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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永續物質管理
發展趨勢



國際趨勢國際趨勢國際趨勢國際趨勢──── OECD永續物質管永續物質管永續物質管永續物質管
理理理理

(Sustainable Material Management, SMM)



國際趨勢國際趨勢國際趨勢國際趨勢────聯合國永續物質管理聯合國永續物質管理聯合國永續物質管理聯合國永續物質管理

• Mainstream MFA within official statistics

• Develop SEEA-MFA as a standard (UNSD in cooperation with 

OECD and Eurostat)

• SEEA-MFA to UNSC in 2011

• Develop an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 Future research: impact weighting

Source: UNSC, “Towar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EA-MFA” 2009 

SEEA-MFA

• provide independent, coherent and authoritative scientific 

assessments of policy relevance on the 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in particular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s over the

full life cycle;

•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decouple economic

growth from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永續物質管理於政策上之應用永續物質管理於政策上之應用永續物質管理於政策上之應用永續物質管理於政策上之應用



貳、總體物質流指標
資料庫規劃



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EUROPA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_pageid=1996,45323734&_dad=portal&_schema=PORTAL&screen=wel

comeref&open=/t_env/t_env_acc&language=en&product=REF_TB_environment&root=REF_TB_environment&scrol

lto=170

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EUROPA

物質流指標物質流指標物質流指標物質流指標

歷年資料歷年資料歷年資料歷年資料



http://www.oecd.org/document/49/0,3343,en_2649_34283_39011377_1_1_1_37465,00.html

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OECD

歷年資料歷年資料歷年資料歷年資料

物質流指標物質流指標物質流指標物質流指標



Danish economy-wide MFA system

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丹麥丹麥丹麥丹麥



Danish MFA Database

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丹麥丹麥丹麥丹麥



Danish MFA Database

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丹麥丹麥丹麥丹麥

物質流指標物質流指標物質流指標物質流指標

產品項目產品項目產品項目產品項目



Danish imports by origin in 2002 (1000 tonnes) Danish exports by origin in 2002 (1000 tonnes)

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國際物質流資料庫現況-丹麥丹麥丹麥丹麥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我國物質流指標之資料來源我國物質流指標之資料來源我國物質流指標之資料來源我國物質流指標之資料來源

農業統計要覽

Biomass

Minerals

Fossil fules

Biomass

Minerals

Fossil fules

Biomass

Minerals

Fossil fules

礦業統計年報

能源平衡表

營建統計年報

關稅總局統計資料庫

環保署統計資料庫

溫室氣體國家通訊

環保署統計年報重金屬/戴奧辛排放清冊
TEDS



國內生產國內生產國內生產國內生產(DEU)範疇與我國資料來源範疇與我國資料來源範疇與我國資料來源範疇與我國資料來源



進出口範疇與我國資料來源進出口範疇與我國資料來源進出口範疇與我國資料來源進出口範疇與我國資料來源

DMI＝DE＋IMPORT
DMC＝DMI-EXPORT



國內製程輸出國內製程輸出國內製程輸出國內製程輸出(DPO)範疇與我國資料來源範疇與我國資料來源範疇與我國資料來源範疇與我國資料來源



進口

245.7

國內開採

104.9

出口

76.0

物質排放

276.3

物質循環

3.2+12.3

物質累積

(單位：百萬噸)

DMI＝350 .7百萬噸
DMC＝274 .6百萬噸

廢棄物

WIO
7.6+16.2

2008年

總體物質流指標示意圖總體物質流指標示意圖總體物質流指標示意圖總體物質流指標示意圖



總體物質流指標總體物質流指標總體物質流指標總體物質流指標
歷年國內生產各類別之趨勢歷年國內生產各類別之趨勢歷年國內生產各類別之趨勢歷年國內生產各類別之趨勢 歷年進口物質各類別之趨勢歷年進口物質各類別之趨勢歷年進口物質各類別之趨勢歷年進口物質各類別之趨勢

歷年出口物質各類別之趨勢歷年出口物質各類別之趨勢歷年出口物質各類別之趨勢歷年出口物質各類別之趨勢
歷年直接污染排放之趨勢歷年直接污染排放之趨勢歷年直接污染排放之趨勢歷年直接污染排放之趨勢



總體物質流指標總體物質流指標總體物質流指標總體物質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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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物質流指標總體物質流指標總體物質流指標總體物質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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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國家人均DMC(2005年)(噸/人) 台灣：11.9~ 14.5 亞洲各國人均DMC(2005年)(噸/人) 台灣：11.9~ 14.5
比較台灣與其他國家之資源耗用情形比較台灣與其他國家之資源耗用情形比較台灣與其他國家之資源耗用情形比較台灣與其他國家之資源耗用情形



參、元素流資料庫規劃



國際元素流資料庫國際元素流資料庫國際元素流資料庫國際元素流資料庫-E-PRTR

�Chlorinated organic substances (20) 

�Greenhouse gases (7) 

�Heavy metals (8) 

�Inorganic substances (7) 

�Other gases (11) 

�Other organic substances (16) 

�Pesticides (23) 

http://prtr.ec.europa.eu/Home.aspx

9大工業及農業，99產業部門
The European 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



http://prtr.ec.europa.eu/Home.aspx

國際元素流資料庫國際元素流資料庫國際元素流資料庫國際元素流資料庫-E-PRTR



資料來源：Guidance Docu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uropean PRTR, 2006

國際元素流資料庫國際元素流資料庫國際元素流資料庫國際元素流資料庫-E-PRTR



資料來源：Guidance Docu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uropean PRTR, 2006

1) Quantities are totals of releases from all deliberate, accidental, routine and non-routine activities at the site of the facility or of 

off-site transfers.

2) The total quantity of each pollutant that exceeds the threshold value specified in Annex II; in addition, any data that relate to 

accidental releases have to be reported separately whenever available.

3) It has to be indicated whether the reported information is based on measurement (M), calculation (C) or estimation (E). See 

chapter 1.1.11 of this guide.

4) Where data are measured or calculated, the method of measurement and/or the method for calculation shall be indicated. For 

further sub-division of this column see chapter 1.1.11.5 of this guide.

5) Off-site transfer of each pollutant destined for waste-water treatment that exceeds the threshold value specified in Annex II.

國際元素流資料庫國際元素流資料庫國際元素流資料庫國際元素流資料庫-E-PRTR



http://www.epa.gov/triexplorer/

The current TRI toxic chemical 

list contains 581 individually 

listed chemicals and 30 chemical 

categories

23產業部門

國際元素流資料庫國際元素流資料庫國際元素流資料庫國際元素流資料庫-TRI
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我國元素流資料庫規劃建議我國元素流資料庫規劃建議我國元素流資料庫規劃建議我國元素流資料庫規劃建議

總體物質流
資料庫

IT IS
產銷資料庫

其他資料

元素含量資料庫
(彙整先前研究論文

或報告)
每年持續
更新之基
礎

＋

物質排放資料庫

資料庫涵蓋範疇



元素流結果呈現元素流結果呈現元素流結果呈現元素流結果呈現



肆、永續物質管理
技術工具



國產國產國產國產Biomass計算工具計算工具計算工具計算工具



國產礦物計算工具國產礦物計算工具國產礦物計算工具國產礦物計算工具



國產總物質計算工具國產總物質計算工具國產總物質計算工具國產總物質計算工具



DMI、、、、DMC指標計算工具指標計算工具指標計算工具指標計算工具



元素流技術手冊與計算工具元素流技術手冊與計算工具元素流技術手冊與計算工具元素流技術手冊與計算工具
類別 貨 名 產量資料

含量資料
含量 參考資料

礦物冶
煉端

銅礦石及其精砂 IT IS資料庫、國貿
局進出口資料庫、
經濟部礦物統計年
報

0.00003~0.03 銅礦及鉛礦中含砷濃度
(Carapella, 2002)
CNS國家標準規範鉛礦石及其精砂 0.03

水泥礦 2.96E-05
水泥礦物中含砷濃度
(Zhang,2007)

能源使
用端 煤礦

國貿局進出口資料
庫、經濟部礦物統
計年報

0.0000018

煤礦中砷濃度(Meij, 
2009)

原油 能源平衡表 1.34E-07
原油中砷濃度(Piver, 
1983) (Mattigod,1990)

原料端 天然硫化砷

國貿局進出口資料
庫

0.1111
雄黃礦物中含砷濃度(王
彥令，1993)

砷 1
砷酸 1
三氧化二砷 1
亞砷酸鹽及砷酸
鹽

1

磷砷化鎵 0.33
砷化鎵 1
鋁砷化鎵 1
其他有機砷化合
物

1



伍、政策建議



物質流資料庫之建置順序建議物質流資料庫之建置順序建議物質流資料庫之建置順序建議物質流資料庫之建置順序建議

建立國家物質流指標
(DEU, DMI, DMC, PTB, DPO)

建立特定物質、元素或產品
物質流指標

建立物質流指標與部門之連結



物質流資料庫之規劃架構建議物質流資料庫之規劃架構建議物質流資料庫之規劃架構建議物質流資料庫之規劃架構建議

物質流資料庫

定期公布定期公布定期公布定期公布

總體物質流指標總體物質流指標總體物質流指標總體物質流指標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

物質流分析基礎物質流分析基礎物質流分析基礎物質流分析基礎

產業產業產業產業/工業區工業區工業區工業區

物質流分析基礎物質流分析基礎物質流分析基礎物質流分析基礎

元素流資料庫元素流資料庫元素流資料庫元素流資料庫＋＋＋＋
總體物質流指標總體物質流指標總體物質流指標總體物質流指標

資料庫資料庫資料庫資料庫



物質流指標之政策應用物質流指標之政策應用物質流指標之政策應用物質流指標之政策應用

跨國比較跨國比較跨國比較跨國比較 各物質流指標各物質流指標各物質流指標各物質流指標(DMI(DMI(DMI(DMI、、、、DMCDMCDMCDMC、、、、DPO)DPO)DPO)DPO)
人均人均人均人均DMCDMCDMCDMC
資源生產力資源生產力資源生產力資源生產力(GDP/DMC)(GDP/DMC)(GDP/DMC)(GDP/DMC)

國際貿易國際貿易國際貿易國際貿易 各國物質供需與債權分析各國物質供需與債權分析各國物質供需與債權分析各國物質供需與債權分析



物質流指標之政策應用物質流指標之政策應用物質流指標之政策應用物質流指標之政策應用

因素分解分析因素分解分析因素分解分析因素分解分析 技術效率技術效率技術效率技術效率((((物質使用強度物質使用強度物質使用強度物質使用強度))))
產業結構產業結構產業結構產業結構
消費需求消費需求消費需求消費需求
回收再利用因素回收再利用因素回收再利用因素回收再利用因素

產業應用產業應用產業應用產業應用 各產業之資源生產力各產業之資源生產力各產業之資源生產力各產業之資源生產力
歷年各產業之變化歷年各產業之變化歷年各產業之變化歷年各產業之變化
與其他國家與其他國家與其他國家與其他國家BenchmarkBenchmarkBenchmarkBenchmark

需求分析需求分析需求分析需求分析 國內消費國內消費國內消費國內消費、、、、進出口需求比例進出口需求比例進出口需求比例進出口需求比例
食衣住行之影響食衣住行之影響食衣住行之影響食衣住行之影響

環境影響分析環境影響分析環境影響分析環境影響分析 EMCEMCEMCEMC
本土化本土化本土化本土化LCALCALCALCA之計算之計算之計算之計算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