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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分析  

一、 法源依據 

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十五條與「溫室
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推動方案及行動方案經行政院核

定後一年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定，且每五年至少檢討一次。  

前項執行方案之內容，包括現況分析、方案目標、

推動期程、推動策略 (包括主、協辦機關及經費編列 )、
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等項目。  

二、 本執行方案定位  

中央各部會承擔減量責任，地方政府協助配合；苗

栗縣政府因地制宜研擬本縣執行方案，依循中央「溫室
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及中央各部會「溫室氣體排放管制

行動方案」策略，以低碳永續家園為基礎，構思執行方

案，並依方案推動落實，執行地方減量工作。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身為苗栗縣環保事務主管

機關，歷年來均配合中央政府執行各項節能減碳相關政

策，包括推動公務機關節能減碳、企業及民間社區節能
輔導，並透過宣導方式促進民眾改善自身生活小作為開

始，進而帶動社會型態改變。為邁向「低碳永續家園」

願景邁進，苗栗縣於 102 年成立「苗栗縣低碳永續家園

專案辦公室」，並請各局處指派科長或專員以上層級人

員擔任本專案辦公室成員，持續執行六大運作機能推動

建構，有效整合各局處齊力推動，讓本縣結合各鄉鎮及
各村里全體一同動員，共同為打造低碳永續家園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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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況說明 

聯合國於 1992 年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對「人為溫室氣體（ 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es）」之排放提出防制協議，1997 年該公
約第三次締約國會議中通過具有管制效力的《京都議定

書》（Kyoto Protocol），成為國際抑制溫室氣體重要協約，

但該一議定書業已屆期，因此聯合國於 2015 年 11 月底
於巴黎召開的年度大會時擬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新

協定，要求各國自行訂定減量目標，並於 2016 年 10 月

5 日達到 55 國涵蓋排放 55%之批准門檻，使巴黎協定於
2016 年 11 月 4 日正式生效，至 2017 年 1 月 24 日為止，

共有 125 個締約方提存批准文書，其排放約占 81.3%。

通過之巴黎協定，共計 32 頁，包括 20 頁 140 條的決定
文，及 12 頁共 29 條的協定條款，涵蓋協議目的、減緩、

森林、自願合作機制、調適、損失與損害、資金、技術

發展與轉移、能力建構、透明度、全球盤點等。預計所
有締約國將自 2020 年開始一同加入氣候減緩行動，以

及時遏制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惡化。  

在全球暖化日愈嚴重，氣候變遷日益明顯與頻繁，
及其衝擊日愈加劇、擴大之下，全球全面性減碳行動已

迫在眉睫，刻不容緩。為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世界各

國莫不致力推動各項節能減碳措施，藉以降低二氧化碳
的排放量，在全球抗暖化的趨勢下，國際社會正逐步邁

向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低碳經濟時代，苗栗縣政

府積極配合中央政策，推動及落實各項節能措施，以因
應氣候變遷帶來之衝擊，持續打造苗栗縣成為「永續、

樂居山城」。  

茲就本縣地理環境、人口及土地面積、文化及觀光、
交通運輸、農林漁牧業、工商業發展、下水道建設、能

資源使用、溫室氣體排放特性及過去溫室氣體減量推動

情形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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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環境  

本縣位於臺灣的中北部，北邊和東北邊與新竹縣

為鄰，南邊和東南邊隔著大安溪、雪山山脈與臺中市
接壤，西濱臺灣海峽，如圖 1.1-1 所示。最東是泰安

鄉梅園村的大霸尖山；最西是苑裡鎮房裡海岸；最南

是卓蘭鎮內灣里南面；最北是竹南鎮崎頂里北側；全
縣中心位置在獅潭鄉豐林村。全縣東西寬約六十四公

里，南北長約五十公里，面積共有 1820.3149 平方公

里。海岸線長度自竹南鎮崎頂北面起，向南延伸至苑
裡鎮房裡海岸南面海岸為止，全長約五十公里，外型

頗似一顆鑽石。   

境內山多平原少，故有「山城」之雅號。主要是
原屬於臺灣雪山山脈西側的沖積扇，不斷受到河川侵

蝕，漸漸分割成今日的丘陵臺地地形，數條河川隨著

地勢穿梭其間，形成不同的山川風貌。   

在地形上大致上可分為平原、丘陵、臺地及山脈

等四種，除了臺地之外，其他地形都非常有規則的由

西向東依序排列。  

本縣山地和丘陵占全縣面積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是著名的「山城」。地勢由東南向西北傾斜，河川縱

橫穿梭，因此形成多采多姿的生態環境。在境內超過
3,400 公尺以上屬於高山寒原生態區；3,000 公尺以

上則屬高山草原生態區；海拔 2,000~3,500 公尺左右

則屬於典型的針葉樹生態區，也是各種稀有野生動物
繁殖棲息最重要的地區之一。高度在 500~2,000 公尺

的山區，為落葉樹與常綠闊葉樹混生之生態區，是各

種動物及昆蟲繁衍之絕佳場所。此外，還有高山溪流
生態區、沼澤生態區（如本縣竹南的水筆仔紅樹林）

以及水潭生態區。豐富且多樣的生態環境，為本縣帶

來無限的風光與生命力，適合推動具深度之低碳生態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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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苗栗縣地理位置圖 

（二）人口及土地面積  

舉凡各項污染之來源大多由人為因素所致，因此
人口密度即為環境污染負荷的重要指標，苗栗縣所轄

土地面積為 1,820.3149 平方公里，人口數量根據內

政 部 戶 役 政 資 訊 為 民 服 務 公 用 資 料 庫
(http://www.ris.gov.tw/)顯示，在人口數方面，以歷年

變化趨勢來看 (圖 1.2-1)，苗栗縣近 10 年來人口數至

103 年為近 10 年人口數最高點 (567,132 人 )，惟 103

年後持續下降，至 107 年已降至 548,863 人，與 103

年比較人口減少 18,269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減少 10 人。統計至 107 年底，苗栗縣共計有 189,324

戶，人口數為 548,863 人，相較去 (106)年下降 4,944

人；人口密度方面則為 302 人 /平方公里，較 106 年

(304 人 /平方公里 )減少約 2 人 /平方公里。表 1.2-1 則
為本縣近十年人口總數及密度統計表。  

整體而言，苗栗縣因山多平地少，產業發展較不

容易，造成人口明顯外移。自民國 85 年開始，人口
每年均呈現負成長 (遷出人口大於遷入人口 )，民國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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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後始較為緩和並向上成長，推測與科學園區之陸
續設立有關。苗栗縣人口成長之壓力並不明顯，相對

而言，未來環境之負荷並不會升高，環境惡化之趨勢

減緩；然而以各鄉鎮市變化來說，頭份市及竹南鎮工
商之發展，歷年來人口數有相當之增加，使苗栗縣人

口分布更形集中，逐漸有都市化趨勢。  

圖 1.2-1 苗栗縣近十年人口總數變化趨勢圖 

表 1.2-1 苗栗縣近十年人口總數及密度統計表  

      項目 

年 
面積(平方公里) 人口數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98 1820.3149 561,744 309 

99 1820.3149 560,968 308 

100 1820.3149 562,010 309 

101 1820.3149 563,976 310 

102 1820.3149 565,554 311 

103 1820.3149 567,132 312 

104 1820.3149 563,912 310 

105 1820.3149 559,189 307 

106 1820.3149 553,807 304 

107 1820.3149 548,863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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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及觀光  

本縣為標準農鄉，各類農產豐富，居民以米飯、

甘藷為傳統主食。而境內多為客家族群，在飲食上發
展出重「鹹」、重「肥」、重「香」的獨特客家美食文

化。各式各樣的客家糕餅與醃菜，吸引許多遊客到本

縣一飽口福。  

苗栗縣位於新竹及臺中之間，是臺灣西部最適合

旅遊及渡假的旅遊勝地。不僅氣候宜人、鮮少天災；

交通也是相當便利，每年都吸引超過 650 萬人次的國

內、外旅客來苗觀光旅遊。  

「桐花」、「木雕」、「溫泉」、「水果」、「陶瓷」及

「客家菜」是苗栗觀光的 6 大特色。  

每年的 4 月及 5 月，全臺灣最美的油桐花海就會

在苗栗盛開，許多旅客喜歡欣賞雪白的桐花遍滿整個

山頭，或是倒映在寧靜的湖面上；也有許多旅客每年
都來到苗栗，體驗桐花落下的驚喜感。臺灣的桐花就

如同日本的櫻花，每年都帶動旅遊的熱潮。  

苗栗有 5 個主要的觀光地區，包含：「三義木雕
及舊山線旅遊區」、「大湖草莓文化園區」、「泰安溫泉

風景區」、「南庄獅頭山風景區」及「明德水庫風景區」；

旅客在造訪這些旅遊目的地的同時，可以再結合客家
美食、原住民文化、休閒農業、濱海遊憩及各項節慶

活動，讓每次的旅程更豐富。  

本縣主要觀光遊憩點包括獅頭山風景區、觀霧遊
客中心、汶水遊客中心、木雕博物館、香格里拉樂園、

西湖渡假村、雪見遊憩區、飛牛牧場、大湖草莓文化

館及客家大院等，2014年遊客數達 10,827,725人次，
而 2017 年遊客數則降為 8,859,580 人次，減少約 197

萬人次，如圖 1.3-1 所示，若以觀光遊憩區遊客數占

比進行統計，以 2017 年為例，獅頭山風景區占總遊
客數比例最高達 70.9%，其次為大湖草莓文化館及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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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遊客中心，各占 12.7%及 6.1%，如圖 1.3-2 所示。 

 

圖 1.3-1 2013年~2017年本縣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數變化 

 

 

 

圖 1.3-2 2017年本縣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數占比

獅頭山風景區,  

6,283,556 , 

70.9% 觀霧遊客中心,  

124,553 , 1.4% 

汶水遊客中心,  

537,946 , 6.1% 

木雕博物館,  

77,690 , 0.9% 

香格里拉樂園,  

99,319 , 1.1% 

西湖渡假村,  

154,508 , 

1.7% 
雪見遊憩區,  

121,415 , 

1.4% 

飛牛牧場,  

282,880 , 3.2% 

大湖草莓文化

館,  1,126,730 , 

12.7% 

客家大院,  

50,983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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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運輸  

1.公路客運   

目前苗栗縣境提供公路客運服務者有國光、苗栗、

新竹、巨業及豐原等五家客運公司，惟以國光、苗栗、

新竹等三家為主。客運服務路線可知，縣境內各聚落
間之短程聯繫主要係由新竹客運及苗栗客運提供營

運服務，長程聯繫則以國光客運為主；然無論是短程

或長程之大眾運輸服務，大抵係以苗栗市為中心，其
次則為竹南鎮、頭份市，故而構成苗栗縣境內的苗栗、

竹南頭份兩大次生活圈。苗栗地區公路網圖如圖

1.4-1 所示  

圖 1.4-1 苗栗地區公路網圖 

2.軌道運輸   

(1)台鐵  

整體而言，苗栗縣之鐵路運輸設施係以台鐵所
經營之縱貫線 (海線 ) 及台中線 (山線 )為主，且均兼

營客貨運，茲進一步簡要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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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貫線 (海線 )  

本路線縱貫台灣西部，北起基隆南迄高雄，

於苗栗縣境內設有崎頂、竹南、談文、大山、後

龍、龍港、白沙屯、新埔、通霄、苑裡等 10 個車
站。  

 台中線 (山線 )  

台中線 (山線 )北起自竹南站，南迄追分站，
於苗栗縣境經過造橋、豐富、苗栗、南勢、銅鑼、

三義等 6 個車站，係為目前苗栗縣  境內之重要運

輸路線。  

綜整而言，縣境內竹南、苗栗、後龍、通霄、

苑裡等主要車站，大抵為對號車之主要停靠站，

其餘各站則以電車為主；而於車站運量方面，有
鑑於竹南站位居山海線之分歧點上，致其客運量

較苗栗站為大。  

(2)高鐵   

目前刻正興建之西部走廊高速鐵路建設計畫，

其路線全長約 345 公里，已於民國 96 年 2 月正式

營運，惟設置於後龍豐富地區之高鐵苗栗車站則屬
民國 102 年方完工之後期開發車站。  

3.車輛登記數  

2017 年底苗栗縣機動車輛登記數 540,915 輛，與

去年比，增 0.35％，其中汽車登記數共 221,438 輛，

機車登記數共 319,477 輛，分別較去年增 0.95%及減
少 0.06%，如表 1.4-1 所示；若由近十年 (2008 年~2017

年 )登記車輛數比較 (如圖 1.4-2 所示 )，本縣機動車輛

登記數增 1.37％，其中汽車登記數增加達 17.23%，
機車登記數則減少 7.32%，顯見汽車呈現穩定成長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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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2017 年本縣機動車輛登記數  

項   目 2017年底(輛)  與去年底比(%)  

機動車輛登記數 540,915 0.35% 

機車 319,477 -0.06% 

汽車 221,438 0.95% 

圖 1.4-2 苗栗縣近十年車輛登記數趨勢圖 

觀察本縣機動車輛密度 (輛 /平方公里 )，2017 年
為 297.2 輛 /平方公里，較去年增 0.35%，每百人機動

車輛數為 97.7輛 /百人，較去年增加 1.33%，如表 1.4-2

所示；若由近十年 (2008 年~2017 年 )每百人機動車輛
數比較 (如圖 1.4-3 所示 )，本縣每百人機動車輛數增

2.58％，其中汽車數增加達 18.62%，機車數則減少

6.21%；而每百人機動車輛數於 2012 年達最高峰，
為 100.1 輛 /百人，2014 年則降低至 95.2 輛 /百人，隨

後幾年，則呈現穩定成長趨勢。  

表 1.4-2 2017 年本縣機動車輛密度統計  

項   目 2017年底 與去年底比(%)  

機動車輛密度(輛/平方公里)  297.2 0.35% 

每百人機動車輛數(輛/百人) 97.7 1.33% 



  

11 
 

圖 1.4-3 苗栗縣近十年每百人機動車輛數趨勢圖 

（五）農、林、漁、牧業  

苗栗縣為一典型的農業縣，但因山多田少，農業

資源有限，近年受農業轉型，工商發展影響，農業人

口及耕地面積有降低之趨勢，但農業生產總值與產業
人口，在苗栗縣仍佔有相當重要地位。  

2017 年底本縣耕地面積 33,376 公頃，較上年底

減少 138 公頃。其中水田 14,626 公頃，占 43.82％；
旱田 18,750 公頃，占 56.18％。各鄉鎮耕地面積如圖

1.5-1 

農業戶數部分，2016 年底農戶數 38,209 戶，較
上年底農戶數增加 664 戶，人口數增加 10,044 人。

其中以耕地全部自有農戶 31,373 戶，人口數 114,914

人為最多。稻米種植收穫面積 2017 年底為 10,743 公
頃，其中產量 48,138 公噸；收穫面積較上年底減少

1,167 公頃，產量減少 2,049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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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 苗栗縣各鄉鎮耕地面積 

本縣漁業從業人員，2017 年底 9,409 人，較上年

底減少 51 人，均為從事沿岸漁業人員。106 年底從
事漁業戶數 2,655 戶，人口數為 8,560 人，較上年底

分別戶數減少 125 戶、人口數減少 224 人。  

2017 年底現有牲畜 67,302 頭，較上年底減少
5,604 頭，其中以豬 58,149 頭，占 86.40％最多；羊

6,298 頭，占 9.36％次之；乳牛 1,998 頭，占 2.97％

再次之；而鹿、馬等則僅占一小部份。  

近年來，苗栗縣之農業發展，已朝向農業多元化

經營，不僅使苗栗縣之農產品聲名遠播，也為地方帶

來不少繁榮，其中效果最著者為大湖草莓觀光果園，
卓蘭柑桔、高接梨、楊桃，公館紅棗，西湖文旦柚等，

藉著促銷活動，比賽方式加強其知名度。  

（六）工商業發展  

工廠數量的多寡為固定性污染源的指標之一，根
據「苗栗縣 2017 年統計要覽」顯示，苗栗縣工廠登

記總家數從民國 2007年底之 1,747 家減少至 2014年

之 1,662 家，2015 年略為上升到 1,680 家，2017 年
則增加到 1,772 家，較上年底增加 48 家，如圖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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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各行業中以金屬製品製造業 386 家，占 21.78

％最多；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203 家，占 11.46％

次之。若從各年各行業之盛衰情形來看，除 98 年受

大環境不景氣之影響，各行業工廠家數普遍降低外，
整體而言，食品、紡織、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以及皮

革毛皮、木竹製品製造業及其製品製造業等傳統產業

呈現逐年下降趨勢；以 2013年度登記之工廠數而言，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紡織業和電腦、通信及視聽電

子產品業較 2011 年度呈現小幅減少，而其他製造業

則相對的小幅提升。近四年，各產業整體家數呈現逐

年增加之趨勢。  

圖 1.6-1 苗栗縣近十年營運工廠家數變化圖 

而苗栗縣商業登記總家數從 2007 年底之 30,954

家增加至 2017 年之 32,250 家，98 年有減少之跡象，
然此後逐漸提升。若從各年各行業之盛衰情形來看，

多數皆為逐漸上升之趨勢，惟批發、運輸、金融、醫

療及公共行政及國防業等逐漸減少。另以資本額進行
觀察，商業總資本額從 2007 年之 3,826,311 千元增加

至 4,516,821 千元，整體呈上升趨勢，若以行業分析，

僅不動產、醫療及公共行政及國防業逐漸減少，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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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率約為 14%，可見本縣各行業之投資處穩定成
長之階段，如圖 1.6-2 所示。  

圖 1.6-2 苗栗縣近十年商業登記家數及資本額變化圖 

而 2017 年商業登記家數以批發及零售業共

17,706 家最多，其次為營造業共 3,115 家，再次之為
製造業 3,104 家，如圖 1.6-3 所示。  

圖 1.6-3 苗栗縣 2017年商業登記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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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下水道建設  

現代化國家的指標不再只是經濟發展，生活環境

品質的提昇與改善亦是民眾所關心及重視的問題，尤
其是病媒蚊肆虐的現在，更是刻不容緩的議題；而污

水下水道建設將可大幅改善生活環境問題，將民眾住

家內所產生的污水統一收集至污水管線內並排放入
污水處理場內經妥善處理後放流河川併流入大海中，

或者回收再利用，成為可永續循環的再生水資源，使

民眾居家生活旁的排水溝將不再惡臭，且不孳生病媒
蚊昆蟲，維護環境衛生，而污水、污泥如經更高級的

回收處理，更可以成為永續利用的資源。  

我國目前對於污水處理可分為三類，「公共污水
下水道」係指供公共使用之下水道；「專用污水下水

道」係指供特定地區或場所如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

構、新開發社區、工業區使用而設置尚未納入公共下
水道之下水道；另外依 88 年 1 月公布之「建築技術

規則」規定「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係指在公共污水

下水道建設尚未到達區域，住戶所設置之污水處理設
施。   

為改善都市居住環境衛生，防止水域污染，確保

良好水質，政府依輕重緩急由水源保護區或人口密集
區逐步推動，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工作，惟污水

下水道建設係循序依主幹管、次幹管、分管網、用戶

排水設備工程之順序次第施工，為儘早使既設主次幹
管及處理設施發揮功能，並加速本縣用戶接管普及率，

苗栗縣 100 年底開始展開污水用戶接管等各項污水

下水道政策與建設，為打造永續、宜居的都市景觀而
努力。統計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依據污水下水道

第五期建設計畫修正計算方式計算 )，從 100 年底的

0.42%提升到 107 年底的 17.10%，增加 16.68%，平
均每年以 2.4%的成長率成長中，如圖 1.7-1 所示。  

若以 107 年底，全國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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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2％比較，顯示本縣仍偏低甚多，須持續努力提
升。  

 

圖 1.7-1 苗栗縣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八）能資源使用  

1.電力使用情形  

根據台電資料顯示苗栗縣自 89 年至 104 年電燈

(包燈 /表燈 )、電力用電變化如圖 1.8-1 所示，97 金融
海嘯之後，我們又遭遇新的挑戰，98 年 8 月 8 日，

莫拉克颱風來襲，重創臺灣，用電量下降，但自 99

年後苗栗縣用電量逐年上升，到了 104 年積極推動節
電工作，用電量呈現下降的趨勢，但 105 年又呈現微

幅成長，由於苗栗縣電燈用電 (民生用電 )僅約占苗栗

縣用電量的五分之一、工商業用電占苗栗縣的五分之

四，因此未來若要提升苗栗縣節電之成效，應逐漸加

強對於工、商業界的節能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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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1 苗栗縣歷年來用電趨勢 

另根據台電網站統計，近 5 年 (2012 年~2017 年 ) 

四大部門 (住宅 /服務業 /機關 /農林漁牧 )用電呈現成
長趨勢，如圖 1.8-2 所示，但 106 年在政府積極推動

節電相關計畫及平均溫度下降的條件下，與去年 (105

年 )相較，用電量下降約 3,456 萬度，約減少 2%用電；
以 106 年四大部門 (不含工業用電 )售電量為例，資料

顯示苗栗縣住宅部門售電量 933,169,768 度 /年，占

55.2%、服務業部門售電量 575,796,419 度 /年，占
34.1%、機關部門售電量 154,262,333 度 /年，用電占

9.1%、農林漁牧部門售電量 27,290,023 度 /年，用電

占 1.6%，苗栗縣住宅用電大於 5 成為用電大宗，因
此未來持續推動住宅節能省電是重要的一個區塊，如

圖 1.8-3 所示。若包含工業部門用電，則工業部門用

電占各部門用電達 75.3%，如圖 1.8-4 所示，顯示工

業用電占比甚高，也是推動節電工作的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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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2 苗栗縣近五年四大部門用電趨勢 

圖 1.8-3 苗栗縣四大部門用電比例 (不含工業部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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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4 苗栗縣各部門用電比例(含工業部門) 

進一步從本縣四大部門 105年及 106年用電比較，

106 年住宅部門用電，較 105 年減少約 1,360 萬度，
約減少 1.4%用電；服務業部門用電，較 105 年減少

約 657 萬度，約減少 1.1%用電；機關部門用電，較

105 年減少約 1,719 萬度，約減少 10%用電；農林漁
牧部門用電，則較 105 年增加約 280 萬度，約增加

11.4%用電量。從分析得知，只占四大部門用電 9.1%

的機關部門用電，無論是節電量或節電比例均高於其
他部門，顯見苗栗縣推動機關節電成效顯著。  

2.石油使用情形  

我國能源供給 98%仰賴進口，在國際能源價量

波動劇烈、全球溫室氣體減量壓力漸增、以及國內能

源需求持續成長等挑戰下，能源發展所面臨的挑戰相
較其它國家更為嚴峻。  

進入 21 世紀，人類嚐盡氣候變遷苦果，排放溫

室氣體的化石能源將逐漸減少使用，電動車成為運輸
部門的革命性交通工具，其優點除了不再使用汽油與

柴油等石化燃料，也可減少造成空污及噪音。此外，

可大幅擺脫對化石能源，特別是石油的倚賴，增加能
源供應多元化，除了強化能源獨立自主政策與更加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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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能源安全之外，另外對於減少全球暖化更是一大助
益。  

根據苗栗縣汽車加油站汽柴油銷售統計，近十年

來，汽油銷售量由 96 年的 271,371 公秉 /年，上升到
106 年的 309,285 公秉 /年，增加 37,913 公秉，成長

了 14.0%；而柴油銷售量由 96年的 155,809公秉 /年，

上升到 106年的 167,658公秉 /年，增加 11,849公秉，
成長約 7.6%，顯示移動交通工具，能源需求持續成

長。苗栗縣歷年來加油站汽柴油銷售趨勢如圖 1.8-5

所示。  

圖 1.8-5 苗栗縣加油站汽柴油銷售趨勢 

3.自來水使用情形  

自來水除了供應生活所需之外，也有提供給工業

所使用，從苗栗縣 84 年至 106 年提供生活及工業之

水量 (如圖 1.8-6)中可看出，自來水供應以生活用水
居多，占自來水供水量的 66.8%~74.8%之間，工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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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亦占一定的比重，占自來水供水量的 25.2%~33.2%

之間。生活用水量歷年變化，由近十年來可看出用水

量由 96 年的 56,738 千立方公尺，增加至 106 年的

60,113 千立方公尺，增加 3,375 千立方公尺，呈現增
加的趨勢。  

而工業用水，近十年來可看出用水量由 96 年的

26,064 千立方公尺，減少至 105 年的 24,961 千立方
公尺，約減少 1,103 千立方公尺，呈現緩慢減少的趨

勢，但 106 年用水量則上升至 26,399 千立方公尺，

與 96 年相較，約增加 335 千立方公尺。  

苗栗地區近十年來，自來水供水人口數自民國 96

年的 421,375 人至 106 年 450,832 人相比，共增加

29,457 人；另供水普及率從民國 96 年的 75.22%提升
至民國 106 年的 81.41%，共增加了 6.18%。  

圖 1.8-6 苗栗縣歷年自來水供應趨勢 

確保飲用水安全無虞為聯合國鞭策各國努力遂
行的目標之一。106年底我國自來水普及率 93.91％，

而本縣普及率為 81.41％，僅較南投縣 (79.8%)、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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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80.97%)及屏東縣 (50.83%)為高，顯示有提升的空
間。  

 

4.資源回收情形  

落實環境保護、資源回收再利用及節能減碳已蔚

為國際共識，臺灣地狹人稠，經濟的成長也帶來龐大

的廢棄物，造成環境壓力，影響生活品質，政府除增
加垃圾處理管道外，並提倡減廢觀念，1988 年增修

廢棄物清理法，成為我國資源回收政策先導，隨後陸

續開展「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垃圾強制分類」等
政策，在政府與民間戮力落實下，資源回收成效逐漸

展現，苗栗縣近十年來，資源回收量由 2007 年的

42,635 公噸，成長至 2017 年的 106,423 公噸，增加
約 63,788 公噸，亦即增加 2.5 倍的回收重量，如圖

1.8-7 所示。  

圖 1.8-7 苗栗縣近十年資源回收量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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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資源回收物分類，以 2017 年為例，回收類
最多的前三大依序為廢紙類、廢玻璃容器、廢塑膠製

品、廢鐵罐及其他金屬製品，如圖 1.8-8 所示。  

圖 1.8-8 苗栗縣 2017年各類資源回收物回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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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溫室氣體排特性  

有鑑於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已是國家發展必然趨

勢，依照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
計算指引」，盤查邊界設定為行政轄區之邊界，苗栗

縣共有 18 個行政區（如圖 1.9-1），溫室氣體盤查邊

界係本縣轄內所含行政區域範圍。  

圖 1.9-1 苗栗縣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邊界 

依據盤查指引說明，對於行政轄區內之溫室氣體
排放源，包括能源、工業製程、農業、林業及廢棄物

等部門之排放源進行鑑別，界定直接排放（範疇一）、

能源間接排放（範疇二）及其他間接排放（範疇三），
不考慮範疇三境外排放情形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  

根據 101年度至 104年度本縣行政轄區溫室氣體
盤查結果，如表 1.9-1 所示，顯示能源–住宅及商業

之能源使用、能源 -工業能源使用及能源 -運輸能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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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溫室氣體排放呈現較明顯增長趨勢。由圖 1.9-2 可
知，本縣轄內以工業能源使用排放占比最多，介於

55.67%~68.95%之間，並呈現增加趨勢，是溫室氣體

減量推動中最重要的區塊；其次為運輸能源使用排放
占比，介於 13.83% ~ 14.30%之間，呈現稍降趨勢；

再次之為住宅及商業之能源使用排放占比，介於

10.51%~11.75%之間，呈現下降趨勢。  

表 1.9-1 苗栗縣歷年行政轄區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  

  單位：公噸 CO 2 e  

年度 

部門別 
101 102 103 104 

能源 – 住宅及商

業之能源使用 
895,444.54 889,074.72 914,873.14 924,472.20 

能源 - 工業能源

使用 
5,227,718.74 5,238,015.88 6,282,153.18 6,067,338.37 

能源 - 運輸能源

使用 
1,089,420.04 1,108,284.95 1,131,773.07 1,216,464.53 

工業製程 1,235,240.74 437,569.14 514,167.24 443,654.16 

農業 37,081.34 37,973.48 39,056.90 35,880.17 

廢棄物 97,551.03 81,830.93 96,335.17 111,167.51 

二氧化碳總排放量

(公噸) 
8,582,456.43 7,792,749.11 8,978,358.70 8,798,976.93 

人口 563,976 565,554 567,132 563,912 

人均排放量 15.22 13.78 15.83 15.60 

人均排放量 

(扣除工業製程及

工業能源) 

3.76 3.74 3.85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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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2 101年至 104年苗栗縣各類別溫室氣體排放率 

另依 104年度本縣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結果，
如圖 1.9-3 所示，顯示苗栗縣轄內仍以工業能源使用

排放為最多 (68.95%)，其次分別為運輸能源使用

(13.83%)、住宅及商業之能源使用 (10.51%)、工業製
程 (4.85%)、廢棄物 (1.45%)及農業 (0.41%)。  

其中，於 94 年起經濟部推動產業溫室氣體自願

減量計畫，於 102 年度溫室氣體減量績效優異，並協
助工業製程之鋼鐵、石化、水泥、造紙及複合材料等

產業，積極推動產業製程改善，於 95 年至 102 年間

共執行 5,648 件，累計二氧化碳減量 834.2 萬公噸，
深入分析溫室氣體減量績效，以製程改善面向之減量

績效為最多（占總體 66.7%）為最大宗，再分析「製

程改善」之「減量方式」，以能源管理（占總體製程
改善 55%）為最大宗，其次為設備改善 (19%)及汰舊

換新 (15%)，詳圖 1.9-4 所示，促使導致 101 年度至

102 年度工業製程於溫室氣體排放有明顯下降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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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3 104年度苗栗縣各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占比 

 

 

註：引用 102年度產業溫室氣體管理與調適計畫(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成果簡介) 

圖 1.9-4 102年度能源局推動產業溫室氣體減量績效占比 

（十）過去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情形  

為加速朝向低碳社會、打造低碳家園之目標邁進，

本縣於 102 年 5 月 28 日函 (府環空字第 1020018865

號 )核定成立低碳永續家園專案辦公室，並依低碳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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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家園工作性質分由農業處、水利處、計畫處、行政
處 (法制科 )、工務處、民政處、財政處、勞工及青年

發展處、工商發展處、教育處、消防局、衛生局、文

化觀光局及環境保護局負責推動六大運作機能行動
項目，並指派各局處科長或專員以上層級人員擔任

「苗栗縣低碳永續家園專案辦公室」成員，推動各項

低碳項目，106 年度由苗栗縣政府秘書長擔任召集人，
環境保護局局長擔任副召集人，每年至少召開 2 次跨

局處會議，108 年為提高跨局處整合效益，提升低碳

執行績效，簽請縣長擔任辦公室召集人，另於本專案

辦公室成立「苗栗縣低碳永續家園推動專案辦公室技

術與資訊委員會」，並由召集人定期召集相關產業界、

大專院校、國中小學、社區 /民間團體等辦理工作會
議，聽取各界意見尋求共識。據此持續推動本縣節能

減碳各項措施，循序漸進邁向「低碳城市」。各項措

施推動內容包括『再生能源、節約能源、綠色交通、
資源循環、低碳建築、環境綠化及低碳生活』七大面

向，其說明如下：  

1.再生能源  

風力部分，截至 107 年底苗栗縣內大型風力發電

機組有苗栗竹南 (3部 2,000瓩、1部 1,800瓩，共 7,800

瓩 )、海洋竹南 (2 部 4,000 瓩，共 8,000 瓩 )、崎威崎
頂 (3 部 2,300 瓩，共 6,900 瓩 )、苗栗大鵬 (21 部 2,000

瓩，共 42,000 瓩 )、苗栗通苑 (16 部 2,300 瓩，共 36,800

瓩 )、龍威後龍 (13 部 2,300 瓩、3 部 900 瓩，共 44,100

瓩 )、東鋼後龍 (5 部 2,300 瓩，共 11,500 瓩 )，總裝置

容量為 157,100 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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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1 苗栗後龍好望角風力發電 

水力部分，卓蘭發電廠，是台灣電力公司的一座

水力發電廠，位於苗栗縣卓蘭鎮，共有 2 部機組 (2*40 

MW)，總裝置容量計 80MW。另台電與水利署於 2017

年 1 月共同簽約新建 1 座 4MW 的「鯉魚潭水庫景山

水力發電廠」，景山小水力電廠預計於 2020 年商轉，
1 年預估可發電 1,400 萬度，等同提供近 4,000 戶家

庭用電。  

圖 1.10-2 苗栗卓蘭水力發電廠 

本縣唯一火力發電廠 -通霄電廠，民國 89 年~91

年為改善空氣品質，#1~#5 機燃重油機組完成改燃天

然氣運轉，目前通霄電廠以天然氣為主要燃料，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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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所示。  

表 1.10-1 通霄電廠裝置容量  

苗栗縣近年來積極推動再生能源設施的設置，透

過政府率先作為，擴大苗栗縣對於再生能源的接受度，

提升民眾對於再生能源的認知並提升設置意願。  

苗栗縣及所屬機關學校工友房舍屋 103 年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租賃事業計畫，已設置完成 20處，

設置容量達 1.6MWp，減碳量可達 662 公噸 CO2/年。
104 年度標租作業共計完成 26 棟公有房舍屋頂建置

(包括本府第一辦公大樓屋頂及其他 25 所國中小學

校 )，總設置容量約 1.98MWp，減碳量預估每年可達
1,291 噸二氧化碳，當年售電回饋收益約 48 萬元。105

年標租作業，辦理 22 所公有房舍屋頂建置，總設置

容量約 2.30MWp，減碳量預估每年可達 1,500 噸二
氧化碳，當年售電回饋收益約 284 萬元。106 年標租

作業，預計辦理 19 所公有房舍屋頂建置，總設置容

量約 2.00MWp，減碳量預估每年可達 1,305 噸二氧
化碳，預估當年售電回饋收益約 568 萬元。統計 99

年迄今，縣轄內裝置屋頂太陽能光電系統總容量約

53.5MWp。  

機 組  裝置容量(瓩) 燃料種類  

通霄複一機  892,600 天然氣 

通霄複二機  892,600 天然氣 

通霄複三機  892,600 天然氣 

通霄複四機  386,000 天然氣 

通霄複五機  372,000 天然氣 

通霄複六機  321,200 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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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3 苗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樓太陽光電系統 

2.節約能源  

(1)節能減碳輔導、查核  

 公、私部門節能減碳推動：自 100 年起，共計

輔導轄內公部門 32處及 47處私部門節能減碳

輔導工作。  

 服務業節能診斷與輔導作業：103 年度輔導轄

內服務業、民宿等共 6 處。  

 社區住宅節能診斷與輔導作業：自 100 年起，
共計輔導轄內集合式住宅、社區等共 26 處。  

 訪視輔導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遵行節約能源規

定：102 年度訪視指定能源用戶 401 家；103

年度訪視指定能源用戶 1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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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辦理服務業及農業能源用戶節電技術服
務診斷，共計 11 家，帶來節電效益約為 210

萬度 /年、辦理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訪查，共計

72 家。  

圖 1.10-4 機關現場輔導情形 

(2)節能減碳設備推廣  

 LED 節能燈具推廣：苗栗縣政府向來積極推動
節能燈具使用，98 年至 102 年推動「廟宇使用

LED 光明燈 /神明燈補助政策，總補助數量為

582 顆」、辦理「家用 LED 燈泡購置補助計畫，
提供 2,000 顆 LED 燈泡補助名額」、補助汰換

各鄉鎮 LED 路燈更換共 4,619 座。  

 節能家電推廣活動：103 年度辦理「選對家電
做節能，開啟低碳新生活」節能家電推廣活動，

民眾於活動期間至活動特約廠商門市購買有

「節能標章」或「能源效率標示 1、2 級」之
商品，滿額即可獲得摸彩券。；105 年度持續

推動「全栗節電運動」之節能家電補助計畫共

計 255 件申請，經審查 248 件合格，共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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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萬 6,000 元，該次節能家電補助推估可節省
34,502 度，另申請家電補助計畫帶動 800 餘萬

產值。  

 苗栗縣低碳社區協助運作計畫：103 年至 105

年共評選出 18 處社區為補助對象，推動執行

「設備節能」（鼓勵換裝高效率燈具及節能家

電採購計畫）、「再生能源」（屋頂太陽能光電
系統設置）、「生態綠化」（社區植栽綠化推動

方案、社區活動中心牆面設置環保綠牆、種植

誘鳥誘蝶植栽行動）、「建築節能」（老舊建築

節能活化再生）、「綠能節電」（活動中心屋頂

設置太陽能板、公園亮化燈具改善、社區活動

中心汰換節能燈具、寺廟節能燈具使用推廣）、
「永續經營」（設置太陽能光電示範展示系統

推動環教場所認證）、「資源循環」（活動中心

屋頂雨水貯留再利用）等工作。  

圖 1.10-5 「全栗節電運動」記者會 

為帶動苗栗縣節能風氣，苗栗縣政府自 98 年
開始透過溫室氣體減量專案計畫推動公務機關節

能減碳，推動內容如下：98 年環保局依現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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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效率評估結果選定頭屋鄉公所及南庄鄉公所
辦公室作為公務機關節能安裝電源管理裝置的示

範對象。二處示範單位節電率分別達 19%及 20.8%，

共可節省用電量 36,071 度 /年，減少 CO2 排放量
22.94 公噸 /年。99 年更擴大公務機關調查及輔導範

圍，並輔導 10 處公務單位進行改善，削減 CO2排

放量達 98 公噸 /年以上。100 年就各公務單位辦公
室之照明、空調、用電品質和電能管理現況進行評

析，檢討節省能源及溫室氣體減量空間，並調查及

輔導 11 處公務單位進行節能推廣，結果節電總成

效達 11.4%，CO2削減量達 60.4 公噸 /年。101 年持

續調查及輔導共 10 處公務單位，CO2 削減量達預

估可達 16 公噸 /年，執行成效達 46%。  

102 年度公務機關節能輔導改善效益經估算，

節電效益可達 63.8 萬度，CO2 減量達 339.6 公噸 /

年，對於歷年輔導過的公務機關單位，以用電量變
化來進行後續追蹤的動作，追蹤近年來 20 處輔導

過的公務單位，顯示 20處單位截至 102年 11月底，

共減少用電 144,792 度 /年，相當於減少 77.0 公噸二
氧化碳排放。  

103 年度公務機關節能輔導 5 處改善效益經估

算，節電可達 4.9 萬度，CO2減量達 26.1 公噸 /年。  

104 年度公務單位辦公室節能輔導改善共 5 處，

經輔導進行節能設備的汰換、現有設備調整運轉等

方式，效益經估算減少用電 8.3 萬度、每年減少 CO2

排放 43.5 公噸，追蹤歷年輔導單位 104 年 1~11 月

節電 144,302 度，CO2減量 75.2 公噸，相當於 7.60

公頃造林效益，減少 10%以上為泰安國中小、西湖

國中、南和國小。  

105 年度公務單位辦公室節能輔導改善共 6 處，

經輔導進行節能設備的汰換、現有設備調整運轉等
方式，效益經估算減少用電 5.8 萬度、每年減少 CO2

排放 30.8 公噸、減少用水 6,141 度、節省電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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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69.95 萬。  

106 年度公務單位辦公室節能輔導改善共 4 處，

經輔導進行節能設備的汰換、現有設備調整運轉等

方式，效益經估算減少用電 17.6 萬度、每年減少
CO2排放 93.19 公噸，節省電費支出約 49.3 萬。  

(3)社區節能減碳推動  

為積極協助苗栗縣社區推動節能減碳及儘早
建構苗栗低碳社區，100 年苗栗縣政府透過溫室氣

體減量專案計畫，邀請各領域節能專家及社區工作

者組成「苗栗縣社區節能輔導團」，進行社區公共
空間耗能設施之現場節能輔導與改善諮詢服務，電

力控制及照明空調節能上進行輔導，從中挑選具節

能潛力之社區進行改善，進而讓社區節能減碳又省
錢！並提升社區整體形象，創造社區生活品質，期

以提供免費調查、輔導的方式提升社區改善之意願，

進而參與自願性節能減碳計畫，早日實現「省能源、
省資源、低汚染」之低碳社區。推動內容如下：99

年完成苗栗縣轄區 11 處社區大樓進行節電輔導，

對有意願改善之社區提供輔導，99 年度輔導作業協
助社區大樓節電約 20 萬度 /年，折電費約 69 萬元 /

年，減少 CO2排放量 126 公噸 /年。100 年共完成苗

栗縣轄區內 10 處社區大樓進行節電輔導，對有意
願改善之社區提供免費輔導，本年度輔導作業共協

助社區大樓節省用電度數及費用各約 12.8 萬度 /年

及 62.5 萬元 /年，減少 CO2排放量 78.6 公噸 /年。101

年共完成苗栗縣轄區內 7處社區大樓進行節電輔導，

對有意願改善之社區提供免費輔導，本年度輔導作

業共協助社區大樓節省用電度數及費用各約 4.1 萬

度 /年及 26.6 萬元 /年，減少 CO2排放量 25.4 公噸 /

年。  

102 年度苗栗縣透過社區節能輔導作業，針對
社區公共用電區域建議進行節能設備汰換等措施，

共輔導 7 處社區，若依照輔導建議進行改善，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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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效益每年減少 CO2 排放 76.8 公噸、減少用電
14.3 萬度、節省電費支出約 52.9 萬元，整體節能減

碳效益達 20%，此外 7 處社區中有 2 處社區契約容

量偏高，若合理調整可節省可觀的電費，對於許多
經費窘迫的社區，節省的費用則可用於汰換節能的

設備，形成社區節能減碳的動力來源。  

103 年度輔導品未來社區規劃方案，推估一年
可省下約 11,118 kWh 的用電量，一年能源節省費

用約 4.9萬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約 5.9公噸 CO2/

年。另於低碳永續家園行動項目輔導建置 5 處示範

社區及模範村里，總計減碳量約為 22.24 公噸 CO2/

年，相當於 2.47 公頃造林效益。  

105 年度苗栗縣透過社區節能輔導作業，共輔
導 6 處社區，低碳社區環境營造推動計畫補助節省

用電量總計 42,848 度電及 324 度水，每年約可減少

22.67 公噸 CO2排放。  

106 年度苗栗縣透過社區節能輔導作業，共輔

導 7 處社區，低碳社區環境營造推動計畫補助，每

年約可減少 9.2 公噸 CO2排放。  

(4)LED 燈具推廣  

苗栗縣政府向來積極推動節能燈具使用如 98

年環保局推動廟宇使用 LED 光明燈 /神明燈成效良
好，合計一年約可節省 294,700 度 /年、節省電費

874,280 元 /年、每年減少 CO2排放量約 187.43 公噸

/年，99 年持續推動廟宇使用 LED 光明燈 /神明燈，
共推動 10 間廟宇進行改裝，合計一年共約可節省

409,000 度 /年、節省電費 1,213,368 元 /年、每年減

少 CO2排放量約 255 公噸 /年。而 99 年環保局免費
提供共 1,000 只 LED 光明燈或神明燈，期帶動苗栗

縣全民敬神節能減碳的風潮，推估結果，一年約可

節省 10,109 度 /年，每年可減少 CO2 排放量約 6.2

公噸 /年。100 年持續推動 LED 神明燈補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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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低碳社區住戶、廟宇及縣內一般民眾，總補助
數量為 582 顆；若以補助 2 顆 LED 神明燈，進而

帶動家庭全面更換傳統鎢絲燈泡為 LED 神明燈，

以每家庭 4 顆神明燈計算，則將有 1,164 顆神明燈
的效益。以每盞 7.2 瓦白熾神明燈換成 0.8 瓦 LED

燈，以每天使用 24 小時估算，每顆神明燈每年可

減少 CO2排放共 34.31kg/年，而 1,164 顆神明燈總
效益，每年可減少 CO2排放 39.9 公噸 /年。101 年

環保局為推廣 LED 燈具，辦理家用 LED 燈泡購置

補助計畫，提供 2,000 顆 LED 燈泡補助名額，每只

補助新台幣 100 元，推估結果可減少 CO2 排放 15

公噸 /年。  

苗栗縣政府 102年與經濟部能源局合作補助汰
換苗栗縣頭份鎮、後龍鎮、三灣鄉、南庄鄉、頭屋

鄉、大湖鄉、公館鄉、卓蘭鎮及三義鄉共 4,619LED

路燈，已於 102 年 9 月全數完工。每年可減少用電
269 萬度，減少 1,431.08 公噸碳排放。  

105 年苗栗縣政府工務處養護科，執行苗栗縣

水銀路燈落日計畫，以 28W 之 LED 路燈汰換原
100W（含）以下水銀燈計 16,032 盞；以 35W 之

LED 路燈汰換原 200W（含）以下水銀燈計 17,579

盞；以 70W 之 LED 路燈汰換原 300W（含）以下
水銀燈計 3,426 盞；以 101W 之 LED 路燈汰換原

301W 以上水銀燈計 4,936 盞，換裝轄內 18 鄉鎮市

既有水銀路燈總數約 41,973 盞，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已完成汰換本縣水銀路燈為 LED 路燈計

39,424 盞。每年可節省用電度數約為 2,606 萬 7,500

度，節省電費約 4,882 萬元，每年可減少約 13,607

噸二氧化碳排放量。  

(5)社區及公私部門節能減碳現場輔導診斷工作  

104 年苗栗縣社區節能診斷與改善專案計畫，
共進行 10 處節能減碳現場輔導診斷作業，包含苗

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竹南鎮至善天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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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頭份市建國大樓一期、後龍
鎮台灣國寶社區管理委員會、銅鑼鄉竹森社區發展

協會、苗栗市大同社區發展協會、苗栗市新英社區

發展協會、苗栗縣造橋鄉公所、苗栗縣造橋鄉談文
國民小學、苗栗縣立明仁國民中學，若依照節能減

碳輔導報告書建議進行改善，預計減碳效益每年

79.54 公噸、節省用電 15.26 萬度，節省電費支出約
127.63 萬元。  

105 年苗栗縣私部門節能診斷與改善，共進行

7 處節能減碳現場輔導診斷作業，包含富格蘭科技

有限公司、台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通霄精鹽廠、創

世基金會附設清寒植物人安養院、苗栗縣私立廣愛

教養院、苗栗縣私立杏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苗栗
縣私立誠意老人長期照顧中心、帝王長青管理委員

會等 7 處，若依照節能減碳輔導報告書建議進行改

善，預計減碳效益每年 287 公噸、節省用電 55 萬
度，減少用水 840 度，節省電費支出約 331 萬元。 

106 年苗栗縣私部門節能診斷與改善，共進行

5 處節能減碳現場輔導診斷作業，包含香格里拉農
牧花卉股份有限公司、泰安湯悅溫泉會館、光和耐

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四方乳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等 5 處，若依照節能減碳輔
導報告書建議進行改善，預計減碳效益每年 256 公

噸、節省用電 48.4 萬度，減少用水 3,558 度，節省

電費支出約 204.18 萬元。  

(6)低碳示範場所改善措施  

104 年苗栗縣社區節能診斷與改善專案計畫，

完成輔導補助 4 處私部門場所，包含苗栗市大同社
區發展協會、銅鑼鄉竹森社區發展協會、苗栗縣私

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及竹南鎮至善天廈公寓

大廈管理委員會，協助推動低碳永續家園之運作機
能行動項目，節省用電量總計 21,856 度電，減碳效

益共減少 12.24 公噸 CO2排放。  



  

39 
 

105 年苗栗縣私部門節能診斷與輔導，完成富
格蘭科技有限公司、台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通宵精

鹽廠、創世基金會附設清寒植物人安養院、苗栗縣

私立廣愛教養院、苗栗縣私立杏安老人長期照顧中
心、苗栗縣私立誠意老人長期照顧中心、經由輔導

減碳潛力達 287 公噸 CO2排放。  

106 年苗栗縣私部門節能診斷與輔導，完成泰
安湯悅溫泉會館、四方乳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處，

投入 22萬元改善，每年可減少 61.6公噸 CO2排放。  

3.綠色交通  

苗栗縣為推動綠色交通，近年來積極推動自行車

道網絡建設，並將建置完成自行車道相關資料彙整於

「 苗 栗 縣 運 動 地 圖 資 訊 網 」
http://www.sport.mlc.edu.tw/public/placenew.aspx?sp

ort=2，依車道規劃為風景名勝路線、親子同遊路線

及挑戰型路線，共 36 條自行車道，合計 428 公里，
未來更規劃將通勤用車道貫穿連結，提供縣內民眾健

康便捷之交通道路。  

另工務處 103 年推動「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 -

苑裡鎮偏遠地區社區愛心接駁巴士計畫」，自 103 年

3 月 18 日正式開始服務，統計至 11 月底止累計載運

數量為 13,315 人次，推估二氧化碳減量約為 293.8

公噸。文化觀光局亦推動「2014 台灣好行 -苗栗無縫

隙旅遊服務」，103年度至 11月底載客數已達 148,874

人，平均每月搭乘人數約 1.35萬人，每月約減少 3,384

輛小客車行駛輛。107 年度泰安鄉基本民行，累計至

12 月份二氧化碳減量約 126.9 公噸。107 年度泰安鄉

DRTS累計至 12月份二氧化碳減量約 103.9公噸。107

年度卓蘭鎮基本民行，累計至 12 月份二氧化碳減量

約 47.5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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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光局 104 年推動「台灣好行南庄線仙山線
向天湖線景點接駁巴士計畫」，結合大眾運輸工具推

動景點生態旅遊，藉由便捷大眾載具轉移民眾出遊習

慣減少自行開車行為，預計每年節油量為 210,000 公
升。  

圖 1.10-6 台灣好行獅山南庄線景點接駁巴士 

工務處 104 年推動「公共運輸發展計畫 -苑裡鎮

偏遠地區社區接駁巴士及公館鄉社區接駁巴士」 104

年累計至 12 月份二氧化碳減量約 753 公噸，苑裡鎮
載客數為 2,191 人，公館鄉載客數為 42,417 人。  

工務處 105 年持續推動「公共運輸發展計畫 -偏

遠地區社區接駁巴士及社區接駁巴士」105 年累計至
12 月份二氧化碳減量約 1,018 公噸。  

工務處交通規劃科，於 106 年開始推動苗栗縣公

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建置及營運管理，初期遂以頭份、
苗栗、竹南 3 市鎮為範圍，建置 30 個點，設置點有

苗栗、頭份及竹南等地車站、學校、行政機關、風景

點及商業區等點，滿足縣民通勤、通學及逛街、休閒
等需求。  

106 年柴油車汰舊補助 95 輛，補助金額達 2,55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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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源循環  

苗栗縣為提升資源回收成果以促使資源循環，執

行改善措施包括持續輔導、宣導及管制各機關學校、

社區團體辦理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工作。實際訪查本縣
物流業者名單，掌握社區大廈垃圾清運與回收物變賣

流向。透過辦理社區、學校、機關團體資源回收現況

訪查工作，完成後提出統計分析資料以做為將來執行
政策建議等。辦理限制產品過度包裝工作及推動使用

可重複清洗餐具政策等工作，以落實源頭減量。透過

減少垃圾產生及落實資源回收以達到節能減碳的目

標。  

透過各項工作內容成效皆使本縣資源回收成效

有所提升，且使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持續下降。 99

年至 101年資源回收量總計減少清運 136,787公噸垃

圾，換算成減碳成效即為 21,819 公噸二氧化碳。  

圖 1.10-7 苗栗地區水資源回收中心 

水利處 -苗栗污水處理廠廠內回收水供民間洗街

車或水車，作為抑制塵揚降低空氣污染使用，統計
103 年 1~11 月回收使用水量為 6 萬 1,592 公噸，換

算推估可減碳量約為 9.6 公噸。教育處推動之節約用

水教育宣導設施暨節約用水設施補助補助計畫 -林森
國小雨水回收系統及中興國小儲水槽，統計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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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月總回收用水量為 234 公噸，每月平均回收雨
水約 21 公噸再利用，作為校內沖洗廁所便器、灌溉

有機農園或植物澆灌之用。104 年累計至 12 月底，

節水量 (含總廠及民間取水 )為 100,264 公噸，換算推
估可減碳量約為 15.54 公噸。105 年累計至 12 月底，

節水量 (含總廠及民間取水 )為 54,051 公噸，換算推估

可減碳量約為 8.3 公噸。  

5.低碳建築  

苗栗縣為促進建築與環境共生共利，永續經營居

住環境，推廣綠色低碳建築，至 106 年底縣內公民營
建物共有 28 件綠建築標章證書在有效期內，其中公

有建築 15 件，民間建築 13 件；依級別分，取得鑽石

級綠建築標章的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辦公
廳舍、S330 高鐵苗栗站、羅門哈斯亞太廠房辦公棟

及廠房棟、自強路加油站、第一商業銀行竹南分行大

樓等 5 件；取得黃金級綠建築標章的有群創光電 T2

廠空調舊建築改善、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N9 廠等

2 件；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的有茂林光學銅鑼園區廠

房 1 件。  

圖 1.10-8 綠建築高鐵苗栗站 

以 106 年度 12 月份累計全國綠建築標章通過案

件統計，共計有 2,357 件，其中公有建築 1,70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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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建築 648 件，公有建築占 72.5%；苗栗縣統計至
106 年度 12 月份累計綠建築標章通過案件統計，共

計有 70 件，占全國件數約 3%，其中公有建築 41 件，

民間建築 29 件，公有建築占 58.6%。  

6.生態綠化  

苗栗縣政府農業處於縣內推動育苗造林作業，

101 年度造林面積達 12 公頃碳吸存量達 89.4 公噸。
102 年度進行育苗造林共 15 公頃，以碳匯平均係數

11.175 公噸 /公頃計算可產生 67.63 公噸碳匯。103 年

苗栗縣推動造林工作，全民平地造林 760 公頃、平地
造林 3.57 公頃。104 年度全民造林計畫種植樹種為肖

楠、台灣櫸、樟樹等，每公頃造林 1500 株，造林 683.09

公頃，年度碳吸存量約為 10,246.35 ton‧CO2；104

年度平地造林計畫，造林 3.57 公頃，年度碳吸存量

約為 40.16 ton‧CO2；104 年度獎勵輔導造林計畫，

種植樹種為樟樹、烏心石、台灣櫸、肖楠等，每公頃
造林 1500 株，獎勵造林 221.92 公頃，年度碳吸存量

約為 2,496.60 ton‧CO2。104 年度平地造林計畫，造

林 3.57 公頃，年度碳吸存量約為 40.16 ton‧CO2；
104 年度獎勵輔導造林計畫，種植樹種為樟樹、烏心

石、台灣櫸、肖楠等，每公頃造林 1500 株，獎勵造

林 221.92公頃，年度碳吸存量約為 2,496.60 ton‧CO2。
105 年度全民造林計畫，造林 670.67 公頃，年度碳吸

存量約為 7545 ton‧CO2；105 年度獎勵輔導造林計

畫，造林 248.61 公頃，年度碳吸存量約為 2,796 ton‧
CO2。106 年度全民造林計畫，造林 509 公頃，年度

碳吸存量約為 5,727 ton‧CO2；106 年度獎勵輔導造

林計畫，造林 257.64 公頃，年度碳吸存量約為

2,898.45 ton‧CO2。  

7.低碳生活  

98 年苗栗縣為推動節能減碳，辦理了各式的宣

導活動，期望促進公務單位及民眾節能減量事務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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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意願，進而帶動苗栗縣全民節能減碳的風潮，並於
99 年 7~8 月獲得表燈非營業用電 (一般住宅用電 )，全

國第二名的佳績；101 年度更連續於第 13 次 (101 年

7 及 8 月 )與第 14 次 (101 年 9 及 10 月份 )競比中獲得
第 2 及第 3 名次，全縣可享有額外電費折扣；103~104

年更獲得經濟部「夏月．節電中」B 組第二名，105

年獲得經濟部「夏月．節電中」B 組優良殊榮。至
106 年苗栗縣連 6 年獲選節電優良縣市。  

(1)辦理校園及社區宣導  

每年持續對縣內各級學校及社區宣導進行溫
室氣體減量及節能減碳之宣導，將其推動環保工作

由從小環保教育及自身生活中做起，透過觀念的認

知及親身的實踐將環保觀念深根於學童及民眾的
日常生活中，以「潛移默化」及「寓教於樂」的方

式將環保暨節能減碳理念傳遞給大家，培育未來新

一代的環保小尖兵以及更多的環保執行者。104 年
度苗栗縣溫室氣體減量暨節能減碳行動計畫校園

宣導 22 場，參加人數 5,509 人次；社區宣導 8 場，

參加人數 11,504 人次。105 年度苗栗縣溫室氣體減
量暨節能減碳行動計畫校園宣導 37 場，參加人數

5,735 人次；社區宣導 16 場，參加人數 5,539 人次。

106 年度苗栗縣溫室氣體減量暨節能減碳行動計畫
校園宣導 39 場，社區宣導 16 場，參加人數 10,141

人次，透過校園及社區節能減碳宣導活動，實際落

實節能減碳並推廣節能小撇步於家庭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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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9 校園節能減碳宣導辦理情形 

(2)辦理節能減碳生活體驗營  

為了推廣節能減碳之觀念，本活動透過舉辦節

能減碳生活體驗營，使節能減碳的觀念向下紮根，
讓小學生了解全球暖化的議題及節能減碳相關知

識，從減碳生活保育我們的環境與野生動物，從生

活中了解能源的使用與生態環境的交互關係，了解
能源的種類與形式，體驗節能省電如何從日常生活

做起，並養成節能減碳的良好生活習慣。  

99 年活動參訪行程進行方式首先以新三隻小
豬故事的動畫呈現，將節能屋的建築概念、節能設

備的使用、生活中應養成的良好用電習慣，以淺顯

易懂的方式讓參訪學生了解。節能屋及節能設備內
容包括：建築及窗戶設置方位、雨水收集撲滿、外

牆隔熱塗料及隔熱建材、玻璃奈米隔熱塗層、太陽

能熱水器、太陽能光纖照明、屋頂綠美化、省水馬
桶及省水水龍頭、LED 節能燈具、高效率變頻空調

系統、全熱交換器及可控式遮陽導光板等；透過專

業講師生動活潑的導覽與介紹，以及讓學生們以發
電腳踏車體驗人力發電的辛苦，儘管是一度電的產

生、使用都是需要用心珍惜的。節能屋導覽結束後，

遊覽木柵動物園園區，體驗園區內設置之水撲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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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及生態介紹，加深由環境與野生動物的保
育，了解全球暖化議題，落實減碳生活的重要性。 

100 年度為提高低碳社區推動成效，透過舉辦

節能減碳生活體驗營，讓小學生體驗苗栗縣通霄鎮
南和里低碳社區之低碳、節能減碳相關教學行程，

使節能減碳的觀念向下紮根，讓小學生了解全球暖

化的議題、低碳生活、教育、飲食、水資源生態保
育及有機農業相關知識，從生活中了解能源的使用

與農業及生態環境的交互關係，透過活動讓小學生

了解低碳生活的實務作法並觀摩學習相關經驗，落

實苗栗縣低碳之生活實踐與生態體驗，藉此將節能

低碳的觀念落實到生活中，並養成節能減碳的良好

生活習慣。整個教學體驗活動，包括低碳節能生活、
水資源循環生態保育、低碳乳牛生態教育、低碳樂

活套餐、低碳減廢及有機農業體驗等，讓每個學員

對全球暖化的議題、低碳生活、有機農業、低碳飲
食、節省用水用電的鄉村文化有更深刻的認識與瞭

解。還要記得多吃蔬食少吃肉，多吃當地當季食材，

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101 年度辦理節能減碳校外教學參觀行程規劃，

內容將包含低碳社區特點的參訪與學習，如綠屋頂、

社區電動機車、社區雨水回收裝置及應用、在地有
機農業、自製有機堆肥、生態園區導覽等主題。而

參與學員需於綠色生活網暨節能減碳全民行動網

(http://ecolife.epa.gov.tw/cooler)完成部落格登錄、
更新及簽署並登錄電、水表號作業等。  

102 年苗栗縣開始推動低碳旅遊，透過苗栗縣

低碳旅遊推動計畫，協助竹南鎮塭內社區建構低碳

旅遊示範點的基本元素：綠色運輸、低碳飲食及低

碳行程，到塭內社區拜訪的遊客，將可從社區活動

中心取得自行車並依照低碳行程規劃，以低碳悠活
的方式探訪塭內社區周邊的人事物，如歷史悠久的

低碳廟宇德盛宮、使用沼氣回收的養豬場、生機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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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紅樹林生態公園、具有環保意義的竹南垃圾焚
化廠以及包含了親子之森、長青之森與假日之森的

濱海森林遊憩區，在瀏覽完眾多景色後，還可回到

社區品嘗在地食材精心烹調的五行養生低碳餐，在
社區人員指導下將當地的木麻黃種子製作成各式

各樣的 DIY 手工藝品，根據統計 102 年度至塭內社

區的遊客人數為 1,500 人，期望透過異業合作以及
相關宣傳機制提升未來到社區觀光的人數，除了推

廣低碳旅的理念外，更可借此促進當地經濟活絡，

成為苗栗低碳社區的亮點。  

圖 1.10-10 低碳生活體驗營辦理情形 

103 年度辦理節能減碳校外教學參觀行程規劃，
內容將包含社區節能減碳特點的參訪與學習，如綠

牆設施、社區電動機車、在地有機農業、自製有機

堆肥、低碳旅遊導覽等主題，並辦理彩繪風車 DIY

體驗教學。午餐部份使用當令當地食材及低碳食物

融入健康飲食蔬食概念，以減少碳足跡為出發，鄰

家媽媽的菜園就是有機稻場的生鮮超市，以減少里
程數愛護地球並又能烹飪出美味健康的佳餚。  

104 年度辦理 2 場次節能減碳體驗營活動，參

加對象為新英國小 5、6 年級學生及西湖鄉僑文國
小 5、6 年級學生，分別於苗栗縣低碳社區塭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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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及苑裡有機稻場辦理，內容包括低碳節能生活、
自然生態資源循環保育、低碳生態教育、低碳樂活

套餐、低碳減廢及有機農業體驗等，讓每個學員對

全球暖化的議題、低碳生活、有機農業、低碳飲食、
節省用水用電的鄉村文化有更深刻的認識與瞭

解。  

105 年度辦理 2 場次節能減碳體驗營活動，參
加對象為銅鑼鄉中興國小學生及南庄鄉東河國小

學生，分別於苗栗縣三義鄉綠色旅館卓也小屋及曾

經獲得節能行動標章獎的南庄鄉東河部落辦理，內

容包括低碳飲食、自然農法耕作、綠建築、自然環

境生態等體驗，讓學生感受低碳生活的樂趣，願意

主動為地球及環境盡一份心力。  

106 年度辦理 2 場次節能減碳體驗營活動，參

加對象為學生外埔國小及新南國小學生，第一場於

三義鄉山板樵休閒農場及瑞士商格蘭富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第二場於南江休閒農業區 (南庄鄉

休閒農業區旅遊中心及蓬萊溪自然生態園區 )辦理，

內容包括石虎生態、因應氣候變遷之減緩調適、蓬
萊溪自然生態園區導覽等活動，希望學童可以瞭解

氣候變遷對環境的影響，力行於生活減碳。  

 苗栗縣政府為強化社區自治管理與執行運作
功能，106年首度辦理全縣績優公寓大廈評選，

計有竹南首馥等 5 個社區獲評績優，另加碼增

設 2 個優良獎，由縣長徐耀昌逐一頒發獎金、
獎牌，也勉勵各社區結合節能減碳與智慧管理，

攜手打造苗栗為幸福宜居城市。  

 「苗栗縣 106 年節能示範推廣計畫」於全縣
18 個鄉鎮市辦理節電志工講堂，針對住戶及

業者進行訪視，訪視超過 400 家並培訓志工

360 人。  

為宣導節能減碳工作並架設苗栗縣「全栗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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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及「種幼苗、栗行減碳」社群網頁粉絲團，擴
大節能資訊接收族群，強化全民參與管道，持續影

響住商部門及學生等節能常識，持續漸進內化為個

人行為與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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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方案目標  

我國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係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
管理法」 (簡稱溫管法 )第 11 條第 2 項與 106 年 3 月 28 日

由環保署會同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訂定發布之「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準
則」訂定。  

階段管制目標以五年為一階段，其定義依據溫管法第

3 條第 20 款與前述作業準則第 2 條及第 4 條規定，第一期
階段管制目標由中央部會承擔減量責任，地方政府協助配

合執行，並依據縣市現況分析與地方特色，配合推動策略

訂定質性或量化目標，為配合階段管制目標，依本縣溫室
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推動策略內容訂定方案目標，包括工業

能源、運輸能源、住宅及商業能源、廢棄物及農業執行目

標，其中第一期階段係指 107 年至 109 年止，後續各階段
依預算經費使用情形，以此類推。第一期各管制執行方案

質性及量化目標說明如下：  

一、 質性目標 

1. 強化低碳永續家園辦公室之推動效能，提升召集人
層級至縣長。  

2. 每季辦理 1 場次低碳永續家園跨局處討論會議，協

調局處合作事項。  

二、 量化目標 

1. 工業能源 

工業能源溫室氣體排放來源，主要來自於工業電

力用電及燃料使用，依據台電資料統計，2017 年工業

部門用電占各部門用電達 75.3%，另依 104 年本縣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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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氣體排放之工業能源使用占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
68.9%，顯示工業部門能源使用及用電，為本縣未來推

動溫室氣體減量之主要重點項目，統計至 107 年底鍋

爐汰換共完成 6座、私部門節能減碳輔導共完成 5處，
預計至 109 年完成下列量化目標如下：  

鍋爐汰換：34 座  

私部門節能減碳輔導：18 處  

推廣再生能源補助：10MW  

2. 運輸能源 

運輸能源溫室氣體排放來源，主要來自於軌道運

輸 (台鐵用電、用油 )、道路運輸 (售油量 )及境內水運 (馬
力數 (漁港 )估算柴油量 )，依 104 年本縣行政轄區溫室

氣體排放量統計，運輸能源使用占各部門溫室氣體排

放 13.8%，為本縣溫室氣體排放次多之部門別，為本
縣未來推動溫室氣體減量之重點項目之一，統計至 107

年底二行程機車汰舊補助共汰換 3,090 輛、新購電動

二輪車補助 526輛、大型柴油車汰舊換新補助 360輛，
占預估補助數 65%、大型柴油車調修燃油控制系統或

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補助 27輛，占預估補助數 54%，

預計至 109 年完成下列量化目標如下：  

苗栗縣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建置：30 站處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22.5 萬人次 /年  

台灣好行 -苗栗無縫隙旅遊服務：15 萬人次 /年  

二行程機車汰舊補助：5,000 輛  

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1,080 輛  

大型柴油車汰舊換新補助：550 輛  

大型柴油車調修燃油控制系統或加裝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補助：50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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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宅及商業能源 

住宅及商業能源溫室氣體排放來源，主要來自於
電力 (電燈用電 )使用及燃料 (液化石油氣、液化天然氣、

天然氣、煤油、柴油、燃料油 )使用，依 104 年本縣行

政轄區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住宅及商業能源使用占
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 10.5%，為本縣未來推動溫室氣

體減量不可忽略項目之一，尤其是氣候變遷及節能減

碳宣導，提升民眾節能減碳意識，統計至 107 年底服
務業節能輔導共 20 處、20 類指定能源用戶查核共 260

處、服務業節能設備汰換補助執行經費共 1,500 萬元、

住宅節能電器設備汰換補助執行經費共 1,640 萬元、
推動綠色採購及消費輔導共完成 92 處，預計至 109 年

完成下列量化目標如下：  

服務業節能輔導：20 處  

機關學校節能減碳輔導：5 處 /年  

節能減碳培訓或體驗：4 場次 /年  

辦理住宅節能診斷與輔導：20 處 /年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查核：260 處  

社區及校園節能減碳宣導活動：30 場次 /年  

服務業節能設備汰換補助執行經費：1,500 萬元  

住宅節能電器設備汰換補助執行經費：1,700 萬

元  

推動綠色採購及消費輔導：92 處  

綠色消費及環保集點宣導活動：47 場次  

社區規劃師課程或會議：6 場次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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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廢棄物 

廢棄物溫室氣體排放來源，主要來自於掩埋 (掩埋
場 )、住商廢水 (化糞池廢水及 N2O)、工業廢水、堆肥 (堆

肥廠 )及焚化 (焚化廠 )等，依 104 年本縣行政轄區溫室

氣體排放量統計，廢棄物占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 1.5%，
統計至 107 年底資源回收率為 52.1%、資源回收宣導

28 場次，預計至 109 年完成下列量化目標如下：  

資源回收率：52% 

資源回收宣導：30 場次  

污水處理廠污水回量：5 萬公噸 /年  

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用戶接管：4,000 戶 /年  

5. 農業 

農業溫室氣體排放來源，主要來自於稻作 (水稻田 )

及畜牧 (禽畜 )等，依 104 年本縣行政轄區溫室氣體排

放量統計，農業部門占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 0.4%，統
計至 107 年底全民造林共 394.95 公頃、有機及友善環

境耕作共 522 公頃、對地綠色環境給付 5,451 公頃，

預計至 109 年完成下列量化目標如下：  

全民造林：863.8 公頃  

平地造林：3.57 公頃 /年  

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570 公頃  

對地綠色環境給付 (轉作 /休耕 )：6,400 公頃  

獎勵休漁計畫：210 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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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推動期程  

配合推動方案及階段管制目標期程 (107年至 109年 )，
第一期管制執行方案目標期程為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至 1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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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策略  

為強化及落實本縣各面向之節能減碳策略及措施與行動項目，藉由提升「苗栗縣低碳
永續家園專案辦公室」召集人層級，由縣長親自擔任召集人，環境保護局局長擔任副召集

人，指導管考各局處推動苗栗縣低碳永續工作，另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十四條規定，執行方案之推動策略，包括主、協辦機關及經費編列。本執行方案參考中
央與地方協力合作事項及地方推動政策，並依據本縣溫室氣體排放結構及特色，透過跨局

處整合推動及分工，擬定工業、運輸、住宅及住商、廢棄物及農業等五大面向，並依目前

推動現況，提出 36 項具體措施或計畫，預計第一期階段管制執行方案目標期程（107 年
至 109 年），各局處預期投入預算約為新台幣 19.58 億元，其中來自中央政府補助經費約

16.48 億元，本縣自籌經費約 3.09 億元，如表 4-1 所示。各主要推動策略及措施，及其主

協辦機關、推動期程、預期效益及經費編列等內容彙整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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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局處預期投入經費  

       經費來源 

主管機關 

公務預算(萬元) 

中央政府補助經費 縣府預算 總計經費 

工商發展處 7,792.50 0 7,792.5  

環保局 21,850.20 12,423.00 34,273.2  

農業處 9,704.10 885.6 10,589.7  

工務處 1,570.67 8,725.00 10,295.7  

水利處 123,454.00 8,793.00 132,247.0  

文化觀光局 470 150 620.0  

合計 164,841.47 30,976.60 195,818.07 

 

表 4.2 苗栗縣主要推動策略及措施彙整表  

執行方案推動

策略及面向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或

計畫 
主(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經費 

(萬元) 
經費來源 預期效益 

工業 鍋爐汰換 工商發展處 107-108 3,262.50  經濟部工業局 預計汰換 34座,減少燃油 6,750公

秉 

苗栗縣推廣再生能源

計畫 

工商發展處 107~108 700 經濟部能源局 107年增加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5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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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案推動

策略及面向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或

計畫 
主(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經費 

(萬元) 
經費來源 預期效益 

運輸 苗栗縣公共自行車租

賃系統建置及營運管

理 

工務處 107-108 8,725.00  環保局/縣府

自編 

建置 30站處,預估減碳 6,000公噸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

畫 

工務處 107-109 1,570.67  交通部公路總

局/公所 

預計搭乘人次達 22.5萬人/年 

 

台灣好行-苗栗無縫隙

旅遊服務 

文化觀光局 107-109 620.00 交通部觀光局

/縣府自編 

1.預計搭乘人次達 15萬人/年 

2.預估節油量 210,000公升/年 

3.減碳量約 475.251公噸/年 

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

購電動二輪車補助 

環保局 107~108 845.00 環保署/縣府

自編 

1.加速二行程機車淘汰，預計汰除

補助 5,000輛。 

2.推廣購買零污染電動二輪車，預

計購買補助 1,080輛。 

淘汰老舊柴油大型車 環保局 107~108 14928.00 環保署 1.大型柴油車汰舊換新補助，預計

補助 550輛 

2.大型柴油車調修燃油控制系統或

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預計補助

50輛 

住宅及商業 苗栗縣溫室氣體減量

暨節能減碳行動計畫 

環保局 107~109 1,590.00  空氣污染防制

基金 

1.輔導公務單位進行節能改善 5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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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案推動

策略及面向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或

計畫 
主(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經費 

(萬元) 
經費來源 預期效益 

2.輔導私部門單位進行節能改善 7

處/年 

3.協助社區營造低碳環境 5處/年 

4.溫室氣體減量種子教師培訓 2場/

年 

5.校園及社區宣導 30場/年 

6.節能減碳生活體驗營 2場/年 

7.預計每年可達 10.56公噸 CO₂e/

年。 

苗栗縣低碳永續家園

建構推動計畫 

環保局 107-109 1342.00 環保署 1.低碳永續家園專案辦公室會議，

至少召開 2場次/年 

2.辦理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示範

觀摩或培訓活動 1場次/年 

3.協助社區(村里)行動項目建置或

改善精進至少 8處/年 

4.推動溫室氣體盤查登錄之查核作

業，每年 12家次/年 

服務業設備汰換補助 工商發展處 107 1,500.00  經濟部能源局 實質推動成效 107年節電 432萬

度，減碳量約 2,250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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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案推動

策略及面向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或

計畫 
主(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經費 

(萬元) 
經費來源 預期效益 

住宅節能電器設備汰

換補助計畫 

工商發展處 107 1,710.00 經濟部能源局 實質推動成效 107年節電 587萬

度，減碳量約 2,935公噸 

苗栗縣節電行動-策略

推動委託專業服務案 

工商發展處 107 200.00  經濟部能源局 實質推動成效 107年共完成下列數

量: 

1.年節電稽查訪視 260處 

2.中小企業輔導 20處 

3.節電志工講堂 1場次 

4.國中小輔導 20處 

苗栗縣節電行動-活動

推廣委託專業服務案 

工商發展處 107 420.00  經濟部能源局 實質推動成效 107年共完成下列數

量: 

1.校園節電短劇 30場 

2.節電主題-親子健走活動 1場 

3.節電主題-星空電影院 2場 

4.拍攝節電短片 1部 

推動綠色採購及消費 環保局 107 72.00  環保署 實質推動成效 107年共完成下列數

量: 

1.輔導非連鎖型綠色商店 22家 

2.輔導環保旅店 70家 

3.結合政府機關、學校、社區等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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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案推動

策略及面向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或

計畫 
主(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經費 

(萬元) 
經費來源 預期效益 

體，辦理綠色消費及環保集點宣導

活動 47場 

「社區規劃師駐地輔

導計畫」  

水利處 107~108 1,200.00  內政部營建署

/縣府自編 

1.辧理環境教育理念導座談會 1-2

場/年 

2.辦理社區規劃師參與式工作坊，

開設通識課程 2~3場/年。 

3.協助輔導團隊辦理社區陪伴輔

導，區域會議至少 6場/年 

4.社區訪視至少 40場/年。 

廢棄物 苗栗縣資源回收提升

及精進工作計畫 

環保局 107~109 1,415.20  環保署 掌握個體業者、社區及學校資源回

收量，創造地方政府提升資源回收

工作成效、協助個體業者減輕生活

負擔及提升社區與學校重視資回

收宣導之三贏局面 

苗栗縣應回收廢棄物

及相關稽查工作計畫 

環保局 107~109 1,280.00  環保署 1.查核 14大行業回收設施及標

示，以暢通回收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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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案推動

策略及面向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或

計畫 
主(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經費 

(萬元) 
經費來源 預期效益 

2.更新廢四機回收制度中之販賣業

者基本資料，加強取締未依規定進

行消費者權益內容告知、未開聯

單、逾期申報及交付。 

苗栗縣資源回收宣導

及相關工作計畫 

環保局 107~109 1,541.00  環保署 資源回收率目標達 52％ 

苗栗縣資源回收媒體

宣導工作計畫 

環保局 107-109 730.00 環保署 1.經營本局 Facebook官方粉絲頁

（ㄈㄞˋㄊㄨㄥˇㄈㄞˋㄊ一ㄝˇ電視

節目），傳達資源回收理念 

2.透過電視藝人代言宣傳源頭減

量、資源回收主題 

苗栗縣 BOT垃圾焚化

廠底渣委託再利用計

畫 

環保局 107~109 10,530.00  縣府自編 1.協助解決苗栗廠所產生底渣之去

化問題。 

2.減少掩埋場負擔，延長掩埋場使

用壽命。 

苗栗污水處理廠污水

回收再利用 

水利處 107~109 8,673.00  縣府自編 預估年供水量約 50,000噸/年,減碳

量約 8.1噸/年 

賡續污水下水道系統

建設 

水利處 107~109 122,374.00  內政部營建署 用戶接管 4,000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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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案推動

策略及面向 

執行方案-具體措施或

計畫 
主(協)辦機關 推動期程 

經費 

(萬元) 
經費來源 預期效益 

農業 造林計畫 農業處 107~109 1,970.10  農委會林務局 1.預計 863.811公頃 

2.碳吸存量約為 9,717.88公噸 

有機與友善環境耕作 

 

農業處 107~109 2966.2  農委會/縣府

自編 

1.搭建溫(網)室面積 0.06公頃/年 

2.推廣有機耕作，預估目標面積

570公頃 

平地造林計畫 農業處 107~109 119.40  農委會林務局 預估 3.57公頃/年，碳吸存量約為

40.16公噸/年 

獎勵輔導造林計畫 農業處 107~109 3,354.20  農委會林務局

/縣府自編 

1.撫育 276.68公頃 

2.新植 10公頃/年 

3.碳吸存量約為 9337.95公噸 

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

畫 

農業處 107~109 2,055.00  農委會 推動農地轉作或休耕 6,400公頃/

年 

獎勵休漁計畫 農業處 107~109 124.8 農委會漁業署

/縣府自編 

預定目標 210艘/年 

(107年~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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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效益 

第一階段管制執行重點以既有推動計畫及中央推動工
作強化減量管理，並提升各局處減碳能力，後續第二階段

管制執行目標將強化各業別減碳策略、精進減碳執行措施，

以善盡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確保本縣持續低碳永續發
展。  

配合方案目標之訂定，預計藉由強化低碳永續家園辦

公室之跨局處專責單位之推動效能，以落實執行方案，於
109 年完成汰換鍋爐累積達 34 座；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至

22.5 萬人次 /年，台灣好行 -苗栗無縫隙旅遊服務提升至 15

萬人次 /年，完善低碳運具環境，推廣本縣低碳旅遊；辦理
服務業及住宅節能診斷與輔導 20 處 /年、社區及校園節能

減碳宣導活動 30 場次 /年及透過中央與地方協力合作補助

作業，帶動住商部門節電；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用戶接管
4,000 戶 /年，打造宜居的城市；邀集全民廣泛參與造林，

完成全民造林累積達 863.8 公頃及平地造林每年新增 3.57

公頃 /年，推動農地轉作或休耕 6,400 公頃 /年，打造綠色環
境，建構苗栗縣為低碳、宜居、慢活的苗栗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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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管考機制 

本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將透過工業能源、運
輸能源、住宅及商業能源、工業製程、廢棄物及農業等部

門之執行方案推動策略及面向，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五條訂修溫室氣體管制

執行方案，應於推動方案及行動方案核定後一年內，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且每五年
至少檢討一次。  

執行方案之具體措施或計畫所需經費由相關之局處編

列預算或中央補助經費支應，並透過本縣低碳永續家園專
案辦公室負責單位推動減量執行事宜；執行方案之各項具

體措施或計畫，相對應之主 (協 )辦機關應定期透過低碳永

續家園辦公室平台，每月填報辦理情形及相關執行成效。  

每年 11 月底前，各局處於低碳永續家園辦公室跨局處

會議中，報告所彙整之階段管制執行狀況，經檢討未能達

成所屬局處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之目標，則應提出改善
計畫。  

依本縣低碳永續家園組織架構，邀集本縣減碳業務推

動之相關局處，每季辦理一場次跨局處之執行工作相關進
度協調會議，確實瞭解、彙整及追蹤檢討本縣溫室氣體減

量工作推動進度及具體成果。  

本管考流程如圖 6-1，每季進行計畫執行進度及績效考
核，考核項目包含預算執行率及計畫執行成果。計畫執行

績優人員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及「苗栗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

表」辦理，函請各機關首長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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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管考流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