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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劉邦裕局長在大學畢業擔任國立中興大學助教期

間，已體認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申請公費至泰國亞洲

理工學院留學，取得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資格，將當時

環境保護的概念及作法引進臺灣，爾後在環境單位貢獻

心力，經歷高雄縣、臺中縣、臺中市的環境保護局長，

後經張溫鷹及胡志強市長先後拔擢為臺中市政府主任秘

書及秘書長，負責協調府內各單位事務。 
民國99年12月25日因縣市合併，清潔隊業務及相關

環境保護工作亟需統合，市長委由他重掌環保業務，希

由其對原臺中縣市環保業務的熟悉，縮短縣市合併磨合

期，讓環保工作能儘速銜接。在合併初期，環保業務頗

為繁重，為了達到市長施政政見之低碳理念，劉邦裕先

生積極整合各局處之施政重點，並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低碳城市競逐之規定，匯集各單位之低碳城市規劃內

容，在激烈的競逐過程中，由臺中市胡志強市長及各局

的投入，順利取得中部地區低碳城市之資格，希望在市

長領導下，打造臺中市一個國際知名的低碳城市。 



建構低碳城市經驗分享-台中市 報告摘要 
劉邦裕 

台中市環保局 局長 
 

簡報中針對臺中市在競逐低碳城市資格過程中的一些理念，以

『Carbon Free, Trouble Free. A City Can Do it』為出發點，打造

臺中市為一個無碳無憂的國際城市。 

在取得低碳城市資格後，臺中市在推動相關業務上也持續進行，

簡報亦會針對目前推動狀況向與會者進行報告；並配合本次會議的主

題，介紹臺中市低碳綠建築的推動情形；以及介紹臺中市未來在推動

低碳城市的相關規劃重點，從『全民綠生活』、『智慧型交通運輸系

統』、『水湳低碳經貿園區』、『風光共構綠建築』...等幾個面向來

介紹，讓與會者能瞭解臺中市未來規劃，以提供相關建議做為未來執

行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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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碳無憂 低碳大臺中 

民國10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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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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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競逐過程及成果 1 

迎接「綠建築」的新時代 2 

低碳城市建構內涵與目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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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低碳城市競逐過程
及成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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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競逐過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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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暖化所造成之氣候變遷議題，已經成為目前世界各國
關切之重要議題。為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除責付工業、能
源等高排放部門，應擔負減量責任，但其實在日常生活中，
與日常生活習習相關的CO2排放量已達我國總排放量的
42%(能源局2009年含電力CO2排放量統計資料)。 

• 因此，最佳的減碳利器是全國民眾共同來落實。而為全民
共同減碳，最重要是建構營造一個低碳化的生活環境，來
引導民眾依循。這不僅是國際趨勢，也是實現我國「未來
黃金10年」重要的施政議題。 

• 為加速我國朝向「低碳社會」邁進，98年全國能源會議具
體提出我國「打造低碳家園」的10年推動時程，即民國
100年每個縣市完成2個低碳示範社區，全國計50個低碳
示範社區；民國103年推動6個低碳城市；民國109年完成
北、中、南、東4個生活圈。 

低碳城市競逐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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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辦低碳城市推動作業 

（1）第一階段低碳城市競逐作業 

於1月25日編撰第一階段低碳城市規
劃構想計畫書(定稿本)提報環保署。 

3月2日由臺中市蔡副市長率本府團隊
至環保署，參加低碳城市競逐中區簡
報審查會議。 

環保署於100年3月8日公布第一階段
評比結果，本市與南投縣及雲林縣均
入圍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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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競逐過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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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低碳城市規劃構想計畫書編撰重點 
 明訂本市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目標為103年（短期目標）回到

98年排放水準再降10%(應減量151.99萬公噸)、109年（
中期目標）回到98年排放水準再降20%(應減量322.92萬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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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競逐過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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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低碳城市規劃構想計畫書編撰重點 
 擇定以西屯區作為本市低碳城市建構示範區，提出全面導
入低碳思維，以「植栽綠化」、「低碳建築」、「綠色運
輸」、「再生能源」及「生態循環」等面向，打造中部第

一座低碳示範園區─水湳低碳經貿示範園區為主軸之
低碳城市建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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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競逐過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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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階段低碳城市競逐作業 

– 於100年5月25日編撰第二階段低
碳城市建構計畫書提報環保署。 

– 於100年7月1日，由蔡副市長帶
領市府官員，與環保署委員進行
臺中市低碳城市評決現勘行程。 

– 於100年7月28日，由  市長帶領
市府官員，於環保署進行簡報，
簡報主題為：『一個城市，改變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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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競逐過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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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低碳城市建構計畫編撰重點 
 願景為「無碳無憂」（Carbon Free Trouble Free），研擬6

大旗艦計畫，訂定減量效益103年可達276.96萬公噸，超越

103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回歸到98年水準再降10％（151.99萬

公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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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競逐過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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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低碳城市現勘審查重點 

低碳城市競逐過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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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勘地點 現勘重點 現況照片 

中科友達光電
公司臺中廠 

1.友達公司配合低碳城市再生能源推  
   動作為 
2.中科園區現階段節能減碳推動成果 
3.工業區節能減碳推動規劃 

水湳低碳經貿
園區願景館 

1.電動汽車試乘體驗 
2.水湳低碳經貿園區開發願景目標及
推動作法 
3.低碳運輸推動願景及具體作法 
4.低碳城市六大旗艦計畫重點解說 

勤美誠品 (三
樓 Eslite Tea 
 Room) 

1.勤美誠品節能綠化措施 
2.市長低碳城市建構理念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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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低碳城市簡報審查 

1.7月28日由 市長帶領八位局長，至環保署進行簡報，
並由 市長親自進行簡報，各局處局長進行補充回答。 

2.簡報內容以歐洲三城市為典範，期許做到「一個城市，
改變臺灣」，打造臺中成為世界級的低碳示範城市，
獲得委員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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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競逐過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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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4日低碳城市評決結果公佈，臺中市出線成
為中區低碳示範城市 

1. 歷經近一年的激烈競逐，環保署於8月4日公布北、中、南、
東4區未來將建構為低碳示範城市的優選名單，分別為新
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宜蘭縣。 

2. 環保署綜整評決委員意見，4座城市能獲評決為優先建設
為低碳示範城市的原因，就是充分感受地方首長的重視度
與展現團隊執行力，同時能配合地方中長期發展趨勢、環
境條件與在地特色，提出旗艦型、指標性的亮點主軸計畫。 

3. 而在低碳示範城市建構計畫部分，4座城市各具其願景與
特色，臺中市「智慧型交通運輸系統旗艦計畫」與「水湳
低碳經貿園區旗艦計畫」，獲得評決委員肯定。最重要的，
則是能將規劃構想轉化至具體的行動計畫與財務規劃，展
現其規劃與執行的優勢。 

12 

低碳城市競逐過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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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後續推動作業 

修訂低碳城市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 因應本市獲選為我國中區低碳示範城市，

為順利推展本市低碳綠色六大旗艦計畫工

作所需，亦配合未來推動臺中市低碳城市

業務工作所需首次進行該設置要點之修訂

工作以建構「大臺中市低碳城市，發展綠

色經濟與生活」。 

• 為因應未來能積極順利推展本市各項低碳

城市計畫工作，因此特別增設「臺中市低

碳城市推動辦公室」作為本市低碳推動專

責組織並整併於低碳城市推動小組之下直

屬單位，以有效整合能源、建築、交通、

環保等領域人力及經費，達成全面性推動

及建立各單位間橫向聯繫機制運作方式，

為此次主要修訂之目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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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 

 

 

• 為落實執行低碳城市各項政策，本小

組下設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並於

100年11月01日由  市長主持成立暨揭

牌儀式，作為本市低碳推動專責單位，

以有效整合能源、建築、交通、環保

等領域人力及經費，達成全面性推動

及建立各單位間橫向聯繫機制目的。 

• 低碳辦公室下設五組：「綜合規劃與

秘書組」、「教育宣導與推廣組」、

「經濟發展與農業組」、「都市發展

與建設組」及「運輸交通與觀光組」。 

低碳城市後續推動作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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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推動績效管考計畫 

 

 

• 在本市低碳城市計畫推動階段，首要

重點工作是訂定低碳城市推動績效考

核作業方式，以作為後續計畫推動時

的績效品質管制的行政程序依據。因

此，本計畫現階段亦協助環保局研訂

「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工作績效

考核作業要點」，未來俟市府審議核

定通過後，即可依循此一要點進行管

考作業。 

低碳城市後續推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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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迎接「綠建築」的
新時代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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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地球高峰會議」商討挽
救地球環境危機的對策，也因此掀
起了地球環保的熱潮。另一方面，
國內「綠建築」之設計技術，經去
蕪存菁，以台灣亞熱帶氣候的研究
為基礎，建立一套本土化的評估體
系，環保的時代自然的觀念永續的
價值已為思潮之主流。 

迎接「綠建築」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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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建築(Environmental architecture，green 
building)為我國內政部之稱呼，其他各國對於綠
建築的稱呼繁多，台灣對於「綠建築」定義為：
「以人類的健康舒適為基礎，追求與地球環境共
生共榮及人類生活環境永續發展的建築設計」。 

18 

何謂「綠建築」 

臺中植物園 臺中市大都會歌劇院 勤美誠品 



評
估
指
標 

生物多樣性 

綠化量 

生態 

節能 

減廢 

健康 

人類生活的必需品均是由自然界
而來，如石油和煤是賴太陽能維
生的生物死後形成；因此在環境
中保留他種生物的生存空間絕對
有其必要性。 

建築物綠化一方面可怡情養性、
陶冶生活，另一方面具有淨化空
氣、減少噪音、調節氣候、增加
大地涵水能力等功能，同時也是
吸收CO2最有效的辦法。 

基地保水 
所謂保水能力就是指建築基地涵
養水分和貯留雨水的能力，提高
土地的保水能力不但滋養植物，
更可藉由蒸發水分來調節氣候，
降低都市熱島效應，同時也減少
雨季淹水的問題。 



日常節能 

CO2減量 

廢棄物減量 

優良與不良的建築設計，其能源消耗
量可相差四、五倍之多，且建築物的
使用壽命遠較其他工業產品為長，因
此建築節能設計是能源節約政策中最
重要的一環。 

CO2雖非唯一的溫室效應氣體，但量
最多，存在時間也最長，因此必須減
少建築物之CO2排放量。 

評
估
指
標 

生態 

節能 

減廢 

健康 
建築營業是高污染的產業，不但在建
材生產時造成污染，在營建過程中與
未來拆除時亦產生大量的廢棄物，以
鋼筋混凝土大樓而言，每平方公尺樓
地板約產生1.8公斤的粉塵，固體廢
棄物則有0.14立方公尺，拆除時更高
達1.23立方公尺。 



室內環境 

水資源 

污水垃圾 

都市密集化造成嚴重的健康傷害，
如造成喉嚨乾燥；過敏、頭昏眼
花、噁心、疲倦之現象；又近年
來之建築設計忽略自然採光、通
風之設計，使居住品質惡化，更
浪費大量能源。 

雨量分布不均與水資源利用不當
使台灣各地普遍有缺水的現象，
在離島如澎湖地區格外嚴重，省
水器材的運用可以在不影響生活
機能的情況下，省下20%的生活
用水。 

國內家庭污水有65%以上均未經
淨化，直接排入河川，事實上，
可藉由建築設計使雨污水分流，
減輕污染程度；而垃圾分類和資
源回收則可以減少約30%的垃圾
量，應正式垃圾處理空間的美化
與設計。 

評
估
指
標 

生態 

節能 

減廢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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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於100年6月21日領先全國，將「綠建築、水污及空污等
12項工作」納入環評要求，並於內容之第一點清楚提到，
「開發計畫之建築物應承諾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或綠建築標
章)；如開發行為特殊，開發計畫之建築物無論規模、類型均
應設計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十七章五項基準
規定，並朝有其它替代能源設施規劃(如風力發電設施、太陽
能源發電設施、節能燈具設施等)。」，以顯示本市大力推動
低碳綠建築之決心。 

而在本市之努力之下，據負責審核綠建築標章的財團法人台
灣建築中心統計資料顯示，若包含公共工程或不須進行環評
的建案，迄今年5月底臺中市已取得綠建築標章共有68件，候
選綠建築證書有138件。 

 

 

 

迎接「綠建築」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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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低碳城市建構內涵
與目標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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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是一場改變 

生活型態的革命 

低碳生活不是「政策選項」（policy option）， 

而是人類共同的「必然依歸」（ultimate 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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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回收零廢棄 
再利用 

全民 
綠生活 

水湳低碳 
經貿園區 

風光共構 
綠建築 

低碳 
旅遊行動 

智慧型交通 

運輸系統 6大旗艦 

夢想實踐 



• 凝聚產、官、學及非政府組織（NGO）共識，每年

定期集會制定低碳城市行動綱領。 

• 109年前建立低碳言論廣場：草悟道、東勢漂流木園

區、67公頃水湳中央公園。 

• 109年前建構臺中市為愛水城市：秋紅谷生態園區、

葫蘆墩水岸花都公園、高美濕地、大甲溪、大安溪、

台糖湖濱等生態園區，推廣與落實「省水愛水」觀

念。 

• 藉由綠樹成蔭計畫，提高市民享有公園綠地面積

（103年提升37％，由3.8→5.2m2 ，109年達6.9m2 ）。 

• 103年完成平地造林面積達100公頃。 

 

全民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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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交通 
• 捷運、BRT、公車與自行車路網緊密結合，並配
合周邊配套措施（i384等計畫），103年公共運
輸可達每年5,000萬人次，預估機車可減少
1,200萬車次，109年公共運輸達每年7,000萬
人次，預估機車減少3,000萬車次。 

• 於103年完成中港路BRT，104年完成捷運綠線，
105年完成捷運紅線。 

• 於103年汰換為綠能公車比率達30%，109年達
100%。 

• 103年達成400輛電動汽車運行及設置電動車充
電站500站，109年達成電動汽車20,000輛，設
置電動汽車充電站2,000站推廣電動汽車、電動
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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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交通 

• 103年串聯全臺中市環狀自行車道，設置總長度

達500 km，並藉由設置周邊配套措施，提高全

市單車通勤人口103年提高至5%，109年提高

至15%。 

• 於103年設置公共自行車租賃站500站，總數達

10,000輛。 

• 103年前建構行人及自行車共用之人行徒步區

100公里，109年達成400公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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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至少補助設置1000座太陽能熱水器 。 

• 至109年推動5000棟集合式住宅及大樓設置太陽

能板。 

• 於103年前推動港區（龍井區、沙鹿區、清水區、

梧棲區、大甲區、大安區）機關學校設置風力、

太陽能等再生能源發電比例達30%。 

• 103年前推動，公有（全部）及私有（2億以上）

之新建建築均為綠建築，而私有（2億元以下）之

新建建築採補助方式推廣綠建築的設置。 

• 建立低碳社區輔導團隊，並藉由此團隊，每年持

續推動低碳社區輔導及認證。 

 

風光共構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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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低碳商圈，103年推動至少50家低碳旅館

認證，109推動至少200家低碳旅館認證。 

• 103年前完成逢甲等商圈人行徒步區規劃總長度

達1公里，並在103年前汰換接駁公車為電動公

車。 

• 103年前推動，臺中「山、海、花、都」觀光旅

遊導覽專車，搭載數達800 萬人次/年。 

• 109年前興建「大坑-新社」生態纜車，取代自

用車上山。 

• 103年前發行「低碳旅遊護照」。 

低碳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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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推動景觀綠肥。 

• 每年補助稻草處理18萬公噸，減少露天燃燒。 

• 提升生活污水再利用量。 

• 103年全市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提高資源回收

率減少垃圾清運量達15％。 

• 臺中市是香菇生產最多的城市，103年菇類太空

包回收比率達95%，提高每年產出2億包菇類廢

棄太空包之回收率。 

全回收零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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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未來人口密度達臺中均值2倍。 

• 核心區交通達零碳排放、僅供電動車輛運行。 

• 園區植樹達30,000株，固碳量360公噸。 

• 建物屋頂面100％綠化。 

• 全區導入BAF指標：文教區應達0.6、 

各種生態住宅區及文化商業區應達0.5， 

經貿專用區應達0.3。 

水湳經貿園區：打造亞洲馬爾摩 

32 



• 中央公園全區使用再生能源，公有建築再生

能源達總用電量30%，其他區域總用電量

15%。 

• 全區智慧型電錶裝設住戶達100％。 

• 用水回收率達80％。 

• 109年成為臺灣的「馬爾摩（Malmo）」，

環保生態和永續發展共生共榮的都會新地標。 

水湳經貿園區：打造亞洲馬爾摩 

開發中達成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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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總經費 402.9億元 

低碳城市專案 
34.265億元 

8.50% 
 

預算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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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世界級的低碳示範城市 

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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