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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永續發展室(以下簡稱永續發展室)
之前身為科技顧問室，科技顧問室於 77 年 7 月成立，主要
工作包括國際環保合作、科技計畫管理及永續發展事務等三
大類；20 年後的 97 年 7 月，更名為永續發展室，迄今逾 9
年。

第一章

永續發展室之緣起沿革

民國 76 年 10 月至 77 年 1 月，環保署簡又新首任署長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組織條例第二十一條「本署因業務需
要，經行政院核准，得聘用專家為顧問及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分別聘請淡江大學楊啟航教授、歸國學人林
宗儒博士及曹賜卿博士為技術顧問，並於 77 年 7 月成立「科
技顧問室」，首任室主任由林宗儒顧問兼任，署相關業務處
調派 3 人支援行政事務，成立初期主要任務為署長幕僚及全
署科技計畫之規劃與管理。
78 年初林宗儒顧問兼主任離職，楊啟航顧問接任科技顧
問室主任；78 至 79 年間簡又新前署長聘請中興大學樊國恕
教授及歸國學人梁永芳博士擔任顧問，另聘用歸國學人江衍
新博士等三人擔任研究員。由於人員的擴充，科技顧問室業
務增加國際環保合作事務；80 年 7 月楊啟航顧問兼主任轉任
交通部顧問，樊國恕顧問接任室主任；85 年樊國恕顧問兼主
任轉任環保署成立之一清基金會執行長，室主任由水保處沈
世宏處長轉任，此為室主任由署十二職等主管擔任之開始。
86 年 6 月沈世宏主任轉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處長，楊之
遠技監接任室主任，同年 8 月行政院成立「行政院國家永續
發展委員會」，其秘書幕僚作業由科技顧問室兼辦，科技顧
問室業務自 86 年 8 月起，涵括永續發展事務、國際合作及
科技計畫管理等三大領域；90 年 2 月楊之遠轉任監資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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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處阮國棟處長接任室主任。
陳重信前署長於 96 年 9 月將科技顧問室分為二組，永
續發展組及國際合作組，其中永續發展組兼辦永續發展及科
技發展二項事務。97 年 7 月沈世宏前署長將二組合併，並更
名改為「永續發展室」，室主任更名為執行秘書。阮國棟技
監為首任執行秘書，曹賜卿顧問及梁永芳顧問兼任副執行秘
書，下設科技發展、國際合作及永續發展等三組。99 年 4 月
阮國棟執行秘書轉任環保署檢驗所所長，劉宗勇技監接任永
續發展室執行秘書；100 年原 2 位顧問的職稱更名為主任研
究員，仍兼副執行秘書；105 年 1 月劉宗勇執行秘書轉任綜
計處處長，陳世偉技監接任永續發展室執行秘書，並將科技
發展及永續發展 2 組合併為科技永續組；105 年 12 月陳世偉
執行秘書轉任土污基管會執行秘書，簡慧貞參事接任永續發
展室執行秘書至今。
以上為永續發展室緣起與沿革之概述，全室同仁分別在
各自的崗位上克盡職責，努力克服困難，全力做好自己所該
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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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技發展
序言

科技是促進國家發展及增進全民福祉的重要工具，對於
複雜的環境污染問題，尤須以環保科技為基礎，逐步解決環
境污染及公害問題，而環境保護政策的制定與科技的研究發
展，更有著密不可分的互動關係。在環保政策的形成過程中，
除了仰賴充分掌握必要之環境資訊與研究成果以從事前瞻
性的整體規劃外，對執行中之政策，亦應同步進行必要之檢
討與評估，故環保科技研究工作可謂提供了政策制定與診斷
之雙重功能，對環境保護工作而言，科技研究絕對是不可或
缺的技術性支援。
第一節

環保署環保科技研發規劃與經費

一、科技研究計畫規劃之沿革
環保領域為綜合性學門，且就時、地、物之變遷，常滋
生亟需結合前瞻性科技才能獲至有效環境管理解決方案，早
於民國 67 年所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科技會議」，「環保科技
發展」即為其中之討論議題；民國 75 年的「國家科技發展
十年長程計畫」中，「環境保護之研究」亦為重點工作項目
故環保署推動環保科技計畫。
民國 76 年 8 月環保署成立後，以「現階段環境保護政
策綱領」
、
「科技發展方案」
、
「國家科技發展十年長程計畫」、
「歷次全國科技會議結論」及「歷次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結
論」等為依據，規劃年度之環保科技研究計畫。
80 年 4 月研訂完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研究發展計畫」，
以處室為單位，規劃至 83 年之研究規劃，包括明確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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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措施、工作項目及計畫名稱等，83 年 12 月復參考西
元 1992 年「里約地球高峰會」所提出之永續發展理念及「21
世紀議程」等，再研訂完成期程 84 年至 88 年之「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科技研究中程目標規劃」，包括長中程之目標、措
施、計畫名稱及預估經費等，做為年度科技計畫規劃之依據。
長程目標為達成永續發展，內涵包括符合國際環保趨勢、提
高環保科技水準、美化生活環境、維護生態平衡、健全環保
法規及體制…等 10 項。
88 年起，環保署依據國科會規劃之 4 年滾動式「年度科
技發展方案中程綱要計畫」，參採各年「科技白皮書」、「國
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等研訂中程及年度之科技研究計畫，
策定領域研究之重點項目及發展策略。後續於 94 年起，配
合國科會審議原則，科技研究計畫改採群組送審，以提升計
畫競爭性及促進跨領域合作。
環保署依據全國科學技術會議、行政院科技會報、行政
院科技顧問會議、行政院產業科技策略會議，及國科會委員
會議結論與建議事項，配合年度施政目標及施政時所面臨之
重要環保問題而規劃科技研發中程綱要計畫，複經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自 103 年改制為科技部）審查通過，均為支
持重要環保政策及呼應當前環保議題之應用性科技研究，研
發議題均符合社會脈動且與政策扣合。研究重點包括：永續
發展與前瞻環境科技研發、改善環境污染科技研發及環境技
術性法規研發、災害防治及應變體系科技研發、環境檢驗監
測技術研發及推動國際環保技術合作等。
二、科技研究計畫管理情形
環保科技之發展自西元 1990 年起導入產品生命週期、
資源回收利用、工業減廢、企業自發性環境管理、綠色行銷、
清潔生產、及全球環保等新觀念，加上聯合國西元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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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清潔生產、國際標準組織(ISO)、西元 1996 年發表環境
管理系統（EMS）標準，西元 1992 及 2002 的「地球高峰會
議」及「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之決議，對於全球永續發展
議題所衍生之環保科技訴求，已由以管末處理為主之公害污
染防治科技，提昇至追求永續發展、資源永續利用之整體環
境考量層次。
環保科技範圍廣泛，包括科技部、工業、農林漁牧業、
內政、交通、衛生、國防、環保等機關均涉及環保方面之科
技研究，亦即是一項跨部會、跨領域別的科技研發，歐、美、
日先進國家之環保部(署)下均置環保專責研究單位，以協助
政策之制訂及整合各部會環保相關科技研發工作，國內環保
科技發展較缺乏橫向的彙總規劃及跨部會之研究。加上環保
署組織條例中之環境研究所迄今未設置，故環保科技研究多
以委託學術研究或法人研究機構方式進行。
回顧 30 年來，環保署科技計畫主要分為基礎研究、應
用研究、技術發展等三類，採由下而上的策略規劃機制，由
各業務單位依據職掌專長及業務上實際需要審慎評估後提
出，且以整合性、延續性、歸零思考、反應施政主軸等作為
計畫管理之考量重點。環保署科技評估體系，包括科技計畫
研提審查、執行管考與績效評估（如圖 1）。
（一）計畫審查：研擬重點方案，含年度計畫、中長程計畫，
經本署計畫預審制度，檢視是否符合政策說明、計畫
可行性、過去績效、計畫優先性、預算額度。
（二）執行管考：計畫方案的執行進度追蹤與管考，執行之
成果與檢討意見再回饋至計畫之修訂，以確保計畫品
質。
（三）績效評估：係依據科技部規定，針對當年度執行完畢
之科技計畫進行績效評估，並邀請署外專家檢視審查
以利未來年度計畫修正，並辦理研究成果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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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本署研發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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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科技及施政研究計畫品質提升策略
投入及產出
（各單位提報及最後驗收之成果）
1. 提 送 年 度 預 審
資料（含提案總
表、關聯圖、自
評表、評選須
知、個別計畫資
料表）
2. 署 內 年 度 委 辦
計畫預審會議
3. 科 技 計 畫 署 內
溝通、初審會議

第一次工作進度報告
期中報告及審查會議
期末報告及審查會議
不定期工作會議
不定期現場查核

提送綱要計畫績效報告

推動架構

研
提
審
查

提升計畫品質之工具及作法
（永續發展室已建置之運作機制）
目標設定原則（查核表）指引
計畫工作內容與計畫目標相互對應
範例指引
預定進度及工作查核重點撰寫指引
國際最近期刊、網路資訊、政府報
告及新聞報導摘譯、引介、專題式
報導等資料彙編，提升各單位規劃
時參考
預審意見提供
舉辦論壇，收集規劃意見

執
行
管
考

結案報告確認表
中英文摘要撰寫指引及舉例說明
委辦計畫“主要績效指標”(KPI)
撰寫指引及管理機制
篩選將結案或已結案計畫，每週一
個計畫由主管於主管會報報告檢討。

績
效
評
估

建置科技計畫資料庫
編排、維護、更新科技計畫成果網頁
辦理成果發表及檢討會（或環境保
護科技論壇）

圖 1 環保署科技及施政計畫品質提升推動實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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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研究計畫經費
環保署 76 年成立以來，77 年之科技發展預算金額為
2,636 萬元，嗣後 2 年以幾何級數成長，78 年 6,589 萬元、
79 年 2 億 6,119 萬元，80 年及 81 年均維持 2 億餘元。惟由
於環保署組織條例中之環境研究所未獲准設置，研究計畫均
以委託研究方式進行，在委辦方式於立法院預算審查時難被
認同情況下，81 年以後之科技發展預算逐年刪減，82 年 1
億 3,283 萬元、83 年 8,970 萬元、85 年 9,091 萬元，90 至 102
年維持於 4,000 萬至 8,000 萬元間，103 年至 106 年則維持於
8,000 萬至 1 億 8,500 萬元間。除環保署之預算外，85 年起
開徵之空氣污染防制基金中，部分可做為科技研究之用。亦
即 85 年以後之環保署科技研發經費尚包括各類基金之科技
研發經費。歷年科技經費分布如圖 2。

圖 2 環保署歷年（77-106 年）科技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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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展望
為因應環境資源部組織運作，未來科技計畫推動策略說明如
下：
（一）初期策略依現行模式
採由下而上的策略規劃機制，由各業務單位依據施
政項目、國家科學發展計畫之建議內容及業務上實際需
要，審慎評估後提出科技計畫。
（二）推動中長期策略
採資源整合的策略規劃機制，評估延續性、整合性
（含各機關事權、上下游）
、歸零思考、核心理念、反應
施政主軸等方向來推動科技計畫。
（三）擴大執行範疇
未來環境已不局限在狹隘的定義上，如相關空氣、
水、土壤、廢棄物等方面，而應含括更廣的定義及面向，
如「資源」整合、污染預防控制與生態保育聯結、環境
的綜合控制與管理等。
五、結語
環境科技是改善環境品質、建立寧適生活環境的重要關鍵，環
保科技研究相關工作範圍廣泛，必須從不同層面及不同角度選擇重
點進行，環境保護政策的制定與科技的研究發展間，有著密不可分
互動關係。環保科技之研究發展工作正是提供政策制定領域與診斷
的雙重功能。實用的環保技術可改善污染，減少公害，對環境保護
工作而言，科技研究發展絕對是不可或缺的技術性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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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協助國內民間環保產業提升環保技術

一、「環保科技育成中心計畫」之緣起
過去環保單位總被認為應扮演警察角色，技術輔導則由國
科會、經濟部等主政，立法院於 91 年 4 月審查環保署預算做
成附帶決議：「環保署未來應積極推動綠色環保產業，並在 92
年度預算中編列相關預算，鼓勵民間研發環保科技，提升環保
科技水準…，並開創臺灣綠色產業空間」。為宣示維護我國環
境之決心，依據國內生活環境需求、國際環保趨勢及落實國內
環保法規需求之優先次序，環保署首次以補助方式協助國內環
保產業提升技術水準，在行政院奉核下執行「挑戰 2008 國家
重點計畫」之「環保科技育成中心計畫」。
二、推動「環保科技育成中心計畫」之依據
「挑戰 2008 國家重點計畫」係 91 年行政院大力推動之重
點工作，環保署於「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篇下提出「環保
科技育成中心計畫」，91 年 12 月 31 日經行政院核定（行政院
院臺環字第 0910067324 號函）執行 5 年計畫（自 92 至 96 年），
總經費 9,500 萬元，並列入「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新興計畫，
每年依照「科技發展計畫先期作業審議要點」規定提報年度經
費需求。
此次環保署有限度執行育成計畫，催化技術移轉工作，其
主要催生動力有三：(一)立法院 91 年第 5 屆第 1 會期附帶決議
的期許。(二)民國 91 年陸續公布「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對擁
有優良再生技術者給予獎勵之措施)，以及「環境基本法」(宣
示環境保護之重要性及優先性)，法規政策之推動，均迫切需要
國內環保科技產業的生根及落實。(三)國際上環保政策能順利
推動的國家，大部分在定位環境部或環保署的任務時，除立法
執行外，均包括科學及技術轉移、教育等角色。美國環保署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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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年的超級基金創新技術評估計畫( Superfund Innovative
Technology Evaluation, SITE )，即是為貫徹環保署政策、法規
之理念而付諸具體行動的典型範例，它與國科會、經濟部等全
面性推動產業科技的策略作法，實際上已有非常明顯的區隔。
三、「環保科技育成中心計畫」之構想、作法與策略
構想：以政府希望優先解決的環保問題進行重點開發突破
「環保科技育成計畫」，係仿美國環保署土壤地下水創新
技術評估計畫( Superfund Innovative Technology Evaluation,
SITE)，加速廠商將創新技術變成商業化技術，落實政府政策
與環保法規之推動與執行，導引業者以政府希望優先解決的環
保問題進行重點開發突破，發展符合國內環境需求的技術。
作法 1：公開徵求計畫書，依法規、政策需求公布指定補助項目
環保署每年上網公開徵求合作計畫書，同時公布指定之技
術或設備項目，依法規需求及國內環保政策之推動逐年調整。
由國內公民營機構創新育成中心與環保廠商共同提出研發計
畫書，向環保署申請補助 50％以下之研發經費(政府補助金額
必須小於廠商投入金額)，其他經費由育成中心與廠商自行籌措。
環保署針對提送之環保研發計畫書及證明文件進行初審，符合
者再由環保署邀請專家學者組成「技術審查委員會」甄選出補
助對象。
只補助立案之育成中心人事、材料及設備維護租用等費用，
不補助廠商，依現行「科技基本法」等規定，智財權採下放原
則，利於育成中心及廠商依合約規定推動技術轉移。
作法 2：透過自評機制及專業審查，確保計畫成果品質
補助經費小於 200 萬元之計畫，結案階段需繳交「現場／
實際技術／設備測試報告」與「技術／設備應用推廣可行性評
估報告」2 份報告外，另須於國內或國外學術性會議或刊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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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至少 1 篇論文；補助經費大於 200 萬元之計畫，除繳交上述
2 份報告、1 篇論文提出外，則須再加國內或國外專利申請 1
件。希望透過測試報告與可行性評估報告的自評機制，以及論
文或專利的專業第三者審查，以有效確保各育成計畫的成果品
質。
針對歷年補助計畫之效益及計畫產出，透過問卷及辦理意
見交流座談會，以確實掌握各計畫之後續發展成效與推廣情
形。
策略：三贏（政府、學界、業界）的合作模式
環保技術或設備種類繁多，育成或催生有其篩選的困難，
藉由現有育成中心所擁有的不同專長，希望能逐漸凝聚專一特
色化，以解決國內資源再生等特殊性或地域關聯性強的環保產
業，促進技術商業化。如此三者(政府、學界、業界)良性循環，
長期互動，營造三贏的合作模式。
四、「環保科技育成計畫」之演進
「環保科技育成計畫」原預定執行期程自 92 年至 96 年止，
執行 5 年在專利取得、技術轉移、技轉金額及市面上量產之設
備產品等已有豐碩成果(如附錄計畫成果一覽表)，由於成效顯
著，國內環保產業界一致認為有持續進行之必要。為順應業界
意見，98 年起以「環保創新科技研發計畫」於科技發展項下每
年度編列 800~900 萬元持續進行，規模、作法比照第一期，以
持續發揮績效。
五、「環保創新科技研發計畫（環保科技育成計畫）
」之執行
(一)計畫通過補助情形
92 年至 104 年核定之補助計畫涵括：生物可分解技術、光
觸媒披覆技術、CO2 固定光合生物反應、揮發性有機物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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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玻璃纖維、廢電鍍塑膠等回收再利用、廚餘高溫生物處理、
落葉枯枝免堆技術、廢污油生物處理技術、地下水中含氯碳氫
化合物現地氧化技術、油污染土壤及地下水復育技術、氧化生
物分解塑膠測試方法、有機廢污油生質能技術開發、環保電線
電纜披覆材料開發、燃料電池結合光觸媒技術、化學迴圈、廢
棄物轉換能源及利用前瞻性環保創新技術（奈米技術、分子生
物…）等 96 項計畫，計畫總經費約 3 億元，其中政府補助經
費約 1.51 億元，引導廠商投入經費約 1.65 億元。

圖 3 環保科技育成中心歷年補助情形
表 1 歷年核准總件數及投入金額
年度

件數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4
12
15
13
8
6
7
6
5
6
6
4

投入金額(新臺幣萬元)
政府補助金額
廠商自籌金額
490
510
2,510
2,600
2,420
2,720
2,050
2,540
1,270
1,370
1,000
1,080
930
950
835
886
760
780
800
830
776.4
836.7
650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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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合計

4
96

620
15,111.4

699
16,486.7

(二)計畫成果統計
92 年至 104 年補助計畫執行成果(96 項計畫)，環保署合計
投入補助約 1.5 億元，統計至 104 年共已取得 42 項國內外專利，
亦有 34 項專利目前現況為已申請及申請中，技術轉移數量共
計 32 件，單僅以實際技轉金之產出已逾約 2.7 千萬元（尚不論
專利、實際設廠量產等尚無法估計之效益），技轉金與投入金
額之比率達 19.9%。此一績效若與國科會、經濟部等要求學校
或工研院等之回饋技轉金比率（約 3 至 6%之間）成果極其優
異。至於與業者量產關連程度更高的部分，11 年間共計針對
18 家業者，完成 32 件技術轉移；針對 6 家業者，落實 7 項的
量產技術；9 項合作計畫，促成 8 家業者產學合作；另有 3 家
業者，生產或研發投資 3 項技術。於學術發表上，完成 79 篇
期刊發表、143 篇研討會論文發表、辦理或參加 64 場活動（包
括辦理學術活動、成果發表及參加展覽）
，執行成果相當豐碩。
五、結語
環保署為帶動國內環保產業升級，繼推動「環保創新科技
研發計畫」之後， 99 年起陸續有補助「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研
究與技術計畫」(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及 101 年
補助「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創新或研究發展計畫」(資源回收
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等相關補助型計畫，亦結合環保產業、學
術、及政府機關之力量，共同推動我國環保科技及產業之提昇，
落實立法院之鼓勵與協助民間推動環保科技研發，提升國內環
保科技水準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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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合作
序言

環保署自 76 年成立以來，在民眾與同仁努力之下，環
境保護工作之推展及環境品質之改善已有相當績效。惟歐美
先進國家環境保護起步較早，如美國環保署成立於西元 1970
年，其環境保護之實際經驗與技術資源，足供我國借鏡。因
此，環保署乃積極推動與環保先進國家建立雙邊或多邊合作
關係，經由人員互訪、經驗交流、技術轉移、共同研究等管
道，以促進我國環保體系之健全、環保法規之建制及環保技
術之提升。此外，主動派員出席國際環保相關會議，掌握國
際環保動態趨勢，及早研擬因應對策，善盡地球村成員責任
與義務；同時積極參與亞太經濟合作(APEC)及世界貿易組織
(WTO)環境保護相關業務。
第一節 雙邊環保合作
一、與美國之雙邊環保合作
(一)美國環保署
1.合作架構
本署與美國環保署的合作架構係於民國 82 年 6 月 21
日在美國華府由我國駐美代表丁懋時與美國在臺協會理事
主席白樂崎，代表雙方簽署「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美國在
臺協會間環境保護技術合作協定」所建立的，效期 5 年。配
合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單位於民國 83 年後改稱駐美國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協定改稱「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及美國在臺協會環境保護技術合作協定」，經雙方同意分
別於 87 年、92 年及 97 年展延，共延約 3 次，協定效期至民
國 102 年 6 月 2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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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協定架構下，本署與美國環保署共同規劃合作項目，
83 年開始以 2 年或 3 年為 1 期訂定執行辦法( Implementing
Arrangement)進行合作，在第 9 號執行辦法結束後，103 年
在時任美國環保署長麥卡馨（Gina McCarthy）女士見證下，
於我國宣布成立並正式啟動「國際環境夥伴計畫(IEP)」。藉
由與創始夥伴美國環保署合作，提供各國中央政府官員、城
市代表、學者、及社區的國際環境保護交流網絡，並協助我
國與其他國家發展雙邊及區域性國際合作，以強化環保外交
工作。同時臺美環保合作，亦邁入另一個嶄新的階段。
2.合作發展
本署與美國環保署進行技術合作迄今已延續 19 年，合
作關係之發展可概略分為以下 3 階段：
第一階段

政策與能力建置

民國 83 年美國環保署已成立 24 年，不僅擁有豐厚的環
境治理經驗，其環保專家及技術在當時亦居全球領先地位。
民國 83 年至民國 88 年合作項目之執行模式，多屬本署派員
至美國實地考察或接受短期訓練(study tours)，以獲取知識及
經驗；或者邀請美國環保署專家來臺舉辦研討會(workshops)
或訓練模組，提供技術協助及分享資訊。在此期間共執行了
72 項合作專案，主要方針係以引進美國環保政策及建置我國
環保人力資源為主，目的在提升國內污染防治及管理能力。
民國 88 年 7 月簽訂第 4 號執行辦法，引進美國「能源之星」
標章制度，建構我國「能源之星」標章運作機制。民國 88
年 7 月簽訂第 4 號執行辦法，引進美國「能源之星」標章制
度，建構我國「能源之星」標章運作機制。
第二階段

管理、處理及監測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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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9 年本署與美國環保署之合作逐漸擴展至跨國污
染物之監測、防制及管理，並依業務需求，請美國特定研究
機構或相關部會執行計畫，或者與美方共同執行互惠環保合
作計畫，以符合雙方環保利益，民國 96 年美國環保署曾因
國際合作處人力不足，將與本署之雙邊合作協定工作轉由其
第 10 分署負責主事及執行，民國 98 年又重新回歸由美國環
保署負責；民國 89 年至 99 年共執行 99 項活動。其中較重
要 的 項 目 如 美 國 環 保 署 研 發 處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協助我國建置空氣污染物模式(Model 3)；美國
太空總署及海洋大氣總署協助我國以聯合國全球大氣觀測
網(Global Atmosphere Watch, GAW)規範，推動鹿林山大氣背
景站(Lulin Atmospheric Background Station, LABS)之建置；
美國環保執法及司法部門協助我國建立船舶非法排放之執
法能力。
第三階段

擴展區域合作、進行政策及技術交流

與美國環保署合作歷經十多年後，本署在空氣污染防治、
空污費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廢棄物管理、資源回
收、環境資訊、環境監測等環保政策及治理技術上，已超越
許多國家，美國環保署於民國 98 年建議本署雙方藉由合作
計畫，一起促進亞太區域環境品質改善。鑒於全球暖化及跨
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民國 100 年 8 月 11 日本署署長與美
國環保署署長於華府會晤，對於共同推展區域夥伴合作議題
及深化合作關係達成共識。民國 100 年於第 8 號執行辦法及
第 9 號執行辦法下，雙方結合區域夥伴，辦理 4 項區域環保
夥伴計畫，包括「污染底泥整治」 、 「電子電器廢棄物管
理」 、 「永續社區」及「環境資訊」等項目之研討會、論
壇及成立工作小組，共計有 14 個國家參與，未來將持續結
合區育夥伴開展污染場址整治、環境資訊、汞監測、電子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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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廢棄物防制、管理與回收、更乾淨港口空氣品質夥伴關係、
環保法令實施與遵守、永續社區與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等議題
之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治理的經驗與技術交流，以共同行動
的力量，保護區域及全球環境，讓地球環境更為潔淨，邁向
永續與繁榮的未來。

臺美雙邊定期召開雙邊會議，民國94年張國龍署長與出席雙邊
會議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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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7年臺美環保雙邊合作計畫第一次以改善港口空氣品質，
共同建立夥伴關係為議題進行交流，沈世宏署長接見特地率團
訪華的美國環保署第10分署長艾琳米勒( Elin Miller)女士及西
雅圖港、塔蔻瑪港（Port of Tacoma）、浦際灣（Puget Sound）
空保局、美國環保署交通與空氣品質處及港口清淨空氣品質計
畫等多位美方專家。

103 年我國宣布成立並正式啟動「國際環境夥伴計畫
(IEP)」，內容包含「全球環境教育夥伴」、「空氣品質監測
體驗營」、「亞太汞監測夥伴」、「新一代環境執法研討會」、
「國際電子廢棄物回收管理夥伴」、「土壤污染整治技術服
務專案」、「泛太平洋氣候變遷調適夥伴」、「城市清潔空
氣夥伴」、「生態學校夥伴計畫」、「永續物料管理會議」
及「空氣管理平台」等 11 個主題活動，期望可以達到「避
免境外污染擴散，改善區域環境品質」、「突破外交困境，
強化新南向區域合作」及「協助推動環保產業發展」的目標。
在外交部及美國環保署的協助下，103 年總計執行了 17 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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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環境夥伴計畫活動，總共有 28 個國家參與。104 年總計舉
辦 33 項活動，更擴大到 40 國參與。105 年迄今共舉辦 18
項活動 40 國參與。106 年預定有 7 大計畫與美國共同邀請我
新南向國家夥伴參與。

103 年 4 月 14 日美國環保署署長麥卡馨女士(Administrator
Gina McCarthy)前往「第一屆全球環境教育夥伴會議」會場，
與環境保護署魏國彥署長及會議主席副署長葉欣誠及各國
與會代表合影及互動。
(二)美國能源部
102 年簽署「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及美國在台協會大
氣監測、清潔能源暨環境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建立本署與
美國能源部雙邊合作之架構；104 年推動第 1 號執行辦法，
建立我國低碳社會及減碳必要之政策及技術。
二、加拿大
我國與加拿大於 85 年 7 月在臺北正式簽署「臺加環境合
作瞭解備忘錄」
，共執行 6 年。雙方合作執行 29 項合作計畫，
合作領域涵蓋環保標章相互認證、清潔生產技術、工業廢水
處理技術、廢棄物管理、資源回收、溫室氣體減量、環保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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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策略聯盟及監測技術等，成果相當豐碩。環保署為加強與
加拿大進行環保合作，與加國於 96 年 6 月共同辦理白石綿
研討會，邀請加國專家來臺與國內學者針對白石綿管制議題
進行討論。98 年 10 月本署組團赴加拿大參加海洋油污緊急
應變高階人員訓練。本署亦持續派員出席加拿大舉辦之全球
環保展暨研討會相關活動。

臺加雙邊環保合作會議 2000 年 3 月於加拿大溫哥華舉行，科技顧問室楊之遠主
任（前排左 3）與加拿大環境部科技處處長 Ed Norrena（前排左 4）共同主持。

三、歐盟
李署長應元於 106 年 6 月 26 日至 27 日出席在布魯塞
爾舉辦之「2017 年臺歐盟未來產業活動(2017 EU-Taiwan
Event on Industry of the Future)」。 李署長說明臺灣在世
界排名前三名資源回收的基礎下推動循環經濟，針對廢
棄物資源化、產業價值鏈結、循環經濟專區、產業循環
轉型商機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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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署長應元（正面左 5）於歐盟發表演講

本署與歐洲經貿辦事處於 103 年 6 月合辦「2014 年亞洲
地區碳市場能力建構研討會：歐洲經驗」，邀集歐盟與鄰近
國家等政府部門及重要國際組織的專家學者，共同探討建構
國際減碳市場機制連結的機會。
魏前署長國彥 103 年 9 月率團訪問英國、德國與歐盟。
訪問歐盟期間，曾拜會歐盟氣候總署與環境總署與相關機構
及人士，就氣候變遷等議題進行交流。
沈前署長世宏於 98 年 11 月率團訪問英國、德國、歐盟，
此行主要是與各國氣候變遷與環保之政府主管部門與民間
重要機構及人士舉行會談，包括歐洲氣候交易所、英國能源
與氣候變遷部、德國國會副議長 Hermann Otto Solms、德國
環境部政務次長 Katherina Reiche、歐盟執委會環境總署總署
長 Karl Falkenberg 等。沈署長此行並在比利時布魯塞爾以「綠
色島之願景與實現(Visions and Realization of a Green Island)」
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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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1 月沈世宏署長（前排左 7）拜會歐盟環境總署總署長 Karl Falkenberg
（前排左 8）

陳前署長重信於 97 年 2 月率團訪問歐洲，並在比利時國
際新聞中心以「亞洲地區有關永續發展政策的發展及執行的
創新做法－以臺灣為典範」為題，說明臺灣在廢棄物回收及
溫室氣體減量的努力與成就。陳前署長重信並分別與歐盟環
境總署總署長 Mr. Mogens Peter CARL 及捷克副總理兼環境
部長 Mr. Martin Bursík 進行雙邊會談。陳前署長重信還見
證中央大學與歐盟 IAGOS 太平洋溫室氣體觀測計畫合作案簽
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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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重信署長(左三)見證中央大學與歐盟 IAGOS 太平洋溫室氣體觀測計畫合作案
簽署合作備忘錄

張前署長國龍於 96 年 3 月率團訪問歐盟，此行主要目的
是想暸解歐盟氣候變遷、再生能源策略及歐盟跨國合作運作
機制，並尋求我國與歐盟環保合作之契機。此行拜會歐洲議
會與歐洲環境總署，並拜會歐盟環境總署長 Mr. Mogens
Peter CARL，針對氣候變遷及再生能源發展、溫室氣體排放
分配及交易制度建置等廣泛交換意見。
四、法國
臺法環保合作於 84 起開始進行，合作方式以環保署人
員赴法考察及邀請法國專家來華指導為主。至 94 年總共完
成 35 項計畫，94 年執行廢電池回收處理技術合作計畫。為
強化海洋污染防治與緊急應變，由環保署詹順貴副署長率隊
赴 法 國 與 水 域 意 外 污 染 事 故 研 究 調 查 中 心 (Centre of
Documentation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 on Accidental
Water Pollution,CEDRE) 簽 署 瞭 解 備忘 錄 (Memorandu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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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MOU)，於 105 年 11 月 22 日由本署水保處葉
俊宏處長代表，在本署詹順貴副署長及雙方單位同仁共同見
證下，與法國 CEDRE 中心主任（Stéphane Doll）進行簽署。
五、英國
自 87 年起環保署與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共同贊助「赴英
學士後獎學金計畫」，提供環保署同仁赴英進行短期進修獎
學金，以吸取該國最新環保技術及管理觀念；環保署於 91
年派員赴英接受海洋油污緊急應變訓練課程，郝前署長龍斌
於 92 年 3 月率團出訪英國，考察環保技術，並進行雙邊合
作議題諮商。為輔導我國民間組織促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工作國際合作，99 年 6 月本署土污基管會赴英國見證「臺
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與「英國污染土地環境運用
組織(CL:AIRE)」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對於兩國共同關切
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建立長期互惠互助之合作機制。
為推動碳標籤計畫，100 年 9 月在本署見證下，由工研院與
Carbon Trust Service Advisory Inc. 簽訂合作備忘錄，以建立
雙方產品碳標籤相互認可及協助查驗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
碳足跡之機制。103 年 6 月本署（環管處）與英國倫敦大學
建築環境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合作，辦理「低碳
永續家園中高階人員培訓研習」，以強化政府決策人員的思
考廣度與深度。
六、德國
德國污染防治及生態保育技術與績效在世界各國均居領
先地位。環保署在焚化爐工程、廢棄物處理及資源回收等許
多方面，過去與德國民間廠商有多項合作經驗。郝前署長龍
斌於 92 年 9 月率團赴德國參訪環保技術，並介紹臺灣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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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科技園區計畫，藉以引進德國先進技術。林副署長達雄於
94 年 6 月率團赴德參訪，學員 25 人並接受為期約 2 週之環
境管理技術訓練。95 年 8 月派員考察比利時、德國及瑞士等
國廢電機電子設備之回收處理制度、回收處理體系運作之模
式及其相關之執行成果。95 年 10 月派員考察德國水污染防
治費徵收之制度並蒐集橫跨歐洲多國之多瑙河流域管理方
式相關資訊，供國內制定相關政策及管理制度之參考。為深
入暸解德國推動再生能源之發展策略、經濟誘因及相關配套
措施以及溫室氣體減量技術之法規與技術等，環保署分別於
99 年 2 月 9 日辦理「從再生能源發展看臺灣邁向低碳社會契
機」國際研討會，邀請德國饋網電價專家就德國推動再生能
源法案與政策的成功經驗、饋網電價制度(Feed- in Tariff)及
發展再生能源可能面臨的挑戰與解決方案進行專題演講；
100 年 8 月辦理「溫室氣體減量技術國際研討會」
，邀請德國
專家介紹國際碳捕捉與儲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技術發展與德國相關法規；100 年 9 月舉辦「德國再生
能源發展與饋網電價機制趨勢研討會」，探討德國再生能源
饋網電價制度發展經驗，對臺灣再生能源政策制度選擇之影
響及意涵。105 年 9 月本署李應元署長率團出訪德國與荷蘭，
參訪德國與荷蘭之循環經濟發展經驗與作法。
七、日本
（一）環保署自 77 年起至 92 年，執行「亞太科技協會環保
技術委員會」之臺日環保合作計畫，包括赴日考察及
邀請日本專家來臺舉辦研討會等，每年約執行 5 項計
畫。
（二）於 94 年 12 月 1 日在日本東京簽署「臺日有害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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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境轉移及處置協定」，於 95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三）為加強臺日環境合作與雙方環保官員之交流，定期於
臺北及東京輪流召開「臺日環境會議」，作為臺日官
方對話、談判及協商平台。
1、第 1 屆臺日環境會議於 95 年 9 月 21 日在臺北召開，
討論臺日間環保相關合作議題，包括大氣及海洋區域
性環境問題及對策、資源回收及「臺日有害廢棄物輸
出入協定」執行檢討、溫室效應因應對策等。
2、「第 2 屆臺日環境會議」於 96 年 12 月 26 及 27 日於
日本東京舉行，針對「鎘米預防與管制」、「土壤污
染整治」、「東亞地區長程污染物監測」、「溫室氣
體減量」、「巴塞爾公約雙邊協定執行情形」及「海
洋污染防治」等 6 項議題交換意見。
3、「第 3 屆臺日環境會議」於 98 年 2 月 17 日於臺北舉
行，針對「氣候變遷」、「巴塞爾公約臺日協定執行
情形」、「東亞地區長程污染物監測」、「溫室氣體
減量」、「巴塞爾公約雙邊協定執行情形」及「海洋
污染防治」等 6 項議題交換意見。
4、「第 4 屆臺日環境會議」於 100 年 11 月 8 日及 9 日
於日本東京召開，議題包括「東日本大地震災後廢棄
物處理」、「氣候變遷」、「巴塞爾公約雙邊協定執
行情形」、「東亞地區長程傳輸污染物監測」及「環
境詞彙交流」等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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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5 屆臺日環境會議」於 102 年 9 月 30 日於臺北召
開，議題包括「空氣品質保護」
、
「化學品登錄管理」、
「氣候變遷」、「巴塞爾公約臺日協定執行情形」等
4 項。
6. 「第 6 屆臺日環境會議」於 104 年 10 月 22 日於日本
東京召開，議題包括「巴賽爾公約臺日雙邊協定執行
進展」、「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及對風力發電之管制」、
「細懸浮微粒(PM2.5)減量」、「空氣污染物監測與境
外污染物（霾、沙塵）預警交流合作」、「產業廢棄
物之環境執法與裁罰」、「環境執法與裁罰」等 6 項。

第二節

多邊環保合作

一、亞太經濟合作(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亞太經濟合作(以下簡稱 APEC)組織於西元 1989 年由澳
大利亞前總理霍克(Robert Hawke)所倡議成立，該組織係由各
經濟體政府部門高階代表組成之非正式經濟諮商論壇，希望
藉由相關行政部門官員的對話與協商，帶動該區域經濟成長
與發展。我國與中國大陸及香港同為正式會員，APEC 係我部
長級官員可正式代表我國參加會議之少數國際組織之一。
APEC 環境部長級會議
APEC 為一經濟性的組織，非專業環境及生態保育的組
織。環境保護議題正式浮現在 APEC 論壇，係於西元 1993 年
部長會議中，加拿大總理克雷汀(Prime Minister Chretien)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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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綠化 APEC (green APEC)，在領袖會議時，菲律賓總統羅慕
斯(President Fidel V. Ramos)承諾將主辦「永續發展」有關會議。
為能符合各界對永續發展的期待，APEC 對於影響經濟發展的
環境議題，亦相當重視，分別於西元 1994、1996 及 1997 舉
行環境相關部長會議。
APEC 第 1 屆環保部長會議於西元 1994 年 3 月 23 日至
25 日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我國當時由張前署長隆盛率團，
由前科技顧問室樊國恕主任等 10 名團員陪同出席，計有 16
個會員體出席（智利、秘魯、俄羅斯及越南尚未成為 APEC
會員），會議討論的主題涵蓋環保技術、環境政策工作（包括
經濟工具及環境標準）、環境教育及資訊、永續都市、環保與
經濟之架構原則等，各主題由 2 或 3 個國家共同主筆，書寫
引言及討論提綱，我國負責政策工具中之環境標準。會後各
會員體部長共同發表前景聲明(Vision Statement)及經濟與環
境 整 合 架 構 原 則 (Framework of principles for integrating
Economy and Environment)。前景明共 14 項，為里約宣言落實
於亞太地區各會員國環境保護的具體內容，經濟與環境整合
架構原則共 9 項，明確地指出各會員體在求經濟發展與環境
保護均衡時所應努力的方向。會議期間我國與加拿大、新加
坡、澳大利亞及美國進行雙邊會談，邀請參加於西元 1995 年
1 月在臺北舉行之 Enprotech 95 環保展覽會，促進 APEC 地區
環保技術交流。本次會議係環保署署長第 1 次出席政府間國
際組織會議。
為延續 APEC 第 1 次環境部長會議，環保署於西元 1994
年 8 月在花蓮舉辦 APEC 環保專家會議在，這次會議係由我
國和加拿大共同主辦，檢討如何推動溫哥華環保部長會議之
結果，並就如何將環保的考量，納於 APEC 的各項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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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APEC 永續發展部長會議於西元 1996 年 7 月 11 日至 12
日在菲律賓馬卡惕市(Makati City)舉行，由當時環保署蔡前署
長勳雄率團，由前科技顧問室沈世宏主任等 11 名團陪同出席。
會議討論的主題涵括永續城市與都市管理、清潔技術與清潔
生產、永續海洋。蔡前署長擔任清潔技術與清潔生產議題引
言人及與美國共同主持清潔生產技術對生產議題，並與美國
共同提出「APEC 清潔生產策略」。會議最後通過「永續發展
部 長 宣 言 (APEC

Ministerial

Meeting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及「永續發展行動計畫(Action Programme)」。
我國於會議期間分別與菲律賓、美國、馬來西亞、日本及新
加坡舉行雙邊會議。本次會議亦決定於西元 1997 年由加拿大
再次舉行永續發展部長會議。
加拿大於西元 1997 年 6 月 9 日至 11 日在多倫多舉行永
續發展環境部長會議，我國仍由蔡前署長勳雄率團，由前科
技顧問室楊之遠主任等 8 名團員陪同出席，共有來自 18 個會
員體參加，APEC 秘書處並邀請工業科技工作小組及海洋資源
保育工作小組代表，分別報告所研擬之「清潔生產策略」及
「永續海洋環境行動方案」。會議期間亦舉辦「企業領袖與地
方當局永續城市論壇」及「青年論壇」。大會最後發表部長聯
合聲明。此行亦在部長會議之後舉行臺加環境合作瞭解備忘
錄第 2 次程序委員會議，及順道參加臺美環保技術合作協定
第 3 號執行辦法簽約儀式。
本次會議過程亦有一段插曲。當時臺灣電力公司曾考量
將低放射性核廢料送至北韓處理，廢料以核電廠員工所穿著
使用的衣物、手套等核能週邊物品為主，惟南韓認為此舉將
會影響東北亞的生態環境，極力反對。我方於出發前，即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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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南韓恐會抗議臺灣電力公司擬將核廢料送北韓處置。為此，
南韓非由其環境部長出席本次會議，改由外交部盧昌熹大使
擔任首代表出席本次部長會議。我方於會議期間主動與南韓
先進行雙邊會談，表示核廢料運送案係臺電公司與北韓之商
業行為，我方政府將秉持公正立場，在未確定充分符合國內
及國際相關法規並確保其安全性之情況下，我方將不會予以
同意輸出。然而韓方盧昌熹大使表示已受其政府強烈且嚴格
之訓令，必須於本次 APEC 會議中提出此案，並尋求各會員
體部長支持。
南韓於部長會議「後續步驟/臨時動議」中，要求緊急對
包括核廢料在內之有害廢物之跨國運送與處置採嚴格之管制，
並希望臺電能終止運送計畫。會議加拿大籍主席 Fraser 指出
南韓所提問題涉及兩個層面，其一為核廢料處理之一般性問，
APEC 自可從永續發展與環境之角度探討，其次為某一 APEC
會員體與非會員體間之雙邊事務，但這非 APEC 所能裁量。
蔡前署長說明我國將會審慎處理此案，強調必須在符合國際
規範之前提下始得進行，呼籲 APEC 應專注於區域性及全球
性永續發展之高層次問題，類似本案之特定問題，則宜由具
適當管轄權及專業性之特定國際組織及場合處理。在處理部
長聯合聲明之文字時，南韓希望將核廢料運送至北韓相關文
字納入，惟後續因為是否將「北韓」之字眼納入聲明中，會
員體無法達成共識，故將整段文字刪除。由於我國代表團對
應合宜，避免將有損我國形象文字列入 APEC 正式會議文件
中。
參與 APEC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
APEC 於 79 年 成 立 海 洋 資 源 保 育 工 作 小 組 (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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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Conservation Working Group, MRCWG)，環保署為我
國 MRCWG 對外的聯絡窗口。我國於 87 年 6 月起至 90 年 6
月止，擔任該工作小組之主事人(Lead Shepherd)，負責主導推
動該工作小組之業務。我國主事人係由環保署楊前技監之遠
擔任，後因楊前技監之遠於 90 年初調任本署監資處處長，續
由阮前技監國棟接任。
APEC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會議之舉行係由會員體自
願辦理，我國曾於西元 1996 年 4 月 23 日至 25 日在高雄舉辦
第 8 屆工作小組會議，會議由本署當時前科技顧問室沈世宏
主任主持，計有來自澳洲、加拿大、智利、中國大陸、香港、
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我國、泰國及美國等代表
出席。當時高雄吳前市長敦義、環保署陳前副署長龍吉及加
拿大籍 APEC MRCWG 主事人 Dr. J. Roderick Forbes 亦應邀致
詞。
為參與 APEC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環保署每年定期亦派
員出席 APEC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會議，於會中報告我方
執行海洋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態保育的進展。
2012 年 海 洋 資 源 保 育 工 作 小 組 (Marine Resource
Conservation Working Group) 與 漁 業 工 作 小 組 (Fisheries
Working Group) 合 併 為 海 洋 及 漁 業 工 作 小 組 (Ocean and
Fisheries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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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

申請 APEC 經費辦理計畫
為積極參與 APEC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環保署主動
研提「APEC 區域海洋模式與資訊系統計畫」
、
「亞太經濟合作
(APEC)藻毒分析方法與標準品、參考品在水產品安全認證上
的開發與驗證計畫」、「永續海洋養殖環境涵容能力評估」及
「知識經濟體衛星應用計畫」等計畫，申請 APEC 經費，均
獲會員體支持同意辦理。上述計畫由環保署派員擔任計畫總
監(overseer)，協助 APEC 秘書處推動及督導計畫之執行及經
費核銷，歷年來累積計畫經費約為美金 110 萬元。
我國於 81 年至 92 年參與有關 APEC 有毒藻華的相關工
作，探討有關毒藻藻華的成因，藻華先期預警與例行監測的
需求，相互聯繫與訊息交換需求，辦理有害微藻鑑識訓練及
藻素分析技術研討會，並與藻毒標準品建立，以及有毒藻華
效應的衝擊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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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 86 年至 94 年執行「APEC 區域海洋模式與資訊
系統計畫(Ocean Models and Information System in the APEC
Region， OMISAR) 」
，旨在提升我國在 APEC 的能見度與地
位，同時經由技術輸出與交換衛星資料，以互惠的方式獲得
我國衛星站所無法收到的南海南部的衛星資料。我國自 95 年
起 執 行 「 知 識 經 濟 體 之 衛 星 應 用 (Satellite Application in
Knowledge-Based Economies，SAKE)」計畫，利用我國福衛 2
號(Formosat 2)衛星高解析度衛星影像，與越南、菲律賓及印
尼等會員體合作，舉辦研討會，以提升 APEC 開發中會員體
利用遙測影像保護海洋資源之能力。
為瞭解海洋養殖廢棄物之累積對海洋水質之影響，以及
建立偵測海洋養殖對週遭環境生態影響之方法，我國於 94 年
及 95 年與加方合作辦理 APEC 海洋養殖環境涵容能力評估計
畫，研究範圍以澎湖內灣海域箱網養殖為主，量測箱網附近
海水氧化還原電位、硫化物、溶氧量、底泥有機碳及重金屬
含量等，以做為海域箱網養殖環境品質未來的指標。
舉辦亞太經濟合作(APEC)私人部門/企業參與海洋環境永續性
圓桌會議
從 西 元 1980 年 代 中 期 起 ，「 永 續 發 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已然成為人類 21 世紀最重要的發展原則，尤
其西元 1992 年地球高峰會議(Earth Summit)後，永續發展的策
略（如 21 世紀議程，Agenda 21）成為國際論壇的主要議題。
2002 年在南非舉行的「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
，更進一步呼籲各國落實
上述理念。
有鑑於此，亞太經濟合作(APEC)亦積極展開討論有關永
續發展事宜。西元 1996 年於馬尼拉舉行的 APEC 部長會議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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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認為亞太地區的永續發展有 3 項工作最為關鍵：其一
為發展永續城市(Sustainable Cities)，其二為發展清潔技術
(Clean Technologies) ， 其 三 則 為 維 護 海 洋 環 境 的 永 續 性
(Sustainability of Marine Environment)。部長們並同意，推動
APEC 永續發展應透過「推動公私部門夥伴關係(promotion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認清各國發展不同程度及支援地
方人力等方式來推動。
爰此，APEC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於西元 1997 年 5 月
通過與採納「海洋環境的永續性行動計畫(Action Plan for
Sustainability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同時將「私人部門
參與及公私夥伴關係(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 and
partnership)」列為 3 大主要策略工具(central tools)之一。西元
1998 年吉隆坡舉行的亞太經濟部長會議時，其宣言重申「私
人企業與私人部門應被鼓勵參與 APEC 活動」的重要性；西
元 2002 年在韓國舉辦的 APEC 第 1 屆「海洋相關部長會議
(AOMM-1)」時，所研擬「漢城海洋宣言 Seoul Ocean Declaration」
中再度宣示私人企業與私人部門應參與海洋永續管理的必要
性。西元 2005 年於印尼舉行的第 2 屆「海洋相關部長會議
(AOMM-2)」所通過的部長宣言和「巴里行動計畫(Bali Plan of
Action)」中，也呼應與重申此一重要性。西元 2010 和 2014
年海洋相關部長會議「巴拉卡斯宣言(Paracas Declaration)」以
及「廈門宣言(Xiamen Declaratio)」都有類似的呼籲。
鑑於私人部門參與海洋環境永續管理之重要性，本署於
西元 1998 年進行「APEC 私人部門參與海洋環境永續管理研
討會(APEC Conference on Sustainability of Marine Environment:
What can the Private Sector Do?)」之籌備工作，先行舉辦 3 次
國內籌備會議，邀請相關業者和學者參加，確定研討會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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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議題包括：(1)私人部門與非政府團體參與 APEC MRC 工作
組的機會，(2)加速海洋產業發展之機制，(3)水岸再發展與海
洋環境保護，(4)海洋觀光遊憩與海洋生物資源保育，(5)海洋
養殖之永續發展，(6)珊瑚礁保護與多邊合作等。
嗣後，我國準備通告與說帖，依循 APEC 程序週知各會
員體。研討會原訂時間為西元 1999 年 4 月 16-17 日，但期間
經過多次波折，並經我方努力溝通，APEC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
小組終於達成共識，同意該研討會於西元 1999 年 9 月 1-3 日
在高雄市舉行。在多方努力之下，圓滿達成任務，使亞太地
區第 1 次有關私人部門的會議順利舉行，參與會員體多達 9
個，發表文章共 18 篇，同時獲得 10 項重要結論。
為落實該次研討會結論，本署再度就私人部門參與海洋
環境永續性的議題繼續研議，一方面籌備國內會議，另方面
準備政策綱領和工作計畫，以提報 APEC 海洋保育工作組第
13 屆年度會議。該一階段中，國內會議共分為 6 組研議：(1)
私人部門的角色與功能，(2)海洋資源保育與社區參與，(3)海
洋遊憩與生態觀光，(4)海洋養殖，(5)海岸工程與污染控制，
(6)海洋產業與網路系統等。依據國內數次會議之成果，各組
資料彙整經彙整為「行動策略與工作計畫(Action Strategies and
Work Programs)」初稿，供西元 2000 年 4 月 11-12 日共同籌辦
第 1 屆「圓桌會議(The 2000 Roundtable Meeting)」討論。此一
行動策略與工作計畫經該次圓桌會議修正後，提送第 13 屆於
秘魯召開之海洋保育工作組會議，會中我方發言說明所有辦
理經過，最後獲得大會通過，成為 APEC 各會員體重要文件。
此後，我國每年均向 APEC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申請
辦理私人部門參與海洋環境永續性圓桌會議，作為 APEC 海
洋資源保育意見交流及討論之平台。截至西元 2016 年，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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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舉辦 17 次圓桌會議。

歷屆圓桌會議會議主題
屆數

會議日期

會議地
點

討論主題
(1)Coastal and Marine Ecotourism

第2屆

2001/10/11~12

高雄

(2)Oil Spill Prevention and Clean-up
(3)Marine Aquaculture
(1)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第3屆

2002/10/30~11/01

高雄

(2)Marine Protected Areas
(3)NGOs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4)Special Forum on Marine Science and Aquaculture Park
(1)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 Oceans an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第4屆

2003/12/15~17

臺北

(2)Marine Aquaculture and Marine Environmental Quality
(3)NGOs and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cluding Coastal
Wetlands
(1)Economic Value Resources

第5屆

2004/11/4~6

臺北

(2)Oil Spill/Marine Aquaculture
(3)Useful Models/Coastal Zon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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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elevant APEC Projects
(5)Economic Value of Marine Resources
(1)Meeting background and recent initiatives of APEC
(2)Oil Spill Response/Marine Aquaculture and Marine
第6屆

2005/10/7~8

臺北

Contaminants
(3)Marine Conservation and Ecotourism
(4)Coastal Planning and Partnership
(1)Marine Protected Areas

第7屆

2007/04/18~20
(因預算凍結延後辦理)

臺北

(2)NGOs and Marin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Marine Aquaculture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1)Climate Change and Coastal Development
(2)Marine Protected Area

第8屆

2007/11/6~8

臺北

(3)Marine Conservation
(4)Green Ports and Ecoports
(5)Marine Pollution Control
(6)Wetland Conservation
(1)Climate Change and Fisheries
(2)Marine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ies

第9屆

2008/09/16~18

臺北

(3)Protection of Dolphin and Sharks
(4)Marine Protected Areas
(5)Innovative Initiatives of Marine Conservation
(1)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Marine Resources
(2)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第 10 屆

2009/10/14~16

臺北

(3)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
(4)Multi-Purpose Utilization and Planning of Coastal Zone
(5)Private Sectors Involving MRC
(1)Ecosystem-Based Marine Resource Management
(2)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Related to Climate

第 11 屆

2010/08/31~09/02

臺北

Change
(3)Marine Ecosystem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4)Marine Debris
(5)Marine Monitoring
(1)Promoting Public Awareness on Marine Resource
Conservation

第 12 屆

2011/10/19~21

臺北

(2)Marine Eco-labeling
(3)Recovery of Natural Coast
(4)Mitigation the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
第 40 頁，共 77 頁

(1)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第 13 屆

2012/09/17~19

(2)Wetland Conservation

臺北

(3)Deep Sea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4)Marine Ecosystem Service

第 14 屆

2013/10/14~16

臺北

第 15 屆

2014/09/23~25

台南

第 16 屆

2015/10/28~30

臺北

第 17 屆

2016/08/31~9/2

臺北

(1)Shark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2)Clean Waters
(1)Wetland Conservation
(2)Eel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1)Climate Change and Marine Resources
(2)Ocean energy
(1)Blue economic
(2)Marin Debris

發行英文版 APEC 海洋資源保育及漁業刊物
我國自 89 年起主動蒐集彙整 APEC 各會員體與海洋資源
保育工作小組相關之會議、活動與執行中計畫等資訊，發行
APEC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刊物，提供 APEC 會員參考，並
由 APEC 漁業工作小組建議，自 92 年起該刊物增加報導有關
漁 業 工 作 小 組 之 內 容 。 西 元 2002 年 依 據 APEC Marine
Resource Conservation Working Group 海洋資源保育小組工作
會議決議，將此期刊更名擴充出版 Bulletin on Marine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Fisheries 期刊。之後，每年皆發行該刊物。
二、世界貿易組織(WTO)
我國於 91 年 1 月 1 日正式加入 WTO，在入會過程中，
承諾於入會 2 年內開放柴油小客車進口以及開放 150CC 以上
重型機車進口。在開放柴油小客車進口方面，環保署於 91 年
2 月 20 日修正「柴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空氣污染物排
放標準」
，增列柴油小客車排放標準。而在開放 150CC 以上重
型機車進口方面，環保署於 90 年 12 月 26 日完成修訂「交通
工具空氣污染排放標準」第 6 條規定，且自 91 年 1 月 1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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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增列高排氣量機車排放標準，並採認中美協議中對
700cc 以上機車之排放標準。因此環保署已完成前述之入會承
諾。
我國於入會後，適逢 WTO 新回合談判（杜哈回合），環
保署亦積極派員參與貿易與環境以及環境服務業等議題之諮
商與談判，表達我方立場以及因應，以維護我國權益。
為符合 WTO 有關貿易相關技術性法規透明化之規範，環
保署於入會後依規定向 WTO 提出貿易相關法規草案之通知
文件，包括限制乾電池製造輸入及販賣、交通工具空氣污染
物排放標準修正（第 5 條柴油車部分相關條文）、限制塑膠托
盤及包裝盒使用、限制含塑膠微粒之化妝品及個人清潔用品
製造、輸入及販賣等，供會員評論。
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為提昇臺灣在國際環保組織之參與，環保署積極推動申
請加入 OECD 環境政策委員會相關工作小組為觀察員，94 年
9 月提出申請加入「廢棄物預防及回收工作小組」觀察員。94
年 12 月 OECD 環境政策委員會「廢棄物預防及回收工作小組」
決議我國得以專案觀察員(as an ad-hoc observer)身分出席
OECD 相關會議，95 年 9 月我國代表正式獲邀出席「廢棄物
預防與回收工作小組」會議，並於會中報告我國執行永續物
質管理(Sustainable Materials Management, SMM)及廢棄物環
保 健 全 管 理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of Waste,
ESM)發展現況。98 年 7 月本署亦派員出席 OECD 奈米環境研
討會。爾後本署廢管處亦多次派員出席 OECD 永續物質管理
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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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永續發展

環保署自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民國 86 年 8 月以來，
兼辦秘書處幕僚工作迄今 20 年，以下謹就永續發展之緣起及
永續會推動之工作及成果，說明如下：
序言
二十世紀後半工業及人類活動的急遽擴張，加上大量生產、
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生活型態，造成環境污染、資源銳減、
進而危及人類世代的生存與發展。西元 1987 年聯合國第 42 屆
大會中，「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
報告，提出永續發展的理念，並將「永續發展」一詞定義為：
「能夠滿足當代的需要，且不致危害到未來世代滿足其需要的
發展」。
西元 1992 年 6 月，聯合國於巴西里約召開「地球高峰會」，
邀請一百多個國家元首出席，其間通過「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
「二十一世紀議程」等重要文件，並簽署「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及「生物多樣性公約」。其中「二十一世紀議程」呼籲各國制
訂永續發展政策，鼓勵國際合作，加強夥伴關係，共謀全人類
的福祉。西元 1993 年 1 月聯合國設置「永續發展委員會」
，協
助及監督各國推動永續發展工作。
「世界貿易組織」於西元 1995 年成立後，大力推動貿易
自由化，加速全球化的腳步，加上網際網路的普及，資金、人
才、技術及商品在國際間快速移動，產品生命週期亦快速短縮，
此現象影響了全球包括我國的經濟與社會結構，亦影響了永續
發展的推動方式與成效。西元 1996 年 1 月聯合國發表「永續
發展指標系統」，鼓勵各國擬定適合國情之指標系統，具體檢
視國家的永續發展推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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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02 年 9 月，聯合國再邀請各國元首至南非約翰尼
斯堡舉行「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議」，檢討「地球高峰會」後
十年之全球永續發展推動成效，並發表「聯合國永續發展行動
計畫」及「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呼籲各國以行動共同
落實人類的永續發展。西元 2008 年金融風暴席捲球全球，重
創了國際的經濟及社會體系，亦嚴正的考驗人類追求永續發展
的決心與方向。西元 2012 年 6 月，聯合國再邀請各國元首至
巴西里約舉行「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又稱為 Rio+20 大會，
檢討西元 1992 年里約地球高峰會後 20 年之全球永續發展推動
成效，並發表「我們想要的未來」。
西元 2015 年 9 月，聯合國邀請各國元首於紐約總部，舉
行「2015 永續發展高峰會」，通過「2030 永續發展議程」，其
核心內容為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及 169 項具體目標，作為各國
邁向 2030 年的共同努力目標。聯合國 17 項目標項包括：目標
1.消除各地各種形式的貧窮；目標 2.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
，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目標 3.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
的福祉；目標 4.確保有教無類、公平及高品質的教育，提倡終
身學習；目標 5.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女性權；目標 6.確保所
有人都能享有水與衛生及其永續管理；目標 7.確保所有人都可
獲得負擔得起、穩定、永續及綠色的能源；目標 8.促進共享的
永續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具生產力的就業，讓需要工作的人
都有適合的工作；目標 9.建構韌性基礎建設，促進共享且永續
的工業與運輸，並加速創新；目標 10.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
等；目標 11.建構具融合、安全、適足、韌性及永續的城鄉；
目標 12.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目標 13.採
取緊急措施因應氣候變遷及其衝擊；目標 14.保育及永續利用
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目標 15.保護及復育陸域
生態系，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土地劣化；目標 16.促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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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多元的社會，確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的體
系；目標 17.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措施。
我國近半世紀的發展，從農業經濟轉型為工業經濟；再由
勞力密集的工業時代經濟，轉型為技術密集的資訊時代經濟，
此一歷程實已成為開發中國家的典範。這樣的經濟發展不僅大
幅提高國民生活水準，也建立了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但是
，深入探討後卻也發現，提昇國際競爭力的過程裡，由於環境
負荷的失衡，影響了國家的永續發展。因此，如何於持續維持
經濟活力與競爭力中，確保自然資源與環境品質，維護國人健
康與文化資源，提昇社會和諧與福祉，使國家發展符合永續發
展原則，實為二十一世紀我國重要課題。
臺灣地區屬海島型生態環境，地狹人稠，山地佔總面積的
三分之二，雨量的區域性與季節性分佈不均，加上高度的經濟
開發所帶來的環境負荷，比世界其他地區沉重，因此，需對自
然環境資源，如土壤、森林、地表水及地下水等善加珍惜與保
護，做好具永續發展精神的國土計畫，以防止破壞生態系、山
坡地水土流失、地層下陷、海岸不當侵蝕及失衡發展的發生。
對國土的利用，需有前瞻和宏觀性的思考，尤其需考慮島嶼性
生態系統的脆弱性：破壞容易恢復難。除了環境面的問題，面
對未來的國際競爭，要強化創新能力，加強科學技術的研發及
教育體系的更新。在社會面，人口結構的問題已逐漸浮現，少
子女化及高齡人口比率的增加，社會福祉、老人安泰、健康維
護、文化傳承等課題，均為未來永續發展的工作要項。
為追求國家永續發展，行政院成立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由院長擔任主任委員，帶領執政團隊推動國家永續發展工作，
並完成我國廿一世紀議程、永續發展行動計畫及永續發展指標
系統等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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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成立之沿革

一、聯合國於西元 1992 年邀集 171 個國家元首及代表於巴西
里 約舉行「地球高峰會議」
，通過「廿一世紀議程」做為
全球推動永續發展的行動方案，並發表「里約宣言」，提
出「全球考量，在地行動」的概念，呼籲各國共同行動追
求人類永續發展。另聯合國亦於西元 1993 年初設置「聯
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以為督導及協助各國推動永續發
展工作。
二、為因應此全球趨勢，行政院於民國 83 年 8 月成立「行政
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由相關部會首長及專長學者
組成，下設因應全球環境問題及永續發展等 6 個工作分
組。
三、民國 86 年 8 月 23 日行政院以台八十六環 33137 號函，核
定將原「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提升擴大為「行
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簡稱永續會）
，並指派行政院
政務委員擔任主任委員，秘書幕僚作業由環保署兼辦；88
年 4 月將主任委員提升為行政院副院長兼任，以提升委員
會議決議事項的執行力。
四、民國 91 年 5 月，鑑於永續發展對臺灣的重要性，永續會
進行改組，由行政院院長擔任永續會主任委員，行政院副
院長兼任副主任委，聘請政府部會首長、專家學者及民間
團體代表擔任委員。為擴大永續會委員參與性及代表性，
於行政院全球資訊網以及永續會與環保署資訊網，公開邀
請各界推薦永續會委員。除政府機關委員及學者專家委員，
廣邀社會團體代表擔任委員，使政府機關、學者專家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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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團體委員各占三分之一。
另為強化永續會之執行力，永續會並置執行長一人
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兼任，以協調部會間意見及督導業務之
推動；副執行長五人，由內政部、經濟部、教育部、農委
會及環保署等五個部會副首長兼任。永續會下設置 8 個工
作分組。依據永續會秘書處 91 年所做之調查，於全球設
有國家級永續推動委員會（或組織）之 136 個國家中，由
元首或閣揆主導者為 11 國，佔 8.1％，因此，在領導推動
永續發展上，目前我國之架構係屬積極。
五、91 年 12 月，總統頒布「環境基本法 」
，第 29 條規定：
「行
政院應設置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國家永續發展相關
業務之決策，並交由相關部會執行，委員會由政府部門、
學者專家及社會團體各三分之一組成」
，賦予永續會法定位
階。
六、為提升永續會運作，97 年 11 月進行永續會設置要點修正，
調整組織編制及架構，修正內容包括免設副主任委員一職、
修正委員人數、調整工作分組數目與名稱等。
七、為順應國際永續發展趨勢及落實 2025 非核家園目標，2016
年 11 月，永續會組織架構調整為 7 個工作分組及 2 個專案
小組。7 個工作分組分別是「健康與福祉工作分組」，由衛
生福利部召集；
「生活與教育工作分組」
，由教育部召集；
「綠
色經濟工作分組」，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集；「綠色運輸工
作分組」
，由交通部召集；
「國土資源與城鄉發展工作分組」
，
由內政部召集；「永續農業與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由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召集；「環境品質工作分組」，由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召集。另 2 個專案小組，分別為「非核家園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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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由經濟部召集；「氣候變遷與能源減碳專案小
組」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召集。永續會設置要點（如附件
5）及組織架構（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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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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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運作模式」

運作
模式

政策綱領

擬定跨部會、
及各部會行動
計畫或方案

修正政策綱領

執行
情形

研訂「永續
發展政策
綱領」

形成要件：
1.總統政見/院長指
示等
2.指標年度發布結
果與檢討
3.國際趨勢及重大
議題
4.永續會「工作會
議」與「分區座
談會」
5.全國科技、能源
、環境會議等
6.各機關共識會議
7.永續活動與網頁
之民眾意見

年度
成果

政策綱領

評量推動
成效

推廣工作

修正行動計畫

相關部會或
本會分組擬
定「行動計
畫」或「推
動方案」

形成過程：
1.永續會9個工
作分組討論
2.永續會3 個工
作群組討論
3.永續會工作會
議討論
4.委員會議決議

1.國土保安及
復育計畫
2.海岸保育及
復育方 案
3.行動計畫

推動事項：
指標計算、
發布及檢視

指標修訂：
1.參考聯合國永續
發展指標系統第
三版架構
2.以現行指標為種
子指標
3.呼應政策綱領及
行動計畫
指標檢視：
1.發布年度結果
2.檢視政見/政策
落實情形
3.因應調整未來行
動計畫、政策綱
領、部會政策
1.年度永續指
標發布
2.新版永續發展
指標8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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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續發展獎
2.國際論壇
3.出版年報
4.建置及更新
綱頁

處理原則：
1.鼓勵全民參
與永續發展
行動
2.掌握國際
趨勢並與世
界同步接軌
3.資訊公開

1. 國家永
續發展獎
2.國際永續
發展論壇

圖 5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運作模式」

第二節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推動重要成果

一、出席國際永續發展重大會議
(一)出席「聯合國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
91 年 8 月，永續會派代表團出席於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辦
的「聯合國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以促使我國永續發展與
世界同步，同時展現我國政府與民間推動永續發展之活力。
代表團並與出席高峰會的 12 個國家部長級以上代表進行雙邊
會談，交換推動永續發展經驗。
2002 年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
(2002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

永續會出席者攝於觀察員席（2002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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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席「2006 環境績效指數專家評論會議」
94 年 10 月受邀出席「2006 環境績效指數專家 評論會議」，
針對指數架構提供修正意見，並於會後與評比單位積極聯繫，
提供我國相關統計資料，使我國得以納入評比。評比結果，
我國環境績效於全球 133 國家中名列 24，超越美國（排名 28）
、
南韓（排名 42）及中國（排名 94），有效提升我國環保形象。
(三)出席「聯合國永續發展第 14 次大會」
95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14 日永續會派代表出席聯合國永
續發展第 14 次大會宜參訪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以與國際
永續發展議題同步，並強化臺灣參與聯合國相關會議之經驗
與實質之國際合作。
(四)籌組參與 2012 年「聯合國第 3 次地球高峰會（RIO＋20）」
聯合國於 101 年 6 月在巴西里約舉行 10 年一次的聯合國
重要高峰會「2012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RIO＋20）」，
會議討論之二大討論主題為：主題一：永續發展及消除貧窮
之語義下之綠色經濟；主題二：永續發展之體制架構。
依據 100 年 9 月 9 日永續會第 24 次委員會議主席裁示，
由永續會負責籌組行政院團參加該次大會，並依相關規定補
助國內民間團體共同參與。
二、制定重要永續發展文件
我國永續發展的「願景」為「讓當代及未來世代均能享
有寧適多樣的環境生態、活力開放的繁榮經濟、安全和諧的
福祉社會」；迄今通過之國家「重要永續發展文件」包括：
（1）西元 1998 年通過「國家環境保護計畫」、（2）西元 2000
年 5 月發表「中華民國 21 世紀議程」、（3）西元 2002 年 12
月發表「永續發展行動計畫」、（4）西元 2003 年 1 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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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永續發展宣言」、（5）西元 2003 年 6 月發表「永續
發展指標系統」。
(一)西元 1998 年通過「國家環境保護計畫」
(二)西元 2000 年 5 月發表「中華民國 21 世紀議程」
(三)西元 2002 年 12 月制定「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永續會）自91
年6月起，基於我國現況，參考全球趨勢與高峰會永續發
展行動計畫，規劃我國推動永續發展計畫架構，並廣泛邀
請專家學者研商，擬定完成「永續發展行動計畫」，做為
廿一世紀初期，我國以行動實踐永續發展之依據。
91年12月，完成「國家永續展行動計畫」，執行期程
為91年12月至100年12月。行動計畫包括264項具體工作內
容，做為我國推動永續發展的行動依據，以及地方政府制
定地方永續發展行動計畫的藍本。我國「國家永續展行動
計畫」，為全球第一個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行
動計畫訂定國家永續發展行動計畫之國家。
(四)西元 2003 年 1 月發表「臺灣永續發展宣言」
92 年 1 月，完成「臺灣永續發展宣言」，並舉 行「永
續發展行動誓師大會」，邀請總統等中央、地方、企業、學
術界及民間人士 700 餘位共同簽署，並進行宣言網路簽署活
動，力求永續發展在地化及生活化，並向國際及國內宣示我
國推動永續發展的決心。

臺灣永續發展宣言
四百年前，臺灣因她美麗的山川風貌，被世人稱為「福爾摩沙
－美麗之島」。但在近代數十年的發展歷程中，臺灣人民創造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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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奇蹟，同時也建立了全民參與的政治民主奇蹟。其中在經濟發
展過程中，我們的生態環境遭到污染和破壞，導致公害嚴重、物種
漸減、森林及水資源減少等現象，因而影響了今後世代的永續發展。
我們了解：永續發展的真諦是「促進當代的發展，但不得損害
後代子孫生存發展的權利」。永續發展必須是建構在兼顧海島「環
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三大基礎之上。我們也體認：臺灣
因地狹人稠、自然資源有限、天然災害頻繁、國際地位特殊等，對
永續發展的追求，比其他國家更具有迫切性。
我們將基於世代公平、社會正義、均衡環境與發展、知識經濟、
保障人權、重視教育、尊重原住民傳統、國際參與等原則，並遵循
聯合國「地球高峰會－里約宣言」及「世界高峰會－約翰尼斯堡永
續發展宣言」，擬定永續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以「全球考量，在
地行動」的國際共識，由生活環境、消費行為、經營活動，從民間
到政府，從每個個人到整體社會，以實際行動，全面落實永續發展。
我們的願景是：打造一個安全、健康、舒適、美麗而永續的生存環
境，建構一個多元、和諧、繁榮、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並成為
地球村的一位良好公民。
臺灣，人才濟濟、活力充沛，歷史與地理的特殊性，不但孕育臺
灣多元的文化，她更是我們共同摯愛的母親。目前，臺灣正處於能
否永續發展的關鍵點，我們有責任，也有信心克服所面臨的挑戰。
我們決心，以 2003 年做為永續發展的行動元年，不分族群、性別、
年齡、行業和地區，竭盡所能，攜手合作，以有願景、目標及理念
的行動共同創造廿一世紀的永續臺灣、活力臺灣及魅力臺灣。
(五)西元 2003 年訂定「第 1 版我國永續發展指標」
(六)西元 2004 年訂定「臺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遠景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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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圖 6）
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研 擬，並提永續會第18次
委員會議通過，內容如下：

圖 6 臺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遠景與策略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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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08 年 10 月訂定「中華民國永續發展政策綱領」
綱領內容
（1）願景
當代及未來世代均能享有「寧適多樣的環境生 態」、「活
力開放的繁榮經濟」及「安全和諧的福祉社會」。願景內涵
為：1.寧適的環境、2.多樣的生態、3.繁榮的經濟、4.福祉的
社會。
（2）基本原則
世代公平原則、平衡考量原則、環境承載原則、 優先預
防原則、社會公義原則、健康維護原則、公開參與原則、科
技創新原則、政策整合原則、國際參與原則。
（3）理念方向
a.塑造好山、好水、好生活的環境品質
b.創造生態平衡的健康城鄉
c.加強社會福利政策
d.調整國人生活與個人行為習慣
e.推動風險管理及前瞻規劃的經濟發展
f.強化永續發展決策機制
g.加強永續發展執行力
h.定期檢視國家推動永續發展成效
i.推廣大眾參與公共決策
j.協助地方推動永續發展
（4）政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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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永續的環境」：大氣、水、土地、海洋、生物多樣性、環
境管理（6 面向）
b.「永續的社會」：人口與健康、居住環境、社會福利、文化
多樣性、災害防救（5 面向）
c.「永續的經濟」：經濟發展、產業發展、交通發展、永續能
源、資源再利用（5 面向）
d.「執行的機制」：教育、科技發展、資訊化社會、公眾參與、
政府再造、國際合作 （6 面向）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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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

三、定期召開永續會委員會議及工作會議
依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7 條規定：
「永續會每四至六個月召開委員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第 8 條規定：
「本會設工作會議，由
執行長召集，以規劃協調委員會議之議案及督導辦理委員會議決
議事項。」永續會自成立至今，總計召開 29 次委員會議，40 次
工作會議。

林全院長主持永續會第 29 次委員會議情形（105 年 11 月）

四、執行「國家永續展行動計畫」
(一) 91 年 12 月，完成「國家永續展行動計畫」
，執行期程為 91 年
12 月至 100 年 12 月。行動計畫包括 264 項具體工作內容，做
為我國推動永續發展的行動依據，以及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永
續發展行動計畫的藍本，由各相關部會負責執行，8 個工作分
組召開分組會議定期檢討，進行滾動式修正。另行政院研考
會並訂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重要事項追蹤作業規
定」
，每季管考執行進度，並將執行成果置於永續會網站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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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參閱。
(二) 95年4月21日-22日永續會召開「國家永續發展會議」
，邀集
民間團體針對永續發展議題提出建言，會議總計達成267
項共識結論，並經永續會相關會議決議，將其納入「永續
發展行動計畫」重新檢討修正，完成「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第1次修正，修正後總計執行43項任務，137項工作項目，
484項子計畫，並由其中篩選出41項，做為今後3–5年之重
點工作，並自96年1月起追蹤列管執行進度。
(三) 「永續發展行動計畫」自研訂以來，多項重要工作已執行
完成，為符合實際運作及納入總統施政理念，97 年進行「永
續發展行動計畫」第 2 次修正。
修正原則
(1) 務必納入行動計畫者包括：a.總統政見與永續發展議題
相關者 b.「永續發展行動計畫」仍執行中之計畫 c.「臺
灣永續發展指標」邁向永續發展之計畫以及 d.人民關切
之議題。
(2) 可解除列管之原則包括：a.已執行完成者 b.屬於例行性、
經常性辦理之工作及 c.機關認定窒礙難行者。
「永續發展行動計畫」秘書處每半年管考執行進度。鑒於永
續會自 106 年初起，各分組/小組進行研訂永續發展核心目標及
具體目標作業，並規劃於年底前完成，作為永續會今後行動之依
據；此外，永續會組織架構於 105 年 11 月第 29 次委員會議進行
調整，106 年 2 月秘書處簽奉執行長同意，暫停行動計畫管考，
迄各分組/小組永續發展目標完成後，再進行整體大幅修正，後
續再進行管考。
五、公布年度「國家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評量結果」
自 93 年起，永續會每年公布「臺灣永續發展指標」
，以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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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永續發展之成效，該指標系統並每 3 年修正 1 次。
(一)「第一版永續發展指標」
1、研訂經過
(1) 國科會「永續臺灣的評量系統」大型計畫團隊民國 87 年–
91 年，參照聯合國西元 1996 年發表之永續發展指標系統，
歷經 4 年研究，確定 111 項永續指標。
(2)民國 91 年 10 月，兼辦永續會「永續願景組」召集機關之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基於上述國科會 4 年來之研究成果，
並考量資料取得之可行性與穩定性、與公共政策連結之意義、
國際接軌之可能等，選擇具有永續發展的意義與代表性的指
標，並經邀集永續會民間委員、指標相關部會代表、專家學
者與 NGO 等進行座談及研商，廣納各方意見，選定 42 項指
標，經永續會討論後於 92 年 4 月確定「臺灣永續發展指標
系統」。
2、指標架構
「臺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係以基於聯合國西元 1996 年
版永續發展指標架構之壓力(Pressure) 、現況(State)、回應
(Response) 的 P-S-R 架構設計。環境生態資源面的「現狀
（State）」呈現出環境惡化或改善的程度；經濟與社會面的
「壓力（Pressure）」掌握造成壓力的機制，呈現對於環境施
壓的社會結構與經濟活動；政策與制度面的「因應
（Response）」，則是追求永續發展透過制度作為回應環境生
態現況與社經壓力的情形。另基於考量臺灣地區近 80%的人
口居住於都市地區之現況，再區分為海島臺灣與都市臺灣兩
個體系。指標共包含：生態資源、環境污染、社會壓力、經
濟壓力、制度回應、都市永續發展等 6 個領域，詳如附件一。
「臺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係以民國 77 年為基準年，觀察
我國永續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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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版永續發展指標」
研訂經過
(1)依據 97 年 12 月 25 日永續會第 25 次工作會議之決議，以
聯合國第三版永續發展指標系統（2007 年 10 月）為「架
構」
、以現行永續發展指標為「種子」
、參考國際永續發展
相關評比指標（ESI 、EPI）及先進國家永續指標進行研
擬，俾與國際接軌。
(2)本秘書會研擬「臺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的修正，是鑑於
聯合國第三版之指標系統為之修正草案架構，因其架構組
成包含 Theme（主題）
、Sub–theme（次主題）
、Indicator （指
標項目）三個層次的呈現，且 Indicator 又可分為核心(Core)
指標及其他(Other)指標二大類；則 76 項指標確實能反應
「永續發展」的各個面向。
(3) 修 正 的 方 向 以 及 層 次 是 採 納 並 保 留 聯 合 國 第 三 版 的
Theme（主題）、Sub–theme（次主題）架構；包括 13 項
主題、44 項次主題等，為此針對 76 項指標項目是否能合
適反應臺灣目前的永續發展現況，而進行評估（能合適反
應臺灣永續發展方向者）、比對（對照韓、英、瑞典與芬
蘭等國之相似現行指標者）、與分析（研析臺灣相關主管
機關能提供新增項目指標者）等動作，以此結果做為初步
的建議與增修。其增、減、維持以及修正原則如下：
a.若臺灣現行指標並無符合聯合國第三版指標者，則應因
應聯合國第三版指標系統架構予以新增其項目。
b.不適於臺灣現況之指標（如貧窮現象或沙漠化現象等）
，
則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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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另聯合國指標項目名稱，因臺灣政府之各主管機關無法提
供資料的產生，則應移轉至相關主管機關，協請各部會另
予以制訂或修改新項指標名稱。
d.因考慮指標資料與數據的收集及量化，若臺灣現行指標、
EPI 指標或 ESI 指標能符合聯合國第三版指標項目之精神，
即以維持，以此取代聯合國指標。
(4)修正版永續指標作業過程
a.秘書處於 98 年 2 月依據第 25 次工作會議決議草擬初稿。
b.98 年 3 月 4 日，召開「第一次部會協商會議」請主政機關
確認、修改、或研提適切之指標名稱、計算公式，指標須
可改善性、數據須可取得及可信賴。
c.秘書處於 98 年 4 月期間，辦理北、中、南、東 4 場修正版
指標系統分區座談會。
d.98 年 5 月 25 日召開「第二次部會協商會議」
，98 年 6 月底
完成基於永續會第 25 次工作會議決議之修正版指標系統
（草案）。
e.98 年 7 月「永續發展政策綱領」
（草案）編審小組委員「建
議」，修正版永續指標宜與研擬中之「永續發展政策綱領」
有所對應。
f.98 年 10 月 21 日召開「第三次部會協商會議」
，討論部會所
追加之對應指標，並請主政機關對應，若有所困難則提出
文字說明。
g.98 年 12 月 1 日召開「第四次部會協商會議」
，並請指標須
增加及修正之部會，以首長名義函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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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秘書處 12 月 24 日，彙總完成修正版指標系統草案。
(三)年度指標發布
1.西元 2003 年、2004 年計算及發表由行政院經建會主政。
2. 西元 2005 年、2006 年、2007 年計算及發表由行政院研考
會主政，研考會並於西元 2007 年建置「永續發展指標資訊
系統」，以利各部會上網填報資料及計算指標結果。
3.自西元 2008 年起由環保署主政，每年公布指標計算結果。
六、研訂「我國永續發展目標」
105 年 11 月 3 日行政院林全院長主持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第 29 次委員會議，並於會上決議裁示：我國永續發展應
訂定分階段目標，包括以西元 2030 年為達成期程之核心目標，
及 4 年內（西元 2020 年）應達成之具體目標。請永續會民間委
員自由報名參加 1~3 個工作分組。請各分組及專案小組研訂具體
目標，再依據具體目標研訂核心目標，以淺顯易懂文字呈現其最
核心之價值。
為協助我國永續發展目標研訂，請各工作分組及專案小組儘
速召開目標研訂研商會議，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完成核心
目標及具體目標草案，提報下一次委員會議討論。
七、研析永續發展國際議題
(一)完成「國家永續發展策略控管要素及效能判別基準」
依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委託國際永續發 展機構
(International Insi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ISD)研究
「國家永續發展策略控管要素及效能判別基準」(Governance
Elements and Effectiveness Criteria)公布之研究結果。指出以該
六項「國家永續發展策略控管要素及效能判別基準」，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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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個國家（包括歐盟）去作實證研究，歸納產生八大優良項
目及值得學習之國家與其做法，在實務面上有極大之參考價
值，值得做為我國永續發展策略訂定及運作之參考。（參考
資料； http://www.iisd.org/measure/principles/sd/gov.asp）
1、六項永續發展策略之控管要素及效能判別基準
(1)策略本質與政府協調(nature of strategy and goverment
coordination)：
a.適當性與全面性：愈多部門及愈多層級政府愈參與愈適
當。
b.部門參與：愈多個別部門及愈多其他層級的政府部門參
與愈好。
(2)總責任配置(placement of overall responsibility)：高階的領
導：愈高階如首相/總統辦公室涉入愈好。
(3)立法支持(legislative underpinning)：
納入立法程序：愈多國家永續發展策略納入立法程序
愈好。
(4)連結至預算程序(link to budget processes)：
整合度：愈多國家永續發展策略的願景與目標能與政
府各部會擬定計畫與預算整合愈好。
(5)利益相關者的參與(stakeholders involvement)：
a.正式規定： 愈多正式要求需要加入利益相關者參與討論
國家永續發展策略目標的正式規定愈好。
b.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愈多不同背景的利益相關者參與愈
好。
(6)連結至地方層級(links to loca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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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基準：與永續發展相關的國家/省與社區層級之國家永續
發展策略建議能夠愈清楚愈好。
b.連結至地方層級：在國家永續發展策略目標與國家/省與
社區層級之間次國家層級的協調愈多愈好。
2、21個國家實証研究的八大良好實務
(1)「政策整合(policy integration)」：強調有整合經濟、社會
與環境目標的策略，重點是跨部門連結，尤其是要將「社
會性議題」如貧窮等整合進入永續發展策略。國家策略應
該考慮環境, 經濟和社會關懷，以整合方式涵括進國家計
畫和報告。值得學習的國家有：
a.比利時：是第一個在西元1999年就將社會議題整合進入
國家永續發展策略者（面對窮國與富國之間的挑戰）。
b.紐西蘭：著重民主趨勢、人口統計趨勢、婦女的社會新
角色、健康與住宅政策、與毛利人社群融合等社會議題。
c.瑞典：早已特別強調整合社會議題如貧窮、永續消費與
生產、就業與學習、人口與公共衛生、區域發展與社區
等政策整合。
(2)「跨世代時程(intergeneration timeframe)」：國家策略應該
採取能涵蓋兩代之間原則及能長期評估之指標系統。亦即
需考量「世代公平」問題以發展長期、可分享的策略和務
實的願景。值得學習的國家有：
a.芬蘭：將跨世代公平指標納入國家永續發展指標監督，
如考量政府財政之負債問題、保存生物多樣性等。
b.德國：在永續發展中定義經濟為避免增加未來子孫負擔
的政府高負債與短期經濟決策。
c.瑞典：在國家永續發展策略中訂定至少25 年的時程表。
(3)「分析與評估 (analysis and assessments)」：基於既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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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策略提出全盤的可靠分析，以確認及健全技術與經濟分
析所擬之策略在環境、經濟和社會成本與利益上亦為最理
想的策略，且綜合的評估工具應被用在國家報告。值得學
習的國家有：
a.歐盟：所有主要的立法提案都必須進行永續性評估。
b.瑞士：在立法草案與專案計畫之前都有足夠時間以提前
進行兼顧經濟、社會、與環境的永續性評估，進而指正
政策方向。
c.英國：將永續性評估整合進入內閣辦公室的法令衝擊評
估(RIA)程序，以要求各部門政策的永續性，並連結至主
流的公共諮商程序。
(4)「協調與制度(coordination and institutions)」：大範圍的政
府部門和代辦處都應以整體責任在總理或相當等級的辦
公室下，被納入國家策略的制定和實施。且有愈多的政府
部門參與國家策略的整合過程愈好，所有責任則由總理或
首相辦公室或同等級的政治人物/機構承擔。亦即需要有來
自政府高層的承諾和具影響力的領導機構引導政策。值得
學習的國家有：
a.芬蘭：西元2007年6月之前是由總理親自擔任主席。目前
係由芬蘭總理指派一員內閣閣員擔任主席，環境部長協
同主持，44 個委員與37 個代理委員輪流出席，秘書處
有30 人協助環境部。下設永續發展教育委員會，成員包
含外交部長、國際貿易與發展部長、農業與林業部長、
社會事務與健康部長、勞工部長等五位部長，三位屬於
外交、環境與未來委員會的國會議員，12 個部會代表、
Å land離島省政府、學術界2 名委員、企業與生產領域7
名委員、利益團體與非政府組織9位委員、與原住民代表、
新教教派教堂、東正教派等。其他成員來自所有部門如
芬蘭議會，公共政治包括地方自治、企業和工業、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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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教堂、學界、NGOs、利益團體代表等不同的社會
部門和媒體。芬蘭被聯合國視為跨部會溝通與國家永續
發展的優良實踐案例(good practice)之一。
b.法國：以永續發展部際委員會(CIDD)負責協調國家策略，
且由總理親自擔任主席。
c.德國：以聯邦總理官邸(The Federal Chancellery)負責國家
永續發展策略，監督各部會政策並保留各部會之間不同
意見的最後說法。
(5)「地方及區域控管(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ance)」：地方
與區域政府機構均需充分參與國家策略制訂。亦即需要連
結從地方、國家、區域到和全球等層級的政策。值得學習
的國家有：
a.南韓：在國家對於千禧年的環境願景之下，區域政府採
用來自「韓國地方21 世紀議程委員會」所協調出來的地
方21世紀議程。
b.荷蘭：荷蘭的國家永續發展策略在次國家的層級提供考
量永續程序之通則。
c.英國：由於聯合王國的特色，為全國永續發展所訂定之
共享架構「一個未來：不同的路」，替英格蘭、蘇格蘭、
威爾斯、北愛爾蘭等地提供不需妥協、可在區域間傳遞
且保留多樣執行方法的共同目標。
(6)「利益相關者參與(stakeholders participation)」
：包括企業、
聯盟、NGO 等利益相關者，必須與政府代表一起，在委
員會中有效參與發展整合國家策略。過程中必須確保所透
明之資訊管道。值得學習的國家有：
a.捷克：在捷克政府永續發展委員會中之成員屬性包括政
府、企業、學術、NGO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等，委員會的
任務在發展、執行與修訂國家永續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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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葡萄牙：國家政策的四個基準之一是以邁向團結與知識
的社會為方向，包括強化公民教育並提供更多政府決策
的資訊與參與管道給公民。
c.斯洛伐克：在制訂國家永續發展策略時廣泛與利益相關
者共同研商，尤其是在永續發展委員會中納入主要企業
與NGO代表。
(7)「指標與目標(indicators and targets)」：策略應根據透過整
合在國家策略與計畫中的結構化指標系統被建構（被列舉
在國家計畫和報告中），並進行監督量化目標。值得學習
的國家有：
a.奧地利：在四大行動領域（生活品質、國家之動態企業
區位、生活空間、全球責任）中指出52個國家永續發展
策略指標。並包括20個關鍵的、有時程的量化目標；
b.捷克：有隸屬於六大類（經濟、環境、社會、研發、教
育、歐盟與國際背景、善治）之兩大組指標；一組（116
個指標）作為監督發展用，另一組（24 個指標）作為政
策制訂者與大眾溝通用；
c.愛爾蘭：建議綠色國家會計帳以補充經濟會計帳之不
足。
(8)「監督與評鑑(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包括分析、後
續行動、評鑑與回饋的學習、改善與整合機制。這必須藉
由獨立實體或程序以監督國家策略執行並提供改進建議。
值得學習的國家有：
a.加拿大：成立於西元1995年的環境與永續發展委員長，
透過修正Auditor General Act 法案以監督各部門的永續
發展政策，並每年向國會報告執行成果與挑戰。
b.法國：發展出一套對於涉及市民社會、國際組織及其他
國家對程序、內容、指標、與執行方法建議的國家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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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的評鑑方法。
c.英國：在西元2006年起指定強化永續發展委員會作為看
守國家永續發展的角色，並定期向首相報告優劣勢分
析。
(二)「碳足跡標示」及「碳標章」建置規劃

1、依據 97 年 8 月 13 日永續會蔡執行長勳雄指示：「研議『建
立 eco-label 機制相關事宜，從商標法修正、認證、碳 credit、
通路商合作、到全民參與及獎勵，逐步建立整套系統，做為
每人每天減少 1 公斤碳足跡目標的具體作法。』」。
2、97 年 9 月 15 日邀集環保署內相關單位由邱副執行長文彥召
開第 1 次研商會議，並決議由永續會秘書處安排與業者進行
座談及蒐集各國推動現況作為背景資料。
3、永續會秘書處 97 年 10 月 17 日邀集相關學者專家、公會團
體、業者、民間團體及政府機關召開第 2 次研商會議。
4、研擬完成「我國推動碳標示及碳標章制度建置規劃草案」並
提永續會第 25 次工作會議報告，其主要重點為：
(1)目前各國推動現況及重要做法。
(2)研修相關法令部份：經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洽商，該局建
議目前可暫不考慮修法層面，理由如下：
a.碳足跡計算尚未有一定準則前（第一階段）：可依據商品
標示法之規定辦理碳標示制度，如造成廠商間不公平競
爭，可依公平交易法之規定提公平交易委員會審議；如
造成消費者之爭議，可循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處理。
b.政府已公告碳足跡計算準則，並成立審議委員會（第二
階段）：可依據商標法第 72 條之規定實施碳標章制度。
(3)規劃建置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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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ISO 碳足跡計算國際標準化」作業進度，世界
各國推動進展情形及前述國內各界研商結果，本案建議分
二階段推動。第一階段（碳足跡計算尚未有一定準則）由
有意願之業者自行於其產品設計 logo，自行計算二氧化碳
排放量。第二階段（政府已公告碳足跡計算準則，並成立
審議委員會）由民間成立認證機構，進行審議。
(4)應儘速建置國內產品二氧化碳排放量生命週期評 估資
料，並針對「ISO 碳足跡計算國際標準化」進行本土化研
究。
(5)由於「碳足跡標示」或「碳足跡減量標示」已是國際趨
勢，雖然個案繁多，計算方法不易統一等技術面困難必
須長時間克服外，自願標示與能力建置同時展開，並以
「碳足跡減量標示」（以同一個案同一計量方法做前後
期之評估，是自我標示減碳努力的訊息揭露）為優先鼓
勵推動的作法，比較可行。
(6)未來具體建議：
a.政策面：本項工作為落實政府能源政策綱領之重要措施，
在未來推動政策上，建議將本案提報行政院永續會工作
會議或工作會議之顧問小組會議討論確認。
b.執行面：本項工作之主體及未來性，均與環保標章有密
切關連。環保署過去執行環保標章長期績效卓著，也累
積國際經驗及能量，建議依研商會議結論在執行面納入
環保標章體系，做統合及長期考量，逐步推動。
c.技術面：無論推動「碳標示」或「碳認明標章」等工作，
其關鍵技術均在計量方法及計量資料庫的建置，建議依
第二次研商會議學者專家之意見，在技術面方面，由環
保署在推動環保標章之同時，擴大能力建置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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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碳足跡相關之國際趨勢研究、與 ISO 同步接軌及碳足
跡評估方法、資料庫等，結合國內專家學者力量，共同
完成。
5、本案後續已由環保署管考處擔任主政機關，負責規劃推動。
(三)全球綠色新政(A Global Green New Deal)
1、聯合國為呼籲各國因應氣候變遷等全球重要議題，於本(98)
年 2 月提出「全球綠色新政(A Global Green New Deal)」之建
議，鼓勵 OECD 及 G20 等中高歲收國家，每年提撥 1％GDP
之預算，進行相關計畫。如韓國於本年初發表該國之「綠色
新政」，包括計畫及預算。
2、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秘書處針對西元 2008 年我國「因
應景氣振興經濟方案」及「振興經濟擴大公共投資計畫」等
二案及 98 年預算編列等資料，篩選出符合「綠色新政」之
計畫，並進行統計。符合「綠色新政」之計畫，經費合計約
1,339 億元，約佔我國 GDP（13 兆）之 1％，符合聯合國對
中高歲收國家每年提撥 1％GDP 預算之呼籲。
(四)「進行永續性評估」之研究
1、計畫源起
歐盟國家針對國家推動各項重大政策，除進行環境影
響評估、法規影響評估等工作，近年更推動「進行永續性評
估」
，以整合評估政策之環境、經濟及社會三大面向之影響。
為解決國內推動各項重大政策時，屢屢因未做好事前之評估，
造成社會重大抗爭事件，不但影響政策之推動，且增加社會
成本及造成民眾對政府之不信賴感。永續會秘書處向研考會
爭取經費，蒐集國外相關資料，著手進行「進行永續性評估」
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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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成果
(1)建立「我國政策永續性評估機制」並進行案例研究
完成國內與國際間針對「政策永續性評估」最新資訊
彙整與分析。包括 OECD、英國、加拿大、韓國、瑞士、比
利時、荷蘭、德國、芬蘭與盧森堡的「政策永續性評估」機
制彙整。各國對於政策永續性評估上都以「重大政策提案」
為主要對象，除分析政策對於永續發展是否造成衝擊之外，
也用來提供內部檢討時的優缺點分析。各國對於政策永續性
評估之方法也不同，如歐盟發展出「永續性 A 測試」，可進
行政策情境分析；比利時出版 SIA 手冊並建立聯邦規劃服務
永續發展組織；英國以張網作為評估方法，擬定三大層面之
問卷問題與評分機制等。
(2)辦理 4 場次政策永續性評估區域座談會及 5 場次學者專家
座談會之辦理
a.分別於 100 年 6 月 9 日、6 月 16 日、6 月 21 日與 6 月 29
日於高雄、臺中、花蓮與臺北，辦理完成 4 場次政策永
續性評估區域座談會，會中邀請永續發展領域研究專業
之專家與各界人士與會，透過研商討論進行意見交流。
與會人士對於政策永續性評估機制中的正負影響之判定、
啟動機制、審核主管機關、環境資訊系統的建立等，皆
提出寶貴意見。
b.分別於 5 月 25 日、8 月 9 日、8 月 29 日、9 月 28 日與
10 月 4 日辦理完成 5 場次學者專家座談會，會議中將政
策永續性評估機制區分為「定位」、「適用對象」、「啟
動時機」、「審查機關」、「評估方法」等面向進行討
論。在定位方面，政策永續性評估制度定位為法律機制
或是行政機制？與目前環評法之間的競合關係如何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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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上，是否應該直接明列出應直接進行政策永續
性評估之對象；整體政策永續性評估之啟動時機為何？
應從政策規劃時同時進行，或是政策快定案後才開始？；
審查機關則因目前法規尚未完備，行政院永續會或是地
方永續會皆非常態性運作，較不適合列為政策永續性評
估之審查主管機關；評估方法除須列入公眾參與機制外，
也應將「性別影響評估」納入審查指標中。另 5 次學者
專家座談會委員們普遍認為，目前「永續發展基本法(草
案)」尚未通過，且容易和環境影響評估與政策環評相衝
突的狀況下，建議本計畫中政策永續性評估制度應以先
期規劃的角度進行，並持續觀注國外運作案例與我國組
織再造後權責單位之運作，作為後續評估機制改進之基
準。
(3)完成「我國政策永續性評估機制」之研擬
參考區域座談會與專家座談會意見，研擬完成「政策
永續性評估機制」，共有 20 項評估項目與 64 項評估指標。
評估機制分為「初篩階段」、「評估階段」與「完成階段」，
並提出「正面表列」的形式。如在正面表列規範中的所有政
策，必須直接進入政策永續性評估第二階段，並依照「評分
表」之結果提出政策永續性評估「報告書」；如非正面表列
之政策，則須藉由第一階段「初篩表」作為是否進入第二階
段之依據，如不需進入第二階段，則須以初篩表的評估結果
提出政策。
(4)完成「政策永續性評估作業準則」之研擬
依照「政策永續性評估機制內容」，研擬完成「政策永
續性評估作業準則」之，準則共分為十一條，包含法源依據、
主管機關、適用對象、評估條件、影響永續發展之定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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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評估說明書/報告書撰寫規範、可委託對象、審查費用、公
眾參與模式、評估說明書/報告書提送方式與本準則實施日期
等。
(5)完成國內三項政策之政策永續性評估案例研究
a.依照「政策永續性評估作業準則」，選擇「擴大馬公都市
計畫」、「碳足跡標籤制度」與「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系
統」等 3 項政策進行「政策永續性評估」評估制度之試
辦，並提出評估結果。
b.根據試辦評估過程，並提出兩點意見：
＊永續發展牽涉環境、經濟與社會三大面向，各面向之交
互影響須靠完整的資料統計與情境模擬方能進行深入
分析。因此，如可配合評估指標並建立各指標之資料庫，
對於往後政策永續性評估之執行上必有相當大的幫
助。
＊目前所擬定的 20 項評估項目與 64 項評估指標主要參考
國外執行方式與國內永續發展指標加以訂定，針對不同
類型之政策，指標設定將影響評估結果，政策永續性評
估指標的適當性與代表性須謹慎考量。
八、辦理永續發展鼓勵、宣導及國際交流
(一) 頒發「國家永續發展獎」
永續會為獎勵永續發展推動績效卓著的單位，鼓勵全民參
與永續發展推動工作，以落實永續發展在地化及生活化目標，實
現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規劃辦理「國家永續發展獎」，由永續會
各工作分組研擬「第 1 屆國家永續發展獎績優獎表揚評選要點」
，
並於第 11 次工作會議決議通過，自 93 年起辦理第 1 屆國家永續
發展獎評選表揚。頒獎項目分為「社區永續發展獎」
、
「教育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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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獎」
、
「企業永續發展獎」
、
「社團永續發展獎」及「永續發展
行動計畫執行績優獎」等 5 類各 3 個獎項，以鼓勵及倡導全民參
與永續發展行動；另亦決議每年舉辦。國家永續發展獎之評選主
要分為二個階段，選拔方式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永續會相關
工作分組的書面審查（初審），第二階段為永續會民間委員的實
地複審，最後，決選由參與複審的民間委員開會討論，決定各類
得獎單位。同時每年均檢討修正其辦理方式及規範。
「國家永續發展獎」之獎勵方式採頒發獎牌表揚，每年均
於行政院大禮堂舉行頒獎典禮，由院長親自頒發獎牌，以鼓勵得
獎單位。永續會並製作得獎單位之得獎實績，置於永續會網站，
供各界觀摩。
(二)出版「國家永續發展年報」
自 86 年起，每年出版「國家永續發展年報」中英文版，內
容報導永續會推動永續發展之工作概況。迄今已出版 15 輯。年
報內容並同步置於永續會網站供各界參閱。
(三)出版「與地球對話-永續臺灣」
92 年 1 月，完成「與地球對話-永續臺灣」一書，邀請永續
會委員及出席「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代表分章撰寫，詳細介
紹永續發展的真諦及推動方式，提供中央及地方政府推動永續發
展之參考，並做為全民永續發展教育之素材。
(四)建置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全球資訊網
建置行政院 國家永續 發展 委員會全球資 訊網（網 址 ：
http://sta.epa.gov.tw/NSDN/）
，提供民眾最新永續發展資訊及共同
參與永續發展推動工作之機會。
(五)辦理「永續發展國際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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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07 年至 2015 年，每 2 年辦理 1 次「永續發展國際
論壇」，總計辦理 5 次，邀請國際永續發展學者專家來台，針對
永續發展之國際趨勢與做法，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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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語

永續發展貴在全民參與，我國所有縣市均已於 2008 年完成永續
發展基本建置，包括縣市委員會的成立及推動計畫的擬訂。因此，
加強中央與地方永續會的合作，共同落實永續發展工作，將是今後
的重點工作。
21 世紀是全球化的世紀，諸如氣候變遷、全球暖化、海洋污染、
疫情防治等永續發展重要議題，均須世界各國共同合作。我國未來
將加強永續發展國際合作，以善盡地球村成員之責。

第 77 頁，共 77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