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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711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6月1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9256 號

案由：本院委員徐榛蔚、鄭天財等 16 人，針對全球氣候環境變化日
益嚴重，溫室氣體減量與節能減碳亦為世界各國極力倡導之
環保議題，我國也於去（2015）年中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
管理法」，以落實環境正義，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惟現行
法規在地方政府之角色似有忽略，尤以目前全台各縣市 PM2.5
等空氣污染問題不斷加重，中央與地方政府間更須加強合作
及分工，並應納入全國國土規劃及綠能低碳概念，爰擬具「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期為台灣未
來建構低碳城市厚實基礎，保障後代子孫基本環境權益。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因應全球氣候環境變化迅速問題，國際氣候變遷治理近年已成各國發展重點，低碳亦為
國際趨勢，國內自 2006 年提出「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草案，歷經近 10 年努力，終於
在 2015 年中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由環保署公告施行，成為國內推動溫室氣體減量之法源依
據，而歐盟經貿辦事處更表示該法案代表台灣提升對抗氣候變遷能力的重要里程碑，顯示
我國保護地球環境之決心。
二、溫室氣體減量問題與低碳綠能政策係各級政府應共同努力之要務，除中央有關機關負有推
動之責，地方政府亦有協助之必要，以期落實各級政府合作分工，爰提案修正溫室氣體減
量及管理法第八條及第十一條，明文列入地方政府，賦予其必要之協助身分，並增訂成員
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使參與公共事務之性別平權更具保障；另溫室氣體減量
與管理之推行，更應與國土整體發展、全國區域計畫整合推動，並納入低碳相關概念，始
為完備，爰修正該法第九條及第二十四條，以建構台灣環境保護之積極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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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八條

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

現

行

條

文

第八條

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

說

明

一、修正第一項。

關機關、直轄市、縣（市）
政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

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
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

二、環境保護之職責非中央機
關獨力可完成，地方政府角

，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
、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整

量、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
整合、推動及成果彙整相關

色更為不可或缺，爰增列地
方政府，以加強中央與地方

合、推動及成果彙整相關事
宜，其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

事宜。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

政府間之合作及分工。
三、另為保障參與公共事務之

得低於三分之一。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

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
之事項如下：

性別平權，增列性別比例相
關文字。

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
之事項如下：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
展。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
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
源節約。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
源節約。

三、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

三、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
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

四、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
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

室氣體減量。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室氣體減量。
五、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

六、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

七、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
用。

七、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
用。

八、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
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

八、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
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

化。
九、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化。
九、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

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

量之誘因機制。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

量之誘因機制。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

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
。

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
。

十二、溫室氣體總量管制、
抵換、拍賣、配售、交易

十二、溫室氣體總量管制、
抵換、拍賣、配售、交易

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
量機制之推動。

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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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機制之推動。
十三、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

研發及推動。
十四、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

研發及推動。
十四、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

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
之參與。

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
之參與。

十五、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
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五、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
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六、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
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六、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
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七、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
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十七、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
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
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應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
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應

一、修正第一項。
二、為使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

配合全國區域計畫和國土計
畫整體發展目標，依我國經

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
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

之推行更為完備，爰增列應
配合國土整體發展與全國區

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
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

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
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

域計畫，並賦予地方政府共
同推動之責。

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
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

簡稱行動綱領）及溫室氣體
減量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

綱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
方案（以下簡稱推動方案）

動方案），會商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

，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定後實施。
前項行動綱領應每五年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前項行動綱領應每五年

檢討一次；推動方案應包括
階段管制目標、推動期程、

檢討一次；推動方案應包括
階段管制目標、推動期程、

推動策略、預期效益及管考
機制等項目。

推動策略、預期效益及管考
機制等項目。

國家能源、製造、運輸
、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

國家能源、製造、運輸
、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
項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
項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

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

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

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排
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

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排
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

誘因之措施。

誘因之措施。
第十一條

階段管制目標以五

年為一階段，其目標及管制
方式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

第十一條

階段管制目標以五

年為一階段，其目標及管制
方式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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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邀集學者、專家及民間

，邀集學者、專家及民間團
體組成諮詢委員會定之，其

團體組成諮詢委員會定之。
各階段管制目標應依前

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三分之一。

項之訂定準則，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各階段管制目標應依前
項之訂定準則，由中央主管

機關訂定，並經召開公聽會
程序後，送行政院核定。

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訂定，並經召開公聽會

各階段管制目標，除第
一階段外，應於下一階段排

程序後，送行政院核定。
各階段管制目標，除第

放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一階段外，應於下一階段排
放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
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學校及

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
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學校及

一、修正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第三款、第五款及第六

產業對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
認知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

產業對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
認知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

款。
二、此條係涉民眾參與，爰其

宣導工作，並應積極協助民
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其應

宣導工作，並應積極協助民
間團體推展有關活動，其應

各項內容即有明確之必要，
以期低碳綠能政策得更加融

推展事項如下：
一、擬訂與推動氣候變遷及

推展事項如下：
一、擬訂與推動氣候變遷及

入。

其影響的教育宣導計畫，
及配合相關政策措施推動

其影響的教育宣導計畫。
二、提供民眾便捷之氣候變

事項。
二、利用現代資訊與通訊科

遷相關資訊。
三、建立產業與民眾參與機

技，提供民眾便捷之氣候
變遷相關資訊及互動平台

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地環
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
三、建立產業溫室氣體管理

四、培訓科學、技術和管理
人員。

與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
研擬順應當地發展計畫、

五、鼓勵研發，結合環境教
育相關措施，編製氣候變

產業活動及環境特性之因
應對策。

遷之環境教育教材。
六、促進人民節約能源與提

四、培訓科學、技術和管理
人員。

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建置低碳產品標籤制度

五、鼓勵綠色低碳研發計畫
，並結合環境教育相關措

及推廣低碳產品。
八、其他經各級政府機關公

施，提供編製氣候變遷之
環境教育教材參考。

告之事項。

六、推動低碳城市和生態社
區，促進人民節約能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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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建置低碳產品標籤制度
及推廣低碳產品。
八、其他經各級政府機關公
告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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