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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環保署長麥卡馨訪台
美國環保署署長吉娜‧麥卡馨（Gina McCarthy）蒞台訪問三天，於4月14日拜會馬英九總統。來華期
間，麥卡馨署長除參與「臺美永續學校夥伴計畫」、「臺美合作20年展」、「第一屆全球環境教育夥
伴會議」等活動，並於臺灣大學公開演講。

環McCar thy）於4月14至16日蒞台訪問，這是自

保美國環保署署長吉娜‧麥卡馨（Gina

2000年以後，14年來首位訪台的閣員。臺美環保署共
同辦理一系列夥伴會議及活動。
馬英九總統於4月14日接見麥卡馨署長時表示，麥卡馨
署長投入環保領域長達30年，經歷豐富，2013年7月
掌管美國環保署後，更為複雜的環境議題貢獻心力，
令人感佩。馬總統同時表示，臺美環保合作已超過20
年，感謝美國長期以來的協助，使臺灣的環保工作獲
致諸多具體成果，包括50條主要河川嚴重污染的河段
比10年前減少7成；空氣品質不良日數已較他上任前減
少73％；每人每天所製造的垃圾量約0.38公斤顯較以
往最高峰的1.1公斤少，降幅達66％；能源使用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由276百萬公噸降至264百萬公噸，每人年
平均排放量排名由第18名降至第21名。

臺美合作21年 攜手共創永續環境

我環保署與美國環保署自民國82年於「駐美國臺北
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環境保護技術合作協
定」架構下，開始綿密的合作與交流；美國在臺協會
及美國環保署過去將近21年來，透過200項合作計畫，
無私地分享環境監測、資訊系統、土壤、空氣、水各
項領域風險管理及環境執法的技能，有效地提升我國
各階層環境治理的能力，很多成功的技術移轉，值得
分享給其他鄰近的新興國家。
美國環保署麥卡馨署長此行，則是對國人過去3年來，
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間與美國環保署共同推動與區
域各國夥伴環保治理之政策及技術交流，腳踏實地實
踐永續環境及友善國際績效的肯定。
麥卡馨署長此行，並至新北市建安國小參觀低碳教
室、生態池，活動安排建安國小學生與紐澤西B e n
Franklin小學視訊報告；之後前往參觀「臺美環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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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回顧展」，她在臺灣大學的公開演講中強調，臺
灣有令人讚嘆環保進步歷程的故事，更具有進步及有
創意的環保政策與技術，可以分享全球。

際肯定，成為全世界的環保典範，例如臺灣在減少電
子廢棄物方面的成績，即成為中美洲和非洲訂定電子
廢棄物管理計畫時的參考實例。

麥卡馨署長指出，環境議題已超越國界，亟需各國一
起努力共同解決，透過「國際環境夥伴計畫」的成
立，不僅可以擴展夥伴計畫的參與國家，更可建立臺
灣分享成功環保經驗的平台，達到改善全球環境的目
的。

她指出，本次訪台是為了支持臺灣成立「國際環境夥
伴計畫」，本計畫的成立一方面肯定臺灣多年來的進
步，另一方面則鼓勵臺灣在未來與世界各地分享其環
保經驗。共同取得的進展，讓太平洋兩岸的人民都能
享有更好的生活。當我們攜手合作，我們也能共享成
果。然而今天環境問題和健康危害依然猖獗，而且比
過去更為難解，有待我們繼續共同合作，克服難題，
其中最需要我們投入與合作的即是全球氣候變遷的挑
戰。

肯定臺灣減廢 堪為國際表率
麥卡馨署長於演講中，首先指出，《臺灣關係法》已
滿35週年，自1979年4月10日簽署以來，《臺灣關係
法》就一直是美臺關係的基石。《臺灣關係法》已施
行30多年，而美國與臺灣的民間關係經過這些歲月更
顯深刻。污染會跨越疆界，在這個緊密聯結的世界，
美臺面臨的是共同的挑戰，需要共同去因應。
她強調：臺灣環保署不僅是一個樂於合作的夥伴，更
是亞太地區崛起中的領導者，面對快速工業化對臺灣
造成的環境衝擊，臺灣環保署是本區域內率先著手整
治環境污染的機構之一。
在雙方多年的環保合作上，麥卡馨署長說明，自雙邊
在1993年簽署環保合作協定後，就不斷交換有關空氣
和水質、化學物質安全、土壤污染、電子廢棄物回收
等領域的專業知識和技術。今天，臺灣也逐漸受到國

馬英九總統接見美國環保署麥卡馨署長

全球氣候變遷威脅 亟需各方投入與合作
極端的天氣現象，如發生在美國的桑迪颶風以及發生
在菲律賓的海燕颱風，出現的頻率日益頻繁，且威力
越來越強。這些極端天氣現象對於人類的安全和經濟
都構成重大的威脅。聯合國跨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最
新的報告指出，可能面臨糧食危機和水資源短缺的嚴
重威脅。
麥卡馨署長說，無論是氣溫變化、傳染疾病的昆蟲數
增加、農作物收成減少、或是暴風雨和洪水日漸頻
繁，全人類都難以逃過氣候變遷所帶來的風險。氣候
變遷對各地的衝擊不一，在美國，出現了前所未見的
颶風、森林大火和乾旱，正說明了無人能夠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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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表示，氣候變遷是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我們一定
要一同挺身面對。麥卡馨署長強調，美國也堅定與臺
灣及全球其他經濟體一同支持科學研究，並採取因應
全球氣候變遷的行動。美國許多民間團體和企業都已
積極投入其中。

環境教育提醒我們 人類生活在一地球村
麥卡馨署長對於新北市建安國小的印象深刻，她最後
指出，環境教育不僅能夠幫助社區環境更適於人居並
且更具永續力，同時也能提醒我們，全人類就像一個

3

命運共同體，生活在一個地球村中。建安國小的學童
和紐澤西州富蘭克林小學的學童合作、創建了屬於自
己的「綠色議會」，並擁有維護空氣和水資源的系
統。
她最後結語強調：這些小小環保領袖付諸實際行動，
他們不僅自己在學習，也在教育他們所生活的社區，
並且帶給我們許多啟發。這些小學生將會是未來的環
境守護者，他們會跟隨前人的腳步，在過去20年來所
建立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環保工作。

國際合作

「國際環境夥伴計畫」成立
103年4月14日上午在馬總統見證下，環保署魏國彥署長宣讀「國際環境夥伴計畫」成立聲明，美國環
保署麥卡馨署長亦在場見證，並表示美國為此一重要計畫的創始夥伴。

1

03年4月14日上午於總統府，在馬總統見證下，環
保署魏署長宣讀「國際環境夥伴計畫」成立聲明。
馬總統表示非常高興見證環保署宣布成立「國際環境
夥伴計畫」。此一計畫不僅為臺美關係締造重要里程
碑，具體展現臺美夥伴關係，亦顯示中華民國樂於對
國際社會做出更多貢獻，讓區域與全球環境夥伴分享
我國成功經驗。
台訪問的美國環保署麥卡馨署長也在場見證，指出該
計畫非常有價值，使臺灣能與世界各國環保領袖分

享環保經驗及專業知識。美國環保署與臺灣環保署已
緊密合作，對於能成為該計畫之創始夥伴，她深感榮
幸。
「國際環境夥伴計畫」內容目前規畫包括-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場址整治與管理、空氣品質保護、溫室氣體排
放減量、清淨港口空氣品質、永續姐妹學校、永續低
碳社區、電子電器廢棄物品回收管理、環境執法、環
境教育、氣候變遷調適等項目。

在馬英九總統與麥卡馨署長見證下，環保署魏署長宣讀「國際環境夥伴計
畫」成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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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第一屆全球環境教育夥伴會議圓滿閉幕
環保署於4月14至16日期間召開「第一屆全球環境教育夥伴會議」，美國環保署署長麥卡馨女士對於
各國共同參與開啟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表示支持及推崇，會議於4月16日圓滿閉幕。

環

保署魏國彥署長表示，「第一屆全球環境教育夥
伴會議」係我環保署與美國環保署在「駐美國台
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及美國在台協會環境保護技術合作
協定第10號執行辦法」架構下，雙方共同支持於民國
102年至104年推動的區域及全球環保夥伴計畫之一，
「第一屆全球環境教育夥伴會議」參與的各國專家來
自菲律賓、日本、印尼、墨西哥、巴西、尼加拉瓜、
宏都拉斯、美國及我國等，研討目前各國推動環境教
育的現況、面臨的挑戰、規劃未來合作重點議題及建
立交流的平台。
「第一屆全球環境教育夥伴會議」於4月14日於環保
署開幕，4月15-16日於環保署環境教育區域中心「環
境教育國際研討會－跨境及能力建置（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onference on EE Capacity-“Cross Boundary and
Capacity Building”）」進行聯席會議與交流，會議中

起草未來兩年「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的合作方向
並建立工作小組。
環保署葉欣誠副署長在閉幕時，特別感謝與會者過去3
天的努力與貢獻，並且對於與會者的效率表示感佩之
意。葉欣誠副署長表示，根據本次會議上各國與會各
國官員及組織的共識，接下來將進行的工作已清楚的
規畫出來，包括：
1. 每年於夥伴國家舉辦年會，討論關鍵議題。
2.臺灣與美國也將與全球夥伴，一起努力擴展全球環境
教育夥伴計畫，並加強重點專案環境教育的能力。
3.負責執行的夥伴，將透過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建立
網路交流平台、視訊會議、虛擬資訊交換及計畫規劃
與執行。

環保署於4月14至16日期間召開「第一屆全球環境教育夥伴會議」

廢棄物處理

邁向清除處理機構E化管理新紀元
環保署「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http://wcds.epa.gov.tw/)已完成系統功能建置，於103年5月1
日正式啟用。並已要求各地方環保局輔導轄內清除機構及處理機構上網登錄，並落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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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用者更優質便利之查詢服務，及促使環保機關更
提供清除、處理機構專屬之服務網站，並提升使

有效管理轄內的清除、處理機構，自101年起著手規劃
建置該資訊系統，本系統功能共分為「公開資訊」、
「許可申請」、「許可審查」、「申報作業」、「稽
查查核」、「資訊查詢」、「統計分析」、「資料維
護」等八大功能，系統正式上線後之預期成效說明如
下：
1.資訊分享，便捷服務與管理
產源事業及一般民眾，可透過本系統查詢全國合格清
除、處理機構名單及最新法規修正情形；清除、處理
機構，可於系統掌握各項管理新知，及會議訊息，並
可橫向連結至相關系統進行廢棄物流向申報；環保機
關可依權責分工，進行相關稽查管制工作。

5

本系統提供環保機關針對轄內績優事業進行表揚，使
產源事業及民眾可於線上查詢清除處理機構之優良事
蹟，並提供清除處理機構透過系統功能，與環保機
關人員進行問題反應與意見回覆，有利雙方的橫向聯
繫。
3.線上申請，全面e化
清除、處理機構可藉由本系統執行清除、處理許可證
之申請、變更、展延等作業，環保機關於收到申請案
後，亦可藉由本系統進行後續許可審查及證書核發作
業，達到全面e化管理之目標（本功能預計於103年9月
啟用）。
此外，環保署表示，目前全國清除機構3,602家，處理
機構168家，未來可結合本系統功能之進一步強化，建
立處理機構即時監督機制，遏止非法棄置之發生。

2.經驗交流，互動溝通

毒化物管理

預告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核可管理辦法
為強化核可規定，環保署於日前預告「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核可管理辦法」草案，針對核可文件有新
的規範，使地方機關於審核時更有依據可循。

環管理法，強化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核可規
保署依102年12月11日修正公布之毒性化學物質

定，預告訂定「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核可管理辦法」
草案，明定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核可文件之有限期
限，運作行為具體規範，作為地方主管機關審核申請
人申請運作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之依據。
該署說明，為防制毒性化學物質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
健康，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授權訂定「第四類毒

性化學物質核可管理辦法」，該辦法針對第四類毒性
化學物質訂定核可文件之申請、審查程序、核（換、
補）發、變更、展延、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及各項申請表單，並配合於資訊系統開發各項文件表
單，供申請人申辦使用。另針對本辦法發布前已領有
之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備查文件，得視同為臨時核可
文件，應於3年內前完成辦理第四類毒化物核可文件申
請作業。

水質管理

濕地復育成果豐碩 兼具生態及教育
環保署為改善河川水質，妥善處理生活污水，自92年至今陸續補助地方政府建置57處除污型人工濕
地，其中有9處獲選為國家重要濕地，近年來在中央與地方共同努力下，環境營造及生態復育成果豐
碩，成為環境教育及休閒遊憩的重要場所。

為日核定「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由內政部營
推動我國重要濕地保育工作，行政院於99年7月1

建署、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教
育部及環保署共同辦理。目前全國共有82處國家重要

濕地，其中屬環保署補助設置之人工濕地計有9處，包
括列為國家級的淡水河流域濕地（計有新海、浮洲、
打鳥埤、城林及鹿角溪等5處人工濕地），以及列為地
方級的新竹縣頭前溪生態公園、高雄市大樹舊鐵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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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濕地、屏東縣麟洛人工濕地及臺東縣關山人工濕地
等4處。
溼地主要作為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完成前之因應措
施，環保署以師法自然生態的方式，營造具有淨化污
水功能的人工濕地，減少河川的污染負荷。該署表
示，為推動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自100年至102年補助
地方政府辦理濕地保育、復育、監測、生態調查、教
育宣傳等事項。
多年來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積極努力下，上述9處人工濕
地除維持原本水質淨化功能外，濕地內生態物種日益
豐富，依據生態調查結果，9處濕地內出現的鳥類由

中華民國103年5月

100年的109種增加至102年的111種，魚類則由35種增
加為36種，兩棲爬蟲類也由35種增加為38種，物種多
樣且生態系穩定，並逐漸轉型成兼具生態、教育、休
憩等多元化的場所。
註：
除污型人工濕地：仿效自然濕地的淨化功能，以人工
方式在水域窪地底層鋪設土壤、砂、礫石等混合成之
填料介質，並種植具有水質淨化功能之植物，將污水
導入後透過土壤過濾、吸附、沉澱、水生植物吸收及
微生物分解機制等作用，去除污水中的有機物及懸浮
固體，進而淨化水質。

屏東麟洛人工溼地

環境檢驗

杜絕檢測紛爭樣品得分送3家檢測
為提高檢測結果之代表性，並增加數據可信度，環保署同意當環保機關在進行環境污染調查時，可選
擇3家檢測公司以公開的方式同步執行採樣、比對檢測及結果計算。

國環境產生變化時，雖可透過採樣檢測而得知，

規外，亦能消彌檢測代表性之爭議。

但檢測結果可能因採樣地點、時間、或檢測過程的不
同，而產生不一致的結果，為解決民眾由此產生之質
疑，環保署同意當環保機關在進行環境污染調查時，
可選擇3家檢測公司以公開的方式同步執行採樣、比對
檢測及結果計算，所得到的檢測結果除能執行環境法

環保署表示，過去環保團體或被稽察的工廠業者對於
環保機關執行檢測時，認為僅由1家檢測公司執行檢
測，且以單一數據判定是否具合法性？其說服力亦嫌
薄弱。如今環保機關可依4月14日發布的樣品分樣流程
執行檢測，經由同時採3件樣品各交由3家檢測公司執

人對於檢驗數據品質的要求日益重視，當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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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檢測，其檢測結果相對於僅檢測1件樣品，比較具有
公信力，也較能被接受，可解決長期以來的檢測紛爭
問題，也符合各界的期待。例如，針對某地區土壤中
污染物濃度是否超過標準之爭議，如經分樣後檢測結
果均為超標或未超標，對於關切的各方都能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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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說明，樣品分送3家檢驗室檢驗並未違反或修改
現行的法規制度，只是利用統計學理論增加檢測數據
的可信度，一般依公告的採樣與檢測方法執行分樣檢
測，如以土壤重金屬為例，可由原來15%的誤差降為
5%。

廢棄物管理

美國ITIC拜會交流資訊與通訊科技產品處理與合作
美國資訊科技產業協會(ITIC)於4月10日及11日在臺舉行2014年會，4月11日由DELL、APPLE、Lenovo
等國際大廠代表共5人拜會環保署，就我國廢資訊物品的管理回收、輸出入等議題交換意見，來訪外賓
對我國廢資訊物品的管理政策有更深入的瞭解，並希望透過合作管道，與我國建立夥伴關係。

美訊科技產業知名品牌所組成，該協會對於環境議
國資訊科技產業協會(I T I C)係由美國超過50個資

題深耕已久，每年會擇一個區域辦理年會，討論及交
換各國對資訊與通訊科技（ICT）產品輸出入、廢棄、
回收等議題。
該會成員對我國廢資訊物品的輸出入管理尤感興趣，
環保署說明我國對於廢棄物輸出入是採個案許可審查
制，取得許可才能進行輸出入，且處理過程及其衍生

廢棄物的流向亦要求網路申報與追蹤，自進出口至最
終處理均有完善的管控。另屬有害廢棄物依法是禁止
輸入，目前廢電腦等資訊物品因屬有害事業廢棄物，
所以不得輸入處理。
環保署表示，估計102年國內廢電子電機產品每人每年
回收量為6.01公斤，已超過歐盟每人每年4公斤的目標
值，回收成效卓著。另統計101年公告應回收種類回收
率已達80.4%。

空氣品質

2014年環保車型出爐
2014年環保車評選結果出爐，共計有8款油電混合動力(HYBRID)車，7款汽油汽車，1款柴油汽車及13
款機車入選為2014年環保車，環保署已公布於「綠色車輛指南網」(http://greencar.epa.gov.tw/)，民眾可
上網查詢，選購低排放、低噪音及低油耗的環保車。

環柴油汽車及131款機車進行評選，入選的環保

保署針對2014車型年之228款汽油汽車、72款

車型包括TOYOTAPRIUSC1.5等8款油電混合動力車、
AUDIA31.4T等7款汽油汽車、AUDIA42.0TDI柴油汽車1
款及光陽Easy100、三陽GTevo125等13款機車，各入選
車型詳如附表。和2013年環保車比較，今年新增1款油
電混合車、1款柴油小客車及5款機車。
環保署表示，環保車評量的方式是依據車輛的排氣污
染、噪音及油耗等對環境友善程度，將其各分為11
級，車輛必須符合各項環境友善程度評比至少達6級
分，且總分不得低於21級分的才能入選為環保車。

為即時充分揭露最新環保車參考資訊，從103年4月
開始，環保署對前一個月取得排氣及噪音、耗能審驗
合格證明的新車型進行環境友善程度評量級分，並於
每月15日前公布在該署「綠色車輛指南網」(網址：
http://greencar.epa.gov.tw/)，也就是說，會將新增的環保
車型立刻公布，民眾只要在這個網址左側的功能選單
裡點選「綠色車輛查詢」，以「車輛種類」、「廠牌
名稱」、「車型年」、「動力來源」、「排氣量」及
「進口/國產車」等6個項目，就可以查詢車輛的環境友
善度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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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車輛指南網可查詢車輛的環境友善度級分

資源回收

擬調整直管日光燈之回收費率
環保署研議修正回收清除處理收費及補貼費率，擬自103年7月1日起調整直管日光燈之回收清除處理費
徵收費率。

近金補貼費用隨之增加，為穩定廢照明光源回收體

查回收處理相關成本後，提出這次費率調整草案。

系及基金運作，環保署正研議修正回收清除處理收費
及補貼費率，擬自今年7月起調整。

環保署表示，本次照明光源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修正
草案，是經通盤檢討回收清除處理成本、稽徵成本、
再利用價值、對環境之影響、基金財務狀況等因素後
加以訂定。環保署呼籲，為維護生活環境，請民眾、
機關團體及公司行號勿隨意棄置廢照明光源，可透過
各類回收管道，包括：各鄉、鎮、市清潔隊資源回收
車、販賣照明光源商家或環保機關核可的回收機構等
加以回收。

年來我國廢燈管（泡）回收率大幅提升，回收基

環保署表示，由於近年來輕量化之直管日光燈（T5）
有逐漸取代傳統直管日光燈（T8）之趨勢，使得照明
光源基金之收入大幅減少，然而由於產品生命週期之
因素，目前回收處理之直管日光燈仍以較重之傳統直
管日光燈居多，故需支付的補貼費亦較多。為使照明
光源的回收處理體系能持續穩定運作，該署經重新調

環境教育

2014地球日 環保署倡導永續城市
每年4月22日是地球日(Earth Day)，全球正熱烈響應，環保署署長魏國彥4月27日特別南下臺中市秋紅
谷生態公園舉辦地球日主題活動，進行「永續城市、低碳無憂」暖化降溫儀式，藉由活動再次呼籲國
人重視環境問題，全面倡導永續城市之重要性。

環年的4月22日皆是全球共同倡導愛護地球的重要
保署指出，地球日自民國59年起迄今已45年，每

時刻，今年度也不例外，今年地球日全球性主題訂為
「永續城市」，以永續能源、綠色建築及低碳運輸為
三大重點。因為2012年的ENO (Environment Online)亞

太年會上臺中市獲選為「綠色城市」，也是亞洲第一
個獲得這個認證的城市。環保署特別結合臺中市政府
共同透過這個多元化活動，希望大眾能認識永續城市
發展的嶄新觀念，進而瞭解永續城市所須具備的元素
與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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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邀請來自德國的阿福與來自奈及利亞的Sylvia，
Sylvia表示，有一次到臺中市玩，也跟阿福一樣準備了
50元，結果司機大哥提醒他這段旅程是免費的，打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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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知道臺中市政府推廣低碳運輸，只要搭程不到8公
里一律免費。其實這是臺中市聞名全國，鼓勵民眾搭
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的措施，可謂永續城市典範。
環保署也特別利用
此次地球日活動機
會，展示電動壓縮
式垃圾車及多項低
碳運具。活動中還
推出永續城市互動
攤位、闖關抽獎活
動及再生自行車拍
賣， 並於會中提供
電動機車及電動自
行車供民眾試乘體
驗，讓民眾感受何
謂低碳生活。

台中市舉辦地球日主題活動

簡訊
研討氣候變遷創新政策、驅動綠色成長願景
為探討全球主要國家在擬訂執行因應氣候變遷政策工具作法及國際綠色財務金融機制的調和與不確定性等課
題，環保署 5 月 5 日舉辦「氣候變遷創新政策工具與綠色金融國際研討會」。
本次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英國節能信託、德國弗勞恩霍夫系統與創新研究院、美國華盛頓首府 R 街研究所、
韓國環境公司與日本名古屋大學等具有實務經驗的專家學者，分別就英國綠色協議機制與能源公司責任的啟
示、德國綠色投資與綠色融資策略、美國溫室氣體管制策略觀點、韓國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工具、日本能源稅
與排放交易機制等議題發表專題演講，並分享該國學術探討觀點與政策執行經驗。

持有效環教終身學習護照者 已破萬
為培養及提升國民的環境素養，環保署已建置「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供各界使用，並舉辦「103 年度環境教
育終身學習護照推廣計畫」，以鼓勵全民充分運用學習資源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活動於 103 年 3 月 1 日起開
跑，至今短短 2 個多月時間，持有效護照者已突破 1 萬人。
「有效護照獎」是指在「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註冊終身學習護照成功，並點選同意參與抽獎活動且已完成 1
小時環境教育者，就可以參與有效護照獎的抽獎活動。欲申請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者，請至「環境教育終
身學習護照」(http://elearn.epa.gov.tw/epp/index.html) 活動網站瞭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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