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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一、前言 
自工業革命開始，世界經濟驟然起飛，百年來的發

展使得人類物質生活大幅提昇，但產生的溫室氣體所造

成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的效應已日益明顯，依據聯合國

「跨國氣候變遷小組」（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於 2007 年 2 月 2 日發表之 IPCC 2007 報

告指出，全球暖化趨勢對氣候的衝擊程度將比上個世紀

來得嚴重，預計本世紀全球氣溫與海平面上升的升幅會

比過去一千年還大，到世紀末，可能動輒出現極端的酷

熱、乾旱、暴雨與大雪，颱風強度也會更加猛烈。 

目前世界總人口數已達 60 億，其中亞洲佔約 53％，

預計在 2050 年總人口數將成長至 90 億人，而以亞洲地

區成長最快速，且大幅往大都市集中，人口密度大，致

生活環境、生態、自然環境與文化遺產破壞嚴重；廢棄

物處理不當，大氣、土壤與水環境汙染擴大。又因經濟

快速成長，資能源需求加劇，工業化過程大量排放二氧

化碳，加速地球暖化。 

臺灣人口僅佔全球的 0.4％，但排放之二氧化碳比例

卻高達 0.96％，在溫室氣體排放總量佔全世界排序的第

22 位；另依洛桑管理學院 2007 年國際競爭力評比資料，

台灣整體競爭力為 55 個國家中的第 18 名，但在二氧化

碳排放量這項指標中卻僅排名第 37 名，各項資料都顯示

我國在減少二氧化碳方面還有相當需要努力的空間。 

此外，近五年來原油價格由每桶約 30 美元漲至 2008

年之 140 美元，預計於 2012 年將達 200 美元，同時也將

帶動糧食與其他天然資源的價格大幅成長。臺灣屬島嶼

型國家，對進口能源依存度達 98.24％（2006 年資料），

如何節約資/能源使用、強化資源再生利用、開發新能

源，維持國家社會之發展，為我國永續發展之重要挑戰。 

在洛桑管理學院的評比資料另外也指出在 4 個主要

面向中，我國在「基礎建設」僅排名第 21 名，因此為了



2 

提昇國際間的競爭力，政府規劃愛臺 12 項建設，預定 8

年投資 3 兆 9,900 億元，平均每年投資金額將近 5000 億

元，相較於近二年每年政府的工程採購金額約 3,700 億

元，可預見未來營建產業持續蓬勃發展。 

聯合國「地球高峰會－里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及「世

界高峰會－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皆明白揭示永

續發展「全球考量，在地行動」的國際共識。因此，身

為產業火車頭的營建產業，在面對國際能源與資材價格

的大幅升漲、與節能減碳的全球共識下，更應以因應全

球氣候變遷、減少溫室氣體著眼，積極投入相關研發與

落實工作，持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並提升營建產業（營

造廠、顧問機構等）之競爭力，亦帶動廣泛支撐營建產

業之延伸企業節能減碳之努力與成效，為我們的地球共

盡一份心力。 

 

二、政策依據 

（一）院長 97 年 5 月 22 日第 3093 次會議指示： 
愛台 12 項建設計畫，在規劃時，經濟成長、環

境保護和社會公義都要一起考量，不容偏廢。這樣

才能做到全方位的施政，也才能夠走向永續。 

（二）行政院 97 年 6 月 5 日第 3095 次通過之「永續能

源政策綱領」： 
全國二氧化碳排放減量，於 2016 年至 2020 年

間回歸到 2008 年的排放量，在 2025 年回到 2000 年

排放量。 

 

貳、現況分析 

一、臺灣二氧化碳排放量逐年上升 
太陽之輻射，經大氣吸收、地表及大氣反射後，剩

餘約 49％為地表所吸收，吸收後的能量以長波輻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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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出，由於人類大量使用石化燃料、濫砍森林等社經活

動的頻繁，造成二氧化碳、甲烷、氫化亞氮、氟氯碳化

物等易吸收長波輻射氣體（及溫室氣體）大幅增加，造

成地球暖化。 

依照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97年6月所出版之

「2007 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現況」，台灣二氧化碳人均排

放量自民國 77 年的 5.00 公噸/人成長至 96 年的 11.73 公

噸/人，且與時間呈現完全的線性成長趨勢。另依國際能

源總署（IEA）」96 年 4 月 25 日的說明資料，2004 年台

灣平均二氧化碳排放量以 11.26 噸，排名全世界第 18，

在亞洲地區則為第 1，顯示出國內對於燃料的使用與二

氧化碳排放的管制與減量，還有相當值得努力的空間。 

 

二、永續公共工程節能減碳評核體系尚未健全 
目前政府公共工程之審議流程，並未包括「節能減

碳」評估與檢核機制，致所規劃興建的規模及型式常以

經濟發展為優先考量，或對經濟效益過於樂觀，而在資

源再生利用或維護管理策略則常淪為次要配角，僅作原

則性說明交由後續設計單位或營運單位自行負責，未真

正評估各項方案對節能減碳之貢獻，使決策者難以獲得

足夠的資訊，最終在時程及各界期盼的壓力下倉促定

案，產生如蚊子館、超量規劃或資源浪費…等建設為人

所詬病，因此確實要求節能減碳評估資料的納入，並發

展永續公共工程之決策輔助系統，實為從源頭減少過度

開發、緩和大量建設並促進產業界投入節能減碳之重要

策略之一。 

 

三、新技術、新工法推動不易 
為鼓勵廠商引進新技術、新產品及新工法，以提升

國內技術水準，採購法第 35 條規定廠商得提出替代方案

之時機及條件，允許廠商提出並使用可縮減工期、減省

經費或提高效率之替代方案機制，希望藉由允許廠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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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替代方案，創造較機關所提原規劃設計內容更具省

工、安全、環保(如二氧化碳減量)、再生資源、可降低

整體生命週期成本的效益。但常因主辦單位擔心會被冠

上綁標或圖利廠商之罪，又或設計單位擔心需額外付出

心力審查承包廠商提出之替代方案又或對替代方案無

專業審查能力，產生設計監造與施工責任界定不清，而

施工廠商對業主審查替代方案因專業能力不足，層層提

報審查期程冗長，致可能影響完工期限，且相關獎勵及

利潤誘因不足等因素，造成各單位大多未援引以第 35

條方式提出使用新技術、新產品及新工法之替代方案。 

 

四、公共工程常「重新建，輕維護營運」 
依公共工程生命周期，使用維護階段居末，分配經

費不高，往往不受業主重視。另因檢測維護工作繁瑣且

常涉施工品質糾紛，工程顧問公司介入意願不高，致新

建工程完工後，常未善加維護，甚至發生相關維護資料

遺失等情事。另設計單位未考量維修及營運之後續作

法，致使用中之公共設施維護管理不良，嚴重影響使用

工程壽命，造成資源浪費，或是營運不良造成閒置公共

設施，效益不彰。 

 

五、公共設施延壽或重建評估機制亟待建立 
近年來我國新建工程似趨飽和，觀察我國既有公共

設施的狀況，可發現許多公共設施已接近或超越設計年

限。以我國現有水壩 44 座為例，壩齡超過 40 年者已達

半數 22 座，整體平均壩齡為 43 年，依一般混凝土結構

物 25 年至 50 年之正常使用年壽而言，我國公共設施已

逐漸屆臨設計年限，老化問題勢必逐漸浮現，若能採取

適當的延壽對策，可延長設施服務年限，避免重建消耗

資材，發揮節能減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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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缺乏公共工程「節能減碳」誘因或觀摩對象 
有好的概念但缺乏誘因或學習之對象，為公共工程

節能減碳無法大力推展原因之一。為善盡地球一份子之

責任，為子孫留下美好的未來，如何建立具體機制作

法，提供誘因，並蒐集示範案例以利各界學習，促使公

共工程落實節能減碳政策，以達永續之目標，已刻不容

緩。 

 

參、永續公共工程定義 
永續公共工程係指符合環境保育、社會公義和經濟

成長所規劃、建置、營運與管理之公共工程。 
 

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
社會公義社會公義社會公義

環境保育環境保育環境保育

 
圖 1  永續公共工程的定義 

 

肆、願景 
使大眾擁有更優質的生活空間，使產業界擁有更好

的國際競爭環境，使國家重大建設成果成為我們子子孫

孫的文化資產。 

 

伍、政策目標 
一、推動永續公共工程，落實節能減碳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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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立節能減碳評估與決策體系，有效利用資源。 

三、發展以性能為導向之公共工程，鼓勵創新科技。 

四、建構既有公共設施維護管理制度，掌握國家資產。 

五、推動公共設施延壽計畫，提高效能與壽命。 

六、加強永續公共工程獎勵與宣導體系，形成推動力量。 

 

陸、推動策略 
德國馮．魏哲克在「四倍數－資源使用減半，人民

福祉加倍」一書中提出「結合環境保護與產業發展」之

新思維，永續公共工程即是將此概念予以延伸，希望透

過對有限資源的有效利用，達到維持既有生活品質，又

不會破壞生態環境的理想。 

圖 2 所示為永續公共工程－節能減碳的整體推動策

略：在技術面以工程全生命週期的落實為核心，將永續

發展及節能減碳的考量納入可行性評估、規劃、設計、

施工、維護管理等每一個環節；而在法制面則透過公共

工程審議制度再造、政府採購及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

相關法規的全面檢討，塑造節能減碳的制度環境，鼓勵

機關與民間積極參與與落實；而在外在的推動力量上，

將加強對工程界節能減碳觀念的宣導，評選並獎勵績優

的永續公共工程案件，提供各機關正確的思維與模仿的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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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永續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整體推動策略 

 

 

一、工程全生命週期考量節能減碳 
公共工程從開始提出，均需歷經可行性評估、規劃

設計、發包、施工及維護管理等各階段的工作，並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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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好的經營來達成其預期的經濟目標，成為國家重要且

必要的資產。而公共工程永續經營的先決條件必須架構

在自可行性評估開始各階段的工作成果，一個可行性評

估不確實或設計不良的公共工程，當然無法有效發揮功

能，達成預期效益；而施工品質不良或是缺乏維護管

理，更加速縮短了公共工程的壽命，造成國家資能源的

浪費。 

 

（一）可行性階段 

1、考量既有公共設施之服務效能 
新興工程計畫研擬時，應詳實掌握整體區域之

公共設施的規模數量、分佈情形、使用壽命及效

益，並分析各類設施間的競合關係，才能真正釐清

工程計畫之必要性與預估未來效益，合理分配有限

資源。因此，整合並加強目前各機關之設施管理系

統，建立公共設施盤點機制，不但能有效掌握國家

資產，作為新興計畫決策依據，對於維護管理與設

施延壽體系之健全，亦有正面助益。 

 

2、確實評估工程之必要性及成本效益 
在現今的工程科技不斷超越下，超高層大樓、

大跨度橋樑、長隧道…等高難度之公共工程一件件

都呈現在世人面前，工程技術的可行性已不再是決

策的關鍵問題，但隨著地球天然資源的枯竭，工程

的必要性與成本效益已逐漸成為可行性評估中最

重要的一環。 

公共工程的興建若是缺乏詳實的必要性及成

本效益分析，貿然執行，不但將排擠其他重要政策

的落實，所投入的大量能源與營建材料，不但增加

二氧化碳的排放量，對於國家的資源的浪費更是難

以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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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估節能減碳目標，研擬替代方案 
公共工程於可行性評估階段除需符合服務性

能外，亦應評估其在節能減碳之量化指標，若無法

對資能源有效利用，或管制二氧化碳之排放量，則

必須研擬替代方案，詳細評估分析，做為決策之依

據，以達成國家節能減碳之整體目標。 

 

4、強化維護與經營管理模式及組織，合理編列經費 
相較於過去公共工程重點在於新建，經費編列

偏重的是初置成本，缺乏維護管理的經費及落實，

永續公共工程更強調完工後的維護管理，透過適當

的組織與合理的經費，能有效運作公共設施，達到

預期之服務功能與年限，而這些都必須在可行性評

估時詳實提出，同時應將維護管理階段的盤點機制

及延壽方案回饋至可行性評估，檢討國家整體財政

情形，才能合理分配國家資源，兼顧新建與維護工

作。 

 

（二）規劃設計階段 

1、採用性能為導向之相關規範，提昇規設品質 
蒐集並研析國際性能規範之相關資料，檢討其

對國內現行技術規範之衝擊，據以建置符合本國之

上位性能（成效）規範準則，規範公共工程對節能

減碳之需求，並協調各部會就業管技術規範共同推

動性能（成效）規範，由上而下垂直整合國內現行

技術規範之相關事宜。 

依據國際標準組織(ISO)品質管理架構，與國內

外相關全生命週期之品質管理之相關規定及實務

資訊，訂定公共工程規劃、設計需依照之標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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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規劃、設計手冊，擬定相關從業人員之基本

資格，建置品質管理制度及辦理推廣說明會等，以

提昇國內公共工程規劃、設計之品質。 

 

2、考量最小營建，應用高效能、自然或再生營建材料 
鋼筋混凝土材料係台灣公共工程最重要的營

建材料之一，其在強度、耐久性、經濟性等各方面

都具有相當優勢，依目前科技來看仍是不可取代之

材料。但依據經濟部能源委員會「能源查核管理輔

導計畫」，生產 1 公噸水泥將排放 409.57 公斤的二

氧化碳，相較於爐石、飛灰…等水泥替代材料每生

產 1 公噸僅排放 68.3 公斤（爐石研磨之耗能）與 0

公斤（飛灰無須研磨）的二氧化碳，以 2007 年為例，

我國使用 560 萬噸爐石與 200 萬噸飛灰替代水泥使

用，產製優質耐久混凝土，同時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量達 576 萬噸，實現「四倍數」的策略價值。 

因此在規劃階段，應檢討需求性採最小營建規

模或輕量設計，並考量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等原

則，設計時採用高強度、高性能混凝土或鋼筋、預

鑄構件、五螺箍…等其他高效能材料或作法，提高

材料效率，減少結構尺寸，自然就能降低水泥、鋼

材等營建材料使用量，或是在兼顧安全下使用石

頭、木材等自然材料、再生混凝土與其他材料，或

以工業副產品取代水泥與砂石，都能有效減少二氧

化碳之排放量。 

 

3、妥善進行環境設計，保護自然生態環境 
依據相關研究一顆樹1年能減少12公斤的二氧

化碳，以平均壽命 40 年計算，一棵數一生能吸收

480 公斤的二氧化碳，目前很多企業都以植樹的方

式落實節能減碳，在「綠建築」的九大指標亦包含

「綠化指標」，考量包括生態綠化、牆面綠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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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綠化澆灌、人工地盤綠化技術、綠化防排水技術

和綠化防風技術…等因子。因此在公共工程的規劃

設計中，應加強對動植物棲地的維護，並進行優質

基地環境設計，以「迴避、減輕、補償」等原則減

少對原有生態環境的衝擊，必要時採用原生物種進

行的植生綠化，落實二氧化碳排放量的減低。 

 

4、機電設備節能與效率提昇 
公共設施的正常營運必須依賴龐大的機電設

備順利運作，以公有建築物為例，至少必須具備電

力系統、空調系統、照明系統…等以發揮其服務功

能，因此若能在規劃設計階段即選擇高效率之機電

設備，並針對性能需求規劃適當的規模與數量，將

能在長久的營運階段節省相當可觀的能源支出。 

 

（三）執行階段 

1、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及廢棄物減量及再利用 
臺灣地區近年來由於社會經濟活動快速發展

而邁向現代化國家，一般建築工程及交通經建等重

大公共工程日益增加，從土石為資源的角度來看，

如果能在工區內妥善處理再利用，不但能減少運輸

所消耗的能源，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對於環境保育

與公共安全亦有正面助益。 

為配合國家未來重大公共建設，以符合節能減

碳、國家資源利用、環境保育及永續發展之方向，

政府將積極推動土石方多元再利用，如填海造陸、

土石方再利用等作法，避免環境污染破壞，並解決

清淤河道問題。另將結合中央、地方政府及業界力

量，制定區域性可行之方案，以達到節能減碳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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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昇工程施工品質，落實節能減碳規劃 
施工品質良好之工程，能大幅減少維護管理所

需投入之資能源，延長設施壽命，減少不必要浪

費，因此未來應積極將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

作業要點」法制化，納為政府採購法之子法，使中

央及地方政府均能落實三級品管。同時針對下列

「節能減碳」事項納入查核重點，宣示政府對節能

減碳之決心： 

基地土方平衡：多餘土方與不足土方均有害於

地球環保，慎重考慮地形地貌變化設計與開挖時取

得最佳的挖方填方平衡。 

使用節能減碳之工法及機具：採用自動化施工

方式或是高效率的機具設備，不但能提高施工速

率，節省經費，亦能減少施工過程中所排放之二氧

化碳。如採用預鑄樑柱、預鑄外牆、系統模板等自

動化的工法，及結構體輕量化設計，對施工品質及

節能減碳有莫大的助益。 

維護自然環境：施工過程應維護工程附近生態

環境，重視動植物棲地的維護，減少並妥善處理營

建廢棄物。 

能源有效利用：對於工地所使用的照明、運

輸、用水、供電…等臨時設施應採用節能減碳之設

備，將能源作最有效之利用。 

維護機制之建立：如契約是否納入維護管理相

關規定；竣工移交是否包含操作維護手冊等。 

 

（四）維護管理階段 

1、建置維護及營運管理機制 
目前少數機關已針對所轄重要公共設施建置

有相關管理資訊系統，例如交通部之橋樑管理系統

等，惟仍有許多設施欠缺相關資料、資料內容未盡

完善或資訊未能公開透明，故首要工作應整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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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各類工程維護管理資料庫，建立既有公共設施

盤點制度，並透過三級品管之手段，定期或不定期

查核各機關填報及維護情形，並將系統維護經費納

入年度經常性支出，以達系統永續經營之目的。 

 

2、減少閒置公共設施及提昇利用率 
對於現階段閒置或效益不彰之公共設施，續依

「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方案」積極推動設

施再利用，並就相同性質之公共設施整體檢討，並

評估未來人口及經濟發展規劃長期需求。而在法制

面部分，則積極落實採購法第 111 條之巨額採購使

用情形及其效益分析規定，確實要求主辦機關於使

用期間內逐年向主管機關提報使用情形及其效益

分析，並利用資訊平台公開相關資訊，達到政府施

政之透明化，相關成果亦應回饋至計畫可行性評估

階段，避免不必要的建設及資源浪費。 

 

3、建立公共設施延壽評估與推動機制 
公共設施皆有其服務年限，若能有效執行維護

工作並建立經常性之性能評估作業，定期檢討分析

維護作法與成效，將能有效延長設施壽命。而當設

施壽命將屆，或是面臨服務效能降低的情況時，究

應投資經費延長服務年限並提高效能，亦或拆除重

建，實需要完整且詳實的評估機制，並就設施的重

要性及必要性排定優先順序，研擬延壽執行方案，

並據以推動，方能將政府的投資作最有利的分配與

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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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度面推動節能減碳 

（一）發展永續公共工程節能減碳評核指標與標章 
公共建設範圍廣泛，不同工程類別之特性差異

頗大，因此有關節能減碳的評估及相關指標目前僅

以內政部營建署推動之「綠建築」具有相當成果，

其他如：道路工程、水利工程、水保工程、重大資

能源工程…等，尚無明確的評核體系。 

因此為了建立國家重大建設計畫之決策體

系，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考量國際間常用之節

能減碳之評估方法與指標，積極發展本土化之作業

模式，除納入公共工程可行性評估資料外，並利於

向國際展現我國的積極作為。 

 

（二）公共工程審議制度再造 
檢討現行公工程計畫經費審議作業之標準作

業程序，健全規劃、設計審查標準作業程序，技術

面將以資能源消耗程度及二氧化碳產出量為基

礎，採用節能減碳之材料及工法，並兼顧新建需求

性與維護管理機制；而在程序面縮短審議期程，有

效提昇審議效能，並對各機關規劃、設計的內容與

品質建立查核機制。 

 

（三）建構永續綠色採購環境 

1、檢討「採購法」相關條文 
為配合永續的國際潮流，鼓勵國內之綠色生產

及綠色消費，政府採購法第九十六條已明訂綠色採

購條款，環保產品得有百分之十以下之價差優惠，

另工程會與環保署已會銜發布「機關優先採購環境

保護產品辦法」，作為執行綠色採購之依據。此外，

現行採購法，尚無明文規定節能減碳之要求，機關



15 

辦理採購常未將節能減碳納入採購規劃作業考

量，致採購功能及效益未能達到節能減碳目標，甚

有浪費資源之情形，政府採購法之修法計畫擬增訂

第九十六條之一，明訂機關辦理採購，得於招標文

件訂明節能減碳相關措施。 

 

2、修正「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相

關條文 
現行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

法，對於技術服務廠商之規劃設計服務項目，尚無

節能減碳之規定或要求，致工程規劃設計成果不易

達到預期之節能減碳目標及效益。機關委託技術服

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修法計畫中擬明定機關徵

選規劃設計廠商之評選項目、廠商提出服務建議書

及設計成果，均須符合節省能源、節約資源、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之目的。 

 

3、推動統包制度，引進節能減碳新技術、新工法 
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 24 條賦予「統

包」法源依據，亦即機關得基於效率及品質之要

求，將工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與施工、供應、安

裝或一定期間之維修等併於同一採購契約辦理招

標。 

統包方式執行上如事前準備作業不足，例如需

求或規劃內容匱乏，或是主要材料設備規範、完工

後應達到之功能、效益、標準、品質及特性未能詳

列等，反而易使廠商藉機減省工料、採用最低設計

標準、選用較劣質之材料及設備等情事；但若是機

關運用得宜，審慎辦理箝制工作，統包制度可激發

得標廠商最大的設計創意，貫徹設計理念負責，並

將設計成果履行實現，提高廠商引進新技術誘因及

發揮廠商履約能力等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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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新政府大力推動節能減碳，加速相關科

技發展下，如能妥善運用統包制度，就節能減碳或

其他必要性能上嚴格要求，鬆綁技術性的規範，就

能有效鼓勵廠商引進節能減碳新技術、新工法，提

升採購效率及品質。 

 

（四）確保民間投資案件落實節能減碳 
鑑於依促參法辦理之案件亦屬於公共建設，另

促參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

法律之規定，本會已配合設置公共藝術或技術士等

之相關法令規定，於促參注意事項中明列促參案件

亦須依前揭法令規定辦理；爰促參案件未來除應依

政府「節能減碳」相關規定辦理外，並將配合在促

參案件各階段辦理過程中融入節能減碳理念，以使

民間參與公共建設能有效落實節能減碳政策目標

並與國際接軌。 

 

（五）建立機關窗口，健全推動網路 
雖「永續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有關課題事涉

不同之部會署（例如交通部、經濟部、經建會、工

程會…等），然相關科技研發活動的重點、相關法

規之修正方向及推動成果的擴散與落實，須有整合

的機制和（或）專責機構，有效連結各機關的推動

小組，同時應借重產、官、學各界的專業知能，組

成諮詢小組，協助該專責機構統整永續公共工程節

能減碳政策的研擬及策略規劃，並進行相關工作計

畫之落實督導，俾以有限的資源創造最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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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節能減碳之宣導與鼓勵 

（一）推廣永續公共工程節能減碳之相關理念 
除了從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已法制化的作法

積極從上而下落實節能減碳外，如何將理念深入到

現在或未來第一線執行公共工程的相關從業人

員，願意也樂意將節能減碳落實在工作當中，產生

另一股從下而上推動的力量，亦是實際落實節能減

碳工作的重要關鍵，因此未來將積極辦理各項研討

會、博覽會、辦理工程專業人員訓練講習，並將永

續公共工程與節能減碳相關之課程，納入各級學校

教育當中。 

 

（二）宣導及獎勵「永續及節能減碳」優良案例 
有鑑於現今工程界對於永續及節能減碳尚在

理念及政策的層次，相關落實作法及評估方式尚未

具體，因此政府除積極進行法制化工作外，亦將研

擬獎勵機制，於金質獎增列「永續及節能減碳」獎

項，納入「節能減碳」、「維護管理」、「品質耐久性」、

「防災與安全」、「環境保育」等評選指標，並每年

定期頒發上開獎項，以鼓勵工程界採行。另將持續

辦理金質獎「永續及節能減碳獎」之優良工程觀

摩，透過優良示範，加強宣導節能減碳之作法，使

各機關皆能落實永續及節能減碳的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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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工作計畫 
項目 推動策略 工作計畫 相關機關 

完成

期限 

(1)工程計畫落實節能減

碳評估要項 

 

各工程主

辦機關 

 

持續

辦理 

(2)加強節能減碳評估要

項之審議。 

 

各計畫審

議機關 

 

持續

辦理 

新興公共工

程計畫落實

節能減碳評

估 

(3)建立公共工程計畫研

擬標準作業流程與評估

要項檢核機制。 

 

各相關部

會署 

 

 

98.12 

 

 

 

(1)收集國內外性能相關

規範。 

 

工程會 

 

97.12 

(2)制定本土化性能規範

準則。 

 

工程會 

 

98.4 

 

採用性能為

導向之相關

規範，提昇

規設品質 

(3)修訂相關技術規範。 

 

各相關部

會署 

 

99.12 

(1)加強查核土方計畫之

研擬，促使優先採用「土

方平衡」之設計。 

 

各審議機

關、各查

核小組、

工程會 

 

持續

辦理 

 

(2)積極推動土石方多元

再利用，如填海造陸、土

石方再利用等作法。另將

結合中央、地方政府及業

界力量，制定區域性可行

之方案。 

 

各工程主

辦機關、

營建署、

工程會 

 

97.12 

 

一、工

程全生

命週期

考量節

能減碳 

推動營建剩

餘土石方及

廢棄物減量

及再利用 

 

 

 

 

(3)配合地方環保機關，加

速落實營建廢棄物之清

除及處理。 

 

各工程主

辦機關、

地方環保

機關 

 

持續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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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

管理作業要點」法制化，

納為政府採購法之子

法，使中央及地方政府均

據以執行，俾落實三級品

管。 

 

工程會 

 

 

 

98.12 

 

 

提昇工程施

工品質，落

實節能減碳

規劃 

 

(2)加強施工查核，提昇工

程品質： 

a.強化查核機制，落實查

核 

b.強力要求按圖施工，保

障工程品質，並將「節能

減碳」事項納入查核重

點。 

 

工程會、

各查核小

組 

 

 

持續

辦理 

 

 

 

 

 

(1)訂定公共設施維護及

管理相關規定： 

a.研擬作業要點，整合國

內現有維護管理體制，並

研訂維護及營運管理之

契約範本。 

b.各公共工程維護管理機

關，應依現有法規及上開

維護作業要點規定，訂定

細部作業規定及檢測維

修手冊。 

 

工程會、

各維護管

理機關 

 

 

 

 

98.12 

 

 

 

 

(2)整合檢討現有維護管

理資料庫，建置公共工程

維護管理資訊系統 

 

工程會、

各相關部

會署、各

縣市政府 

 

98.12 

 

 

建置維護及

營運管理機

制 

 

(3)辦理維護及營運管理

教育訓練 

 

工程會、

各相關部

會署、各

直轄市、

縣市政府 

 

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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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落實維護及營運管理

機制： 

a.定期清查維護及營運管

理資訊系統之填報情

形，定期或不定期查核各

機關是否落實執行。 

b.機關應確立檢核作業規

定，定期或不定期檢核所

屬機關公共工程維護管

理之執行情形。 

c.建立公共既有設施維護

管理之管考及評鑑機制。 

 

工程會、

各維護管

理機關 

 

 

98.12 

(1)落實政府採購法第 111

條之巨額採購使用情形

及其效益分析規定。 

 

各工程主

辦機關、

工程會 

 

持續

辦理 

減少閒置公

共設施及提

昇利用率 

 

(2)推動公共設施活化閒

置相關事宜。 

 

各中央部

會署、各

縣市政府 

持續

辦理 

(1)參與全國第 8 次科技會

議，據以研擬延壽科技發

展計畫。 

 

工程會、

各中央部

會署 

 

98.6 

(2)建立延壽新技術新工

法新設備及新材料認可

機制（含建築及非建

築）。 

 

營建署、

工程會 

 

98.12 

 

建立公共設

施延壽評估

與推動機制 

(3)建立公共設施延壽評

估機制，要求各機關在拆

除重建公共設施前，需先

評估進行「投資經費延長

其服務年限並提高效能」

方案之評估。 

 

工程會(各

維護管理

機關) 

 

99.12 

(1)建立永續公共工程全

生命週期評核指標。 

 

工程會 98.6 二、制

度面推

動節能

減碳 

發展永續公

共工程節能

減碳評核指

標 

 

(2)評核指標納入公共工

程全生命週期檢核機制 

各相關部

會署、各

縣市政府 

 

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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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立永續公共工程標

章與評核制度。 

 

各相關部

會署、工

程會 

99.12 

(4)永續公共工程標章之

執行與推動。 

 

各相關部

會署、各

縣市政府 

 

100～ 

(1)檢討「政府公共工程計

畫及經費審議作業要

點」。 

 

工程會 

 

97.12 

 

 

公共工程審

議制度再造 

 

(2)研擬公共工程規劃、設

計成果審查及查核標準

作業流程 

 

工程會 98.6 

(1)完成「採購法」修正草

案研擬工作。 

 

工程會 

 

 

97.7 

 

 

(2)完成「機關委託技術服

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修正草案研擬工作。 

 

工程會 

 

97.12 

 

建構永續綠

色採購環境 

(3)檢討現行統包運作，建

立推動機制，並視需要修

訂相關法規。 

 

工程會 

 

98.12 

 

確保民間投

資案件落實

節能減碳 

(1)完成「促進民間參與公

共建設案件注意事項」修

正草案研擬工作。 

 

工程會 

 

97.12 

(1)成立各機關聯絡窗口。 

 

各中央部

會署、各

縣市政府 

 

97.12 

 

 

建立推動機

制 

(2)成立節能減碳推動小

組。 

 

工程會、

各中央部

會署、各

縣市政府 

97.12 

三、節

能減碳

之宣導

與鼓勵 

推廣永續公

共工程節能

減碳之相關

理念 

(1)辦理節能減碳技術研

討會與國際交流。 

 

工程會、

各中央部

會署 

 

持續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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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理專業工程人員講

習班。 

 

工程會 

 

持續

辦理 

(3)建置永續公共工程入

口網。 

 

工程會 

 

97.9 

(1)修正金質獎要點，增列

「永續及節能減碳」獎

項。 

 

工程會 

 

 

 

97.9 

 

 

 

宣導及獎勵

「永續及節

能減碳」優

良案例 

(2)辦理「永續及節能減碳

獎」之頒獎及優良工程案

例觀摩。 

 

工程會 

 

持續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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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錄 

一、97 年 6 月 26 日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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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7 年 6 月 26 日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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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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