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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經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量堆動辦公室計畫 

委託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撰稿人：謝智宸、陳玫如、王俊凱、陳弘芩、許儷鳴 

摘  要 

鑑於國際溫室氣體議題進展迅速，各國紛紛投入資源與人力加以

因應，部分主要工業化國家並已成立專責機構，以統籌其國內相關溫

室氣體管理工作。為宣示推動產業溫室氣體減量之決心，於 95 年 6

月 16 日正式成立「經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量推動辦公室」(Taiwan 

Industrial Greenhouse Office, TIGO)，擬整合經濟部各局處溫室氣體減

量績效及管理作為，以促使產業達到溫室氣體減量在 2015年較 2000

年時，降低溫室氣體密集度 10%之目標。 

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已於 95年 2月 16日由環保署送行政院審

議，在經過 5 次跨部會審查會議及 3 次跨部會協調會議後，已於 95

年 9月 20日經行政院院會審核通過，並於 96年 5月 7日於立法院會

議一讀審議，共計通過 22條，保留 10條。條文保留部分提立法院黨

團協商後，提送立法院全院聯席會二、三讀審查。 

為協助我國產官學研各界妥適研商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相關

法條內容，並持續促進活絡政府部門與產業界的溝通管道，本計畫在

考量我國產業現況及國際間對於溫室氣體管制工作之發展趨勢，以及

滿足兼顧經濟、環境及能源發展 3E目標為前提下，配合溫室氣體減

量法(草案)可能擬定方向，蒐集國外先進國家工業溫室氣體調適策略

以及溫室氣體自願減量之獎勵與管理計畫相關資訊，研擬規劃工業溫

室氣體減量調適策略與檢討因應國際減量責任之短、中、長期我國產

業發展策略與工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之獎勵與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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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另針對「能源稅條例」(草案)進行研析，蒐集國外有關能

源稅、碳稅或環境稅之相關資訊，以評估對製造業之影響，並研提相

關配套措施。 

(一) 研擬規劃工業溫室氣體減量調適策略 

政府進行產業發展政策規劃，必須兼顧經濟、能源與環境，

以達到經濟發展、能源供應與環境保護三贏目標，為了在多重目

標下求取最佳的結果，本計畫應用多目標規劃法，以張四立(2005) 

3E (Environment, Energy, and Economy)模型為基礎架構，搭配減

量情境之差異增修方程式及參數設定，將能源、環境與傳統的產

業關聯分析相結合，進一步求出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能源使用

之合理配置，進行政策情境模擬分析，以作實務面政策制訂之參

考。 

短、中、長期各階段的產業發展策略，皆具有當時的時空背

景等因緣和合因素，因此實質策略建議的架構，將依據產業發展

的方向、科技發展的方向、科技之間的整合關係及跨領域、全球

化的架構與永續發展等原則，亦即兼顧整體性、策略性、永續性、

全球性等原則進行。 

1.短期發展策略 

(1)產業發展策略與能源發展綱領的調適 

需配合「能源發展綱領(草案)」能源總供給容量規劃，

發展低耗能、低耗水、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以求於有限的能

源供應下，創造最高的附加價值。 

(2)推動新興綠色產業發展 

積極發展綠色產業，藉市場擴大帶動技術與產業之發

展，以期建構再生能源產業產銷體系，如生質能產業、風力

機產業、太陽光電產業及太陽熱水器產業等。此外，積極推

動 ESCO節能服務，以提高節能效果。 

(3)建立廠商實質減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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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 94 年全國能源會議減量目標，除產業升級轉型

外，建立廠商實質減量能力亦是當務之急。現階段應優先推

動產業溫室氣體盤查、自願性減量協議，並協助產業汰舊換

新、建立清潔生產、與廢棄物資源化等能力建構，以逐步降

低溫室氣體排放，進而提升產業競爭力。 

A.溫室氣體盤查 

B.推動產業自願性減量協議 

C.協助產業汰舊換新 

D.推動清潔生產輔導，達成減廢節能效益 

E.積極輔導工業廢棄物資源化，間接促成溫室氣體減量 

(4)積極推動綠色供應鏈，發展綠色產品 

為配合資源永續利用的環保趨勢，提升產品競爭力，開

發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之綠色產品將成為企業未來研發

新產品的關鍵方向，政府應規劃適當的「綠色產品標示」，

以鼓勵綠色產品之生產。另產業應將「綠色設計管制系統」

的觀念導入產品的開發設計之中，以減少產品於廢棄時對環

境的影響與衝擊。 

2.中長期產業發展策略 

(1)加速產業結構調整 

我國未來三級產業之發展結構，呈現仍偏重服務業，其

占比上升，工業及農業之占比呈下降之趨勢。其中，製造業

下子行業產業結構主要將朝向資訊電子工業發展，金屬機

械、化學、民生工業占比呈現下降趨勢，民生工業下降程度

尤其明顯。 

A.發展技術服務業、擴大創新能量 

B.提升產業生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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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訓練專業人力 

D.規劃能源密集產業發展原則 

 (2)協助產業永續發展 

輔導產業重視資源永續利用，並建構一個安全、健康、

不虞匱乏的永續發展環境，促使產業發展與國際環保潮流接

軌，提升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A.促進資源永續利用 

B.推廣清潔生產 

C.積極輔導工廠做好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 

D.健全產業永續發展法規並加強宣導 

 (3)移除不當補貼，健全產業發展 

我國現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將於 2009 年底終止相

關獎勵，經濟部現正研擬全新產業政策套案，規劃建構以產

業基本法，搭配產業創新價值條例、產業園區發展條例等兩

項作用法，組成完整的新世代促進產業升級法規，以創新、

加值、知識經濟及品牌等產業發展重點做為修正主軸。 

A.獎勵範圍要兼顧服務業 

B.參考各國租稅獎勵措施之合理性 

C.進行財政支出規劃及稅式支出評估 

D.未來租稅獎勵以功能別為主 

E.獎勵工具應多元化 

綜上所述，本計畫整體策略規劃重點係以強化產業綠色生

產、建構溫室氣體減量能力等環境議題因應策略為主軸，提出因

應低碳時代的產業發展結構與方向。期能藉由這些策略的推動，

協助國內各產業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帶動新興產業發展，提升我



 5

國產業未來競爭力，以解決產業發展之困境，達成 94 年全國能

源會議賦予工業部門的減量目標。 

(二) 研擬規劃工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之獎勵與管理計畫 
在 1992 年聯合國通過「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後，溫室氣體

減量推動工作上，提高能源效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自願減量

協議(Voluntary Agreements)迅速而廣泛的被採用。全球 10餘個國

家，如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荷

蘭、挪威等都採用了這種政策措施來激勵企業自覺節能，有效彌

補行政手段的不足，其執行已經取得顯著的成效。 

根據 OECD於 1997年報告指出，自願減量協議的定義為「存

在於工業界與政府之間之協定，為有助於工業界履行其環保責

任，如應用於溫室氣體的自動減量行動；該行動是由參與者來擔

保負責，並且是以參與者的自我意願為協定的基礎」。 

在此機制中，政府必需先評估此計畫在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所

扮演的角色與效果，而政府的正式參與簽署協定或承諾並非自願

協定之要件，但來自政府的鼓勵卻是重要的條件，其中鼓勵的誘

因包括:教育及訓練服務、科技協助、設備更新的提供及經濟上

的誘因，如補助津貼、稅賦減免等。 

1.國外溫室氣體自願減量之獎勵與管理計畫 

(1)日本自願減量-日本經團連自主行動方案 

1997 年日本產業組織「經團連自願性環境行動計畫」 

(Keidanren Voluntary Action Plan on the Environment)，以回應

日本政府所希望的溫室氣體減量規劃。而如同大部分的自動

減量計畫，此自願行動計畫無清楚的罰則條款。然而，此行

動計畫無法律基礎，日本產經省仍可要求產業報告其自願行

動計畫的執行狀況，以符合能源使用合理化之要求。 

 (2)韓國自願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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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於 1998 年開始正式推動自願減量，主要由韓國能

源管理公司(Korea Energy Management Corporation, KEMCO)

執行，係由個別企業意願性地參與。韓國政府為鼓勵產業參

加自願減量，提供相關誘因，如推動參與廠商可享有低利融

資和租稅減免的優惠待遇、獲得技術方面協助，及達成宣導

效果。基本上，凡年耗能量在 5,000 噸油當量(TOE)以上的

廠商，政府都鼓勵其積極參與自願協議，參加與否仍取決於

實體之意願。韓國自願協議機制與成效， 

(3)韓國產業自發性登錄活動 

韓國政府於 2004年便開始推動產業 GHG登錄/認證/驗

證管理工作，因此貿工能源部(MOCIE)資助四年 200萬美金

預算下，開發屬國內產業自發性登錄活動 (Korea GHG 

Reduction Activity Registry)。該系統已於 2005年第三季相關

辦法完備後公開，並於同年成立 Korea Emission Reduction 

Registry Center，開放申請登錄。並於 2006年完成有效性確

證與查證議定書的建立後，於 2007~2008年間進行驗證及核

發信用額度，以進行排放權交易。其產業自發性登錄活動機

制與成效， 

 (4)美國自願減量-氣候領袖(Climate Leaders)計畫 

自 2002 年 2 月，美國環保署鼓勵各公司發展長期而全

面的氣候變化策略，設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並建立溫室氣

體排放清單以掌握計畫施行成效。目前已有超過 50 個主要

公司參與此計畫，包括 General Motors、Alcoa、BP、Pfizer、

Staples、International Paper、IBM、Miller Brewing、Eastman 

Kodak和 Target等。 

(5)澳洲自願減量 

澳洲自願減量協議又稱為溫室挑戰計畫 (Greenhouse 

Challenge Programme)，主要為澳洲政府於 1995年與工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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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所簽署之自願性溫室氣體減量計畫，其計畫內涵為政府

提供一個組織架構讓企業參與，並報告其溫室氣體排放狀

況，以及承諾採行溫室氣體減量行動。 

該計畫同時整合(integrates)電力供應及發電效率標準

(Electricity Supply and Generator Efficiency Standards, GES)、

及溫室氣體友善驗證計畫 Greenhouse Friendly Program)，估

計至 2010年可減少 15.8百萬噸碳當量溫室氣體排放。 

就我國目前整體針對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的相關規劃

中，主要有兩個方案。其中一個方案為工業局產業溫室氣體減量

輔導機制，另一個方案則為環保署所推動之自願性減量推動方案

審議機制。 

在工業局產業溫室氣體減量輔導機制中，主要以工廠或產業

公會所提出之自願減量計畫與具體量化的目標及對策，經由全國

工業總會彙整編制工業自願減量績效追蹤報告，並提報日後所規

劃之「產業自願減量績效審議委員會」進行審查後，進行廠商自

願減量之成果發表與績優表揚的程序。 

環保署所推動之自願性減量推動方案審議機制中，內容主要

為提案人研擬減量計畫之後，經由方法學之引用，提出計畫設計

文件並提送至環保署，而環保署依計畫性質轉送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進行初審，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初審通過，且減量計

畫送交查驗機構進行確證後，即提送環保署註冊，在執行完減量

計畫並由查驗機構進後查證後，即可提送環保署登錄實質減量額

度。 

在國內未來可能管制方向的考量下(例如：溫室氣體減量法

(草案)通過)，為使廠商能儘早因應之後不確定的衝擊，特研擬以

下表「工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與管理計畫作業要點」草案，以提

供工業局及廠商作為參考。 

表 4.4.2-10 「工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獎勵與管理計畫作業要點」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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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第一條  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補助與獎勵所轄產業執行溫室氣體盤查、登

錄、查證、及自願減量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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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盤查：指彙整、計算及分析排放量之程序。 
三、登錄：指事業將經由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之排放量登記於指定之資訊平台。 
四、查證：指查驗機構執行事業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稽核之程序。 
五、自願減量：指廠商藉由任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行為，或投入相關科技研發之活動，

進而提昇本身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之自發性行動。 
第三條  本要點中自願減量類型主要分為組織型減量與計畫型減量兩類，各類型減量定

義如下： 
一、組織型減量：以廠或事業為單位，並於目標年在其相同盤查組織邊界內，執行控管

措施，包含能源效率提升、節能、設施更新、能源更換、植林、管理

制度改善等，使其盤查所得之溫室氣體相較於基準年之溫室氣體排放

總量少。 
二、計畫型減量：以設施、製程為單位提出能源替換、效能提升、再生能源、回收利用

等方式使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或利用植林、碳捕捉與儲存等方式移

除溫室氣體使大氣中溫室氣體降低。 
第四條  本要點規定事項得委託相關專業機構執行。 
第五條  本要點所轄之產業，主要為製造業中金屬機械業、電子資訊業、化學工業、以

及民生工業，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 
第六條  申請補助者應以廠為主體，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或受本局委託執行機構提出

申請： 
一、盤查、登錄與查證補助申請書。 
二、合理保證等級查證之外部查證費用估價單。 
三、目前耗能量與溫室氣體產生狀況。 
四、詳細說明 5年內溫室氣體排放減量規劃。 
五、詳細說明 5年內進行溫室氣體排放減量規劃中，每年所需設備與投入低碳科技應用

之財務預算。 
六、補助申請須知規定之其他文件。 
第七條  參與組織型減量廠商其補助方式如下： 
一、補助每廠其每年度查證費用，最高不得超過 50萬元。 
二、補助應依年度預算額度辦理，年度預算用罄時，本局得停止補助之申請。 
三、補助金額不得超出申請資料所列之合理保證等級外部查證費用，採實報實銷方式。 
四、若因故超出原本預估費用，查驗機構或受補助者應雙方自行協調，吸收衍生費用。 
五、計畫執行結果如有結餘，應全數繳回依本要求第十五條所編列預算之基金管理單位。 
第八條  參與計畫型減量廠商其補助方式如下： 
一、本要點自公布日施行第一年內，經遴選成為輔導之廠商，補助從提案開始至完成計

畫設計文件(PDD)確證過程時之費用，其金額以 100萬元為上限，往後各年依遞減
比例進行金額補助。 

二、補助應依年度預算額度辦理，年度預算用罄時，本局得停止補助之申請。 
三、補助金額採實報實銷方式。 
四、若因故超出原本預估費用，查驗機構或受補助者應雙方自行協調，吸收衍生費用。 
五、計畫執行結果如有結餘，應全數繳回依本要求第十五條所編列預算之基金管理單位。 
第九條  本局依行業代表性、能源耗用量、示範推廣意義、環保節能與溫室氣體減量績

效、配合意願與計畫執行能力等項目，進行申請案件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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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第十條  申請組織型減量補助案件經審查通過者，應與本局及受本局委託之執行機構共

同簽訂補助契約，於取得外部查證聲明後 30 個工作天內，依約完成下列事
項，經本局審查通過後撥付補助款： 

一、將查證通過之盤查排放數據登錄至本局管理系統。 
二、事業具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平台登錄其

排放量；其登錄資料，應經查驗機構完成查證。 
三、提交查證通過之盤查報告書及合理保證等級之外部查證聲明電子文件。 
四、本局其他要求文件。 
第十一條  符合下列條件者，本局得提供廠商下列幾項獎勵： 
一、先前選擇經第二者查證之廠商，其減量績效作為本局未來排放權核配之參 

考。 
二、選擇經第三者查證之廠商，其減量績效除了可作為本局未來排放權核配之參考外，

亦可向環保署申請登錄實質減量額度。 
 
三、經遴選成為輔導之廠商，至完成整體減量計畫時，視實際減量成果給予補助，助金

額依年度預算額度決定，年度預算用罄時，本局得停止補助之申請。 
條文 
第十二條  受補助者於補助款撥付日後五年內，依約配合本局辦理宣傳活動，並定期執

行盤查、登錄與查證作業，及協助本局管理系統之資料更新與維護。 
第十三條  本局及受本局委託執行機構得派員並提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 

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對受補助者實施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資 
料，受補助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十四條  受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局應停止撥付補助款，並得追回全部 
或部分已撥付之補助金額： 

一、未能依補助契約完成溫室氣體盤查、登錄與查證作業。 
二、登錄至本局管理系統之排放資料不實，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三、向其他單位申請同一年度之溫室氣體查證補助。 
四、未能依補助契約規定，配合本局宣傳活動，定期執行盤查、登錄與查證作業，並協

助本局管理系統之資料更新與維護。 
第十五條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局或本局管理執行之相關基金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六條  本要點自公布日施行。 

(三) 評估能源稅條例草案對製造業之影響 
隨著京都議定書在 2005年 2月 16日正式生效，世界各國大

多已能體認到溫室氣體效應對地球環境的影響與衝擊，進而針對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做出重大決策。其中，課徵環境稅為目前歐洲

各國所採行的主要因應政策之一。環境稅的種類眾多，包括能源

稅、二氧化碳稅(簡稱碳稅)、污染稅、交通稅、資源使用稅等等。

就國內情況來說，目前實施的汽車燃料使用費、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費、空氣污染防制費等，都可以算是廣義的環境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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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6月全國能源會議具體結論明確指出，能源部門因應

CO2減量目標規劃，應透過推廣再生能源、擴大天然氣使用及電

價合理化等措施，來降低 CO2排放量，以達成長期 CO2減量目

標。2006年 7月全國經續會議，在長達兩個月密集的會議中，課

徵「能源稅」被列入共識意見，作為政府未來施政之方向。 

為了整合各項相關稅費、鼓勵節約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

率，立法院陳明真等一百三十位委員提案「能源稅條例(草案)」，

希望能藉由課徵能源稅，達到節約能源、穩定能源供應、開發替

代能源以及建構永續發展之社會等目的。 

1. 國外能源稅費資訊之蒐集 

(1)芬蘭 

芬蘭在 1990 年開始實施碳稅，是第一個課徵碳稅的國

家。開始實施之初，稅制設計幾乎沒有免稅優惠的部分。雖

然歐盟的碳稅還未實施，芬蘭的稅制曾隨著歐盟的碳稅計畫

幾度調整。稅收應用主要在於降低所得稅與勞務稅。1994

年時，芬蘭整合碳稅與能源稅，稅收比例約是碳稅佔四分之

三，能源稅佔四分之一，再生能源免稅。 

1997年芬蘭再度調整稅法以配合其他北歐國家，對於電

廠的發電原料給予免稅，但對電力使用課電力消費稅，一般

住商用電的電力消費稅率是工業用電的兩倍。汽電共生與風

力等再生能源發電，在 40 MVA以下給予退稅。 

1998年，芬蘭開始對廢熱發電退稅，並提高對風力發電

退稅的額度。此外，能源密集產業亦給予租稅減免。碳稅稅

率逐年調高，從 1990年碳稅小於 10FM/噸，到 1998年超過

100FM/噸。由於配套措施得宜，芬蘭汽電共生比例全球最

高，約有三分之一電力由汽電共生產生。 

(2)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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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在 1992 年成立綠色租稅委員會，並於 1994 年重

組，完成「更好的環境與更高的就業」政策建議書。1991

年開始對煤、汽油、天然氣課徵碳稅，碳稅涵蓋挪威 60%的

二氧化碳排放源，以及幾乎所有的能源排放。免稅部分，為

了維持國際競爭力，飛機、船隻、以及鋼鐵、鋁業予以免徵。 

1998年挪威政府對國會提出擴大碳稅範圍之提案，建議

取消北海補給船隻、空中、海岸運輸、漁業的免稅規定，但

國會要求行政部門再評估，並且整合排放交易制度。 

(3)瑞典 

瑞典於 1988年成立環境稅委員會(Swedish Commission 

of Environmental Charges)，是第一個進行綠色租稅改革的國

家。在針對生態稅對環境、產業競爭力、資源使用效率、稅

收等影響進行一系列研究之後，國會於 1991 年通過開徵一

系列的環境稅，包括對化石燃料、二氧化碳、二氧化硫、

NOx、電力、飲料容器、國內飛機旅行、殺蟲劑、肥料、水

力發電、核能發電、礦石、電池課稅。 

瑞典於 1991 年開始徵收碳稅，當時稅率為 250SEK/噸

CO2，同時調降能源稅 50%，因為發電用燃料已課徵能源稅，

碳稅部分予以免稅。1993年起，能源密集產業之能源稅可申

請退稅，其碳稅稅率降至一般用途的四分之一。由於此舉使

工業部門的能源消耗大增，因此在 1997 年年中，瑞典提高

工業部門的碳稅稅率 50%。除此之外，為了鼓勵再生能源，

1994年 7月開始瑞典對風力發電給予補貼 97 SEK /MWh(環

保署，2006)。 

2. 各版本能源稅率之影響 

比較四版本(陳明真委員舊版、財政部送審版、王塗發委員

版以及陳明真委員新版)稅率之影響後，可發現由於王塗發委員

版之稅率增加最終年稅率最高，該版本草案於民國 104年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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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稅稅收最高，約有 6,473億元，扣除汽燃費及油氣類貨物稅

後，淨稅收可增加 4,789億元。陳明真委員舊版之稅率增加最

終年稅率次高，新版本於民國 106年之能源稅稅收最高，約有

6,999億元，扣除汽燃費及油氣類貨物稅後，淨稅收可增加 5,231

億元；舊版本草案於民國 104年之能源稅稅收最高，約有 6,102

億元，扣除汽燃費及油氣類貨物稅後，淨稅收可增加 4,459億

元。至於財政部送審版之稅率增加最終年稅率最低，且稅率增

加速度最緩、年度最長，民國 107年能源稅稅收約有 3,477億

元，扣除各項擬取消(替代)之稅目，淨稅收可增加約 998億元。 

雖然稅收應用的方式不盡相同，但對 GDP的影響則出現相

似的結果。王塗發委員版對 GDP的負面影響最大(-0.88%)，其

次是陳明真委員舊版(-0.48%)、陳明真委員新版(-0.46%)，財政

部送審版則影響最小(-0.06%)。 

至於 CO2減量效果則是分別考量對電力部門及非電力部門

影響，並參酌國科會對我國 CO2排放基線之評估，審視課徵能

源稅之結果。以民國 114年(西元 2025年)為例，王塗發委員版

之 CO2減量效果最大，約 14.95%；陳明真委員新版次之，約

12.66%，陳明真委員舊版再次之，約 10.64%；財政部送審版最

小，約 5.08%。 

製造業課徵能源稅後，七大行業占 GDP比重都將下降，課

徵王塗發委員版能源稅草案內容後，七大製造業附加價值所受

影響最大，其次為陳明真委員所提新版草案。 

目前提出之四版本能源稅率並未依照 CO2排放係數訂定，

汽油之能源稅率明顯偏高，而煤炭之能源稅率明顯偏低。建議

在制訂能源稅率時，宜先設定總稅收目標，並考量稅收增額之

用途，再依 CO2排放係數調整各項能源之稅率，可避免稅率扭

曲外部成本內部化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