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重要政策
110 年 12 月

1. 每天多做一點點，齊力推動全民綠生活
在環保署一樓大門口有台特別的飲水機，上頭加裝了計數器，紅色的數字不時跳動著，非常顯眼。
一瓶水以 600 CC 為單位，截至目前為止，這台飲水機已經奉獻近 3.4 萬瓶的水給路過需要的人飲用。
於此同時，全台灣還有 7,900 個像這台飲水機一樣的奉茶站。
走進大門，訪客登記早已完全數位化，只要拿出手機掃 QR CODE 便完成手續，即便疫情目前已
經稍緩，環保署內仍有八成會議維持線上召開。這裡力行節能減塑。每到晚上八點，大樓內的飲水機
會自動暫停供水，直到隔天早上六點恢復運
作。人流多的進出口設有「袋袋相傳」專區，
提供公用環保袋，進環保署不能拿塑膠袋，否
則警衛會立刻制止。
再往頂樓走，是片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
綠色空間，遍植櫻花、軟枝黃蟬、蕨類、孟宗
竹林、和柑橘類果樹。到了清明時節，青青草
地上會開出綬草，粉色花朵小巧玲瓏，延著花
軸旋轉而生，是台灣難得的原生種小型野生

環保署屋頂綠化

蘭花。

危機就是轉機，趁勢推動綠生活
從裡到外，環保署就是實證綠生活的最佳場域。去年三月，
疫情剛起，環保署認證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面臨人潮、營收銳
減。當時，在署長室裡，環保署長張子敬第一次提到想要推動「綠
生活」的概念「因為疫情會改變許多人們既有的生活習慣，這正
是推動綠生活的時機！」。
綠生活就是一種友善環境的生活方式。環保署以「用在地」
、
「惜資源」
、
「護環境」為基本訴求，從加強公私部門協力、結合

綠生活的 logo，以綠葉為構圖，代表

環境教育資源、串聯活動媒體廣宣和推廣網路資訊平台四個策

全民綠生活應是輕鬆地融入生活日常

略出發，設下三個目標：友善環境的生活方式、支持本土產業以
及發展綠色產業。

中，同時更與人形結合，以身體向外
伸展的姿態呈現全民綠生活的活力。

實際行動上則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分階段深化推動「綠色飲食」
、
「綠色旅遊」
、
「綠
色消費」、「綠色辦公」及「綠色居家」五大面向。

綠色飲食：吃多少、點多少，選用在地食材
根據環保署統計資料，108 年台灣廚餘回收量逾 49 萬公噸，用廚餘桶堆疊起來相當於 1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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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台北 101 的高度。食物浪費不僅造成龐大經濟損失，更糟的是食物廢棄物產生廚餘、溫室氣體排
放等環境問題，加重地球的負擔。
在綠色飲食的面向，環保署以源頭減量、惜食觀念及在地食材為行動主軸，結合業者、學校，透
過編撰教材、辦理惜食夏令營，持續推動惜食環境教育。除外，環保署也結合中央機關、縣市政府，
餐飲業者等，推動「綠色餐廳」認證。綠色餐廳是以環境友善為理念，提供環保、低碳、重視食安的
供餐及用餐環境，截至 110 年 10 月底，全台已有 859 家綠色餐廳、216 家惜食推廣種子店家。
在源頭減量部分，力倡減少瓶裝水用量、宣導攜帶環保杯。比方，從國內熱門景點小琉球、澎湖
開始，與在地 39 間飲料店合作，推動「租借隨身杯」，在 108-109 年之間，租借達 16 萬 8,000 杯
次。夜市也是綠生活推動重點。目前，在全台 21 縣市中，已有 22 處推動示範夜市商圈，每一天都
為台灣減少 13 萬 7,000 個免洗餐具用量。

綠色旅遊：綠色景點．綠色餐飲．環保旅宿
綠色旅遊是指在旅遊過程，選擇對環境
友善的方式，依環保、低碳方向規劃旅遊行程，
因地制宜融入在地自然生態景觀等，體會更深
度的在地旅遊模式。
一開始，環保署向全台旅行社招手，鼓勵
業者根據天數，結合綠色景點、綠色餐廳及環
保標章旅館、環保旅店，設計綠色旅遊行程，
只要資料審查通過，相關內容就能在環保署
「全民綠生活資訊平台」曝光。就連地方政府
也在環保署號召下，成為推動全民綠生活的一
環。各縣市環保局從交通、餐飲到旅宿等面向，
積極輔導、串連在地業者和特色景點，到 110
年 10 月底，全台有 72 家旅行業者參與，推出
523 條團體綠色旅遊行程；在地方政府部分，
則推出 69 條自由行綠色旅遊行程，等於為民
眾在疫情期間暢遊台灣，提出了兼顧旅遊與環
保的雙贏方案。

全民綠生活的五大面向

綠色消費：公私合作，建立友善環境的消費模式
綠色消費的重點在於建立友善環境的消費模式，優先考量產品對環境的衝擊，減少浪費、追求實
用與自然健康，同時降低塑料與化學用品使用，來降低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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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從民國 90 年開始，環保署就開始在政府各部會機關，帶頭推動綠色採購，優先選購具有環保標章、
碳足跡標籤、MIT 微笑標章或在地農產品（CAS 標章／有機農產品標章／TAP 產銷履歷）認證的綠
色商品，不僅是在創造可循環的經濟模式，也帶來可見的環保效益。
在逐年努力下，109 年政府機關、民間企業與團體加上民眾消費的綠色採購量達到 1,152 億元，
比起前一年成長 15.1%。不僅如此，更因此節電 2 億 6,029 萬度，可供近 59 萬用戶、約 22%北市
人口 1 個月用電；節省原生紙漿 1,540 萬公斤，少砍 30 萬 7,975 棵樹，相當於 10.3 座大安森林公
園樹木量。

綠色辦公＆綠色居家：創造和諧生存的空間
在台灣，每天有接近一半的人口都處於就業工作狀態，顯見只要能打造永續、綠美化的辦公環境，
並從辦公的日常習慣建立起珍惜資源、減少浪費的意識，對提升整體環境有極為可觀的影響力。
去年 4 月開始，環保署針對在節能、源頭減量、綠色採購、環境綠美化和宣導倡議 5 項指標中，擬定
35 項措施，政府機關及民間單位只要符合 7 成以上，就能加入響應行列，到 110 年 10 月中，已有
1,589 家機關、企業、學校和團體響應綠色辦公，明年 7 月更將參考國外作法，建立「辦公場所」認
證。
而在綠生活裡最重要、也最接近人們的場域就是：家。舉凡室內空氣及噪音品質、居家清潔及用
藥、資源回收再利用、廚餘回收和打造綠色植栽／綠牆等，都能影響環境及人體健康。在這部分，環
保署也將參考綠色辦公作法，列出家戶可執行之指標項目，辦理相關宣導活動，再檢視推動後響應綠
色居家成果。

近 8 成民眾對推動全民綠生活表示滿意
綠生活的概念，等於把環保署的政策拉到了一個整合性的新高度。
109 年 6 月，環保署舉辧記者會宣誓大力推動全民綠生活，根據調查，推
動三個月後，僅 4 成受訪者知道這項政策，持續推動後，在 110 年就有
7 成受訪者知道，其中 79.8%的受訪者對推動全民綠生活表示滿意。
環保署從過去的強制執行，到現在多了許多引導溝通，例如減少焚香
燒金、定期清理冷氣濾網、做好資源回收、特殊藥品送到醫院藥局回收等
等，現在還結合數位科技」如「奉茶」、「環保即時通」、「環保集點」，都
是許多民眾手機裡必備的生活實用 APP。
「每一天從小地方多做一點，生
活就會不一樣」。
提供公用愛心環保袋全

2.

資源循環績優企業經驗分享暨現場觀摩 促進產業提升及同業或異業合
作，邁向資源永續

為鼓勵國內企業積極推動資源再利用及循環經濟，環保署邀請有意願參與遴選活動或已參與之企
業，期藉由獲得二星級企業之經驗分享，促進產業提升及同業或異業合作，邁向資源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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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於 110 年 4 月 22 日的世界地球日宣示了臺灣 2050 年淨零轉型之目標，而全世界
亦有超過 120 個國家提出淨零排放目標並積極部署，如何透過減少碳排放來降低氣候變遷的速度乃
當務之急。根據英國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之報告指出，碳放總量有 55%來自能源，45%則跟產品製
造有關，而其中循環經濟可以帶來一定之影響。
循環經濟的推動面向廣泛，政府跟產業要溝通合作，產業與產業之間更需要有良好之合作與實
踐，才能發揮更有效的作為，達成臺灣永續發展與淨零轉型的目標。環保署自 107 年起辦理資源循
環績優企業遴選活動，期望透過遴選建立模範並帶動民間製造業、服務業等產生循環型鏈結，減少
線性生產或服務所造成資源的損失，創造新經濟價值。
本次活動上午邀請 2021 年度獲得績優二星的企業進行經驗分享，包括使用全生質材料（蒲
草）來替代塑膠材料吸管使用的玩艸植造、進行半導體產業廢異丙醇循環再利用於工業級異丙醇的
耀鼎資源、以樹養球理念結合社會公益、足球發展及活化廢校區的綠色冀泉及廢紙循環且將製程餘
料製成替代燃料的永豐餘清水廠，等四個專題分享，下午安排實地觀摩以 R-PET 及產品輕薄化應用
的金元福包裝。
除了鼓勵企業積極實踐資源循環，創新設計更多符合消費者需求之綠色產品，也期盼各界先進
能夠踴躍投入資源循環，共同致力建構資源循環供應鏈網絡，透過本次資源循環績優企業經驗分享
暨現場觀摩活動，促進廠商間交流並分享成功經驗，帶動產業共同推動資源循環商業模式，邁向資
源循環再利用的資源循環社會。

實地觀摩金元福(KYF)包裝公司

3.

土水低碳技術重磅登場 開啟淨零新紀元

土地資源永續的基礎，必須建立在技術研發及共享上，環保署與產業、學研跨界合作，以「更低
碳、再升級」為研發核心，推出多項綠色永續整治及調查技術，於 110 年 11 月 8 日亮相。
環保署表示，作為土地醫生，透過全國調查問診、判斷污染源、給予客製化解決方案、定期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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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污染改善進度及預防，確保土淨水清樣貌。近年朝向精準綠色整治、對症下藥改善，透過「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補助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補助鼓勵，與產學研攜手合作研發技術，並配合
未來綠色技術的二大主題：「永續低碳整治技術」及「智慧精準調查技術」，展出 6 項整治技術，包
含

土壤及地下水技術論壇

(1)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團隊研發「空蝕清洗技術」結合微米級臭氧氣泡，洗淨污染土壤及底泥、
(2)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團隊研發「光纖光催化系統」以光纖驅逐三氯毒，有效降解污染物、
(3)國立中央大學團隊研發「高效型生物膠體」，開發本土脫氯共生菌群解決場址問題、
(4)朝陽科技大學團隊研發「水刀整治手術」打通土水任督二脈，成功解決低透水層污染、
(5)中臺科技大學團隊研發「土壤清洗設備系統」，透過水力漩流技術，可回收污土更潔淨、
(6)國立中興大學團隊研發「改良式相反轉技術」，結合微生物熱篩，有效優化生物整治優勢菌；2 項
調查技術包含該團隊研發「高解析被動式採樣器」，精準定位地下水污染深度，可重複使用環保再升
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張良正教授團隊研發「光纖光柵感測系統」，水文地質一掃全貌。
除了前面幾項亮點技術，展場也同步展出已經產學合作商業化的本土新技術，及多項環保科技
成果海報、實體攤位、口頭發表，不僅精確探測污染及提升整治成效為出發點，更以節能減碳、永
續資源為目標，解決現行污染場址困境，為復育臺灣土地環境技術發展深耕萌芽。

4.

紙餐具將要求標示 QRcode 全面納管

COVID-19 疫情導致外帶餐具數量上升，環保署為強化紙餐具責任業者管理，加強納管未登記紙餐
具責任業者，修正相關條文，擬要求紙製平板容器製造、輸入業者及紙製平板容器商品輸入業者，
於紙製平板容器本體標示由環保署核發之責任業者專屬 QRcode。
環保署預告修正「應回收廢棄物責任業者管理辦法第 4 條之一及第 18 條」，將要求紙餐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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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標示專屬 QRcode，俾於追蹤管理。
環保署表示，因應 109 年起 COVID-19 發生，造成外帶紙餐具需求增加，連帶增加紙製容器責
任業者數量，未納入登記或其所生產之紙餐具未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嚴重衝擊現行紙容器回收處
理體系運作。為加強未登記紙餐具責任業者管理，環保署希冀利用現行行動通訊產品普及與
QRcode 標誌技術成熟，規劃要求紙製平板容器製造、輸入業者及紙製平板容器商品輸入業者，應
於紙製平板容器本體標示由環保署核發之責任業者專屬 QRcode。
環保署說明，未來民眾及稽查人員可透過掃描標誌條碼即可獲取紙餐具之製造或輸入業者責任
業者登記相關資訊，以導引未登記紙餐具責任業者完成登記，同時俾利宣導民眾辨識及使用合法登
記與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之紙餐具，據以維護責任業者公平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之秩序。

5.

中央地方攜手打造全天候智慧感測網

環保署首創水質感測物聯網，成功查獲不法偷排廠商 23 家，裁罰超過新臺幣 2 千萬元！環保署與
農田水利署及 15 個地方環保局通力合作，布建水質感測器，透過分鐘級感測數據及 AI 大數據分
析，限縮污染熱區及偷排時段，提高稽查效率。
環保署表示，自 109 年底起與農田水利署跨機關合作，在高雄岡山灌溉渠道布建水質感測器，
鎖定污染潛勢熱區及廢水偷排時段，迅速於 1 個月內查獲電鍍工廠非法繞流排放，裁罰 993 萬 5 千
元並追討不法利得 285 萬元。透過環保署持續精進感測技術、地方政府進行場域試驗，水質感測物
聯網日益成熟，目前布建點位已涵蓋全國超過 50 個流域及 15 個工業區，記者會特別邀請桃園市、
臺中市、臺南市及雲林縣環保局分享感測器應用經驗。

水質感測器介紹

桃園市環保局發現工業區工廠液鹼桶槽收集井破裂，廢水溢流雨水溝，所幸及時發現未釀災
害，該局限工廠 2 週內改善完成並裁處 36 萬 500 元；臺中市環保局鎖定高污染潛勢熱區監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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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工廠於特定時段偷排廢水，水質檢測 pH 高達 11.9、懸浮固體(SS)超標 24.7 倍，裁處 148 萬 2
千元；雲林縣環保局利用水質感測數據趨勢，破獲工業區工廠利用雨水放流口繞流排放廢水；臺南
市環保局善用感測器限縮污染可疑範圍，透過數據發現皮革廠繞流偷排及廢棄物處理廠放流水超標
5 倍，分別裁罰 190 萬及 43 萬元。
環保署強調，水質感測物聯網透過中央機關橫向聯繫協調，結合地方政府布建量能，突破傳統
人工監測限制，利用自動化水質感測即時預警，提高環境智慧治理成效。未來環保署將持續推動自
來水廠及污水廠等智慧感測及智能控制，透過公私協力合作跨域產業加值，將水質感測物聯網融入
生活，用科技改善環境品質。

6.

鼓勵業者妥處 未來審核通過可退費 50%

環保署為控管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鼓勵事業自行處理及強化退費獎勵措施，修正發布「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費收費辦法」（下稱本辦法）部分條文。
環保署表示，為鼓勵事業自行妥善處理或再利用事業廢棄物，代替相關管制作為，故增訂本辦法
第 9 條之 1 規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下稱整治費）繳費人產出應徵收之廢棄物，運送至同
一法人其他分廠（場），且由該分廠（場）進行處理或再利用者，得提出申請，經環保署審核通過
後，得於核定日後以該項廢棄物整治費費額 50 ％ 申報繳納，作為鼓勵措施，以強化產源責任，減
少棄置風險。
同時，為強化退費獎勵措施，環保署也與時俱進，鼓勵繳費人以優於現有環保法規之規格設置
預防土壤、地下水污染之防治設備或工程，修正本辦法第 10 條附表 3 規定，排除現行環保法規相
關規定應備之污染防治設備或工程，以符合實務現況。
環保署提醒，符合本辦法適用對象之繳費人，於修正條文自發布日起，即可依環保署指定之申請方
式及檢附符合資格證明，向環保署提出申請；另考量繳費人申請工程退費權益，本次修正第 10 條
附表 3 規定於 112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提供繳費人緩衝時間，以儘早因應。

7.

跨部會合作強化危險物質生命週期管理

環保署 2021 年 11 月 30 日辦理「110 年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政策綱領及行動方案成果研討會」，就
國人關切危險物質（品）在我國的運作情形及管理機制，邀請財政部、交通部、勞動部、經濟部、
科技部及內政部等機關，從製造、輸入、使用、貯存及運送等化學品生命週期的各個階段，分 11
項權責議題，分享管理作為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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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表示，依 107 年行政院核定我國「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政策綱領」，為定期檢視各有關部
會在政策綱領框架下的執行成果，同時強化與各界的溝通、交流，從 107 年起，環保署每年辦理成
果研討會，設定不同的化學物質管理主題，由各機關分享推動成效與意見回饋，進而凝聚共識及建
立彼此合作基礎，以利協力落實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政策綱領及行動方案之目標及願景。

110 年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政策綱領及行動方案成果研討會

水質感測器介紹環保署說明，鑑於 2020 年 8 月貝魯特港口發生硝酸銨大爆炸事件，導致 200
多人死亡、6,500 多人受傷及 30 多萬人無家可歸，而引發國際關注。該事件發生後，蘇院長旋即責
令有關部會應盤點現行對危險物質（品）的管理法令與措施的有效性、落實執行，尤其要由可能從
事犯罪行為之非法的、非常規或不照規矩的角度去思考風險、對症下藥，才能保護國人安全。因此
研討會特別以「完善危險物質（品）管理機制」為主題，期望透過綜整各機關的法令與措施，及檢
視可交互補強的管理斷點，進而預測各種可能風險，俾於災害發生前，即能妥適因應預防。
此外，環保署表示，有關化學物質管理成果資訊，該署針對 109 年我國化學物質整體管理成
果，已邀相關部會共同彙整成果報告，並置於「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全球資訊網」「教育宣導」
「本局出版品」項下(https://www.tcsb.gov.tw/lp-118-1.html)，歡迎各界踴躍參閱。

8.

城市氣候行動交流-- 邁向淨零轉型城市行動論壇

全球矚目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6 屆締約方大會（COP26）英國格拉斯哥舉辦，追逐淨零是
這次大會主軸，環保署在當地時間 2021 年 11 月 6 日上午舉辦「邁向淨零轉型城市行動論壇」
(Net Zero Urban Action Forum），邀請愛丁堡市議會 Cammy Day 副議長、全球環境戰略研究所
（IGES）及我國六都代表，以實體及線上方式進行交流，臺灣與全球共同攜手邁向淨零。
環保署表示，國際能源總署 2021 年出版的報告指出，全球有 50%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且其
溫室氣體排放約占全球年排放量的 70%。城市在實踐淨零目標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為展現我國城
市在溫室氣體減量的努力與成果，並表現面對氣候變遷課題臺灣不缺席的決心，環保署在 COP 26
8

舉辦期間，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辦本次論壇，格外有意義。
論壇由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林子倫副執行長擔任主持人，邀請在地英國愛丁堡市議會
Cammy Day 副議長及全球環境戰略研究所（IGES）永續綜合事務中心 Junichi Fujino 博士專題演
講。
Cammy Day 副議長表示，愛丁堡市目標是在 2030 達到淨零排放，他提及蘇格蘭致力於再生
能源，在風力及其他未來新能源（future power generation）居於領導地位，有將近 97%的電力
供應仰賴再生能源。愛丁堡現階段已完成減少 66%的碳排放。
IGES 的 Dr. Fujino 則在會中強調城市對於永續發展的重要性，近期也持續與日本各城市探討
2050 淨零排放路徑，並分享其協助國際城市推動自願檢視報告的經驗與成果。
沈志修副署長在開場致詞表示，國際間已有超過 120 個國家呼應在 2050 年前達到淨零排放，
臺灣也在溫管法修正草案納入淨零排放目標，並強化相關減量對策工具；此外，在行政院統籌之
下，成立「去碳能源」、「產業及能源效率」、「綠運輸及運具電氣化」、「負碳技術」及「治理」等五
大工作圈，進行淨零排放路徑評估及藍圖規劃，找出最符合臺灣推動永續發展的氣候治理路徑。
桃園市由高安邦副市長參加實體會議，提出發展多樣化的再生能源、工業能源轉型、打造智慧
城市及改善交通運輸等四大策略，並針對推動生態物流產業轉型升級策略進行分享。
臺北市就 2050 淨零排放路徑提出了具體的規劃藍圖，訂定短、中、長期階段性目標，以智慧
零碳建築、導入再生能源及氫能、推動綠運輸低碳交通及全循環零廢棄等四大面向，打造 2050 零
碳臺北。
新北市由大型開發案導入創能、儲能、節能設計，注重建築物的低碳節能改造，積極建置再生
能源，並設定目標將於 2022 年讓工業燃料退場，同時也開發地熱發電，積極導入零碳能源。
臺中市積極推動低碳政策，規劃於 2023 年達成全市燃料脫煤目標，持續發展多元的再生能源、低
碳運輸及都市降溫策略，同時也積極推動低碳永續教育，打造永續、智慧、低碳家園。
臺南市全力推動建置太陽光電，提高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將於 2030 年達到家戶用電 100%使
用再生能源及公車全面電動化，並持續透過創能、節能、循環永續等策略，於 2050 年達成淨零排
放目標。
高雄市透過公私協力，逐步移除工業部門煤炭使用，並發展潔淨能源、強化廢棄物循環利用、
打造零碳社區及植樹造林，積極降低城市總體碳排放。
林子倫副執行長在結論時表示，臺灣城市積極推動減碳作為是我國邁向淨零的根基，在追求淨
零的道路上，沒有城市或國家可以被排除在外，藉由本次論壇的深度交流，除了將臺灣城市淨零轉
型推動的成果展現於國際舞台，與世界趨勢接軌，同時透過促進城市間的良性競爭和共同提升，為
我國推動城市淨零奠定良好基礎，共同邁向淨零臺灣之永續願景。

9.

2021 年環境教育亞太論壇 串連區域創造新頁

為期 3 天的 2021 年環境教育亞太論壇，於 2021 年 12 月 2 日圓滿落幕，全球共 63 個國家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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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位夥伴共襄盛舉。此論壇是我國環保署與美國環保署首度合作辦理的大型國際環境教育交流活
動，透過線上及實體混合進行，突破 COVID-19 疫情的困境，深化環境教育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並
強化未來的合作網絡，開啟亞太地區環境教育的新篇章。
本次論壇共有來自 14 個國家、超過 50 位不同領域的環境教育專家學者擔任講者及與談人，跨
越地區隔閡，匯聚對話。藉由各國的實務經驗分享，展現如何透過環境教育解決環境與社會議題，
如氣候變遷、友善農業、海洋保育、地球公民、生物多樣性、環境正義等。並試圖藉由亞太論壇的
平台，促進亞太區域的環境教育交流合作，以提升教育的影響層面並擴大對環境議題及行動的領導
力。
2021 年因適逢我國環境教育法施行 10 週年，環保署也特地在第 1 天全球線上論壇後，辦理
「臺灣環境教育與展望」的實體綜合討論。邀集我國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公私部門的夥伴，一
同回顧政府、學校、企業、社區及民間團體等不同參與角色，在環境教育推動上的課題及困境並嘗
試提出解決的策略方案，期許我國的環境教育推展能再創新進化並深耕實踐。在論壇最後，也特別
強調青年領導力的啟發。青年世代對於環境議題的意識及覺察力豐沛，應持續對年輕人才進行培
力、給予激勵，並提供參與及決策的機會與權利。環保署綜計處劉宗勇處長表示，COVID-19 疫情
改變了全世界，也挑戰了我們既往的思維與生活模式。環境政策和環境教育的推廣方式也需要與時
俱進。
環境教育亞太論壇是我國環保署、美國環保署自 2014 年共同推動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
(Glob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tnership ,GEEP)以來，首次合作辦理的大型活動，是雙方在
GEEP 計畫的重要里程碑，也突顯了 2019 年底 GEEP 亞太中心設置於臺灣的成效。未來，環保署將
持續秉持初衷，強化亞太地區的交流網絡，為創造永續的未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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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度科技成果發表：善用科技 邁向永續

環保署 2021 年 11 月 8-9 日舉行「110 年度科技計畫聯合成果發表活動」，係近年來首次結合空
氣、水質、廢棄物、毒性化學物質、土壤及地下水、監（檢）測、稽查、物聯網等領域之科學技
術，以動態發表及靜態展示環境科技應用於民生議題之成果。
環保署蔡鴻德副署長致詞時表示，環保署的科技計畫已經奠定基礎，2015 年即已開始發展科技
技術，將大數據應用於空氣品質物聯網、水質感測等，利用資通訊技術，強化環境執法工具，並已
成功將技術輸出韓國、東南亞、歐洲等地。近年環保署也與美國環保署合作，擔任區域技術訓練中
心角色，顯見科技發展應用方面，成效斐然。蔡副署長也勉勵，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挑戰，現今是重
要的關鍵點，期藉由環保科技的投入及研發，集中學術界、產業界及政府機關的資源及量能，以達
成 2050 年淨零碳排，環境永續的目標。
本次活動環保署特別安排 2 場專家座談，邀請產業及學術專家，以「2050 淨零碳排」及「資
源循環永續利用」進行前瞻經驗分享，分別邀請無國界大使簡大使又新、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符樹
強董事主持兩場論壇 ，帶領產官學研專家，與國內經驗豐富的專家有相當精彩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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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蔡鴻德副署長（中）、無國界大使簡又新（左）與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理事長林正芳共同主持開幕儀式

參與論壇的資源永續利用專家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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