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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制度導

入能源服務產業(ESCOs)
張祐上、吳郁君、黃建平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安全與環保技術服務處

一、 前言

因應國際趨勢，我國積極投入低碳永續發展的

行列，我國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自2008年起揭示執

行各項計畫與措施， 政院於2008  6月5日核定

「永續能源政策綱 」，並於同 9月4日通過「永續

能源政策綱 －節能減碳 動方案」， 在2009  「第

三次全國能源會議」中提出「建構低碳家園」 同

階段之具體期程。為整合各部會節能減碳相關計

畫，以達成國家「永續能源政策綱領」所揭櫫之政

策目標，行政院於99年5月11日核定「國家節能

減碳總計畫」，以十大標竿方案、35項標竿型計

畫為架構（如圖1），工作項目計有159項。在「健

全法規體制」標竿方案下，為今年6月15日立法

院三讀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簡稱溫減

法 )，明定我國西元2050年長期減量目標及以五年

為一期的階段管制目標，並搭配具經濟誘因的總量

管制與交易制度。在「打造低碳社區與社會」標竿

方案下「建構低碳社區」、「打造低碳城市」及「建

設低碳島」等3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

環保署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制度」以展

現減碳績效，兩者目的皆是節能減碳，惟對象及

作法不同，溫減法主要為管制工業溫室氣體年排放

量，而低碳永續家園係藉由跨域、統整性的比賽

制度，於地方政府、鄉鎮 (市 )區及村 (里 )共同落

實低碳永續建構。

圖1……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標竿方案及計畫

（資料來源：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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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與評等制度介紹

我國在2009年「全國能源會議」後即具體提出

打造「低碳家園」的目標與時期，而將該任務交與

環保署負責推動，預期於10年內要形成我國4個

低碳永續生活圈，期待此期間能排除各種制度上的

障礙，邁向低碳家園，然牽涉極為巨大的社會及

經濟變革，這項工作絕非單點建設或政府單一機關

可獨立作業，必須配合現行國家發展需求，擬定

具全完整之推動方案，逐步建立各項執行計畫與應

用措施，且必須中央政府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共同參

與，以及民眾動員才能達成目標。包含2011年完

成每縣市至少2個村 規模的低碳示範社區，逐步

於2014  推動6個低碳城市，並循序漸進於2020  

完成 、中、南、東4個低碳生活圈（如圖2）。

依環保署「 104年度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與評等制

度推動計畫」中可知，目前規劃分為直轄市、縣

(市 )政府層級、鄉鎮 (市 )區層級及村 (里 )層級，

期望秉自我競賽的精神及經由各單位推動成果逐層

往上累積的機制設計，達到相輔相成以及各級政府

合作和資源分享的效益。評等等級分為入圍、銅

級、銀級、金級、白金級及鑽石級；初期先辦理

入圍、銅級及銀級評等作業，其餘等級視認證評

等推動狀況由執行單位另行規劃。所謂入圍即完

成指定行動項目、網路報名並選擇至少三項行動項

目後，即取得入圍。升等銅級及銀級認證則是執

行相關行動項目達到其規定之分數，且縣 (市 )及

鄉鎮 (市 )區層級所轄之單位也符合所規定之數量，

則可取得銅級或銀級認證。評等作業大致可分為三

個階段，1.評等認證報名； 2.試選行動項目； 3.提

交成果文件。各評等等級門檻條件如表1所述。

圖2……我國低碳家園永續發展願景

（資料來源：低碳家園座談會中區簡報，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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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級行政區域獲得銅級與銀級評定條件表

等級 銅級 銀級

村(里)
1.本身執行總分達70分
2.至少涵蓋2個運作機能
3.至少挑選2項必選行動項目

1.本身執行總分達200分
2.至少涵蓋4個運作機能
3.至少挑選4項必選行動項目

鄉鎮
(市)區

1.本身執行總分達100分
2.至少涵蓋2個運作機能且至少挑選3項必選行

動項目
3.所轄1/2村里達入圍，且1/5村里得到評等點

數

1.本身執行總分達250分
2.至少涵蓋4個運作機能且至少挑選6項必選行

動項目
3.所轄1/2村里達入圍，且1/4村里得到評等點

數

直轄市
縣(市)

1.本身執行總分達150分
2.至少涵蓋2個運作機能且至少挑選4項必選行

動項目
3.所轄1/2鄉鎮市區達入圍，且1/5鄉鎮市區得

到評等點數

1.本身執行總分達300分
2.至少涵蓋4個運作機能且至少挑選8項必選行

動項目
3.所轄1/2鄉鎮市區達入圍，且1/4鄉鎮市區得

到評等點數

附註：各等級行政區域之入圍條件皆為完成指定行動項目(籌組綠色團隊、撰寫低碳永續宣言書及區域現況說明)、
上網報名及任選至少3項行動項目

「低碳永續家園」應具備「具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高效潔淨能源管理」、「建立城市綠色軸線」、「培養低

碳生活習慣」、「社區群眾及社團團體參與」及「面對氣候變遷思考」等內涵，環保署經歸納各國推動作法，

整理出可達成低碳永續家園建構目標的運作機能，包

括如「生態綠化」、「綠色運輸」、「資源循環」、「低

碳生活」、蘊含建築與設備節能及再生能源意涵之「綠

能節電」，及兼顧氣候變遷調適、可利長久維運之法

規與財務設計和驅動全民共同參與的「永續經營」等。

行動項目係指為運作低碳永續家園各類機能，可據以

執行之相關低碳永續措施，分為「指定行動項目」、

「必選行動項目」及「自選／創新行動項目」；且行動

項目依執行所需投入技術、資源與人力等要素，分為

「難」、「中」、「易」程度，分別配予20分、15分及

10分的執行績效分數，六大運作機能共102項。

為取得低碳永續家園評等認證，則必須執行相關行

動項目來取得績效分數以利晉級，其中又以綠能節電

運作機能中所規範之行動項目 (共28項如表2所示 )執

行率較高，大多所執行的項目為推廣室內使用或汰換

節能燈具、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節能路燈及舊建築

節能改善等行動項目，因綠能節電是可立即執行且不

影響原本結構設計，可馬上呈現減碳成效。依照國

家節能減碳總計畫，其他政府機關仍持續運作相關計

畫，如經濟部能源局推動「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

資計畫」、「智慧節電計畫」、「千架海陸風力機」計

畫及「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以利於達到國家節能

減碳總目標。

三、 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與評等推動現況

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參與成果截至104年11月30

日，各地方政府層級已達2,037個單位參與認證，達

環保署今年度參與目標2,096個單位的97.2%。在直轄

市、縣 (市 )政府層級，目前有22個直轄市、縣 (市 )

政府參與，參與率達100%，其中2個地方政府獲得銀

級評等及4個獲得銅級評等。在鄉鎮 (市 )區層級，全

國368個鄉鎮 (市 )區中，已有252個參與認證制度，

參與率為68.5%，其中1個獲得銀級評等及50個獲得

銅級評等。在村 (里 )層級，全國村 (里 )數7,851個，

共1,762個參與認證，參與率為22.4%，其中14個獲

得銀級評等及404個獲得銅級評等。

六大運作機能中，減碳成效最好且立竿見影的無非

是「綠能節電」運作機能，特別是汰換燈具部分，因

成效顯著，故有許多地方政府支持民眾更換所謂的

LED省電型燈具，如彰化縣環境保護局配合經濟部能

源局推動「智慧節電計畫」，補助彰化縣75處社區汰

換公共區域室內節能燈具，把社區老舊的40瓦T8燈

具更換為18~20瓦的LED節能省電燈具，此措施大約

可節電55%~60%的用電量，節能減碳效果顯著。其

他縣市如桃園市、臺北市、臺南市、台中市、基隆

市及嘉義縣等縣市也辦理過相關節能燈具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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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2030 年臺灣太陽光電發電設置容量目標

17,250MW，而臺灣中南縣市位處近北迴歸線附近，

日照強烈，整體而言，南部地區的 平均日射 約為3.8 

kWh/m2．Day，全 均極具發電潛能，屬台灣太陽能

利用最佳區域，可透過地方縣市推廣補助申請或推動

太陽光電陽光社區建置，太陽能光電系統仍有很大發

展空間。

四、 結論

我國環保署推動「 104年度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

推動計畫」目的在於使全國各縣市皆可以積極投入低

碳永續家園的行列，除了地方政府需要支持外，各村

(里 )與民間企業也必須踴躍響應，才可以達成低碳永

續家園的目標。要達成目標有兩個關鍵議題，一為將

低碳永續觀念轉化為日常行為，二為推廣普及低碳措

施以降低排碳量，因照明與空調為建築耗能最大宗，

然照明設備因全年使用，為設備節能的優先考量，村

(里 )、學校及民間產 (企 )業等相關公共區域，常因經

費問題無法導入綠能節電等相關措施，故未來可考量

導入ESCO模式來建構低碳永續家園，並可將ESCO

與更多產業合作，發展出如「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

「智慧節電計畫」、及「廠商免費安裝節能設備服務平

台」等大型的節電計畫，更可以有效的減少排碳量。

政府機關補助或汰換省電設備，應多以燈具、空調

等節電效益顯著者為優先，亦可配合政府機關辦理節

能減碳服務團輔導，邀請專家全面評估，協助受輔導

者導入ESCO，又可讓更多村 (里 )、鄉鎮 (市 )區及地

方政府落實建設低碳措施與鼓勵國人實踐節能減碳生

活，達到雙贏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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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綠能節電相關行動項目

項次 行動項目 項次 行動項目
1 都市及建築設計節能準則在地化 15 推廣冷暖兩用熱泵

2 推動申請綠建築 16 節能路燈

3 建築能源護照 17 廢熱回收再利用

4 推廣低碳節能建材 18 推動農漁畜牧設備節能(農業、養殖業、畜牧業)

5 舊建築節能改善 19 寺廟節能燈具使用推廣

6 推動公有建築節能示範 20 推廣使用環保金爐

7 低碳新建築與示範社區 21 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 

8 推動綠色工廠建築節能 22 設置太陽熱能系統 

9 推動建築地源熱泵行動 23 小型水力發電

10 區域供熱供冷儲能示範中心 24 海洋能利用示範 

11 推廣室內使用或汰換節能燈具 25 推動風力發電

12 推廣節能電器 26 微電網儲能系統示範

13 用戶端智慧電表監控 27 地熱利用

14 電腦機房節能改善 28 生質能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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