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重要政策
110 年 1 月
1.

110 年元月生效之新措施

110 年新生效的環保政策及規定，包括：透過聲音照相取締違規、加嚴放流水標準、增訂地上儲槽
管制規定、加強含汞產品管制及調整部分回收清除處理費等，皆自 110 年 1 月 1 日生效實施。
表：110 年元月新實施之重大政策或便民措施
項目

內容說明

強化動車輛噪音管 強化機動車輛噪音管制，透過聲音照相設備取締違規高噪音車輛，自 110 年 1
1 制-推動聲音照相 月 1 日正式推動聲音照相科技執法，提升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成效。
科技執法
「放流水標準」增
修管制生效

「放流水標準」增修管制自 110 年 1 月 1 日生效：
1.增訂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等科技業、石化業及化工業所使用之丙烯腈、
N-甲基吡咯烷酮等 9 項物質。
2.針對金屬表面處理業或電鍍業等 5 種事業及石油化學專業區以外之工業區污
水下水道系統訂定氨氮管制項目。
3.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增訂氨氮和總氮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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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針對製革業等 20 種事業及科學工業園區、石油化學專業區和其他工業區專
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加嚴真色色度限值，並新增自由有效餘氯管制項目。
5.針對製程運作重金屬且排放水量達一定規模之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等 7
種事業、科學工業園區、石油化學專業區和其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加嚴鎘、鉛、總鉻、六價鉻、銅、鋅、鎳、硒和砷等 9 項重金屬之管制限值，
並新增錫管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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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 地 上 儲 槽 管

強化地上儲槽前端污染預防效能，修訂「防止貯存系統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

制規定，強化土壤

測設備設置管理辦法」，增訂設置防汚設施、定期監測、申報及備查程序等規

及地 下 水 預 防 措

定，加強業者自主監測及通報應變作為，保護土壤及地下水資源，並自 110

施

年 1 月 1 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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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 9 類含汞產

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製造及進口 9 類含汞產品，包括特定電池、開關

品管制

及繼電器、普通照明緊湊型螢光燈、普通照明直管型螢光燈、普通照明高壓汞
燈、電子顯示螢光燈、化粧品、殺蟲劑/殺菌劑/局部抗菌劑、非電子測量儀器
等。

調整電視機及冷暖 自 110 年 3 月 1 日起調整電視機（液晶類）及冷暖氣機回收清除處理費徵收費
5 氣機回收清除處理 率，其中超過 27 吋液晶電視機費率由 275 元/台調為 317 元/台，冷暖氣機費
費費率
2.

率則由 297 元/台調為 353 元/台。

土地醫生 20 年 未來努力「預防土地污染」

響應聯合國世界土壤日理念，環保署於 109 年 12 月 5 日舉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及整治策略推
動方案交流會」，邀請跨部會機關、學術界及產業界等代表，齊聚交流 3 大行動方案，感念土地無私
奉獻。
環保署表示，做了 20 年土地醫生，歷經無數次大小污染事件，透過「法規制度」、「土水管理」、「關
鍵技術」及「整治復育」4 大推動主軸，提供整治服務遍佈全國各地，截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已累
計公告 8,886 處場址，完成改善解列場址 7,456 處，改善率達 83.9%，達成「把土地救活」成就，

而下階段推動目標應朝向「預防土地污染」，給予健全保護，讓土地不再受傷害。
為此環保署提出 3 大行動方案，包含：
「加速場址改善推動及解列政策工具」，積極研擬 58 處應加速改善場址管理策略，同步辦理逐場現
勘輔導土地行為人及關係人，現已成功推動 2 處場址啟動改善工作、5 處場址納入專案計畫執行改善；
「深耕土水技術及媒合推廣」，透過國內整治場址技術案例彙編、整治技術能力宣告與認證、環境技
術驗證等三階段，幫助場址尋找具有技術能力、可信賴的優秀廠商，提供污染場址一個尋商媒合的管
道；
「農地污染預防策略」，逐步掌握污染源分布特性、釐清傳輸途徑水質動態及確認農地土壤受影響程
度等三面向之跨部會資料工具整合，推動農地污染預防預警，預計於 110 年底將污染農地全數改善
完畢。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及整治策略推動方案交流會」
3.

109 年空品監測結果 PM2.5 與 O3 皆下降

環保署初步統計 109 年空氣品質監測結果，細懸浮微粒(PM2.5)等各項污染物年平均濃度均下降，臭
氧(O3)由緩增變為略降，並呈現整體空氣品質逐年提升趨勢。
環保署表示近 5 年空氣品質指標(AQI)良好等級比例上升，良好與普通等級合併(109 年 AQI≦100)計
算站日數在今(109)年已超過 9 成(圖 1)，全國空氣品質監測站因 PM2.5 造成空氣品質指標 AQI 紅色
警示次數，也由 108 年的 146 次，下降為 15 次(109 年)(圖 2)，顯示空氣品質顯著改善。

圖1

圖2
環保署指出，空氣品質不良(AQI > 100，橘色提醒，對敏感者有影響等級及以上)日數逐年下降，導
致空氣品質不良主要污染項目發生變化，PM2.5 及臭氧八小時均為歷年主要指標污染物，自 108 年起，
臭氧八小時占比首度超過 PM2.5，成為空氣品質不良的主要指標污染物(圖 3)，其原因為 PM2.5 濃度
及其影響持續下降，臭氧濃度變化或減少量較不明顯所致。

圖3
雖然臭氧八小時為主要指標污染物之占比逐年上升，但實際發生不良站日數近 2 年已逐年下降，由長
期監測結果來看，臭氧最高濃度亦已下降。環保署深入分析臭氧濃度變化，由臭氧前驅物-氮氧化物、
揮發性有機物近 10 年持續降低趨勢(圖 4)，說明不易生成高濃度臭氧，使高濃度臭氧發生次數降低。
而氮氧化物濃度下降，減緩臭氧被反應消耗，使臭氧濃度呈現增加情形，此外，境外移入臭氧濃度亦
有增加，墊高臭氧背景濃度。

圖4
為探究空氣品質改善相關環境變化，環保署由中央氣象局觀測結果發現，109 年全年累積雨量減少，
發生低風速的總小時數增加，在氣象條件上並不利於微粒洗除及擴散(圖 5)，但 PM2.5 濃度仍較去年
降低，顯見空氣品質防制效果，中央氣象局能見度觀測網結果，亦較去年提升，與 PM2.5 濃度降低具
備一致特性(圖 6)。

圖5

圖6
環保署偕同地方政府與中央相關部會依空氣污染防制方案（109 年至 112 年）
，針對固定污染源、移
動污染源、逸散性污染源及綜合管理等 4 大面向持續推動原生性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
揮發性有機物之排放減量。經共同努力下，109 年 1 月至 12 月 20 日 PM2.5 全國平均為 15.0μg/m3、
108 年同期為 17.2μg/m3，同期濃度大幅改善，期儘早達成 112 年細懸浮微粒全國年平均濃度
15μg/m3，且 PM2.5「空品良好每年增 1％ 空品不良再減半」之目標。
4.

國際評比差異大 我表達尊重並持續推動減碳

「德國看守協會」(Germanwatch)與「歐洲氣候行動網」(Climate Action Network Europe) 最新
發布「氣候變遷績效指標」(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2021, CCPI 2021)，在 58 個被
評比國家中臺灣的評比結果仍未盡理想，但其中「氣候政策」項目由去年第 40 名 109 年進步至第
27 名。
環保署表示，另一項具公信力的國際評比，由耶魯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在 109 年 6 月發布的「環境
績效指標」(2020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2020 EPI)，在 180 國家中，臺灣在「氣候變

遷」類別排名第 46，且在亞太地區僅次於日本，排名第 2。國際間不同氣候變遷評比由於資料統計、
著重項目、評分方法與權重計算有所差異，環保署尊重各評比結果，並持續務實推動減碳工作。
環保署表示，由於臺灣非聯合國成員，德國看守協會無法從國際公約或聯合國體系取得我國相關資
料，109 年環保署主動與該協會溝通說明，並提供我國氣候變遷政策與溫室氣體統計數據供參考。109
年評比結果較去年上升 2 名，在其中「氣候政策」排名較去年大幅上升；但在溫室氣體排放量，由於
評分方式主要換算為「人均」，且權重占比達 3 成，我國、日本、韓國排名都不佳；但排放量持續
上升的印度及中國分別排名第 10 及第 33。
另一項由耶魯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在 109 年 6 月公布的環境績效指標(EPI)評比，其中「氣候變遷」
類別，評比 2008~2017 年各項溫室氣體排放量年平均成長率，我國名次屬中上水準；在溫室氣體排
放與經濟成長脫鉤趨勢變化，我國更與其他三個國家併列第 1。因此 EPI 評比 180 個國家氣候變遷表
現，我國為第 46 名；亞太地區排名第 2，僅次於日本。
針對「再生能源」評分結果，本次係引用 2018 年統計資料，受 2018 年適逢枯水期影響，水力發電
減少 17.7%（9.7 億度），然能源轉型主要項目太陽光電大幅成長 62.6%（10.4 億度），使整體再生
能源發電占比 4.6%仍與 2017 年持平，顯示能源轉型已有初步成果。
而隨再生能源發展制度環境逐漸完善，2019 年太陽光電發電量持續增加 48.0%（13.0 億度），風力
發電隨首座離岸風場完工商轉亦增加 10.9%（1.9 億度），帶動 2019 年整體再生能源占比進一步提
升達 5.6%。
氣候變遷為跨國界議題，氣候公約強調「共同但有差異責任」與「個別國情條件」的基本原則，以全
球總排放量來督促各國集體減量進展。長期以來，我們在沒有國際機制、資源或援助的情況下，仍積
極推展能源轉型、務實設定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啟動溫管法修法。
近來國際間陸續提出 2050 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目標，此為跨部門與跨領域議題，日前立法院審查環
保署預算時，也做成決議，請環保署邀集相關部會，共同研議我國達成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之路徑及情
境分析。環保署表示，該署與相關部會已啟動淨零排放路徑評估工作，也會持續徵詢各方意見。
5.

環保署也組國家隊 海廢寶特瓶再製「潯寶衣」

海洋廢棄物議題近年受國際關注，臺灣自許為海洋國家一員，環保署除了設法減緩海洋污染，12 月
28 日更發表原料含量達 96%海廢寶特瓶製成的「潯寶衣」
，作為國內資源回收產業與紡織業合組國
家隊的初試啼聲，以展現產官合作與跨業結盟的軟硬實力，及臺灣宣示保護海洋的決心。
環保署於 109 年辦理「海洋廢棄物高質化循環利用示範推廣計畫」
，挑戰完全使用臺灣各地淨灘所得
海廢寶特瓶為原料，以最高品質要求的再生利用技術所生產的衣料為試驗目標。此計畫由環保署領軍，
邀請各地環保單位與回收、處理產業與紡織產業 8 家民間業者，與國際級驗證業者聯手合作。
環保署表示，「潯寶衣」的命名除循環利用的含意，更強調材料來自海洋、海邊，除必要添加的彈性
纖維外，96%的材料全來自海洋廢寶特瓶，已是目前國際間的最高技術。
環保署發起這項試驗，一是帶領回收與紡織業者拿出實力挑戰更高技術，再者要以基管會的公信力，
建立世界首創的海洋循環驗證，讓世界紡織產業可以向台灣業者購買經驗證的海洋循環材料，或是效
法台灣標準，共同為守護海洋盡力。潯寶衣驗證機制已於 11 月進入審議，預計 110 年中能正式上路。
包括亞東綠材、祖揚公司、東和紡織、世堡紡織等參與研發，及驗證業者德國萊因一起合作。潯寶衣

研發團隊自淨灘現場開始，接續其後之貯存、分選破碎、紡棉、紡紗及織布等，各階段進出紀錄及標
準作業流程，均合乎驗證要求，以確認來源確屬於海洋環境，產製完全使用海洋廢寶特瓶循環利用之
物品。
「潯寶衣」
，除添加彈性紗以增加衣物使用次數，成分高達 96%全來自海洋廢寶特瓶，關鍵在於資源
回收產業與紡織業之合作與實力發揮，受疫情影響，各縣市政府上半年少有淨灘活動，致海洋廢寶特
瓶收集困難，歸功於配合本次示範計畫之連江、金門等 7 個離島或臨海縣市環保局仍以雇工積極進行
海岸清潔，且有各巡守隊、巡護隊等志義工清理，再交由專業處理業破碎處理。

以 96%海洋廢寶特瓶製成之海洋廢棄物循環產品~「潯寶衣」

淨灘現場海洋廢寶特瓶收集與驗證情形

來自 7 個離島或臨海縣市海岸的海洋廢寶特瓶

6. 環保署修法 擬公告第三批應符合室內空品法場所
為改善室內空氣品質，維護國民健康，環保署滾動式檢討管制場所及規模，優先依敏感族群活動場所、
大量公眾聚集及頻繁進出者、公立及大型場所，循序漸進管制原則，擬再次公告列管場所與擴大管制
對象，目前已有 1500 多家纳管。
環保署採取逐批公告方式，已分別於 103 年 7 月 1 日、106 年 1 月 11 日公告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之第一批及第二批公告場所，已納管 16 類公告場所合計 1,500 餘家列管場所，其中 8 成以上
為大型場所。
本次新增核定招生人數達 200 人以上幼兒園、產後護理床數達 20 床以上之產後護理機構、核定收托
人數達 35 人以上之托嬰中心、地區型醫院、部分政府辦公場所及其總樓地板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
以上未滿 2,000 平方公尺之運動健身中心，另整併公告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及第二批
公告場所，作為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管理對象之依據。
本公告發布後，新增受列管公告場所依本法應辦理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工作，並給予公告場所義務
人一年緩衝期限，設置室內空氣品質專責人員、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及實施第一次室內空
氣品質定期檢驗測定，以減緩法規發布造成之衝擊。環保署呼籲公告場所宜儘早作好準備，以因應未
來實施後，能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規定。

7. 因應離岸風電環境議題 落實審查及監督
臺灣近年陸續展開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保署也持續關注相關離岸風電環境議題，於離岸風電政策環
評的基礎上辦理審查作業，後續依法執行環評監督作業，當查有具體違規事證時，依法告發處分。
環保署說明，為達國家能源政策西元 2025 年再生能源的政策目標，經濟部陸續以示範計畫、潛力場
址及區塊開發等 3 個階段逐步展開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環保署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針對經濟部所送
「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成徵詢意見，日後個案環評審查過程則依循上述政策環評的
原則下完成審查作業，並納入承諾事項，以作為業者的開發規範與環評監督依據。
環保署表示，離岸風電開發對於臺灣過往海域開發型態的確有所不同，因此後續亦於審查結論要求針
對鳥類生態項目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對於水下噪音項目也由環境檢驗所續訂出水下噪音測量方法，

部分民眾及相關民間團體對於目前所訂定警戒區 750 公尺處水下噪音聲曝值(SEL)160dB（採單次 30
秒內平均打樁事件 SEL）之限制是否足以避免影響中華白海豚有所疑慮，在個案環評書件中也敘明未
來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訂定更嚴格之管制標準時，則應依該規定辦理，因此未來如果有更
嚴格的水下噪音標準時，環保署就可依更嚴格之標準進行監督。
此外環保署也與海洋保育署合作完成制訂臺灣鯨豚觀察員制度作業手冊，以作為海洋生態保育環評承
諾資料完整性及開發單位一致性標準，針對陸續展開施工的風場，透過科技工具執法及部會合作機制
持續強化環評監督，也規劃由學者專家協助監督開發單位落實各項保護對策，以達減輕開發行為所造
成之影響，而當發現有具體違規事證時則依法查處，環保署並以苗栗海洋竹南風場為例，說明 108
年曾發現有觀察船及觀察員不足的情事，在查證屬實後，依法裁處環評法定額度最高罰鍰 150 萬元。
環保署說，110 年除了已通過環評審查的風場將依併聯年度陸續施作外，也有風電業者規劃新設風場
並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環保署將持續依程序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並於審查通過後針對業者辦理環
評監督作業，以要求各開發案落實環評承諾，使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兼籌並顧。
8.

修正公告「環境用藥禁止含有之成分及檢驗方法」

環保署修正公告「環境用藥禁止含有之成分及檢驗方法」，本次修法主要係配合「汞水俣公約」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規範於2020年起禁止生產、進口或出口含汞殺蟲劑產品，爰於
環境用藥管理法第7條授權訂定之「環境用藥禁止含有之成分及檢驗方法」增訂「汞」及「甲基汞」
為環境用藥禁止含有之成分，並訂定其檢出含有限值為10 MDL(Method Detection Limit, MDL)。
環保署表示，經調查目前國內環境用藥產品成分無登記汞相關物質，將「汞」及「甲基汞」列為環境
用藥禁止含有之成分，對我國產業無顯著影響，本次循汞公約禁用規範，除可與國際管理接軌，更保
障國人健康及維護環境安全。

召開修正草案研商會議徵詢外界意見

9. 檢舉責任業者短漏申報 20%獎金等你拿
環保署為鼓勵民眾檢舉惡意逃漏回收清除處理費之不法業者，給予查獲追繳金額高達 20%的獎金，
並增加提供上網及 QR code 等多元檢舉管道。
依「廢清棄清理法」第 16 條規定，製造及輸入公告應回收廢棄物的責任業者，應向主管機關辦理登
記並按期申報營業（進口）量，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環保署表示，統計目前已登記的責任業者約 3
萬多家，經查核發現，仍有應登記而未登記的業者，或有短漏報情形。為防止責任業者短漏報繳回收
清除處理費，維持產業競爭公平性，環保署除每年委託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外，亦獎勵民眾檢舉不法。
依照環保署的實施要點，凡民眾提供確切之具體證據，經查證屬實，可以獲得追繳短漏金額的 20%
作為獎勵。民眾可透過傳真電話、書面郵寄、現場檢舉、上網檢舉（網址：https://recycle.epa.gov.tw/）

及掃描 QR code 等多元管道檢舉。過去 5 年，經民眾檢舉累積已 130 餘件，核發檢舉獎金共約 330
萬元！
環保署進一步表示，為宣導責任業者應負繳費義務，特別於「應回收廢棄物營業量申報系統」之申報
網頁提示，若有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文書為虛偽記載者，除公司負責人以外，
負責申報人員，同樣有可能觸犯廢棄物清理法第 48 條及商業會計法等刑事責任。

10. 臺英攜手合作

首份碳定價研究報告出爐

為研議因應氣候變遷，2020 年 7 月初環保署與英國在台辦事處共同合作，委由國際知名氣候政策研
究智庫－倫敦政經學院格蘭瑟姆氣候變遷與環境研究所（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針對我國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及碳定價制度設計研議。這份「臺灣
碳定價之選項」（Carbon pricing options for Taiwan）報告已正式發表且登載於倫敦政經學院網站
（https://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publication/carbon-pricing-options-for-taiwan/）
。
環保署表示，這次與國際研究智庫合作，正面呈現我國在氣候變遷議題的態度，並共同檢視可行減量
作為，未來會在基礎上持續推動更多跨國合作。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針對我國經濟及溫室氣體
排放情況進行全面性分析，同時對我國政府及產業的市場準備度（market readiness）進行評估，並
衡量可能受影響之關鍵產業。
該份研究報告指出，面對溫室氣體減量挑戰，碳定價工具應逐步導入政策工具中，預計可對國家減量
目標產生貢獻、支持綠色成長及轉型等效果。根據格蘭瑟姆研究所發布的報告顯示，我國的碳定價政
策可從碳費著手進行，並建議在初始階段設定一較低的碳費水準，同時建議明確的軌跡逐步提高碳費
水準，以確保減量誘因。
另外，研究報告也指出，碳定價在國際間已被廣泛提倡，目前已有 60 多個國家正實施碳定價工具。
考量我國現階段若採排放交易機制的政策設計，將面臨市場流動性以及競爭力不足的挑戰，反觀碳費
的制定則相對容易，可以透過現有的能源及環境費徵收經驗上來實施。
環保署表示，本次臺英合作研究案係由英國在臺辦事處促成。109 年初也邀請本報告專家 Josh Burke
來臺，分享英國碳定價制度的政策與經驗，為借鏡英國實務經驗，以精進我國碳定價政策。環保署期
望未來臺英雙方能就因應氣候變遷展開長期合作關係。

11. 溫管法大幅修法 擬更名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自 104 年 7 月 1 日施行，主管機關已據此研訂 5 年為一期之階段管制目
標，訂定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方案，建構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查證制度，鼓勵事業執行抵
換專案等，已逐步建構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之法制。
由於氣候變遷情勢持續嚴峻，聯合國要求各國加速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儘速達成碳中和長期目標，
同時強化推動氣候變遷衝擊之調適作為。檢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至今，在管制工具、經濟誘
因制度及調適整合工作上應予精進，現行法有修正之必要。
為積極回應國際趨勢及強化國內減量作為，明定部會應推動之溫室氣體減量事項及因應氣候變遷調適
權責，並增設中央氣候變遷因應會報；參考國際碳定價作法，授權徵收溫室氣體排放管理費，建制經
濟誘因制度；運用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發展低碳技術，促進低碳經濟發展；修正效能標準作為行政管

制工具；增列調適專章，增列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相關措施，建構各級政府因應氣候變遷之韌性體系等。
因應氣候變遷工作涉及廣泛，不僅是環保議題，也攸關未來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力。環保署將持續與
各界溝通、徵詢意見，積極尋求社會共識，加速推動因應氣候變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