research and 
academia, national governments and entrepreneurs 
to examine policy gaps and opportunities, ultimately 
supporting the global Innovate4Cities accelerator 
that defi nes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iorities to 
inform national research agendas and analyses - as 
galvanized by the Edmonton Declaration in support 
of CitiesIPCC process.

Globally

 > Entry points: Science and research,
data and reporting

We engage local governments in transformative 
societal change through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n theory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peer-
to-peer learning processes between 15 frontrunner 
cities and twice as many other cities within Europe.

15 cities: Europe

 > Entry points: Science and research,
smart cities, energy

We screen, analyze and replicate feasible solutions 
for socially inclusive and environmentally sound 
solutions in wind energy-scarce regions, increasing 
the overall market uptake of wind energy in Europe.

11 regions: Europe

 > Entry points: Procurement, science and research
We accelerate knowledge transfer and dialogue 
and raise awareness of innovative public 
procurement in the fi eld of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across Europe.

5 cities: Europe

 > Entry points: Procurement, waste
We enhance urban environmental resilience and 
facilitate the shift towards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methodologies for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strategic plans for waste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in European cities.

8 cities: Europe

 > Entry points: Science and research, climate
We tackle community issues and advance local 
priorities related to natural hazards, natural 
resources and climate change in North American 
cities, by bringing together volunteer scientists 
and community leaders to make use of earth and 
space science. 

4 cities: North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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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try point: Transport and mobility
We guide school eff orts to get pupils out of
cars and onto bikes in order to positively impact 
road network congestion, enhance safety and 
reduce negative eff ects of public transport
delays in Europe. 

9 cities: Europe

We engage in TUMI, the Transformative Urban 
Mobility Initiative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which advances sustainable urban mo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merging economies, by 
focusing on networking among committed cities in 
the Global South.

20 cities: Africa

We enable cities to advance on the Kaohsiung 
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 of Urban Mobility, an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for the Shared Mobility 
Principles, a cooperation platform aiming to 
advance a new urban mobility paradigm.

Globally

 > Entry points: Transport and mobility,
air quality, climate

We convene urban transportation stakeholders 
in European cities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Sustainable Urban Mobility Plans and strategize 
how to eff ectively switch to walking, cycling, public 
transport and shared electric mobility.

150+ cities: Europe

 > Entry point: Smart cities
As part of smart city demonstration projects, 
we lead critical and open debates on how smart 
solutions impact social cohesion and urban 
environmental goals, ultimately shaping the smart 
cities debate across Europe.

50 cities: Europe

 > Entry points: Smart cities, climate, infrastructure
We support Indian cities in developing sustainable, 
resilient and climate sensitive infrastructure 
through dialogue between local fi nancial players, 
public sector actors and project developers, 
catalyzing change across other Indian cities. 

3 cities: South Asia

 > Entry points: Smart cities, data and reporting
We explore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and othe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solutions to enhanc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urban 
co-creation in European cities, giving citizens access 
to easily digestible city data and enabling them to 
better support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3 cities: South Asia

 > Entry points: Smart cities,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science and research

We demonstrate how to combin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e-mobility and 
energy solutions to design smart, resilient cities 
for all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25 cities: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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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try points: Transport and mobility, climate
We enable cities to assess their mobility systems, 
identify priorities for improvement, and monitor 
progress with our SHIFT methodology, while 
building capacity, creating political momentum and 
advising cities on sustainable urban transport. 

Globally

 > Entry points: Transport and mobility,
climate, air quality

We analyze transportation footprints and develop 
innovative procurement plans to deliver solutions 
for zero emission urban delivery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European cities.

3 cities: Europe

 > Entry points: Transport and mobility, energy,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We empower cities and municipalities to make 
the transition to zero emission, sustainable 
mobility with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s, 
technologies and guidelines for cost effi  cient and 
successful deployment and operation of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for electric vehicles.

50+ cities and regions: Europe

 > Entry points: Transport and mobility,
air quality, climate

We engage passionate cycling advocates in a cultural 
and technical journey to reshape future cycling 
capitals in Europe, leading to improved quality of 
life, better public health, less traffi  c congestion, a 
cleaner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13 cities: Europe

 > Entry points: Transport and mobility, climate
We support the EcoMobility Alliance of cit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 pioneering integrated 
transport options that a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socially inclusive and urban space-friendly, 
by connecting them with experts, business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ultimately 
strengthening sustainable urban transport globally.

23 cities: globally

We stimulate new mobility policies which put 
people, rather than cars, at the center, by 
organizing EcoMobility World Festivals that turn a 
single neighborhood into an ecomobile, car-free 
zone for one month, coinciding with a global 
congress that sparks debate on low emission, 
human centered and city friendly mobility. 

Globally

We develop and showcase an integrated and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address urban 
transport issues and promote a sustainable 
built environment by implementing nationally 
recommended steps and strategies.

4 cities: South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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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try points: Waste,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We support and work with European cities
and industry to transform plastic waste into 
valuable products. 

5 cities: Europe

To support cities in managing resources and 
dealing with waste crises, we bridge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nd facilitate west-east city-to-city 
knowledge exchange to stimulate innovation that 
builds the circular economy.

East Asia, Europe

 > Entry points: Water, climate
We improve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African and European stakeholders active in water 
and climate initiatives, to improve resilience to 
climate change across all fi ve regions of Africa.

5 regions: Africa

 > Entry points: Water, policy and advocacy
We provide a unique platform that enables local 
governments to exchange knowledge on emerging 
issues and innovations to achieve a paradigm shift 
towards more sustainable, resilient and equitable 
urban water and sanitation practices in Africa.

Africa

We prepare a coherent and representative 
framework on sustainable water management at 
local level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water policy and the SDGs.

25 cities: Europe

 > Entry points: Transport and mobility,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We build capacity across local governments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low carbon urban freigh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hrough urban freight 
emission assessment tools, pilot demonstration 
projects, taking a multilevel governance 
approach designed to shape nation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3+ cities: South America, South Asia

 > Entry points: Transport and mobility,
smart cities, science and research

We bring global practices to Indian cities and 
provide greater access to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knowledge exchange in order to deliver more 
climate-safe and people-friendly mobility in cities.

2 cities: South Asia

 > Entry point: Waste
We develop and test methods for waste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shifting towards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enhancing 
urban environmental resilience in European cities. 

8 cities: Europe

We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to assess urban 
waste management baselines, engaging all relevant 
stakeholders in dialogue to arrive at potential 
mechanisms, plans and projects to address waste 
management issues in South Asian cities, while 
preparing for future growth.

2 cities: South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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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CLEI MONTRÉAL
ACTION PLAN 2018 -  2021

 > Entry points: Water, urban and rural linkages, 
policy and advocacy

We enable integrated urban water management 
through participatory catchment planning, decision 
making tools, preparation of catchment level 
action plans and multi-pronged fi nancing to enabl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measures in urban 
ecosystems of South Asia.

2 cities: South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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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LEI -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World Secretariat 
Kaiser-Friedrich-Strasse 7  
53113 Bonn, Germany

tel.: 0049 228 / 97 62 99 00 
fax: 0049 228 / 97 62 99 01 
e-mail: iclei.ws@iclei.org 
web: www.iclei.org



Developing into a  
Low-carbon Green City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CHIOU, JIUNN-MING 

2018.06.20 1 



Longtan 
District 

Daxi 
District 

Fuxing 
District 

Bade 
District 

Pingzhen 
District 

Yangmei 
District 

Xinwu 
District 

Zhongli 
District 

Guishan
District 

Taoyuan 
District 

Luzhu 
District 

Dayuan 
District 

Guanyin 
District Outline 

I. Environment Introduction 
II. Strategy Sharing 
III. Future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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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area reaches 1,180 square kilometers 
• Renowned as “Thousand Ponds Township”, 

Currently there are 1,450 ponds 

• Nearly 2.2 million people, continuing to 
grow 

• The average age is 38.6 years old, youngest 
among the 6 main cities 

• GDP is nearly 3 trillion NTD dollars, which 
ranks No. 1 in Taiwan 

• The world’s major manufacturing center 
(Electronic/ Automotive Parts/ 
Communications) 

Environment 
Introduction 

3 

Gateway of Taiwan,  
and to Asia 



-Strategy Sharing- 
 

Promoting Taoyuan City in Developing 
into a Low-carbon Green City 

4 



2016.07.01 
Formulated the “Taoyuan City Autonomous Statue for Development of a Low-carbon Green City” 
 
2017.01.01 Official implementation 5 



Promotion 
Methods 

Taoyuan City 
Autonomous Statue 

for Development of a 
Low-carbon Green 

City 

Office division 

Project promotion 

Results demonstration 

6 



Public building 
demonstration 
 Public green building 

promotion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Solar power promotion 
Wind power 

development 

Road Transportation 
Integration 
 MRT network construction 
 Bus route consolidation 
 Public bicycle 
 Pedestrian space 

improvement 

Decompression of 
living environment 

Air pollution contro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ollution remediation 

Strategy Sharing 

7 



1. Public Building 
Demonstration 

8 



Taoyuan Luzhu No.1 Public Housing 

Taoyuan Public Housing 

Planning a total of 4,000 
households in 10 locations 
 
Building high quality housing 
 Green building gold level 
 Smart building qualified 
 Ecological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public housing,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also legislated that in the future, specific buildings or 
new buildings above a certain scale should be either smart buildings or green buildings in order to create 
sustainable buildings and communities. 

9 



2.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10 



Solar energy promotion 
 Public Housing: Institutional schools 

fully installed 

 Private Buildings: the public are 

granted and encouraged to  install 

 Space activation: landfill or pond 
 
After the promotion to the municipality, 
more than  23 MW have been set up, and 
the annual power generation is about 
22.50 million kWh 

11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公有裝置容量達13,097kW，預估年發電量約1,200萬度，私有補助裝置容量達06,872kW，預估年發電量約672萬度，19,969kW埤塘 481.44kW，年發電量可逹60萬度桃園市已於去(106)年底，在全市5個公有掩埋場共設置了近3百萬瓦(MW)的太陽光電系統，總計年發電量可達325萬度



Wind Power 
 
 Promoting large wind 

turbines  
A total of 57 large wind turbines have 
been installed in coastal areas, 
generating 25,241 kWh of electricity 
annually. 

12 



3. Decompression of 
Living Environment 

13 



Air Pollution 
Control 

Factories connection, infinite relief 
 Taoyuan City Autonomous Statue for Public 

or Private Places Fixed Pollution Sources 
and Control Equipment Real-time 
Monitoring Management  

 24-hour supervision of factory operations 
 
Eliminating old ones with new ones, 
Creating new machinery 
 The market share of electric scooters 

reaches 4% 
 Strictly eliminating high-emitting vehicles 
 Creating a friendly environment 

14 

簡報者
簡報註解
https://www.tydep.gov.tw/TYDEP/Message/Detail/1620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onitoring 

Established a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onitoring Center 
 
Owl project: 
 Strengthening audits especially in the evening, 

rainy days or holidays 
 Reported rate of 12%,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of 5%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Escape-
proof net: 
 Using monitors and “water quality automatic 

continuous monitor” to establish river pollution 
monitoring and warning system in major rivers 
as well as  large-scale wastewater discharge 
sources. 

15 



4. Road Transportation 
Integration 

16 



Constructing Taoyuan, MRT network 

17 



 
 

 

 

 

 

 

  

 

 

  

 

 

Applying big data to review Taoyuan 
bus network 
 Giving priority to the planning of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five major routes, 
including Tai 1, Chunri, Jieshou, Zhongfeng, 
and Longgang 

Developing route corridors to provide 
electric buses 

Taoyuan Bus Route Consolidation 

18 

市區公車
公路客運

中壢

龜山

八德

大溪

蘆竹

平鎮楊梅

龍潭

桃園

觀音 大園

新屋

復興

Luzhu Guishan 

Taoyuan 

Bade 

Daxi 

Fuxing 

Longtan 

Pingzhen 

Zhongli 

Dayuan Guanyin 

Xinwu 

Yangmei 

City buses 
Intercity buses 



You Bike Public Bicycle System 
 Completed 130 stations in 2017 
 Planning to have a total of 250 stations in 2018 
 Planning to have a total of 320 stations in 2019 

19 



Arcade Leveling, Improving  
the Pedestrian Space 

20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本案騎樓整平工程相關成果數據，桃園區中正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621.98公尺(面積約為1990.13平方公尺)，桃園區中山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475.75公尺(面積約為1543.27平方公尺)，桃園區民權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61.81公尺(面積約為175平方公尺)，桃園區博愛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203.5公尺(面積約為689平方公尺)，中壢區中正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315.95公尺(面積約為977.62平方公尺)，完工改善路段長度計約為1,678.99公尺(總面積約為5374.99平方公尺)。



Continue to promote low-carbon green city 
Do our best to realize city visions 

Future Prospects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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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發展低碳綠色城市 

邱俊銘 副秘書長 
2018.06.20 

1 



大 綱 

一、環境介紹 
二、策略分享 
三、未來展望 

2 



• 總面積達1,180平方公里 
• 千埤鄉美稱，現有1,450口 

• 近220萬人，持續成長 
• 平均年齡38.6歲，6都最年輕 

• 生產總值近3兆新台幣，臺灣第一 
• 世界主要製造中心 

(電子/汽車零件/通訊) 

環境介紹 

3 

台灣國門之都 



-策略分享- 
 

推動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 

4 



2016.07.01 制定「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 

2017.01.01 正式施行 5 



推動作法 
桃園市發展 
低碳綠色城市 
自治條例 

局處分工 

推動計畫 

成果展現 

6 



公有建築示範 

推動公營綠建築 

再生能源發展 

推動太陽能 

發展風力發電 

道路運輸整合 
建構捷運路網 
整併公車幹線 
公共自行車 
改善人行空間 

生活環境減壓 
空污管制 
環境監控 

策略分享 

7 



1.公有建築示範 

8 



桃園蘆竹一號公營住宅 

桃園公營住宅 

規劃10處共4,000戶
興建高品質住宅 
 綠建築黃金級 
 智慧建築合格級 
 生態社區 

除公營住宅外，市府亦立法未來可指定特定區域或一定規模以上 
新建建築物均應為智慧建築或綠建築，以打造永續建築及永續社區。 

9 



2.再生能源發展 

10 



推動太陽能 
 公有房舍 ：機關學校全面裝 

 私有建築 ：補助民眾鼓勵裝 

 空間活化：掩埋場或埤塘 

自升格直轄市後已設置超過 23 MW

年發電量約2,250萬度 

11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公有裝置容量達13,097kW，預估年發電量約1,200萬度，私有補助裝置容量達06,872kW，預估年發電量約672萬度，19,969kW埤塘 481.44kW，年發電量可逹60萬度桃園市已於去(106)年底，在全市5個公有掩埋場共設置了近3百萬瓦(MW)的太陽光電系統，總計年發電量可達325萬度



風力發電 
 
 推廣大型風力發電機  
沿海區域設置大型風機已累計57座，
一年發電量25,241萬度 
 

12 



3.生活環境減壓 

13 



空污管制 工廠連線，安心無限 
 桃園市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及防制
設備即時監控管理自治條例 

 24小時監督工廠操作狀況 
 
汰舊佈新，再創新機 
 電動二輪車市占率達4% 
 強力消滅烏賊車 
 建立友善環境 

14 

簡報者
簡報註解
https://www.tydep.gov.tw/TYDEP/Message/Detail/1620



環境污染監控 

設立環境污染監控中心 
 
貓頭鷹專案： 
 在晚間、雨天或假日特別加強稽查 
 告發率12%，高於全國平均值5% 
 
環境監測-天羅地網： 
 在重點河川及大型廢水排放源附近，

以監視器及「水質自動連續監測
器」，建置河川污染監測預警系統 
 

15 



4.道路運輸整合 

16 



建構桃園，捷運路網 

17 



 
 

 

 

 

 

 

  

 

 

  

 

 

應用大數據檢討桃園公車路網 
 優先規劃整併台1、春日、介壽、
中豐與龍岡5大主幹線 
 

研擬幹線路廊提供電動公車 

桃園公車幹線整併 

市區公車
公路客運

中壢

龜山

八德

大溪

蘆竹

平鎮楊梅

龍潭

桃園

觀音 大園

新屋

復興
18 



You Bike 公共自行車系統 
 2017年完成建置130站 
 2018年規劃累計250站 
 2019年規劃累計320站 

19 



騎樓整平，改善人行空間 

20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本案騎樓整平工程相關成果數據，桃園區中正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621.98公尺(面積約為1990.13平方公尺)，桃園區中山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475.75公尺(面積約為1543.27平方公尺)，桃園區民權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61.81公尺(面積約為175平方公尺)，桃園區博愛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203.5公尺(面積約為689平方公尺)，中壢區中正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315.95公尺(面積約為977.62平方公尺)，完工改善路段長度計約為1,678.99公尺(總面積約為5374.99平方公尺)。



持續向前推動低碳綠色城市 

努力作到最好實現城市願景 

未來展望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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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FOR 

THE VISITS 

PLACES 

• Village au
Pied-du-Courant

• Les friches

• The Biodiversity &
Pollinators Garden

• Pare Walter-Stewart

• Marche Solidaire
Frontenac

VILLE-MARIE 

MON CENTRE 

Tr�RIVING IN A 

51.IMULATING LIVING

SF'ACE TOGETHER 

ACTIONS AT THE HEART OF OUR DAILY LIVES 

Ville-Marie 

Mont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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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IT JARDINS 
Le Circuit Jardins est né de l'idée de transformer des terrains 
vacants avec des problématiques sociales en des lieux 
re-naturalisés. Ces jardins, aux thématiques environnemen
tales différentes, sont situés dans les arrondissements de 
Ville-Marie et de Mercier-Hochelaga-Maisonneuve. Ces véri
tables oasis de fraîcheur sont un excellent moyen pour renforcir 
les liens humain et nature, pour contrer les effets néfastes des 
îlots de chaleur urbains et augmenter la biodiversité tout en 
redonnant des espaces verts aux citoyens. 

Tout au long de la saison estivale, des animations sont offertes 
gratuitement aux groupes, sur réservation. Des visites libres et 
gratuites des jardins sont aussi possibles, pour se détendre, 
échanger, se renseigner, dîner et profiter des midis musique. 

The Circuit Jardins :omes trom the idea of ·ransformmg soc,ally 
problematic waste grounds mto vegetalised thematic gardens. 
These charming sites are located in Ville-Marie and Mercier
Hochelaga-Maisonneuve's districts. They form green and cool 
oasises, which is an excellent way to strenghten the human
nature relation, of fight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urban heat 
islands. while g1ving back green spaces to the citizens and 
increasing the city's biodiversity. 

Feel free to visit the gardens on your own whenever you want to 
relax, listen to some live music or have a friendly chat or lunch 
ln a bucolic atmosphere Also, free workshops are offered to 
groups al/ summer long in the thematic gardens, for which 
booking in advance ,s essential. 

VILLE-MARIE 

PLATEAU DE TRAVAIL 
1872, rue Saint-André 

Il s'agit d'un terrain transformé en plateau de travail horticole. On y 
entrepose le matériel et les végétaux nécessaires aux activités de 
verdissement social de Sentier Urbain, en plus d'y tenir des ateliers 
de formation en horticulture. 
This barren land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hOrticultural 
workspace. Here are stored plants and material needed for Sentier 
Urbain' social greening activities. Training workshops in hortlcul· 
ture are also given. 

CULTURES AUTOCHTONES 
1850, rue Saint-André 

Élaboré selon la thématique des cultures autochtones, ce jardin est 
formé de petits sentiers s'entrecroisant autour d'espaces dédiés 
au Wigwam, au Cercle de la parole et au théâtre de marionnettes. 
I'( et a Firsl Na ions eu/turf; 1 ,m, the /ayou. of this garden consists 
ot many patll~ itm:rrwini,,5 around spec,al spaces such as a 
Wigwam, a traditional Speaking circle and a wooden puppet theatre. 

• BOISÉ D'ICI ET D'AILLEURS 
1020, rue Saint-André 

Aménagé en petit boisé urbain, ce jardin constitue un véritable îlot 
de fraîcheur en plein centre-ville. En été, il reçoit toute une variété 
de plantes tropicales en pots qui sont entretenues par des élèves 
du primaire durant l'année scolaire dans leurs écoles. Nous y 
retrouvons également des oiseaux de basse-cour. 
G,. . ,, d ~ 11 t· St ,his ~i:. Jé, s ,, -eal 1s1and of 
rresnness ,,, Lht: neart or the c,zy. m summer urne, ,r ,s filed wlth a 
great Vdnety of tropical plants in pots that are looked after by 
primary grade students within tne school year in thelr schools. You 
can aiso see some farmyard birds. 

•• ,, BIODIVERSITÉ ET 
POLLINISATEURS 
2001, boui. Maisonneuve est 

Situé juste à côté du pont Jacques-Cartier, ce jardin est dédié à la 
biodiversité de par la grande variété de végétaux qui y ont été 
plantés. Il se concentre également sur les pollinisateurs grâce à sa 
papillonnière et sa ruche. 

I es-Camer /;jflage, m,s garaen ,s 
aea,ca'ea ro 010mvarsny oecause of the great vanety of green that 
has bern plantea. The focus is also centered on the pollinators 
.v•th n,s bu~erfly cage and his beehive. 

SENTIER DES OISEAUX 
2917, rue Ontario 

Ce couloir forestier est un véritable site de villégiature en pleine 
ville! Le site est idéal pour pique-niquer entre amis, somnoler dans 
un hamac ou observer toute une variété d'oiseaux. 
Tt g vc1c:.c1r on r,gr,c 
·'1 tr e near' or tfJt' c:.1cy1 , nt'> f. c1ra_n 1s tPe ,ut?<H p1c,Ce for êi pic nie 
1 rarr.rnocK rap r r 'or b1rds obser.a•,or.. _ •à 

,., J Ai :.,_ Al 

CLAIRIÈRE LABRECQUE 
1805, rue Labrecque 

En vous promenant sur la rue Labrecque, portez attention à cette 
petite clairière gazonnée. Entourée d'arbustes à petits fruits et 
de vivaces fleuries que l'on retrouve aux abords des forêts, cette 
parcelle ensoleillée ne manquera pas d'attirer la faune urbaine. 
As you walk along Labrecque Street, pay attention to this sma/1 
grassy clearing. Surrounded by sma// fruit (berry) shrubs and 
flowertng perennials found on the edge of the forests, this sunny 
plot will not fail to attract urban tauna. 

BOISE NOURRICIER 
Papineau, au nord de Maisonneuve 

Ce jardin en est à sa première phase de développement, les 
végétaux qui s'y trouvent sont encore tout jeune. Il est situé au 
nord de Maisonneuve sur Papineau. 
This gardE:n ,, its f1rs; Sta6& ot d1 ·topo,<::'·[, mt: µ,am:; wu, 
are there are suif very youn~. The güraen is focated flortn of 
Maisonneuve on Papineau street. 

HOCHELAGA-MAISONNEUVE 

AGRICULTURE URBAINE 
535, rue Préfontalne 

Situé à deux pas de la piste cyclable Notre-Dame, ce jardin est 
un arrêt incontournable pour qui veut en apprendre plus sur 
l'agriculture urbaine. 

,,v,;, 'vvLi è tJar11t: ::,; t.Jr.;y~it: pu I t I 

i,;ard1::11 s1mp1y cannor oe avofded by t110s~ who want t 'r 1rri 
more about urban agriculture. 

JARDINS EN DÉVELOPPEMENT 

GRAND LABRECQUE 
1825, rue Labrecque 

Cet espace est en idéation avec la table de concertation du 
faubourg Saint-Laurent. Venez le visiter dès cette année I 
~ ~ ur 

cauor, ou Tôuoourg;:,dmt 1. ... uren'.1.,omt él,JO ~ ,' t, ye.,, 

Jardins avec animaux. Venez les voir ! 
Gardens with animais. Come and see them! 



ce qui distingue 
SENTIER URBAIN ... 
• L'.accompagnement des individus et des collectivités 

par la prise en charge des milieux de vie. 

L'.autonomie des individus et leur engagement par le 
transfert d'expertise. 

L'.intégration et la concertation des acteurs par l'affili
ation sociale. 

• La pérennité des actions par une participation 
citoyenne. 

• La transformation de milieux par l'augmentation de 
la biodiversité. 

• Un contact direct de l'humain avec la nature. 

• Une démarche structurée de sensibilisation, d'éduca
tion et de passage à l'action. 

notre 
CLIENTÈLE 
Nous accompagnons des résidents ainsi que des orga
nisations qui interviennent avec les enfants, les adultes, 
les familles, les aînés et les gens marginalisés (toxico
manie, itinérance, santé mentale, etc.). 

NOS PARTENAIRES 
terrains et financiers 

Visiter notre site internet pour la liste complète de nos partenaires 

L'Office municipal d'habitation de 
Montréal et des CSSS 

Centraide, des organismes familles 
et environnementaux 

Les arrondissements Ville-Marie, 
Mercier-Hochelaga-Maisonneuve 
et Plateau Mont-Royal 

Des camps de jour, des garderies et 
des CPE (Centre de la petite enfance) 

Des CHSLD, des institutions 
d'enseignement, de santé et 
d'hébergement 

Des organismes venant en aide 
aux jeunes qui sont en situation 
de précarité 

Des programmes gouvernementaux 

Des fondations privées 

www.sentierurbain.org 
info@sentierurbain.org 

1710, rue Beaudry, local 3.0 
Montréal, QC H2L 3E7 
Tél. 514-521-9292 
Téléc. 514-596-7093 

Photographies gracieuseté de Marie-Pierre Savar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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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re 
VISION 
Des jardins par milliers, 
Des citoyens mobilisés, 
Des jeunes inspirés 
pour ainsi ... 
Verdir les villes, 
Embellir les vies. 

notre 
MISSION 
Susciter la mobilisation 
des collectivités pour Je 
verdissement social. 

Par son action, Sentier Urbain contribue 
simultanément et de façon concrète au 
développement écoresponsable de l'in
dividu, à la sensibilisation environne
mentale, à l'embellissement des milieux 
de vie et à l'insertion socioprofession
nelle de jeunes marginalisés. L'.organisme 
collabore ainsi, avec de nombreux parte
naires, à l'amélioration de la qualité de 
vie des collectivités locales. 



champs 
D'INTERVENTION 

Verdir 

Sentier Urbain contribue au verdissement de plusieurs arrondis
sements de Montréal. Sa vision est de susciter un rapprochement 
entre les humains et la nature. Pour ce faire, la stratégie préconisée 
est l'intervention écosystémique. Les effets escomptés sont l'accrois
sement des îlots de fraîcheur urbains, l'amélioration du bien-être de la 
population, l'augmentation de la biodiversité urbaine et la partici
pation citoyenne. Sentier Urbain accompagne des résidents, des 
comités citoyens et des organisations pour une transformation des 
milieux de vie. 

Éduquer 

Sentier Urbain vise à éveiller les consciences au regard de l'envi
ronnement ; ainsi, il accompagne des citoyens de tout âge vers une 
plus grande responsabilisation individuelle et collective. Les activités 
d'animation et les ateliers, théoriques et pratiques, sensibilisent les 
participants à la place essentielle qu'occupe la nature dans leur vie. À 
titre de formateur, Sentier Urbain vise le transfert d'expertise ; il 
s'assure que les individus intègrent les apprentissages faits, 
deviennent autonomes et prennent en charge leur environnement 

Mobiliser 

Sentier Urbain priorise l'affiliation sociale dans toutes ses inter
ventions , elles s'inscrivent dans une optique de transformation du 
milieu. Pour y parvenir, Sentier Urbain mobilise autour d'un projet des 
enfants, des adultes, des familles, des aînés et des gens en marge. La 
participation citoyenne et la prise en charge sont au coeur de ses 
actions; de ce fait, la cohésion sociale, la diminution de l'isolement et 
l'inclusion des individus améliorent leur qualité de vie. 

projets 

INTÉGRATEURS 

1 Circuit Jardins 

Le Circuit Jardins est né de l'idée originale de transformer des terrains 
vacants présentant des problématiques sociales importantes (van
dalisme, insécurité, toxicomanie, prostitution ... ), en des lieux re-natura
lisés accessibles à la population. Ces véritables forêts urbaines ont 
été aménagées selon différentes thématiques. Les jardins sont 
ouverts gratuitement à tous pendant l'été et des ateliers environne
mentaux et horticoles adaptés à tous les âges y sont proposés. 

À travers la qualité de ses réalisations et de la sensibilisation menée 
auprès des différents publics, l'organisme communautaire escompte 
bien inciter la population à reproduire et transmettre dans d'autres 
lieux les actions de verdissement mises en place. Cette approche 
durable contribue à l'émergence d'une éco·citoyenneté active par la 
participation citoyenne. 

2 Centre d'interprétation 
Becs et Jardins au Témiscamingue 

Créé en 1993, ce projet intègre les 3 volets de Sentier Urbain dans 
la municipalité de Nédélec. Il consiste à la réalisation d'un vaste 
réseau de sentiers contournant des plans d'eau alimentés par des 
sources naturelles. Le site, qui s'étend sur près de 3,5 ha, est ouvert 
au public durant la période estivale. Des animateurs proposent des 
visites éducatives offrant des informations et un regard privilégié sur 
la faune ailée québécoise, sur les milieux humides, sur les espèces 
végétales indigènes et sur la protection des milieux naturels. Il s'agit 
également d'un milieu de formation et de travail adapté pour des 
jeunes en réinsertion socioprofessionnelle ainsi qu'un centre de 
production de végétaux. 





A Green Circular City is a sustainable urban ecosystem in which the loops of materials will be 
closed, and the value of resource is efficiently utilized through apply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approach - Redesign, Reuse, Repair, Remanufacture, Recycle, and Recover - which will 
benefit the environment, prosper the economy, and thrive the society. 

Whisky pot ale and draff 
converted into biofuel 

and animal food 

New building insulated using 
material made from old jeans 

I ... -[ID] 



Sludge sent to farmers for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Compostable waste 
used to feed fish 

Old stools remanufactured 
as wooden floor 

Coffee grind collected from 
shops to grow mush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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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Chaoyang Circ 

Industrial Symbiosis 
Facilitating local governments to enhance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companies 
on resource and by-products exchange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physically and virtually) 
geographical proximity. 

Beijing, China 
I Keywords I circular economy industrial pork. waste-to-energy, waste heat economic benefit 

(Eco-) Industrial Parks play an vital role in accelerating transitions towards circular economy, with 

manufactures located in close proximity and residual products could be efficiently exchanged. 
The Beijing Chaoyang Circular Economy Industrial Park is a business cluster aiming for the reuse 
and remanufacture of unwanted resources. The 'Circular Economy Implementation Plan of Beijing 
Chaoyang Circular Economy Industrial Park' is released as the principle guidance of the Park. 

The Park is composed of a waste-to-energy plant, a construction waste treatment centre, a food waste 
processing centre, and office buildings. Dustcarts carry municipal waste to the waste-to-energy plant, 
and the electricity generated there is then transmitted to charging stations for electronic vehicles and 
connected to the grid. Residual ash from the combustion is transported to the construction waste 
treatment centre and remanufactured as construction materials; bio-residuals from the food waste 
processing centre is used for organic agriculture. The waste heat generated from other plants provides 
heating and hot water to office buildings in the Park through underground pipes.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reuse of waste heat saves RMB 233 million annually and the energy generated from combustion 
and transited to grid has contributed to around RMB 120 million of monetary benefit. 

References 
Party School of Beijing Chaoyang District. (2016.08.02). Explorat ion of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Beijing Chaoyang Circu lar 
Economy Industrial Park. (PC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theory.people.eom.cn/n1/2016/0802/c401815-28604241 .html 



Municipal Resource Management 
Identifying municipal waste stream, minimizing the generation of waste, recovering waste 
into resources, and maximizing the demand of secondary materials within cities. 

Genoa, Italy 
I Keywords I recycling rate, stakeholder engagement exchange platform, repair 

Municipal waste could be transferred into valuable resources, and through embedding the circular 
principl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businesses could be improved. The Italian city Genoa encountered 

a severe crisis when it failed to digest its waste and having to transport all waste to adjacent region. 
Since 2014, AMIU, the municipality-owned waste management company,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Genoa Municipality, local communities and stakeholders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a new municipal 
waste collection plan. AMIU has adopted a new business model focusing on the value and recovery of 

materials; meanwhile, the Genoa Municipality is upgrading separation plants and provides training on 
the new separation process to AMIU employees. 

Genoa engages multiple stakeholders through municipal initiatives like the LiguriaCircular exchange 
platform. and together with AMIU, the Municipality has developed phone applications on separating 
waste for consumers. In 2017, the first Repair Cafe was introduced to the city, gathering talented 

people to support visitors in repairing household appliances. Three more Repair Cafes are expected 
to be opened in the near future . 

. . 

References 
EUROCITIES, 2017, 'From Waste to Resources: Genoa Looks Ahead to a Circular Economy' 
Force Project. (n.d.). Retrieved June 11, 2018, from http://www.ce-force.eu/pages/news_genoa-repair-cafes-have-a-start__ 
page_68845642.php 



OUR STRUCTURE 

OUR OFFER 

General Support 

5-Step 
Value-added 

Support 1 

Capacity Building & 
Awareness Raising 

Target 
Thematic Areas 

@) . 

@ URBAN SPAllAL PIANNING AND GOVERNANCE 
Qolos I Businus ParnteB I KnoMedge Partners 

WATER-fOOO.ENERGY NEXUS 

CRCULAR PUBUC PROCUREMENT 
Otles I EklSlness Pamten I KncM4edge P.-tners 

INDUSTRIAi.SYMBIOSIS 
ates I 9uslnes.s PNJUrS I KnowtedrJe P.tr,ers 

@ 

MUNICPAL RESOURCE MANAGEMENT 
Ot1es I BuslnessPamters I ~P.tners 

BUILDINGS AND CONSTRUCTION 
Olies I Business Pill'l'Uf'S I Knowledge Partners 

Otfes I Business P.nten I Knowledge P.u,m; 

Annual Summit 0 City-to-City Exchange Advanced Practices 
Selection 

2 Form 
Working Groups 3 Diagnose 

Circularity 4 Set Policies & 
Action Plans 5 Focal Capacity 

Building Workshops 



The Green Circular Cities Coalition is managed by ICLEI -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the leading global network of over 1,500 cities, towns and metropolises 
with the mission to promote global sustainability through local actions. The Coalition 
Secretariat is hosted by ICLEI East Asia. 

14/F, Seoul Global Center Building 
38 Jongno, Jongno-gu, Seoul 
03188 South Korea 
iclei-eastasia@iclei.or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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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ner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PCP) program is a network of over 350 Canadian municipalities 
committed to taking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The program helps local governments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make a difference in protecting our climate. 

PCP is a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Federation of Canadian Municipal ities (FCM) and ICLEI-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The program receives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d !CLE! Canada. 

Canada 

www.fcm.ca/.R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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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350 member municipalities committed to local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representing over 65 per cent of the Canadian population. 

This year: 

43 
municipalities 
reported 

-
../ 1 ate 1 ions 

reported 

721,510 tonnes C0
2
e1 of GHG emissions reduced per year 

This is equivalent to: 2 

-
of waste instead of it being 

dumped into the landfill 

- - - -

Climate actions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Taking over 

- -

Community-wide climate actions 

-

1 There are a variety of greenhouse gases (GHGs) that contribute to climate change. The primary GHGs measured by PCP member municipalities are carbon dioxide 
(CO,). methane and nitrous oxide. The term "CO,e" expresses the impact of each different GHG in terms of the amount of CO, that would have the same impact on 
the climate. 

2 Estimated using the Greenhouse Gas Equivalencies Calculator on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website: 
https://www.epa.gov/energy/greenhouse-gas-equivalencies-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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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cipal governments have control or influence over approximately half of all 

greenhouse gases (GHGs) in Canada. Consequently, Canadian municipal 

government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mitigating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This National Measures Report provides a summary of the actions and 

strategies cities and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taking to reduce GHG 

emissions. It describes the cumulative contributions that members of the ICLEI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and the Federation of Canadian Municipalities' 

Partner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PCP) program are making to reduce emissions, and 

it serves as a resource for other local governments, large and small, who want to 

reduce emissions in their communities. 

The PCP program is a capacity-building 
program that supports Canadian municipalities 

that have committed to reduce their GHG 
emissions and take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Launched in 1994 and jointly delivered by the 
Federation of Canadian Municipalities (FCM) 
and ICLEI Canada the PCP program is now a 

network of over 350 municipal governments. 
PCP member municipalities follow a Five 

Milestone Framework to measure and manage 
local GHG emissions, including developing 

emission inventories, setting reduction targets,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loc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s, and monitoring progress 

and reporting on results. 

The measures discussed here are not an 
exhaustive list of all actions occurring in Canada. 
Rather, this report presents a snapshot of 

municipal climate action in 2018. It also describes 
what is driving climate action, explores what 
types of actions are having the greatest impact 
and suggests ways municipalities can continue to 

show leadership and scale up action on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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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y 
This National Measures Report 2078 collates information on projects completed 

within the past 12 years that aim to reduce GHG emissions at the local level, both in 

municipal operations and in the way Canadians use energy in their homes, in 

businesses and on the move. ICLEI Canada and FCM collected data primarily 

through an online survey conducted between October 2017 and January 2018. The 

PCP member municipalities across Canada submitted one or more projects to the 

survey using a standard template to record key metrics for each project, including 

estimated GHG reductions, energy savings, cost savings and other qualitative 

details, where available. The program secretariat also extracted data from member 

reports submitted to the PCP program an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reports. Only 

those measures with quantifiable emissions reductions were collected. 

The reductions were calculated, and are 
presented, as annual reductions based on the 
d ifference in energy use or em issions between 

the project baseline and the project outcome. 
In some cases, the project baseline involves 
actual performance metrics, such as energy 

consumed by a bu ilding prior to an energy 
retrofit project. In other cases, the project 
basel ine is modelled using a theoretica l 

business-as-usual scenario that est imates what 
would have occurred had the project not been 
implemented, such as a d istrict energy system 

in a newly built development. Em ission 
reductions were calculated using province

specific emission factors from the National 

Inventory Report,3 provincial government or 
utility methodologies and, in one case, the 
United Nat 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guidelines. The PCP 
secretariat also provided support to 

municipalities in calculating annual emissions 
and energy reductions.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emission and cost 
reductions at the project level is a challenge for 

many local governments. Some municipalities 
have well-established systems for collecting 
and reporting project-level data, while others 

do not have the resources or expertise to 
monitor impacts for each implemented 
measure. For this reason, the reported 

measures vary in completeness: some projects 
have accurate informat ion on al l key fie lds, 
including costs and energy savings, whi le 

others cover only the GHG reductions. The 
PCP secretariat has undertaken due di ligence 
where possible to ensure members used 

reasonable methodologies and assumptions to 
estimate emissions reductions. Furthermore, 
due to the challenges of quantifying project

level GHG reductions, many project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at the local level are not 
captured in this report. The PCP program and 

its partners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capacity

building support to members over the coming 
years to strengthen municipal GHG 
measurement and reporting. 

3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Canada. 2015. National Inventory Report 1990-2015: Greenhouse Gas Sources and Sinks m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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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reported? 
Across Canada, 43 member municipalities reported 164 local climate actions 

representing 721,510 tonnes of GHG reductions annually. Participating municipalities 

include communities of all sizes, from those with fewer than 5,000 residents to big 

cities with over 300,000 residents (Figure 1). The population of the reporting 

member municipalities represents 21 per cent of the total Canadian population. 

Figure 1: Number of reporting municipalities by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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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hows the d istribution of reported measures by province as well as the associated emission 
reductions. (There is no data for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and the three territories.) 

Figure 2: GHG reductions and reported measures by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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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tCO,e = metric tonnes of co, equivalents 

As is made clear in Figure 2, having a high number of measures reported does not always correlate 
to the amount of GHGs reduced . For instance, British Columbia reported roughly three times as 

many measures as Alberta yet experienced a relatively small decline in emissions. This is because 

Alberta 's electricity grid is partially powered by coal, which offers a greater potential for reductions 
compared to provinces like BC that depend more on hydro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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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types of 
measures were 
reported? 
A variety of measures were 

reported, ranging from small 

projects such as lighting 

upgrades at municipa l buildings 

to large-scale, community-wide 

projects such as installing d istrict 

energy systems or changing 

policies to divert more waste 

from the landfill. Of the 164 

measures reported, 59 per cent 

focused on mun icipal operations 

(corporate measures) and 41 per 

cent targeted community-wide 

emissions. Figures 3 and 4 

illustrate the types of measures 

taken, by percentages. 

Figure 3: Reported corporate measures 
by type(%) 

Measures focusing on: 

• Bui lding Emissions 

Fleet Emiss ions 

• Streetl ight Em iss ions 

Figure 4: Reported community measures 
by type(%) 

Measures focusing on: 
• Residential Build ing 

Em issions 

Commercial & Institut iona l 

Bu ild ing Em iss ions 

• Transportation Emissions 

• Sol id Waste Emissions 

• insta lli ng Renewab le 

Energy & Distr ict Energy 

4 According to the PCP Protocol, emissions from the disposal of waste at a landfill owned and operated by the municipality are covered under corporate emissions, 
while emissions from landfills not owned or operated by the municipality are covered under the community sector. However, this report includes all emiss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disposal of waste under community sources of emissions, regardless of landfill ownership. This better aligns with the GPC Protocol, which is 
considered the current best practice for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community sources of emissions and is being adopted by the PCP program for community
sources of emissions. Se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2014. Global Protocol for Community-Sca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lnventor,es: An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for Cities. http://www.ghgprotocol.org/greenhouse-gas-protocol-accounting-reporting-standard-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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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measures 
More than half of all reported initiatives in 2018 were aimed at reducing GHG 

emissions in municipal operations, referred to as "corporate measures." Municipal 

governments have much more control over their own operations than they do in the 

broader community, and therefore they tend to focus most heavily on implementing 

corporate measures. For example, municipalities can work with their facility 

managers and finance departments to monitor energy and cost savings from capital 

investments and operational improvements. 

The benefits of corporate measures aimed at reducing GHGs include reduced utility costs, improved 

delivery of municipal services, and demonstrated leadership to residents and businesses. These 
corporate measures accounted for 5 per cent of total reported emission reductions. The actions 
focusing on corporate sources of emissions reported by PCP members were responsible for reducing 

33,499 tonnes of emissions per year, and for saving $2.88 million in costs per year for municipalities. 

Corporate emission reductions 

Emission red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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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 of local actions 

• Energy-efficiency upgrades to buildings (e.g., 
LED light conversions, upgraded boiler systems, 
heat pumps and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units, 
improved insulation,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s) 

• Installation of renewable power, such as solar panels 
or geothermal heating systems 

• Conversion of less-efficient lightbulbs to LED lights 

• Addition of plug-in hybrid, bio-diesel or electric 
vehicles to municipal fleets 

•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to reduce idling time and 
staff commute trips 



The potential for reducing emissions through electricity-saving measures largely depends on 
the region's electricity grid. For instance, half of the LED conversion projects occurred in 
Alberta and Nova Scotia, which both have a large share of coal-fired electricity in their 
electricity grid. This explains why streetlight LED conversion projects contributed nearly 60 per 
cent of emission reductions but made up only 10 per cent of reported corporate measures. 

The average cost savings for energy-efficiency projects in municipal buildings and 
streetlights was approximately $45,000 per year, with an average payback period of 6.5 
years. Cost-savings data was also provided for some rooftop solar photovoltaic installations. 
The average cost savings for these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was approximately $46,000 
per project, with generation capacity ranging from 24kW to l.14MW. The cost savings and 
payback period for energy-efficiency measures and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depend 
largely on provincial or regional energy prices as well as local policy (e.g., feed-in-tariffs for 
renewable energy). 



Community measures 
Community-wide actions made up 41 per cent of all reported measures, but 

accounted for 95 per cent of all reported GHG reductions, or 687,840 tonnes of GHG 

emissions. Engaging the community in local climate action offers municipalities the 

potential to achieve much larger emission reductions compared with measures 

focused on corporate emissions. 

Community emission reductions 

Emission reduc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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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 of local actions 

Energy-efficiency programs 
• Incentive programs, loans, or rebates, for: 

Appliance exchanges (wood stoves, oil tanks, 
showerheads, etc.) 
Energy-efficiency retrofits in homes and apartment 
buildings 

• Delivered by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or by local 
utilities (e.g., Enbridge Gas, BC Hydro) 

Neighbourhood-level energy planning 
• Density bonusing (i.e., permitting developers to 

increase density or height beyond what regular 
zoning allows in exchange for affordable housing, 
green space, and other community benefits) 

Building standards 
• 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new building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 

Energy-efficiency programs 
• Energy-efficiency retrofits in businesses, warehouses, 

offices, hotels, etc. 
• Appliance exchanges for restaurants 

Building standards 
• 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new building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 

, 



EV charging stations 
• Installation of EV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s 

for community vehicles 

Public transportation 
• Public transport network extensions 

Active transportation 
• Bike networks 

Waste diversion 
• Curbside collection of household organics and 

yard waste 
• Curbside collection of recyclables 

Landfill gas capture system 
• Installed at landfills to capture methane; common 

among both small and large municipalities 
• Sometimes linked to waste-to-energy systems 

Renewable energy 
• Roof and ground-mounted solar panels 

District energy 
• Heating and cooling system serving residential 

buildings, commercial outlets, institutional facilities 
and other buildings using geothermal energy or waste 
heat from water or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More than one-third of reported community measures targeted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in 

existing residential, commercial and institutional buildings, and set higher 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new buildings. These measures accounted for one-quarter of reported community emissions 
reductions. 

For this report, there was insufficient data available to draw clear conclusions on cost savings for 
community measures. However, the example of Toronto's Better Buildings Partnership program 
demonstrates the potential for significant savings for building owners, operators and tenants from 

actions directed at the energy performance of buildings (see inset on next page). This program also 
demonstrates the wide range of community stakeholders that need to be mobilized to help deliver 

on community climat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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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 vehicle (EV) charging stations 
made up the bulk of reported 
transportation projects. Whil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tential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transportation by switching to low

emissions electricity and other fuel sources, 
the impact of EV charging networks will only 

be felt once a larger share of electric vehicles 
are in use in Canada. Furthermore, the lack of 
a clear methodology for quantifying GHG 

emissions from active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itiatives may have limited 
the number of reported transportation 

measures. Given that transportation 
emissions make up a quarter of Canadian 
GHG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municipalities to promote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alternatives through both 
regional planning and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orders of government. 

Waste projects were the most commonly 
reported community action in 2018 and were 
responsible for 70 per cent of the total annual 
GHG reductions from community measures. 

Measures aimed both at diverting waste from 
landfill and capturing landfill gas prevent the 

release of methane-a potent greenhouse gas 
that has approximately 25 times the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as carbon dioxide. In 
addition, many of the landfill gas-capture 

systems are linked to waste-to-energy 

systems, where captured waste gas is used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Renewable energy and district energy 
projects were almost as popular as solid waste 
measures, representing a quarter of reported 
community measures. These projects, which 

demonstrate the emerging integrated 
community energy systems where energy 
needs are matched to the most efficient 

energy source, have the potential to achieve 
deep and broad emission reductions. 

Member municipalities are also undertaking 
transformative, system-wide initiatives that 

will shape the way new buildings and 
neighbourhoods consume energy and 

generate waste. Two current examples: 

• Toronto's Green Building Standard, which 
reduces GHGs by 115,205 tonnes per year 

and will result in reductions of 30.6 
megatonnes by 2050. 

• Surrey's project to build a high-density 
neighbourhood that will pilot innovative 

ideas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reduce GHGs by 2,600 tonnes per year. 

Another example looks to the future (and 
therefore is not included in the total of this 

report). Vancouver's Zero Emissions Building 
Plan has the potential to avoid significant 
emissions from the building sector in the years 

ahead (see inset on next page). 

Transformative, system-wide initiatives like 

these can have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nd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growing communities. These 

municipalit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ransformative measures are not only possible 

but are feasible and can be implemented now. 

Partner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13 



Incentives for action 
Participating municipalities named the following as the most common motivations 

for initiating the measures included in this report: 

1. Financial benefits 

• Cost savings from reduced electricity and 
natural gas consumption through energy

saving measures 

• Avoiding the cost of replacing or 

expanding landfills 

2. Environmental concerns 

• Reducing emissions and meeting the goals 

of climate action plans 

14 National Measures Report 2018 

3. The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leadership 
through the adoption of clean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es 

4. Compliance with legislation imposed by 
other orders of government 

• Nova Scotia requires municipalities to 

replace high-pressure sodium streetlights 
with more efficient technology by the end 

of2022 

• Manitoba requires that all major landfills 

capture and destruct landfill gas 



Sources of funding 
Funding for the reported measures came from the municipalities themselves, 

provincial and federal governments, local utilities and other sources. Utilities were 

the most commonly cited funding sources, especially for energy-efficiency or 

renewable energy incentive programs or rebates. Other common sources of 

funding were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ei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provincial 

agencies like Alberta's Climate Change and Emissions Management Corporati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unded many projects as well, through the federal gas tax,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 and FCM's Green Municipal Fund. Municipal reserves 

also funded some projects. 

Partner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15 



Canadian municipalities are making great strides in climate action, as demonstrated 

in this report in the snapshots of projects and initiatives that communities across 

Canada, both large and small, are undertaking to save energy and reduce 

emissions. Along with reducing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they are also saving 

money and generating other community benefits. 

Within the corporate sector, Canadian 

municipalities are showing leadership through 
a variety of wide-ranging actions in municipal 
facilities, fleets and streetlighting. The 
majority of these projects have measurable 

cost savings and can help increase a 
municipal ity's resilience to changes in energy 

prices, while demonstrating municipal 
leadership on climate change. 

Within the community sector, Canadian 
municipalities of all sizes have made significant 
gains in reducing emissions through incentive 

programs to increase energy efficiency in 
buildings, by diverting and managing solid 
waste more sustainably and by implementing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and district energy 
and waste-to-energy systems. Climate 
mitigation activities focusing on sources of 

emissions from the community at large have 
the greatest potential for reduc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s of all sizes should continue to 

show leadership at the community level and 
scale up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16 National Meast1res Report 2018 

There have been many other projects 

implemented by municipal members that are 
not reported here, due to the challenges of 
quantifying project-level GHG reductions. To 
improve reporting, municipalities should 
consider incorporating monitoring 
considerations into project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such as identifying baseline 
conditions and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Such reporting will better inform council 

members and constituents, potential funders 
and other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entities. 
Consistent and thorough project-level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can also increase the 
exchange of ideas and knowledge between 
other municipalities and accelerate local 

climate action both in Canada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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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ation details of C2C (city-to-city) Exchanges are as follows: 

I. Environment Introduction (P3~P4) 

(P3) Taoyuan, the gate of Taiwan and pivot of Asia  

(P4) Reputed as the “thousand-pond village”, Taoyuan features a 

natural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Taoyuan is Taiwan’s 6th and the 

youngest municipality. With the country’s No.1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Taoyuan is the window to Taiwan’s economy and the world’s main 

manufacturing center. 

 

II. Strategy Sharing (P5~P23) 

(P5) How to balance the economic output value and carbon 

emission? Today’s presentation topic is “Promoting Taoyuan City into a 

Low-carbon Green City”. We wish to exchange ideas with guests from 

other cities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future. 

(P6) To build a solid low-carbon foundation for the city, and to set 

our governance strategy even more effectively, Taoyuan stipulated 

“Taoyuan City Autonomous Statue for Development of a Low-carbon 

Green City” on July 1, 2016 and implemented it on January 1, 2017. 

(P7) Centered on the self-government ordinance, the city 

government leads to establish a platform that enables all departments and 

bureaus to cooperate and collaborate. The city government also set 

relevant mitigation and adjustment plans, and published a book that tells 

its citizens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and educates them to build a 

green city together with the city government.  

(P8) Today,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will also be presented in 

four sections, including “Public Building Demonstration”,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Decompression of Living Environment” and 

“Road Transportation Integration”. 

(P9) 1. Public Building Demon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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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 The city government has planned 10 locations for building 

high-quality residence for 4,000 households. That is, to build green and 

smart buildings in order to provide its citizens a comfortable and 

power-saving social housing.  

(P11) One of the high-quality residences is a public housing located 

in Taoyuan City. This residence is designed by Bio-architecture 

Formosana, a domestic architect firm that is specialized in green 

buildings. The housing is designed with the elements of green 

environment, power-saving transportation, and renewable energy, aiming 

to build a special smart and green public housing in Taoyuan City.  

(P12) 2.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P13) The city government has been proactive i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nergy. By taking the solar energy as an example, agencies and 

schools of the region are requested to install the solar energy system on 

the roofs of public buildings if there is no safety issue. The city 

government also subsidizes citizens to install the system in private 

buildings. It further assesses existing idle spaces in Taoyuan, such as 

landfills or ponds, for activation settings. After becoming a municipality, 

Taoyuan has installed over 23 MW of solar energy system, which 

generates about 22.5 million kWh each year 

 (P14) Regarding the wind power, the city government has installed 

57 large wind turbines along the coast. These wind turbines generate 

about 252.41 million kWh each year. Besides, in last September, it also 

signed a MOU with the Germany company, wpd, in regard to the 

generation of offshore wind power. This project is expected to complete 

in 2022 and to reach 120,000 kWh of output at maximum. 

(P15) 3. Decompression of Living Environment  

(P16) Regarding the air pollution, “Taoyuan City Autonomous 

Statue for Public or Private Places Fixed Pollution Sources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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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Real-time Monitoring Management” is established to monitor 

factory operations 24 hours a day. As for mobile pollution, not only has 

the city government promulgated to eliminate old two-stroke motorcycle, 

but also, comparing with other municipalities, it provides citizens better 

subsidies to purchase electric vehicles. Therefore, Taoyuan has the 

highest market share of electric two wheelers comparing with other five 

municipalities. 

 (P17) A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onitoring center is established 

not only to enhance inspections at night, in rainy days and during 

holidays, but also to monitor main river areas to prevent ocean pollution.  

 (P18) The city government remediated polluted farms in Taoyuan, 

aiming to complete all remediation projects in 2019.  

(P19) Finally, 4. Road Transportation Integration. The city 

government thought about how to make its people gets used to or even 

like to walk, as well as to use public transportation.  

(P20) Therefore, the city government firstly promoted the idea of 

expanding the life cycle in the north, and then got connected with other 

northern cities and counties with the MRT Taoyuan Line. 

(P21) When people enter Taoyuan, they can use the bus network to 

travel a long distance. To enhance Taoyuan’s air quality, the city 

government also reviewed its bus network with big data, eliminated bus 

lines that have few passengers, integrated some of the bus line to have 

five major bus routes, and offered electric buses through the bus route 

corridor.  

(P22) After reaching areas nearby the designation, people can then 

use You Bike, a public bicycle system, to shorten the walk distance.  

(P23) Finally, the city government has improved the pedestrian 

space, fulfilling people’s expectation at the very beginning. Or even, they 

can get used or even like to walk, as well as to use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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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to travel forth and back Taoyuan. 

 

III. Future Prospects (P24) 

Last but not least, Taoyuan has been proactive in connecting with 

the world in relevant mitigation and adjustment plans. Not only has its 

greates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idea of low-carbon green city continuously, 

but also it considers carbon reduction as its responsibilities. Taoyuan 

wishes to do the best to reach its prospects.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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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C城市交流簡報說明如下： 

一、環境介紹(P3~P4) 

(P3)桃園，臺灣門戶、亞洲軸心。 

(P4)具有獨特的自然人文環境，境內擁有千口埤塘素有千塘鄉之

美名，是臺灣第 6個直轄市，也是 6個直轄市中平均年齡最年輕的城

市，工業區產值全國居首位，是台灣經濟櫥窗，世界主要製造中心。 

 

二、策略分享(P5~P23) 

(P5)如何讓經濟產值與低碳兼顧，因此今日特別以「推動桃園市

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為題，希望藉此與在座各城市進行交流，相互提

升。 

(P6) 為了讓城市能夠更有效奠定低碳綠色城市基礎，並且便於

設定治理策略，因此本市在 2016.07.01 制定「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

城市自治條例」，並於 2017.01.01 正式施行。 

(P7)推動作法便是運用自治條例以此為核心，市府帶頭向下組織

運作平台，由各局處分工共同推動跨局處專案，並研擬相關減緩及調

適計畫，並將執行成果集結成冊，藉此同步宣導教育及帶動民眾共同

執行。 

(P8)今日也將目前執行計畫成效，分 4部進行分享，分別為「公

有建築示範」、「再生能源發展」、「生活環境減壓」及「道路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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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P9) 1.公有建築示範 

(P10)規劃 10處共 4,000 戶興建高品質住宅，規劃朝黃金級綠建

築、合格級智慧建築的設計，作為舒適節能的社會住宅目標 

(P11) 其中 1處位於桃園區得公有住宅，結合國內擅長規劃設計

綠建築之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以綠色環境、節能交通、再生能源

等進行規劃，目標打造成桃園在地特色的智慧綠建築社會住宅。 

(P12) 2.再生能源發展 

(P13) 市府近年來積極發展綠能，以太陽能為例，針對公有房舍

屋頂，在無安全疑慮前提之下要求轄下機關學校全面裝設太陽能系統；

私有房舍部分提供補助，鼓勵民眾裝；最後則評估既有閒置空間(例

如：衛生掩埋場或埤塘)進行活化設置，自升格直轄市後太陽光電系

統已設置超過 23 MW，年發電量約 2,250 萬度 

(P14)風力發電部分，於沿海區域設置大型風機累計 57 座，年發

電量約 25,241 萬度，並在去年 9 月與德商 wpd達德能源公司簽訂離

岸風力發電簽署合作備忘錄，可望於 2022 年完成，完工後預估最高

發電量約 12萬度。 

(P15) 3.生活環境減壓 

(P16)針對空氣污染項目，固污部分訂定桃園市公私場所固定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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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源及防制設備即時監控管理自治條例，24小時監督工廠操作狀況；

移污部分則宣導淘汰老舊二行程機車，提供優於其他直轄市之補助採

購電動車，因此桃園目前的電動二輪車的市占率也為 6個直轄市中最

高。 

(P17)設立環境污染監控中心，加強夜間、雨天及假日之稽查，

並監控重點河域避免海域遭受污染。 

(P18) 整治本市受污染之農地，目標在 2019 年將全市污染農地

全數整治完成。 

(P19)最後再第 4項道路運輸整合，市府思考如何讓民眾可以習

慣甚至喜歡步行及善用大眾運輸工具，來到桃園這塊土地。 

(P20)因此先擴大以北部生活圈為概念，藉桃園捷運完成北部縣

市串聯。 

(P21) 當進到桃園市境內時，可以運用公車路網進行境內長距離

通行，市府也已應用大數據檢討桃園公車路網，優先規劃整併桃園 5

大主幹線，減少搭乘人數不佳之車次，再藉由幹線路廊提供電動公車

規劃，提升市區空氣品質。 

(P22) 到達指定目的地周邊後，可再運用 You Bike 公共自行車

系統，縮短步行距離。 

(P23) 最後以改善人行空間為最後一哩路進行結束，讓民眾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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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得期望，可以習慣甚至喜歡步行及善用大眾運輸工具，來或回

到桃園。 

 

三、未來展望(P24) 

最後桃園不管是再減緩或是調適這樣路上，都將積極與國際接

軌並參與其中，持續向前推動低碳綠色城市，將減碳責任是為已任，

努力作到最好實現城市願景，感謝各位與會嘉賓的聆聽。 

 

4 



Developing into a  
Low-carbon Green City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CHIOU, JIUNN-MING 

2018.06.20 1 



Longtan 
District 

Daxi 
District 

Fu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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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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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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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yin 
District Outline 

I. Environment Introduction 
II. Strategy Sharing 
III. Future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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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area reaches 1,180 square kilometers 
• Renowned as “Thousand Ponds Township”, 

Currently there are 1,450 ponds 

• Nearly 2.2 million people, continuing to 
grow 

• The average age is 38.6 years old, youngest 
among the 6 main cities 

• GDP is nearly 3 trillion NTD dollars, which 
ranks No. 1 in Taiwan 

• The world’s major manufacturing center 
(Electronic/ Automotive Parts/ 
Communications) 

Environment 
Introduction 

3 

Gateway of Taiwan,  
and to Asia 



-Strategy Sharing- 
 

Promoting Taoyuan City in Developing 
into a Low-carbon Gre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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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01 
Formulated the “Taoyuan City Autonomous Statue for Development of a Low-carbon Green City” 
 
2017.01.01 Official implementation 5 



Promotion 
Methods 

Taoyuan City 
Autonomous Statue 

for Development of a 
Low-carbon Green 

City 

Office division 

Project promotion 

Results demon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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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uilding 
demonstration 
 Public green building 

promotion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Solar power promotion 
Wind power 

development 

Road Transportation 
Integration 
 MRT network construction 
 Bus route consolidation 
 Public bicycle 
 Pedestrian space 

improvement 

Decompression of 
living environment 

Air pollution contro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ollution remediation 

Strategy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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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ublic Building 
Demon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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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yuan Luzhu No.1 Public Housing 

Taoyuan Public Housing 

Planning a total of 4,000 
households in 10 locations 
 
Building high quality housing 
 Green building gold level 
 Smart building qualified 
 Ecological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public housing,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also legislated that in the future, specific buildings or 
new buildings above a certain scale should be either smart buildings or green buildings in order to create 
sustainable buildings and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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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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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 energy promotion 
 Public Housing: Institutional schools 

fully installed 

 Private Buildings: the public are 

granted and encouraged to  install 

 Space activation: landfill or pond 
 
After the promotion to the municipality, 
more than  23 MW have been set up, and 
the annual power generation is about 
22.50 million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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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公有裝置容量達13,097kW，預估年發電量約1,200萬度，私有補助裝置容量達06,872kW，預估年發電量約672萬度，19,969kW埤塘 481.44kW，年發電量可逹60萬度桃園市已於去(106)年底，在全市5個公有掩埋場共設置了近3百萬瓦(MW)的太陽光電系統，總計年發電量可達325萬度



Wind Power 
 
 Promoting large wind 

turbines  
A total of 57 large wind turbines have 
been installed in coastal areas, 
generating 25,241 kWh of electricity 
annually. 

12 



3. Decompression of 
Liv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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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Pollution 
Control 

Factories connection, infinite relief 
 Taoyuan City Autonomous Statue for Public 

or Private Places Fixed Pollution Sources 
and Control Equipment Real-time 
Monitoring Management  

 24-hour supervision of factory operations 
 
Eliminating old ones with new ones, 
Creating new machinery 
 The market share of electric scooters 

reaches 4% 
 Strictly eliminating high-emitting vehicles 
 Creating a friendl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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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https://www.tydep.gov.tw/TYDEP/Message/Detail/1620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onitoring 

Established a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onitoring Center 
 
Owl project: 
 Strengthening audits especially in the evening, 

rainy days or holidays 
 Reported rate of 12%,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of 5%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Escape-
proof net: 
 Using monitors and “water quality automatic 

continuous monitor” to establish river pollution 
monitoring and warning system in major rivers 
as well as  large-scale wastewater discharge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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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ad Transport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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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Taoyuan, MRT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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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big data to review Taoyuan 
bus network 
 Giving priority to the planning of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five major routes, 
including Tai 1, Chunri, Jieshou, Zhongfeng, 
and Longgang 

Developing route corridors to provide 
electric buses 

Taoyuan Bus Route Conso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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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公車
公路客運

中壢

龜山

八德

大溪

蘆竹

平鎮楊梅

龍潭

桃園

觀音 大園

新屋

復興

Luzhu Guishan 

Taoyuan 

Bade 

Daxi 

Fuxing 

Longtan 

Pingzhen 

Zhongli 

Dayuan Guanyin 

Xinwu 

Yangmei 

City buses 
Intercity buses 



You Bike Public Bicycle System 
 Completed 130 stations in 2017 
 Planning to have a total of 250 stations in 2018 
 Planning to have a total of 320 stations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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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ade Leveling, Improving  
the Pedestria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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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本案騎樓整平工程相關成果數據，桃園區中正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621.98公尺(面積約為1990.13平方公尺)，桃園區中山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475.75公尺(面積約為1543.27平方公尺)，桃園區民權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61.81公尺(面積約為175平方公尺)，桃園區博愛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203.5公尺(面積約為689平方公尺)，中壢區中正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315.95公尺(面積約為977.62平方公尺)，完工改善路段長度計約為1,678.99公尺(總面積約為5374.99平方公尺)。



Continue to promote low-carbon green city 
Do our best to realize city visions 

Future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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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發展低碳綠色城市 

邱俊銘 副秘書長 
201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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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一、環境介紹 
二、策略分享 
三、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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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面積達1,180平方公里 
• 千埤鄉美稱，現有1,450口 

• 近220萬人，持續成長 
• 平均年齡38.6歲，6都最年輕 

• 生產總值近3兆新台幣，臺灣第一 
• 世界主要製造中心 

(電子/汽車零件/通訊) 

環境介紹 

3 

台灣國門之都 



-策略分享- 
 

推動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 

4 



2016.07.01 制定「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 

2017.01.01 正式施行 5 



推動作法 
桃園市發展 
低碳綠色城市 
自治條例 

局處分工 

推動計畫 

成果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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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建築示範 

推動公營綠建築 

再生能源發展 

推動太陽能 

發展風力發電 

道路運輸整合 
建構捷運路網 
整併公車幹線 
公共自行車 
改善人行空間 

生活環境減壓 
空污管制 
環境監控 

策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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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有建築示範 

8 



桃園蘆竹一號公營住宅 

桃園公營住宅 

規劃10處共4,000戶
興建高品質住宅 
 綠建築黃金級 
 智慧建築合格級 
 生態社區 

除公營住宅外，市府亦立法未來可指定特定區域或一定規模以上 
新建建築物均應為智慧建築或綠建築，以打造永續建築及永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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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生能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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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太陽能 
 公有房舍 ：機關學校全面裝 

 私有建築 ：補助民眾鼓勵裝 

 空間活化：掩埋場或埤塘 

自升格直轄市後已設置超過 23 MW

年發電量約2,250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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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公有裝置容量達13,097kW，預估年發電量約1,200萬度，私有補助裝置容量達06,872kW，預估年發電量約672萬度，19,969kW埤塘 481.44kW，年發電量可逹60萬度桃園市已於去(106)年底，在全市5個公有掩埋場共設置了近3百萬瓦(MW)的太陽光電系統，總計年發電量可達325萬度



風力發電 
 
 推廣大型風力發電機  
沿海區域設置大型風機已累計57座，
一年發電量25,241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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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活環境減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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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管制 工廠連線，安心無限 
 桃園市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及防制
設備即時監控管理自治條例 

 24小時監督工廠操作狀況 
 
汰舊佈新，再創新機 
 電動二輪車市占率達4% 
 強力消滅烏賊車 
 建立友善環境 

14 

簡報者
簡報註解
https://www.tydep.gov.tw/TYDEP/Message/Detail/1620



環境污染監控 

設立環境污染監控中心 
 
貓頭鷹專案： 
 在晚間、雨天或假日特別加強稽查 
 告發率12%，高於全國平均值5% 
 
環境監測-天羅地網： 
 在重點河川及大型廢水排放源附近，

以監視器及「水質自動連續監測
器」，建置河川污染監測預警系統 
 

15 



4.道路運輸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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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桃園，捷運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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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大數據檢討桃園公車路網 
 優先規劃整併台1、春日、介壽、
中豐與龍岡5大主幹線 
 

研擬幹線路廊提供電動公車 

桃園公車幹線整併 

市區公車
公路客運

中壢

龜山

八德

大溪

蘆竹

平鎮楊梅

龍潭

桃園

觀音 大園

新屋

復興
18 



You Bike 公共自行車系統 
 2017年完成建置130站 
 2018年規劃累計250站 
 2019年規劃累計320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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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樓整平，改善人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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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本案騎樓整平工程相關成果數據，桃園區中正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621.98公尺(面積約為1990.13平方公尺)，桃園區中山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475.75公尺(面積約為1543.27平方公尺)，桃園區民權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61.81公尺(面積約為175平方公尺)，桃園區博愛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203.5公尺(面積約為689平方公尺)，中壢區中正路施作完成總長度約為315.95公尺(面積約為977.62平方公尺)，完工改善路段長度計約為1,678.99公尺(總面積約為5374.99平方公尺)。



持續向前推動低碳綠色城市 

努力作到最好實現城市願景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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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訪名單 
姓名 任職單位/職稱 英文姓名 

邱俊銘 桃園市政府 / 副秘書長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Chiou, 
Jiunn-Ming 

陳彥頻 
環境保護局 / 科員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oyuan /  
Section Assistant 

Chen, 
Yen-Ping 

曾俋銜 傳閔公司 / 工程師 
Tranmit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 Engineer 

Tseng, 
Yih-Hsien 

 
 
 

二、聯絡資訊 
1. 國內後勤支援 

姓名 職稱 公司電話 行動電話 

林錫聰 環境保護局科長   03-338-6021 #2101 0972-938-187 
林文川 計畫督導   02-8953-3132 0925-501-103 
孫瑋宏 計畫主持人   02-8953-3132 #1056 0922-309-012 

 
2. 飯店聯絡資訊 

入住日期：2018 年 9 月 16 日至 9 月 19 日，共 3 晚 
飯店名稱 飯店連絡電話 / 地址 

Novotel Ambassador 
Suwon 

(+82)31/5476600 

902 Dukyoungdaero, Paldal Gu, 16622, SUW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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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合時間與地點 
 集合時間：9 月 16 日 上午 6:00  
 集合地點：桃園機場第 1 航廈 1 樓 中華航空櫃台 

 
 
四、航班資訊 
 去程：中華航空(China Airline) CI160  

 
 

 回程：中華航空(China Airline) CI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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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體行程介紹 
本次論壇訂於 2018 年 9 月 17 日至 9 月 18 日於韓國水原市舉辦，桃園代表團參與

時間為 9 月 16 日至 9 月 19 日，相關行程如下表。 
日期 會議活動 

9/16 
(日) 

早上 

6:00 桃園機場中華航空報到櫃台集合 

7:45 飛機起飛 (華航 CI160) 

11:10 抵達韓國仁川機場(ICN) 

搭乘機場巴士前往住宿飯店 

下午 熟悉會場周邊環境 

9/17 
(一) 

早上 

9:30 前往會場報到 

10:00 開幕演講 

11:00 市長對談 

下午 
14:00 主題會議 

16:00 三星創意博物館參訪 

晚上 18:30-20:00 歡迎晚宴 

9/18 
(二) 

早上 10:00 主題會議 

中午 12:00 閉幕儀式 

下午 14:00 市政實地考察(八達區-城市再生、華虹門-環保建築、城市

復興計畫、水原市禮儀教育館-傳統文化) 

9/19 
(三) 

早上 

8:00 出發前往首爾 

10:00 拜訪 ICLEI 東亞秘書處 

11:00 拜訪 Citynet 秘書處 

下午 

14:00 前往仁川機場 

16:40 起飛返台 

18:15 返抵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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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場及住宿飯店資訊 

 
 

諾富特水原國賓酒店 Novotel Ambassador Suwon 

 地址：902 Dukyoungdaero, Paldal Gu, 16622, SUWON 

 與本次住宿飯店地點相同 

 位於水原市中心，距離水原車站步行僅約 3 分鐘，交通相當方便，本次會議

場地將於飯店 2 樓香檳廳及杜鵑廳舉行。 
 

 
  

會議場地 
+ 

入住飯店 

三星創新博物館 

實地考察地點 

水原地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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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用餐資訊 
項

次 餐廳名稱 地址 類型 參考價位

(KRW) 
營業時間 

1 
本水原排骨 

Bonsuwon Galbi 
본수원갈비 

41 Jungbu-daero 
223beon-gil 
Paldal-gu, 
Suwon-si 
Gyeonggi-do 

燒烤 7,000 ~ 43,000 11:30 - 22:00 

2 

豪宅蔘雞湯 2 號店 
Myeongpum Bonga 

Ginseng Chicken Soup No. 
2 Branch 

명품본가삼계탕 2호점 

5 Samsung-ro 
168beon-gil 
Yeongtong-gu, 
Suwon-si 
Gyeonggi-do 

蔘雞湯 15,000 ~ 60,000 
平日 

11:00 - 15:00 
週末休息 

3 
鐵鍋豬肉湯飯 

Iron Pot Pork and Rice 
Soup 

가마솥돼지국밥 

2-11 Maesan-ro 
Paldal-gu, 
Suwon-si 
Gyeonggi-do 

豬肉湯飯 6,000 ~ 12,000 - 

4 
Gobau 木炭烤肉 

Gobau Charcoal Grilled 
Meat 

고바우참숯생고기 

10-6 Maesan-ro 
Paldal-gu, 
Suwon-si 
Gyeonggi-do 

燒肉 - 

平日 
13:00 - 01:00 

週末 
12:00 - 01:00 

5 

東大門辣炒年糕水原站 2
號店 

Dongdaemun Yupgi 
Tteokbokki Suwon Station 

No. 2 Branch 
동대문엽기떡볶이 
수원역 2호점 

2-11 Maesan-ro 
Paldal-gu, 
Suwon-si 
Gyeonggi-do 

辣炒年

糕、雞爪 9,000 ~ 25,000 11:00 - 21:30 

6 
大王刀削麵 

Jumbo Noodle Soup 
대왕칼국수 

11 
Changnyong-daero 
7beon-gil 
Paldal-gu, 
Suwon-si 
Gyeonggi-do 

刀削麵 4,000 ~ 25,000 11:00 - 20:00 

7 
美進 
Mijin 
미진 

19 Jong-ro 
Jongno-gu Seoul 蕎麥麵 6,000 ~ 35,000 10:00 -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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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訪示範點參考 
水原華城(수원 화성)及華城行宮(화성행궁) 
 水原華城是朝鮮(1392-1910 年)後期建於京畿道水

原市內的邑城。水原城的軸城於朝鮮第 22 代王正
祖 18 年即 1794 年開工，1796 年完工，是爲了向
父親莊獻世子表示孝心以及顯示經濟實力而建造
的新城市。 

 東西南北四個方面都有城門，北門稱長安門，南門
稱八達門，東門稱蒼龍門，西門稱華西門。 

 水原城內還有小溪流經，小溪與城牆相遇處則設置
了水門，共有 7 個拱形水門可供小溪流過，其上修
建了名叫華虹門的樓閣。 

 水原華城在長久的歲月中城牆多處損傷，韓戰時更
有許多設施遭到破壞，1975 年至 1979 年又重新恢
復原樣。但是從八達門到東南角樓的 491m 卻未能
恢復。 

 水原華城於 1963 年 1 月被指定爲第 3 號史蹟，1997
年 12 月與昌德宮一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
界文化遺産。而在華城也進行各式各樣的常設公
演，每年秋天更舉辦水原華城文化節，使水原華城
更廣為人知。 

 華城行宮是正祖到顯隆園時暫時停留的地方，規模
比其他行宮雄偉，使用率也較高，所以有人甚至稱
之為景福宮的「副宮」。正祖 18~20 年興建華城，
並於八達山東側建立了行宮，平時則作為留守府
(即現在的市政府)。 

 門票：水原華城 1000 韓元(約台幣 30 元) 
      華城行宮 1500 韓元(約台幣 44 元) 
＊體驗項目另外收費。 

 

 

 

三星創新博物館(삼성이노베이션뮤지엄) 
 座落於47年前三星電子創業之處，現今水原Digital 

City 內的三星創新博物館，為韓國最大的電子產業
史博物館，也是能一次掌握三星電子成長概況的企
業館。 

 從發現電到開發出最新的智慧型機器，電子產業一
直持續不懈地以革新來創造人類生活的新價值。而
三星創新博物館主要即在介紹這個產業的革新史
與未來發展。館內首先以三星歷史館開始，再來是
發明家的時代、企業革新的時代、創造的時代等，
讓參觀遊客能藉由妥善規劃的展覽室，對革新的意
義有進一步的體會。 

 平日：採預約制，已預定 9/17 下午 4 時。 
週末：自由參觀 

 線上預約：www.samsunginnovationmuse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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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LEI 東亞秘書處 (ICLEI East Asia) 
 位於韓國首爾市，負責協調區域事務，服務台灣、

中國、日本、韓國及蒙古的會員城市。 
 透過推廣地方及區域合作項目和建立交流平台，

ICLEI 東亞秘書處為城市提供專業的技術諮詢和多
元培訓機會，協助地方政府邁向永續發展。 

 為 ICLEI 組織在東亞地區的最高行政單位。 
 秘書處主任：朱澍 先生 
 地址：韓國首爾市鐘路 38 號首爾國際中心 14 樓 

 

CityNet 秘書處 
 成立於 1987 年，由聯合國亞太經社會(UNESCAP)、

開發計劃署(UNDP)和人居署(UN-Habitat)於背後支
持，是一個致力於亞太地區永續發展的城市利害相
關者組織。 

 包含 135 個地方政府和非地方政府單位會員(目前台
灣共有台北市、台中市及高雄市為會員)，透過會員
城市之間的聯繫與交流，進行氣候變遷、災害及永
續發展相關的知識的分享與協助，並提供亞太區域
會員城市具有實踐性的解決方案。 

 首爾市政府目前是 CityNet 的主辦城市。 
 秘書長：Vijay Jagannathan 先生 
 地址：韓國首爾市鐘路 38 號首爾國際中心 10 樓 

 

 
  



8 
 

九、重要名詞解釋說明 
根據此次參與會議內容做相關名詞解釋，以快速掌握資訊。 

1. ICLEI：國際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International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的簡稱)，成立於 1990 年，目前已有 86 個國家、超過 1,000 個地

方政府成為會員，為全球最大的承諾永續發展之地方政府網絡。ICLEI 主要目

標為實踐 1992 年地球高峰會議所提出的「二十一世紀議程」，積極推動全球性

的地方政府運動，致力於地方永續社區與城市計畫，強調居民參與及培力，以

達成公平、安全、韌性、活力經濟及健康環境之目標。ICLEI 秘書處設於德國

波昂。 

2. ICLEI KCC：ICLEI 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ICLEI Kaohsiung 
Capacity Center 的簡稱)，自 2012 年 9 月開始運作，為東亞地區唯一認可及運

作之 ICLEI 能力建構中心，負責執行 ICLEI 世界秘書處交辦任務，並支援東

亞地區各辦公室。本中心為東亞地區 ICLEI 會員提供訓練、專業知識及多種環

境永續發展政策管理之資訊交流與教育中心。 

3. SDGs：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的簡稱)，為 2015 年 9 月

25 日 193 個聯合國成員宣布實施「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內容包含 17 個永

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及 169 個標的(Target)，賦予

國際社會於 2016 年至 2030 年解決貧窮與飢餓，以及達成永續發展的任務，於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4. NUA：新城市議程(New Urban Agenda 的簡稱)，為 2016 年 10 月在厄瓜多首都

基多舉行的「人居三」大會(聯合國居住與城市永續發展大會)上提出的成果文

件，成為聯合國指引永續城市發展之重要指導原則，為全球共同實現「可持續

發展目標 11」，即建設包容、安全、有抵禦災害能力和可持續的城市和人類住

區勾勒出明確的框架藍圖，並由此成為全球人類住區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5. UNFCCC：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的簡稱)，是於 1992 年 5 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通過的一個國際

公約，並於 1994 年 3 月 21 日生效。 

(1) 該公約的目標是：根據公約的各項有關規定，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

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這一水平應當在足以使

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候變化、確保糧食生產免受威脅，並使經濟發

展能夠可持續地在進行的時間範圍內得到落實。 

(2) 重要原則：成員承擔共同但差異的責任，以「成本有效」、「最低成本」防

止氣候變遷，且成員有權促進永續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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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次出訪注意事項 
(一) 個人隨身小物 

 藥品：自備藥物以體積小、攜帶方便為主。 

(常見藥品：感冒藥、止暈藥、腸胃藥、外用藥及個人需服用藥物) 

 

(二) 行李相關規定 
 手提行李： 

經濟艙：可攜帶 1 件手提行李，限重 7 公

斤，高度上限 23 公分(9 吋)；寬度上限 36

公分(14 吋)；長度上限 56 公分(22 吋)。 

商務艙：可攜帶 1 件手提行李，限重 7 公

斤，高度上限 23 公分(9 吋)；寬度上限 36

公分(14 吋)；長度上限 56 公分(22 吋)。 

＊商務艙另可攜帶一件航空西裝袋(折疊後之厚度不可超過 20 公分) 

 隨身攜帶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容器，體積不得超過 100 毫升，總量

不得超過 1 公升。 

 手機、相機、平板、筆電、行動電源等鋰電池，要放在隨身攜帶行李。 

 

 托運行李：計重制免費托運行李額度無件數限制，惟單件託運行李不得超

過 32 公斤否則必需分裝行李。 
經濟艙：限重 30 公斤。 

商務艙：限重 4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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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人攜帶物品清單 

打勾 攜帶物品 
 護照、護照影本、2 吋照片 1 張（護照遺失用） 
 零用金（總額不得超過 1 萬美金，約 1000 萬韓元） 
 英文名片 

 插頭轉接頭 

 行動電話、數位相機或電器用品等變壓器 

 藥品（暈車暈船藥、感冒藥、止暈藥、腸胃藥、外用藥及個人需服用藥

物） 
 衛生用品（濕紙巾、衛生紙、護脣膏、保濕用品…等） 

 保溫瓶 
 個人衛浴用品（刮鬍刀、洗面乳、個人慣用沐浴品、保養品…等） 
 雨具 

 牙刷、牙膏(飯店不提供) 
 

(四) 入境卡及海關申報單 

  
 

＊建議姓名參照護照以英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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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韓國當地資訊 
介紹 內容 

國家 

 

韓國：位於東亞朝鮮半島南部的民主

共和國家，首都為首爾。 

城市 水原市（韓語：수원시／水原市 Suwon)：水原市位於韓國京畿道中南部，

面積 121 平方公里，人口超 103 萬，是京畿道道廳所在地；距首爾 30 公里。 

氣溫 
參考 

 
(預報資料來源：韓國觀光公社網站) 

插頭

及 
電壓 

 

韓國電壓為 220v(伏特)，插頭形狀為

圓型兩孔(與法國、德國、澳州相同) 
行動電話、數位相機或電器用品等須

充電，請記得攜帶變壓器。 

電話 

韓國國碼：+ 82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韓國： 
002(台灣國際冠碼) + 82 + 當地區域號碼 + 電話號碼 
 人在韓國，打電話回台灣： 
001(韓國國際冠碼) + 886 + 台灣區域號碼(不須撥 0) + 電話號碼 
 人在韓國，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電話： 
001 + 886 + 行動電話(不須撥第一位數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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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內容 

衣著 

除了冬天的氣溫較寒冷、會下雪之外，韓國的初春與深秋也比台灣較涼，

夏季的溫度與台灣的溫度相同，出國期間為夏末轉秋： 
 建議短袖+薄外套；盡量穿著舒適、耐走之鞋款，避免新鞋或不止滑

款式，此為建議穿著，還是依個人對溫度的感受來備衣。 
 重要及部分場所，請避免穿著無袖、露背或短褲服裝，並不可穿著尖

底高跟鞋或拖鞋。 

時差 韓國與台灣有一小時的時差，韓國比台灣提早一小時 

匯率 貨幣的基本單位-韓元(WON)，10,000 韓元約等於新台幣 295 元，(2018/9/11
匯率) 

 「旅外國人緊急服務專線」 
撥打方式：001 + 886 – 800 – 085 – 095  (諧音「你幫我 你救我」) 

自國外撥打回國須自付國際電話費用；倘以國內行動電話門號撥打，則

須另自付國際漫遊電話費用。 

 「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 
撥打方式： 001 + 800 – 0885 – 0885  (諧音「你幫幫我、你幫幫我」) 

 韓國當地申請之行動電話，SKT & LGU 客戶可免費撥打； 
 公用電話可免費撥打，無撥號音時，須投/插入當地硬幣或電話卡； 
 市內電話限 KT 公司之市話客戶可免費撥打。 

 駐韓國台北代表部 
英文名稱 Taipei Mission in Korea 

地址 03186 韓國首爾市鍾路區世宗大路 149 號光化門大廈 6 樓 

電話 (82-2) 399-2780 傳真 (82-2) 730-1294 

急難救助 

緊急聯絡電話 
市話：(82-2) 399-2780 
行動電話：82-10-9080-2761 
韓國境內直撥：010-9080-2761 

服務時間 週一 ~ 五： 09：00~12：00, 13：00~18：00 

網址 https://www.roc-taiwan.org/kr/index.html 

 



 

2018 韓國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Human City for all」 
2018 年 9 月 17-18 日 

大韓民國水原市 
 

論壇介紹 
 
簡介 
城市理應確保每個人都能過上繁榮的日子，然而由於快速工業化及都市化的緣故，導致當前許

多城市的重要生態功能逐漸崩壞，且都市的社會功能也逐漸消逝。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際社會採納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及「新城市議程(New Urban Agenda)」，地方與市政府機關更在促進永續發展以及回應

全球氣候變遷等問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南韓，有越來越多人認為城市是激發人們幸福以及提高生活品質與快樂指數的重要所在。去

年德國艾伯特基金會將年度人本獎項頒給南韓，其所發起的燭光示威活動迫使朴槿惠總統下台

之事蹟成為推動民主社會的動力。如今許多城市開始朝向更具包容性且以人為中心的方向發展，

將社會關係及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推向最大化。 

 
有關人本城市的討論將於韓國水原市舉行，討論的基礎建立於 2010 年的「人本城市共識」上，

並以其為指引邁向人本城市的全面落實。在「以人為中心」的口號下，水原市推動的多項政策

皆以人民為優先考量。在人們接受城市是一個社會邁向繁榮未來的共同基礎後，水原市自 2016
年起開始舉辦「韓國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水原市將於 2018 年 9 月 17 至 18 日舉辦本年度韓國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於會中分享打造人

本城市的經驗與實例，進一步闡明「給所有人的人本城市」之主旨。 

 
本論壇將成為一個提供所有與會者共同探索如何尋找幸福並且打造出幸福城市的平台。一座城

市所面臨的問題，也可能是其他城市面臨的挑戰；因此於本次論壇中，我們將討論城市面臨的

問題，涵蓋城市韌性到都市再生，從居住權益到公民參與。當地政府、NGO 及公民團體等與城

市有緊密連結的利害關係人們將齊聚一堂，分享他們的策略和寶貴經驗，共創幸福未來。 

 

預期成果 
 2018 年韓國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為所有亞洲城市提供討論平台，讓各國分享發展人本城

市的政策經驗，促進相關單位的積極參與和合作。 

 本次論壇旨在建立亞洲人本城市網絡的基礎，並商討具體的行動方案以向領導者、專家學

者及公民推廣人本城市的概念。 



 

2018 韓國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Human City for all」 
2018 年 9 月 17-18 日 

大韓民國水原市 
 

 
 
參加對象 
論壇邀請對象包含下列主要族群： 
 
 對人本城市有興趣或者有意願分享推動政策經驗的亞洲地區市政府單位人員 

 對人本城市有興趣的亞洲地區實務工作者或政府官員 

 相關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及一般社會大眾 

 
論壇簡介 
第一天 <2018 年 9 月 17 日 星期一> 

09:30-10:00 
報到 

開幕典禮 

10:00-10:40 

開幕典禮與專題演講 

為 2018 年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揭幕，介紹本次論壇的舉辦緣由及人本城市的

本質，期待所有與會者能自本次論壇中學到人本城市的概念以及具備回應問題

的能力，例如：在永續發展的脈絡下，人本城市對於市民的意義為何。 

10:40-11:00 茶敘 

11:00-12:30 
首長論壇 

本場次將邀請所有傑出領導團隊分享其在打造以人為中心的城市的經驗實例 

12:30-14: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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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ity for all」 
2018 年 9 月 17-18 日 

大韓民國水原市 
 

14:00-16:00 

場次一：人人快樂的城市(透過城市再造和住房福利打造的快樂城市) 

雖然城市應以人為優先，但是許多市民發現他們很難取得城市提供的資源。本

場次中，我們將有機會一探究竟，為所有人打造一個更快樂的城市需要的元素

有哪些，並學習世界各地透過都市再生與居住權益打造出宜居城市的寶貴經

驗。本場次將提供與會者討論平台，探討如何引領城市邁向更快樂的宜居城市，

特別是透過都市再生以及居住權益，讓城市居住者了解城市的權益並從中獲益。 

16:00-16:15 茶敘 

16:15-18:15 

場次二：人人安全的城市(透過城市韌性思考建構更安全城市) 

當城市的居住者遭遇天然災害的機率愈趨頻繁，提升城市韌性的重要性也隨之

提升。本場次我們將討論城市韌性的定義，並透過案例分享、經驗及最佳城市

典範等來促進城市韌性的提升。本場次將作為討論平台，在商討如何維持城市

運作的同時，也探討如何提升韌性以克服外在衝擊及壓力。 

18:30-20:00  迎賓晚宴 

 
第二天 <2018 年 9 月 18 日 星期二> 

10:00-12:00 場次三：全民共創城市可能未來(透過活躍的公民社會實現參與式民主) 

參與式民主建立於公民積極參與的社會。數位科技的發展同時也擴展 e 化民主

社會的範疇。於本場次中，我們將分享多個直接民主的經驗案例以及其所面臨

的限制。本場次提供機會讓所有與會者一同討論如何為所有人建立一個更好的

民主社會。 

12:00-12:30 閉幕典禮 

12:30-14:00 午餐 

14:00-16:30 參訪 

特別場：青年圓桌論壇 (10:00-12:00，閉幕) 

  



 

2018 韓國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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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7-18 日 

大韓民國水原市 
 

議程（草稿） 
2018 韓國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時間 9/17(週一) 香檳廳 9/18(週二) 杜鵑廳 

09:30 - 10:00 
登記 

開場表演 - 

10:00 - 10:40 
會議開場： 

- 開場演講 
- 主題演講 

第三場  
公民民主 

(10:00 - 12:00) 

特別場 
青年圓桌會議 
(10:00 - 12:00) 

會議室 10:40 - 11:00 休息時間 

11:00 - 12:30 市長對談 
閉幕式 

(12:00~12:30) 

12:30 - 14:00 午餐 午餐 

14:00 - 16:00 
第一場  

都市再造與福利住宅 

實地考察 
(14:00~16:30) 16:00 - 16:15 休息時間 

16:15 - 18:15 
第二場 
都市韌性 

 
18:30 - 20:00 歡迎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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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說明 

 聯合國於去(103)年 9 月 17日發布訊息表示，第 68屆大會於同年

9 月 10 日採納「永續發展目標(SDGs)」決議，作為後續制定「聯

合國後 2015 年發展議程」之用。 

 永續發展目標包含 17項目標(Goals)及 169項細項目標(Targets)。 

 

    
 

※全球永續發展里程碑（擷取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知識平臺網站） 
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intgovmental.html 

 

         

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intgovmental.html
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intgovment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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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以下簡稱 Rio+20）產出文件《我們想要

的未來》以強制規定設立一個開放的工作小組，研擬一系列永續發

展目標（以下簡稱 SDGs），供給聯合國大會在第 68 屆大會中討論

及採取適當動作。該文件亦為概念化提供基礎，Rio+20 使命包括：

SDGs在西元 2015 年後跟聯合國的發展議程連貫及整合。 

1. 消除貧窮是今日全世界所面臨的最大全球挑戰，也是永續發展所

不可缺少的一個要件。Rio+20 的這個成果重申解救人類脫離貧窮

與飢餓是當務之急的一項使命。 

2. 消除貧窮，開發永續模式的耗用與生產，保護及管理社經基礎的

自然資源，是永續發展的最高目標，也是永續發展不可缺少的要

件。 

3. 人是永續發展的核心，就這一點，Rio+20 承諾營造一個公平、公

正且包容的世界，並致力合作，以促進永續且包容的經濟成長、

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因而造福所有的人，尤其是孩童、青少年

及下一代，而沒有任何的歧視，例如年齡、性別、殘障、文化、

種族、人種、祖國、移民身分、宗教、經濟或其他身分地位。 

4. 永續發展目標公開工作小組（以下簡稱 OWG）亦重申里約環境

暨發展宣言（以下簡稱 Rio 宣言）的所有原則，包括共通、但不

同的責任，如該宣言的原則 7所載。  

5. 它亦重申全面落實下列的使命：Rio 宣言；二十一世紀議程（以

下簡稱 Agenda 21）；進一步落實 Agenda 21 計畫；全球高峰落實

永續發展計畫（約翰尼斯堡行動計畫）；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

言；小島嶼開發中國家（以下簡稱 SIDS）永續發展行動計畫（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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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行動計畫）；模里西斯 SIDS 永續發展行動計畫進一步實施

策略。此外，它亦重申全面落實：西元 2011-2020 開發最落後國

家動作計畫（伊斯坦堡行動計畫）的使命；阿拉木圖(Almaty)行

動計畫：在新全球架構內解決內陸開發中國家的特別需求，以實

現內陸及過渡開發中國家的跨境運輸合作；非洲開發需求政治宣

言；非洲發展新夥伴計畫。它重申重要聯合國會議與社經環境高

峰會議的承諾與使命，包括聯合國千禧年宣言、西元 2005全球高

峰成果、蒙特雷國際發展融資會議共識、杜哈發展融資宣言、全

體高層出席之千禧年發展目標（以下簡稱 MDGs）大會會議的成

果書、國際人口暨發展會議行動計畫、國際人口暨發展會議行動

計畫的進一步實施重要動作、北京宣言、行動平台，以及它們的

檢討會議的成果書。西元 2013 年 9 月特別事件的成果書追蹤了

MDGs的努力，重申研擬西元 2015 年以後議程的決心。國際遷徙

暨發展高層對話宣言重申對遷徙與發展的承諾。 

6. Rio+20 重申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的必要性，對國際法與

它的原則展現高度的尊敬。它重申自由、和平、安全及尊敬人權

的重要性，包括發展權、享受適當生活品質的權利（包括糧食與

水）、法理、良善治理、性別平等、女權，以及發展民主公平社

會的全面承諾。它亦重申世界人權宣言的重要性，以及其他國際

人權文件與國際法律。 

7. OWG 強調全球的氣候變遷，呼籲各國合作，參與有效及適當的

國際行動，以迅速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它重申聯合國氣候變

遷架構公約規定簽約國應保護氣候系統，在平等的基礎下，依據

它們共通、但不同的職責與能力造福現今及下一代人類。它語重

心長提到簽約國在西元 2020 年以前全球每年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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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排放路徑的承諾，以讓全球平均溫度的增加值低於 2℃或 1.5℃。

雖然高於工業化之前的溫度，但它重申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以下簡稱UNFCCC）的最終目標是穩定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

避免對氣候系統造成人為干擾。 

8. 地球與它的生態是我們的根本。“地球之母”是若干國家與地區的

共通表達，我們注意到某些國家承認在永續發展的促進上，大自

然的權利。Rio+20 強調為了讓目前與未來世代的社經與環境需求

達到公平的平衡，必須促進跟大自然的和諧。它承認全球的大自

然與文化的多元性，瞭解所有的文化與文明都對永續發展有所貢

獻。 

9. 每個國家都面臨永續發展的具體挑戰。最弱勢的國家，尤其是非

洲國家、開發最落後國家、內陸開發中國家，以及小島開發中國

家，面臨特別的挑戰。處於衝突局勢的國家亦需要特別注意。 

10. Rio+20 重申加強國際合作的承諾以處理所有的國家解決永續發

展的挑戰，尤其是開發中國家。在這方面，它重申經濟穩定、持

續經濟成長，社會公平與環境保護的必要性，且在同時必須提升

兩性平等、女人的能力、就業機會平等，孩童的保護、生存和能

力發展和透過教育以開發孩童的潛力。 

11. 每個國家都對自己的社經發展承擔主要責任，國家政策、本國資

源與發展策略的角色重要性多次強調也不為過。開發中國家需要

進一步的其他資源來實現永續發展。我們需要大幅動員來自形形

色色的來源的資源，需要有效運用融資，以促進永續發展。Rio+20

承認振興全球永續發展合作以及動員必要資源的承諾與重要性。

跨政府永續發展融資專家委員會的報告將針對永續發展融資策略

提出選擇方案。西元 2015年 7 月的第三屆國際發展融資會議的具



5 

 

體成果將評估蒙特雷共識與杜哈宣言的實施進展。國家與國際的

良好管理與法規攸關永續的、包容的及公平的經濟成長、永續發

展，以及貧窮與飢餓的消除。 

12. Rio+20重申每個國家依據自身的情況與要務都各有不同的方法、

願景、模型與工具可用來實現它的永續發展，而這正是我們的最

高目標。 

13. 要實現永續發展目標，有賴全球合作，以及政府、民間社會、民

營產業與聯合國體系的積極參與。強健的實施檢討機制攸關永續

發展目標的成功。聯合國大會、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以下

簡稱 ECOSOC）系統與高階政治論壇（以下簡稱 HLPF）在這方

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14. Rio+20 重申採取進一步有效措施與行動、遵守國際法規、全面

消除殖民及外人佔領區內人民自主障礙的重要性。這些障礙仍然

繼續影響他們的社經發展與環境，不符合人類的尊嚴與價值，必

須予以消除。 

15. Rio+20 重申依據聯合國憲章，這不可解讀成鼓勵或授權對任何

國家的領土完整性與政治獨立性採取挑釁動作。它需要採取進一

步有效動作與措施，遵守國際法規，消除障礙與限制，強化支援，

滿足受到恐怖主義影響與複雜人道急迫區內人民的特別需求。 

16. 為了監督永續發展的實施，重要的是必須改善資料與統計的取得

性，包括有關國家的收入、性別、年齡、種族，人種，移民、身

心障礙、地理位置以及其他有關特色，以支援永續發展目標的實

施與監督。需要採取緊急步驟，以改善資料的品質、涵蓋性以及

取得性，確保沒有任何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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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永續發展目標伴隨著細項目標，需要透過指標來進一步闡述，將

焦點放在可測量的結果上。它們以行動為導向，為全球的性質，

適用於每個國家。它們考慮不同國家的現實面、能力與發展程度，

並且尊敬每個國家的政策與優先要務。在MDGs所建立的基礎上，

它們嘗試完成 MDGs未完成的工作，並且回應新的挑戰。對永續

發展來說，這些目標構成不可分割的全球優先要務。目標被定義

成全球所要實現的抱負，每個政府考量自己國家的情勢，依據全

球目標設定自己國內所要實踐的國家目標。這些目標整合了社經

與環境層面，並且承認在永續發展的實現上，他們之間的相互關

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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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 

目標 1.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目標 2. 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目標 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目標 4.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目標 5.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目標 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目標 7.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的、永續的，及現代

的能源 

目標 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

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目標 9. 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

創新 

目標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目標 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目標 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目標 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目標 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目標 15. 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

森林，對抗沙漠化，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

樣性的喪失 

目標 16. 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

給所有人；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 

目標 17. 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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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 

【17項目標(Goals)及 169細項目標(Targets)】 

目標一：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1.1 在西元 2030 年前，消除所有地方的極端貧窮，目前的定

義為每日的生活費不到 1.25美元。 

1.2 在西元 2030 年前，依據國家的人口統計數字，將各個年

齡層的貧窮男女與兒童人數減少一半。 

1.3 對所有的人，包括底層的人，實施適合國家的社會保護

制度措施，到了西元 2030 年，範圍涵蓋貧窮與弱勢族

群。 

1.4 在西元 2030 年前，確保所有的男男女女，尤其是貧窮與

弱勢族群，在經濟資源、基本服務、以及土地與其他形

式的財產、繼承、天然資源、新科技與財務服務（包括

微型貸款）都有公平的權利與取得權。 

1.5 在西元 2030 年前，讓貧窮與弱勢族群具有災後復原能力，

減少他們暴露於氣候極端事件與其他社經與環境災害的

頻率與受傷害的嚴重度。 

1.a. 確保各個地方的資源能夠大幅動員，包括改善發展合作，

為開發中國家提供妥善且可預測的方法，尤其是最低度

開發國家（以下簡稱 LDCs），以實施計畫與政策，全

面消除它們國內的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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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依據考量到貧窮與兩性的發展策略，建立國家的、區域

的與國際層級的妥善政策架構，加速消除貧窮行動。 

目標二：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
永續農業 

2.1 在西元 2030 年前，消除飢餓，確保所有的人，尤其是貧

窮與弱勢族群（包括嬰兒），都能夠終年取得安全、營

養且足夠的糧食。 

2.2 在西元 2030 年前，消除所有形式的營養不良，包括在西

元 2025年前，達成國際合意的五歲以下兒童，並且解決

青少女、孕婦、哺乳婦女以及老年人的營養需求。 

2.3 在西元 2030 年前，使農村的生產力與小規模糧食生產者

的收入增加一倍，尤其是婦女、原住民、家族式農夫、

牧民與漁夫，包括讓他們有安全及公平的土地、生產資

源、知識、財務服務、市場、增值機會以及非農業就業

機會的管道。 

2.4 在西元 2030 年前，確保可永續發展的糧食生產系統，並

實施可災後復原的農村作法，提高產能及生產力，協助

維護生態系統，強化適應氣候變遷、極端氣候、乾旱、

洪水與其他災害的能力，並漸進改善土地與土壤的品

質。 

2.5 在西元 2020 年前，維持種子、栽種植物、家畜以及與他

們有關的野生品種之基因多樣性，包括善用國家、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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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區域妥善管理及多樣化的種籽與植物銀行，並確保運

用基因資源與有關傳統知識所產生的好處得以依照國際

協議而公平的分享。 

2.a. 提高在鄉村基礎建設、農村研究、擴大服務、科技發展、

植物與家畜基因銀行上的投資，包括透過更好的國際合

作，以改善開發中國家的農業產能，尤其是最落後國

家。 

2.b. 矯正及預防全球農業市場的交易限制與扭曲，包括依據

杜哈發展圓桌，同時消除各種形式的農業出口補助及產

生同樣影響的出口措施。 

2.c. 採取措施，以確保食品與他們的衍生產品的商業市場發

揮正常的功能，並如期取得市場資訊，包括儲糧，以減

少極端的糧食價格波動。 

目標三：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3.1 在西元 2030 年前，減少全球的死產率，讓每 100,000 個

活產的死胎數少於 70 個。 

3.2 在西元 2030 年前，消除可預防的新生兒以及五歲以下兒

童的死亡率。 

3.3 在西元 2030 年前，消除愛滋病、肺結核、瘧疾以及受到

忽略的熱帶性疾病，並對抗肝炎，水傳染性疾病以及其

他傳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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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西元 2030 年前，透過預防與治療，將非傳染性疾病的

未成年死亡數減少三分之一，並促進心理健康。 

3.5 強化物質濫用的預防與治療，包括麻醉藥品濫用以及酗

酒。 

3.6 在西元 2020 年前，讓全球因為交通事故而傷亡的人數減

少一半。 

3.7 在西元 2030 年前，確保全球都有管道可取得性與生殖醫

療保健服務，包括家庭規劃、資訊與教育，並將生殖醫

療保健納入國家策略與計畫之中。 

3.8 實現醫療保健涵蓋全球（以下簡稱 UHC）的目標，包括

財務風險保護，取得高品質基本醫療保健服務的管道，

以及所有的人都可取得安全、有效、高品質、負擔得起

的基本藥物與疫苗。 

3.9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大幅減少死於危險化學物質、空氣

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其他污染的死亡及疾病人

數。 

3.a. 強化煙草管制架構公約在所有國家的實施與落實。 

3.b. 對主要影響開發中國家的傳染以及非傳染性疾病，支援

疫苗以及醫藥的研發，依據杜哈宣言提供負擔的起的基

本藥物與疫苗；杜哈宣言確認開發中國家有權利使用國

際專利規範-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以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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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S）中的所有供應品，以保護民眾健康，尤其是必

須提供醫藥管道給所有的人。 

3.c. 大幅增加開發中國家的醫療保健的融資與借款，以及醫

療保健從業人員的招募、培訓以及留任，尤其是 LDCs

與 SIDS。 

3.d. 強化所有國家的早期預警、風險減少，以及國家與全球

健康風險的管理能力，特別是開發中國家。 

目標四：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

提倡終身學習 

4.1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確保所有的男女學子都完成免費的、

公平的以及高品質的小學與中學教育，得到有關且有效

的學習成果。 

4.2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確保所有的孩童都能接受高品質的

早期幼兒教育、照護，以及小學前教育，因而為小學的

入學作好準備。 

4.3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確保所有的男女都有公平、負擔得

起、高品質的技職、職業與高等教育的受教機會，包括

大學。 

4.4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將擁有相關就業、覓得好工作與企

業管理職能的年輕人與成人的人數增加 x%，包括技術與

職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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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消除教育上的兩性不平等，確保弱

勢族群有接受各階級教育的管道與職業訓練，包括身心

障礙者、原住民以及弱勢孩童。 

4.6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確保所有的年輕人以及至少 x%的

成人，不管男女，都具備讀寫以及算術能力。 

4.7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確保所有的學子都習得必要的知

識與技能而可以促進永續發展，包括永續發展教育、永

續生活模式、人權、性別平等、和平及非暴力提倡、全

球公民、文化差異欣賞，以及文化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4.a. 建立及提升適合孩童、身心障礙者以及兩性的教育設施，

並為所有的人提供安全的、非暴力的、有教無類的、以

及有效的學習環境。 

4.b. 在西元 2020 年以前，將全球開發中國家的獎學金數目

增加 x%，尤其是 LDCs、SIDS 與非洲國家，以提高高

等教育的受教率，包括已開發國家與其他開發中國家的

職業訓練、資訊與通信科技（以下簡稱 ICT），技術的、

工程的，以及科學課程。 

4.c.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將合格師資人數增加 x%，包括在

開發中國家進行國際師資培訓合作，尤其是 LDCs 與

SIDS。 

目標五：實現兩性平等，並賦予所有婦女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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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消除所有地方對婦女的各種形式的歧視。 

5.2 消除公開及私人場合中對婦女的各種形式的暴力，包括

人口走私、性侵犯，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剝削。 

5.3 消除各種有害的做法，例如童婚、未成年結婚、強迫結

婚，以及女性生殖器切割。 

5.4 透過提供公共服務、基礎建設與社會保護政策承認及重

視婦女無給職的家庭照護與家事操勞，依據國情，提倡

家事由家人共同分擔。 

5.5 確保婦女全面參與政經與公共決策，確保婦女有公平的

機會參與各個階層的決策領導。 

5.6 依據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以下簡稱 ICPD）行動計畫、

北京行動平台，以及它們的檢討成果書，確保每個地方

的人都有管道取得性與生殖醫療照護服務。 

5.a. 進行改革，以提供婦女公平的經濟資源權利，以及土地

與其他形式的財產、財務服務、繼承與天然資源的所有

權與掌控權。 

5.b. 改善科技的使用能力，特別是 ICT，以提高婦女的能

力。 

5.c. 採用及強化完善的政策以及可實行的立法，以促進兩

性平等，並提高各個階層婦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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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六：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6.1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讓全球的每一個人都有公平的管

道，可以取得安全且負擔的起的飲用水。 

6.2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讓每一個人都享有公平及妥善的

衛生，終結露天大小便，特別注意弱勢族群中婦女的需

求。 

6.3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改善水質，減少污染，消除垃圾

傾倒，減少有毒物化學物質與危險材料的釋出，將未經

處理的廢水比例減少一半，將全球的回收與安全再使用

率提高 x%。 

6.4 在西元2030年以前，大幅增加各個產業的水使用效率，

確保永續的淡水供應與回收，以解決水饑荒問題，並大

幅減少因為水計畫而受苦的人數。 

6.5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全面實施一體化的水資源管理，

包括跨界合作。 

6.6 在西元2020年以前，保護及恢復跟水有關的生態系統，

包括山脈、森林、沼澤、河流、含水層，以及湖泊。 

6.a.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針對開發中國家的水與衛生有關

活動與計畫，擴大國際合作與能力培養支援，包括採水、

去鹽、水效率、廢水處理、回收，以及再使用科技。 

6.b. 支援及強化地方社區的參與，以改善水與衛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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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七：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的起、可靠的、
永續的，以及現代的能源 

7.1 在西元 2030 年前，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的起、可

靠的，以及現代的能源服務。 

7.2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大幅提高全球再生能源的共享。 

7.3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將全球能源效率的改善度提高一

倍。 

7.a.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改善國際合作，以提高乾淨能源

與科技的取得管道，包括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更先進

及更乾淨的石化燃料科技，並促進能源基礎建設與乾淨

能源科技的投資。 

7.b.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擴大基礎建設並改善科技，以為

所有開發中國家提供現代及永續的能源服務，尤其是

LDCs 與 SIDS。 

目標八：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生
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8.1 依據國情維持經濟成長，尤其是開發度最低的國家，每

年的國內生產毛額（以下簡稱 GDP）成長率至少 7%。 

8.2 透過多元化、科技升級與創新提高經濟體的產能，包括

將焦點集中在高附加價值與勞動力密集的產業。 

8.3 促進以開發為導向的政策，支援生產活動、就業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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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創意與創新，並鼓勵微型與中小企業的正式

化與成長，包括取得財務服務的管道。 

8.4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漸進改善全球的能源使用與生產效

率，在已開發國家的帶領下，依據十年的永續使用與生

產計畫架構，努力減少經濟成長與環境惡化之間的關

聯。 

8.5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實現全面有生產力的就業，讓所有

的男女都有一份好工作，包括年輕人與身心障礙者，並

實現同工同酬的待遇。 

8.6 在西元 2020 年以前，大幅減少失業、失學或未接受訓練

的年輕人。 

8.7 採取立即且有效的措施，以禁止與消除最糟形式的童工，

消除受壓迫的勞工；在西元 2025 年以前，終結各種形

式的童工，包括童兵的招募使用。 

8.8 保護勞工的權益，促進工作環境的安全，包括遷徙性勞

工，尤其是婦女以及實行危險工作的勞工。 

8.9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制定及實施政策，以促進永續發

展的觀光業，創造就業，促進地方文化與產品。 

8.10 強化本國金融機構的能力，為所有的人提供更寬廣的銀

行、保險與金融服務。 

8.a. 提高給開發中國家的貿易協助資源，尤其是 LDCs，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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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為 LDCs 提供更好的整合架構。 

8.b. 在西元 2020年以前，制定及實施年輕人就業全球策略，

並落實全球勞工組織的全球就業協定。 

目標九：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
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9.1 發展高品質的、可靠的、永續的，以及具有災後復原能

力的基礎設施，包括區域以及跨界基礎設施，以支援經

濟發展和人類福祉，並將焦點放在為所有的人提供負擔

的起又公平的管道。 

9.2 促進包容以及永續的工業化，在西元 2030 年以前，依

照各國的情況大幅提高工業的就業率與 GDP，尤其是

LDCs 應增加一倍。 

9.3 提高小規模工商業取得金融服務的管道，尤其是開發中

國家，包括負擔的起的貸款，並將他們併入價值鏈與市

場之中。 

9.4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升級基礎設施，改造工商業，使

他們可永續發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幅採用乾淨又

環保的科技與工業製程，所有的國家都應依據他們各自

的能力行動。 

9.5 改善科學研究，提高五所有國家的工商業的科技能力，

尤其是開發中國家，包括在西元 2030 年以前，鼓勵創

新，並提高研發人員數，每百萬人增加 x%，並提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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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的研發支出。 

9.a. 透過改善給非洲國家、LDCs、內陸開發中國家（以下

簡稱 LLDCs）與 SIDS的財務、科技與技術支援，加速

開發中國家發展具有災後復原能力且永續的基礎設

施。 

9.b. 支援開發中國家的本國科技研發與創新，包括打造有助

工商多元發展以及商品附加價值提升的政策環境。 

9.c. 大幅提高 ICT 的管道，在西元 2020 年以前，在開發度

最低的發展中國家致力提供人人都可取得且負擔的起

的網際網路管道。 

目標十：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10.1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以高於國家平均值的速率漸進地

致使底層百分之 40 的人口實現所得成長。 

10.2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促進社經政治的融合，無論年齡、

性別、身心障礙、種族、人種、祖國、宗教、經濟或其

他身份地位。 

10.3 確保機會平等，減少不平等，作法包括消除歧視的法律、

政策及實務作法，並促進適當的立法、政策與行動。 

10.4 採用適當的政策，尤其是財政、薪資與社會保護政策，

並漸進實現進一步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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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改善全球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的法規與監管，並強

化這類法規的實施。 

10.6 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與金融機構中的決策發言

權，以實現更有效、更可靠、更負責以及更正當的機構。 

10.7 促進有秩序的、安全的、規律的，以及負責的移民，作

法包括實施規劃及管理良好的移民政策。 

10.a. 依據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對開發中國家實施特別且差

異對待的原則，尤其是開發度最低的國家。 

10.b. 依據國家計畫與方案，鼓勵官方開發援助（以下簡稱

ODA）與資金流向最需要的國家，包括外資直接投資，

尤其是 LDCs、非洲國家、SIDS、以及 LLDCs。 

10.c.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將遷移者的匯款手續費減少到小

於 3%，並消除手續費高於 5%的匯款。 

目標十一：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

及永續性 

11.1 在西元 2030 年前，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適當的、安

全的，以及負擔的起的住宅與基本服務，並改善貧民

窟。 

11.2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為所有的人提供安全的、負擔的

起、可使用的，以及可永續發展的交通運輸系統，改善

道路安全，尤其是擴大公共運輸，特別注意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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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兒童、身心障礙者以及老年人的需求。 

11.3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提高融合的、包容的以及可永續

發展的都市化與容積，以讓所有的國家落實參與性、一

體性以及可永續發展的人類定居規劃與管理。 

11.4 在全球的文化與自然遺產的保護上，進一步努力。 

11.5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大幅減少災害的死亡數以及受影

響的人數，並將災害所造成的 GDP經濟損失減少 y%，

包括跟水有關的傷害，並將焦點放在保護弱勢族群與貧

窮者。 

11.6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減少都市對環境的有害影響，其

中包括特別注意空氣品質、都市管理與廢棄物管理。 

11.7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為所有的人提供安全的、包容的、

可使用的綠色公共空間，尤其是婦女、孩童、老年人以

及身心障礙者。 

11.a. 強化國家與區域的發展規劃，促進都市、郊區與城鄉之

間的社經與環境的正面連結。 

11.b.在西元 2020 年以前，致使在包容、融合、資源效率、

移民、氣候變遷適應、災後復原能力上落實一體政策與

計畫的都市與地點數目增加 x%，依照日本兵庫縣架構

管理所有階層的災害風險。 

11.c. 支援開發度最低的國家，以妥善使用當地的建材，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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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災後復原能力且可永續的建築，作法包括財務與技

術上的協助。 

目標十二：確保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 

12.1 實施永續消費與生產十年計畫架構（以下簡稱 10YEP），

所有的國家動起來，由已開發國家擔任帶頭角色，考量

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與能力。 

12.2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實現自然資源的永續管理以及有

效率的使用。 

12.3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將零售與消費者階層上的全球糧

食浪費減少一半，並減少生產與供應鏈上的糧食損失，

包括採收後的損失。 

12.4 在西元 2020 年以前，依據議定的國際架構，在化學藥

品與廢棄物的生命週期中，以符合環保的方式妥善管理

化學藥品與廢棄物，大幅減少他們釋放到空氣、水與土

壤中，以減少他們對人類健康與環境的不利影響。 

12.5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透過預防、減量、回收與再使用

大幅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12.6 鼓勵企業採取可永續發展的工商作法，尤其是大規模與

跨國公司，並將永續性資訊納入他們的報告週期中。 

12.7 依據國家政策與優先要務，促進可永續發展的公共採購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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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確保每個地方的人都有永續發展

的有關資訊與意識，以及跟大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活方

式。 

12.a. 協助開發中國家強健它們的科學與科技能力，朝向更能

永續發展的耗用與生產模式。 

12.b. 制定及實施政策，以監測永續發展對創造就業，促進地

方文化與產品的永續觀光的影響。 

12.c. 依據國情消除市場扭曲，改革鼓勵浪費的無效率石化燃

料補助，作法包括改變課稅架構，逐步廢除這些有害的

補助，以反映他們對環境的影響，全盤思考開發中國家

的需求與狀況，以可以保護貧窮與受影響社區的方式減

少它們對發展的可能影響。 

目標十三：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13.1 強化所有國家對天災與氣候有關風險的災後復原能力

與調適適應能力。 

13.2 將氣候變遷措施納入國家政策、策略與規劃之中。 

13.3 在氣候變遷的減險、適應、影響減少與早期預警上，改

善教育，提升意識，增進人與機構的能力。 

13.a. 在西元 2020 年以前，落實 UNFCCC 已開發國家簽約國

的承諾，目標是每年從各個來源募得美元 1千億，以有

意義的減災與透明方式解決開發中國家的需求，並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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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綠色氣候基金透過資本化而全盤進入運作。 

13.b.提昇開發度最低國家中的有關機制，以提高能力而進行

有效的氣候變遷規劃與管理，包括將焦點放在婦女、年

輕人、地方社區與邊緣化社區。 

目標十四：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
永續發展 

14.1 在西元 2025 年以前，預防及大幅減少各式各樣的海洋

污染，尤其是來自陸上活動的污染，包括海洋廢棄物以

及營養污染。 

14.2 在西元 2020 年以前，以可永續的方式管理及保護海洋

與海岸生態，避免重大的不利影響，作法包括強健他們

的災後復原能力，並採取復原動作，以實現健康又具有

生產力的海洋。 

14.3 減少並解決海洋酸化的影響，作法包括改善所有階層的

科學合作。 

14.4 在西元 2020 年以前，有效監管採收，消除過度漁撈，

以及非法的、未報告的、未受監管的（以下簡稱 IUU）、

或毀滅性魚撈作法，並實施科學管理計畫，在最短的時

間內，將魚量恢復到依據它們的生物特性可產生最大永

續發展的魚量。 

14.5 在西元 2020 年以前，依照國家與國際法規，以及可取

得的最佳科學資訊，保護至少 10%的海岸與海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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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在西元 2020 年以前，禁止會造成過度魚撈的補助，消

除會助長 IUU 魚撈的補助，禁止引入這類補助，承認

對開發中國家與開發度最低國家採取適當且有效的特

別與差別待遇應是世界貿易組織漁撈補助協定的一部

分。 

14.7 在西元 2030年以前，提高海洋資源永續使用對 SIDS與

LDCs 的經濟好處，作法包括永續管理漁撈業、水產養

殖業與觀光業。 

14.a. 提高科學知識，發展研究能力，轉移海洋科技，思考

跨政府海洋委員會的海洋科技轉移準則，以改善海洋

的健康，促進海洋生物多樣性對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貢

獻，特別是 SIDS與 LDCs。 

14.b. 提供小規模人工魚撈業者取得海洋資源與進入市場

的管道。 

14.c. 確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 UNCCLOS）簽約

國全面落實國際法，包括現有的區域與國際制度，以

保護及永續使用海洋及海洋資源。 

目標十五：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
用，永續的管理森林，對抗沙漠化，終止
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
失 

15.1 在西元 2020年以前，依照在國際協定下的義務，保護、

恢復及永續使用領地與內陸淡水生態系統與他們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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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尤其是森林、沼澤、山脈與旱地。 

15.2在西元 2020年以前，進一步落實各式森林的永續管理，

終止毀林，恢復遭到破壞的森林，並讓全球的造林增加

x%。 

15.3 在西元 2020 年以前，對抗沙漠化，恢復惡化的土地與

土壤，包括受到沙漠化、乾旱及洪水影響的地區，致力

實現沒有土地破壞的世界。 

15.4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落實山脈生態系統的保護，包括

他們的生物多樣性，以改善他們提供有關永續發展的有

益能力。 

15.5 採取緊急且重要的行動減少自然棲息地的破壞，終止生

物多樣性的喪失，在西元 2020 年以前，保護及預防瀕

危物種的絕種。 

15.6 確保基因資源使用所產生的好處得到公平公正的分享，

促進基因資源使用的適當管道。 

15.7 採取緊急動作終止受保護動植物遭到盜採、盜獵與非法

走私，並解決非法野生生物產品的供需。 

15.8 在西元 2020 年以前，採取措施以避免侵入型外來物種

入侵陸地與水生態系統，且應大幅減少他們的影響，並

控管或消除優種。 

15.9 在西元 2020 年以前，將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價值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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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國家與地方規劃、發展流程與脫貧策略中。 

15.a. 動員並大幅增加來自各個地方的財物資源，以保護及

永續使用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 

15.b. 大幅動員來自各個地方的各階層的資源，以用於永續

森林管理，並提供適當的獎勵給開發中國家改善永續

森林管理，包括保護及造林。 

15.c. 改善全球資源，以對抗保護物種的盜採、盜獵與走私，

作法包括提高地方社區的能力，以追求永續發展的謀

生機會。 

目標十六：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
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人；在所有的階層建立
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 

16.1 大幅減少各地各種形式的暴力以及有關的死亡率。 

16.2 終結各種形式的兒童虐待、剝削、走私、暴力以及施虐。 

16.3 促進國家與國際的法則，確保每個人都有公平的司法

管道。 

16.4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大幅減少非法的金錢與軍火流，

提高失物的追回，並對抗各種形式的組織犯罪。 

16.5 大幅減少各種形式的貪污賄賂。 

16.6 在所有的階層發展有效的、負責的且透明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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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確保各個階層的決策回應民意，是包容的、參與的且具

有代表性。 

16.8 擴大及強化開發中國家參與全球管理制度。 

16.9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為所有的人提供合法的身分，包

括出生登記。 

16.10 依據國家立法與國際協定，確保民眾可取得資訊，並

保護基本自由。 

16.a. 強化有關國家制度，作法包括透過國際合作，以建立

在各個階層的能力，尤其是開發中國家，以預防暴力

並對抗恐怖主義與犯罪。 

16.b. 促進及落實沒有歧視的法律與政策，以實現永續發

展。 

目標十七：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
球夥伴關係 

  財 務 

17.1 強化本國的資源動員，作法包括提供國際支援給開發中

國家，以改善他們的稅收與其他收益取得的能力。 

17.2 已開發國家全面落實他們的 ODA 承諾，包括在 ODA

中提供國民所得毛額（以下簡稱 GNI）的 0.7%給開發

中國家，其中 0.15-0.20%應提供該給 LDCs。 

17.3 從多個來源動員其他財務支援給開發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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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透過協調政策協助開發中國家取得長期負債清償能力，

目標放在提高負債融資、負債的解除，以及負責的重整，

並解決高負債貧窮國家（以下簡稱 HIPC）的外部負債，

以減少負債壓力。 

17.5 為 LDCs 採用及實施投資促進方案。 

   技 術 

17.6 在科學、科技與創新上，提高北半球與南半球、南半球

與南半球，以及三角形區域性與國際合作，並使用公認

的詞語提高知識交流，作法包括改善現有機制之間的協

調，尤其是聯合國水平，以及透過合意的全球科技促進

機制。 

17.7 使用有利的條款與條件，包括特許權與優惠條款，針對

開發中國家促進環保科技的發展、轉移、流通及擴散。 

17.8 在西元 2017 年以前，為 LDCs 全面啟動科技銀行以及

科學、科技與創新（以下簡稱 STI）能力培養機制，並

提高科技的使用度，尤其是 ICT。 

 

能力建置 

17.9 提高國際支援，以在開發中國家實施有效且鎖定目標的

能力培養，以支援國家計畫，落實所有的永續發展目標，

作法包括北半球國家與南半球國家、南半球國家與南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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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國家，以及三角合作。 

貿易 

17.10 在世界貿易組織（以下簡稱 WTO）的架構內，促進全

球的、遵循規則的、開放的、沒有歧視的，以及公平

的多邊貿易系統，作法包括在杜哈發展議程內簽署協

定。 

17.11 大幅增加開發中國家的出口，尤其是在西元 2020年以

前，讓 LDCs 的全球出口占比增加一倍。 

17.12 對所有 LDCs，依照 WTO的決定，如期實施持續性免

關稅、沒有配額的市場進入管道，包括適用 LDCs 進

口的原產地優惠規則必須是透明且簡單的，有助市場

進入。 

制度議題 

政策與制度連貫 

17.13 提高全球總體經濟的穩定性，作法包括政策協調與政

策連貫。 

17.14 提高政策的連貫性，以實現永續發展。 

17.15 尊敬每個國家的政策空間與領導，以建立及落實消除

貧窮與永續發展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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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合作 

17.16 透過多邊合作輔助並提高全球在永續發展上的合作，

動員及分享知識、專業、科技與財務支援，以協助所

有國家實現永續發展目標，尤其是開發中國家。 

17.17 依據合作經驗與資源策略，鼓勵及促進有效的公民營

以及公民社會的合作。 

資料、監督及責任 

17.18 在西元 2020 年以前，提高對開發中國家的能力培養協

助，包括 LDCs 與 SIDS，以大幅提高收入、性別、年

齡、種族、人種、移民身分、身心障礙、地理位置，

以及其他有關特色的高品質且可靠的資料數據的如期

取得性。 

17.19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依據現有的方案評量跟 GDP 有

關的永續發展的進展，並協助開發中國家的統計能力

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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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會（ICLEI World Congress 2018）」，該會議是由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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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期間，邱俊銘副秘書長於城市對談的會議場次中，分享了桃園朝向低碳綠色城

市發展之環保經驗，受到韓國水原市的代表關注，惟世界大會期間兩市代表未有

充分時間進行交流，因此水原市於今年 7 月底，透過 ICLEI KCC 與桃園接洽，

誠摯邀請桃園市參與 9 月 17、18 日於水原市舉行之第三屆「水原亞洲人本城市

論壇」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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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今年為第三屆，水原市現為 ICLEI 東亞執行委員

城市，長年來積極參與 ICLEI 各項國際倡議的制定與帶動韓國城市永續治理風向。

水原市「以人為本」的城市治理理念為本論壇的核心價值，透過辦理論壇進行年

度的回顧與更新。桃園市朝向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的減緩與調適行為計畫中，包含

推行公共住宅達到居住平權以及親民的道路運輸等規劃同樣以「以人為本」為重

心，故受邀於本次論壇「市長對談（Mayors’ Dialogue）」的場次中進行分享，

為此次參訪行程的主要目的。本次於水原市參與論壇後，安排於 9 月 19 日拜訪

位於首爾市的 ICLEI 東亞秘書處及 CityNet 秘書處，針對永續發展的策略進行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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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桃園自 2014 年升格為直轄市便後積極朝向低碳綠色城市發展，為能夠有效

奠定低碳綠色城市基礎及便於設定治理策略，實施「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

治條例」，檢視各局處施政計畫內容，將具有減碳、綠能及永續發展理念之計畫，

彙整成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也將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議題融入既有施

政策略，統整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藉此讓減緩與調適行為落實推動。 

  今年 6 月，桃園首次參與於加拿大蒙特婁市舉辦每三年一次的「2018 ICLEI 

世界大會（ICLEI World Congress 2018）」，該會議是由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

（ICLEI -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簡稱 ICLEI）所主辦。世界大會

期間，邱俊銘副秘書長於城市對談的會議場次中，分享了桃園朝向低碳綠色城市

發展之環保經驗，並於會場間積極與各城市交流互動，桃園的交流分享因而受到

韓國水原市的代表關注，惟世界大會期間兩市代表未有充分時間進行交流，因此

水原市於今年 7 月底，透過 ICLEI KCC 與桃園接洽，誠摯邀請桃園市參與 9 月

17、18 日於水原市舉行之第三屆「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進行交流。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今年為第三屆，水原市現為 ICLEI 東亞執行委

員城市，長年來積極參與 ICLEI 各項國際倡議的制定與帶動韓國城市永續治理

風向。水原市在其現任市長廉泰英市長三任近 10 年的長期耕耘，已轉變為韓國

最具代表性的永續韌性城市之一。水原市「以人為本」的城市治理理念為本論

壇的核心價值，透過辦理論壇進行年度的回顧與更新，討論主題涵蓋都市韌性

到都市再生，從居住權益到公民參與，提供一個平台供所有與會者共同探索並

讓城市間互相學習。桃園市朝向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的減緩與調適行為計畫中，

包含推行公共住宅達到居住平權以及親民的道路運輸等規劃同樣以「以人為

本」為重心，故受邀於本次論壇「市長對談（Mayors’ Dialogue）」的場次中進

行分享，為此次參訪行程的主要目的。 

  本次出訪行程於水原市參與論壇後，安排於 9 月 19 日拜訪位於首爾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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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LEI 東亞秘書處及 CityNet 秘書處，針對永續發展的策略進行交流。ICLEI 東

亞秘書處為 ICLEI 組織於東亞地區的最高行政單位，負責協調區域事務，服務

台灣、中國、日本、韓國及蒙古的會員城市，提供專業的技術諮詢和多元培訓

機會，協助地方政府邁向永續發展；CityNet 成立於 1987 年，由聯合國亞太經

社會（UNESCAP）、開發計劃署（UNDP）和人居署（UN-Habitat）於背後支

持，是一個致力於亞太地區永續發展的城市利害關係者（urban stakeholders）組

織，包含 135 個地方政府和非地方政府單位會員，透過會員城市之間的聯繫與

交流，進行氣候變遷、災害及永續發展相關的知識的分享與協助，並提供亞太

區域會員城市具有實踐性的解決方案，首爾市政府目前是 CityNet 的主辦城

市。此次拜訪兩個國際性的組織單位，主要目的為藉由分享桃園目前的發展經

驗，互相交流以獲得適合桃園永續發展的精進策略及建議，也期望透過國際組

織的協助，提升桃園的國際曝光機會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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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前準備 

一、 整體行程規劃 

本次論壇訂於 2018年 9月 17日至 9月 18日於韓國水原市舉辦，桃園

代表團參與時間為 9 月 16 日至 9 月 19 日，論壇於諾富特水原國賓酒店

（Novotel Ambassador Suwon）進行，與本次住宿飯店地點相同，本次參訪

為桃園市受邀參與，由市府邱副秘書長帶隊，環保局共同參與，出訪人員詳

見表 2-1。 

表 2-1 2018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桃園代表團出訪名單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邱俊銘 桃園市政府 副秘書長 

陳彥頻 環境保護局 科員 

由於本次論壇為受邀出席，為妥善把握本次行程之空檔，因此特於論壇

結束後安排相關單位拜訪行程，主要參與行程依序如下： 

1.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市長對談、市政參訪。 

2. 韓國三星創新博物館參觀。 

3. ICLEI東亞秘書處及 CityNet總部拜訪與交流。 

 

表 2-2 2018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參與行程 

日期 會議活動 

9/16 

（日） 

早上 

6:00桃園機場中華航空報到櫃台集合 

7:45飛機起飛 （華航 CI160） 

11:10抵達韓國仁川機場（ICN） 

搭乘機場巴士前往住宿飯店 

下午 熟悉會場周邊環境 

9:30前往會場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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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議活動 

9/17 

（一） 

早上 

10:00開幕演講 

11:00市長對談 

下午 
14:00主題會議 

16:00三星創意博物館參訪 

晚上 18:30-20:00歡迎晚宴 

9/18 

（二） 

早上 10:00主題會議 

中午 12:00閉幕儀式 

下午 
14:00市政實地考察（八達區-城市再生、華虹門-環保建築、

城市復興計畫、水原市禮儀教育館-傳統文化） 

9/19 

（三） 

早上 

8:00出發前往首爾 

10:00拜訪 ICLEI東亞秘書處 

11:00拜訪 Citynet秘書處 

下午 

14:00前往仁川機場 

16:40起飛返台 

18:15返抵國門 

 

 

圖2-1 會場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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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背景介紹 

(一) 何謂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聯合國 2015年 9月通過的 2015年後發展議程（永續發展目標）的

核心原則，宣布「以人為本，關注地球的發展」，為了與國際保持一致，

水原市以「Human City, Suwon to Welcome People! 」為口號推動。 

韓國水原市現為 ICLEI東亞執行委員城市，長年來積極參與 ICLEI

各項國際倡議的制定與帶動韓國城市永續治理風向。水原市在其現任市

長廉泰英市長三任逾 10年的長期耕耘下，已轉變為韓國最具代表性的

永續韌性城市之一。 

今年論壇為第 3屆，主題：「以人為本」的城市治理理念由來已久，

透過辦理本論壇進行年度的回顧與更新，綜觀並促進各界與國際專家代

表們在人本城市各面向的知識交流與討論。 

 

表 2-3 3屆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主題及台灣城市參與情形 

年度 日期 會議主題 參與城市及參與活動 

2018 9/17~18 

三大面向： 

 城市再造與市民住

宅 

 韌性城市 

 智慧民主 

桃園市受邀參與：邱俊銘副秘書長於

市長對談場次中針對桃園發展低碳綠

色城市過程中以人為本的推動經驗。 

2017 9/25~26 

➢ 四大主題 

1. 社會文化 

2. 社會包容與參

與 

3. 分配正義 

4. 永續治理 

➢ 發表「人本城

市」宣言 

 台南市： 

張政源副市長率團參加會議；以

「永續的交通運輸」為題，分享台

南市推動捷運化公共運輸的歷程與

經驗，以綠色運輸和人本交通帶動

城市的永續發展。 

 嘉義市： 

張惠博副市長參加會議；以「實踐

城市正義與社會經濟」為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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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日期 會議主題 參與城市及參與活動 

該市以不同對象所推動之公共政

策，減輕市民負擔，進而促進勞動

參與率，增進經濟發展。  

2016 11/3~4 
亞太地區人本城市建

設的成就與經驗 
無台灣城市參與 

 

三、 拜會組織介紹 

ICLEI東亞秘書處 （ICLEI East Asia） 

 位於韓國首爾市，負責協調區域事務，服務台

灣、中國、日本、韓國及蒙古的會員城市。 

 透過推廣地方及區域合作項目和建立交流平台，

ICLEI東亞秘書處為城市提供專業的技術諮詢和

多元培訓機會，協助地方政府邁向永續發展。 

 為 ICLEI組織在東亞地區的最高行政單位。 

 秘書處主任：朱澍 先生 

 地址：韓國首爾市鐘路 38號首爾國際中心 14樓 

 

CityNet秘書處 

 成立於 1987年，由聯合國亞太經社會

（UNESCAP）、開發計劃署（UNDP）和人居署

（UN-Habitat）於背後支持，是一個致力於亞太

地區永續發展的城市利害相關者組織。包含 135

個地方政府和非地方政府單位會員（目前台灣共

有台北市、台中市及高雄市為會員），透過會員

城市之間的聯繫與交流，進行氣候變遷、災害及

永續發展相關的知識的分享與協助，並提供亞太

區域會員城市具有實踐性的解決方案。 

 首爾市政府目前是 CityNet的主辦城市。 

 秘書長：Vijay Jagannathan 先生 

 地址：韓國首爾市鐘路 38號首爾國際中心 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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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名詞解釋 

(一) ICLEI：國際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International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的簡稱），成立於 1990年，目前已有 86個國家、超過 1,000

個地方政府成為會員，為全球最大的承諾永續發展之地方政府網絡。ICLEI

主要目標為實踐 1992年地球高峰會議所提出的「二十一世紀議程」，積極

推動全球性的地方政府運動，致力於地方永續社區與城市計畫，強調居民

參與及培力，以達成公平、安全、韌性、活力經濟及健康環境之目標。

ICLEI秘書處設於德國波昂。 

(二) ICLEI KCC：ICLEI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ICLEI 

Kaohsiung Capacity Center的簡稱），自 2012年 9月開始運作，為東亞地區

唯一認可及運作之 ICLEI能力建構中心，負責執行 ICLEI 世界秘書處交

辦任務，並支援東亞地區各辦公室。本中心為東亞地區 ICLEI會員提供訓

練、專業知識及多種環境永續發展政策管理之資訊交流與教育中心。 

(三) SDGs：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簡稱），為 2015年

9月 25日 193個聯合國成員宣布實施「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內容包含

17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及 169個標的

（Target），賦予國際社會於 2016年至 2030年解決貧窮與飢餓，以及達成

永續發展的任務，於 2016年 1月 1日正式生效。 

(四) NUA：新城市議程（New Urban Agenda的簡稱），為 2016年 10月在厄瓜

多首都基多舉行的「人居三」大會（聯合國居住與城市永續發展大會）上

提出的成果文件，成為聯合國指引永續城市發展之重要指導原則，為全球

共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11」，即建設包容、安全、有抵禦災害能力和

可持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勾勒出明確的框架藍圖，並由此成為全球人類住

區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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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UNFCCC：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的簡稱），是於 1992年 5月在紐約聯合國總

部通過的一個國際公約，並於 1994年 3月 21日生效。 

(1) 該公約的目標是：根據公約的各項有關規定，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

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這一水平應當

在足以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候變化、確保糧食生產免受威

脅，並使經濟發展能夠可持續地在進行的時間範圍內得到落實。 

(2) 重要原則：成員承擔共同但差異的責任，以「成本有效」、「最低成

本」防止氣候變遷，且成員有權促進永續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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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與過程 

本次主要參與的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為第 3屆，由水原市政府（Suwon City）

聯合了多個與永續發展相關的組織共同舉辦，包含水原市立研究所（Suwon 

Research Institute）、水原永續城市基金會（Suwon Sustainable City Foundation）、

水原市永續發展委員（Suwon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CLEI韓國

辦事處及 CityNet等組織。為期 2天的論壇聚焦於「以人為本」的城市治理經驗

實例與對策分享，邀請對於人本城市有興趣的亞洲地區市政府單位人員、實務工

作者或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與一般大眾免費參加，此次論壇親民的參與條件，讓

與談代表分享的推動方案與經驗可以更廣泛、有效的傳達出去。除了參與論壇外，

桃園還參與了由水原市政府於會後安排的市政參訪，並且前往首爾市拜訪 ICLEI

東亞秘書處及 CityNet總部進行交流，以及利用會議空檔前往水原市政廳及韓國

三星企業位於水原市的創新博物館參觀。 

一、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一) 第一天 

由於快速都市化導致當前許多城市的重要生態功能逐漸崩壞，且都市

的社會功能也逐漸消逝，聯合國在 2015年 9月通過的 2030年永續發展目

標議程（Agenda 30－包含 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s）後，為了與國際保

持一致，水原市以「Human City, Suwon to Welcome People!」為口號推動。

韓國水原市現為 ICLEI 東亞執行委員城市，長年來積極參與 ICLEI 各項

國際倡議的制定與帶動韓國城市永續治理風向。 

在論壇的開幕儀式正式開始前，受邀參與論壇的城市代表們於會議廳

與水原市長廉泰英市長進行開幕前的閉門茶敘，利用此次機會與來自亞洲

其他城市的代表進行較為深入的交流，使桃園更廣為讓國際城市認識，桃

園也是台灣本次唯一受邀的城市。相關議程與會議介紹可參考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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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開幕前與會貴賓閉門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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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正式開始後廉泰英市長於開幕致詞上提到，由於近 15年來城市

的快速發展，就業和公共衛生等相關問題逐漸衍生出來，但這些問題並不

是只有在韓國會遇到，所以廉市長認為身為執政者應該要謹記以「人」為

中心，幫助城市跨過這些在發展中會遇到的困難，希望藉由本次的論壇將

水原的經驗分享出去，並且汲取其他城市的經驗，期盼大家能為城市的發

展一起努力。 

 

圖3-2 水原市長廉泰英致詞 

另外本次論壇邀請過去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的主要籌劃者之一，南

韓環境研究院院長曹明來（音譯 Cho Myung-Rae）教授，分享他長期致力

於都市永續發展領域的心得與經驗。曹教授在演講中說到了一個令人引起

反思的說法，他認為「以人為本的城市（People-Centered City）」這個概

念其實是城市本身在阻止「人」成為城市規劃的重點，城市是人居住的環

境之一，但是城市居民無法在城市中獲得應有的權力，居民雖可享受都市

建設帶來的方便，但沒有辦法將城市環境引導向適合他們生活方式的方向，

城市的建構就如同受困於監牢中沒有自由，這不是真正的人本城市。 



桃園市政府參與 2018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3-4 

曹教授說在都市研究中，要如何將這些非人性城市（inhuman city）

轉向成為人本城市（human city），最關鍵情形有 3種： 

1. 都市規模（the scale of city） 

2. 都市密度（the density of city） 

3. 都市的異質性（city heterogeneity） 

當都市規模越大、密度越高且異質性高，這樣的都市就喪失了越多的

人性，因此如何切分都市中的空間條件來符合適當人口的居住環境，有效

照顧到弱勢族群，才是建立人本城市的關鍵。而曹教授也提到，都市生活

形態無法避免消費行為，居民要能與社會和市場連結就必須要有工作，穩

定的市場經濟才能提供良好的就業環境，城市之間的合作和自我認同也是

幫助達成人本城市的方式，政府的行政系統及政策的制訂必須要穩固與強

大，但不能是以掌控的方式來治理城市，並且要考量到與環境生態的共存

共榮，才能成為永續的人本城市。 

 

圖3-3 水南韓環境研究院院長曹明來教授（Cho Myung-Rae）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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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本次受邀參與論壇中最受關注的「市長對談（Mayors’ Dialogue）」

（表 3-2），與會代表有來自南韓、日本、印尼、斯里蘭卡及馬來西亞等 5

個國家共 7位城市代表出席（原定另有菲律賓 3個城市首長出席，因遇山

竹颱風臨時取消行程），分享各自城市對於人本城市的推動經驗。 

水原市長提到近年來主要除了在當地的學校都要提供水準相當的醫

療設備與服務外，水原市也將人本關懷擴及到國外，組織了民間團體前往

柬埔寨的城市進行援助； 

斯里蘭卡可倫波市則是新出爐了首位女市長，對於永續發展目標的性

別平權目標邁出一大步； 

吉隆坡代表提到馬來西牙政府於 2011年 10月 25日宣布經濟轉型計

畫（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rogramme，簡稱 ETP），盼至 2020年前將

吉隆坡打造為全球前 20個適宜居住，享有持續性經濟成長之城市，該計

畫亦有階段成效，於 2016年 4月 26日首相納吉公布 2015年國家轉型計

畫報告（Na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gramme，簡稱 NTP），也反映出執行

成果，迄今為止創造了 226萬個新工作崗位，佔他們承諾的 330萬個新工

作崗位中的 69%，與此同時，馬來西亞經濟自 2010年以來平均每年增長

5.1%，是同期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的兩倍。並以女性參與經濟為例，在計

畫之前，女性只占公共上市公司董事會成員的 7.6%，但計畫推動後，女

性現在在 100 家上市公司的董事會中佔 16.8%。Mohaiyani Shamsudin 拿

督（音譯：穆海亞尼沙姆蘇丁），成為第一位被任命為馬來亞銀行董事長

的女性以及第一位擔任馬來西亞電信首席財務官的 NorFadhilah Mohd Ali

博士（音譯：莫哈德阿里）； 

雅加達由於人口眾多，對於人民生活水準的改善正在積極向水原市的

經驗學習； 

韓國唐津市主要將人本城市發展的重點放在學童教育以及年輕人的

就業環境，設立兒童市議會並且提倡企業公司應提供空間給年輕一代，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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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可以設定自己的目標期程，消除公司找不到員工而年輕人找不到工

作的隔閡。 

而邱俊銘副秘書長也代表桃園市，於會中說明桃園為台灣現階段人口

成長最快速之直轄市，如何讓人口的成長不影響居住品質及環境生態，並

配合人民各方面配套措施需求，因此以人為本，輔以低碳綠色城市分享發

展成果，包含推動社會住宅維護居住正義、積極促進產業發展提升人民就

業機會、規劃友善的綠色交通網絡增加行的便利及安全，以及推動多項人

民自主的參與式預算的計畫等。 

表 3-1 市長對談場次情形 

 

市長對談城市代表（左至右）：主持人- Mary Jane Ortega、水原市長廉泰英、吉

隆坡副市長 Datuk Haji Mahadi C Ngah、雅加達副省長 Oswar Muadzin 

Mungkasa、唐津市長 KIM Hong-jang、可倫坡市議會議長 Kishani Jayasinghe、邱

俊銘副秘書長、馬來西亞威省主席 Rozali Mohamud 

 

邱副秘書長進行分享 

 

市長對談城市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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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第一天交流互動 

 

城市代表會談- CityNet特別諮詢顧問

Mary Jane Ortega女士（右） 

左為 ICLEI KCC代理主任廖卿惠博士 

 

城市代表會談-印尼雅加達省副省長

Oswar Muadzin Mungkasa（右） 

 

城市代表會談-CityNet主任（中）及韓

國唐津市市長（右） 

 

與會代表大合照 

 

晚宴-吉隆坡副市長 

 

晚宴-馬來西亞威省主席 

 

 

  



桃園市政府參與 2018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3-8 

(二) 第二天 

論壇第二天行程區分上、下午，上午為閉幕式下午為貴賓觀摩行程。

在閉幕儀式中（表 3-3），主辦方邀請了居住在水原市內不同年齡層的學生

進行分享，學生代表向與會城市代表與民眾闡述在他們心目中所期望的人

本城市應有的特色與重點，學生手持自己寫下的標語與城市代表一起合影，

是本次論壇中相當引人注目的焦點。 

表 3-3 閉幕儀式 

 

論壇與會代表合影 

 

學生代表分享 

 

學生代表與城市代表合影 

 

桃園代表團與 ICLEI KCC代理主任廖

卿惠博士、ÍDCI趙恭岳執行長及論壇翻

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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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觀摩行程為以文化遺產、城市復興計畫及生態交通盛典為主題，

說明如下 

1. 水原華城、華虹門：文化遺產 

水原華城是朝鮮時代修築的城郭建築，於 1796年完工，被譽為

是韓國城郭建築史上最具特色的建築，1997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水原市政府一直致力於達成保留文化遺產及週邊經濟開發的平衡，近

年來於水原華城週邊區域劃定文化重建區域，重新翻修老舊建築並以

傳統韓屋（Hanok）木造建築為主，翻修完成的區域未來將提供給文

創產業及社區進駐，帶動週邊經濟以及文化傳承。水原川南北橫貫水

原華城，北側水門是為「華虹門」，由 7座不同的虹橋水門組成，可

調節水量。 

 

表 3-4 觀摩行程：水原華城、華虹門 

 

城市代表於水原華城內合影 

 

華虹門 

 

傳統韓屋建築介紹 

 

體驗 Velotaxi出租電動自行車 

（左一為雅加達副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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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宮洞壁畫村：城市復興計畫 

老舊社區面臨都市更新以及文化保留的衝突，2007 年開始水原

市利用藝術改造的方式與美國的藝術協會合作，邀請國內外的藝術家

進駐社區與居民合作，將原本老舊的眷村社區轉型成為另類的文化藝

術彩繪村。整個區域經過完善的整體規劃，閒置空間轉形成為藝術展

覽空間及咖啡廳，藝術家則利用當地居民的故事在破舊的牆面彩繪，

除了帶給社區具有藝術價值的新面貌，也讓當地的人文得以展顯。此

舉也引來區域開發者的不滿，原有的壁畫曾遭到潑漆抗議，但當地居

民認為此為社區發展歷史的一部份，因此並沒有把抗議的紅漆塗蓋掉，

反而是在紅漆上進行新的繪畫創作。 

 

表 3-5 觀摩行程：行宮洞壁畫村 

 

壁畫村解說員與翻譯進行介紹 

 

遭潑紅漆抗議的紀錄 

 

藝術家利用此棟建築的住戶所做的夢

而發想出來的彩繪 

彩繪村地標及

哥倫比亞藝術

家進行的彩繪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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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3生態交通盛典社區 

生態交通盛典（EcoMobility Festival）是由 ICLEI組織發起的全

球性活動，每 2年舉行，選定的國家將一個社區進行環境改造，透過

為期一個月的活動，讓民眾親身體驗生態交通帶來的好處，進而影響

日後的生活型態選擇。水原市的行宮洞除了進行壁畫村的改造外，於

2013 年也被選為第一屆生態交通盛典的示範社區，鼓勵民眾使用公

共運輸、共享交通工具、電動車輛、腳踏車、甚至步行，再加上改善

社區環境，以達到生態友善、環境永續的目標。 

水原市選定行宮洞進行首次的實驗性活動，原先受到居民強烈的

反對，但是活動前期透過舉行說明會以及成立公益組織與居民持續進

行溝通，最後生態交通盛典亦順利舉行，生態交通所帶來的環境改善

也獲得居民相當良好的迴響，於盛典過後也持續維持社區為生態交通

村。2015 年第二屆的生態交通盛典在南非的約翰尼斯堡舉行，2017

年第三屆則是在台灣高雄市的哈瑪星社區舉行。 

 

表 3-6 觀摩行程：生態交通盛典社區 

 

行宮洞生態交通盛典地標 

 

生態交通盛典辦理所改造的綠色廊道

至今仍維持良好，且徒步及騎乘自行車

的民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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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政參訪 

本次利用會議空檔，前往水原市政廳及三星創新博物館參觀。 

(一) 水源市政廳 

水源市政廳於 2015年與韓國電力公司（KEPCO）總部簽署了備忘錄

（MOU），規劃成為全國第一個在政府大樓內建設智能電網的公共機構。

使用再生能源和電力存儲設備（ESS）建設公共智能電網站，透過監控系

統控制中心，有效管理辦公室內的整個能源，藉此控管減少每年耗電量

10％，以節省能源和確保需求資源；另外於市政廳一樓裝設一個即時顯示

狀態面板，讓參觀市政府的民眾可以立刻知道建築物內的能源管理狀況。 

因本次為非正式參訪行程，故僅於市政廳一樓開放空間參觀。市政廳

一樓穿堂空間寬敞，所到當日正進行學童繪畫展覽，穿堂採用自然採光，

用電設備少；設有互動式的觸控解說站，透過立體影響呈現水原市樣貌，

觸控點選可顯示建築或區域解說；水原市政廳設有太陽能光電系統解說，

可供洽公民眾了解能源使用狀況；水原市街道路口處常見智慧遮罩裝置，

可供停等紅綠燈的民眾遮蔭、擋雨和雪。 

 

表 3-7 市政參訪：水原市政廳 

 

水源市政廳外觀 

 

互動式觸控解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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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監控設備與解說 

 

水原市政廳外部架設太陽能板 

 

水原市街道上常見智慧遮罩設備 

 

智慧遮罩設備說明，可供停等紅綠燈行

人遮陰、遮雨及遮雪等功能。 

 

(二) 三星創新博物館 

三星創新博物館（Samsung Innovation Museum）採預約制，座落位置

於 47年前三星電子創業地，為韓國最大的電子產業史博物館，也是能一

次掌握三星電子成長概況的企業館。 

三星創新博物館主要介紹電子產業的歷史發展與未來展望，從發現電

到開發出最新的智慧型機器，一直到創造人類未來的革新生活方式，先以

三星歷史館開始，再來是發明家的時代、企業革新的時代、創造的時代等，

讓參觀遊客能藉由妥善規劃的展覽室，對革新的意義有進一步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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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市政參訪：三星創新博物館 

 

解說電的起源 

 

解說電子產業發展歷程 

 

展覽廳規劃具有特色 

 

未來智慧家庭監控系統 

三、 拜會 ICLEI東亞秘書處及 CityNet總部： 

在水原亞洲人本論壇結束隔日，桃園代表團在 ICLEI KCC代理主任

廖卿惠博士的陪同下，前往拜訪位於首爾的 ICLEI東亞秘書處以及CityNet

總部，針對永續發展的策略進行交流。 

(一) ICLEI東亞秘書處 

ICLEI東亞秘書處為 ICLEI在東亞地區的最高行政組織，主要協助東

亞地區（臺灣、韓國、日本、中國、蒙古）的會員城市，建立永續發展及

因應氣候變遷的能力。此次拜會東亞秘書處，由秘書處的專案管理主管劉

敏智接待，並由計畫專員楊筠小姐介紹東亞秘書處在國際間如何協助地方

政府進行永續發展相關計畫（附件二），楊筠小姐提到過去 ICLEI規劃的

各項計畫以及相關協調工作等，大多是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的第 11

（永續城市）、12（責任消費與生產）及 13（氣候行動）目標為主，而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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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ICLEI組織調整了發展的方式，列出 5大路徑持續協助會員城市邁向永

續未來：低碳發展（Low Emission Development）、基於自然的發展

（Nature-based Development）、循環發展（Circular Development）、韌性發

展（Resilient Development）以及公平和以人為本的發展（Equitable &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秘書處對桃園近幾年針對低碳綠色城市發

展的成果也給予肯定，並且提出可以做為未來國際參與建議，邱副秘書長

也提到對於未來與 ICLEI組織進行各項交流活動皆相當歡迎，期望可以利

用 ICLEI的資源讓桃園市府提升永續發展的實力。 

 

表 3-9 拜訪 ICLEI東亞秘書處 

 

交流討論進行中 

 

交流討論進行中 

 

邱副秘書長與劉敏智經理合影 

 

桃園代表團與 ICLEI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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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ityNet組織 

位於同棟大樓的 CityNet 組織成立於 1987 年，由聯合國亞太經社會

（UNESCAP）、開發計劃署（UNDP）和人居署（UN-Habitat）等支持，

致力於協助亞太地區城市進行永續發展，該組織包含地方政府及非地方政

府單位共計 135個會員（目前我國共有臺北市、臺中市及高雄市為會員）。

本次邱副秘書長以桃園發展低碳綠色城市的相關經驗與成果，與 CityNet

秘書處副秘書長 Kim Sangbum及執行主任 Kim Myungseon進行交流，並

由計畫專員Felix Kalkowsky介紹CityNet組織如何運作以及如何協助會員

城市進行國際性的交流與協助。CityNet目前將計畫活動區分為四個群組，

每一個群組會有一個領導城市，針對群組相關議題提供更有效的建議與計

畫： 

 

表 3-10 CityNet計畫活動群組劃分 

項次 群組（Cluster） 領導城市 

1 災害韌性 Disaster Resilience 日本 橫濱 

2 氣候變遷 Climate Change 印尼 雅加達 

3 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 韓國 首爾 

4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孟加拉 巴里薩爾 

CityNet 組織可以協助會員城市之間的聯繫，並且可以協助辦理相關

學習活動並直接與其他城市進行交流，邱副秘書長表示將積極評估未來加

入 CityNet網絡組織，CityNet副秘書長則提到由於今年 11月將於越南峴

港市辦理執委會，若桃園有意加入 CityNet會員可邀請桃園以客座的身份

參與今年的執委會，且每年的執委會均在不同的國家城市辦理，也是提供

城市一個宣傳的國際舞台，CityNet 副秘書長也提到非常期待未來可以在

桃園辦理執委會或是其他相關活動，讓 CityNet的活動也可以多多在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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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國家顯露頭角。 

表 3-11 拜訪 CityNet總部 

 

交流討論進行中 

 

CityNet執行主任介紹該組織特色 

 

邱副秘書長與 CityNet副秘書長合影 

 

桃園代表團與 CityNet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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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增加國際參與 

本次拜會 ICLEI東亞秘書處時，秘書處除了針對桃園近幾年針對低碳

綠色城市發展的成果給予肯定，並且提出可以做為未來國際參與建議，其

中與低碳發展相關的組織「亞洲低碳發展策略夥伴關係  （Asia LEDS 

Partnership）」是以東北亞國家的環境發展經驗與東南亞國家進行交流，目

前台灣有中央政府單位加入，ICLEI KCC 於明年預計將有規劃協助台灣

城市參與「亞洲低碳發展策略夥伴關係」相關的會議活動，由於桃園目前

有相當多的計畫是與中央政策相符，可以考慮將低碳綠色城市的執行成果

透過該組織的相關活動來與其他國家城市進行交流。 

另外，由於參訪期間得知本府秘書處先前已和 CityNet初步接洽並詢

問加入會員事宜，該組織建議本府可考慮加入「氣候變遷  （Climate 

Change）」或是「永續發展目標 （SDGs）」群組。「氣候變遷 （Climate 

Change）」群組重點在於提供城市對於災害應變和長期重建的特別規劃，

目前加入的城市數量屬於四個群組中最多，且多為脆弱度高的城市，加入

該群組應可加強對於城市災害防範以及學習其他城市面對氣候變遷進行

的調適行動；「永續發展目標 （SDGs）」群組則是致力於協助會員城市將

永續發展目標納入城市的核心政策和行動計畫中。 

邱副秘書長在拜訪兩大國際城市組織時也提到，市府執行政策其實各

局處是站在同一條船上，推動永續發展或是因應氣候變遷的各項行動更需

仰賴各局處的合作，因此也期許加入越多的國際組織學習更多的城市經驗，

也可以帶動市府團隊建立更好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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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低碳綠色城市精進規劃/建議 

本次出國行程主要目的為參與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其會議目的

主要是藉由各城市以及公民組織的經驗，來檢視執政者對於其城市居民

的友善程度，現階段世界發展潮流除了跟隨聯合國所主張的永續發展目

標，其實更應該要好好思考怎樣的行動方案可以達到所謂的永續發展，

也能兼顧以人為本的價值，如南韓環境研究院院長曹明來 （Cho 

Myung-Rae）教授於論壇中所說，城市居民若無法在城市中獲得應有的

權力，居民雖可享受都市建設帶來的方便，但沒有辦法將城市環境引導

向適合他們生活方式的方向，城市的建構就如同受困於監牢中沒有自由，

這就不是真正的人本城市。 

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政策已執行多年，重要突破點在 2015年

跨市府單位的討論及研擬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藉由法制

化向下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策略，並且積極面對國際上的氣候變遷相關調

適議題，提出專屬於桃園、在地化的調適計畫（包含 2018年重新分析桃

園市氣候變遷脆弱度），透過不斷聆聽各方面意見，集思廣益，獲取多元

化經驗，聘請產、官、學及 NGO團體的代表成立諮詢顧問團，藉由顧

問群的專業針對民生關注重點，每年定期檢討修正，成果銖積寸累，效

益持續擴展中。但策略仍為市府專業幕僚團隊規劃，為了更貼近民生，

自 2016年起開始推動參與式預算，導入民眾參與，深入理解民眾需求，

並共同規劃如何運用政府經費，故未來期望能繼續擴大參與式預算的推

動。另外，閉幕儀式中邀請的學生代表也提到對於未來就業的期望，是

他們認為人本城市應該有的特色，也呼應到市長對談中韓國唐津市的市

長提到，他認為要將人本城市發展的重點放在學童教育以及年輕人的就

業環境，提倡企業公司應提供空間給年輕一代，消除公司找不到員工而

年輕人找不到工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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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姊妹市締結評估 

由於桃園近年參與國際與環境永續、氣候變遷相關之活動，進而促成

本次會議契機；另參考聯合國 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包含面向

多元，是目前全球國家與地方政府進行市政發展重要的參考依據，其中「目

標 17：全球夥伴關係」（Goal 17. 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的細目提及

「透過多邊合作輔助並提高全球在永續發展上的合作，動員及分享知識、

專業、科技與財務支援，以協助所有國家實現永續發展目標」，而都市化

是目前全球的主要現象，不論是人口逐漸向城市集中，或是城市範圍逐漸

擴大，在國際交流層面上國家政府間的互動，也逐漸被城市與城市間的交

流所取代，隨著國際趨勢發展，城市合作才能有效協助國家達成永續發展

目標。 

檢視桃園市目前尚無以氣候變遷、氣候行動或環境永續發展等因素為

締盟的姊妹市，因此積極建立以推動氣候變遷減緩、調適或永續發展為主

的姊妹市，對於桃園未來發展過程中可以提供實質的學習及助益，也提升

桃園在永續發展面向議題中的國際曝光度，強化國際夥伴關係。 

初步建議從城市為主體的國際組織掌握可締結之城市，目前以環境永

續、氣候變遷等面向來看，全球會員城市最多屬「ICLEI組織」，在全球

各地設立了 17 個辦公室，協助區域內會員城市建立永續發展及因應氣候

變遷的能力之。另外「CityNet 組織」，則為協助亞太地區的會員城市進

行永續發展的重要組織。因此這也次本次拜訪該 2個組織之原因，未來締

結規劃方向建議從下列評估： 

1. 城市發展願景及政策重點方向。 

2. 政府組織架構、經濟地理特徵。 

3. 近 5年市政資源及經濟狀況。 

4 .  國際組織參與情形。 

5. 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相關行動計畫。 

期望經由不同的國際城市組織網絡，增加國際城市交流的機會 

  



桃園市政府參與 2018水原亞洲人本城市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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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桃園市近年參與環境永續氣候變遷相關活動 

時間軸 國際展現內容 

2015年 

桃園市邱太三副市長（時任）率市府代表團，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UNFCCC）第 21 次締約方大會（COP 21），發表「航空城-

經濟與環境的衝突」計畫 

2016年 

 加入目前世界最大的氣候變遷相關城市合作聯盟：全球市長聯盟

（Compact of Mayors，簡稱 COM） 

 參與 C40城市組織所辦理之「C40城市獎」（C40 Cities Awards）；

參與競賽 3計畫項被遴選入 Sustainia 2016年 Cities 100刊物，為台

灣唯一獲選城市。 

 受 CDP Cities亞太區城市關係主任邀請加入國際碳揭露行列；同年

接露結果獲得 CDP的肯定，被選為 2016五個最佳城市殊榮，填報

資料將被收錄進 InFocus City Reports中 

 市府代表團，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 22次締

約方大會（COP 22）。 

2017年 

 參與 C40城市組織所辦理之「C40城市獎」（C40 Cities Awards）；

參與競賽 2計畫項被遴選入 Sustainia 2017年 Cities 100刊物。 

 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 23次締約方大會（COP 

23）；受邀參加 COP23「波昂區」周邊會議，並由拱祥生顧問分享

桃園市因應氣候變遷的策略 

2018年 

 首次參與 ICLEI世界大會，並由邱俊銘副秘書長以「桃園市發展低

碳綠色城市」經驗與臺中市、台南市、高雄市、日本京都市、英國

倫敦及德國多特蒙德共同進行城市對談。 

 受邀參與於韓國水原市舉辦的第三屆亞洲人本城市論壇，並由邱俊

銘副秘書長於會議中分享分享桃園以人為本，所發展出的低碳綠色

城市之成果。 

 拜會 ICLEI東亞秘書處及 CityNet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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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2018 아시아 인간도시 수원포럼

17-18 September, 2018

Suwon, Republic of Korea

Overview of the Forum

Venue  Novotel Ambassador Suwon 

Host  Suwon City 

Organizer Suwon Research Institute, Suwon Sustainable City Foundation,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LEI Korea Office, CITYNET 

Date  17-18 September, 2018
Language Koran, 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will be provided) 

Introduc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been highlighting the role and importance of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build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llow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were adopted in 2015 by the United Nations and 

New Urban Agenda was agreed as the outcome of Habitat III. The value of 'Human City' pursued by the city of Suwon is in line with 

New Urban Agenda and 'Creating People-Centered City Movement', which is spreading among cities in Asia Pacific recently.

Suwon City has established its institutions for policy research and execution such as Suwon Research Institute and Suwon 

Sustainable City Foundation to create a new era for realizing a people-centered city, Suwon. In addition, with the value of Human 

City, Suwon held the Suwon Ecomobility World Festival 2013. We are also implementing several policies to encourage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clud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s, Citizen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System, Good City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Round Table Discussion attended by 500 People, and Citizens’ Planning Group for Urban Policies. Suwon has been 

sharing exemplary cases in flouring people-centric citie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y hosting the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since 2016. 

In order to diagnose and share the policies that have been carried out with the aim to establish itself as a Human City, Suwon is 

hosting 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which will take place in Novotel Ambassador Suwon on 17 to 18 Sept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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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Remarks

Dear Honorable guests and distinguished speakers, 

I am honored to be able to welcome you here at the 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People should be put first in cities across the world and sustainable urban growth must be based on 
people. Human cities are cities where people fully enjoy their rights as human beings. Paradigm shift 
of cities from focusing 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growth to focusing on people should be the goal 
of every city to make progress in achieving sustainable growth. . 

Suwon has vigorously pursued inclusive growth for all. We have been implementing various 
policies in order to encourage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cluding Good City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Citizen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System, Citizens’ Planning Group for Urban Policies, and Round 
Table Discussion attended by 500 People. These efforts are part of laying the groundwork to 
realize people-centered city, Suwon.

At the 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we will share various policies and best practices 
with the theme of "Human Cities for All" together with city leaders, professionals, and civic groups 
who are deeply interested in creating people-centered cities. I hope this forum will be a valuable 
opportunity to further expand the human city network.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issue for a city is issues for all cities, we will share our collective 
wisdom to cooperate with the aim to achieve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We hope you make a lot of good memories in Suwon and welcome you to Human City, Suwon!

YEOM Tae-young
Mayor of Suwon, Republic of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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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all to the 2018 Asian Human City Suwon Forum.

This year marks 3rd year of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to share the experiences and wisdom of 
Asian cities which have strived to achieve people-centered city. As a president of the Suwon Research 
Institute, I am very pleased and honored for The Suwon Research Institute (SRI) to be able to join the 
forum as a co-organizer from the first forum in 2016.  

The SRI has been studying issu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uwon city and happier life of its 
citizens while we have proposed various sustainable urban policies. This year focuses on revie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DG11 – Make cities and human settlements inclusive, saf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The SRI has issued SDGs 11 implementation Report of Suwon to prepare for High-
level Political Forum (HLPF) and became the first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Korea to share i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UN SDGs Knowledge Platform.  

Our efforts are to enthusiastically cope with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at are becoming 
serious at the level of city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endeavors support Suwon City and its 
citizens to contribute to the achievement of sustainability which is the global goal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goal.

Under the theme of 'Human City for All', 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will serve as a 
platform for us to explore policy efforts of cities on urban regeneration & housing welfare, urban 
resilience and civic democracy. I hope that the forum will play a pivotal role in leading policies for 
people-centric and inclusive cities and in contributing to the global goal of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 am expecting that the Youth Council, in particular, will be a valuable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 
thoughts and voices of youths who is the next leader for a sustainable city that is inclusive and 
citizen participatory. I hope you create many good memories while staying at Suwon.  

Lee Jae-eun
President, Suwon Research Institute



9

We are delighted to host the 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It is an honor to share the value of inclusiveness with the Asian countries that recognize the 
concept of Human City.

The city of Suwon has continued the discussion on Human Citi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Human 
City Consensus in 2010. Under the slogan, “People-centered City,” we are promoting various 
policies centering on citizens as the core of urban building.

Suwon Sustainable City Foundation is a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between citizens, civic groups, 
and the government for an integrated urban management of Suwon city. We promote various 
support projects in the areas of urban regeneration, economy, socie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edia,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to create a sustainable cit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itizens’ lives.

In order to share the value of a city where everyone is happy, the City Foundation has prepared the 
case studies of urban regeneration and housing welfare in the Metropolitan Suwon. 

We hope that our people-oriented and inclusive policies are spreading to the cities all over Asia to 
help create sustainable cities where every citizens can lead a happy life, inspiring the cities in Asia 
to creating sustainable cities. 

AHN Sang-wook 
Chairman of the Board, Suwon Sustainable City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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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ions on hosting the 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I believe that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is a venue for Asian cities to share the ideas and 
experiences to create people-centric cities and it will play an imperative role in building Asian 
network on Human City. 

In the Suwon Declaration on Human City in 2017, we reaffirmed the idea of ‘human flourishing’ as 
the core value for a human city for all. 

In order to driv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realizing people-centered Human City, we 
must spread our policy will over urban building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the Asian cities well 
beyond Suwon.

In addition,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needs and desires of vulnerable groups, women, 
children, youth,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 elderly, who are at the center of inclusiveness.  

I hope the 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will serve as a venue for Asian cities to 
create a sustainable city network by sharing the policy of creating a people-centered city which 
is highlighted in the UN SDG11: Make cities and human settlements inclusive, saf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Co-president SU San
Suwon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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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Suwon city and all the relevant organizers for your 
support and interest in hosting the 2018 Suwon Forum on Asia Human City.

It is our great pleasure and honor for ICLEI Korea Office to contribute to organizing the forum 
from the planning stage following 2017. Above all, Suwon City's efforts to build a people-centered, 
inclusive city are being more concrete and this philosophy has been widely shared among not just 
local governments in Korea but even overseas municipal governments. I am very proud of it as a 
person whose job i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2018, crucial efforts have been made in build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is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adopting Korean-style 
SDGs (K-SDGs) and making more concrete preparations to imple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2015. On the global stage, ‘Talanoda Dialogue’ is being 
actively conducted to prepare system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is Agreement. The dialogue is 
to encourage all parties to set the goal of taking urgent action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through 
inclusive dialogue with various stakeholders.

The main top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vements are 'inclusiveness' and 'non-exclusiveness'. In 
other words, we must take an inclusive process where everyone jo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sustainable society itself, and the fruits and benefits brought by these changes and efforts should 
be shared by all not just by specific continents or countries (No One Left Behind). This message is 
not different from what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tries to convey and emphasize on.
I hope that today’s forum help the initiative of 'Human City' to be shared by more cities, 
organizations, experts and citizens around the world and Suwon Forum on Human City will serve 
as a platform that can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achieve the SDG 11 of building sustainable 
cities where everyone is happy. 

PARK Yeon-hee
Director, ICLEI Korea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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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past 31 years, CityNet has been working towards a more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Asia Pacific, growing from just 27 members to 139 municipalities, NGOs, private companies 
and research centers today. Our organiz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87, with a mission to 
promote partnership across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particularly through city-to-city knowledge 
sharing aimed at improving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of our cities. 

With several significant global events, such as the adoption of the SDGs,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and Habitat 3, cities have become a significant focus of global development efforts, particularl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here rapid urbanization is currently underway. Our mayors, city officials, 
NGOs and civic groups have faced daunting urban challenges of bridging huge infrastructure and 
housing gaps while also tackling problems of congestion, poverty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Our model of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peer-to-peer learning has focused on four areas in 
particular: Climate Chang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SDGs.

We are deeply grateful to the City of Suwon for hosting the 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in joining the global endeavor to tackle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Under the progressive 
leadership of Mayor Yeom Tae-yeong, the City of Suwon has put forth a great deal of effort to 
engage its citizens in policy initiatives for urban progress, committed to human flourishing in their 
way towards achieving a “happier and livable city”. Suwon is an appropriate venue because of its 
good governance with accountability to their citizens. I am sure a lot of peer-to-peer learning 
experiences will take place at the Forum.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st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to the City 
of Suwon for hosting this meaningful Forum, and of course to all the guests for joining us at this 
momentous event.

Sincerely,

Vijay Jagannathan 
CityNe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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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Monday, 17 September 2018

09:30~10:00 Registration 
10:00~10:40  Opening Ceremony 

Opening Remarks  YEOM Tae-young, Mayor of Suwon, Republic of Korea 
Welcome Remarks  CHO Myung-ja, Chair of Suwon City Council 
Keynote Speech  “Conditions of People-centered City”    
   Cho Myung-rae, President, Korea Environment 
    Institute

10:40~11:00 Coffee Break

11:00~12:30 Mayors’ Dialogue
Moderator   Mary Jane Ortega, Special Advisor, CityNet 

(Ex-Mayor of San Fernando City, the Philippines)

[Speakers, Alphabetical order of City]
Francis Anthony Garcia, Mayor of Balanga, the Philippines 
Mauricio Domogan, Mayor of Baguio, the Philippines 
Kishani Jayasinghe, Chairperson of Colombo Municipal Council, Sri Lanka
KIM Hong-jang, Mayor of Dangjin, Republic of Korea
Oswar Muadzin Mungkasa, Deputy Governor of Jakarta, Indonesia
Datuk Haji Mahadi C Ngah, Deputy Mayor of Kuala Lumpur, Malaysia 
Rowena Tuason , Mayor of Masbate, the Philippines 
YEOM Tae-young, Mayor of Suwon, Republic of Korea
Dato Sr HJ Rozali Hj Mohamud, President of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Jiunn-Ming Chiou,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aoyuan, Taiwan 

12:30~14:00 Luncheon

14:00~16:00 Session 1. City where Everyone is Happy(Urban Regeneration & Housing Welfare)
Moderator  AHN Sang-wook, Chairman of the Board,  

Suwon Sustainable City Foundation

[Presentation]
1.  “A Passage to Ecological Happy City” 

 PAKR Yong-nam, Research Center for Sustainable Cities
2.  “Yokohama’s Efforts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n an Aging Society” 

 Yoko Suzuki, Director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Yokohama, Japan

3.  “People – centered City, Suwon” 
 GOAK Ho-pil, Executive Director of Urban Policy Office, Suwon City 

4.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 of Kuala Lumpur” 
 Datuk Haji Mahadi C Ngah, Deputy Mayor of Kuala Lumpur, Malaysia

[Panel Discussion]
5. CHUNG Seok,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eoul 
6. LEE Jae-joon, Professor,  Ajou Univercity 
7. Daniel Lim, Senior Programme Manager, Think City

16:30~16:15 Coffee Break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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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18:15 Session 2. City where People are Always Safe(Urban Resilience) 

Moderator  SEO Wang-jin, President of the Seoul Institute 

[Presentation]
1.  “Urban Resilience, Thinking beyon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Dr. Marc Wolfram, Professor,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2.  “‘Human’ as the Core of Urban Resilience” 

 Kung-Yueh Camyale Chao, Executive Direct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Development Institute (ICDI)

3.  “Iloilo River Development Project: Iloilo City Experiences in River Policy for 
 Human Enjoyment” 
 Liezl Joy Salazar, Councilor of Iloilo, the Philippines 

[Panel Discussion]
4.  YUN Eun-sang,  

 Secretary General, Suwon Korean Federation f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
5. KWON Gi-tae, President, Social Innovation Lab
6. Dr. Chinghui Liao, Acting Director, ICLEI Kaohsiung Capacity Center 

18:30~20:00 Welcome Dinner(City Leaders)

DAY 2 Tuesday, 18 September 2018

10:00~12:00 Session 3. City where Anything is Possible(Civic Democracy)

Moderator LEE Jae-eun, President, Suwon Research Institute

[Presentation]
1.  “Aksiku.bdg: High Schools Engagement in the Making of the City” 

 Dewi Shinta Wulan Dini Soebari Putri, Program Director, Aksiku.Lab
2.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o Solve Sectoral Issues in Jakarta” 

 Oswar Muadzin Mungkasa, Deputy Governor of Jakarta, Indonesia
3.  “Civic Democracy focusing on Suwon Governance Cases ” 

 SONG Chang-seog, Managing Director, Suwon Research Institute

[Panel Discussion]
4. KIM Seok-su,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Republic of Korea
5. Kishani Jayasinghe, Chairperson of Colombo Municipal Council, Sri Lanka
6. Dato Sr HJ Rozali Hj Mohamud, President of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7. Mauricio Domogan, Mayor of Baguio, the Philippines

10:00~12:00 Special Session. Round Discussion for Youth

Moderator KIM Do-young, Research fellow, Suwon Research Institute

12:00~12:30 Closing Ceremony

Moderator PARK Yeon-hee_Director, ICLEI Korea Office

12:30~14:00 Luncheon

14:00~16:30 Study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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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Ceremony Date          Monday 17 Sept. 2018      Time        10:00~10:40 

Venue           Novotel Ambassador Suwon     Language    Korean, English
Session Type   Ceremony & Lecture

This session will be announcing the grand opening of 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by sharing the idea of people-centered city, Human City. 

Program

10:00~10:40

Opening Remarks YEOM Tae-young, Mayor of Suwon, Republic of Korea
Welcome Remarks CHO Myung-ja, Chair of Suwon City Council
Keynote Speech   CHO Myung-rae, President, Korea Environment Institute 

– “Conditions of People-centered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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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Remakrs 

Welcome
Remarks

YEOM Tae-young, Mayor of Suwon, Republic of Korea

Mr. Yeom Tae-young received a bachelor’s degree in Agrichemical from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viously he was Secretary to President Roh 
Moo-hyun for National Agenda and Standing Audit of Korea National Park 
Service among others. As the 5th, 6th and 7th elected Mayor of Suwon, 
Mr. Yeom is working on various and innovative policies to create a human-
oriented and vibrant city.

CHO Myung-ja, Chair of Suwon City Council

Ms. Cho Myung-Ja has elected as the 9th member of the city council 
in 2010 and was reelected in 2014. Ms. Cho is the chair of Suwon City 
Council. Previously she was a memorial committee member of Suwon 
Citizens' Memorial Committee for late President Roh Moo-hyun and in 
charge of Se-ryu Distric for Campaign Committee of Moon Jae-in. After 
completing her doctorate course at Hoseo University, she gives lecture 
at Osan University and Suwon Women's University. As a chair of Suwon 
City Council, she is working actively to make citizens lives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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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Speech

CHO Myung-rae, President, Korea Environment Institute

Myung-Rae Cho is Professor of Dankook University and President 
of Korea Environment Institute. He obtained his D.Phil. i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ussex, England where he 
studied spatial political economy. He was Kookmin Bank Professor of 
Korean Studies, KIMP, Kazakhstan and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a number 
of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e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University of 
Carleton and University of Sussex. 
He has engaged in various advisory works for the public sector of 
Korea, such as Ch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Committee on Cheoggyecheon Restoration in the City of 
Seoul, Chair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f Administration Innovation 
in Chungnam Province, Members of the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He has produced over 80 books and recent 
books include ‘Modern Society and City – theory and reality’, ‘Reading 
Society by Space’, and ‘Exploring a Green Society. 

Conditions of People-centered City 

Why I highlight ‘People-Centered City’ is cities themselves are now preventing people from 
becoming a priority in city planning. More than that, urban citizens cannot lead their lives in the 
direction where city environments are tailored to their lifestyles. Then, what are required for a city 
to be sincerely people centered? First of all, a city should be formed within an appropriate area 
with proper density and heterogeneity. Second, a variety of communities need to be built where 
people can form intimate human relationships. Third, systems (i.e. self-governance) to fairly 
divide opportunities, capacities and resources, and policies (i.e. public housing policy and public 
education) should be in place. Fourth, infrastructures such as hospitals, parks, schools, etc. should 
be evenly spread across the city for a decent life. Fifth, a people-centered city economy is required 
so that citizens could have minimum wages and stable jobs. Sixth, a democratic city politics is also 
need to realize the rights to the city. Seventh, environmental flourishing is a must where people 
and the nature can live together in harmony even if they lead a cit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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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ors’ 
Dialogue Date          Monday 17 Sept. 2018      Time        11:00~12:30 

Venue           Novotel Ambassador Suwon     Language    Korean, English
Session Type   Panel discussion 

This session will bring together champions of local leadership to share exemplary cases 
for building people-centered cities. Mayors or city representatives will share each cities’ 
policies and future direction in fostering human city.

Key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Do you consider your city a human-centric city? If so, why? If not, why not?
•How have your citizens responded to your implementing people-centric humane policies?
• What are potential areas of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ities and partner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ossibly with Suwon City?
•Would you share some of your best practices in successful city-to-city cooperation?

Session Timeline

11:00~12:30

Moderator   Mary Jane Ortega, Special Advisor, CityNet 
(Ex-Mayor of San Fernando City, the Philippines)

[Speakers, Alphabetical order of City]

Francis Anthony Garcia, Mayor of Balanga, the Philippines 
Mauricio Domogan, Mayor of Baguio, the Philippines 
Kishani   Jayasinghe, Chairperson of Colombo Municipal Council, Sri Lanka
KIM Hong-jang, Mayor of Dangjin, Republic of Korea
Oswar Muadzin Mungkasa, Deputy Governor of Jakarta, Indonesia
Datuk Haji Mahadi C Ngah, Deputy Mayor of Kuala Lumpur, Malaysia 
Rowena Tuason , Mayor of Masbate, the Philippines 
YEOM Tae-young, Mayor of Suwon, Republic of Korea Korea 
Dato Sr HJ Rozali Hj Mohamud, President of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Jiunn-Ming Chiou,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aoyua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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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ator

Mary Jane Ortega_
Special Advisor, CityNet 

(Ex-Mayor of San Fernando City, the Philippines) 

Francis Anthony Garcia_ Mayor of Balanga, the Philippines 

Mauricio Domogan_ Mayor of Baguio, the Philippines 

Kishani Jayasinghe_

Chairperson of Colombo Municipal Council, Sri Lanka

KIM Hong-jang_ Mayor of Dangjin, Republic of Korea

City 
Leaders,  
in 
alphabetical 
order of the
name of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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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war Muadzin Mungkasa_  

Deputy Governor of Jakarta, Indonesia

Datuk Haji Mahadi C Ngah_  

Deputy Mayor of Kuala Lumpur, Malaysia 

Rowena Tuason_ Mayor of Masbate, the Philippines 

YEOM Tae-young_ Mayor of Suwon, South Korea 

DATO' Sr. HJ ROZALI HJ MOHAMUD_ 
President of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Jiunn-Ming CHIOU_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aoyua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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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

City where 
Everyone 
is Happy

Date          Monday 17 Sept. 2018      Time        14:00~16:00 

Venue           Novotel Ambassador Suwon     Language    Korean, English
Session Type   Case sharing & Panel Discussion 

This session will bring together champions of local leadership to share exemplary cases 
for building people-centered cities. Mayors or city representatives will share each cities’ 
policies and future direction in fostering human city.

Key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What is required and what we can do to lead happier lives in cities?
•What kind of urban regeneration and housing welfare do we need to be happy?

Session Timeline

14:00~16:00

Moderator  AHN Sang-wook, Chairman of the Board,  
Suwon Sustainable City Foundation

[Presentation]

1.  PAKR Yong-nam,  Research Center for Sustainable Cities  
 -“A Passage to Ecological Happy City”

2.  Yoko Suzuki, Director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Yokohama, Japan 
 - “Yokohama’s Efforts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n an  

 Aging Society”
3.  GOAK Ho-pil, Executive Director of Urban Policy Office, Suwon City  

 -“People – centered City, Suwon”
4.  Datuk Haji Mahadi C Ngah, Deputy Mayor of Kuala Lumpur, Malaysia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 of Kuala Lumpur”

[Panel Discussion]

5. CHUNG Seok,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eoul 
6. LEE Jae-joon, Professor, Ajou Univercity 
7. Daniel Lim, Senior Programme Manager, Think City,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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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ator AHN Sang-wook_ Chairman of the Board, 

Suwon Sustainable City Foundation, Republic of Korea

Mr. AHN Sang-wook has been working as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Suwon Sustainable City Foundation (SSCF) since 2016. 
Before joining SSCF, he used to work at LH (Korea Land & Housing 
Corporation) in Yongsan (2012.02~2013.07), Paju (2013.07~2015.01) and 
Buchoen (2015.01~2015.11). He also used to work as a chief of Urban 
Restoration Division Center in Cheon-an (2015.12~2016.09). He got his 
Bachelor and Master of Environmental Landscape at th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h.D. of Urban Master Plan at the Gacheon University. His 
main interests are Maeul-mandeulgi(urban restoration division) and 
environmental landscape design. His present activities are as one of 
the evaluation board members of Urban Vitality of Local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He is also 
as a vice-president of Korea Environmental & Landscape Engineers 
Society since 2016, Ddabok-house Community Program Consultant 
(Gyeonggi) since 2015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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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PARK Yong-nam_ Director, Research Center for Sustainable Cities

He served as a traffic policy adviser for the Daejeon Metropolitan City, 
and as a special commissioner of the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urrently, he is the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for Sustainable Cities and introduces overseas exemplary case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ities, low carbon cities, green mobility 
cities, and inclusive cities. He is an author of many books including <City 
of Dreams, Curitibba> (Green Review, 2009), <Robin Hood of the City> 
(Seohaemonjib, 2014). 

A Passage to Ecological Happy City

The presentation focuses on introducing the basic idea of organically connected urban structure 
to create a sound and sustainable ecological city as well as to provide quality life for all. In 
other words, it emphasizes on the importance of creating public space including bikeability 
that guarantees the comfort and safety of bikers, clean and modern public transportation, 
urban forests, parks and squares, and walkable streets. It also introduces overseas exemplary 
cases to illust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groundwork for ecomobility that fits into Suwon and   
environmentally transforming projects, and urban experi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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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ko Suzuki_ Director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Yokohama, Japan

As the Director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Division for Yokohama’s 
International Affairs Bureau, she is currently in charg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fforts based around sharing Yokohama’s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er career in 1995, she has had a 
great deal of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urban development. Previously, 
she work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Revitalizing Residential Area Division, 
Housing and Architecture Bureau, and has successfully led efforts on 
building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Yokohama’s Efforts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n an Aging Society

Yokohama, like many other cities in Japan, is at the forefront of super-aging communities. The 
ratio of people aged 65 and over is 24% and it is even higher in suburban residential areas, which 
were developed during the period of high economic growth around the 1960’s. In these areas, the 
infrastructure and housing is becoming outdated. Residents are aging becoming isolated. Younger 
generations are moving out to more convenient and lively places.  Suburban residential areas are 
now faced with many difficulties, and that is why Yokohama is working on building a sustainable 
residential model through partnerships and collaborations with local government, the private 
sector and local communities.

The aim of this project is to create a community in which multiple generations interact and work 
together. Three features make this project unique.

First, we singed MOU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and used private capital to develop essential child 
care and welfare facilities. We also attracted such businesses by easing regulations for building 
height and the floor-area ratio.

The second distinctive feature was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the vision for the model together with 
the community and sharing it with local stakeholders. Having a clear and comprehensive vision 
makes it easier to bring in new stakeholders and getting them involved in the project.

The third feature is the community management through which multiple generation can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sustainable society. In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are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reate platforms where everyone in the community can collaborate and exchange knowledge. 

By combining these features, we are building a model of successful suburban residential area 
revival and will share our best practice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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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K Ho-pil_ 
Executive Director of Urban Policy Office, Suwon City, Republic of Korea

Mr. Goak Ho-pil has previously served as Director General of Urb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and Director of Facility Construction Division 
of Suwon city government. He has hot his master’s degree in Policy 
Science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jou University, and 
currently directing Suwon’s urban policies for making Suwon as an 
inclusive human city.

People – centered City, Suwon

In this presentation, I will focus on Suwon City's urban regeneration and housing welfare 
project, which we are trying to build to create a city where everyone wants to live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goal of the urban regeneration i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urban innovation 
l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communities by realizing housing welfare, recovering urban 
competitiveness, promoting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reating more job. In line with the government's 
urban regeneration policy, Suwon has set the vision of urban regeneration as "Human City Suwon, 
communicating and sharing with its citizens through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Suwon Renaissance". 
By doing so, Suwon will establish the identity of historical cultural city Suwon by revitalizing the 
central areas led by citizens and promoting win-win strategy with surrounding areas. In addition, 
Suwon provides quality housing to the citizens through the Housing Welfare Center, Village Guest 
House and house chore services. The ultimate goal of urban regeneration and housing welfare in 
Suwon is to create a city where people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and citizens are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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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uk Haji Mahadi C Ngah_ 

Deputy Mayor of Kuala Lumpur, Malaysia

Datuk (Hon.) Haji Mahadi bin Che Ngah was born on 3rd September 
1959. He obtained his bachelor degree in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from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laysia in 1983. He later furthered his 
studies at postgraduate level and received his MSc Urban Development 
from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Glasgow in 1990.

He was employed by Kuala Lumpur City Hall and started as an 
executive at the City Planning department on April 25 1983. In 2004,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Director for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Later in 
2014 he was promoted to the position of Deputy Senior Director of City 
Planning. 

In July 2017, he led Sector of Project Management in City Hall as 
Executive Director after being served as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t 
Kampong Bharu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from 2015 until June 2017. 
Currently, he is back in lead for Planning Sector.

In recognition of his deeds and contribution to Kuala Lumpur, he was 
awarded with various awards and was conferred the 'Darjah Kebesaran 
Panglima Mahkota Wilayah' from the King of Malaysia which carries the 
title of Datuk.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 of Kuala Lumpur

Datuk Mahadi Ngah will discuss on the cycle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and evolution of 
cities which ultimately leads to urban decay in certain parts of the inner city that become derelict 
and dilapidated. The justifications for the need for urban regeneration is emphasized resulting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to be fit for the future. A few of the regeneration projects around the world is 
highlighted in order to learn from their success stories. The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s in Kuala 
Lumpur like the rejuvenation of rivers, the rejuvenation of lane ways and also redevelopment and 
regeneration of dilapidated public housing are further highlighted and their benefits shared. The 
main aspects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cludes phys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In short, the 
physical or aesthetic improvements will definitely contribute towards visual quality and experience 
of the area while on the social side will attract more people to the area 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conomy of the area. Finally these regenerations projects or cases leads to urban happiness of 
the residents which is manifested by the vibrancy, livability and creation of new public spaces and 
places of t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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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CHUNG Seok_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Professor CHUNG Seok has master, graduate, and doctoral degrees 
at th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has studied Bukchon, Insa-dong, 
Han River, Walkable City, Seoul and Northeast Asian cities since 1994 
at the Seoul Municip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now Seoul Research 
Institute). Since then, he has been continuing urban desig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t Kyungwon University (current Gachon University, 
2007-2013) and the University of Seoul (since 2014). Through blogs and 
Facebook activities, he continues to communicate with citizens through 
publications such as "I like a sincere city than a bouncing city" and 
"Discovery of the city: Urban humanities for a happy life".  

LEE Jae-joon_ Professor, Ajou Univercity, Republic of Korea

Mr. Lee Jae-joon has doctoral degree in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t th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has been engaged in 
various researches on urban reform and civic movement at Housing 
Institute for 7 years and the department of urban engineering, 
Hyupsung University for 13 years. Previously he served as a deputy 
mayor and played a role in applying people centered -urban planning 
to the site. Currently, he is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Public Policy 
Graduate School of Ajou University, and is carrying out research and 
political practice for smart inclusive urban and national growth.

Daniel Lim_ Senior Programme Manager, Think City, Malaysia

Daniel Lim spent the last seven years pioneering projects to activate 
spaces through placemaking under Think City, a community-focused 
urban regeneration organisation. As part of Think City’s founding 
team, Daniel has grown together with the organisation and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helping Think City expand into a national initiative.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his key focus was to set up, strategise and execute 
Think City’s rejuvenation initiatives in downtown Johor Bahru. Today, as 
part of the Southern region team, Daniel continues to manage initiatives 
in Johor Bahru while also taking on urban rejuvenation programmes in 
Kuala 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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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2.

City where 
people
are
Always
Safe

Date          Monday 17 Sept. 2018      Time        16:15~18:15 

Venue           Novotel Ambassador Suwon     Language    Korean, English
Session Type   Case sharing & Panel Discussion 

With growing number of city dwellers affected by natural disaster and external risk, 
building urban resilience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is session, we will discuss what 
urban resilience means and how to foster urban resilience by sharing experiences, lessons 
and best practices from cities. This session will serve as a platform to discuss how to 
develop resilience to overcome the external shocks and stresses while maintaining urban 
function

Key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Are the key elements for urban resilience working on a daily basis? 
•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ity that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affect to disasters and 

what are the cases using the benefits of cities to build resilience? 

Session Timeline

16:15~18:15

Moderator  SEO Wang-jin, President of the Seoul Institute, Republic 
of Korea

[Presentation]

1.  Dr. Marc Wolfram, Professor,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 
 -“Urban Resilience, Thinking beyon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2.  Kung-Yueh Camyale Chao,  
 Executive Direct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Development Institute (ICDI) 
 -“‘Human’ as the Core of Urban Resilience”

3.  Liezl Joy Salazar, Councilor of Iloilo, the Philippines  
 - “Iloilo River Development Project: Iloilo City Experiences in River 

 Policy for Human Enjoyment” 

[Panel Discussion]

4.  YUN Eun-sang,  
 Secretary General, Suwon Korean Federation f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

5. KWON Gi-tae, President, Social Innovation Lab
6. Dr. Chinghui Liao, Acting Director, ICLEI Kaohsiung Capacit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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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ator SEO Wang-jin_ President of the Seoul Institute, Republic of Korea

President SEO Wang-jin graduated from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received his master's degree in Urban Environmental Polic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eoul and his Ph.D.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in the USA. He served as the head of 
the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professor a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fter serving 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Policy Specialist and Secretary General, he 
became the President of the 15th Seoul Institute in 2017 and has been 
in charge of the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urban policy. 
He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Green Growth Committee who monitors 
and coordinates the government's low-carbon green growth policy as a 
specialist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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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Mark Wolfram_ 
Professor,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

Marc Wolfram is an urban planner working on the dynamics of urban 
change and the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for steering such change 
towards sustainability. His academic background includes studies in 
architecture, planning, as well as social sciences at various universities 
in Europe. From 2003-2013 he worked as a consultant and senior 
researcher in Germany, collaborating closely with city networks,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ince 2013 he has been 
working in South Korea a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Yonsei University, 
and since 2017 at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Seoul/Suwon). 
His research focus is on innovations in urban governance, policy, 
planning and design, targeting socio-ecological-technological system 
transformations towards sustainability. Project topics included issues 
such as land use, mobility, material flow, air quality, energy, ICT and 
biodiversity in cities. Recent projects addressed e.g. open innovation 
approaches (Living Labs) for urban energy transitions, social innovation 
policies and urban ‘village communities’, and capacity development for 
enabling transformative urban change in South Korea.

Urban Resilience, Thinking beyon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Anthropocene – the human-dominated era - cities and urban communities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From a dramatically changing climate,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nd dwindling resources to emerging threats of major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failure, as well as demographic and migratory shifts: Cities need to be able to deal with both, 
sudden disasters and slow and pervasive crises of various scope and scale.
Responding to this recognition, “urban resilie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reference 
for local governments worldwide within a decade.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addressing urban 
resilience usually assert that they strive to anticipate, prepare for and cope with particular risks 
and disasters. However, upon scrutiny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appear in the approaches used 
and the underlying interpretations of “urban resilience”. 
Two diverg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concept are therefore juxtaposed: Urban resilience as 1) 
“fortification” (engineering resilience) and as 2) “innovation”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They 
diverge in terms of their definition of urban reality and threats, the objectives pursued, and the 
measures derived. The examples of New Orleans (US) and Rotterdam (NL) are used to illustrate 
the respective implications of each perspective.
In conclusion, it appears that effective responses to complex amalgamations of contemporary 
urban risks require that urban communities 1) Deliberate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urban 
resilience” - well beyon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 making both the subjects (resilience 
of what?) and the risks (resilience to what?) explicit; and 2) Engage in practically building urban 
resilience as a continuous innovation journey. Through collectively exploring and assessing urban 
risks, working across scales and boundaries and using a plurality of knowledge, as well as diverse 
experiments with redundant solutions, cities can enable the kind of social learning processes 
required to effectively cope with a variety of future shocks and crises.

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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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g-Yueh Camyale Chao_ 
Executive Direct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Development Institute (ICDI)

Kung-Yueh Camyale Chao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public affairs fields 
for 20 years. He is currently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Development Institute (ICDI), which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concerns the right of development under climate change impacts. By 
providing i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on climate governance, 
this think tank engages in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of national 
climate policy with the PPP approach; supporting local communities 
and vulnerable groups on capacity building to achieve climate-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lives.
Camyale has been elected as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f Meteorological Societies (IFMS) since January 2016, and he 
also involved in many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e.g. Future Colab in Future 
Earth, CSO Representative in EBRD etc.. Prior to this position, Camyale 
served a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APEC Research Center for Typhoon 
and Society (ACTS) for 4 years.
Camyale studied Ph.D. in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York in the UK, 
and also studied Ph.D. in Educational Policy and Management at th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e was Lecturer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amkang University, Taipei C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ochow University. Camyale is also a 
certified trainer of UNISDR.

‘Human’ as the Core of Urban Resilience

Facing uncertainty and risks under climate change, enhancing city resilience is a new approach 
to reduce the impacts. This presentation will review the various components under the scope of 
urban resilience. In addition to the engineering aspect, International Climate Development Institute 
(ICDI) identifies Human as the Core of Urban Resilience. 
Focusing on development issues under climate change impacts, ICDI sees Human as the core 
value of Urban Resilience. Humans working together can form connected systems which serve as 
the engines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mpacts. Examples include decision making systems, 
disaster responding systems, and system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Building resilience in each 
system equips residents with the knowledge and capacity to prepare for various disasters and 
hazards proactively.
Under this core value, ICDI facilitates Urban Resilience from both top-down and bottom-up 
approaches. From the top-down, ICDI provides climate services with ou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climate governance to improve decision making systems under climate impacts. From 
the bottom-up, ICDI supports local communities and vulnerable groups in knowledge and capacity 
building. 
In addition, ICDI believes that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clear communication are the key to 
reinforc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op-down and bottom-up approaches. To achieve this, smart 
city solutions can be an important facilitating tool. By combining these three components, ICDI 
hopes to assist cities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urban resilience system which reflects human 
needs and hum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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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zl Joy Zulueta-Salaza_ Councilor of Iloilo, the Philippines

Ms Liezl Joy Salazar has serve as a Iloilo City Councilor  since July 
1 and Chairperson at Committee on Women and Family Relations, 
Committee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Committee 
on Moral Recovery. She passed a several ordinances including  an 
ordinance declaring unlawful acts and conduct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sex, gender identity, sexual orientation, race, color, descent, national 
or ethnic origin, and religious affliation or beliefs, and penalizing the 
same.

Iloilo River Development Project : 
Iloilo City Experiences in River Policy for Human Enjoyment 

Iloilo River played a very crucial role in making Iloilo City as one of the most modern cities in the 
Philippines. Due to the rapid urbanization, several urban issues and concerns cropped up, such as 
unregulated conversion of river banks into fishponds, indiscriminate cutting of mangroves, water 
pollution, and informal settlements in Iloilo River, among others.
Over the years, the City of Iloilo has undertaken a number of strategic initiatives to address 
particularly river-related issues, but the venue for interaction among government agencies 
charged with the upkeep of the river was lacking.
In 2005, the Iloilo-Batiano River Development Council (IBRDC) was created. This was an initiative 
for the rehabilitation and renewal of Iloilo River, with a plan that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ollaboration, awareness raising campaigns, public participation,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The objectives are: 1) reduce water pollution; 2) preserve and conserve biodiversity; 3) reduce 
siltation and minimize flooding; 4) generate open space and public access to the river; 5) pursue 
economic potential of the river; 6)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along the river; and 7) 
restore the aesthetic view of the river.
As part of development, the Iloilo River Esplanade was constructed. It provided the needed access 
to Iloilo River and spurred local tourism. Likewise, projects on environment like river clean-ups, 
mangrove plantings, releasing of fish fingerlings; outdoor recreation and healthy lifestyle like 
marathons, yoga sessions, bike tours, and river-related spectacles, in one way or another, are 
anchored to the Iloilo River.
It stimul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road and infrastructures, thus creating livelihood activities, and 
improved quality of life. The Iloilo-Batiano River Development Project has awakened the people’s 
spirit, in turning a once dead river, into a local pride, and a national tr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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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YUN Eun-sang_  
Secretary General, Suwon Korean Federation f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 

Yoon Eun-sang is advocate for Suwon Korean Federation f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 Since 2002, he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Environment Union and is trying to explore various agenda for 
sustainable urban environment and establish the agenda through 
citizen participation. Recently, he is interested in the safe resource 
system and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KWON GI-tae_ Presidnet, Social Innovation Lab 

He completed his Ph.D.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t Hanyang University 
and began environmental and civic movements in 1996, starting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Pollution Research Group. He has been working 
for about 10 years at the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establish a basic law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 implement basic strategie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 has 
served as deputy director and acting director at the Hope Institute, 
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innovation. He has been studying 
sustainable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ies based 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Dr. Chinghui Liao_ 
Acting Director, ICLEI Kaohsiung Capacity Center

Dr. Chinghui Liao has advocated herself in ICLEI-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the biggest city network in the world, since 2013. 
Before joining ICLEI, Dr. Liao had walked through the academic 
pathways at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ltech)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nd a Ph.D. candidate, focusing on 
environmental and renewable energy policies. Her daily task is to 
deal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issues on city levels and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building on resilient citi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in East Asia region, both internationally and domestically.
Dr. Liao has diverse spectrum of expertise in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 She has immersed herself into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and knowledge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resilient urban 
governance, such as Sendai Framew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New Urban Agenda and is also the 
UNISDR’s certificated trainer of “Climate Adaptation and Resilient 
Cites”. She is also a strategic coordinator who has coordinated 
Taiwanese cities to attend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put 
them on the stages for more awareness and vi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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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3.

City where 
Anything
is Possible

Date          Monday 18 Sept. 2018      Time        10:00~12:00 

Venue           Novotel Ambassador Suwon     Language    Korean, English
Session Type   Case sharing & Panel Discussio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s being well settled driven by growing sense of participation 
and active civil society.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s contributing to the 
expansion of e-democracy. In this session, we will share various experiences on direct 
democracy and the limits demonstrated in the course of seeking it. This session will 
provide us an opportunity to discuss building a better democracy for all through active civic 
engagement.

Key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Who is the owner of the city and how can the citizens be owners of city? 
• What are the prerequisites for establishing governance policies and the effects of each 

city's governance policies? 

Session Timeline

10:00~12:00

Moderator  LEE Jae-eun,  
President, Suwon Research Institute, Republic of Korea

[Presentation]

1.  Dewi Shinta Wulan Dini Soebari Putri, Program Director, Aksiku.Lab 
 -“Aksiku.bdg: High Schools Engagement in the Making of the City”

2.  Oswar Muadzin Mungkasa, Deputy Governor of Jakarta, Indonesi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o Solve Sectoral Issues in Jakarta “

3.  SONG Chang-seog, Managing Director, Suwon Research Institute 
 –“Civic Democracy focusing on Suwon Governance Cases” 

[Panel Discussion]

4. KIM Seok-su,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Republic of Korea
5. Kishani   Jayasinghe, Chairperson of Colombo Municipal Council, Sri Lanka
6. Dato Sr HJ Rozali Hj Mohamud, President of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7. Mauricio Domogan, Mayor of Baguio, the Philippines



35

Moderator LEE Jae-eun_ 
President, Suwon Research Institute, Republic of Korea

Dr. LEE Jae-eun has been working as the president of Suwon Research 
Institute since 2016. Before joining SRI, he taught Economics at Kyonggi 
University as a professor for 36 years with active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issues in Economy and Finance. He used to work as the president 
of Korea Association of Local Administration, vice-president of Kyonggi 
University, 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Kyonggi University. He 
had started his academic career at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where 
he got his bachelor, master, and doctoral degree in Economy. During 
his career in Kyonggi University as a professor, he has been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s the visiting researcher, and in the Texas State 
University as an exchange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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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wi Shinta Wulan Dini Soebari Putri_ 
Program Director, Aksiku.Lab

Dewi Shinta Wulan Dini Soebari Putri (Shinta) is an urban designer 
and researcher. She cofounded Bandung Urban-innovation Lab & 
Development (BUiLD) that promotes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city making in Indonesia. She is also the vice Deputy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t Indonesia Creative Cities Network (ICCN). 
One of her main focus now is to develop Aksiku.Lab, a digital application 
and creative program to promote youth interest and action for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 starting from the neighborhood surrounding 
their schools.
She previously worked at the Center for Urban Design Studies, 
Bandung, Indonesia, where she conducted applied-research in built 
environment planning and design. She holds two master's degrees, one 
in Urban Design from t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andung, Indonesia 
and the other in World Heritage at Work from Università di Torino, Italy. 
Once a Hubert H. Humphrey’s fellow at MIT, she focused her research 
on the digital media as a strategy for community engagement, 
education and empowerment. She is also now starting her doctoral 
studies, her proposed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how bottom-up 
collaborations enable urban innovations and influence the city making 
process”. To advocate the social planning framework within Indonesia’s 
planning culture is her long-term objective.

Aksiku.bdg : High Schools Engagement in The Making of The City

The presentation aims to show that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esign thinking approach 
could empower and engage the youth in the making of the city. We argue that mobile game could 
serve as the platform for the youth to learn about their neighborhood in a fun and engaging way. It 
allows the youth to immerse in the every day life of a city as creative experience through the use of 
mobile device. 
Aksiku.bdg is an adventure mobile game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Bandung to develop their 
empathy of kampung (low-income neighborhood)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s. The game is played 
by the youth age 15-18. The game has its mission to ‘treasure-hunt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rapped in a story telling. The story itself contains a series of visual to show the actu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a fun technique to suit the dynamic of youth learning style. 
During the program we ask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come and role-play as Aksiku-Warriors 
in the kampung near their school for several sessions subsequently. Their mission is to help 
the four characters represent each specific neighborhood’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urban 
sanitation (liquid waste and solid waste), public space and river health. To pursue the mission they 
are armored with an Android-based app that provide them with narrative and quests to capture 
the all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al troublemakers. Those quests and capturing lead to the actual 
data gathering of the neighborhood in the form of digital maps, pinned location, interview text 
input, and photos compiled in a website. All warriors compete as a team to defeat other teams 
with the highest score.  The missions do not end with the data gathering. They also have to choose 
the neighborhood biggest ‘enemy’ of (i.e. problem framing) and create solution to end them (i.e. 
prototyping).  

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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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war Muadzin Mungkasa_ Deputy Governor of Jakarta, Indonesia

Oswar Muadzin Mungkasa holds Master Degree in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and Ph.D in Public 
Econom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Mr Mungkasa held several key managerial posts 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Indonesia prior to the appointment as Deputy Governor 
of Jakarta for Spatial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 in November 2015.
 Mr Mungkasa was appointed as the Director of Planning and Budgeting 
at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from 2010 to 2013 and as the Director of 
Spatial Planning and Land at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Agency (Bappenas) from 2013 to 2015.      
Mr Mungkasa is the key person of the Basuki T. Purnama administration 
in charge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Jakarta Spatial Plan 2030 and the 
Detailed Spatial Plan needed to accelerat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undertaken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city administration. The 
revision is required to accommodate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rojects 
such as the National Capital Integrated Coastal Development (NCICD), 
rail-based urban transport system, and the Jakarta-Bandung high-
speed rail.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o Solve Sectoral Issues in Jakarta

Jakarta, the largest city in Southeast Asia, and its metropolitan area namely Jabodetabek (for the 
initials of Jakarta, Bogor, Depok, Tangerang and Bekasi) have been challenged by rapid urban 
growth and fragmented governance. Government agencies tend to work in siloes, severely limited
by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lack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municipalities. This challenge leads to 
gaps of incomprehensive solutions to urban problems. This critical obstacle necessita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o break the siloes, creating integrated solutions to
specific issues of Jakarta, so-called Grand Design.
Grand Design is a Consensus Document which is developed collectively by the office of Deputy 
Governor of DKI Jakarta for Spatial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 in collaboration with NGO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es involve participation and commitment of all relevant stakeholders from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s, civil society/NGO, private sectors, academicians, and mass
media. Grand Design aims to: (i) accommodates the commitment of all stakeholders in carrying 
out efforts relevant to specific issue; (ii)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all stakeholders to work togeth 
erfor Jakarta; and even (iii) provides inputs to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DKI Jakarta.
Thus far, the DKI Jakarta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five Grand Designs, including: (i)
Grand Design Green Building; (ii) Grand Design Solid Waste Management; (iii) Grand Design 
Urban Farming; (iv) Grand Design Child-Friendly City; and (v) Grand Design Water and Waste  
Water Management. Each of the document comprises of: (i) Vision; (ii) Missions; (iii) Targets; 
(iv)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v) Road Map; and (vi) Action Plan.
The collaborativ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Grand Design also leads to the existence of  
collaborative forum, which aims to: (i) establish new networks among the relevant stakeholders; 
(ii) increase the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related to specific issue; and (iii) monitor the progr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and Designs. As a result, Grand Designs may contribute to potential 
redirection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trategies to lead to greater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in 
plan implementation of DKI Jaka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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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Chang-seog_  
Managing Director, Suwon Research Institute, Republic of Korea

Dr. Song Chang-seog has got his master’s and doctoral degree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local self-governance of Hanyang University, 
and work at the national grievance committee as an administrative 
ombudsman and the secretary office of president for 17 years. After 
that, he joined the hope institute researching on social innovation and 
governance and teaching in the various field. Currently, he is working 
at Suwon Research Institute and continues his research and activities 
on citizens’ capacity building for self-governance. He has published 
various books such as <The qualification and ability of local leader, 
1995>, <The theory and practices of teaching methodologies for adult, 
1998>, <Dialogue and discussion, 2004>, <Towards the governance 
country, 2014>, and academic reports like <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for citizens’ budget of Seoul, 2015>, <Study 
on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exchange and co-project of Seoul 
for local co-living and development.>

Civic Democracy focusing on Suwon Governance Cases 

Suwon City is one of the municipalities that have been leading the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itizen autonomy or civic democracy. 
With the municipal goal of ‘We welcome people. Human City, Suwon ', Suwon has been imple-
menting a variety of systems and policies through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policy-making stage, Suwon has reflected voices from stakeholders, experts, and 
civic groups and designed the process so that citizen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age.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nation to establish Good City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Citizen Planning 
Group for Urban Policies, Citizen Autonomy Universit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Res-
idents' Association, Citizen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System and Citizen Jury system. 
Although the innovation of public-private governance has successfully improved the capacity of 
citizen autonomy, it has a long way to go. Critical analysis of its process and results and compre-
hensive monitoring are necessary to achieve another growth. The principle that will continue to be 
applied in the future is that more decision-making rights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communities or 
residents in order to make the residents the owners of 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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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KIM Seok-su_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Republic of Korea

He dropped out of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at Kyunghee University 
and started advocating civil movements such as the labor movement 
and the founding practitioners of the Citizens’ Coalition for Economic 
Justice. He worked for four years as a policy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He was the first secretary of Civil Action for Political Reform, 
who started monitoring activities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Since 
then, he has been engaged in broadcasting in various media programs 
including the Buddhist broadcast (R). He has worked as an editorial 
member at the Daily Surprise of the Political Internet Newspaper, and 
a spokesperson for the Creative Korea Party.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he has developed the 'empathy debate' of direct 
democracy principles to nurture experts of empathy discussion. He 
authored books titled "Three-minute discussion empathy for changing 
the world" (2015) and "Three-minute discussion empathy for miracle" 
(2018).

Kishani Jayasinghe_  
Chairperson of Colombo Municipal Council, Sri Lanka

She is a member of Colombo Municipal Council Chairperson Women 
and Children standing Committee. She has 31 years of active practice at 
the bar and has experience in all fields of law- including civil, criminal, 
labor and traffic. She served as secretary to the Child and Health Care 
Foundation and a Secretary to Sri Prajapathi Gothami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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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O' Sr. HJ ROZALI HJ MOHAMUD_  
President of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Dato’ Sr Hj Rozali Bin Hj Mohamud,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Municipal 
Council of Seberang Perai (MPSP). His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is a 
Fellow of Royal Institution of Surveyors Malaysia (FRISM), a Registered 
Valuer and Registered Estate Agency with Board of Valuers, Appraisers 
And Estate Agents Malaysia, ISO 9001 Lead Auditor and ISO9001 
Internal Auditor. He is also the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IO) for 
Municipal Council Of Seberang Perai which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initiatives and strategies to realize Seberang Perai Smart City. He 
has presented many papers on Public Citizen Partnership- an online 
platform for citizens to contribute ideas, lodge complaints about 
municipal services and engage in dialogue with the authorities. He has 
implemented various action plan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ulture, and arts promotion, care for animals, crime prevention, road 
safety and healthy living. Dato’ Sr Hj Rozali was also appointed as the 
Task Force Chairman to formulate 'MPSP Strategic Plan 2014 -2018', 
'MPSP Zero Stray Dog Strategic Plan 2015-2018' and 'Batu Kawan 
Ecotown Guideline'. All these strategic plans are being implemented 
successfully.

Mauricio Domogan_ Mayor of Baguio, the Philippines

A member of the Lakas Kampi CMD party, he has been elected to 
three terms as a Memb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hilippines, representing the Lone District of Baguio City. He first won 
election to Congress in 2001 and was re-elected in 2004 and 2007. As 
Congressman, he prioritized the revit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drainage system, thus solving the city’s age-old problem of folding. 
Prior to his election to Congress, Domogan served three terms as 
mayor of Baguio City from 1992 to 2001. He reclaimed his mayoralty 
post in Baguio City after winning the 2010 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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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Do-young, Research fellow, Suwon Research Institute

He is working at the Suwon Research Institute after studying urban 
engineering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Hyupsung. 
Mr. Kim is study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smart 
governance, eco-friendly urban design, and urban regeneration 
participated by citizens. Also, he is currently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living lab where citizens participate directly to solve the social 
problems of the city and spread them to contribute to social innovation.

Special
Session.

Round 
Discussion 
for Youth

Date          Monday 18 Sept. 2018      Time        10:00~12:00 

Venue           Novotel Ambassador Suwon     Language    Korean
Session Type   Round Discussion 

Young people, the leaders for the future will be brought toghether to discuss urban issues 
ba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Mod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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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Yeon-hee_Director, ICLEI Korea Office

Working for ICLEI since 2012 ,  Yeonhee has co-shaped the 
organization’s strategy and managed international/regional/nation-
al/subnational projects such as the 10 YFP SPP project, Compact of 
Mayors project, Korea Green Climate Cities program, Korea Local 
Action for Biodiversity, Energy Safe Cities Program with various 
Korean cities. She has organized the EcoMobility World Congress 
(2013), Biodiversity Summit for Cities and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2014 at CBD COP12 and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RA 
towards a roadmap for Implementation (2014) at the 7th World Water 
Forum.  Before joining ICLEI, she served the Korea Institute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Director after she had worked in the 
Agenda 21 Action Council for Gyeonggi-do Province for about 10 years. 
She was mainly engaged in implementatio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in cooperation with 31 cities and countries and civil society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promo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levels 
of government.

Closing
Ceremony Date          Monday 18 Sept. 2018      Time        12:00~12:30 

Venue           Novotel Ambassador Suwon     Language    Korean, English
Session Type   Ceremony

Youth and city representatives will be brought together to suggest collective efforts in 
flourishing Human City and announce close of the forum. 

Mod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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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可城全球辦公室
ICLEI WORLDWIDE



Middle 
& South Africa
中非和南非

Western & Central Europe
西歐和中歐

North America
北美洲

645

Latin America & 
The Caribbean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區

38

49

177

Eastern Europe, 
Caucasus & Central Asia
東歐，高加索和中亞

7

North Africa, Middle East 
& West Asia
北非，中東和西亞

7

South Asia
南亞

84

Oceania
大洋洲

141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

46

宜可城全球會員分佈
ICLEI GLOBAL MEMBERSHIP

East Asia
東亞

94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東亞清潔空氣城市
East Asia Clean Air Cities

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綠採+ 綠色採購東亞網路
Procura+ East Asia Network

城市轉型聯盟
Urban Transitions Alliance

亞洲低碳發展策略夥伴關係
Asia LEDS Partnership

建築能效加速器
Building Efficiency Accelerator

亞太韌性城市大會
Resilient Cities Asia-Pacific

城市氣候適應性和韌性
Urba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 Resilience 

生態出行
EcoMobility

生態旅遊城市
Eco-tourism City

綠色循環城市聯盟
Green Circular Cities Coalition

宜可城五大發展路徑
FIVE ICLEI PATHWAYS



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

中環聯合認證中心
China Environmental 
United Certification Center

韓國地方資訊研究與發展協會

廣州國際城市創新研究會 6

全球和區域合作夥伴
GLOBAL & REGIONAL PARTNERS



活動預告
UPCOMING EVENTS

第十屆永續和創新採購 EcoProcura大會
EcoProcura 2018

10.3 ► 10.5
奈梅亨・荷蘭 | Nijmegen, Netherlands 

世界循環經濟論壇
World Circular Economy Forum 2018 

10.22 ► 10.24
橫濱・日本 | Yokohama, Japan

良好空氣品質研討會
Better Air Quality Conference 2018

11.12 ► 11.16
古晉市・馬來西亞 | Kuching, Malaysia

7

第24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UNFCCC COP24

12.2 ► 12.14
波蘭・卡托維茲 | Katowice, Poland



感謝您的聆聽
THANK YOU

|  icleieas

|  www.iclei.org/eastasia

|  Iclei-eastasia@iclei.org

8

楊 筠 Yvonne Yang 

宜可城東亞秘書處 低碳與循環城市項目官員
ICLEI East Asia Secretariat    Program Officer 

yun.yang@iclei.org yunyangyv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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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Jiunn-Ming Chiou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Dear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Jiunn-Ming Chiou, 

 

 

On behalf of CityNet, I send you a sincere gratitude and cordial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participation at the 

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Taoyuan ha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inclusive and 

human-oriented urban development in Asia Pacific region.  

 

The 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has particularly benefitted from your distinguished participation 

in the Mayors’ Dialogue. Taoyuan’s endeavors to improve housing welfare and citizen’s health have been 

inspirational to all citi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Based on our successful joint effort at the 2018 Suwon Forum on Asian Human City, CityNet hopes to continue 

this rewarding relationship with Taoyuan. Your leadership will be fundamental for human-centered urban 

development and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 look forward to joining hands with you and seeing the positive impact that Taoyuan will bring to the prospects 

of human city in the future.  

 

 

Yours sincerely,  

 

 

 

 

Vijay Jagannathan  

Secretary General  

CityNet 

mailto:info@citynet-a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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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峰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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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  

活動成果報告  

壹、 緣起 

桃園自升格後積極轉型為低碳綠色城市，組成跨局處的推動小組，以

統整本市各項低碳綠色相關計畫，更訂定「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

條例」全力推動相關業務發展，自 104 年開始訂定本市自治條例至今已執

行第 4年，為展示現階段成果作為回顧，並藉此增加與民眾的互動及認知，

故規劃辦理本次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活動。 

貳、 活動前整體規劃 

為擴大活動效益，並增加與民眾互動的機會，本次活動於桃園區三民

運動公園辦理，並結合低碳暨環境教育中心的環境教育場域票選活動，讓

民眾在公園遊憩時可同時瞭解本市低碳綠色城市推動情形，並認識本市各

環境教育場域及潛力場所。成果展示期間為 107年 11月 26日至 107年 12

月 31日，並配合於成果展首日舉辦開幕記者會，時間約 1小時，其中副市

長出席時段約 30分鐘，說明如表 1、2。 

一、活動地點：桃園區三民運動公園(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一段 131號)。 

二、辦理機關及單位 

1.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辦理單位：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峰辰股份有限公司(低碳暨環境

教育中心計畫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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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表1、整體活動規劃 

日期 主要行程 說明 

11/26 
記者會 

(上午) 

配合低碳暨環境教育中心辦理開幕記者會，透過啟用儀式，象

徵本次低碳及環教成果之結合，並由副市長帶領進行現場參

觀，宣傳本市相關推動成果。(活動流程如表 2) 

11/26~12/31 成果展覽 
包含低碳綠色城市成果、節能屋、桃園環境教育場所及潛力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之展覽與介紹。 

 

表2、記者會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流程 活動內容 

11:00~11:29 接待貴賓與媒體記者 來賓及媒體報到 

11:29~11:32 開場表演 舞蹈表演 

11:32 主持人開場 主持人活動說明及貴賓介紹 

11:32~11:35 長官致詞 副市長致詞 

11:35~11:40 活動介紹 主持人活動介紹 

11:40~11:45 啟動儀式 
副市長及貴賓上台啟用儀式 

合影留念 

11:45~11:55 成果展示現場參觀 現場參觀 

11:55~ 合照及媒體聯訪 活動結束 

 

參、 活動場地配置 

本次活動主標題為「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為增加

與民眾互動機會，於桃園區三民運動公園內辦理成果展示活動(場地配置如表 3)，並結

合環保署的環保集點活動，於現場參觀之民眾可利用智慧型手機下載環保集點 APP 並

掃描本次展示活動專屬贈點 QRcode，一個帳號贈送 100 點(限贈一次)，以此鼓勵遊憩

民眾參觀並參與全系列活動(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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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表3、記者會場地配置 

 
 

會場位置及周圍地圖 

 

表4、環保集點活動贈送畫面 

 
 

環保集點 APP操作方式及贈點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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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因本次綠色城市成果展示活動與環境教育場域票選活動結合辦理，為讓整體活動有

一致性，活動主視覺亦搭配進行設計(如表 5所示)，展示內容依成果分為綠色生活、低

碳運輸、低碳城市與建築及再生能源四大類別，活動展示以各類別的主要成果內容為主，

詳細資訊可以智慧型手機掃描 QRcode連結至網站查看，推動說明及成果摘要整理如表

6，設計內容及現場模擬圖如表 7所示。 

 

表5、主題設計風格 

  

環教場域票選活動主視覺 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活動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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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表6、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資料 

主題

類別 
推動說明 成果摘要 

綠色

生活 

溫室氣體是造

成氣候變遷主

要原因之一，

為因應極端氣

候帶來的衝

擊，市府已推

動多項政策，

以維護本市環

境及空氣品

質。 

1. 推動綠色造林計畫：植樹造林創造森林生態環境，同時兼具環

境綠美化功能，增加民眾休閒空間，有助提升都會區居民的生

活品質，更可改善都市城鎮的生態景觀，目前已完成植樹造林

種植面積 4.19公頃，預計 2019年總計植樹造林面積達 15公

頃，種植喬木及灌木 3萬 6,000株以上。(農業局) 

2. 全民低碳健康飲食：桃園市為北台灣最大有機蔬菜生產供應

地，並積極推動本市有機農業發展，有機耕種面積至 2017 年

增加到 323 公頃，其中以有機蔬菜類為最多，化學農藥使用

量共計減少 1,356.87公斤(以每公頃使用 43.77公斤計算)。同

時為使民眾更瞭解低碳飲食觀念，推廣低碳健康餐盤，進入職

場、校園、關懷據點或集會所等進行宣導，共計辦理 198場講

座，服務達 2 萬 3,051 人次。(衛生局、農業局) 

3. 低碳永續家園計畫：輔導在地鄰里社區將低碳生活、資源循環

等元素融入生活環境，由下而上構築低碳綠色城市網絡，豎立

低碳生活意識，推動家戶低碳環保概念，並且親自參與社區的

營造。已完成 20 處鄰里社區行動項目改造及 1 處鄰里場所

亮點建置。桃園市也晉級低碳永續家園評等銀級認證，八德區

及楊梅區晉級區銅級認證，並有 16 個里取得里銅級認證。(環

境保護局) 

低碳

運輸 

全球人口總數

高達 75 億，

有半數人口集

中在都市，伴

隨著經濟發展

及私人運具快

速增加，交通

成為都市發展

的重要命脈，

1. 電動車市佔率六都第一：桃園市人口增長率為全台第一，全市

車流量也相對龐大，其中二行程老舊機車約有 7 萬輛，為推

廣大眾換購低污染運具，市府提供多項補助方案以減輕民眾汰

換老舊車輛之負擔，2017年桃園市電動機車及電動(輔助)自行

車市佔率達 4.12%，為六都第一，估計年減碳量超過 353 公

噸，相當於種植 32 萬棵樹減碳量。並友善電動二輪車使用環

境，設置充電站及專用停車格，2017年完成 242 格電動二輪

車專用停車格設置，並於全市 13個行政區設置 809 站充電

站，增加民眾使用的便利性。(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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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類別 
推動說明 成果摘要 

為了降低交通

運輸對環境的

傷害，市府推

動大眾運輸及

低污染運具等

多項政策，以

滿足人民對於

行的需求。 

2. 持續完善旅遊交通：本市「台灣好行」串聯市內觀光景點，整

合為慈湖線、小烏來線，並進一步導入「車上即是景點」概念

營造車上空間提升旅遊服務品質，2017年總乘客數 6 萬 2,570 

人次，較前一年度成長 18%。並增設中壢 A21環北及桃園經

國 2座客運轉運站，進行交通微整形，讓行路更順暢。桃園捷

運綠線也在今年正式開工，機場捷運、捷運綠線及中壢延伸線

構成口字形環狀捷運，桃園將進入捷運時代。(觀光旅遊局、

交通局、捷運工程局) 

3. 完善 YouBike服務：以代步工具的類型來區分，自行車在交通

裡被定義為第一和最後一哩的接駁工具，5公里以內的移動都

可以依賴自行車來滿足，因此 YouBike站點多半設置在捷運

站、火車站及公車站附近，自 2015年 11月開始推動本市

YouBike建置及服務工作，2017 年 12 月已啟用營運 170租賃

站，YouBike使用人數突破 800 萬人次，上線服務自行車達

4,700 輛，自行車道累積長度為 214.999公里。(交通局) 

低碳

城市

與建

築 

桃園市極力朝

向綠色低碳城

市發展，2017 

年正式實施

「桃園市發展

低碳綠色城市

自治條例」，

建構城市低碳

綠色空間。 

1. 營造水岸生態水環境：埤塘是桃園獨特的地理特色，早年先民

利用地形闢為埤塘做為農田灌溉、蓄水防洪等水利功能，近年

因都市及工商快速發展，農田耕種面積大幅減少，埤塘雖失去

原有的灌溉功能，但為了環境及文化保存，活用其水域空間，

營造水岸生態與親水環境，強化社區連結，至 2018年已進行

八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青塘園、橫山書法公園、農業博覽會

12-14等埤塘活化。(工務局) 

2. 發展節能綠建築：市府近年除配合中央「智慧綠建築推動方

案」，要求一定金額以上之公有新建建築物，須取得綠建築合

格級或通過日常節能與水資源指標，本市 2015年至 2017年，

共取得綠建築標章累計 97 處，預估 2018 年新增取得綠建築

標章 12 處，期望透過相關法令規範要求，讓建築與環境能友

善共生。(都市發展局) 

3. 智慧路燈規模全國最大：推動「騎樓整平」計畫消弭路面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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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類別 
推動說明 成果摘要 

差，提升給行人通暢的路行空間，2015 年至今騎樓整平完工

改善路段長度約為 2,189 公尺，並提升本市路燈照明服務，

更換全市 2 萬 2,774 盞為省電 LED路燈，其中包含 1 萬

1,918盞為智能路燈，於路燈上加載多種感測器(如：空氣盒

子、聲音感測、水位偵測及影像設備)，可分析車流、人流，

蒐集更多環境與交通大數據，並為全台智慧路燈規模最大的區

域。(工務局) 

再生

能源 

全球的能源供

給趨勢，主要

在降低化石能

源的依賴，並

積極發展再生

能源，以求能

源來源能夠達

到自主、多

元，市府也相

繼推動多項措

施以加速桃園

市的綠能發

展，進而打造

為優質宜居的

低碳城市。 

1. 鼓勵設置綠能設備：2015年開始推動公有房舍設置太陽能屋

頂，至 2017年共 126處機關學校設置，並於同年開始要求用

電大戶應設置 10%以上綠能電力，及擴大辦理「推動設置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太陽光電總設置容量累計達 5.4 

MW，較升格前提升 9.5倍。同時也推動風力發電系統，設置

容量提升至 10,618 kW，預計 2022年完成離岸風力發電系

統。(經濟發展局) 

2. 畜牧廢棄物資源化：桃園市畜牧業年產值 47 億元，佔桃園農

業產值 49.8%，是北台灣最重要的畜牧生產基地，為使畜牧戶

在經營畜產事業時能兼顧環境衛生及減少污染物產生，協助畜

牧場設置污染防治及相關設備，2017年輔導設置沼氣利用設

施共 3場，每日可收集沼氣 100 至 300立方公尺，並再利用

於加熱或發電設備。(農業局) 

3. 首座全光電屋頂工業區：桃園環保科技園區以「資源再生」、

「清潔能源」、「綠色能源及環保技術」為主軸，進駐廠商 8

成以上為資源處理機構，是一個完善的綠色資源處理中心，並

率先響應市府綠能政策，利用綠色能源作為替代，打造全台首

座 100%全綠能光電屋頂工業區，設置容量為 2.5MW，估計年

發電量至少 250萬度。(環境保護局、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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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桃園市低碳綠色城市成果設計樣式 

 

綠色生活類別 

 

低碳運輸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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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與建築類別 

 

再生能源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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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活動辦理情形 

一、活動場佈情形 

本次活動場地位於戶外，成果展示地點位於南崁溪旁，因附近遮蔽物少而風

勢較為強勁，故在佈置上避免大型設計物品，並增加負重確保其穩定度，成果展

示場佈時間則提早於開幕活動約前 1週進行，場地佈置情形如表 8。 

 

表8、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場佈情形 

  

11/14活動場佈 

 

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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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運輸及太陽能發電意象看版 

 

綠色生活及綠建築意象看版 

 

二、抽獎活動 

為刺激民眾參與對於活動參與的興趣，並提升活動的趣味性，本計畫配合環

境教育場域票選活動提供相關獎品項目，並依現場、網路投票類別進行分類，獎

項內容如表 9，並已於提供業務單位作為後續辦理抽獎作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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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活動獎項清單 

類別 獎項別 數量 單位 獎品內容 

走出戶外 

現場投票 

頭獎 1 個 

運動攝影機-

GoPro HERO 

全方位攝影機 

 

二獎 2 個 
GIANT折疊車

(FD606) 

 

三獎 3 個 小米行動電源 

 

小獎 10 個 

德國 BRITA 

Fill&Go 隨身

濾水瓶 0.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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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獎項別 數量 單位 獎品內容 

宅在家裡 

網路票選 

頭獎 1 個 
任天堂 

Nintendo Switch 

 

二獎 2 個 

國際牌奈米水

離子吹風機

EH-NA98 

 

三獎 

1 個 

EcoSmart 綠色

環保系列 15.6

吋後背包 

(峰辰公司計畫

提供) 

 

2 個 

Care-X smart 

band 智慧悠遊

手環 

(峰辰公司計畫

提供) 

 

小獎 10 個 

德國 BRITA 

Fill&Go 隨身

濾水瓶 0.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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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投票人員每人限投 1次(現場、網路各 1次)，可勾選 3個最喜歡的環教

場所及 3個潛力場所，依峰辰公司計畫 12月 24日提供之票選活動情形，現場共

694人、網路共 1,793人參與投票，初步整理票選情形如表 10、11所示。 

 

表10、環教場所票選情形 

序號 環教人氣王(已認證) 網路票選 現場票選 合計票數 

1 八德區-八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 661 261 922 

2 桃園區-虎頭山環境教育園區 582 258 840 

3 大溪區-石門水庫 595 215 810 

4 中壢區-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 576 138 714 

5 復興區-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 366 118 484 

6 中壢區-澗仔壢環境教育中心 255 158 413 

7 楊梅區-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249 149 398 

8 
龍潭區-友達光電龍潭廠區水資源教

育館 
178 132 310 

9 龍潭區-小人國微縮文化學校 207 99 306 

10 龍潭區-三洽水環境教育中心 231 74 305 

11 
大溪區-好時節休閒農場永續農業環

境教育中心 
230 63 293 

12 蘆竹區-桃園北區水資源回收中心 162 88 250 

13 大溪區-大溪水資源回收中心 181 51 232 

14 
觀音區-中台資源科技（股）公司環

境資源教育中心 
104 80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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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環教潛力場所票選情形 

序號 環教明日之星(潛力) 網路票選 現場票選 合計 

1 八德區-巧克力共和國 343 185 528 

2 八德區-防災教育館 303 108 411 

3 復興區-角板山暨小烏來 266 116 382 

4 蘆竹區-千郁休閒農場 364 18 382 

5 新屋區-藻礁生態環境教育教室 287 94 381 

6 新屋區-碳索生活館 269 77 346 

7 大溪區-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242 87 329 

8 桃園區-孔廟暨忠烈祠神社文化園區 182 134 316 

9 大溪區-大溪山豬湖自然生態公園 222 65 287 

10 大溪區-月眉人工溼地 191 82 273 

11 大園區-許厝港溼地 188 75 263 

12 龍潭區-客家文化館 148 89 237 

13 中壢區-臺灣中壢聚福園 185 27 212 

14 觀音區-蓮花園休閒農業區（蓮荷園） 143 54 197 

15 大溪區-三和木藝工坊 156 38 194 

16 龍潭區-石門水資源回收中心 108 71 179 

17 大溪區-富田香草休閒農場 116 53 169 

18 大溪區-原住民族文化會館 119 47 166 

19 
桃園區-朝陽水語教育園區 

（朝陽礫澗） 
81 81 162 

20 大溪區-東和音樂體驗館 117 38 155 

21 大溪區-新溪望修惜站 124 25 149 

22 蘆竹區-金格觀光工廠 75 56 131 

23 龍潭區-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9 66 125 

24 龜山區-南橋桃園觀光體驗工廠 67 52 119 

25 龍潭區-清水坑 58 58 116 

26 龍潭區-大北坑休閒農業區 59 56 115 

27 龜山區-龜山苗圃綠環境生態園區 47 40 87 

28 蘆竹區-國巨洋傘欣業有限公司 32 25 57 

29 觀音區-佳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科廠 37 13 50 

30 龜山區-龜山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站 19 19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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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記者會當天辦理情形 

本次記者會活動以低碳暨環境教育中心為主，本計畫配合相關工作執行，整

理 11月 26日記者會活動辦理情形如表 12所示。 

 

表12、記者會辦理情形 

  
記者會開幕活動及合影 

  
副市長參觀成果展示活動現場 

  

青溪國小同學參觀 



「桃園市環教設施場所票選暨低碳綠色城市成果展示」活動成果報告 

10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伍、 活動辦理成果 

蒐集整理本次活動辦理前後之媒體露出情形如表 13所示。 

 

表13、媒體露出情形 

 
 

LINE TODAY-11/22報導 指傳媒-11/22報導 

 

 

桃園市政府網站-11/22報導 環保局網頁--11/22、11/26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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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電子報-11/26報導 桃園電子報-11/26報導 

 
 

台灣好新聞-11/26報導 YAHOO!奇摩新聞-11/26報導 

  

護守桃花園 FB粉絲團-11/22、11/26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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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爾後相關單位在辦理類似活動時能更為順遂、完善且保有整體活動主題一致

性的連貫，故本次活動結束後，將本次活動執行過程有所不足之狀況提出精進改善方

向(如表 14)。 

表14、建議改善事項 

活動辦理狀況 檢討內容 精進方向 

已提前規劃

活動  

本 次 活 動 原 規 劃 於 桃 園

火 車 站 外 空 地 辦 理 低 碳

綠色城市成果展，為擴大

活動效益配合市府政策，

與 環 教 設 施 場 所 活 動 結

合辦理，並將地點改至石

門水庫環教設施場所旁，

為增加與民眾互動機會，

最 後 調 整 至 三 民 運 動 公

園，故整體活動準備時間

較緊湊。  

活 動 原 籌 備 約 於 10月 中

開始，已近年底，可選擇

的 活 動 辦 理 時 間 已 相 對

變少；故建議未來活動辦

理 可 以 上 半 年 度 舉 辦 完

成為目標，以減少因突發

狀況 (如：場地更換 )帶來

之問題而壓縮籌備期。  

已事先確認

長官可出席

時間  

今年適逢縣市首長選舉，

長官出席時間不易配合，

導致活動時間無法確定。 

未 來 如 活 動 辦 理 適 逢 選

舉年度，建議可將活動安

排於上半年度舉辦完成，

以減少變動性。  

 活動露出機

會較少  

已 請 公 關 室 協 助 安 排 媒

體露出事宜，但因為活動

時間適逢選舉前夕，故相

較 之 下 本 次 活 動 之 新 聞

性較低。  

為增加活動的曝光度，未

來 辦 理 活 動 除 事 先 調 查

科內活動舉辦時間，可進

一步考量節慶、市府重大

活動等，以避免活動強碰

而削減其話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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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總結 

桃園自升格為直轄市以來，便積極推動低碳綠色城市各項業務，讓桃園發展成六

都中的新亮點，正是當下的重要目標，市長於 104年宣布綠色城市是桃園願景城市之

一，推動方向包括發展再生能源、發展循環經濟等，而整體策略也包含低碳運輸、低

碳建築、再生能源及綠色生活等各面向。 

本市推動低碳綠色城市各項策略至今已近 4年，各項計畫已有初步成果，今年度

更受到國際舞台之邀請，於韓國水原人本論壇分享桃園以人為本，所發展出的低碳綠

色城市之成果，包含推動社會住宅，以及規劃友善的綠色交通網絡等，且桃園市也於

今年獲得全球氣候能源市長盟約(GCOM)「完全達標」之肯定，未來亦將持續發酵推動

理念，期望持續朝向低碳綠色城市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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