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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氣候變遷及能源對策執行委員會(第 2 次)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會議地點：新北市政府 

主持人：副市長              紀錄：丁怡方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如附）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 秘書組報告：環保局 

二、 專案報告：經濟發展局、交通局 

 

參、綜合討論： 

一、 楊順美委員 

(一) 新北市非常難得規劃 2050 淨零路徑，僅提供 IEA 
Net Zero by 2050: 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 報告中「設置近期里程碑，實踐長期目標」之

重要觀念及路徑圖，供貴府參考。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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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30 年的碳排放目標是比 2005 年少 30%，比目前

中央的目標積極，但這樣的期程規劃，能達到 2050
年的淨零目標嗎？ 

(三) 發展再生能源的部分，政府應該帶頭做。新北市所

屬區域再生能源發展的比例為何？是否已竭盡所能？

是否鼓勵公民參與公民電廠設置？（現有的示範區

域有沒有起示範作用）？ 

(四) 建議應加強推廣太陽能充電站。 

(五) 建議規範大賣場的家電展售，以一級效能為優先（若

能搭配補助更優）。 

(六) 增加對民眾有關氣候變遷的教育：節能減碳不是道

德問題，是生存問題。 

(七) 在交通部門減碳，大眾運輸佔了很大比例。如何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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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願意改變過去自己開車或騎車的方便性，建議

在相關交通運具上標示碳足跡，讓民眾有感。 

(八) 應評估調查 1280 月票的成效為何？ 

(九) 新北市的廚餘回收量非常高（六都中最高，台北、

台中、台南的兩倍；桃園、高雄的四倍），建議加強

飲食教育。如此大量的廚餘，新北市目前回收再利

用的情形為何？ 

(十) 面對歐盟以及美日想要跟進採取的 CBAM(碳邊境

調整機制)，建議協助/輔導廠商建立產品碳排放量的

盤查能力，自主節能減碳，除了購買綠電憑證外，

也能在廠區自建太陽能發電系統。 

 

二、 吳建生委員 

(一) 公共建築的部分，零碳建築成本較高，政府的預算編

列也應隨之增加，否則可能造成發包不易的問題。

針對私部門的建築，則可提供補助、節稅措施。可

參考目前正在修法的溫室氣體管理法，當中的碳費

應可作為一個手段。 

(二) 對應全國交通部門的碳排大約佔 12-14%左右，新北

市交通局分配到的減量目標是 16 萬噸，應檢視是否

符合目前實際排放比例？ 

(三) 電動公車預設目標 300 輛，照目前申請實施的狀況

估算，兩年內即可達到 50%以上。目前計畫補助時

間長達十年，卻可能面臨每年預算不一的問題，延

遲汰換時程，是否可爭取更多補助，加速公車汰換

作業？ 



 4/14

(四) 電動汽車的電動交換站、汽車數量要提升，必須考慮

電動汽車發展的商業模式，目前多以共享模式為主，

需要於公共空間設置換電站，交通局必須協助盤點、

輔導。針對可自行充電的部分，則可推動相關政策，

鼓勵家戶、社區設置充電設施。 

(五) 交通部門減碳，除了運具的更新，運具上路後如何保

持順暢？目前評估多是路口延滯，但除了路口，整

個路段也應該保持順暢，也應該有相關策略。 

(六) 跳蛙式公車效果不錯，路線計畫逐年增加；但針對無

效率之路線，應該淘汰或調整。目前由公車業者自

行提出，建議市政府也應主動盤查、整理，並做出

調整。包含外送、貨運等物流服務，受疫情影響，需

求大幅提升，建議環保局也應該進行相關管理，如

鼓勵業者把運具更換成電動車。 

 

三、 羅凱耀委員 

(一) 800kw 以上用電大戶佔全台耗電 50%，新北市就有

93 家用電大戶，不能僅著眼於八里的 3 家，因為速

度太慢。針對 93 家的用電大戶，市政府應開設窗口，

直接予以輔導、規範。 
(二) 公車的部分，以新北市業者首都客運為例，旗下有

5000 台車，或許可以其為優先推動目標。比起其他

縣市政府，新北市還多提供補貼 150 萬，應可說服

業者提高換車意願。 
(三) 屋頂設置太陽能很普遍，尤其新北市土地廣泛應增

加設置範圍及容量。台灣目前缺乏 5000 度的 A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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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電力負荷太高。例如：燃油車轉電動車，

但再生能源的產量卻沒有跟上，可能造成相關政策

的落實相對困難。 

 

四、 杜威達委員 

(一) 經發局簡報的「一、前言」願景設定上，建議加入扶

植產業的部分。而精進方案中，除了把 2030 考慮移

到目標之中，至於方案與目標移更明確、多元，並

思考與 p.11（三策略五方針）整合之機會。 

(二) 整體而言，經發局的成果和措施都很豐碩，但目前

內容感覺很多卻無一氣呵成的陳述方法，建議可把

前述內容做微調包裝，才能廣宣新北市相關的成績。

例如： 

1. 整體架構包含哪些推動元素，以至於如此安排推

動事務的順序？ 

2. 過去完成了什麼？ 

3. 基於新北市的什麼在地特色，所以短中期投入特

定工作？ 

(三) 2050 淨零碳路徑圖是否考量把 2040 年新建物、2050
年既有建物規範往前推移 10-15 年？才有時間去試

行、修正。 

(四) ASHRAE 協會提供完整且免費的防治＆空調措施，

可供下載使用，但各界需要知道要怎麼使用，因此

也建議可整合入自治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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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店面節能設計手冊之落實，可能面臨兩大阻礙：專

業解讀門檻、導入的動機。建議可借鏡台中市＆台

中市冷凍空調技師公會的合作模式辦理。 

 

五、 賴偉傑委員 

(一) 中央、地方在淨零碳的過程中，應有更好的協同機

制。中央政策制定較慢，可能會延遲地方推動作業，

目前中央與地方有無較明確的協同、溝通機制？如

何透過自治條例，補充中央政策的不足或互相加乘？ 

(二) 新北市政府是否可以針對欲推動事務，盤點對應的

上位政策及自治條例、推動上的困難？透過確實梳

理，權責會更清楚，也有助預算編列。 

(三) 推動淨零碳城市的過程，應該要記錄下來。可以促

進城市光榮感，也有利於民間團體的監督。 

(四) 第二行政中心的建設，重點不應只著眼於其建物營

造及使用產生的排碳量，過程中如何讓市民可以監

督、學習交流，也是可發展的策略。  

(五) 八里淨零碳示範區預計 2030 實現，在其推動過程中，

新北市其他區域的推動狀況為何？是後續跟進還是

同步推動？ 

(六) 能源揭露的部分，中央的規劃是 2025 年制定相關規

範，但步調太慢。地方政府應向中央反映、訴諸輿

論支持。 

(七) 八里示範區計畫中，台北港有什麼作用或功能？例

如新北市政府協同交通部，劃設公平區，讓載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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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化。台北港是北部重要之大型公共建設，建議納

入八里示範區相關措施。 

(八) 新北市應該去檢視示範區（如：智慧社區）的推動

過程中，有什麼問題？作為未來普遍推動或方向調

整之參考。 

(九) 經評估，地熱難以在較早的進程時間內推動，但針

對各種減碳路徑，如：新興再生能源，不一定僅是

追求最終的產量或成效，而是可以讓民眾在過程中

提早認識新的能源，藉機進行能源教育。 

 

六、 張礫心委員 

(一) 2030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45%未來十年的行動是達

成淨零的關鍵，COP26 格拉斯哥氣候盟約（Glasgow 
Climate Pact），要求各國應於明年（2022）再度更新

其 2030 減量承諾，促使其符合巴黎協議的目標。城

市溫室氣體排放量佔全球七成，更積極的城市減碳

目標將是重要關鍵。 
1. 碳預算: 參考英國「碳預算」制度精神，每期(五

年)設定各部門碳排放上限，各部門依核配減碳額

度，提出達標相關策略及需求經費，可有效實施

減碳管理及相對應的財政政策。 
2. 臺北市因應氣候變遷碳中和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訂定「碳預算」制度，以五年為一期，要求各部

門事先設定每期碳排放上限，再依核配減碳額度，

提出達標相關策略及需求；該期屆滿前兩年必須

提出下一期預算。臺北市的第一期碳預算將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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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內提出。 
(二) 設置氣候轉型基金（中央即將實施碳費，專款用於

氣候變遷因應） 
1. 專款專用於氣候變遷調適、溫室氣體減量、照顧

氣候轉型弱勢，確保公正轉型。 
2. 參考臺北市之氣候轉型基金，「臺北市因應氣候變

遷碳中和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臺北市草案)」
第五條 市政府推動本市氣候轉型應成立臺北市

氣候轉型基金(以下簡稱氣候轉型基金)，協助轉

型過程中，為受變革影響最大市民、企業及勞工

減輕成本，創造就業機會，以確保及落實公正轉

型。 
3. 氣候轉型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

目所定之特別收入基金，以市政府為主管機關，

環境保護局為管理機關。氣候轉型基金之資金來

源如下： 
(1) 中央機關依法撥交之款項收入。 
(2) 違反本自治條例之罰鍰收入。 
(3) 專案申請補助之款項收入。 
(4) 依預算程序撥充之款項收入。 
(5) 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6) 孳息收入。 
(7) 其他收入。 

4. 氣候轉型基金之資金用途如下： 
(1) 輔導、補助及獎勵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2) 因應氣候變遷，輔導產業、勞工及脆弱群體

進行綠色轉型、公正轉型之工作事項及獎助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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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能力

建構、公民參與及獎助事項。 
(4) 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參與、交流

及合作。 
(5) 本市碳匯之研究、調查、保護及復育。 
(6) 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事項。 

(三) 建築物減碳 
1. 公有建築物及達一定規模建築物應公開及標示建

築能源耗用資訊。 
2. 明定耗能一定規模以上工廠、商辦與大型建築物

每年應辦理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申報，及溫室氣

體排放減量應符合市政府公告標準。 
3. 參考臺北市草案：本市每年燃料、熱、電等能源

消費量經換算後，排放溫室氣體數量達八千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以上之工廠、商辦與大型建築物，

每年應辦理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並向市政府申

報盤查結果。 
(四) 屋頂光電 

1. 根據綠色和平2019年「都市自給率：六都再生能

源治理評比」1其中研究資料統整六都屋頂光電

潛力，包含公有屋頂（機關、公共設施）、工廠屋

頂、其他屋頂（行政、文教、商業與一般住宅），

其中以「其他屋頂」之前潛力最高，工廠屋頂次

之。 
2. 新北市整體屋頂光電潛能約為596MW，但2020

年累積裝置量約為49.43MW，並未善用都市屋頂

太陽光電潛力。 
(五) 提升太陽能發電的經濟誘因（參考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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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六都一樣地狹人稠的首爾，為了將城市太陽光

電潛力發揮到最大值，並且修訂「首爾特別市能

源政策條例」和建築法規，規定自2020年起，不

論公、私部門的新建物都必須裝置太陽光電系統。

新法規亦鼓勵社區向電網出售潔淨電力，通過審

核的社區，每年可獲得1,000萬韓元（約25萬新臺

幣）用於推動地方再生能源發展。在首爾，現在

有逾100個「能源自主社區」，利用「公民電廠」

的概念，由民眾發展再生能源事業，不論是提供

屋頂、合建電廠或共同集資，都由社區自主營運。 
2. 首爾市成立「太陽能發電市民基金」，由市民入

股，在市府提供的場地安裝太陽光電系統，且向

認購的市民保證未來三年內保證4%。藉此市府

帶頭提供誘因的方式，擴大民眾參與。 
3. 「首爾特別市能源政策條例」第25條規定「市府

應以再生能源收益成立氣候變遷基金，專款用於

推動再生能源發展」。 
 

七、 交通局 

(一) 有做 1280 定期票推出後的運量分析，公車、捷運的

運量有提升約 3%，後續持平，但受疫情影響去年

數據有下降，需要持續觀察。 

(二) 電動公車的部分，新北市交通局編列給予民間業者

的補助預算上，每年編列 8,500 萬，一輛車大約

1,000-1,200 萬；地方政府每輛車補助 150 萬，中央

補助 633 萬，但民間業者還要負擔約 400 萬，所以

對民間業者而言還是有負擔。另外加上無法確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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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北市、中央核撥的預算金額是否固定，補助的

變數，導致目前僅能保守估算其減碳成效。電動機

車的換電站空間，也會持續努力。 

(三) 電動機車的換電站空間，也會持續努力。 

(四) 目前青春山海線已有建立 20 多處換電站、也有停

車場空間。 

(五) 針對委員提醒運輸走廊除了路口旅行時間的減少，

路段的順暢如何影響節能效益，交通局會一併做考

量。 
 

八、 經發局 
(一) 產業面的減碳部分，中、大用戶佔了主要能源用電

50%以上，對於中大型用戶的情形較清楚掌握。本次

提供資料主要針對八里區，委員提到如何幫助產業

進行碳排查核，目前目標是針對能源用戶；和委員

提到的中小企業，或許有些許重疊，會再評估是否

兼顧這部分的需求。 
(二) 用電大戶包含工業、服務業，約 341 家，目前為止

已輔導 376 家次。今天報告主要針對八里區，可能

容易造成委員誤會。委員建議結合企業資源，經發

局會再行研議。 
(三) 目標提到扶植產業，報告中較無著墨，但實為經發

局過去業務推動內容，包含為光電產業做媒合。 
(四) 目前提出的目標、規畫較保守，但實務推動工作上

會盡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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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地熱的部分，金山硫磺子坪在今年九月有計畫，估

計明年會進行開工，委員建議可以及早讓民眾了解

參與，經發局會持續努力。 
(六) 智慧電表用戶較少，45 戶沒有誤植，是真正推動的

案數，針對委員的建議指正，會再和委員溝通討論。 
 

九、 城鄉局 
(一) 有關綠美化及綠能入法之建議，目前都市計畫法新

北市施行細則 43、44 條中已有相關規範，如建築基

地內實設空地，應於扣除依規定無法綠化之面積後，

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另開發基地面積

大於 6 千平方公尺，且總樓地板面積大於 3 萬平方

公尺者，屋頂應設置二分之一面積以上之綠能設施

或設備等。後續將配合市府 2050 淨零碳目標、自治

條例及低碳城市開發推動小組等辦理相關法規滾動

檢討。 

(二) 有關新建物及既有建築之零碳建築規範一節，目前

新北市約有 160 萬戶建物，其中 30 年以上建物約有

75 萬戶有都市更新需求，將於後續更新過程中，配

合零碳概念及自治條例，進行相關法規檢討。 

 

十、 環保局 
(一) 廚餘量的數據比較高，不完全是因為生產量高，而

是新北市持續推動廚餘分類，民眾在日常生活中，

落實將廚餘與垃圾分開，加上細緻的調查。人均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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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量可跟台北市比較，因兩市均有垃圾隨袋徵收、

落實分類等政策。 
(二) 各局處簡報數字內容主要分成為全市及八里區兩

大部分，又因八里區淨零碳示範區為市長政見優先

進行規劃，並以 2030 年淨零碳目標作為期程推動

相關政策或計畫。 
(三) 有關各委員提到各項政策推動期程，目前本市係以

地方權責業管範圍內優先執行與規劃，例如本市

「都市設計審議原則」或「推動綠色城市環境影響

評估審議規範」都已納入屋頂綠化相關規定。其中，

能源排碳量降低除了配合中央能源結構調整，本市

能源轉型推動係在「使用轉型」面向，主動採取「燃

煤鍋爐退場」、「瀝青業燃料油改氣」、「燃煤汽電共

生機組退場」等，目前本局已和各單位洽談未來導

入氫能技術可行性。 
(四) 有關本市 2050 年淨零碳路徑圖細項規劃所列如

「2040 年施行新建物零碳建築規範」係指已在推

動實施政策，因此相關規範一定會在 2040 年提前

公布。 
(五) 談到淨零碳議題就會發生綠色溢價問題，包括本市

第二行政中心碳中和即興建中亦導入碳預算管理

概念，後續建築營運即會依機關排碳量執行相關減

碳行動並取得碳權或碳匯，以達成每年第二行政中

心碳中和目標。 
 

肆、 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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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一) 請各局處確認 2050 淨零碳路徑規劃目標及期程，並做

滾動式修正；請各專案小組主政機關確實掌握執行進

度。 

(二) 大型會議很難做細部決策，需藉由分組會議落實討論細

節。目前新北市氣候變遷及能源對策執行委員會項下設

置「能源轉型與效率提升」、「循環經濟」、「智慧運

輸」、「韌性調適」四個專案小組，倘若討論議題同時

涉及四個小組，請秘書組環保局擔任協調及安排會議，

另建議每個專案小組會議均邀請所有委員，讓委員依各

自專業選擇性參與。 

(三) 各局處和委員之間應建立無障礙的溝通管道，以廣納更

即時、多面向之建議與想法。倘若委員不確定該事務權

責專責單位，請提供給秘書單位環保局的主要聯繫窗

口，協助後續分工事宜以及協調統籌。 
 

陸、散會：下午 16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