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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背景分析

1.1 研究緣起
在全球溫室氣體減量趨勢之下，1997 年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三次
締約國大會(COP3)中通過了京都議定書(Kyoto Protocol)，並於 2005 年正式生
效。此一具有約束效力的議定書，以規範工業國家未來之溫室氣體減量責任為
主。因應該議定書效期(2012)的到來，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員國已於第十五次締
約國大會中提出哥本哈根協議(Copenhagen Accord)，初步達成共識，應控制全球
溫度上升不高於攝氏 2 度，並要求附件一國家應提出其 2020 年的量化減量目標，
非 附 件一國家則應提出國家適 當減排行動 (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NAMAs)，以落實「共同但有差別的溫室氣體減排責任」。
我國二氧化碳排放量約佔全世界的 1%，雖因政治因素無法參與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UNFCCC)，故未受京都議定書之規範，但在經濟社會與道義責任的綜合
因素考量下，我國政府與民間團體仍積極主動參與各年度大會(COP、CMP)，並
因應各項國際管制策略與減量目標，進行我國策略與目標之研訂。故此，行政院
於民國 97 年 9 月通過「永續能源政策綱領－節能減碳行動方案」，據以推動全
國節能減碳工作。此外，行政院於民國 98 年底成立「節能減碳推動會」，並通
過「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及其十大標竿方案，凝結各部會之力量，統籌規劃及
推動各層面的減碳行動，逐步引導產業及全民邁向低碳社會。
為打造具節能減碳效果之公共工程，落實環境保護，並協助國內綠色產業發
展，增進國內綠色能源產業競爭力，行政院長於民國 98 年 3 月 11 日「全國公共
工程會議」中，特別指示編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落實節能減碳
執行方案」，要求公共工程預算經費必須至少有一成用在具有綠色內涵，突顯永
續發展價值意義之項目。
同年 4 月 23 日，院長更進一步指示，在「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中，各項公共建設應有適當比例之經費採用綠色工法或綠色能源相關產品」。因
此，在「四年五千億的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中，不管是重大工程、
危險校舍的重建，或是都市更新，都盡可能整合這兩個指令。落實百分之十的比
例用於綠色能源或應用綠色工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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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以一定經費比例為要求公共工程推動綠色內涵、綠色能源等策略，確實
具有推廣節能減碳的宣示作用，但務實效果卻難以展現，最主要的理由在於目前
公共工程的發包監造，並未包括碳排放量評估的機制，以致於公共工程的規劃與
興建的規模及型式仍是以經濟發展、成本最小化為方案評選原則，而在低碳材料
選擇、工程排碳管制、廢棄物再生利用或維護管理等的節能減碳效益，則因決策
者無法獲得足夠的相關資訊，而難以真正落實。
為打造真正具備節能減碳效果的交通運輸工程，符合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政
策，建立一套適用於工程規劃設計階段、能夠輔助決策者了解工程施工與營運過
程可能的碳排放量狀況，具體鑑別工程整體的減碳機會，進而造就工程施工與營
運過程的排碳管制，實為當前交通運輸工程以永續發展為考量、真正落實節能減
碳所必須。

1.2 計畫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透過國外交通運輸節能減碳評估作業文獻資料的蒐集與評
析，以「碳足跡」的概念，發展適用於工程規劃設計階段的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
量推估模式，並彙整排碳量推估所需之本土化參數資料庫，以評估交通運輸工程
碳排放量，輔助鑑別與量化各項節能減碳方案，使工程碳排放量能夠成為成本效
益評估過程的考量，有效提供決策者在節能減碳考量下所需的輔助資訊。
基於上述目的，本計畫工作目標包括：
1.

蒐集與評析國內外交通運輸工程文獻；

2.

建立道路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模式暨參數資料庫之建立；

3.

發展道路工程碳排放成本效益分析方法。

4.

以花蓮台九線省道改善應用方案為案例，進行模式應用說明與成本效益
分析。

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的範圍包含先進國家交通運輸工程節能減碳文獻資料彙整分析檢
討，包括道路工程與軌道工程兩部分。再者，以道路工程為主要對象，廣泛蒐集
相關人、機、料參數彙整成為參數資料庫，進而依據本土工程活動主要排碳項目，
2

建立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模式。
本研究最後即基於上述發展工程排碳量評估模式及成本效益分析方法之成
果為基礎，以花蓮台九線省道改善應用方案為案例，就現階段可及之規劃設計資
料進行施工階段及營運階段碳排放量計算與成本效益分析，作為未來道路工程應
用本研究發展之碳排放量評估方法與模式及成本效益分析方法之參考。

1.4 研究內容與工作項目
本研究主要工作內容與工作項目說明如下：
1.

彙整國外先進國家有關交通運輸在工程面節能減碳評估作業等相關文獻進
行評析。

2.

蒐集美國、日本、英國與歐盟等先進國家在交通運輸工程節能減碳評估與相
關研究之文獻。
(1) 針對蒐集到的文獻進行回顧、分析、彙整、比較與檢討。
(2) 蒐集國內外有關碳排放量計算相關資料，並以「碳足跡」觀點建立本土
運輸工程面相關基本項目之碳排放量模型，並需符合環保署公佈之「產
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方式。

3.

依據碳排放量模型建立本土主要工程項目之碳排放量資料庫，包含人、機、
物料等，以作為後續評估參考之用。

4.

結合經濟面並加入碳排放量預估模式，建立成本效益評估方式，以作為後續
工程在節能減碳政策議題上之參考。並以花蓮台九線省道改善應用方案進行
實際案例分析評估，檢討整體工程建設效益是否有達成節能減碳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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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流程與方法步驟

為配合全球持續關注的溫室氣體排放量減量議題，以及我國環保單位及公共
工程委員會共同的節能減碳政策走向，公共工程於施工營管階段的排碳狀況，以
及落實各項節能減碳策略的效益，已成為持續推動永續公共工程所必須了解的重
要資訊。為推動具有節能減碳效益的交通運輸工程，本研究即以交通運輸工程碳
排放量為評估對象，參考國內外碳排放量計算與管理相關規範與案例，並彙整國
內外工程排碳量評估相關參數，建立我國交通運輸工程排碳量評估模式，作為於
工程規劃設計階段進行碳排放量及減碳方案效益評估之工具。
基於碳排放量的計算結果，本研究將繼之發展工程節能減碳成本效益評估機
制，即透過成本效益分析方法將排碳量或減碳量價格化的方式，將排碳量視為成
本、減碳量視為效益納入工程經濟效益評估，作為交通運輸工程於節能減碳考量
下的決策輔助資訊。根據上述目的與工作項目，以下即依序說明本研究流程、方
法與步驟。

2.1 研究流程
綜合考量本研究的工作項目與特性，本研究流程如圖 2.1 所示。首先係對於
本研究目的與工作項目，進行本研究的範圍界定，再者則是就國外先進國家在交
通運輸工程面節能減碳評估作業相關文獻進行蒐集與彙整，包括：國內外溫室氣
體管理規範內容與發展趨勢、先進國家道路及軌道工程排碳量評估作業之計算範
圍、程序及個案評估成果，以及排碳量評估之參數彙整。
基於文獻蒐集、回顧與排碳量計算方法與內容評析之結果，本研究即以國際
規範為基礎，建立我國交通運輸工程排碳量計算方法與評估模式。在排碳係數部
分，本研究廣泛蒐集國內外工程碳排放量計算之相關排碳係數，並進行分類彙
整，包含：工程材料排碳係數、燃料電力排碳係數、工程機具效率係數、人員/
物料運輸排碳係數及林木固碳係數等類別，建置成為參數資料庫，作為本研究發
展之排碳量評估模式的參數來源。而在計算方法建立部分，本研究則是透過設計
與實務資料的蒐集，確認計算我國交通運輸工程排碳量之活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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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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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上述參數蒐集彙整及工程排碳量推估方法建立之結果，本團隊首先於 5
月底辦理第一次專家諮詢會，會中邀集國內在產品碳足跡、建築與土木工程材料
排碳係數建立及交通運輸工程管理等各相關面向具專業經驗之學者專家，一同檢
視與確認本研究建置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方法與係數選用原則，作為本計
畫完成建立可合理、有效評估工程排碳量之模式的基礎。
基於第一次專家諮詢會的研討結果，本研究遂對工程排碳量推估方法及國內
外參數資料庫進行適度修正，並著手進行施工階段排碳量評估模式架構規劃與建
置，就各類型排碳活動項目進行排碳量計算資料輸入介面設計，並載入經篩選之
參數資料表，提供模式使用者在輸入活動項目後、選擇適用之參數，完成交通運
輸工程排碳量計算。配合模式初版的完成，本團隊另於 6 月底辦理第二次專家諮
詢會，會中以環保署溫室氣體減量管理辦公室、公路總局、國道新建工程局、國
道高速公路局、高速鐵路局等政府機關長官，以及工程顧問公司道路工程規劃設
計單位代表為邀請對象，目的在於以使用者角度協助確認本團隊所建置之交通運
輸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模式的應用。
透過第二次專家諮詢會的研議結果，本研究發展交通運輸工程排碳量評估模
式架構已獲未來的使用單位認可。為避免參數及排碳量評估結果被錯誤引用，特
於會後將本模式中引用之參數資料進行分級標示，以供使用者於引用參數及模式
計算結果時對於誤差能有概念性的了解。
在本研究第二次專家諮詢會的討論過程中，獲得在場工程規劃設計單位長官
及承辦公司允諾，後續將提供本計畫案例評估之配套資料，包括工程規劃設計以
及營運管理規劃資料等，協助本研究持續累積模式應用案例，進而微調並增強模
式功能，確保本研究就花蓮台九線省道改善應用方案進行排碳及減碳量評估時，
能夠產出合理的排碳量結果。
接續碳排放量評估模式之發展，本研究探討將排碳量或減碳量納入經濟效益
評估、使排碳量減碳量能融入現階段成本效益評估模式，成為工程成本效益評估
的考量之一。藉由工程碳排放納入成本效益分析方式的發展，可使碳排放量推估
結果具體成為交通運輸工程決策參考的資訊，落實並促進交通運輸工程節能減
碳。最後，為確保本研究成果的應用價值，本研究以花蓮台九線省道改善應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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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為例，利用本研究發展之交通運輸工程排碳量推估模式及節能減碳成本效益評
估方法，進行排碳量推估以及成本效益分析結果探討。

2.2 研究方法與步驟
根據前節研究流程的概要說明，本節以下即針對各流程之執行方法與步驟進
行分項說明。
1.

研究目的與對象界定
由於交通運輸工程的範圍涵蓋相當廣泛，故本研究首先即針對本研究目的與

範圍進行界定，以道路工程為標的，於文獻回顧部分同時蒐集與評析國際間軌道
工程及道路工程排碳量評估及調查案例，而後再專就道路工程(路工、橋梁、隧
道)進行排碳量評估方法、模式建置以及成本效益分析方法的建立，作為未來進
一步擴充至軌道工程，亦或其他如航運、空運等運輸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模式的基
礎。
2.

文獻蒐集回顧與評析
本研究文獻蒐集包括四部份，分別為：國內外溫室氣體管理規範、先進國家

交通運輸節能減碳評估作業現況評析，包括軌道工程及道路工程兩部分，以及國
內外工程相關排碳係數的蒐集彙整。由於本研究領域不同於一般交通運輸工程之
研究，內容包含了目前國際間進行碳管理的新概念、規範與名詞，因此，本研究
於碳管理規範回顧部分，首先係就目前與工程排碳相關的碳管理進程與趨勢作概
略說明，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碳管理構想，再就已發展及發展中的國際標準，包
括：組織型排碳量評估標準(ISO14064)、英國及日本碳足跡指引(PAS 2050、TSQ
0010)及我國環保署公告之碳足跡計算指引，以及國內環保署近年陸續推出的指
引進行分項說明，作為本研究界定交通運輸工程排碳量評估範疇、發展排碳量評
估方法之引據。此部分回顧分析內容詳見本報告書 3.1 節。
基於對於溫室氣體排放及減量規範與趨勢的了解，本研究接續進行先進國家
交通運輸節能減碳評估作業現況回顧。在軌道工程部分，本研究蒐集有：瑞典、
英國、美國及日本(評估內容為泰國的捷運系統)的政府與研究機關的碳排放量評
估成果。而在道路工程部分，則蒐集包括：美國、英國、歐盟(瑞典、法國)、日
本、澳洲、亞洲開發銀行等政府、研究機關及營利單位所發表的相關專案報告與
研究論文。經回顧與分析，本研究係以各文獻之評估對象、範圍、方法、項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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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作為綜合評析項目，進而提出軌道工程與道路工程評估內容差異，以及道路
工程排碳量評估應考量的排碳活動類別，作為本研究建立排碳量計算方法之基
礎。此部分文獻回顧與評析結果分別彙整於本報告書 3.2 至 3.4 節。
配合本研究進行工程排碳量計算之排放係數法，本研究進一步就國內外工程
項目排碳係數研究成果，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瑞典、紐西蘭、日本等物料
係數，國內成功大學、中央大學、逢甲大學等博碩士論文所提出之工程材料排碳
係數，我國能源局與環保署專案、網站所公告之電力與燃料係數，及國際生命週
期評估軟體(Gabi)中所附之物料及燃料係數等進行分類彙整，作為本研究建置排
碳量評估參數資料庫之基礎。係數蒐集內容與成果說明於本報告書 3.5 節並收錄
於附錄 1。
3.

建立交通運輸工程排碳量評估方法
參考本研究文獻回顧與資料蒐集、評析結果，本團隊於進行排碳量評估方法

之建立，就工程碳排放量評估之功能，以及對應應評估之邊界與範疇進行界定，
將道路工程排碳量評估分為設施和服務兩部分各別考量。其中，設施部分即道路
本體之排碳活動，包括跨階段的：道路建造活動(施工階段)及道路操作維護活動
(營管階段)；服務部分則為路上行車的排碳活動，僅對於道路工程生命週期之營
管階段造成排碳貢獻。本研究的時間邊界係為工程生命週期中的施工建造階段與
營運管理階段，研究過程首先就施工階段排碳量評估方法進行探討與建立，並於
參數蒐集與評估方法有初步成果時，即辦理第一次專家諮詢會，確認本研究提出
之排碳量評估邊界與範疇、評估方法及參數選用原則，而後建立道路工程營管階
段的操作維護以及交通運輸排碳量評估之方法。依循與會專家學者的指正與建
議，本研究修正排碳量評估方法，相關成果詳本報告書 4.4 節。
4.

建立交通運輸工程排碳量評估參數資料庫
由於工程材料、機具與燃料電力等型式日新月異，為能盡可能滿足各工程項

目排碳量評估所需，使得排碳量評估模式得以計算出合理的工程碳排放量，本研
究遂根據文獻回顧分析而得之排碳係數詮釋資料項目，設計並建置參數資料庫內
的相關資料表，並匯入目前已蒐集到的各類參數，作為篩選進入本研究建立之工
程碳排放量評估模式中所含參數資料表的候選資料。此部分成果說明於本報告書
4.5 節。
5.

建立我國交通運輸工程排碳量評估模式
9

基於前述排碳量評估方法的修正，以及參數資料庫與參數選用原則的確立，
本研究即根據排碳量評估方法的考量原則與程序，參考英國工程活動碳排放量計
算器的呈現方式，設計道路工程施工階段 5 類碳排放活動排碳量計算評估界面，
再加入由參數資料庫中選取主要工程項目所建立的參數資料表，彙總成為道路工
程設施部分排碳量評估模式。此模式初版完成時，本團隊即辦理第二次專家諮詢
會，邀請未來工程排碳量計算模式的使用者(工程規劃設計主管機關代表)，就本
研究修正後的碳排放量計算方法和評估模式的內容與運算進行檢視，確保本研究
發展之模式能夠被使用者理解並有效應用。參採第二次專家諮詢會所獲得之指正
與建議，本研究修正道路工程施工階段排碳量評估模式之相關成果說明於本報告
書 4.6 節。
6.

探討工程碳排放量納入成本效益分析之方式
基於前述排碳量評估模式的發展，本研究於期中階段排碳量評估模式完成

後，就如何將排碳量評量結果有效納入工程規劃設計階段的成本效益評估機制中
進行探討，使決策者能取得在節能減碳考量下所需的資訊。本研究首先回顧成本
效益分析應用於工程評估的歷程，進而就目前交通建設經濟效益評估架構方法之
發展現況進行分析，確認碳排放量之於工程成本效益分析的定位。而後根據碳價
格進行國內外市場價格分析，選擇以固定費率方式作為碳排放量及減碳量之計價
方式。最後，再根據現有成本效益分析表列型式，提出工程整體碳排放量納入成
本效益分析架構的方式，內容詳見本報告書第五章。
7.

實際案例分析評估
本研究依據花蓮台九線省道改善計畫特性，就道路工程排碳活動相關規劃設

計資料進行蒐集與分析，並依據本研究所建立之排碳量推估模式及成本效益分析
方法，以花蓮台九線省道改善計畫為例，進行排碳量計算與節能減碳成本效益分
析，並於案例研究過程中檢討與修正本研究發展模式與成本效益分析方法，提出
花蓮台九線省道改善計畫排碳量評估與成本效益分析結果。成果詳如本報告書第
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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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交通運輸工程節能減碳評估相關
文獻回顧與評析

3.1 國內外碳管理規範回顧
伴隨全球對於溫室氣體排放與減量的持續重視，近年來國際標準組織及各國
政府陸續推出各式溫室氣體管理規範。為能確保本研究成果符合國內外碳管理趨
勢，本節即首先就國內外碳管理規範進行重點回顧，釐清碳盤查、碳足跡及其他
與碳排放量與減碳方案相關之名詞，作為本研究以碳足跡觀點建立交通運輸工程
碳排放量評估模式之依據。

3.1.1 碳管理進程與趨勢
目前國際間溫室氣體排放的管理與推動減量的主體已由最初的排放源(組
織)逐步擴展至以供應鏈為考量的生命週期盤查，因而產生了產品或服務碳足
跡計算的風潮，使得碳足跡成為當前碳揭露資訊的代名詞。我國行政院亦早
於 2009 年 4 月第三次全國能源會議對此達成共識，強調：政策規劃應符合碳
中和(Carbon Neutral)原則，建構碳足跡、碳揭露等制度，以協助產業從事碳揭
露、碳足跡之驗證工作及低碳標章制度的建立，以因應國際貿易發展趨勢，
提升產業競爭力【2】。本研究在此首先整理「碳盤查」、「碳足跡」、「碳
中和」以及「碳揭露」各碳管理概念的關連與發展順序示意如圖 3.1。
溫室氣體排放管制係由圖左的碳盤查開始，強調組織層級的溫室氣體排
放、減量與移除之量化與報告。而發展至今的碳足跡，則是將碳排放管理對
象由「點」轉為「線」，強調排碳量的計算應以產品或服務的生命週期為考
量，整合供應鏈上下游的排碳狀況，藉以掌握整體排碳情形，確實鑑別出重
要的減碳機會。至於初成型的碳中和概念，則是在已經清楚了解排放量的情
況下，基於碳排放消長達成平衡的概念，鼓勵排放源以減碳方案或碳排放交
易方式，促使排放總量有限制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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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及
登錄

環境宣告(EPD)
ISO 14025

碳標籤

產品類別規則
PCR

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
CF-PCR

圖 3.1 碳管理進程

基於上述碳管理概念的說明，以下即配合本研究工作項目：以碳足跡觀
點發展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模式之需求，就碳盤查、碳足跡，以及碳
揭露相關之國內外標準內容重點進行分節說明。

3.1.2 組織型碳盤查相關規範
ISO 14064 溫室氣體盤查標準，係國際標準化組織於 2006 年針對溫室氣
體盤查的設計、發展、管理與報告之原則推出之標準，屬於 ISO 14000 國際環
境管理系統系列標準中的一部份，係考量溫室氣體對環境所造成衝擊，故其
排放源應納入環境政策。根據 ISO 14064-1【3】第 2.1 節所定義，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 GHG)是指：自然與人為產生的大氣氣體成分，可吸收與釋放
由地球表面、大氣及雲層所釋放的紅外線輻射光譜範圍內特定波長之輻射。
ISO 14064 系列標準訂定的目的在於提供有效測量溫室氣體排放、減量及
其衝擊與影響的方法，依據 ISO14064 進行溫室氣體排放衝擊量測之結果，組
織即可配合其原本遵照 ISO 14001 標準所建立之環境管理系統，啟動並持續進
行溫室氣體排放量改善或遏制行動。規範的內容包含決定溫室氣體排放邊
界、量化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及鑑別為改善溫室氣體的特定計畫之要求事項。
藉由 ISO 14064 進行一致的溫室氣體定量、監控、報告及查證，可幫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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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辨認並實行溫室氣體的相關管理責任，增強未來排放權交易信用的可行
性；並可讓溫室氣體的限額或儲存量更易於交換，有利支援溫室氣體計畫的
設計、發展與實施。此標準包含三部份，各部份規範之考量範圍及差異分析
如表 3.1 所示，其中，ISO 14064-1 為組織層級溫室氣體排放量計算標準，ISO
14064-2【4】為計畫層級排放減量標準，ISO 14064-3【5】則為確認/驗證的規
範與指南。
表 3.1 ISO 14064 各部份標準差異分析表【3】【4】【5】【6】
適用對象

參考標準

組織

ISO 14064-1

計畫

ISO 14064-2

組織/計畫

ISO 14064-3

確證或查證機構

ISO 14065

簡要說明
具體規範組織層級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清
單設計與量化及報告的要求與附指引。
詳列計畫層級溫室氣體排放減量或移除增
量的定量、監控與報告的要求和指引。
說明溫室氣體排放狀況資料確證與查證的
要求和指南。
針對確證或查證或其他認可形式的規範。

ISO14064-1 的 4.2 節特別強調了組織進行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時所需考量
盤查對象，可歸納為三個類別，分別是：範疇一的直接溫室氣體排放量與移
除量、範疇二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量及範疇三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量。
三類溫室氣體排放源如圖 3.2 所示。

圖 3.2 ISO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範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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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碳足跡相關規範
英國【8】對於溫室氣體排放來源的一項調查顯示，1992 年至 2004 年間，
其全國溫室氣體排放量雖下降 5%，但若加入消費所導致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量，則其排放量反而增加 18%。另外，有中國研究指出：中國的總溫室氣體
排放量雖已成為世界第一，但其中有高達 23%的溫室氣體排放係由製造滿足
先進國家生活所需產品所導致的排放量。有鑑於溫室氣體減量持續受到重
視，為釐清排碳量歸屬問題，使得結合生命週期與碳排放量評量、釐清產品
或活動全生命週期的二氧化碳排放量，即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的概念，已
成為當前排碳量評量與削減的重要考量方向。
英國標準協會(BSI)、碳信託(Carbon Trust)和英國環境、食品與農村事務
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於 2008 年 10 月聯
合 發 佈 PAS 2050 ： 商 品 和 服 務 生 命 週 期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評 估 規 範 【 9 】
(Specification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life cyc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goods and services)，作為企業進行其產品和服務的碳足跡評估的參考依據。目
前 PAS 2050 屬於公開可取得規範(Publicly Available Specification)，即成為國
家或國際標準前的暫行性的標準，通常三年後會再審查以確認下一個三年是
否該重新修訂為國家標準或撤銷，屆時若未成為正式的英國國家標準(BS)將不
再具指引效力。有鑑於碳足跡議題的持續發燒，而國際標準仍然無法推出的
狀況，英國 PAS 2050 標準遂於 2011 年 10 月份參考國際標準的草案推出修正
版本，做為過渡時期、與未來的國際標準不至於差異過大的參考標準。
PAS 2050 規範內容包含主要文件及指南輔助文件兩部份，分別記載計算
準則條文和計算方式說明，其內容重點與準則規範彙整如表 3.2 所示。其特色
在於以標準化的方法，作為產品和服務之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量的內部評
估依據，並在產品和服務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基礎上，輔助評估替代產品
之配置、採購和生產方法、原材料和供應商的選擇，提升評估結果得可信度
及可比較性。
目前國際間推動碳足跡計算之主要參考 PAS 2050，且該指引亦為國際標
準化組織制定產品碳足跡標準(ISO 14067)之重要參考。除上述英國 PAS 2050
產品和服務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評估規範外，尚有其他國家就碳足跡亦投
入建置具備生命週期評估之精神與方法的準則。例如：日本 2009 年已公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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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產品碳足跡評估與標示之一般原則所訂之技術規範(TS Q0010)【10】。除上
述各國政府分別訂定本土標準外，世界資源協會(WRI)與世界永續發展商業委
員會(WBCSD)亦於 2011 年 10 月推出了原訂於 2010 年底要完成的產品生命週
期會計與報告標準(The Product Accounting & Reporting Standard) 【11】，並
納入為企業組織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標準(GHG Protocol standards)的一部分。

表 3.2 PAS 2050 準則摘要說明【9】【12】【13】【14】
內容重點

準則內容

適用對象

適用於所有產品與服務

計算對象

IPCC所列之溫室氣體，包括：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HFEs, CFCs, HCECs, PFPE, 含溴的鹵化烷類(海龍)、碳氫化合物
及其他

計算範疇

Cradle to Grave(搖籃至墳墓)及Cradle to Gate(搖籃至大門)

引用標準

ISO 14040、ISO 14044 (生命週期評估原則與框架)
ISO 14064 (溫室氣體排放與減量)
其他補充要求文件(如：ISO 14025 環境宣告之產品類別標準)

計算方式

特定活動碳足跡 = 活動強度(體積、耗能量、燃料用量、距離、
時間等) × 排放係數(每單位活動之二氧化碳當量排放量)

數據要求

遵照ISO 14044，包含：時間、地理特性、技術規範、正確性、
精確度、完整性、一致性、再現性、資料來源

分配方法

1.區分各製程細項；2.擴充系統範圍；3.按比例分配(經濟價值、
產品貢獻量等)

溝通方法

1.獨立第三者查證；2.經其他人查證；3.自行查證

配合國際發展碳足跡標準與指引之進程，我國環保署亦於民國 99 年初公
布依循 PAS 2050 準則所訂之「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15】，但已預
告未來將根據正式公布之 ISO 14067 內容進行修訂。為加強產業界推動產品與
服務碳足跡盤查，環保署於民國 100 年進一步公告「產品與服務碳足跡查證
技術指引」【16】，作為業者查驗機構或業者自身進行內部查證作業之參考，
以提升國內碳足跡評估結果之品質。上述各國及我國環保署公告之碳足跡相
關標準之發展進程分析如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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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碳足跡相關標準發展進程示意圖
根據我國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第 5 章所載明之產品碳足跡評估之
方法，可總整計算原則如表 3.3。另就該指引強調之計算流程與重點內容說明
於後。在進行碳足跡計算時，首先即必須對於產品碳足跡量化的目的與範疇
進行界定，再者為清楚載明該產品系統的功能單元，使得碳足跡評估結果能
夠以每功能單元之二氧化碳排放當量(CO2e)報告之。
而後是產品系統邊界的界定，即決定碳足跡評估內容包含哪些過程單
元，包括：原物料製造過程、能源供應體系、製造場所、產品運輸、儲存、
使用和最終處理等。在計算內容完整性考量上，該指引強調，除使用階段之
排放外，碳足跡計算應包含至少 95%的功能單位預期的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
放量；而一般與產品供應鏈本身無直接關聯之過程，則可排除於系統邊界之
外，包含：人力、行政管理與維護、行銷與銷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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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我國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設定之計算原則
原則

內容

生命週期觀點

生命週期評估考量產品從原物料提煉與取得，經能

(Life cycle perspective)

源與物料生產與製造，至使用與生命終結處理及最
終處置之完整生命週期。

模組性

若無法達成生命週期觀點的原則，可使用部份碳足

(Modularity)

跡，這些部分碳足跡應可以隨時地組成一個產品碳
足跡，並可供比較；此種模組的方式可能是大門對
大門或是搖籃到大門。

相對性方法與功能單位
(Relative approach and

以功能單位為核心建構產品碳足跡之評估，並計算
相對於此功能單位之結果。

functional unit)
巡迴路徑法(Iterative

當應用生命週期評估方法學的四個階段進行產品碳

approach)

足跡評估時，應確認生命週期評估的各別階段使用
了其他階段的結果。

科學方法之

產品碳足跡評估的決定最好依據自然科學；第二順

優先順序

位為依據其他科學與國際慣例；最後順位為依據價

(priority of the scientific

值選擇。

approach)
相關性
(Relevance)
完整性
(Completeness)
一致性

選擇適合產品溫室氣體排放評估的溫室氣體排放
源、碳儲存、溫室氣體匯、數據與方法。
納入所有特定的、且對產品溫室氣體排放評估有實
質貢獻的溫室氣體源、碳儲存與溫室氣體匯。
使溫室氣體相關資訊能有意義的比較。

(Consistency)
準確性

儘可能依據實務減少偏差與不確定性。

(Accuracy)
透明度
(Transparency)

揭露充分且適當的溫室氣體相關資訊，使預期使用
者做出合理可信之決策。

重複計算

若不同產品的產品系統擁有共同製程，應確認此製

(Double-counting)

程的排放採用合適的分配規則，以避免溫室氣體排
放重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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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產品類別規則與碳足跡產品類別規則
由表 3.1-2 PAS 2050 所引用之標準中可看到一項：ISO 14025【14】；在
我國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中 5.2.1 通則中亦指出：「凡存在一相關且符
合 ISO14025 之產品類別規則，且施行此指引之組織亦認為此產品類別規則適
合用以進行量化程序，則應予以使用」。
不同於 ISO 14040、ISO 14044 (生命週期評估原則與框架)與 ISO 14064(溫
室氣體排放與減量)直接與碳足跡以生命週期為考量進行碳排放量計算的概念
直接相關，ISO 14025 第三類產品環境宣告乍看之下與碳足跡評量應無直接相
關，但在國內外碳足跡規範中卻將之列為引用標準，並提出應以產品類別規
則作為量化碳足跡的依據。為釐清產品環境宣告及產品類別規則的目的、使
用方式及其於碳足跡評量之應用，本研究以下即首先就 ISO 14025 內容進行簡
要說明。
ISO 14025 第三類環境宣告(Environmental Labels and Declarations – Type
III environmental declarations –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係指由供應商提供、經
獨立性確認之量化的環境生命週期產品資訊。此類宣告的目的在於提供消費
者一產品完整(生命週期中)的環境衝擊或影響，幫助消費者能夠自行選擇最環
保 之 產 品 。 依 據 ISO 14025 之 規 定 ， 廠 商 要 申 請 進 行 第 三 類 環 境 宣 告
(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 EPD)時，必須依據該項產品的產品類別規
則(Product Category Rules, PCR)進行數據之蒐集與宣告。因此，第三類環境宣
告的過程可分為兩部分，首先為 PCR 的驗證，再者才是 EPD 的確認及宣告之
製作。
依據 ISO 14025 的設計精神認為：在經過認定且相同的評估方法下所產生
出來的生命週期數據才具有一定的比較性及正確性，故 PCR 的功能為：規範
一個或多個產品類別發展 EPD、進行生命週期環境衝擊評估的過程與內容所
應遵循的一組特定規則、要求與指引。基於相同的產品類別規則，則同類型
之不同產品所提出的環境宣告將具備「可比較性」，才能滿足產品環境宣告
作為消費者進行產品選擇之參考資訊的目的。
同理，碳足跡的評估目的係在於提供一項服務或產品的全生命週期碳排
放資訊，其結果亦必須能夠有比較性，才能作為消費者選擇產品或製造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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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產品進行減碳設計有所依據。因此，在碳足跡計算規範與指引中，才會引
用 ISO 14025 標準以 PCR 為發展 EPD 之規範的精神，強調應採納適用之產品
類別規則，作為界定產品系統邊界、量化產品碳足跡的一致原則。
以全球一致、正確性經過驗證的產品類別規則進行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可使據此宣告的 EPD 具有國際代表性，減少未來出口其他國家時遇到的障
礙，並避免因各國方法不同而造成製造商的人、物力消耗。目前國際間開發
共同的產品類別規則是國際組織 GEDnet 努力的目標，我國環境與發展基金會
為該組織(GEDnet)之創始會員，提供第三類環境宣告之查證服務，並進行國
際宣告【17】。為整合各國現有 EPD 系統，瑞典發起了國際產品環境宣告系
統：International EPD® System，目的在促進各國的第三類環境宣告達成一致
化，以減少不必要之貿易障礙；目前該系統提供有搜尋既有 PCR 和 EPD 的功
能【18】。
該系統中建議之一般 PCR 文件內容應至少包括：一般資料(General
information)、產品定義(Definition of product category type)、單位定義(Definition
of functional unit)、系統邊界(System boundaries)、省略準則(Cut off criteria)、
分配原則(Allocation rules)、資料來源(Source of data)、計量單位(Units of
measurement)、係數來源(Parameters to be declared)及參考文獻(References)共
10 大項。
為使同一種類型、功能之商品或服務，在計算碳足跡排放量時能有如同
PCR 的共同基準，進而確保其公平性與透明性，我國環境保護署除了在產品
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中提到應使用 PCR 作為量化程序外，另訂定碳足跡產
品類別規則文件(CF-PCR)制訂流程，協助製造商或提供該類服務業者所組成
之同業公(協、商)會透過標準化與程序化之制定程序，完成該類產品之
CF-PCR，以作為產品碳足跡評估時系統邊界範疇界定和數據計算之依據，使
得同類別產品碳足跡排放量計算時能有相同的基準。
目前於環保署台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可獲知已通過署方審議或認可的碳
足跡產品類別規則文件(CF-PCR)共計 11 項，主要以食品和家用產品為主。綜
觀其他國家已推出的 PCR，則是以瑞典制定的產品類別最為豐富，其中包含
有多項建築材料和交通設施等。

19

3.1.5 環境標誌與碳標籤
除了 ISO/CNS 14025 第三類環境宣告標準為取得環境標誌的準則之一外，
同屬 ISO 14020 系列的 ISO/CNS 14024 第一類環保標章標準及 ISO/CNS 14021
第二類廠商自行宣告的環境訴求標準兩者亦為廠商取得環境標誌的準則，惟
各項標準依其目的不同，致使其取得對應之環境標誌的條件如：是否須經第
三者驗證、是否具比較性等各有不同。
以前一小節所介紹的 ISO/CNS 14025 為例，根據 ISO/CNS 14025 標準發
展之環境宣告，目的為提供採購者最完整(生命週期內)之產品環境考量面資
訊，輔助消費者自行選擇最環保之產品型式。其呈現方式類似食品的成份標
示，逐項列出各環境衝擊或績效的評估結果，以日本品牌筆記型電腦為例，
其依據 ISO 14025 揭示之環境標誌與宣告如圖 3.4 所示。

□
圖 3.4 第三類環境宣告及環境標誌示意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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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三類環境宣告的意義相近，碳足跡標籤(Carbon Footprint Label)又稱
碳標籤(CarbonLabel)或碳排放標籤(Carbon Emission Label)，其功能主要為呈
現產品或服務對全球暖化的衝擊資訊，即生命週期各階段所產生的溫室氣
體，經過換算成二氧化碳當量的總和。簡而言之，碳標籤即為產品碳足跡計
算結果的標示，提供消費者作為購買產品時選擇的一項參考資訊。
全球最早推出的碳標籤係為英國 Carbon Trust 於 2006 年所推出之碳減量
標籤(Carbon Reduction Label)。透過碳標籤制度的施行，能使產品各階段的碳
排放來源透明化，促使企業調整其產品碳排放量較大的製程，也能促使消費
者正確地使用產品，以達到減低產品碳排放量的最大效益。
配合國際趨勢，我國環保署規劃分為二階段進行碳足跡標示：第一階段
為透過產品碳標籤、協助消費者瞭解產品碳排放情形。由於目前世界各國發
展產品碳標籤制度相關配套措施尚無國際統一規範，且碳標籤制度推動初期
取得碳標籤之產品較少，故此一階段係以鼓勵廠商分析產品碳足跡，並以增
加產品碳足跡揭露的數量為目標。我國在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和碳標
籤型式(如圖 3.5)與認證制度於民國 99 年 3 月公布後，同年 6 月已有第一批共
七項產品獲得碳足跡標籤認證，使台灣成為全球第 11 個推出碳標籤的國家。

圖 3.5 台灣碳足跡標籤及意涵說明【20】

後續推動碳足跡標示的第二階段將以發展低碳標章、促使消費者選購低
碳產品為目標。未來待國際間產品碳足跡計算與標示制度發展出統一規範，
且國內各類別產品已普遍揭露碳足跡後，則考量將低於或承諾減量至特定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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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量產品納入政府機關優先採購範圍，藉以養成綠色消費的習慣，作為使
供應商能夠致力於降低產品碳足跡的誘因，達到形成綠色供應鏈實質溫室氣
體減量與之成效。

3.2 先進國家道路工程面節能減碳評估文獻蒐集
3.2.1 英國
1. 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指引
英國土木工程承辦商協會(civil engineering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COCA)
【21】頒佈之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指引中提到，參照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
範疇的界定方式，土木工程排碳量可由三個範疇進行界定如圖 3.6 所示。其
中，範疇一涵蓋工程機具、工區自行發電與車輛運輸之直接排放部分，範疇
二為施工區外購電力或蒸汽等間接排放部分，範疇三為施工範圍一連串活動
所間接排放，包含員工因業務所須搭乘交通工具與處理施工廢棄物之間接碳
排放。

圖 3.6 建構土木工程碳排放源之範疇分類【22】
2. 英國環保署之工程碳排放量計算模式【23】
經統計，英國環保署管轄範圍內於 2007~2008 年之工程建造(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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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就有約 2 億歐元，相當於全國建造與工程部門經費的 3%，致使英國環保
署(Environmental Agenecy)關心到工程活動排放量評估議題。為此，英國環境
局開始建立工程活動排碳量計算模式，並公告於網站中如圖 3.7，作為其國內
工程活動碳排放量的評估工具。此工具評估之內容僅考量及燃料之直接排放
及電力耗用、物料使用與人員運輸之間接排碳量。所使用的估計方法為係數
推估法，即以活動量與對應的排碳係數相乘，求得該項活動的排碳量。

圖 3.7 英國環保署公告工程活動排碳量計算器下載網頁【23】
目前該網站提供下載的版本為 3.1.2 版(2010 年 12 月公告)，係以 Microsoft
Office EXCEL 為軟體進行設計，如圖 3.8 下方所示，工具檔內共包含 10 個分
頁，首頁如圖 3.8 所示為軟體內容條列說明。其他頁面則包括：工程輸入介面、
人員交通量輸入介面、參數資料表、結果報告頁面、方案評估頁面、參考文
獻頁面、使用者自訂頁面(空白頁面)、詳細說明頁面及版次更新歷程說明頁
面。茲簡要說明各功能頁於後【24】。
(1) 工程數量輸入頁面
此頁面提供使用者輸入其工程活動量，作為計算工程排碳量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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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該試算表可輸入的項目包括：材料量(以公噸為單位)、材料運輸距
離以及運輸模式(包括陸運、水運和鐵路運輸三種)。

1

2

3

6

4

7

8

5
9

10

圖 3.8 英國環保署永續建設之施工活動碳排放計算工具【24】

(2) 人員交通量輸入頁面
本頁面是用來估計工程案施作時，參與施工人員的排碳量。並提供
三種層級的推估方式：
a.

依工程規模
無法明確獲得人員交通距離與使用車輛種類時，可由工程
規模大小(非常大、大、中等、小)共四種，利用試算表中既定的
參數(單位工程施作期間排碳量；以 kgCO2e/週為單位)計算排碳
量。

b.

依行駛車次
以車次為活動量，提供參數進行排碳量計算；系統提供含
私人運具與公共運具兩類共 30 種車輛排放係數(gCO2e/km)，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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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輸入特定車種運輸距離後即可求得排碳量。
c.

詳細計算
以乘客交通距離為活動量，須輸入各旅次乘客數、車輛數
以計算乘客交通量，再根據各車種單位旅客交通距離排碳量為
係數(gCO2e/km)，求得人員交通排碳量。

(3) 參數資料頁面
本頁面是為各物料取得參數的參照來源，其物料內容共分為 11 類，
如表 3.4 所示。各類別中又依據規格不同(如水泥依據石灰石配比不同有
各種類型)再細分為 149 項。

表 3.4 工程碳排放來源分類【24】
項次

資料類別

類別所含項次

1

粒料

Quarried Material

16

2

木材

Timber

7

3

水泥砂漿

Mortars

5

4

水泥

Cement

33

5

金屬

Metals

35

6

雜項

Miscellaneous

4

7

塑膠

Plastics

6

8

能源使用

Utilities

5

9

廢棄物

Waste

5

10

材料運輸

Materials transport

3

11

人員運輸

Personnel Travel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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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特別的是，該頁面另設計有使用者自訂參數功能，包括自訂物
料強度和排碳係數兩種。一旦有填入自訂係數，則前兩頁面中計算時所
引用的參數將以使用者自訂參數進行計算。
(4) 結果報告頁面
根據使用者於輸入頁面填入的各工程材料使用數量、人員交通量，
以及部分自訂參數設定後，本頁面即提供工料用料及人員交通量共 11
項排碳量的結果報告，如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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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結果報告頁面預設統計圖【24】

(5) 方案評估頁面
本頁面係提供使用者在同一工程中，因施工方法不同造成工程材料
使用項目與數量不同時，進行排碳量方案比較。軟體預設最多提出兩個
不同方案，在輸入方案名稱、新材料名稱、用量、運輸方式、運輸距離
後，求得該工程排碳量。但此部分該程式僅提供共白表格，並未寫入相
乘算式及參數下拉選單，預設功能僅為在求得排碳量，根據原方案、方
案一和方案二之總排碳量繪製成統計圖如圖 3.10
(6) 其他頁面
在前述頁面之後則皆歸屬於參考資料頁面，包括係數的資料來源、
本軟體各資料項目說明以及本軟體更新版本說明。其中，由版次更新說
明可看到，本軟體自 2007 年 6 月提出第一版開始，歷經每年度一到三
次的修正，歷經十次修正完成後，於去公告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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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方案評估頁面預設統計圖【24】
整體而言，英國環保署施工活動碳排放計算整體架構如圖 3.11，計算方
法為活動量乘以排碳係數求得排碳量的排放係數法，計算內容則僅包含燃料
電力耗用排碳、工材料用生產運輸排碳，以及人員交通運輸排碳三類。

物料
工程基本資料
物料/人員

物料
使用量

物料
輸送

廢棄物
處理

人員行政
出差輸送

替代物料資料
資源回收
再利用

減碳替代方案

節能施工方式

碳足跡—
(物料/人員)排碳量

生產排碳
Embodied

總和
SUM

運輸排碳
Transport

圖 3.11 英國環保署施工活動碳排放計算工具架構

在公告此計算工具的網頁中，另提及兩個利用此計算器進行碳排放評估
的計算範例，雖並非道路工程，然其係數之應用及計算器之使用情況亦可作
為參考，故節錄重點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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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例一：Dymchurch Frontage A 河堤工程
此河堤工程建造目的在於保護河岸附近約 2,500 戶居民的生命財產
安全，建造長達 2.2 公里的堤岸，如圖 3.12。

圖 3.12 英國 Dymchurch Frontage A 河堤工程
Frontage A 為整個河堤工程的一半(共分 AB 兩部份)，投資金額約 3
千萬歐元，設計年限為 100 年。根據該工程物料使用及人員交通量，估
計工程排碳量約為近 50,000 公噸二氧化碳，主要排碳來源為鋼料、混凝
土以及工程材料的運輸。除了排碳量評估外，此計畫另針對使用不同物
料進行方案評估，評估後發現可行的減碳策略與減碳效益包括：
a.

改採水運方式運送物料：採用預鑄方式在 Belfast 製造堤岸組
件，再藉由水運將材料運至附近的 Rye 碼頭，用最短路運距離
將物料送至施工地點，即可減少約 3,000 公噸二氧化碳，更可
縮短工作時間。另亦以水運運送鋼料，又可減少約 780 公噸二
氧化碳。

b.

現地生產：由於混凝土用量大，若選擇較近的水泥來源，並以
現地建造混凝土廠生產該項料材(in-situ)，初估將可減少約 600
公噸二氧化碳。

c.

採用再生材料：在混凝土配比中加入適當的再生材料，可節省
水泥用量，因而可減少約 7,500 公噸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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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例二：Radcot Weir 攔河堰工程
此工程係在 Thames 河道上建造攔河堰，目的在於取代原已設置構
造物，建造具有門狀構造的堰體，以提升操作維護效率。該攔河堰工程
如圖 3.13 所示。

圖 3.13 英國 Radcot Weir 攔河堰工程
藉由英國環保署計算器的評估，整個攔河堰工程排碳量約為 600 公
噸二氧化碳。若能由選用低排碳的工程材料、部分材料再利用，並注意
避免廢棄物產生，估計約可減少約 50 公噸二氧化碳。該報告並提出，
採取減量方案不但可減少排碳量，還具有降低成本的周邊效益。
根據英國碳排放量計算器求得之排碳量，在上述兩份報告中皆以減
少碳足跡(Reducing Carbon Footprint)為標題揭示。但其中對於碳足跡一
詞並沒有制式標準，而是在生命週期考量下，透過適當的界定，與清晰
的說明簡化條件，即可以此表述之。

3. 英國重大工程碳管理計畫【25】【26】【27】
2009 年底，英國公路局(Highways Agency)基於對溫室氣體排放議題的關
心與重視，特集合產官學界鐵路、公路及工程機關，共同發表重大工程碳管
理計畫(Carbon Management Framework for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報告，
以重大工程全生命的碳排放為評估對象，發展一套碳管理架構。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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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管理架構範疇與適用對象，重大工程碳排放量計算邊界說明，碳排放量的
量化與評估方法，及碳管理與減量策略發展程序等。
整體而言，該架構訂定的目的與功能為引導重大工程活動透過管理的方
式影響並達成碳排放減量。為利於落實碳管理架構，此架構係以既有專案管
理系統為雛形所建。以工程活動生命週期為考量，可將工程建造過程進一步
分為三個階段：初步設計(pre-design)、設計(desigh)及建造(construction)。依據
工程期程，碳排放資料評估及蒐集的項目如圖 3.14 所示。

圖 3.14 英國重大工程碳管理架構示意圖
在排放量評估邊界的界定上，該指引建議如圖 3.15 所示：所有工程應考
量工程原物料的生產排碳，採用一致的係數計算工程材料的進入工地前的排
碳量，再自工程專案範圍內以規劃或實際執行工程的內容進行各自的排碳量
計算。

圖 3.15 英國重大工程專案碳排放評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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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幫助碳排放量評估者能夠更有效的記得溫室氣體排放量量化與評估作
業內容要項，此管理架構創造了一個有趣的評估模式，稱為碳蜘蛛(Carbon
Spiders)。進行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時，必須考量五隻碳蜘蛛，分別為：材料
(material)、廠區和設備(plant and equipment)、用電(utility)、土地利用改變
(change in land use)和運輸(transport)。圖 3.16 為工程材料碳蜘蛛示意圖。

圖 3.16 工程材料碳蜘蛛模型
以圖 3.16 工程材料碳蜘蛛為例，在計算工程材料排碳量時，必須考量包
括：材料生產製程 (Embodied Carbon)、廢棄(Waste)及運輸(Transport)排碳，
即箭頭指向材料框格的三項。其中，在計算材料生產排碳的背後可能還隱藏
有再生與再利用(Reuse and Recycling)的排碳，而廢棄背後則還可能另含最終
處置的排碳。以此類推，該架構即透過五大碳蜘蛛架構明訂各類別應評估的
碳排放源項目，作為不同重大工程活動碳排放推估與調查的一致依據。
在此重大工程碳管理架構專案報告的最後提出：工程案進行碳管理與減
量的 8 步驟循環應包括：界定動機與目的、設定目標與邊界、尋求減碳經費
和標的、界定減碳機會、設定量測、監測和撰寫報告的權責機關、執行碳管
理策略、監測專案進程、撰寫專案績效報告。此外，在報告的最後，另附有
兩個根據碳管理架構進行的案例研究結果，分別為 Orient way 鐵路改建計畫
及一個道路的假設案例。
其中，道路工程的案例係將碳管理架構應用於計算不同方案的排碳量，
藉以作為方案比較和選擇的參考資訊。其評估對象為 6.9 公里的典型公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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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一為以 50%拓寬和 50%繞道的方式興建道路，方案二則為以 30%拓寬和 70%
繞道的方式進行建設。此兩方案之排碳量評估結果如圖 3.17 所示。由圖中看
出整體而言是方案二的排碳量較大。

圖 3.17 英國重大工程碳管理計畫-道路工程案例評估結果
另進一步就圖 3.18 各工程項目進行排碳量統計圖分析可發現，造成兩方
案排碳量差異的來源主要為土方工程的部分，舖面工程次之。

圖 3.18 英國重大工程碳管理計畫-道路工程案例各工程項目評估結果

32

3.2.2 美國
1. 哥倫比亞河跨河工程溫室氣體排放量分析
哥倫比亞河跨河工程計畫【28】(Columbia River Cross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alysis，簡稱 CRC 計畫)為美國針對跨州道路 I-5 公路，進行改善
的重大工程計畫，由美國交通署(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華盛頓州
交通部(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以及奧瑞岡州交通部
(Oregon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共同參與，結合地方運輸權責單位(波特
蘭市與溫哥華市交通運輸處)、華盛頓州西南部區域交通委員會及捷運公司等
配合辦理。
CRC 工程內容包括：在哥倫比亞河上建造新橋梁、延伸奧勒岡州波特蘭
(Portland)與溫哥華間的輕軌鐵路，修建七處連絡道，並增加行人與自行車道
等工作；工程計畫之完整範圍如圖 3.19 所示。

圖 3.19 CRC 計畫區位及交流道位置示意圖
此 專 案 係 於 2008 年 即 公 布 工 程 內 容 的 環 境 衝 擊 評 估 初 稿 (Draft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內容為五個不同方案(含零方案)的累積性環
境衝擊評估結果。在此之後才以氣候變遷議題為考量，成立一個溫室氣體專
家小組(Greenhouse Gas Expert Review Panel)，負責檢核 CRC 專案中的溫室氣
體排放量推估方法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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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RC 計畫方案內容
CRC 計畫共提出五個替代方案，內容為：
a.

零方案(即維持現狀不作改善)；

b.

將 I-5 公路轉型為高速公車專用道，徵收標準過路費；

c.

以輕軌鐵路取代 I-5 公路，徵收標準過路費；

d.

拓寬 I-5 公路、增加高速公車專用道，徵收較高過路費；

e.

拓寬 I-5 公路、增加輕軌鐵路，徵收較高過路費；

其中，拓寬的意思是將原來橋面為雙向各 3 線道、共 6 線道寬的 I-5
公路，擴充成雙向各 6 線道、共 12 線道寬的橋梁。方案中並假設未來
將以電子計費方式收取過橋費。
(2) 溫室氣體評估計算方式及結果
CRC 計畫用以計算溫室氣體排放量的運算式為：
EM = FC × EF × CDE
其中，EM 為二氧化碳排放當量，以 lbCO2e 為單位；FC 為建造及
交通過程的燃料或能源耗用量，以加侖(gallons)或 kWh 為單位；EF 是指
燃料或能源之排碳係數，如每加侖柴油排碳約 22.2 lbs CO2e；CDE 則是
二氧化碳等效係數，代表溫室氣體與二氧化碳排碳量的比例，該報告全
數以 1.053(=100/95)計。由運算式即可知，該報告係以能源耗用量為推
估工程排碳量的依據。為推估工程能源耗用量，該計畫引用美國加州交
通部(Caltrans)於 1983 年提出的「加州交通部法」(Caltrans methodology)
【29】，作為分析與評估工程中能源耗用量的法則。其計算式為：
E = C × EF × DC
其中，E 為能源耗用量，以 Btu 為單位；C 為 2007 年推估的工程建
造費用；EF 為加州交通部提出之單位工程經費能耗係數(Btu/1973$)如表
3.5 所示；DC 則是因為 1973 年與 2007 年的貨幣價格差異，即幣值轉換
係數 0.086546(1973$/2007$)。
根據此方法所得之各方案建造排碳量推估結果如表 3.6 所示。由表
中可看出，以加州交通部法推估求得之工程排碳量，以方案四為最低排
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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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加州交通部法單位工程經費能耗係數表【29】
工程活動項目

工程經費能耗係數(Btu/1973$)

Track Work

50,100

Structures

50,100

Overhead Electrical System

21,079

Electrical Substations

77,000

Signals

21,079

Stations, Stops and Terminals

50,100

Parking

61,615

Manufacture (auto)

141,000,000

Manufacture (bus)

1,041,000,000

Manufacture (LRV)

2,614,000,000

表 3.6 CRC 工程各方案施工排碳量評估結果【28】
方案項次與內容

能耗量

碳排放量

(MBtu)

(tonCO2e)

方案二 將 I-5 公路轉型為高速公車專用道
含 16th street 隧道

7,055,867.3

590,178.3

含 McLoughlin 隧道

6,997,371.9

585,536.1

含 16th street 隧道

7,281,549.3

608,224.0

含 McLoughlin 隧道

7,221,671.3

603,472.0

方案四 拓寬 I-5 公路、增加高速公車專用道

5,903,553.0

494,010.0

方案五 拓寬 I-5 公路、增加輕軌鐵路

6,084,733.6

509,171.2

方案三 以輕軌鐵路取代 I-5 公路

由前述其計算過程可知，CRC 工程對於各方案進行碳排放量評估
時，其實並未如國內外排碳量評估規範所要求，就工程內容中的工程材
料用量、機具操作時數或人員運輸量等類別進行直接和間接排碳量計
算，而僅以工程總價概估能源耗用量的方式，以假設總耗用量之 70%為
柴油耗用量、30%為汽油耗用量的方式，根據柴油、汽油的排碳係數推
估求得溫室氣體排放量。因此，該報告也特別指出，以加州交通部法進
行工程排碳量推估係屬保守的推估，這種以過去的單位工程經費能耗係
數計算的結果，將無法展現實際上工程機具經改良或改變作業習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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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能源使用效率後的減碳成效。
另外，在交通的能源耗用量推估部分，該方案又分別就快速道路能
源耗用量(Highway Operations Energy Consumption)、公共轉運能源交通
量(Transit Operations Energy Consumption)兩項，以至 2030 年的交通量進
行推估。其能量消耗計算式為：
E = V × L × FCR × CF
其中，V 代表的是每日交通量，在快速道路方案中是指車輛數，在
公共轉運方案中是指列車數。L 表示車行距離，在快速道路方案中表示
路長，約為 0.9 英哩；在公共轉運方案中則表示站距。FCR 為單位交通
耗油量，在快速道路方案是指不同車種車速的燃料消耗率，以 gallon/mile
為單位；在公共轉運方案中即為列車在平均速度下的能源消耗率，以
kWh/mile 為單位。CF 則是燃料轉換係數，車輛單位為 Btu/gallon(汽油
為 19.4 lbsCO2e/gal ； 柴 油 為 22.2 lbsCO2e/gal) ， 而 列 車 單 位 則 為
Btu/kWh。根據上述計算內容與運算式內容，初步評估得到五種方案在
道路使用階段之平均日排碳量如表 3.7 所示。

表 3.7 CRC 工程各方案交通日排碳量評估結果
碳排放量(tonCO2e)

方案項次與內容
現況

342.5

方案一 零方案

463.3

方案二 將 I-5 公路轉型為高速公車專用道

452.3

方案三 以輕軌鐵路取代 I-5 公路

452.4

方案四 拓寬 I-5 公路、增加高速公車專用道

493.7

方案五 拓寬 I-5 公路、增加輕軌鐵路

490.7

綜合整理 CRC 計畫於工程排碳量及交通排碳量的推估結果可知，
CRC 計畫僅考量建造與交通部分的排碳量推估，並未將道路操作維護過
程的排碳量納入考量。而單就工程排碳量與交通排碳量所得的最低排碳
方案並不相同，工程排碳量較低者為方案四，卻是交通排碳量最大的方
案。此即為本計畫將碳排放量評估範圍設定為包含施工建造與營運管理
綜合評估的原因，以提供決策者較為完整而整體考量下的碳排放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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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內容係由哥倫比亞跨河工程就溫室氣體排放分析議題於
2008 年提出的報告(Materials provided to the Greenhouse Gas Expert
Review Panel)所彙整，該報告於提出後還邀集專家檢視並提出評論報告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alysis Expert Review Panel Report)。由其網
站中公佈的資訊判斷，雖然溫室氣體方案評估報告已產出，但其實溫室
氣體排放情形並非該工程方案決策的唯一依據。
此工程在本計畫結案之際，終於在今年(2011 年)12 月於網站上公告
其最終環境衝擊評估報告書(Final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內容
提及將以方案三的修正版為最終推動方案，但其中並未針對碳排放量有
進一步的評估。
2. Sightline 研究所公路擴建計畫之排碳增量評估【30】
此研究案的係以假設案例：高速道路拓寬工程(一線道)為評估對象，探討
「拓寬高速公路可減輕交通堵塞、使車輛因停滯所浪費的燃料減少，因而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量」的說法是否正確。為此，該研究就道路設施及道路使用
兩部分排碳量為考量，分別計算道路建造階段排碳、道路維護排碳、車流消
化減碳量及交通增量排碳增量。
(1) 道路設施部分
此部分須計算的項目為道路施工階段營建排碳和營運階段維護排
碳。此研究考量施工階段的排碳活動的內容包括：工程材料製造排碳(混
凝土、鋼材及其他能量密集工程材料)和工程機具燃料使用排碳，推估結
果顯示拓寬工程施工可能造成 1,400~2,300 tonCO2e/lane-mile 的排碳
量。而營運階段的道路維護排碳活動考量項目為：50 年期的養護和翻新
工程，再加上建造則可能造成 3,100~5,200 tonCO2e/lane-mile 的排碳量。
綜合上述推估結果，保守估計新增高速公路一線道並維護 50 年的總排
碳量約為 3,500 tonCO2e/lane-mile。
(2) 道路使用部分
此部分納入計算的項目包括：施工階段造成交通壅塞所造成的排碳
增量、擴建一線道之交通紓緩減碳量、因路況改善造成的交通排碳增
量，以及因為高速公路拓寬誘使更多人使用高速公路所造成的排碳增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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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於路況改善造成的排碳增量是假設拓寬一線道之單位里程交
通量增加 1/3，考量車量製造的排碳量，並以最佳狀況假設每年燃料效
率提升 2.5%，計算因交通量增加所造成的 50 年排碳增量。而誘使排碳
增量則是保守假設高速公路上每 10-mile 的旅程將使車輛多行駛共計 1
mile 的路程(為了上下交流道)。
上述高速公路拓寬工程之評估項目與結果如表 3.8 所示。其中，高速公路
拓寬工程本身將增加 3,500 tonCO2e/lane-mile；在減輕交通堵塞的正面效益
上，50 年約可減少 7,000 tonCO2e/lane-mile；但對於額外的車輛增加量，排碳
量約將增加 90,000 tonCO2e/lane-mile。此外，還可能因為此工程之建造增加其
他周邊燃料使用量，致使高速公路以外的駕駛行為增加排碳量約
30,000~100,000 tonCO2e/lane-mile。
表 3.8 市區高速公路拓寬一線道工程之 50 年排碳量計算結果
評估項目

碳排放量
(tonCO2e/lane-mile)

道路建造與維護

3,500

交通紓緩(提高車速、減少壅塞)

-7,000

交通增量(車流量變大)

90,000

誘使交通增量(車輛上下交流道的額外交通量)

30,000-100,000

總量

116,500-186,500

另此拓寬工程整體之 50 年排碳量與零方案的 50 年排碳量變化趨勢圖如
圖 3.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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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高速公路道路拓寬一線道工程 50 年排碳增量趨勢圖
由圖中可看出：此案例高速公路拓寬一線道的工程在完成後 5 到 10 年
內，將因車速提升、交通排碳量減少的減碳效益可抵消施工造成的排碳量；
但長遠而論，考量拓寬一線道後會造成更多額外的車輛行駛，故預估使用 50
年間，即使將車輛能耗效率提升納入考量，整體的碳排放量仍將較未拓寬前
增量超過 10 萬公噸。

3.2.3 歐盟
根據歐盟交通運輸研究中心(Transport Research Knowledge Centre, TRKC)
知識庫文獻蒐集與分析的結果，目前歐盟公告的交通運輸節能減碳評估方面
的知識內容，多著重於如何透過運輸規劃、消化交通量及運輸機具耗油率調
查分析，藉以提升交通運輸面的減碳效益，未發現工程建造階段排碳量評估
的相關成果。有鑒於歐盟並未就交通運輸工程面排碳量評估內容與方法有相
關專案或研究成果，本研究另就法國與瑞典兩國於交通運輸工程面排碳量評
估相關文獻進行回顧並說明於後。
1.法國 A71 公路建造與維護排碳量評估【31】
此研究論文出自於歐洲運輸研究機構(European Conference of Transport
Research Institutes)網站、2005 年歐洲交通運輸機構研討會中的道路環境影響
評估工具於道路建置運輸量的應用(A global tool for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roads – Application to transport for road building)一文中。排碳量評估對象
A71 公路為法國境內於 1986 年建造、長 50 公里的雙向兩線道路，其地理位
置如圖 3.21 箭頭處所指。
為因應每日每線道行駛 750 輛次重車的高交通量的車流量規劃，A21 公
路的鋪面構造如考量的鋪面材料為混凝土與瀝青混合結構，其第 0 年(建造完
成)、第 16 年及第 30 年之鋪面構造預期如圖 3.22 所示。此研究即以 A71 公路
鋪面的建造與維護為對象，計算施工過程可能造成的排碳增量。根據文獻內
容，此研究即參考碳足跡的概念進行排碳量評估。
首先其評估邊界界定如圖 3.23 中粗框線所示。由圖可看出，原物料如礦
石、原油的開採並未在此研究的評估邊界內，而是由各項物資運送至加工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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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或使用部分開始計算。

圖 3.21 法國 A71 公路位置圖

圖 3.22 法國 A71 鋪面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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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物資運送的方式(路運、海運)與運輸距離如圖 3.24 所示。其中，
原油運輸考量 70%來自中東、30%來自委內瑞拉，運輸距離有所不同；鐵礦
由特定礦場送至煉鋼廠、瀝青送至瀝青混凝土拌合廠的距離亦依照實際情形
訂定；而工程材料運至工地的距離擇全部假設為 25 公里。

圖 3.23 法國道路鋪面排碳量評估範疇界定

圖 3.24 法國道路鋪面排碳量評估運輸距離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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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之排碳量評估方法是採用排碳係數法，即以活動強度乘上排放係
數 計 算 排 碳 量 。 在 工 程 材 料 的 部 分 ， 此 研 究 係 就 單 位 CRC(Continuous
Reinforced Concrete)、STAC(Super Thin Asphalt Concrete)、表層處理(surface
dressing)、TLAC(Thick Layer Asphalt Concrete)及 TAC 鋪面所需的原物料用量
進行分析，彙整出各物料於建造、第 16 年養護及第 30 年養護時的總用量與
交通運輸型式與距離如表 3.9。

表 3.9 法國 A71 道路鋪面工程物料用量及運輸量彙整表
物料量(tons/yr)
施工

物料

機具

運距

運輸

維護

單程

貨運
船運

高速

一般

總

公路

道路

計

/
來回

0

16

30

起點

迄點

-

-

-

Bourges

A71

-

25

-

25

來回

工區

-

25

-

25

來回

瀝青混凝土

60,712

30,641

92,328

水泥混凝土

183,737

-

-

-

25

-

25

來回

4,293

-

-

-

25

-

25

來回

26,000

-

-

-

25

-

25

來回

294,567

50,679

87,399

-

25

-

25

來回

3,265

5,292

13,154

Bourges

-

649

661

來回

Middle

Lavéra

11,920

-

-

-

來回

East

(France)

Venezuela

Lavéra

9,520

-

-

-

來回

3,400

649

307

956

單程

-

25

來回

鋼
水泥
天然骨材
瀝青

Lavéra

12

(France)
原油

6,530

1,632

10,585

2,646

26,309

6,577

(France)
鐵礦

2,590

-

-

Ukraine

Bourges

再生鋼

4,225

-

-

Bourges

Bourges

25,792

-

-

-

-

-

-

來回

6,448

-

-

-

-

-

-

來回

黏土
石灰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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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數原物料量計算及運輸起迄點和運輸方式的分析，此研究進一步
引用其他文獻所載的物料排碳係數以及運輸能耗量進行排碳量計算，計算結
果如圖 3.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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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法國 A-71 公路排碳量評估結果
其評估結果顯示，鋪面建造時的排碳量約為 33,000 tonCO2e，第 16 年維
護工程之排碳量約 1,900 tonCO2e，第 30 年的維護工程排碳量約 4,850
tonCO2e。進一步分析可看出，施工建造階段物料運輸排碳量僅佔總排碳量之
4%；但在維護階段則超過 40% (佔第 16 年維護排碳量的 46%、佔第 30 年維
護排碳量的 47%)，歸納主要原因為施工建造階段使用大量水泥和鋼，維護階
段則無。單就建造階段來看，以混凝土工程的貢獻量最大，佔建造排碳量的
62%。
2.瑞典道路生命週期評估-盤查分析先期研究【32】
此 研 究 計 畫 係 由 瑞 典 IVL 環 境 研 究 所 (IVL Swedish Environ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與 瑞 典 國 家 公 路 管 理 局 (Swedish National Road
Administration)合作，屬於交通運輸系統生命週期評估的初步研究。主要是以
道路的完整生命週期為考量，從採取原料、材料生產、工程施作、維修與營
運，乃至於廢棄物處理與再生各階段進行探討。此報告針對道路建造、維護
與操作相關作業界定如圖 3.26(a)至圖 3.26(c)所示。
此研究即根據上圖界定之各作業項目，逐一就該作業內容使用的物料生
產與運輸以及機具的耗能，以排放係數法進行排碳量計算，先由機具與物料
排放係數求得各單位作業活動的排碳係數，再結合案例道路的相關資料，計
算出特定道路類別的生命週期排放量。本研究另整理此文獻之計算流程示意
圖如圖 3.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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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

圖 3.26(a) 瑞典道路生命週期評估-作業項目分析流程圖

44

維護

操作

圖 3.26(b) 瑞典道路生命週期評估-作業項目分析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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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c) 瑞典道路生命週期評估-作業項目分析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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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瑞典道路生命週期評估-排碳量計算流程圖

其中，並未將施工人員的活動量納入考量。根據上述計算流程，本研究
就六種不同路面，以服務年限 40 年推估其生命週期排碳量，並就建造、維護
與操作區分其排碳貢獻量，以不同色塊繪製其建造、維護及運作過程之排碳
量如圖 3.28 所示。以同樣交通等級(low emission vehicles)、不同類型路面之建
造排碳量相比較，熱拌瀝青混凝土路面和冷拌瀝青混凝土路面差異不大，但
水泥混凝土路面施工階段排碳量則明顯較瀝青混凝土路面大，近 1.4 倍。

2,450
1,800 tonCO 2 /km

圖 3.28 瑞典道路生命週期評估-六種道路鋪面排碳量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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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日本
1. 日本道路與建築工程的環境衝擊研究【33】
Gerilla 等人係以生命週期的觀點對於日本道路與建築工程施工階段的環
境衝擊進行評估，而溫室氣體排放量為其評估項目之一。該研究首先就工程
施工相關作業的環境衝擊評估邊界界定如圖 3.29 所示。由圖可知，其考量項
目包括：能源使用排碳量、物料生產與製造過程排碳量、物料及人員運輸排
碳量與機具使用排碳量等。但未包含原料開採、廢棄物處理，以及道路建造
完成後維護及操作等活動的排碳。
此研究將道路施工分為四種類別進行評估，包括：土方工程(earthworks)、
橋梁工程(bridge works)、路面工程(pavement works)及其它工程，如標誌、路
標、線格鋪設等。經計算，各工程項目單價所對應的排碳係數即單位投資該
工程所造成的排碳量如表 3.10 所示。

圖 3.29 日本道路與建築工程環境衝擊評估架構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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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日本道路與建築工程碳排放量評估表
工程類別

單位工程造價之碳排放量 (kgCO2e/1000 yen)

土方工程

16.11

路面工程

20.37

橋梁工程

17.23

其他工程

16.20

經此研究分析，道路建造過程中的直接能源用量和工程材料生產、運輸
的能源用量約為一比一的關係，故在評估工程建造之排碳量時，工程材料生
產與製造過程隱含的排碳量不容忽略。該研究最後並針道路與建築工程所求
得之排碳係數進行比較，結論是在其研究地區範圍內道路工程施作所造成的
排碳量較建築物施工排碳量大。
2. 日本道路鋪面維修工程使用再生瀝青混凝土之排碳量評估【34】
此研究為日本獨立法人土木研究所於 2009 年針對道路鋪面維修工程使用
再生瀝青混凝土與否及不同再生方式進行排碳量差異之研究。其評估邊界為
考量物質生命週期，由工程材料用量、機器運輸和操作的燃料使用量進行排
碳量估算。其中: 材料製造部分包括從原料取得到處理；廢棄物處置則是指瀝
青混凝土廢棄物的運輸(運送至再生骨材廠)。其邊界界定如圖 3.30 所示。

圖 3.30 日本道路鋪面維修工程排碳量評估邊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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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係以一條 3.25 m 寬、200 m 長、2 線道、工作面積為 1,300 m2 的公
路為對象，工程內容為刨除現有 3 公分厚的瀝青路面，覆蓋 5 公分厚的新路
面，依使用再生瀝青混凝土與否以及依使用刨除覆蓋法和就地再生路面表層
法分 3 種不同的方案進行排碳量評估。方案一為使用原碎石刨除覆蓋法；方
案二為使用再生瀝青廠再生骨材的刨除覆蓋法；方案三則是使用現地面層再
生法。茲就各方案內容差異彙整如表 3.11 所示。

表 3.11 日本道路鋪面維修工程排碳量分析方案內容比較
方案別
內容說明
道路修護

方案1

方案2

原碎石骨材

再生廠再生骨材

方法
修護厚度
再生骨材
混合比例

刨除覆蓋

方案3
現地再生骨材

刨除現有3公分厚的瀝青路面，覆蓋5公分厚的新路面
0%

60%

60%

各方案之排碳量評估皆是以排放係數法進行，計算範疇包括：工料製造、
工料運輸、工程施作及廢棄物處置四大類。其中，工料運輸距離如圖 3.30 線
段旁所標示，在此取其平均距離估算，即再生瀝青骨材為 100 公里、原碎石
骨材為 60 公里、瀝青混合料為 20 公里。
另工程材料標準和機具數量以及所消耗的燃料量，則是依據鋪路工程規
模、材料運輸量和日本地政部編譯的土木工程標準手冊和其他參考資料進行
估算。此研究納入工程材料製程排碳量評估的項目包括：瀝青(Asphalt)、碎石
Crushed stone(初級骨材)、再生骨材(Recycled aggregate)、瀝青混合(Asphalt
mixture)、再生瀝青混合料(Recycled Asphalt mixture)和乳化瀝青，各工程材料
排碳係數採用其他文獻提出的數據，而現有參考資料中沒有乳化瀝青的排碳
係物，則是向直接訪查製造商取得資料。茲將此研究所採用之機具耗能係數
與物料生產排碳係數彙整如表 3.12、表 3.13 所示；另各階段物料及燃料用量
統計如表 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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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日本道路鋪面維修工程機具耗能係數表
工程機具

燃油種類

燃料耗用率

道路切割機(Road cutter)

柴油

0.132 L/m2

路面清掃機(Road sweeping vehicle)

柴油

0.039 L/ m2

瀝青整修機(Asphalt finisher)

柴油

0.019 – 0.053 L/ m2

壓路機(Road roller)

柴油

0.015 – 0.030 L/ m2

膠輪壓路機(Tire roller)

柴油

0.018 – 0.036 L/ m2

震動壓路機(Vibratory roller)

柴油

0.031 L/ m2

煤油

0.8 – 0.16 L/ m2

液化石油氣

1.000 kg/ m2

柴油

0.065 L/ m2

柴油

4.90 – 19.72 L/h

路面加熱器(Road heater)
現地面層再生機具(In-place surface
course recycling equipment)
傾卸卡車(2t-25t)

表 3.13 日本道路鋪面維修工程材料排碳係數表
單位

碳排放量(kgCO2e)

kWh

0.40

汽油(Gasoline)

L

2.47

柴油(Diesel)

L

2.69

瀝青(Asphalt)

kg

0.248

碎石 Crushed stone (初級骨材)

T

0.905

再生骨材(Recycled aggregate)

T

4.28

瀝青混合(Asphalt mixture)

T

26.2

再生瀝青混合料(Recycled Asphalt mixture)

T

28.9

乳化瀝青

kg

0.16

工程材料項目
電力(Electric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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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日本道路鋪面維修各方案活動強度
排碳

物料及燃料用量

階段

項目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163.4 t

163.4 t

61.1 t

瀝青

8.9 t

3.6 t

3.4 t

碎石

154.5 t

61.8 t

57.7 t

-

98.0 t

-

乳化瀝青

1,638.0 L

1,638.0 L

705.7 L

柴油

1,187.2 L

646.0 L

482.0 L

99 L

99 L

100.0 L

300.9 L

300.9 L

295.2 L

-

-

131.2 L

131.2 L

瀝青混合
工料
製造

再生骨材

工料
運輸

機具運輸 柴油
工程

柴油

施作

舖面作業 煤油*
液化石油氣*

廢棄物

廢棄物

處置

柴油

1,560.0 L
1.3 t
-

*：用於路面加熱器。
根據上述活動強度(物料、燃料用量)以及對應排碳係數的蒐集彙整，可計
算求得三方案排碳量如表 3.15 及圖 3.31。方案 1 與方案 2 兩者皆是採刨除覆
蓋法(cut-and-overlay)為工程施作方法，因此從鋪設階段到廢棄物處置階段的
作業內容是完全相同的，僅工料生產及運輸階段的二氧化碳排放量相異。

表 3.15 日本道路鋪面維修各方案排碳量評估結果
工程方案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工料製造

6.67E + 03

6.08E + 03

2.62E + 03

工料運輸

3.19E + 03

1.73E + 03

1.29E + 03

機具運輸

2.66E + 02

2.66E + 02

2.68E + 02

舖面作業

8.08E + 02

8.08E + 02

4.59E + 03

廢棄物處置 廢棄物運輸

3.52E + 02

3.52E + 02

0.00E + 00

總計

1.13E + 04

9.24E + 03

8.77E + 03

碳排放量(kgCO2e)

工程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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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運輸
工程施作
工料運輸
工料製造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圖 3.31 日本道路鋪面維修各方案排碳量評估結果
就工程材料製造與運輸排碳量進行比較，如圖 3.32，由於再生瀝青取代
瀝青製造的減碳量，超過上再生骨材和再生瀝青混合料的排碳量，再加上工
料運輸排碳減量，故方案 2 二氧化碳總排放量少於方案 1。

圖 3.32 日本道路鋪面維修方案 1、2 材料製程運輸排碳量分析
由整體排碳量結果分析，方案 1 與方案 2 的排碳量皆是以工料製造碳排
放量貢獻最大，約佔總排放量的 70%。而方案 2 因使用再生骨材代替碎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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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工料運輸出發點由採石場改為鋪設工地，使得物料運輸排碳量因距離縮
短而減少，使得材料運輸的二氧化碳排放量僅為方案 1 的 60%，而造就其整
體排碳量較低的結果。
另就方案 2 和方案 3 兩者同樣使用再生瀝青混凝的進行排碳量評估結果
比較，案例 3 因為採用的是現地面層再生法(in-place surface course recycling)，
故不需要廢棄物運輸且的工料運輸較少，但鋪設過程較為複雜，必須在現場
加熱和粉碎現有的路面，再將其與原碎石瀝青混合料混合。因此，刨除覆蓋
法與現地面層再生法不適合僅以工程施作階段排碳量進行比較，因為再生骨
材和瀝青混合料製造排碳量是包含在刨除覆蓋法的工料製造階段中，而現地
面層再生法是將工料製造排碳量納在工程施作階段中。茲就工程材料製造與
工程施作排碳量進行案例 2 與案例 3 比較如圖 3.33。

圖 3.33 日本道路鋪面維修方案 2、3 材料製程與施作排碳量分析

單就圖中所展現的材料生產與工程施作兩階段排碳量的分析比較，現地
面層再生法的排碳量略高，主要原因是現地面層再生法的道路加熱器加熱需
要消耗大量燃料。若將工料運輸和廢棄物處置兩階段一併納入比較如圖
3.2-26，則方案 3 現因無廢棄物運輸排碳量且只有少量的工料運輸，故總二氧
化碳總排放量較案例 2 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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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澳洲
澳洲維多利亞州道路管理局(VicRoads)於 2009 年提出道路工程施工階段
碳足跡研究計畫【35】【36】，計畫目標為：建立可供評估道路工程施工碳
排放量之架構、探討工程減碳的可行方法及發展減量策略。該研究計畫係以
長 2.4 km 的米克勒姆路(Mickleham Road)為試算對象，就施工建造階段排碳量
進行調查並提出排碳量計算結果。以下就該計畫排碳量計算範疇、結果分析
及減碳建議分項說明如後。
1. 碳足跡計算範疇
此計畫僅以道路「建造階段」為考量，包含直接排放(現場機具使用之用
電、用油)及間接排放(材料含碳及運輸排碳)，未包括營運交通及未來維護之
碳排放量。計算項目如表 3.16 所示。
表 3.16 澳洲道路工程建造階段碳排放量計算項目
分類

項目

現場排放(on-site)

用電(每度電)、燃料(每公升/每立方公尺)、植被等

材料運輸

材料運輸至工區

材料含碳量

混凝土(每立方公尺)、鋼材(每公噸)、瀝青等

2. 碳足跡計算結果分析
此計畫簡報提出米克勒姆路建造階段之碳足跡為 1,820 tonCO2e，相當於
760 tonCO2e/km 或 190 tonCO2e/km/lane。其中，有 75%的排碳係來自於工程
材料的製程排碳，22%來自現場機具耗能排碳、2%為材料運輸排碳，現場電
力使用則僅貢獻約 1%的排碳量，如圖 3.34 所示。
再就材料製程排碳部分進行分析，則最大的貢獻源為混凝土(佔 37%)，其
次為水泥處理及碎石(佔 29%)，再者為基礎骨材(佔 21%)，瀝青貢獻 7%，鋼
材則貢獻 6%。推測是因為米克勒姆路並不包括任何橋梁或隧道等特殊結構，
故混凝土和骨材即佔超過 85%的物料排碳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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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 澳洲米克勒姆路各排碳源與貢獻比

3. 不同道路工程碳足跡比較
此研究另提出：若一道路計畫中包含有橋梁等結構較複雜的組成，則其
碳足跡將明顯較高；以 Doonybrook 道路交流道專案為例，就該案中一座 96 m
長、3 跨、2 線道、雙向混凝土橋進行碳足跡調查結果，得其碳足跡為 1,530
tonCO2e。另一座較小規模的 37 m 長、1 跨、2 線道、雙向橋梁，其碳足跡約
為 600 tonCO2e。兩項碳足跡評估數值可平均出每單位橋面積(m2)之碳足跡約
為 1.5 tonCO2e。若以單位長度表示，此兩座橋梁之碳足跡係數分別為 15,938
tonCO2e/km 及 16,216 tonCO2e/km。以此數值與米克勒姆路的碳足跡計算結果
760 tonCO2e/km 相較，橋梁碳足跡相當於一般道路工程碳足跡的 20 倍。
4. 減少道路工程碳足跡之建議
該計畫進行排碳量調查的目的是希望減少道路建造過程中的碳足跡，並
規劃購買碳權抵換排碳量，讓米克勒姆路成為澳洲第一個碳中和的道路建
設。由其網站資料顯示，此目標最終以利用購買澳洲北部植林計畫的碳權達
成碳中和目標，但更為細節的部分如碳中和耗資多少等數據並未在網站中提
出。此計畫中提出之道路興建過程的減碳措施建議包括：(1)使用含有高含量
再生物質之原料；(2)土方挖填平衡，減少挖填方之輸入或輸出；(3)在現場進
行砂石破碎，減少重要骨材的需求；(4)廠區中使用生質燃料或混合燃料；(5)
使用本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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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亞洲開發銀行-以印度為例
亞洲開發銀行(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為了解其投資於開發中國
家進行交通工程基礎建設之碳排放狀況，由其南亞運輸和通信部門針對道路
工程全生命週期碳足跡進行了相關研究計畫，工作包括發展一套全面的方法
來估算道路工程的碳足跡、收集印度計畫的有關數據來驗證方法論，並分析
2008 年南亞部門之道路計畫的總碳足跡數據【37】。
此研究計畫初步建立了一套用以評估道路碳足跡的評估架構，內容包括
兩部分：第一部分係先以印度境內 4 種不同等級的道路為對象，計算其碳排
放量，並轉換為各類別道路之碳足跡(每公里二氧化碳排放量)；第二部分再以
第一部分求得碳足跡值，推估全印度道路工程之總碳排放量。以下即就其第
一部分碳排放量計算內容與方法，以及碳足跡的計算結果進行分項說明。
1. 碳足跡計算邊界與內容
此研究係綜合考量道路設施以及服務，以生命週期整體為時間邊界，包
括「道路的建造、使用(車輛運輸)及維護」三階段。各階段納入考量之溫室氣
體排放源彙整如表 3.17 所示。

表 3.17 亞洲開發銀行道路工程碳足跡計算內容項目【37】
溫室氣體
排放源
道路

建築材料

燃料使用

製程

製程

直接

排碳

排碳

排碳

建造階段

○

○

○

使用階段



○

維護階段

○

○

生命週期

工程機具

植被清除
固碳

及車輛

直接

製程

排碳

排碳

○

○



○







○







能力
喪失

備註：○ - 表示有列入計算之項目； - 表示未列入計算之項目。
製程排碳，係指建材或燃料製造過程中耗能之碳排放量。
以建造階段為例，造成排碳的活動強度包括：物料使用量、燃料使用量、
用電量及植被移除量。各大項內容又包含若干細項，如表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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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亞洲開發銀行道路工程碳足跡計算項目-建造階段
計算項目

二氧化碳排放源

單位

排放係數

kWh

kgCO2e/kWh

(一)工地現場用電及燃料使用
電網購電

電

發電機使用燃料

柴油

L

kgCO2e/L

固定及移動機具使用燃料

柴油/燃料油/輕柴油

L

kgCO2e/L

車輛用柴油

柴油

L

kgCO2e/L

車輛用汽油

汽油

L

kgCO2e/L

其他燃料

燃料

L/m3

kgCO2e/L/m3

kg

kgCO2e/kg

(二)植被清除
木材燃料

木材燃料

(三)運輸建築材料來去現場使用燃料
移出廢棄物

柴油

L

kgCO2e/L

填土

柴油

L

kgCO2e/L

骨料

柴油

L

kgCO2e/L

水泥

柴油

L

kgCO2e/L

瀝青

柴油

L

kgCO2e/L

乳膠

柴油

L

kgCO2e/L

鋼筋

柴油

L

kgCO2e/L

鋼材

柴油

L

kgCO2e/L

燃料油/輕柴油

柴油

L

kgCO2e/L

柴油

柴油

L

kgCO2e/L

其他建築材料

柴油

L

kgCO2e/L

骨料

T

kgCO2e/T

水泥

T

kgCO2e/T

瀝青

T

kgCO2e/T

乳膠

T

kgCO2e/T

鋼筋

T

kgCO2e/T

鋼材

T

kgCO2e/T

其他

T

kgCO2e/T

燃料油/輕柴油

L

kgCO2e/L

柴油

L

kgCO2e/L

汽油

L

kgCO2e/L

其他

L/m3

kgCO2e/L/m3

(四)建築材料及燃料之製程碳排
建築材料

燃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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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 估案例基本資料
此計畫主要選擇 4 個不同工程類型案例作為推估印度境內道路碳足跡的
參考，各案例環境條件與工程內容如表 3.19 所示。
表 3.19 亞洲開發銀行道路工程碳足跡計算案例基本資料

道路工程計畫名稱

道路
類型

既有道路
位置

地形

寬度或

工程內容概要

線數

EW-II(MP-1,MP-2 and

國道

Madhya

MP/UP-1)

(NH)

Pradesh and

平坦

2 線道

道路修復與拓
寬為 4 線道

Uttar Pradesh
MPSRSP-II, Package 4(Rd.

省道

Madhya

No. 7) Barwah-Dhamnod

(SH)

Pradesh

USRIP-I, Package 1 (District

省道

Uttarakhand

Dehradun Kalsi-Chakrata

(SH)

平坦

7m

路面加鋪、拓
寬與新建道路

road, Khalghat-Manawar
road, and Khalghat-Kasarwad
road
丘陵

6m

既有撲面的拓
寬、強化與維

road)

護

WB-05-ADB-09 (Jamalpur

鄉道

Block, Bardhaman District)

(RR)

West Bengal

Karalaghat-Krihnarampur
road

平坦

1 線道

將既有泥土路

(有效

新建成為全天

寬度)

後可通車的鄉
間道路

3. 研究結果
基於上述排放針對所有可能的、直接的和間接的道路生命週期二氧化碳
排放量進行討論，蒐集及計算 4 種道路類別的碳排放量，結果如表 3.20 所示。
由各階段碳排放量計算結果可看出，無論任何道路型式都屬「使用階段」的
碳排放量最高，佔總排碳量的 93~98%。主要原因為即使案例道路僅為拓寬工
程，但交通量的計算卻是以該道路整體交通狀態、以印度各運具平均單位里
程碳排放量所推估，故相較於工程碳排放量，其使用階段之交通碳排放量佔
比會更加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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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亞洲開發銀行道路工程各階段碳排放量計算結果
道路
計畫

長度
(km)

NH,
MP/UP
SH, MP
SH,
Uttarakhand

RR, W.
Bengal

碳排放量(tonCO2e)

時程(年)
建
造

使
用

維
護

建造

%

使用

%

維護

%

合計

128.3

3

22

17

271,380.2

2.8

9,334,322.9

97.2

1,429.2

0.01

9,607,132.4

123.0

2

30

27

46,481.5

1.7

2,763,279.4

98.3

2,172.5

0.08

2,811,933.4

40.0

2

16

13

4,382.5

6.0

67,810.6

93.0

709.0

0.97

72,902.1

5.8

2

10

5

281.0

3.3

8,266.3

96.5

15.7

0.20

8,562.9

備註：NH= national highway (國道高速公路)，SH= state highway (省道公路)，RR= rural road (鄉間道路)
備註：建造階段的時程是依據道路的實際開始日期和實際和/或預期完工日期。
使用階段的時程是基於詳細的計畫報告估計道路使用壽命。
維護階段的時程是假設從道路建造完成後 3~5 年開始計算道路維護階段時程直到使用壽命結束。
從承建商和相關單位調查的結果，四項道路工程其道路建造完成後，分別於第 5 年、第 3 年、第 3
年及第 5 年後開始進入維護階段。

另由表中總排碳量計算結果，可進一步由各類型道路路長，推導各類型
道路碳足跡(單位公里碳排放量)並彙整如表 3.21。由建造階段碳足跡計算結果
可看出，碳足跡值與道路等級有直接的關係：以國道高速公路的碳足跡值最
高，相當於次一級省道公路的 6 倍；而後隨道路等級遞減，鄉村道路碳足跡
最小，僅高速公路碳足跡的 3%。

表 3.21 亞洲開發銀行道路工程各級道路建造階段碳足跡
建造階段碳足跡

工程碳足跡

(tonCO2e/km)

(tonCO2e/km)

128.3

2,115

74,880

SH, MP

123.0

378

22,861

SH, Uttarakhand

40.0

110

1,823

RR, W. Bengal

5.8

48

1,476

道路計畫

長度(km)

NH, MP/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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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第一部分排碳量與碳足跡計算結果，此報告於結論中提出：道
路建造及維護階段之排碳貢獻比起道路上行駛車輛的排碳量要小得多，故在
其第二部份進行全印度道路工程排碳進行推估時，僅收集道路使用階段的數
據，省去廣泛收集道路建造和維護階段資料所需的成本，而簡化以道路使用
階段排碳量計算結果的 5%的來代表建造及維護兩階段的碳足跡。即便如
此，由於碳排放計算與推估必須考量地區性的差異，故此研究仍代表對於道
路工程建造維護碳排放量進行試算的必要性。
另外，為了推廣此研究結果，其研究報告結論中提出欲應用此評估架構
進行碳排放量推估時，必須調整部分項目，包括：
(1) 國家特有的排放因子、製程排碳數據；
(2) 數據收集清單，需按當地的環境進行修改；
(3) 增補和/或刪除清單中數據時，碳足跡工具亦需隨之修改更新。
後續為輔助開發中國家減少碳足跡、進而達成碳中和，亞洲開發銀行將
進一步發展的研究方向則包括：
(1) 從印度或其他國家進一步收集數據以驗證方法論的可行性；
(2) 進行鐵路工程的碳足跡研究，證明可減少燃料使用和碳排放模式計算轉
變的效益；
(3) 將碳足跡為視為主流估算項目。
亞洲發展銀行希望能基於上述作為，盡可能將公路部門投資造成的交通
增量以及溫室氣體排放量降低，並透過碳足跡分析研究的結果來強調道路擴
建後，透過順暢的交通條件不僅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同時也提升了市
場和服務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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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先進國家軌道工程面節能減碳評估文獻蒐集
3.3.1 英國
前節於道路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文獻回顧內容中，已提及英國公路局於
2009 年底基於對溫室氣體排放議題的關心與重視，結合產官學界鐵路、公路
及工程專業專家學者，發表了重大工程碳管理計畫專題報告【25】，主要成
果為一套以重大工程全生命的碳排放量為評估對象的碳管理架構。為說明此
碳管理架構的應用方式，該報告附錄即以一鐵路工程及道路工程為案例，說
明碳排放量計算方法與結果分析。以下即就該鐵路工程案例節錄重點說明。
本案例為英國 Balfour Beatty 鐵路設施營造商利用英國碳管理架構，針對
Orient Way 鐵路改建計畫實際進行碳排放推估，並於建設過程中進行排碳行
為記錄，進行推估與實測值比較。Orient Way 重建計畫位於英國 Olympic Park
地點的北部和西部，新的支線將取代鄰近 Thornton’s Field 的老舊支線，並就
現有設施升級，使得 Thornton’s Field 的軌道距離延長 3.2 公里。依據碳管理
架構所建議的流程，Orient Way 鐵路改建計畫首先界定其評估範圍為鐵路工
程的施工建造階段，而後依據未來發展趨勢，以基線情境(business as usual)推
估此鐵路建造後的碳排放情形。而後在施工過程中實際就各排碳活動量進行
實測，計算實際排碳量並與推估結果比較分析如圖 3.35 所示。

圖 3.35 Orient way 鐵路改建工程碳管理成效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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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階段各分項排碳量推估與計算數據如表 3.22。由圖表中可看出，推
估值與實際就排碳活動量進行記錄、再計算其排碳量的結果有相當的落差。
以總排碳量觀之，實測結果僅為推估結果的 56%，相當於一半的排碳量。此
案例說明並未提及其建造過程中有哪些碳管理策略、如何落實碳管理等細
節，僅以圖示作出進行碳管理的確有助於減少碳排放量的情況的結論。並由
表中數值可看出，其主要減量的貢獻來自於工程材料減量以及減廢兩部分。
表 3.22 Orient Way 鐵路改建工程排碳量分析
基線推估植

實測計算值

差異量

(tonCO2e)

(tonCO2e)

tonCO2e(%)

工程材料

3,895

1,975

1,736 (49%)

人員

613

613

0

清潔廢棄物

1,169

412

724 (66%)

用電

273

273

0

現場燃料

89

89

0

物料運輸

101

41

59 (59%)

營建廢棄物

26

25

0

總計

6,165

3,428

2,520 (44%)

排碳項目

以英國碳管理架構提出的五種碳蜘蛛進行分析，Orient Way 鐵路改建工
程的主要排碳來係自於工程材料的使用排碳，如圖 3.36 所示，明顯較其他類
別排碳量要高。而所使用的工程材料當中，用量最大的是鋼料，其次為混凝
土及木材。

圖 3.36 Orient way 鐵路改建工程材料用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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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瑞典
如本報告第 3.1.4 節介紹 ISO 14025 所提及，目前可由瑞典發起的 EPD 系
統查詢到國際間已訂定之產品類別規則(PCR)，以及經過第三者驗證的環境宣
告書(EPD)。其中，就有一項是瑞典交通部針對鐵路設施所訂定的一套產品類
別規則，並有其國家鐵路 Bothnia 線根據此 PCR 宣告的一系列 EPD，包括：
隧道、橋梁、軌道、軌道基礎、電力號誌交通系統及客、貨運輸服務共 8 項，
其關聯架構如圖 3.37 所示。

圖 3.37 瑞典國鐵 Bothnia 線 EPD 架構圖【41】

在這些 EPD 中，全球溫暖化效應(glodal warming)衝擊為必須評估的項目
之一，其表示方式即為所排放之二氧化碳當量。為此，以下即就「鐵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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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鐵路運輸(Railway Infrastructure and Rail Transport)」產品類別規則(PCR)以
及「the Bothnia Line 鐵路環境宣告(EPD)」【38】【39】【40】【41】的回顧
結果，就鐵路設施生命週期評估邊界與內容加以說明，並節錄鐵路設施整體
以及鐵路客、貨運的排碳量評估結果於後。
鐵路運輸(Rail Transport)的生命週期評估可細分為兩部分：一為鐵路設施
(Railway Infrastructure)，另一則為運輸服務(Transport service)，如圖 3.38 所示。
設施部分須評估的項目包括建造設施所需材料的生產、軌道的建造、設施的
操作維護及軌道廢棄；而運輸服務部分則包括材料的生產、列車的生產、列
車的操作維護，以及列車的廢棄。

圖 3.38 鐵路運輸生命週期評估項目示意圖【38】

此鐵路設施和運輸服務的生命週期包括施工階段及營運階段，其中，營
運階段係以 60 年計算。根據此 PCR 進行環境宣告的 Bothnia 線，鐵道總長達
190 公里，另外有轉軌約 22 公里，還有 7 個旅客中心和車站。根據其鐵路設
施的環境宣告內容，排碳量評估結果如表 3.23 及圖 3.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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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Bothnia 線鐵路設施與運輸服務生命週期排碳量評估結果
項目
碳 排 放 量
(tonCO2e/km)

建造

操作

維護

總計

2,830.25

13.13

1,030.40

3,873.78

圖 3.39 Bothnia 線鐵路設施與運輸服務生命週期排碳量分項貢獻比【41】
由圖 3.39 可知，評估的細項除了前述所提及的：列車操作、列車製造與
維護、設施操作、設施材料、設施材料運輸及設施建造之外，還將鐵路設施
建造時林木移除所造成的碳匯損失一併納入考量。計算結果顯示，設施建造
與維護所需的材料排碳量佔比最高，略高於總排放量的 50%。此結果與亞洲
開發銀行就印度道路工程排碳量評估之結論：施工過程排碳量僅佔使用階段
的 5%相去甚遠。主要原因是該線承諾使用階段將優先採用綠色能源，使得使
用階段的能源耗用量雖大於施工階段，但排碳量卻相當的低，如圖 3.40 所示。
根據前述鐵路設施與運輸服務之排碳量計算結果，如圖 3.37 之架構圖所
示、再加入車貨運站體的生命週期排碳量，以 31.5%分配給客運、68.5%分配
給貨運的方式，配合該線營運 60 年期間的客、貨運量，求得 Bothnia 線單位
延人公里、延噸公里的排碳量，彙整如表 3.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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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碳量

能耗量

圖 3.40 Bothnia 線鐵路設施與運輸能耗量與排碳量評估結果分析【41】

表 3.24 Bothnia 線生命週期客、貨運單位排碳量評估結果【41】
鐵路設施
碳排放量

運輸服務

設施

設施

設施

建造

操作

維護

車輛
(製造與
維護)

車輛

總計

操作

客運(gCO2e/pkm)

8

0.037

2.9

2.1

0.079

13

貨運(gCO2e/tkm)

12

0.054

4.2

0.18

0.042

16

3.3.3 美國
美國柏克萊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系教授提出【42】(Chester and Horvath,
2009)：交通運輸工程的環境影響應由生命週期與供應鏈考量，進行較為全面
的評估與分析。該研究提出之排碳量計算式為：

此方程式的計算結果 EM 為考量特定交通型式 M 的單位延人公里(PKT)
的排碳總量，包括道路運輸：汽車、公車；軌道運輸：捷運、鐵路、輕軌列
車及航空運輸；c 代表交通型式的生命週期中涉及的組成，如捷運系統即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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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車、廠站和電力；EF 為排碳係數；U 為活動強度。
此研究於排碳量計算過程中，考量能耗項目包括：列車的製造、維修保
養與操作能耗；廠站的建造、操作與營運；以及燃料電力的生產與使用。整
體評估結果則顯示，軌道運輸之生命週期碳排放量較道路路運輸及航空運輸
的都要低；其中，又以捷運系統排放量最小，如圖 3.41 所示。

圖 3.41 加州不同交通運輸型式碳足跡計算結果

3.3.4 泰國
此研究【43】主要是根據聯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之清潔發展
機制(CDM)執行委員會認可之減量方法，CDM 方法學共包含 15 個範疇，其
中範疇 7：運輸業(Transport)中的 ACM0016，評估內容為捷運系統建造前後交
通之基線排放量與預估排放減量。此減量方法學中並未將捷運系統施工建造
階段之碳排放量納入考量，而是強調對於捷運系統完工後、因為區域交通行
為改變，可造成的減碳量進行計算分析與比較。根據 CDM 方法學減量計算流
程，該研究對於基線排碳源與方案排放源的界定如下。

68

1.基線排碳源：評估範圍內所有交通機具燃燒汽柴油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量，包括汽機車、卡車、公車等。
2.方案排碳源：捷運系統操作用電及評估範圍內所有交通機具燃燒汽柴油所造
成的二氧化碳排放量。

此研究評估架構如圖 3.42 所示，即根據交通機具平均時速的排碳係數計
算結果及未來交通量推估結果，以排放係數法求得排碳量。評估結果顯示，
捷運系統建造後以 2010 年之排碳量與基線情境比較，年減碳效益約為 105,600
tonCO2e；估算至 2020 年則年減碳量為 273,920 tonCO2e。由此可知，捷運系
統以其營運期間及服務範圍整體之交通影響情況為時空範圍考量下，確有其
減碳效益。

圖 3.42 泰國曼谷捷運系統(藍線)排碳量推估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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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道路及軌道工程面節能減碳評估文獻整合評析
3.4.1 道路工程文獻評析
根據 3.2 節之文獻回顧結果論述，本研究就各文獻之排碳量評估範圍彙整
如表 3.25。由於本研究重點在於建立道路工程面碳排放量評估方法，故所回
顧之文獻皆含道路施工建造階段之排碳量評估。由各專案計畫或研究之名稱
分析，僅澳洲和亞洲開發銀行兩案例有以碳足跡為名，但其排碳量評估範圍
其實又有所不同。由此可知，道路碳足跡推估尚未有一致的邊界界定可供引
用；在此條件下，排碳量推估應力求計算範圍與內容項目的清楚說明，以避
免錯誤的引用和無意義的比較。

表 3.25 道路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文獻計算範圍比較
範疇(分階段)
文獻別

施工

營運管理階段

建造

操作

階段

維護

重大工程計畫碳管理架構：附錄 B (2009)【25】

●

環境署工程排碳量推估模式(2010)【23】

●

CRC 哥倫比亞跨河工程(2008)【28】

●

Sightline 高速公路擴建(2007)【30】

●

●

法國 A71 高速公路工程排碳評估(2005)【31】

●

●

瑞典道路生命週期排碳量評估研究(2001)【32】

●

●

道路與建築工程環境衝擊研究(2000)【33】

●

再生瀝青道路鋪面工程排碳量研究(2009)【34】

●

澳洲

維多利亞州道路碳足跡評估(2009)【36】

●

印度

ADB 道路工程碳足跡計算方法(2010)【37】

●

英國
美國
歐盟
日本

交通

●

●

●

●

為助於本研究釐清道路工程施工建造階段的排碳量評估內容重點項目，
在此進一步就各文獻於計算道路施工建造階段排碳量所計算的項目，依溫室
氣體排放源類別：範疇一、範疇二和範疇三分別整理彙整如表 3.26。
由表 3.26 可看出，範疇一直接排放部分，排除少部分未說明其計算項目
者外，主要計算項目皆是計算現場機具操作所耗用的燃料量，再以燃料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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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係數進行碳排放量推估。範疇二電力使用排碳部分，則是幾乎全部都有納
入計算。範疇三根據文獻所列內容，又可細分為工程材料製程排碳、物料運
輸排碳和人員運輸排碳三大類，其中，工程材料以混凝土、瀝青、水泥、粗
細骨材、砂石、鋼為主，幾乎出現在所有的文獻中。
在物料運輸排碳量的計算上分為兩種型式：一是以概估方式，簡單將運
輸方式分為陸運(公路、鐵路)或水運，再以該工程計畫載運物料量、運輸距離
及貨運平均排碳係數計算碳排放量；另一種則是以運輸所耗用燃料量進行排
碳量計算。而在人員運輸部分，則是絕大多數文獻都未列入計算。另整理各
文獻就其不同邊界之排放量計算結果如表 3.27。
目前在瑞典發起的 International EPD® System 上，已可看到在營建和營建
服 務 類 別 (Constructions and construction services) 中 ， 正 在 準 備 擬 訂 公 路
(Highways)的產品類別規則(PCR)，預訂完成期程如圖 3.43 所示，已由原本預
計於今年(2011 年)8 月開始開放公開討論、10 月經審議通過後公告延後至 2012
年 6 月公開討論、9 月公告。由此可知，道路工程碳排放量評估實屬國際間共
同關注的議題，但內容具有相當的複雜程度。本研究即以前述各先進國家就
道路工程面之碳排放量評估內容回顧與評析結果為基礎，發展與建置我國道
路工程面碳排放量評估模式。

圖 3.43 瑞典國際 EPD 系統制定公路 PCR 進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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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 道路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文獻施工建造階段計算項目比較
評估範疇

範疇一

評估項目

機具操作
(燃料使用)

文獻別
英國

重 大 工 程 計 畫 碳 有計算但未列細項

範疇二

範疇三

電力使用
有計算

工程材料
有計算但未詳列細項

管理架構：附錄 B (僅圖例中可分辨部分

(僅圖例中可看到部分項目)

(2009)【25】

工項)

Ex: 鋪面工程(pavement)

Ex: 土方工程

30mm 表層石料

路基壓實

50mm DBM 50 粘層石料

覆土植生

250mm DBM 50 底層石料

材料運輸
有計算

人員運輸
未計算

150mm DBM 50 底層石料
320mm CBGMA or CBGMB, C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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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mm CBGMA or CBGMB, C8/10
環 保 署 工 程 排 碳 有計算但未列細項，僅
量推估模式(2010) 燃料類別：
【23】

柴油
生質柴油
天然氣

有計算

砂石料(瀝青、骨材、砂石、石灰石、 公路運輸

私人運具

黏土等共 16 項)

鐵路運輸

(各車種)

木材(木板、合板等共 7 項)

水運

大眾運輸

水泥砂漿(不同配比共 5 項)

(公車、捷

水泥(不同配比共 33 項)

運)

金屬(鉛、鋼、鋁、不銹鋼等共 35 項)

空運

其他混合物料(薄膜、橡膠等共 3 項)
塑膠(HDPE、PVC 製品等共 6 項)
水
美國

CRC 哥倫比亞跨河 以工程經費推估總工程能耗量，再以 70%為柴油耗用、30%為汽油耗用為假設條件評估排碳量。
工程(2008) 【28】

評估範疇

範疇一

評估項目

機具操作
(燃料使用)

文獻別
美國

Sightline 高速公路 有計算但未列細項

範疇二
電力使用

工程材料

材料運輸

人員運輸

未說明

混凝土(concrete)、鋼(steel)及其他能耗

未計算

未計算

擴建(2007) 【30】
歐盟

範疇三

密集之工程材料

法國 A71 高速公 有計算但未列細項

未說明

砂石

船運

路工程排碳評估

粗粒骨材(火成岩、石灰岩)

公路運輸

(2005) 【31】

骨材

(高速公路、一

塑化劑

般道路)

未計算

輸氣劑
水泥(CEM II/A32.5)
鋼
瀝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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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瑞 典 道 路 生 命 週 推土機

有計算

瀝青

貨運

期 排 碳 量 評 估 研 挖掘機

破碎骨材

船運

究(2001) 【32】

傾卸卡車

砂石

壓路機

生石灰

瀝青鋪築機

水泥

水泥穩定

水泥混凝土

混凝土磨耗層敷設

聚乙烯塑膠

標線劃設

合成橡膠

道路鋪面銑削

鋁、鋼、鋅
(及其他上述合成物如地基加強用之
混凝土樁柱、圍籬等)

未計算

評估範疇

範疇一

評估項目

機具操作
(燃料使用)

文獻別
日本

道 路 與 建 築 工 程 有計算但未列細項

範疇二

範疇三

電力使用
有計算

工程材料
有計算但未列細項

環境衝擊研究

材料運輸

人員運輸

有計算但未列

未計算

細項

(2000) 【33】

再 生 瀝 青 道 路 鋪 道路切割機

有計算

瀝青
碎石(初級骨材)

究(2009) 【34】

瀝青整修機

再生骨材

壓路機

瀝青混合

膠輪壓路機

再生瀝青混合料

震動壓路機

乳化瀝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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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工 程 排 碳 量 研 路面清掃機

有計算

未計算

有計算

未計算

路面加熱器
現地面層再生機具
傾卸卡車(2t-25t)

汽油
柴油
澳洲

維 多 利 亞 州 道 路 有計算但未列細項

有計算

骨材

碳足跡評估(2009)

水泥砂漿

【36】

混凝土
鋼材
瀝青等

評估範疇

範疇一

評估項目

機具操作
(燃料使用)

文獻別
印度

範疇二

範疇三

電力使用

工程材料

材料運輸

人員運輸

骨材

有計算，以燃

未計算

料用量評估

ADB 道路工程碳

有計算包括：

足跡計算指引

發電機

水泥

(2010) 【37】

固定及移動機具

瀝青

車輛及其他

乳膠

燃料油/輕柴油
柴油
汽油
其他燃料

鋼筋

有計算

鋼材
其他建築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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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7 道路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文獻計算結果比較
範疇(分階段)

施工建造階段

文獻別

營運管理階段
操作維護

交通使用

英國

重大工程計畫碳管理架 方案一 85,000 tonCO2e
構：附錄 B (2009) 【25】 方案二 95,000 tonCO2e

美國

CRC 哥倫比亞跨河工程 方案一 0

463.3 tonCO2e/day

(2008) 【28】

方案二 585,536、590,178tonCO2e

452.3 tonCO2e/day

方案三 603,472、608,224 tonCO2e

452.4 tonCO2e/day

方案四 494,010 tonCO2e

493.7 tonCO2e/day

方案五 509,171 tonCO2e

490.7 tonCO2e/day

Sightline 高速公路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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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30】
歐盟

法國 A71 高速公路工程
排碳評估(2005) 【31】

870~1,430 tonCO2e/lane-km
33,000 tonCO2e

瑞典道路生命週期排碳 瀝青混凝土路面：1,700 tonCO2e/km
量評估研究(2001) 【32】 水泥混凝土路面：2,450 tonCO2e/km
日本

道路與建築工程環境衝 以 1000 日圓兌 350 元新台幣計
擊研究(2000) 【33】

土方工程 0.046 kgCO2e/元
路面工程 0.058 kgCO2e/元
橋梁工程 0.049 kgCO2e/元
其他工程 0.046 kgCO2e/元

1,930~32,30 tonCO2e/lane-km
第 16 年：1,900 tonCO2e
第 30 年：4,850 tonCO2e

70,215~113,710
tonCO2e/lane-km

範疇(分階段)

施工建造階段

文獻別
日本

營運管理階段
操作維護

交通使用

再生瀝青道路鋪面工程 方案一 11.3 tonCO2e
排碳量研究(2009) 【34】 方案二 9.24 tonCO2e
方案三 8.77 tonCO2e

澳洲

維多利亞州道路碳足跡 760 tonCO2e/km
評估(2009) 【36】
(190 tonCO2e/lane-km)

印度

ADB 道路工程碳足跡計 國道 MP/UP：2,115.2 tonCO2e/km
算指引(2010) 【37】

11.14 tonCO2e/km

72,753.9 tonCO2e/km

省道 MP：

377.9 tonCO2e/km

17.66 tonCO2e/km

22,465.7 tonCO2e/km

道路 Ut：

109.6 tonCO2e/km

17.73 tonCO2e/km

1,695.3 tonCO2e/km

鄉間道路 W. B：48.4 tonCO2e/km

2.71 tonCO2e/km

1,425.2 tonCO2e/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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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軌道工程文獻評析
本研究於 3.3 節回顧英國、瑞典、美國及泰國之軌道工程相關排碳量評估
專案報告及研究論文，就各文獻之排碳量評估範圍彙整如表 3.28。由於軌道
工程的服務部分(列車)與設施具有直接關連，故該列車的生產應視為軌道工程
的一部分；故在瑞典和美國兩個以生命週期為考量進行軌道工程的排碳量評
估的文獻中，皆將列車製造納入計算；此部分即為軌道工程與道路工程營運
階段排碳量評估內容相異之所在。

表 3.28 軌道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文獻計算範圍比較
範疇(分階段)
文獻別

設施部分

服務部分

施工 操作 車輛 車輛
建造 維護 製造 操作

英國 重大工程計畫碳管理架構：附錄 A (2009)【25】

●

歐盟 瑞典鐵路 Bothnia Line 環境宣告(2010)【41】

●

●

●

●

美國 旅客運輸環境衝擊評估(2010)【42】

●

●

●

●

泰國 開發中國家都會區開發捷運系統衝擊評估(2008)【43】

●

●

3.5 國內外工程活動碳排放量計算參數蒐集
由於目前我國已根據環保署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進行產品碳足跡宣
告的品項不多，且皆為食品或家電用品而非本研究所須之工程營建材料。為能滿
足後續排放量評估的需求，本研究盡可能蒐集目前國內外工程材料、機具與運輸
之相關數據，作為建立參數資料庫及後續模式內使用之參數資料表的參考來源；
以下即分項簡要說明各類參數蒐集之目的及資料來源。
1.

物料參數資料
根據國外文獻回顧結果可知，工程材料對於道路工程施工階段排碳量貢獻相

當大，是不可忽視的一個要項。為此，本研究於國內物料係數資料蒐集是以碩博
士論文研究結果為主，包括張又升【44】「建築物生命週期二氧化碳減量評估」、
林志忠【45】「公共工程使用再生材料落實節能減碳初步探討」、羅紹文【46】
「預力 I 型梁橋之二氧化碳排放量評估」及楊典樵【47】「柔性路面工程之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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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排放量評估」等研究，並就其計算方法對數據進行合理修正，作為與能耗排
碳係數現況相符、可供我國到路工程排碳量推估之基礎。
此外，本研究另彙整協同主持人黃榮堯教授執行中興公司「永續營建工程碳
排放係數之研究」【48】現階段成果，彙整包括美國、加拿大、瑞典、英國、日
本、韓國、紐西蘭等國家級研究報告及生命週期評估軟體所引用之物料排碳係
數，作為可供評析本土係數值之參考。
2.

燃料參數資料
此部分國內參數蒐集來源主要為環保署產品碳足跡資訊網所公告之「產品碳

足跡計算公用係數」【49】，以及 IPCC(2006)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中我國的
燃料熱值【50】。國外部分則彙整自黃榮堯教授「永續營建工程碳排放係數之研
究」現階段成果，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紐西蘭的部分碳排放係數。
3.

機具能耗參數資料
機具能耗參數蒐集之目的在於輔助評估施工過程中的燃料使用量，藉以評估

範疇一的直接排放量。此部分參數蒐集係以本土係數為主，資料來源為林政興「生
態工程節能減碳評估」【51】及台北市工務局工料分析手冊第二篇：施工機具費
率分析及工作量計算內容【52】，就施工機具費率表中的單位時間能耗量進行整
理分析。
4.

物料人員運輸參數
物料人員運輸參數之用途在於無法直接獲得人員及物料運輸之燃料耗用數

據時，間接以人次或料量及運輸距離，進行物料人員運輸之碳排放量。本研究就
此部分文獻搜尋結果為：國內尚未有直接可引用之係數，故參數蒐集彙整係以英
國的參數資料為主，作為未來有需要推求我國平均運輸排碳參數實可參考分析之
依據。
5.

林木固碳參數
考量道路工程於整地階段必須清除植被，而後在建造過程中或完成後將進行

植生復育，都將使該工程區域範圍內的碳匯量產生變化。所謂碳匯，是指被固定
在海洋、土壤、岩石與生物體中的自然界的碳，碳匯量可能因碳儲存或固定碳的
能力喪失或增加而改變。
為適切推估剷除林地、草地可能造成的碳匯損失以及植生復育可能造成的碳
匯增量，本研究蒐集國內外林地、植栽等相關碳固定量研究結果，作為碳匯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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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之基準。我國林木碳固定能力(年吸存量)相關調查研究彙整結果【53】【54】
【55】【56】【57】【58】如圖 3.44，約為每年每公頃 10~85 ton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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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 國內外林木碳吸存量相關文獻結果分析圖

除上述研究結果彙整分析外，經本研究搜尋發現，目前我國林務局亦就其專
案成果公告有我國林木之固碳係數【59】，如圖 3.45 所示。以每公頃 1,500 株樹、
每年每公頃材積平均生長量 5~10 m2 為假設條件，則每公頃林地年二氧化碳固定
量為 7.45~14.9 tonCO2e；平均單株林木年二氧化碳固定量為 5~10 kgCO2e。
本研究另整理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發表之綠建築設計技術彙編(2005)【60】
中，台灣各種植栽單位面積 40 年二氧化碳固定量如表 3.29。比較本研究文獻回
顧、林務局公告係數與內政部綠建築設計參考資料可發現，內政部綠建築設計固
碳量參考值最高，林務局喬木之公告係數僅相當於其草地與藤蔓的固碳能力，而
本研究回顧結果喬木固碳量亦僅達綠建築設計技術彙編中灌木的固碳能力參考
值。推測原因可能是因為綠建築設計係以鼓勵植生綠化為出發點，故採高估值作
為植生減碳效益評估參數；但以此值作為碳匯損失參數則可能過於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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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 林務局公告我國樹木平均固碳能力【59】

表 3.29 台灣各種植栽單位面積二氧化碳固定量【60】
二氧化碳固定量

栽植類型

kg/m2/40 年

Ton/ha/yr

1,100

275

900

225

600

150

400

100

灌木(每 m 至少栽植 4 株以上，覆蓋面積
每株以 0.25 m2 計)

300

75

多年生蔓藤(以實際攀附覆蓋面積計)

100

25

20

5

生態複層(喬木間距
3.0m 以下，以實際綠地
面積計)

大小喬木、灌
木、花草密植混
種區

喬木(每棵喬木種植間距 大喬木
5 m 以上，樹冠覆蓋面積 小喬木
以 25 m2 計)
棕櫚類

覆土深度

1.0 m 以上

2

草花花圃、自然野草地、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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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m 以上
0.3 m 以上

3.6 國內外道路交通運輸碳排放量相關文獻回顧
道路交通運輸碳排放量主要決定於燃油耗用量，即受到運輸距離與車輛耗油
效率之影響。其中，影響車輛耗油效率的原因眾多，除了運具種類及各別耗損情
形外，車速、道路坡度、路面寬、鋪面種類等道路與行車狀況因子皆會改變油耗
速率。為能提供本研究發展交通運輸碳排放量計算方法之參考，以下即分段就國
內外交通碳排放量影響因子之研究成果及碳排放量計算內容進行回顧。

3.6.1 交通運輸碳排放量影響因子
1.坡度
本研究根據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陳佳良等人【66】針對特定車型
二氧化碳及油耗測試的數據結果，繪製特定車型、不同坡度之碳排放量回歸
分析圖如圖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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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 特定車型於不同坡度之單位行車距離二氧化碳排放量變化【66】

由圖可知，坡度對應碳排放量有正相關的關係，即坡度愈大(愈陡)則單位
車行里程之碳排放量將隨之增加。同樣是探討車輛在不同坡度變化下的碳排
放量差異，Scora 等人【67】就拖車於同一速率下(時速 70 英里/小時)、行走
不同坡度道路的二氧化碳排放量進行彙整，如圖 3.47 所示。其結果亦與前述
車輛研究測試中心研究結果相近，顯示坡度與行車排碳有明顯的正相關。

80

圖 3.47 拖車於固定速率不同坡度下之單位行車距離二氧化碳排放量變化【67】
Scora 等人【67】另實際量測重型柴油車在不同車速、不同坡度下溫室氣
體、粒狀污染物排放情形，結果顯示定速行駛情況下，碳排放係數隨坡度增
加而增加；再以 CMEM 模式推估於不同坡度之 CO2 排放係數與車速的變化如
圖 3.48 所示，可看出 CO2 排放係數與平均速率呈現開口向上之二次多項式曲
線，隨坡度增加 CO2 排放係數亦增加，且不同坡度之最佳行車速率不同，正
向坡較負向坡來的低。

圖 3.48 重型柴油車於不同坡度二氧化碳排放係數與車速的變化【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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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車輛行駛模式與路面狀況
除坡度對於行車排碳影響的研究外，Ardekani 與 Sumitsawan (2010)【69】
對德州公路之研究中，比較運具於行車過程中若因路面乾溼度、柔剛性鋪面
材料、是否有加減速情形之耗油率變化，結果如圖 3.49 所示。其中最主要的
影響變數為變速行駛，耗油為定速行駛之 5 倍之多，此外亦可發現道路屬剛
性鋪面時，較具有減碳效益。

圖 3.49 車輛行駛模式與剛/柔性路面乾溼情形排碳量比較【69】

目前本所及其他學術機構仍持續進行各因素對車輛耗油率影響研究，美
國環保署亦積極進行運輸部門能源消耗與排放推估模式(MOVES 2010)之發
展，由此可知，車輛耗油率之影響因素為另一待發展之重要議題。

3.6.2 交通運輸碳排放量計算案例
回顧國內交通建設評估規劃報告可發現，近年新建工程計畫已將交通營
運階段因延車公里改變造成之碳排放變動納入成本效益推估項目中。以下即
回顧近一年我國道路交通運輸碳排放量計算案例，作為本研究發展交通運輸
碳排放量計算方法之參考。
1.台 9 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工程規劃報告【68】
交通部公路總局於民國 99 年完成之「台 9 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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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規劃報告」成本效益評估部分有提及交通運輸減碳效益計算方式，內容
主要是利用運輸模式推估營運階段延車公里數，假設於丘陵及山嶺路段各車
種具有不同的小客車當量(PCE)，將各延車公里依各區段道路類型轉換為小客
車當量數(PCU)表示車流量，再引用「台鐵南迴線鐵路電氣化可行性研究報告」
中的單位 PCU-里程碳排放係數：240 gCO2e/PCU-km 為參數，進行交通運輸
碳排放量計算；其計算式如下：
交通碳排放量＝Σ(道路里程 × PCU × 單位里程 PCU 排放係數)

2. 行車成本調查分析與交通建設計畫經濟效益評估之推廣應用(1/2)【71】
本所民國 99 年「行車成本調查分析與交通建設計畫經濟效益評估之推廣
應用(1/2)」報告書中，為了將二氧化碳減量視為外部效益，故對於交通運輸
碳排放量進行估算。其估算內容係引用本所公路車輛行車成本調查(2000)所調
查之各車種耗油率(km/L)，換算為每延車公里所耗用之燃料量，再乘上汽、柴
油使用單位排放係數(gCO2e/L)得到車種二氧化碳排放係數如表 3.30，計算交
通運輸碳排放量；公式如下：
交通碳排放量＝Σ(道路里程 × 車流量 × 延車公里排放係數)
其中，其公車/客運係數係以延人公里為單位，故在計算時還必須乘上平
均乘載率換算為延車公里作運算。

表 3.30 各車種二氧化碳排放係數表【71】
公車/客運

大貨車

小貨車

小客車

機車

運具種類

(gCO2e/
延人公里)

(gCO2e/
延車公里)

(gCO2e/
延車公里)

(gCO2e/
延車公里)

(gCO2e/
延車公里)

CO2 排放係數

59.11

849.37

231.80

45.97

44.33

綜整前述文獻之交通運輸碳排放量評估方法，本研究分析比較交通部公
路總局【68】與本所【71】兩種交通運輸碳排放量計算方法如表 3.31。由表
可知，兩研究各有長處。在活動數據選用上，本所之研究成果以各車種之車
流量為活動強度數據計算油耗量，較符合實際交通情形；而在排碳係數選用
上，公路總局和本所皆以全國平均的碳排放係數為參數，而非針對特定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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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油耗狀況為考量，較不易反映實際交通情形；但公路總局計算方法中，有
加入地形差異的考量因子，相對而言可部分反映道路坡度或總爬升高程的差
異，是為可取之處。

表 3.31 碳排放計算使用參數與假設比較分析
比較
項目

公路總局【68】

活動
小客車當量數(PCU)
數據
單位里程 PCU 排碳係數
排碳 (240g CO2e/PCU-km)
係數

本所【71】
各車種車流量
各車種耗油率(km/L)
汽柴油燃料排放係數
各車種延車公里排碳量(gCO2e/vkm)、
延人公里排碳量(gCO2e/pkm)

其他 假設各車種於丘陵與山嶺 假設 路段小客車當量(PCE)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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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模式及參數
資料庫之建立
4.1 名詞界定
為確保本研究後續發展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計算方法及模式建立與應用
的一致性，本節首先針對相關名詞進行界定，作為後續參考與使用本研究成果之
依據。
1.

交通運輸工程
根據林大煜等人【61】的定義，交通運輸工程所涵蓋的範圍包括港埠、機場、

公路、橋梁、鐵路、捷運等，是土木工程的分支。為促進經濟與社會持續發展，
政府推動的重大交通工程建設涵蓋公路建設、鐵路建設、港埠建設、捷運建設，
其特色是考量國家或地方等區域性整體運輸的需求，經由行政程序審核所規劃出
的各項建設計畫，所需工期較一般基礎建設長，經費亦相對龐大。有鑑於交通運
輸工程涵蓋範圍過於廣泛，故本研究首先以最普遍、影響範圍最廣的道路建設為
考量，將道路、橋梁及隧道三類工程定義為道路工程並聚焦於此，作為本研究進
行碳排放量評估的對象。
2.

道路工程生命週期
由於過去公務部門對於工程生命週期之各階段表述名稱並未統一，故在公共

工程委員會所編列之公共工程經費估算編列手冊中，因工程種類不同對於可行性
研究、規劃及設計等階段即有不同名稱。參考第 0970301 號公共工程委員會專案
研究計畫【62】，不同工程之生命週期名稱如表 4.1；而符合本研究對象交通運
輸工程的生命週期名稱以粗體字表示。
本研究即以滿足規劃設計階段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所需為目的，就道路工程之
施工建造、操作維護及營運管理階段碳排放量計算進行方法之發展及參數資料庫
與推估模式的建立。其中，施工階段係指工程本體實際執行建造的期間，操作維
護及營運管理階段則以該工程之設計年限為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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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不同公共工程之生命週期名稱【62】
工程種類
建築工程

生命週期各階段
構想書

規劃

可行性研究
(先期規劃)

綜合規劃

基本設計
(初步設計)

細部設計

水庫、隧道工程

初步規劃

可行性規劃

基本設計

詳細設計

水力發電工程

初期勘查

可行性研究

基本設計

詳細設計

0~10%

10~20%

20~30%

30~100%

公路、鐵路、港灣、
機場及捷運工程

設計完程度
3.

設計

施
工
階
段

操作
維護
及營
運管
理

溫室氣體
根據我國環保署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15】，計算碳足跡時應涵蓋所

有 IPCC 所公布之溫室氣體。故除了一般溫室氣體管制所提及、京都議定書所列
管的六類溫室氣體：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
(H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六氟化硫(SF6)外，蒙特婁議定書所管制之物質、氟
化 醚 (Fluorinated ethers) 、 全 氟 聚 醚 (Perfluoropolyethers) 及 碳 氫 化 合 物 及 其 他
(Hydrocarbons and other compounds–direct effects)等溫室氣體亦同為評估對象。
4.

碳排放量
參照國際上計算碳排放量之方法，本研究以二氧化碳當量(CO2e)為一致單

位，將交通運輸工程中可直接計算求得之各溫室氣體排放量以表 4.2 之全球暖化
潛勢值(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進行換算。對於無法個別計算不同溫室氣
體排放量、必須間接以排碳係數(單位資源用量之二氧化碳當量排放量)計算，如
材料使用、施工用電用油等，則盡可能蒐集我國本土相關排放係數，以排放係數
法：活動強度(資源耗用量)與排放係數之乘積推估出碳排放量。
表 4.2 全球暖化潛勢值【63】
溫室氣體

全球暖化潛勢(GWP)

CO2

1

CH4

25

N2O

298

HFCs

124~14,800

PFCs

5,700~11,900

SF6

2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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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碳匯變化量
碳匯係指物質歸結之所，自然界的碳因自然作用被固定在海洋、土壤、岩石

與生物體中，這些碳固定量於本計畫中即統一稱為碳匯；一般認為海洋、土壤與
森林是地球上主要的碳匯產生源。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及登錄管理原則(2010)
【64】將碳匯量界定為：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
除之數量，扣除固定或封存於碳匯過程中所產生之排放量及一定期間後再排放至
大氣之數量後，所得到固定或封存之溫室氣體排放量淨值。
本研究考量道路工程於施工階段進行整地時、會移除地表的林地或草地，造
成碳匯損失，以及施工過程中或完成時會進行植樹造林等復育措施，以植生面積
每年的碳吸存量為碳匯源，探討道路工程施工建造、操作維護及營運管理階段可
能的碳匯變化情形。
6.

道路工程碳足跡
根據本報告書 3.1.3 節就碳足跡相關規範及 3.2 節就其他國家現階段以道路

工程碳足跡為名進行評估的內容與計算結果呈現方式可知，道路工程碳足跡應為
單位道路的碳排放量；亦即，為道路工程整體碳排放總量除以道路的功能單元數
量的數值。有鑑於國內外尚未對於單位道路的計量方式有明確定義，故本研究參
考專家諮詢會議所得建議，初步以單位道路面積、單位橋面積及單位隧道面積單
位，作為道路工程碳排放總量計算結果換算成為道路工程碳足跡、進行比較分析
之依據。

4.2 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模式功能界定
基於名詞界定之內容，本研究即以道路工程施工及維護管理兩階段為評估對
象，以合乎國內外碳足跡評估的觀點、計算方法正確與內容完整為基本考量，發
展一套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模式，作為可合理解釋與分析道路工程排碳量
評估結果、可提供規劃設計階段決策分析所需碳排放資訊之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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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推估邊界與範疇界定
首先根據我國法規公告內容整理邊界與範疇之定義如下：
1.

邊界
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及登錄管理原則(2010)【64】將盤查邊界界定為：指盤

查排放量及碳匯量所屬排放源之地理範圍，並將溫室氣體排放及碳匯量分類為直
接排放、能源利用間接排放及其他間接排放。又根據環保署開發行為溫室氣體排
放增量評估及抵換規劃計算指引(2010)【65】第貳章，二、邊界設定所述內容：
為確保評估內容能夠反應出其開發案之溫室氣體排放量狀況，開發單位應參照營
運控制權法，完整呈現開發行為之邊界，並列出邊界內所有溫室氣體排放源。
2.

範疇
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及登錄管理原則【64】將排放範疇界定為：指依溫室氣

體排放來源劃分之三大類溫室氣體排放範疇，範疇一係指來自於製程或設施之直
接排放；範疇二係指來自於外購電力、熱或蒸汽之能源利用間接排放；範疇三係
指非屬自有或可支配控制之排放源所產生之排放，如因租賃、委外業務、員工通
勤等造成之其他間接排放。又環保署開發行為溫室氣體排放增量評估及抵換規劃
計算指引【65】第貳章，三、溫室氣體排放量化部分述及：開發單位在環境影響
評估書件中至少需量化範疇一及範疇二的溫室氣體排放量，並定性描述範疇三的
溫室氣體排放量。
由上述法規的名詞說明可知，邊界為特定的時間或空間範圍，範疇則是指應
計算之碳排放量類別項目。就空間範圍而言，考量範疇一和範疇二的邊界設定應
以營運控制權法為依據，即以實際具有管理權力的範圍做劃分，範疇三部分因大
多數屬不可控制範圍，故目前溫室氣體管理規則與指引僅強調對範疇三的排放源
進行定性描述，而未將之納入邊界中。
本研究因以碳足跡觀點進行道路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故與前述組織型溫室氣
體盤查之範疇有所不同。根據環保署產品與服務碳足跡計算指引【15】，碳足跡
評估的邊界必須以既存的產品類別規則為依據，若相關或類似之產品類別規則不
存在時，則至少應考量產品生命週期中的：(1)原物料的製造過程排碳；(2)能源
供應與使用排碳；(3)製造過程包括耗材使用的排碳；(4)製造場所營運的排碳；
(5)運輸排碳；(6)儲存排碳；(7)使用階段排碳；及(8)最終處理階段排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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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產品碳足跡邊界內容的考量，本研究即以工區及工程設施運作的區
域為範圍，考量包括工區範圍內或就近為因應此工區所需的工務所、預拌廠和預
鑄廠等於道路建造過程中的製程能源供應與使用及營運場所的排碳，相當於對應
組織型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的範疇一、二部分；另還須以道路建造之原物料與耗材
即工程材料之製造過程排碳及各式物資運輸與儲存排碳，相當於組織型溫室氣體
排放管制的範疇三部分。最後還必須考量道路工程建造完成後於使用階段與最終
處理階段的排碳。
基於永續公共工程的理念且道路工程使用期限較一般產品生命週期長，故本
研究暫不考量道路工程之最終處理階段，將道路工程碳足跡計算邊界界定以道路
工程施工和維護管理兩階段為時間邊界，建立碳排放量推估方法與模式。根據上
述內容，本研究之範疇界定如圖 4.1 所示。

圖 4.1 道路工程碳排放量評估邊界與施工階段範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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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方法
根據本研究發展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模式之功能、邊界與範疇界定，
以下即分別就道路工程施工建造、操作維護及營運管理階段之排碳量推估方法進
行探討。

4.4.1 道路工程施工階段排放量推估方法
依據 4.1 節對於碳排放量的定義以及 4.2 節本研究所發展之碳排放量推估
模式之功能界定，以及第三章國內外溫室氣體盤查與管制相關規範與先進國
家交通運輸工程面碳排放量評估與調查之回顧結果，可預期的是，在規劃設
計階段可取得用以推估碳排放量的資料，皆為無法個別計算不同溫室氣體排
放量而必須間接以排碳係數進行碳排放量推估的項目。
因此，本研究即採排放係數法為一致的碳排放狀況量化評估方法，計算
式為：
碳排放量(CO2e)＝Σ活動強度 × 排碳係數(CO2e/單位活動強度)

其中，活動強度係指會造成排碳量的相關活動量，應根據範疇一、二、
三所含括的內容加以鑑別；而排碳係數則是指對應各項排碳活動的單位活動
強度排碳量。以範疇一直接排放為例，活動強度可能為機具操作的柴油用量，
則須以單位柴油的排碳係數計算排放量。由此可知，活動項目鑑別與對應排
放係數的蒐集同等重要，必須能夠完整鑑別重要排碳活動項目，且有相對應
的排碳係數，才能正確推估出工程碳排放總量。
根據 4.3 節的說明，施工階段應納入排碳量估算的項目類別應包括：施工
過程中現場機具設備等使用燃料之直接排放及使用外購電力之間接排放；另
有來自工區範圍外工程材料的生產排碳，施工機具設備、材料及人員的運輸
排碳，以及在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及登錄管理原則【64】有提及之碳匯變化
量。將上述排碳量計算內容簡化，則工程碳排量計算可歸納包含 A~E 五大類，
如圖 4.2 所示。
以下即就各類工程施工階段之排碳活動計算方法分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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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道路工程施工階段碳排放量計算類別
1.A：直接排放量
在工區範圍內所需考量之直接排放量即為施工機具設備或現場的燃料使
用排放量。簡而言之，此類別應首先取得施工過程、工區範圍內各項燃料用
量，並輔以燃料排碳係數計算之。考量本模式使用時機為規劃設計階段，可
能無法就相關燃料用量提出數據，故替代方案為統計機具工作量(操作時間)，
再輔以施工機具單位時間燃料耗用率推估燃料用量，進行排碳量計算。
根據上述計算方法，本研究之直接排放量計算方式可整理如下式：
直接碳排放量
＝Σ燃料用量 × 燃料排放係數
＝Σ(Σ機具操作時數 × 機具單位時間油耗) × 燃料排放係數

2.B：外購電力排碳量
此部分係指工區範圍內場地照明、通風或耗電機具設備的用電量。必須
注意的是，此處所指電力係為外購電力，例如向台電公司購買的電量，並以
能源局所公告之電力排放係數進行排碳量計算。若用電設備機具所耗電力來
自於燃油發電機，則此部分應以發電機之燃料耗用量於直接排放量中計算。
根據上述計算方法，本研究之外購電力排碳量計算方式可整理如下式：
外購電力碳排放量 ＝Σ用電量 × 電力排放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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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物料排碳量
為滿足本研究以碳足跡觀點進行道路工程碳排放量推估，物料使用的排
碳量亦於本研究中應量化計算之。同樣地，在考量本模式使用時機為規劃設
計階段的情況下，工程材料項目與用量推估可能有粗細不同。舉例而言，道
路工程於細部設計階段可能可就工程規模估出水泥、骨材、砂礫等細項資材
的用量，但在基本設計階段可能僅有混凝土量一大項。
為能界定符合道路工程工程材料的主要項目，本研究進一步針對表 3.26
所彙整之各文獻工料進行分析，就各文獻皆提及納入計算排碳量之工程材料
項目進行整理，並參考國內公共工程經費電腦估價系統(PCCES)所列之大宗資
材、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國道東部公路細部設計資料：土方及路面工程、橋梁
工程以及隧道工程的內容，以及蘇花改計畫工程概算書進行資料分析，節錄
使用量較大之項目，將主要工程材料項目如表 4.3。

表 4.3 道路工程主要工程材料項目分析
資料

文獻回顧

PCCES

來源

(重複項目)

大宗資材

國道東部公路細部設計資料
路工

橋梁

隧道

蘇花改工程
評估結果

水泥

水泥

水泥

水泥

水泥

預拌混凝土

砂石料

砂

砂

粗細粒料

砂

噴凝土

粗細骨材

級配

粒料

高爐石粉

粗細粒料

鋼構材及配件

混凝土

混凝土

高爐石粉

石粉

炸藥

鋼筋

瀝青混凝土

石粉

鋼筋

鋼管

岩栓、鋼支保

鋼筋

瀝青

鋼管

鋼支保

炸藥

型鋼

鋼筋

鋼板/型鋼

鋼護鈑

橡膠

鋼棒

工料 瀝青
項目 鋼材
鋼筋
塑膠
橡膠

鋼管

木材

鋼筋

比較國道東部公路細設資料與其他兩工料分析來源所列之工程材料項目
可看出，細設資料中並無混凝土和瀝青混凝土兩項。主要原因為進入細設階
段後，混凝土已被視為大項並進一步拆解成為水泥、砂石等細項。根據蘇花
改工程主要碳排放項目分析結果，本研究即以預拌混凝土、噴凝土、鋼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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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件、鋼筋為主要工程項目(約佔總排碳量之 50%)，作為計算工程材料排碳
量之活動項目。
根據上述計算方法與項目之探討，本研究之工程材料排碳量計算方式可
整理如下式：
工程材料碳排放量 ＝Σ工程材料用量 × 工程料料排放係數

4.D：運輸排碳量
如圖 4.2，運輸排碳量應考量的項目包括：機具運輸、工料運輸、人員運
輸以及廢棄物運輸四種。運輸行為造成碳排放主要源自於運具在運輸過程中
的燃料耗用，因此，運輸排碳量可利用燃料耗用量與燃料排碳係數計算得知。
然而在考量本模式使用時機為規劃設計階段的情況下，可能難以提供運輸所
須的燃料耗用量。為此，在已知運送機具、物料、人員或棄土數量、運具載
貨量及運輸距離的情況下，可以運具的燃料耗用係數進行燃料耗用量的推估。
根據上述計算方法，本研究之運輸排放量計算方式可整理如下式：
運輸碳排放量
＝Σ燃料用量 × 燃料排放係數
＝Σ[Σ(運輸量/運具載運量) × 往返運輸距離 × 運具油耗係數] ×
燃料排放係數
在該工程運輸所需燃料量資料無法取得或計算獲得的情況下，另參考英
國環境署工程碳排放計算器之運輸排碳量計算方式，可考慮以全國統計資料
進行特定運輸型式之單位延人公里(客運)或單位延噸公里(貨運)燃料耗用量為
參數，以運輸距離估算該工程的碳排放量。此運輸排放量計算的替代方式可
整理如下式：
運輸碳排放量
＝Σ[(運輸量 × 運輸距離) × 單位運輸距離燃料耗用量] ×
燃料排放係數

5. E：碳匯變化量
碳匯變化量部分係以地表植被的改變量為活動強度，若植被遭移除代表
碳匯減量、植生復育則代表碳匯增量，輔以林木固碳係數進行碳匯變化量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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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根據上述計算方法，本研究碳匯變化量計算方式可整理如下式：
碳匯變化量＝Σ林木變化量 × 林木固碳係數

綜整上述計算內容，本研究發展之道路工程施工階段排放量推估流程如
圖 4.3 所示，總工程碳排放量計算方式為：
工程總碳排放量＝ A + B + C + D - E

圖 4.3 道路工程施工階段排碳量推估流程圖

4.4.2 道路工程營運管理階段排放量推估方法
如圖 4.1 所示，道路工程營運管理階段排放量包含兩部分，一部分為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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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維護排碳，如通風、照明、號誌等連續性耗能的活動，以及道路養護、
重新鋪設等定期性的物料使用、施工活動；另一部分則為道路上用路車輛的
交通排碳。以下分別就本研究對於此兩部分發展之碳排放量推估方法進行說
明。
1.道路操作維護碳排放量
考量本研究發展之碳排放量評估模式適用時機為道路工程之規劃設計階
段，在對於相關操作維護工作有規劃或設計資料可供計算排碳量的情況下，
則可應用施工階段碳排放量評估模式，就道路工程操作維護之使用燃料的直
接排放、使用外購電力的間接排放，以及其他排放與碳匯變化量進行道路工
程操作維護碳排放總量計算。但在規劃設計單位無法產出操作維護的其他項
目所需之燃料、電力、物料、人力等活動強度相關資料的情況下，本研究建
議：依照比例原則，以施工階段碳排放總量推估道路工程操作維護階段之碳
排放量。
根據 3.2.3 節國外交通運輸排碳量研究之回顧中，瑞典對交通運輸生命週
期之盤查分析為估算道路 40 年生命週期內建造、操作、維護階段之排碳量，
其中操作維護排碳量約佔施工階段碳排放之 14%(維護 10%、操作 4%)；法國
A71 公路建造與維護碳排放評估研究中，以 30 年生命週期估算道路各階段排
碳量，當中道路操作維護之排碳量約佔道路施工階段碳排放的 14%。在我國
道路操作維護工程並未有碳排放量推估或調查資料的現況下，本研究建議以
施工階段工程碳排放總量評估結果為參數，以其 14%計之。

2.道路交通運輸碳排放量
參考本報告 3.6 節所回顧與分析的交通運輸排碳量評估因子與排碳量計
算方法，本研究擬採最能反映道路上實際交通狀況的方式，綜合考量行車距
離、車種、車速與坡度對於行車油耗的影響，提出交通運輸碳排放量計算方
法。在車種與車速對於油耗量的影響部分，本研究參考本所運輸部門能源與
溫室氣體資料之建構與盤查機制之建立(2/3)-探討運輸部門政策對溫室氣體排
放(2009)【70】研究報告所載之各車種、不同車速下單位燃料可行駛里程數，
其原始資料如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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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不同車速下各車種耗油率分析表【70】
耗油率
(km/L) 自用小 自用小 營業小
車速
客車 客車(柴) 客車
(km/hr)

汽油小
貨車

柴油小
貨車

大貨車

大客車

公車/客
運車

二行程
機車

四行程
機車

5

5.68

5.68

5.76

5.17

3.99

1.94

2.32

2.17

8.50

8.50

10

6.10

6.10

6.18

5.66

4.34

2.03

2.43

2.27

15.24

15.24

15

6.55

6.55

6.63

6.18

4.70

2.12

2.53

2.36

20.39

20.39

20

7.02

7.02

7.11

6.75

5.08

2.21

2.64

2.46

24.09

24.09

25

7.50

7.50

7.60

7.34

5.48

2.29

2.74

2.55

26.52

26.52

30

8.00

8.00

8.11

7.95

5.87

2.37

2.83

2.65

27.82

27.82

40

9.00

9.00

9.11

9.14

6.58

2.52

3.01

2.81

27.68

27.68

50

9.90

9.90

10.02

10.09

7.09

2.63

3.14

2.93

24.93

24.93

60

10.55

10.55

10.69

10.52

7.26

2.70

3.22

3.01

20.84

20.84

70

10.84

10.84

10.98

10.31

7.03

2.71

3.24

3.02

16.65

16.65

80

10.70

10.70

10.84

9.51

6.48

2.67

3.19

2.98

13.63

13.63

90

10.16

10.16

10.29

8.38

5.74

2.58

3.09

2.88

13.04

13.04

100

9.33

9.33

9.45

7.16

4.96

2.46

2.93

2.74

-

-

為配合交通車流量調查資料以小型車、大客車、大貨車、連結車、機慢
車之分類形式，本研究利用簡化假設方式將耗油率分析表中車種歸類：小客
車與小貨車取平均值歸類為「小型車」、大客車與公車/客運車取平均值歸類
為「大客車」、二行程與四行程機車耗油率取平均值歸類為「機慢車」、並
以大貨車耗油率替代「連結車」方式換算得出各車種汽柴油之耗油率。而後
將此耗油率取倒數轉換為單位延車公里油耗率如表 4.5。惟採用表 4.5 參數計
算交通運輸排碳量時必須注意自用小客車使用燃料別，於交通部統計資料之
民國 99 年自用小客車使用狀況調查報告【74】顯示，自用小客車使用汽油比
例高達 98.3%，因此，本研究在計算小型車交通排碳量時，假設有 98.3%之車
輛燃料為汽油、1.7%為柴油之比例分配原則進行估算。
將表 4.5 延車公里油耗率乘上里程數與車流量後，得到之活動量為車輛之
耗油量，故再乘上環保署碳足跡網站燃料係數資料庫中之燃料排碳係數：汽
油 2.361 kgCO2e/L、柴油 2.65 kgCO2e/L，即可求得不考慮坡度的交通運輸排
碳量。
表 4.5 不同平均車速下各車種延車公里油耗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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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耗率(L/km)
車速(km/hr)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5
10
15
20
25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小型車

大客車

大貨車

連結車

機慢車

0.18
0.21
0.17
0.20
0.16
0.18
0.14
0.17
0.13
0.16
0.12
0.15
0.11
0.13
0.10
0.12
0.09
0.12
0.09
0.12
0.10
0.12
0.10
0.14
0.12
0.15

0.00
0.45
0.00
0.43
0.00
0.41
0.00
0.39
0.00
0.38
0.00
0.37
0.00
0.34
0.00
0.33
0.00
0.32
0.00
0.32
0.00
0.32
0.00
0.34
0.00
0.35

0.00
0.52
0.00
0.49
0.00
0.47
0.00
0.45
0.00
0.44
0.00
0.42
0.00
0.40
0.00
0.38
0.00
0.37
0.00
0.37
0.00
0.37
0.00
0.39
0.00
0.41

0.00
0.52
0.00
0.49
0.00
0.47
0.00
0.45
0.00
0.44
0.00
0.42
0.00
0.40
0.00
0.38
0.00
0.37
0.00
0.37
0.00
0.37
0.00
0.39
0.00
0.41

0.12
0.00
0.07
0.00
0.05
0.00
0.04
0.00
0.04
0.00
0.04
0.00
0.04
0.00
0.04
0.00
0.05
0.00
0.06
0.00
0.07
0.00
0.08
0.00
-

為能將坡度對於油耗量乃至於碳排放量的影響納為本研究交通運輸碳排
放量計算之參考，本研究即參考 3.6.1 節回顧之 Scora 等人【67】對於不同坡
度、不同行車速率下的碳排放量回歸多項式，分別代入時速 40、50、60 km/hr
計算各坡度排碳量數值，可得到不同坡度下車速變化之延車公里排碳量如表
4.6。
根據交通部公路總局台 9 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工程規劃報告
(2010)【68】指出，台 9 線之郊區公路段坡度為 3%以內、隧道段為 2%以內，
而在其道路設計標準表中設計速率在 40~60 km/hr 之間，對應之縱向坡設計值
落在 5~10%之間。因此，本研究在此先根據台 9 線路段類型之調查資料【68】，
將原台 9 線郊區公路山嶺區坡度假設為 6%、郊區公路丘陵區 3%、新建改善
路段假設為隧道之最大坡度 2%，而後將三種不同坡度排碳量數值與坡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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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之排碳量與進行比較，得出同一車速下因坡度不同而造成碳排放增量之比
例關係如表 4.6 所示。
表 4.6 不同道路坡度碳排放量變化比例參數
車速(km/hr)
道路種類(坡度)

40

50

60

郊區山嶺(6%)

2.69

2.93

3.08

郊區丘陵(3%)

1.81

1.94

2.02

隧道(2%)

1.53

1.61

1.67

平地(0%)

1.00

1.00

1.00

由於本所之不同車速下各車種耗油率分析為綜合數值，故本研究在此假
設表 4.5 之各式車輛不同車速下的油耗狀況為平地的行車狀況，在不同車速下
對應不同坡度則必須乘上表 4.6 所列之坡度修正係數計算油耗量，進而以燃油
係數推估碳排放量。
綜合上述對於車種、車用燃料別、車速及坡度等因子對於交通運輸油耗
量的考量，本研究建議之營運階段交通運輸碳排放量計算式為：
交通運輸碳排放量
=Σ[(車輛行駛里程 × 車輛數量 × 單位里程油耗量) × 坡度影響因子]
× 燃料排放係數

4.5 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推估參數資料庫之建立
為滿足本研究以排放係數法進行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所需，本研究針
對國內外工程材料排碳係數、電力燃料排碳係數、機具能耗係數及運輸排碳係數
進行資料蒐集彙整，分析國內外排碳係數整理之詮釋資料項目，藉以建立人、機、
料參數資料表，並匯入各文獻資料，成為參數資料庫，作為本研究所發展之道路
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模式中，參數資料表的來源。
以下即分節就參數資料表詮釋資料項目之探討，以及根據本報告書 3.5 節之
五大參數類別與文獻來源，建立各類參數資料表並匯入資料成為參數資料庫之成
果進行說明。由參數資料庫彙整結果，本節最後並提出一套參數選用原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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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道路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模式之參數資料的依據。

4.5.1 參數資料表資料項目之探討與資料庫建立
1.物料參數資料表
根據本研究回顧國內外工程碳排放量計算相關文獻，並就有較為完整之
物料參數資料表的文獻、其所列資料項目進行分析，整理英國以及國內物料
參數資料表之欄位項目如表 4.7 與表 4.8 所示。據前節所述之排碳量評估方
法，本研究將採用物料生產排碳係數進行物料生產排碳量計算，運輸部分則
是另以燃料用量估計之，故在採用國內係數時排除物料運輸排碳量，僅採其
生產排碳量部分為參考係數。
表 4.7 國外文獻排碳係數資料表欄位項目分析
文獻

UK, Bath【76】

UK, Defra【72】

UK, EA【77】

原始資料

有(設計標準格式並據以記錄)

無

無

計算內容

共 35 大類(各類別內又有細項)

75 項

共 7 類(105 項)

SIC 編碼

類別

產品類別名稱

產品名稱

基本資料
產品名稱
資料筆數

產品密度單位
產品密度

排碳資料

平均生產耗能量(EE)

二氧化碳排放量
甲烷排放量
氧化亞氮排放量
氫氟碳化物排放量
全氟碳化物排放量
六氟化硫排放量

詮釋資料

說明

平均生產排碳量(EC)

總生產排碳量

排碳量

[kgCO2e/kg]

[kgCO2e/歐元]

[tCO2e/t]

評估邊界

評估邊界

備註(specific comment)

資料來源(文獻碼)

僅考量燃料電力耗用排碳故不

內容主要為燃料、電力及

代表溫室氣體排放量(建議以 6%

機具、運輸排碳係數

增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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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國內文獻排碳係數資料表欄位項目分析
文獻

張又升【44】

林志忠【45】

楊典樵【47】

黃榮堯【48】

原始資料

有

有

採張又升數據

有(盤查數據)

(部分能耗數據)

(部分盤查數據)

計算內容

各類建築材料

公共工程材料

一般、再生瀝青混凝 一般、再生瀝青混凝

共 110 項

共9項

土

基本資料

土
材料編碼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單位
原料項目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單位

單位

原料開採

原料

原料運輸

運輸(假設運距、單位
油耗、運具運量，以
油耗係數求)

產品生產

使用能源類別：電

原料處理與產品製

使用能源類別：

排碳量資料 能、燃料煤、燃料

造：投入原料名稱/

電能、燃料煤、燃料 重油、電力

項目

使用能源類別：

油、重油、天然氣、 量、用電量、燃料用 油、重油、天然氣、
液化石油氣

量、產品產量

液化石油氣

耗能量
生產排碳量

生產排碳量

排放量
[kgCO2e/T]

產品運輸
排碳量

總貨運量

總貨運量

總延噸公里

總延噸公里

資料項目

車輛單位運量
平均運距

假設運距

平均運距

單位里程耗油
排碳量(產品運輸階

單位里程耗油
排碳量(產品運輸)

排碳量(運輸階段)

生產運輸排碳量

生產運輸排碳量

段)
總和

生產運輸排碳量
[kgCO2e/物料單位]

[kgCO2e/物料單位]

詮釋資料

[kgCO2e/T]
資料來源(文獻碼)
國別
生命週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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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表 4.7 與 4.8 的比對分析，本研究即採共同的欄位項目(粗體字)為參
數資料表的欄位項目，即物料資料表包括：材料類別、材料名稱、單位、排
碳係數、資料來源(文獻編碼)、生命週期範圍、國別、備註(材料編碼)八項。
根據上述資料欄位設計，本研究建立之物料參數資料表與資料匯入整理結果
如圖 4.4 所示，共計有國內外物料排碳係數 366 筆。

圖 4.4 物料參數資料表頁面
2.燃料參數資料表
在燃料參數資料表中，本研究將電力係數一併整理於此，除將材料名稱
修正為電力/燃料名稱外，其餘資料欄位皆比照物料資料表。根據上述資料欄
位設計，本研究建立之電力燃料參數資料表與資料匯入整理結果如圖 4.5 所
示，共計有國內外電力燃料排碳係數 10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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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電力燃料參數資料表頁面
3.機具能耗參數資料表
在機具能耗參數資料部分，本研究參考交通部公路總局之施工機具費率
表、工料分析手冊之施工機具費率表及水土保持局工程預算書編製原則及工
料分析等資料，就其所載之各類型機具能耗量進行彙整。參考各手冊資料之
欄位，本研究係以：機具名稱及規格、飛輪出力(kW)、燃料類別、燃料耗用
係數、燃料耗用係數單位、機具燃料耗用率、機具燃料耗用率單位及資料來
源八項為資料表欄位，進行機具能耗參數的彙整。根據上述資料欄位設計，
本研究建立之機具能耗參數資料表與資料匯入整理結果如圖 4.6 所示，共計有
國內機具能耗係數 115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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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機具能耗參數資料表頁面
4.交通運輸參數資料表
在物料/人員運輸參數資料表的欄位項目部分，本研究參考英國針對運輸
排碳係數彙整之四個文獻內容，以：運輸類型(客、貨運)、運輸型式(公路、
鐵路、水路、航空)、運具類別(汽油車、柴油車、替代能源車等)、運輸方式(貨
車、小轎車、休旅車等)、排碳係數、單位、資料來源、備註共八項為欄位進
行物料/人員參數資料的彙整。根據上述資料欄位設計，本研究建立之物料/
人員運輸參數資料表與資料匯入整理結果如圖 4.7 所示，共計有國外物料人員
運輸參數 156 筆及本研究藉由鐵路局交通年報資料揭露之 2000 年至 2007 年
貨運量、用電量、用油量和客貨運比例計算求得之我國鐵路延噸公里排碳係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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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物料/人員運輸參數資料表頁面
5.林木固碳參數資料表
林木固碳參數資料表則參考本報告書 3.5 節所述之相關參數蒐集結果，因
為數量不如前幾項參數龐雜，故可較簡單地以：林木類別、固碳係數、單位、
資料來源、備註共五項為欄位進行固碳參數的彙整。根據上述資料欄位設計，
本研究建立之林木固碳參數資料表與資料匯入整理結果如圖 4.8 所示，共計有
國內林木固碳參數 2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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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林木固碳參數資料表頁面

綜合物料參數資料表、電力燃料參數資料表、機具能耗參數資料表、交
通運輸參數資料表及林木固碳參數資料表，共計彙整來自 43 個相關文獻的參
數資料，即為本研究所建立之交通運輸工程人、機、料參數資料庫，各參數
資料表詳細內容詳見附錄 1。

4.5.2 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推估參數選用及分級原則
經本研究蒐集相關參數進行彙整後發現，相同的物料在不同國家或相同
國家不同研究中，也有不同的數值。為此，本研究參考溫室氣體盤查相關規
範與文獻中的建議，以本土化、可信度與時間性三者為本研究選用參數原則，
作為篩選與節錄參數資料庫之數據應用於道路工程施工階段碳排放量推估模
式中的基準。茲分別就參數選用三項原則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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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土化
根據環保署最新公告之溫室氣體查驗指引(2010)所載【78】，在量化碳排
放量時，應採實務可行下最高準確等級之量化方法，以準確的估算排放量。
又其所規定之量化參數、排放係數之優先選擇順序為：自廠發展係數＞同業
使用係數＞設備提供之係數＞區域公告係數＞國家公告係數＞國際公告係
數。由此優先順序可知，在參數選用時，應以溫室氣體排放源自廠或供應商
的係數為先，而後才是地區或國家的公告值，最後才是國際公告值。
而在相關文獻的回顧過程中，亦有文獻嚴正提出不建議其他地區或國家
採用其推估過程中使用的排碳係數，特別是排碳係數發展最為活躍的英國。
為此，本研究將本土化列為參數選用的第一項原則，以我國係數為優先選用
對象。
2.可信度
除了以國內係數為優先選用對象為基礎外，則必須對於係數的可信度進
行篩選。依據環保署溫室氣體查驗指引(2010)【78】，雖然自廠發展係數、同
業使用係數等優於國家公告係數，但未來在溫室氣體減量法通過施行，這些
係數均須取得環保署或相關政府主管機關同意，方能使用。就本模式所扮演
的角色為對尚未進行的工程施工階段排碳量推估而言，並無法取得相關的自
廠係數；而在國內組織碳盤查及碳足跡盤查尚在發展階段的情況下，亦難以
要求供應商提供相關係數。
為此，就本研究文獻回顧及係數蒐集彙整結果分析，本研究將就內容的
可信度，以國家政府機關公告優於專案報告、專案報告又優於研究論文之順
序，選擇本研究碳排放量推估模式引用之參數。
3.時間性
為使碳排放量推估結果更接近於現實狀況，除選用國內參數、以較具公
信力的來源為優先外，本研究將考量係數公告或產出的時間，以較接近現況
者，如：電力排放係數採我國能源局最新公告之民國 99 年數據【79】，作為
優先選用係數。
根據上述選用原則，本研究進一步發展參數分級原則，藉以就後續發展
之道路工程施工階段碳排放量推估模式中，參數資料表的各項係數給予適當
的級別，作為後續其他研究應用或進行參數補強更新的參考依據。茲以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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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概分，整理各級別對應之條件如表 4.9；其中，A 級數據為最可信賴的數
據，而 D 級數據為最不建議使用的數據。
表 4.9 碳排放量推估參數級別分析表
級別

條件說明

A

國家政府機關公告數據

B

國內專案或研究報告及論文數據

C

國際公告數據

D

他國研究數據

4.6 交通運輸工程施工階段碳排放量推估模式
本研究參考英國工程碳排放量評估工具，並根據本研究所發展之工程施工階
段碳排放量評估方法與參數資料庫建置結果，進行工程施工階段碳排放量推估模
式的建立。此模式由兩個功能組成，分別為：資料輸入部分以及參數部分，模式
架構如圖 4.9 所示。

圖 4.9 道路工程施工階段碳排放量推估模式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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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輸入部分即提供使用者輸入活動數據的功能，包括評估對象的資本資
料、燃料使用資料、用電資料、物料用量資料、各式運輸燃料用量及植被移除或
復育量資料。參數部分則是提供使用者就所輸入之活動數據選擇適用的參數，作
為求得各項排碳活動碳排放量之依據。根據圖 4.9 之架構，節錄本研究模式總表
頁面及各頁標籤如圖 4.10。

圖 4.10 道路工程施工階段碳排放量模式總表頁面
由圖可知，本模式係以 Excel 為程式建立，依序建置直接排放量、用電間接
排放量、其他間接排放量，及碳匯變化量之計算頁面共 8 頁；其餘則為排碳量計
算須引用之係數資料表以及係數文獻資料表。其中較為特別的是，模式中的係數
資料表並非直接由參數資料庫引入大量資料，而是根據本研究所定之參數引用原
則篩選出國內資料，並就各項資料依參數分級原則進行分級。
如圖 4.11 以物料排放係數資料為例，本研究參考環保署於今年 6 月 30 日甫
公告之水泥業與鋼鐵業公告排放強度【80】【81】，國內一公噸水泥熟料的碳排
放係數約為 0.855 tonCO2e，鋼鐵業則依製程與產品之差異公告五個鋼鐵製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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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係數。這些經環保署公告的數值在係數資料表中資料等級一欄即被標註為
A，其他由相關論文研究所節錄之國內物料排碳係數則標註為 B。本模式各資料
輸入頁面及係數資料表詳見本報告附錄 2。

圖 4.11 道路工程施工階段碳排放量模式物料係數資料頁面

4.7 小結
本章由名詞界定開始，循序就本研究發展之碳排放量評估模式的功能、邊界
與範疇進行探討與確認，進而發展本研究計算道路工程施工階段及營運管理階段
碳排放量之方法。其中，本研究所研提之工程碳排放量計算方法為考量 5 大類碳
排放源的排放係數法；營運管理階段操作維護碳排放量計算方法為比例法，初步
以 14%作為 40 年碳排放量推估的比例；交通運輸碳排放量計算方法則為計算燃
油耗用量的排放係數法，其中，油耗狀況係由綜合考量運輸距離、車輛數、車速、
坡度等因子所得。
配合施工階段碳排放量評估所採用之排放係數法所需，本研究廣泛蒐集彙整
國內外工程碳排放量相關係數，根據參考文獻評析後設計、建立排放係數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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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進而匯入分類整理後的排放係數資料，完成人、機、料碳排放量評估參數資
料庫。此外，為了模式應用所需，本研究另建立一套參數選用分級原則，作為本
後續相關單位應用本研究所發展之道路工程施工階段碳排放量推估模式時，選用
較適切之參數進行碳排放量計算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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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碳排放量納入成本效益評估方式之建立
因應臺灣經濟發展及政府角色的擴張，在多元政策方案推動下，致公共支出
逐年增加，成本效益分析逐漸受到公共部門重視。成本效益分析包括成本與效益
的計算及選擇適當的成本效益指標，進而以指標值進行方案評析，作為決策輔助
之資訊。其特點在於將各類投入與效應，以特定時間點的貨幣價值表示，使得難
以比較的投入與產出，能夠被整合在一共同平台上進行評斷，決定方案的投資價
值。
隨著碳交易市場逐漸成型，碳排放量與減量的價值已開始成為眾人所注意與
探討之議題【82】。成本效益分析雖已是目前國內大型投資方案(如公共工程建
設方案)決策前之必要程序，溫室氣體排放議題亦已被納入交通建設經濟效益評
估之中【70】；惟其中僅考量工程建程完成後的溫室氣體排放增減變化量，且碳
排放量的計價方式尚未有一致的引用參數。為此，本研究首先回顧成本效益評估
方法及碳價格現況與趨勢，進而以前章工程排碳量及減碳量計算成果為考量，研
提將成本效益評估方法納入交通運輸工程成本效益評估之方法。
以下即分節就成本效益評估背景、成本效益評估方法、碳權與碳排放交易現
況與趨勢進行文獻資料回顧與研析，進而考量現有交通建設經濟效益評估程序，
提出碳排放量納入道路工程成本效益評估之流程與方法，作為後續以花蓮台九線
省道替方案為案例，就其排碳量及減碳量計算結果進行成本效益評估探討之基
礎。

5.1 交通建設成本效益評估方法回顧
5.1.1 成本效益評估方法發展歷程
公共政策的成本效益分析，最早可追溯至 1808 年美國財政部長 Albert
Gallatin 建議比較水資源相關計畫的成本效益，歷經近 170 年才在雷根總統發
布 12291 號行政命令，明確要求所有新的管制計畫都要執行成本效益分析，
使得成本效益分析成為美國政府決策的重要工具；近年來各國也都廣泛應用
成本效益分析在其政策與行動方案之評選程序中。
Layard 及 Glaister(1994)編著的「成本效益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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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書中列舉出之成本效益分析應用案例包含：
1.

美國 1978 年以成本效益分析評估，評估解除管制後空運系統的績效；

2.

英國道路網定價系統，及成本效益分析評估英國投資熱帶林的內在回收
報酬率。
此外，Kirkpatrick 及 Weiss【84】編著的「發展中國家的成本效益分析及

方案評估」(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Project Appraisa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一書中，亦將成本效益分析應用於不同議題進行研析，包括歐洲的供水計畫、
巴西 Carajas 鐵工廠所得分配及非洲法語國家發展方案等。
我國亦於民國 60 年至民國 70 年代間引進成本效益分析觀念，初期多著
重於成本效益分析本身量化的理論、觀念和意義的闡述上，並討論其可能應
用的議題。至民國 70~80 年代中期，成本效益分析的技術隨著科技技術之進
步發展，而有顯著進展與實例應用。由當時成本效益分析的應用文獻中【85】
【86】【87】【88】，可看出成本效益分析開始被廣泛應用於交通、農業、
教育、環保等政策議題上。案例包含：
1.以成本效益分析探討全民健保政策提供不同服務的成本效益【89】；
2.溫室氣體排放量的社會效益與成本分析【90】；
3.以成本效益分析國民年金對於我國長期財政的影響與衝擊【91】。
4.民國 87 年修訂頒佈之預算法第 34 條即明文規定，重要公共工程及重大施政
計畫應先行製作成本效益分析報告，提供財源籌措及資金運用之說明。
綜合上述文獻回顧結果可知，成本效益分析原已廣範應用於不同面向的
公共預算支出評估，且預算法又規定重大公共工程及施政計畫必須進行成本
效益分析，顯示未來各類議題以成本效益分析進行探討將愈漸普及。民國 97
年行政院經建會為使我國重要建設各主辦機關能夠較為周延地研擬財務計
畫，故針對經濟效益及財務效益評估所需之基本內涵、架構與作業流程等進
行研擬，制定出版「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益評估及財務計畫手冊」【92】，
作為可供「一般公共建設」開發通案之評估作業依循的一套作業規範。
民國 94 年出版「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益評估手冊」【93】設定公共建設
經濟效益的評估流程如圖 5.1 所示，各程序簡要說明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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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經建會公共建設評估作業手冊的經濟效益評估流程圖【93】

設定物價上漲率、折現率、經濟成長率、與工資上漲率等參數。物價上
漲率以行政院經建會「新世紀第 2 期國家建設計畫」消費者物價指數為基準；
社會折現率的設定目前仍未達成共識，通常是採用政府借款利率，惟經濟效
益分析之折現率，可參酌中長期公債平均殖利率訂定之。經濟成長率的設定
是參酌行政院主計處發布之「國民所得統計及國內經濟情勢展望」及行政院
經建會「新世紀第 2 期國家建設計畫」所提供的數據；工資上漲率則是參考
行政院主計處「薪資與生產力統計」及國民所得成長等資料來源。
界定經濟成本與經濟效益的範疇與要項，以作為成本效益分析的衡量基
礎。經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與社會成本，經濟效益包括直接效益與社會效益。
依據估算得出的經濟成本與經濟效益，計算經濟效益分析指標，這些指
標包括淨現值、益本比、內部報酬率等。針對計算得出的經濟效益分析指標，
進行敏感性分析，以瞭解特定變數變動對經濟效益評估結果的影響程度。

5.1.2 交通建設經濟效益評估發展現況
在有必要針對交通運輸特有的領域類型進一步研擬更為精確、詳盡、具
有實務可操作性的評估作業規範的考量下，本所自民國 96 年起委託臺灣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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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進行「交通建設計畫經濟效益評估作業之研究」，依公路、鐵路、捷
運、高鐵、航空、港埠等類別分別建立經濟效益評估作業規範，並且開發評
估軟體及編擬使用手冊【94】【95】，於民國 98 年底提出「交通建設經濟效
益評估軟體」及教育訓練教材，作為促使交通建設經濟效益評估的成果成為
標準化、透明化，輔助交通運輸建設投資決策的準則。
延續民國 96~98 年交通建設經濟效益評估作業研究與軟體之發展成果，
本所於民國 98~99 年間仍持續進行「行車成本調查分析及其在交通建設計畫
經濟效益評估之應用研究」計畫，針對交通建設成本評估之重要計算參數與
效益量化問題作更為詳細地探討。重要成果包括行車成本計算參數的檢討與
調查，以及就許多尚無法明確貨幣化或是具有爭議的效益項目的討論，如交
通建設計畫對於沿線的土地開發效益等，以提升經濟效益評估規範模式的完
整性。
根據交通建設經濟效益評估作業規範暨技術手冊【95】內容，成本效益
分析的基本公式如下：
交通運輸工程
消費者
服務提供者
＝
+
+
成本效益分析
效益
效益

外部
－
效益

工程建設
投入成本

其中，「成本」的範疇界定在「供給面」，也就是指政府投資交通基礎
建設的挹注資金；「效益」的範疇界則定在「需求面」，也就是指交通建設
的使用者與外部第三者效果。根據上述分析內容，交通建設成本分析基本架
構如圖 5.2 所示，進行評估的關鍵原則為：
1.從供給面觀點：針對交通基礎建設的投資資金，估算交通建設計畫的成本。
2.從需求面觀點：針對交通建設計畫的使用者，包括交通運輸服務的消費者剩
餘與交通運輸服務的生產者剩餘，估算貨幣化的使用者效益。
3.從第三者觀點：針對交通建設計畫的外部影響衝擊，包括經濟、環境、社會
等層面，估算貨幣化的外部效益。
4.將貨幣化的成本、使用者效益、與外部效益轉化為年化(annualize)的成本與
效益。
5.利用折現率將年化後的成本與效益換算為淨現值(presen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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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成本與效益的折現值計算成本效益評估指標。

圖 5.2 交通建設成本效益分析基本架構圖【95】

由上述成本與效益評估項目可知，交通建設計畫對於環境的影響與衝擊
係屬於由第三者觀點視之的外部效益之一。其中，被納入考量的環境影響與
衝擊主要可包括兩個來源：一是交通建設計畫設施建物所造成，於建造施工
期間的噪音、塵土、交通擁塞、空氣污染等負面干擾，以及交通設施本身對
於生態棲息的破壞路面鋪設造成的暴雨沖刷等；另一則是交通建設計畫完工
後造成使用者交通運輸行為的改變，如：旅行車速、車次的增加及旅遊的分
散所造成的空氣污染、溫室氣體排放、與噪音的變化等問題，如表 5.1 所示。

表 5.1 交通建設計畫的環境外部衝擊彙整【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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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環境衝擊來源
交通基礎建設

交通運輸使用者與車輛

損害衝擊

噪音與
振動

運具行駛所造成的噪音 人體健康受損、周邊
及振動
建物結構受損

空氣
污染

運具行駛排放空氣污染 人體健康受損、物質
(CO、NMHC、SO2、NOX) 損害、作物損害、能
微粒物質
見度降低

氣候
變遷

交通運具使用排放能源
副產品 CO2、CFC 等造 臭氧破壞、溫室效應
成全球污染

水資源

交通路線開闢破壞地表水
及地下水文或改變河道

水資源污染與流失

土地
資源

交通基礎結構之土地取
得；道路建設之土方移除

土壤資源污染與流失

固體
廢棄物

交通建設工程所產生的碎
石及廢土、廢棄車輛

有礙觀瞻、破壞民眾
生活環境

生物
多樣性

社區、野生動植物棲息地
的隔離與破壞

生物物種消失

自然
景觀

交通路線開闢破壞草原、
森林、溪流景觀

民眾欣賞景觀的興致
遭到破壞

歷史
古蹟

道路軌道用地侵入歷史古
蹟

文化古蹟的價值遭到
破壞

根據「交通建設計畫經濟效益評估作業之研究(1/2)」【94】報告書回顧
其他國家交通建設計畫經濟效益評估手冊的結果：美國加州 Cal-B/C 評估手冊
與美國 AASHTO 評估手冊皆未考慮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英國 TAG 評估手
冊將碳排放量列為定量分析的外部效益評估項目，而日本總合研究所、德國
交通部與紐西蘭陸地運輸局，則都是將二氧化碳排放與噪音及空氣污染同時
列為貨幣化評估的外部效益項目。由此可見交通建設計畫溫室氣體排放所產
生的環境衝擊已逐漸受到重視。為此，該研究綜整其他國家評估手冊外部效
益評估項目範疇，並考量國內交通建設的實際現況，將溫室氣體排放與空氣
污染納入為環境層面外部效益評估的項目。
必須釐清的是，該研究結果除了新增溫室氣體排放為成本效益評估的項
目之一，與過去國內交通建設計畫成本效益評估實例評估內容不同外，另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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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過去在計算噪音與空氣污染之環境影響時，常將依據車流量的多寡按比例
計算出貨幣化的環境負效益值歸類為社會外部成本，實應歸類於外部效益項
下。
本研究已就此交通建設經濟效益評估作業規範內容計算碳排放量的方式
進行回顧，並彙整納入本報告 4.4.2 節做為本研究發展道路工程營管階段碳排
放量推估方法之參考。惟在此架構中僅考量道路建造完成後的交通碳排放量
差異，並未將工程建造過程中以及完工後的操作維護碳排放量亦納入計算；
此外，報告書中亦述明：未來還必須進一步設定每噸碳排放量的外部損害貨
幣化評估值，並提及國際環保機構所提議的「碳交易」價格即可作為推估每
噸二氧化碳排放外部損害的參考依據。
綜合上述成本效益評估方法發展歷程，以及目前交通建設計畫經濟效益
評估作業流程、規範與軟體的發展成果回顧，本研究即以既存制度與研究成
果為基礎，透過國內外碳排放量價格現況與變化趨勢的回顧分析，提出碳排
放量效益計價參數的建議，並就本研究所發展之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模式的計
算結果，納入現行交通建設計畫經濟效益評估架構的方式提出說明，作為後
續工程納入節能減碳考量進行政策評析之參考。

5.2 國內外碳價格現況與趨勢回顧
一般評估二氧化碳造成之環境外部成本，必須對二氧化碳排放造成之損害貨
幣化，根據 5.1 節回顧之「交通建設計畫經濟效益評估作業之研究(1/2)」【94】，
提及目前國際環保機構提議可利用碳交易價格作為評估每噸碳排放的外部損害
貨幣化之參考。此外，亦可利用碳減量邊際成本作為碳排放外部損害評估值；為
此，以下即針對國際碳交易市場與價格以及國內現況進行分析，並於評析後對於
碳價格參考值提出建議。

5.2.1 國際碳交易市場
目前國際上碳交易分為京都機制與非京都機制兩種碳交易架構，碳排放
權取得又分為配額型(allowance-based)與計畫型(project-based)兩種類型。配額
型必須建立在具有總量管制與排放許可制度下，各國家或企業獲得相對應之
117

排放額度後，可藉由碳交易平台賣出剩餘的碳排放額度，或者買入不足額之
碳排放單位來履行減碳義務。計畫型為利用個別減量計畫取得額外的碳排放
權來進行抵換或交易，像是經由清潔發展機制計畫，取得額外的碳排放減量
認證，或是藉由自願性碳交易市場認可的碳標準取得自願減量額度，於其對
應之碳市場上進行交易。
歐盟排放交易體系(EU GHG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TS)為建立於京
都機制下之交易系統，屬於配額型交易機制，由國家排放權分配計畫(National
allocation plans, NAPs)配給各會員國排放額度，稱為「歐盟排放權配額(EU
allowance Units, EUAs)」。歐盟於 2005 年 1 月首先實施強制性溫室氣體排放
管制與碳交易，針對重點排放產業約 12,000 處設施實行碳排放管制，受管制
設施之二氧化碳排放量約佔歐盟排放量的 46%。
歐盟排放交易體系的排放權配額(EUA)可於市場上交易，每單位相當於 1
公噸二氧化碳當量(tonCO2e)。此交易體系共分三階段實施碳交易制度，第一
階段：2005~2007 年、第二階段：2008~2012 年、第三階段：2013~2020 年，
制定循序的減量標準承擔減碳責任。
目前歐盟排放交易體系中交易量最大的交易平台為洲際電子能源交易所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ICE) 整 合 歐 洲 氣 候 交 易 所 (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 ECX)所建立之交易平台，起初只可進行 EUA 之交易，近年來已開
放藉由清潔發展機(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制取得之排放減量認
證(CER)與附件一國家間藉減量行動取得之排放減量單位(ERU)之交易【96】。
清潔發展機制為京都機制中唯一開放給非附件一國家參與的碳交易活
動，屬於計畫型碳交易。其執行流程為附件一國家藉著於非附件一國家進行
清潔發展計畫，取得排放減量認證(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每單
位相當於 1 公噸二氧化碳當量(tonCO2e)；歐盟交易體系內國家可利用 CDM 計
畫取得的 CER 抵換部分 EUA 排放額度，達成溫室氣體排放管制標準，而非
附件一國家亦可藉此取得部份 CER 進行碳交易活動。
根據世界銀行公布的「碳市場現況與趨勢報告」【97】，歐盟排放交易
體系於 2010 年的碳交易總量為 5,529 MtCO2e、交易總值為 1,060 億美元，約
佔全球碳交易市場的 85%，而歐洲氣候交易所總交易量約為歐盟排放交易體
系交易總量之八成，為國際上交易量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交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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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國際碳交易價格
目前國際上多以期貨方式進行碳交易，買賣雙方可藉由電子交易平台登
錄買單與賣單，並透過電子化形式進行撮合、配對，讓最高價格買家與最低
價格賣家進行交易，交易成功後則由雙方簽訂交易所制訂之標準化合約，決
定碳權交付時間、價格、數量，直到期貨到期日交付約定額度之碳權現貨與
金額。由於影響碳價格的不確定因素高，故通常愈接近交付日期之成交價格
愈低，也愈接近現貨價格。
碳交易價格會受到市場供需原則、經濟及政策面等因素影響而有所變
動，由圖 5.3 歐盟 EUA 期貨交易價格趨勢【98】可看出，在第一階段 2005~2007
年碳交易辦理初期，碳價曾攀升至每噸二氧化碳當量 30 歐元。但在各會員國
溫室氣體查證報告公布後，部分會員國所得到之排放配額超過其總排放量，
致使 EUA 供給過剩，碳價格因而暴跌至每噸二氧化碳當量 0.01 歐元。而後，
因歐盟碳排放交易邁入第二階段(2008~2012 年)，使得碳價格於 2008 年初開
始上升，直至 2008 年後半受全球金融風暴、經濟衰退影響，各國排碳量降低，
又造成碳排放權的出售潮，使碳價格呈現明顯下降情形。

圖 5.3 歐盟排放交易體系碳價格與交易量趨勢圖【98】
歐盟於 2008 年公佈第三階段(2012~2020 年)其交易體系內各管制設施之
減量標準：必須於 2020 年將溫室氣體排放量削減至 2005 年排放基線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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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且自 2013 年起禁止交易 HFC-23 與 N2O 之 CDM 減量額度及碳中和計
畫之減量額度，並減少各管制設施利用 CER 抵換 EUA 的比例。這些措施勢
必將使得未來 EUA 需求增加、期貨價格亦因此升高。
分析歐洲氣候交易所(ECX)中 EUA 與 CER 近三年(2009~2011 年)期貨價
格趨勢如圖 5.4 所示，碳價格相較於開始交易初期已趨於穩定。EUA 2012 年
期貨平均結算價格約為每單位 15 歐元，CER 2012 年期貨平均結算價格約為
每單位 12 歐元。由變動趨勢可看出，CER 的價格係隨著 EUA 價格高低變化
而改變，彼此具有高度正相關性，由此，預期未來 CER 期貨價格也將會隨著
後京都時期 EUA 價格的升高而相對應地提高。

圖 5.4 歐洲氣候交易所(ECX)碳期貨價格趨勢圖【96】
由洲際電子能源交易所(ICE)統計資料【96】與 2011 年全球自願減排市場
狀況報告書(Ecosystem Marketplace, 2011)【99】可知，於 2010 年間，歐洲氣
候交易所(ICE ECX)交易平台上的 CER 交易量佔全球 CER 交易總量的八成以
上，故可將 ICE ECX 價格視為國際上的 CER 價格變化指標。
彙整歐洲氣候交易所(ECX)【96】與法國期貨交易所(BlueNext)【100】中
排放減量認證(CER)期貨與現貨碳價格，變化趨勢如圖 5.5，CER 於 2011 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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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價格明顯下降，截至目前 2011 年 8 月底，於 ICE ECX 交易平台上之 CER
現貨交易價格為每公噸二氧化碳當量 9.02 歐元，相較於近一年平均值 12.03
歐元低了 25%；與另一活絡的碳交易平台 BlueNext 之 CER 現貨價格變動比較
後，看出兩者碳價格變動趨勢相近，故本研究將 ICE ECX 碳交易價格假設為
當前國際碳交易價格。而 CER 2014 年期貨交易自今年 1 月至 8 月底，結算價
格介於 9~15 歐元之間，平均價格約為 13 歐元，截至 2011 年 8 月 31 日，最
新 2014 年期貨結算價格為 10.39 歐元，與平均值相較價格偏低。

C E R- D ec 1 4

C E R- Spot (E C X)

C E R- Spo t (B N )

C E R- D ec 1 2

註：資料更新時間：2010/9/1-2011/8/31；CER-Dec12 為 2012 年 12 月 ICE ECX 之 CER 期貨價格、
CER-Dec14 為 2014 年 12 月 ICE ECX 之 CER 期貨價格、CER-Spot(ECX)為 ICE ECX 每日 CER 現
貨價格、CER-Spot(BN)為法國期貨交易所(BlueNext)每日 CER 現貨交易之價格。

圖 5.5 CER 期/現貨價格趨勢圖【96】【100】
根 據 國 際 排 放 交 易 協 會 (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 Association,
IETA)2011 年度的報告書【101】，該單位綜合過去三年間(2009~2011 年)監督
國際間 CER 期貨交易價格、交易量以及歐盟交易體系第三階段指令規範的改
變，所進行之 CER 價格改變幅度推估研究結果顯示，未來 CER 價格於
2013~2020 年間預期將上升至每公噸二氧化碳當量 22.24 歐元(IETA, 2011)。
121

5.2.3 我國碳交易發展現況
我國雖非聯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的締約國，仍自願依據公約
精神，遵循國際間訂定之溫室氣體管制策略與減量目標，積極研擬我國減碳
策略與日程，付起共同承擔溫室氣體減量之責任。為此，我國環保署於民國
95 年 9 月提出「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以下簡稱溫減法草案)【102】，以
碳揭露、總量管制與碳抵換交易為宗旨，由中央及各主管機關推動溫室氣體
排放量盤查、登錄與查證制度，訂定溫室氣體排放效能標準，並參考公約、
議定書及相關國際溫室氣體減量情形建立我國排放量核配額、抵換、拍賣、
配售與交易制度、實施自願減量獎勵、宣導節能減碳與推廣高效能產品等。
此法案已由行政院通過送交立法院，並於民國 97 年底一讀通過交付二讀，但
至今目前仍待審議中。
根據溫減法草案立法院審查版本(2008)第 13 條所述，未來將公告各類排
放源或設施之溫室氣體排放效能標準作為可容許排放額度，若未達效能標準
而超額排放時，可於期限日前執行先期專案、抵換專案、交易或其他方式取
得額外排放額度，以供抵減其超額排放；若仍超出容許排放額度時，依據溫
減法草案第 23 條，每一公噸二氧化碳當量將處以新台幣 1,500 元之罰鍰。
由於我國非屬 UNFCCC 締約國，無法直接參與國際的 CDM 交易機制；
惟仍可與附件一國家之私人企業合作，於非附件一國家實施清潔發展計畫取
得 CER 後，以他國私人企業名義在國際交易平台上進行碳交易。2011 年 7 月
英國已同意我國財團法人於其國家開立碳交易帳戶，未來我國企業將可利用
此平台於國際碳市場上進行碳權交易活動。
除透過其他國家加入國際碳交易市場外，國內亦有成功進入自願性碳交
易市場的案例：嘉南地區西口水力發電廠為我國首例通過自願性碳標準
(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 VCS)取得國際碳權之減碳計畫，已於 2009 年底完
成確證與查證工作，在第一期查證中獲得 87,000 噸二氧化碳當量的自願減量
額度(VERs)，已登錄於交易平台，為國際企業購買碳權的選項之一。根據 2011
年全球自願減排市場狀況報告(Ecosystem Marketplace, 2011)【99】所統計之
2010 年自願市場平均碳價格，約為每噸二氧化碳當量 6 美元。但在以鼓勵企
業於國內進行減碳為前提下，溫減法草案立法院審查版第 17 條有規定，以抵
122

換專案及交易取得之排放額度，來自國外之比例不得超過 50%。

5.2.4 碳納入成本效益分析之貨幣化參數探討
經前節對國際碳價格變化趨勢進行回顧分析後發現，碳交易價格會受到
國際減碳政策與各國經濟情況而有大幅度的變動，而波動的國際碳價格則可
視為當時的減碳防制成本。由於我國國內各種抵換、減量計畫仍在起步階段，
故本研究先透過彙整國外主要交易所之 CER 現貨價格、文獻中推估未來
2013~2020 年(第三階段)之 CER 期貨價格，及溫減法草案之超額排放罰鍰進
行比較分析如表 5.2，作為訂定本研究將碳排放納入成本效益分析之貨幣化參
數的依據。
表 5.2 國際 CER 價格與溫減法罰則比較【96】【101】
CER
歐元/tCO2e
新台幣/tCO2e a

現貨 b,c

2009/1~2011/8
(Dec12)b

2010/9~2011/8
(Dec12)b

2013~2020
年d

溫減法
罰鍰

9.02

11.90

12.03

22.24

-

378.84

499.80

505.26

934.08

1,500

註 a：匯率以 1 歐元換算兌換 42 元新台幣；b：整理自 ECX 交易平台【96】；c：2011 年
8 月 31 日當日結算價格；d：IETA(2011)推估價格【101】。

由表可知，CDM 機制下的國際交易市場近三年與一年內的 CER 平均碳
價格約落在 12 歐元/tCO2e，以 1 歐元兌換 42 元新台幣，約為 500 元；雖然溫
減法在訂定罰鍰價格時亦有以 CER 交易價格為考量(以歐盟 2008 年抵換碳排
放交易最高價格乘以 1.2 倍所訂定)，但在市場價格隨環境變化而不斷變動的
情況下，以現況相比較，溫減法之罰鍰價格 1,500 元遠高於市場碳交易價格，
以此為罰則將有助於促進國內排放源進行減量計畫或投入碳交易市場，但並
不符合成本效益分析內涵的機會成本概念。
為此，本研究中即以目前國際市場碳價格為貨幣化參數，建議以近三年
CER 期貨交易價格(2009~2011)、2013~2020 年 IETA 推估價格，折合新台幣
為 500 元/tCO2e，以及研究機構對於未來 CER 的推估價格新台幣 900 元/tCO2e
兩數值為參考，作為計算交通建設減碳成本效益評估之數值，在符合機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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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量的情況下，進行碳排放納入成本效益分析的探討。

5.3 碳排放納入道路工程成本效益評估方式之探討
根據 5.1 節交通建設計畫成本效益評估架構發展結果的回顧，道路工程的成
本計算項目應以工程設施的生命週期進行分析，包括：規劃階段、施工階段、營
管階段與結束階段成本，如表 5.3 所示。其中，規劃設計階段成本在整體建設工
程成本的佔比通常很低，且聘用的規劃設計顧問團隊通常會按照整體建設工程成
本的某一比例收取費用，因此可能會將規劃設計成本併入施工階段成本；另外，
道路運輸建設營運期間可能長達 30 年至 40 年甚至無限期，結束階段的成本經過
折現後的淨現值顯然相當低，故在沒有特殊考量的情況下，通常會予以忽略不計。
表 5.3 道路工程成本項目分析【94】
生命週期階段
1.規劃設計階段
2.施工階段

成本項目
A.規劃成本
A.建造成本(含施工期間干擾成本)
B.土地取得與建物拆遷成本
A.營運操作成本

3.營運階段

B.維護成本
C.重置成本(定期資本支出)

4.結束階段

A.場地重建成本
B.清運成本

不同於成本部份有以道路工程生命週期為考量進行分析與計算，貨幣化評估
的效益評估項目包括使用者效益、服務提供者效益和外部效益三部份，項目如表
5.4 所示。其中，除經濟層面的外部效益部分有考量到施工期間的產業關聯效果，
其他貨幣化評量之效益項目皆未將施工階段的效益納入計算。為此，本研究即以
目前交通建設計畫經濟效益評估作業之內容為基礎，建議依據本研究發展之碳排
放量評估模式，結合道路生命週期的考量，將道路施工階段碳排放量、營管階段
操作維護排放量亦納入為評估項目，將碳排放量納入道路工程成本效益評估之方
式如圖 5.6 所示。
表 5.4 交通運輸工程效益項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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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益類別
使用者
效益

效益項目
消費者效益 旅行時間節省
行車成本節省
肇事成本節省
營運成本節省
生產者效益 加油業者、修車業者、拖吊業者的利潤變動

外部效益 經濟層面

施工期間的產業關聯效果
運輸服務業的產業關聯效果
誘發旅次的產業關聯效果

環境層面

空氣污染效益增額
溫室氣體排放效益增額

社會層面*

公路基礎建設的基礎設施本身對於社區格局、區域景
觀、路網聯通、土地利用規劃等層面都會造成衝擊影響
(如公路建設對水資源、生物棲息、自然景觀、歷史古
蹟、街道格局、社區整合、社會服務、偏遠地區聯絡等，
都可能造成某種程度的影響)

*：通常無法以貨幣化的數據來衡量。

施工建造階段
道路施工
排碳量

維護管理階段排碳量
交通

操作維護

(道路使用)

排碳量

施工期間

排碳量
時間軸

服務年限

1. 計算排碳變化量 = (開發前排碳量－開發後排碳量)
施工階段排碳變化
(負值)

操作維護
排碳變化

交通運輸
排碳變化

2. 計算碳排放效益 = (排碳變化量× 每噸碳的貨幣化參數)
圖 5.6 碳排放量納入交通運輸工程成本效益分析方式概念圖
在不探討其他道路建設計畫成本效益評估項目的前提下，本研究建議之成本
效益評估表如表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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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納入成本效益評估示意表
成本
施工 營運
成本 成本
評估項目

評估期間

s

使
用
者
效
益

外部效益
經
濟
效
益

社
會
效
益

環境效益
空
氣
污
染

m-s

溫室氣體
施工
階段

營運階段

施工
減碳
效益

操作維
護減碳
效益

交通運
輸減碳
效益

s

m-s

m-s

評估基準年 t=0
施 開始施工 t=1
工 t=2
階
…
段 t=s
營 開始營運 t=s+1
管 t=s+2
階
…
段 t=m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126

第六章 案例研究
本章以花蓮台九線省道改善計畫(以下簡稱蘇花改計畫)為應用對象，就目前
可取得之工程規劃與設計資料，代入本研究所發展之排碳量推估模式及成本效益
分析方法，進行工程碳排放量評估與成本效益分析變異的探討，作為未來本研究
成果應用與發展之參考。為此，以下即分節就蘇花改計畫之工程概要、工程施工
階段及營運管理階段碳排放量評估過程與結果，及將碳排放量納入既有成本效益
分析之計算進行說明與探討。

6.1 蘇花改計畫工程背景說明
台 9 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係為以國土空間發展策略為基礎、東部永
續發展綱要計畫為考量，符合交通部東部運輸政策：以「軌道為主、公路為輔」、
「公共運輸為主、私人運輸為輔」的工程計畫。計畫內容主要是優先就線型標準
低導致交通肇事頻率高之「蘇澳至東澳」，以及落石坍方較多之「南澳至和平」、
「和中至大清水」三個路段另闢新線，其餘東澳至南澳以小幅度之彎道改善及邊
坡保護工程處理，總計新建改善長度 38.4 公里，隧道合計 23.6 公里(約佔總長度
的 61%)的改善計畫。
參考交通部公路總局提出、已於去年(民國 99 年)通過環評審查之「台 9 線
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蘇澳~東澳、南澳~和平、和中~大清水)」環境影響
說明書及工程規劃報告內容【68】，以及各段設計監造單位所提供之最新作業期
程規劃結果，蘇花改計畫各段、分標內容、工程特性、長度及預期的工期如表
6.1 所示。以下就各段特色與進度簡要說明如下：
1.

蘇澳東澳段(A 段)
蘇澳東澳段工程之路線規劃如圖 6.1 所示，依工程特性分為 3 個工程標及 1

個機電標，共計 4 個施工標。目前 A-2、A-3 標已分別完成基本設計和細部設計，
A-1 標則因尚須進行環境現況差異分析故尚未完成基本設計。由規劃資料顯示，
以 A-3 標優先發包並預計最早完工，完工期間約民國 104 年 5 月。就工程種類單
純與否分析，A-2 標最為單純，為單一隧道工程；A-1 及 A-3 標則皆為具有路工、
橋梁和隧道的綜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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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蘇花改計畫分標計畫表【68】
橋樑

隧道

合計
(km)

0+000~3+765
3+765~7+085
7+085~9+740

0.790
0.078
0.329

2.720
0.000
1.535

0.270
3.367
0.215

3.780
3.445
2.079

0+000~2+570
北上
0+000~2+545
聯絡道
0+000~1+484
南下
2+570~9+900
北上
2+545~9+900
9+900~15+73
南下
8
9+900~15+74
北上
4
聯絡道南下 0+000~0+548
聯絡道北上 0+000~0+540

0.904
0.896
1.098
0.000
0.000
0.028
0.019
0.548
0.540

1.197
1.205
0.385
0.000
0.000
0.611
0.679
0.000
0.000

0.469
0.444
0.000
7.330
7.335
5.199
5.146
0.000
0.000

2.570
2.545
1.438
7.330
7.335
5.838
5.844
0.548
0.540

聯絡道南下 0+548~2+678

0.573

1.557

0.000

1.547

標名

里程(m)

蘇澳東澳段
第 A-1 標
第 A-2 標
第 A-3 標
第 A-4 標
南澳和平段

蘇澳永樂段新建工程
東澳隧道新建工程
東澳東岳段新建工程
蘇澳東澳段機電照明工程

南下

南澳武塔段新建工程

第 B-2 標

觀音隧道新建工程

第 B-3 標

谷風隧道新建工程

第 B-4 標

山區路段改善計畫和平路段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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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B-1 標

第 B-5 標 南澳和平段機電照明工程
和中大清水段
第 C-1 標 中仁隧道新建工程
第 C-2 標 仁水隧道新建工程
第 C-3 標 和中清水段機電照明工程

長度(km)*
路工

標別

0+000~5+333
0+000~3+180

資料來源：本研究更新。
*：各路型長度及工期可能於設計過程中又有增減。

1.458
0.093

0.035
0.106

3.887
2.911

5.380
3.110

直接工程費 工期*
(億元)
(月)

目前進度

18.824
41.530
17.100
6.019

38
43
40
24

23.177

52

97.726

63

60.112

57

9.538

38

已開工

28.329

30

-

45.107
24.260
13.431

46
69
33

細部階段(11 月中提送)
基本設計
-

基本設計
細部設計(預計 12 月提送)
細部設計(預計 12 月提送)
-

10 月底上網公告
(預計 12 月底開標)

9 月底決標
(11 月開工)

9 月底決標
(11 月開工)

東澳隧道

幸福高架橋

L=3 367m

L=180M
東岳隧道

L=215m

B 標

圖 6.1 蘇澳東澳段工程路線規劃
2.

南澳和平段(B 段)
南澳和平段之工程路線規劃如圖 6.2 所示，依工程特性分為 4 個工程標及 1

個機電標，共計 5 個施工標。4 個工程標中，B-4 標早在今年 3 月即動工；B-2、
B-3 標則是於今年 9 月底決標；進度最慢的 B-1 標也已完成細部設計之預算書圖
與招標文件編製，尚待公路總局核定後上網公告。工程內容共包括路堤路塹段 6
處、橋梁段 6 座及隧道段 3 座，其中包含兩座長隧道(觀音隧道約 7.9 公里、谷風
隧道約 5 公里)。

圖 6.2 南澳和平段工程路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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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和中大清水段(C 段)
和中大清水段之工程路線規劃如圖 6.3 所示，依工程特性分為 2 個工程標及

1 個機電標，共計 3 個施工標，目前各標都尚在設計階段。由規劃資料顯示，C-1
標約在民國 104 年 11 月完工，C-2 標則預期將進行至民國 106 年 1 月完工。兩
標皆以隧道工程為主，並包含部分路工及橋梁工程。

圖 6.3 和中大清水段工程路線規劃

6.2 蘇花改計畫施工階段碳排放量評估
依據本報告第四章所發展之碳排放量推估方法與模式之發展結果可知，工程
碳排放量的計算必須由排碳活動量與碳排放係數兩者的配合，才能夠計算求得工
程碳排放量。由於本工程 B 段設計較早且具有時間壓力，故在本研究發展過程
中，未能有工程設計人員能夠配合就設計內容各排碳項目之排放量計算所需之假
設條件進行討論與試算，故本研究僅就於本報告繳交期限前甫完成基本設計、正
進行細部設計中的 A-2、A-3 及 C-1、C-2 四個工程標為案例，就其工程概算書內
容進行分析並完成碳排放量計算。以下即就案例排碳量計算之基本假設與原則及
各標計算結果與討論分段說明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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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蘇花改計畫施工階段碳排放量計算原則
道路工程設計資料內容項目可概略分為人、機、料三大類，其中絕大部
分皆為工程材料。由於道路工程設計之項目繁多，由資源統計表可看出動輒
有上千個物料、機具，在現有本土物料排碳係數有限的情況下，歷經與道路
工程數量計算專業人員多次研商，本研究以蘇花改計畫設計成果為例，發現
由工程設計結果之資源統計資料僅可概分出人、機、料三種資源類的項目與
數量，而非本研究於 4.4.1 節提出之方法論中應列入計算的 5 大類。在既有設
計結果為限制條件下，本研究在以蘇花改計畫為案例進行試算時即進行部分
簡化，茲就算過程中之各計算項目與假設原則說明於後。
1.機具設備能耗排碳量計算
經分析蘇花改計畫工程概算書內容及各設計項目可發現，施工機具與設
備的數量計算都是以工作時數估計。故針對工程計算書中的機具項目，首先
必須先參考本研究所蒐集之施工機具設備每小時之油耗量，確認單位時間能
耗係數，再以本研究建議採用之我國環保署產品碳足跡網站公告的燃料與電
力係數進行轉換，作為該機具單位操作時間之碳排放係數，進而計算該施工
機具於工程過程中的排碳量。
同理，用電設備部分亦依本研究蒐集之每小時耗電量，乘以每度電力之
碳排放係數，計算施工機具與設備之每小時排碳量。部分未有能耗係數的機
具設備，則由設計人員以專業判斷，選擇相近功能、功率之機具能耗係數替
代之。根據上述說明，以工程設計結果進行機具設備能耗排碳量計算流程如
圖 6.4 所示。

圖 6.4 蘇花改計畫碳排放量(機具設備能耗部分)計算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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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使用之材料設備生產排碳量計算
依本研究所定之碳排放量評估方法，工程用原物料的排碳量計算方法
為：工程材料或設備用量乘以其製造過程排碳係數，求得此工程所用各項物
料的排碳量。但檢視蘇花改工程設計結果資料後發現，道路工程設計結果所
提出屬於物料的資源項目，大多數並非原物料，在我國推動產品碳足跡年資
上尚淺的情況下，絕大部分並無可直接對應之產品碳排放係數。為此，本研
究係以提供本研究蒐集彙整之原物料參數資料表(本報告附錄 1)的方式，由工
程數量計算專業人員就各品項中可求出原物料含量之項目如：PVC 管、鍍鋅
鋼管、電線電纜等，依 CNS 所列之單位長度或重量中原料含量，乘以現有的
原料排碳係數進行轉換，求得各品項之單位長度或重量排碳量，再依設計結
果所提之工程數量進行碳排放量計算，此部分換算程序如圖 6.5 所示，相關範
例可參閱本報告附錄 5。

(

)

圖 6.5 蘇花改計畫碳排放量(工程材料部分)計算流程

此外，組合型材料設備多數亦無可直接對應之排碳係數可供引用計算，
故同樣借重工程數量計算專業人員的判斷，在無法逐一針對以各組合型產品
製程進行盤查的情況下，以其相近之原物料量為排碳係數轉換依據，逐一換
算各式組合型材料設備之排碳係數，進而乘上工程數量求得該品項於本工程
之碳排放量。例如：預鑄水泥製品以概估混凝土量與配筋量分別乘以其排碳
量係數計算加總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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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木材因成長過程中已有固碳效果存在，故本研究蒐集到的係數中，木
製品如木模板的排碳係數值是為負值，但因其生產製程排碳未經查證，為免
爭議，本案一致將木製品之排碳係數視為 0，即不計其減碳或排碳量，以免造
成解釋上之困擾。而工程使用之臨時設施及設備部分，可重復使用之臨時設
施及設備如鋼模、鋼支撐架、鋼板樁、鋼軌樁、水平支撐、施工護欄、上下
爬梯、安全欄杆等，因完工後即可運出工地，雖在實務上必須就其可用次數
攤提該設施的製造、運輸與廢棄碳排放量，但在資料有限的情況下，暫且將
可重復使用之臨時設施及設備不計排碳量；惟為施作該臨時設施及設備所需
之運輸與打設機具仍列入機具能耗碳排放量計算。
3.人員運輸排碳量計算
由蘇花改計畫工程設計資料分析可知，設計資料可彙整出來的人員相關
資料僅總工作時數，在未有相關調查資料的情況下，並無法轉換為本研究提
出應列入計算之工程人員往返工區人員運輸油耗量。由於各工程的人力往返
距離難以假設，且由本研究第三章的國外文獻資料回顧結果，僅有英國環保
署的施工活動碳排放計算工具中提及應列入計算並提供係數(表 3.26)。在其餘
文獻皆未列入計算的情況下，本研究即暫不將人工之排碳量納入計算，建議
未來若對於工區施工人力交通往返狀況有所了解時再予估算。

6.2.2 蘇花改計畫 A 段-蘇澳東澳段碳排放量計算
如本報告 6.1 節對蘇花改計畫進度之說明與本節初所提及之本研究資料
蒐集結果，本段係就 A-2、A-3 兩標所完成之初步設計資料，將道路工程、橋
梁及結構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植物種植工程、邊坡保護工程、隧道
工程、預埋管路工程、安衛環保及交通維持等各主要工作項目彙整後納入工
程概算書，求得工程數量，作為碳排放量計算模式中的活動強度。計算程序
則如圖 6.4 所示，先根據工程設計結果逐一分析有無對應之排碳係數，再就各
無係數之資源項目以相關規範進行組成分析，或以有相近之物料量為假設，
轉換求得各物料之排碳係數，進而以如同 PCCES 系統進行經費分析之程序，
藉由輸入各資源項目之排放係數法於單價欄，求得該標工程碳排放總量。
根據前述說明，蘇花改工程第 A-2 標東澳隧道新建工程之碳排放量計算
結果如表 6.2 所示。以工程材料用量及機具能源用量計算所得之碳排放總量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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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08,397 tonCO2e。依第 A-2 標道路、橋梁、隧道之不同構造別分攤計列其
排碳總量與單位面積排碳量推估如表 6.3 所示；其中道路之單位長度碳排放量
約為 6.99 tonCO2e/m、單位隧道長度排碳量則為 32.03 tonCO2e/m，比值約為
1:5。另分別計算單位面積碳排放量，則道路部分約為 0.37 tonCO2e/m2、隧道
則為 2.05 tonCO2e/m2；道路與隧道比例約為 1:6。
表 6.2 第 A-2 標東澳隧道新建工程碳排放量計算結果
項次

工

作

項

排碳量(kgCO2e)

目

壹

發包工程 (總計)

一

道路工程

805,515

二

排水工程

96,788

三

交通工程

87,680

四

植物種植及生態保護設施工程

五

雜項工程

380

六

隧道工程

105,411,381

七

隧道洞口機房工程

八

施工期間運輸道路維護

69,697

九

工地交通維持､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費

25,906

十

工程品質管制作業費

108,396,864

841,901

1,054,500

3,116

表 6.3 第 A-2 標各構造別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分析
基本資料/排碳量

道路

隧道

主線長度(m)

78

3,367

主線寬度(m)

9.5 × 2

7.8 × 2

面積(m2)

1,482

52,525

544,968

107,851,896

6.99

32.03

1

4.58

0.37

2.05

1

5.58

工程排碳量(kgCO2e)
單位長度排碳量(tonCO2e/m)
單位長度排碳比
2

單位面積排碳量(tonCO2e/m )
單位面積排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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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第 A-2 標所有排碳活動項目之排碳貢獻程度進行比較分析，前七大
碳排放項目由貢獻量大而小可整理如表 6.4 所示，共佔排碳總量約 83.5%。其
中，施工機具能耗量歸類為一大項，佔總排碳量約 15.9%，是前七大排碳源的
第二位；其餘六項大宗物料項目則約佔 67.6%。
表 6.4 第 A-2 標工程施工主要碳排放源比較
排名

碳排放源

排碳量

佔本標總排碳量

(tonCO2e)

百分比

1

預拌混凝土

25,115

23.17%

2

施工機具

17,187

15.86%

3

噴凝土

17,063

15.74%

4

鋼構材及配件

8,708

8.03%

5

鋼筋

8,407

7.76%

6

岩栓、鋼支保

7,831

7.22%

7

炸藥

6,140

5.66%

備註

直接排放量

以相同的程序進行排碳量計算，則蘇花改工程第 A-3 標東澳東岳段新建
工程之碳排放量計算結果如表 6.5 所示。以工程材料用量及機具能源用量計算
所得之碳排放總量約為 58,187 tonCO2e。另依第 A-3 標道路、橋梁、隧道之不
同構造別分攤計列其排碳總量與單位面積排碳量推估如表 6.6 所示；其中道路
之單位長度碳排放量約為 3.82 tonCO2e/m、單位橋梁長度排碳量則為 30.05
tonCO2e/m，而單位隧道長度排碳量則為 50.24 tonCO2e/m，道路、橋梁、隧道
三者比例約為 1:8:13。另計算單位面積碳排放量則道路部分約為 0.20
tonCO2e/m2、橋梁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約為 1.88 tonCO2e/m2、隧道之單位面
積碳排放量約為 3.22 tonCO2e/m2；道路、橋梁、隧道之單位面積排碳量比例
約為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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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第 A-3 標東澳東岳段新建工程碳排放量計算結果
項次

工

壹

作

項

排碳量(kgCO2e)

目

發包工程 (總計)

58,187,262
1,145,527

一

道路工程

二

橋梁及結構物工程

三

排水工程

905,995

四

交通工程

190,552

五

植物種植及生態保護設施工程

103,335

六

公路照明預埋管路工程

七

路堤及橋梁段交控系統土木管道及鋼結構工程

243,352

八

路堤及橋梁段電力預埋管路工程

448,968

九

號誌預埋工程

十

雜項工程

69,320

十一 隧道工程

9,645,079

45,258,840

15,438

1,500

123,505

十二 施工期間運輸道路維護

33,307

十三 工地交通維持､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費

2,544

十四 工程品質管制作業費

表 6.6 第 A-3 標各構造別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分析
基本資料/排碳量

道路

橋梁

隧道

主線長度(m)

329

1,535

215

主線寬度(m)

9.5 × 2

8×2

7.8 × 2

面積(m2)

6,251

24,560

3,354

1,258,077

46,128,091

10,801,095

3.82

30.05

50.24

1

7.86

13.14

0.20

1.88

3.22

1

9.33

16.00

工程排碳量(kgCO2e)
單位長度排碳量(tonCO2e/m)
單位長度排碳比
單位面積排碳量(tonCO2e/m2)
單位面積排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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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第 A-3 標前七大碳排放活動項目由貢獻量大而小整理如表 6.7，累計
佔排碳總量約 70%，較 A-2 標前七項大宗排碳項目佔總排碳量比例大幅減小。
其中，六大物料項目則約佔 64%，與 A-2 標之主要物料項目排碳佔比的 65%
相近，但 A-3 標施工機具能耗降為七大排碳源的第三位，且僅佔總排碳量約
6%，為七大排碳項目累計佔總排碳量比例大幅降低的原因所在。
表 6.7 第 A-3 標工程施工主要碳排放源比較
排名

碳排放源

排碳量

佔本標總排碳量

(tonCO2e)

百分比

1

鋼筋

17,206

29.58%

2

預拌混凝土

16,813

28.89%

3

施工機具

3,528

6.07%

4

噴凝土

1,590

2.73%

5

鋼構材及配件

1,207

2.08%

6

炸藥

424

0.73%

7

岩栓、鋼支保

223

0.38%

備註

直接排放量

6.2.3 蘇花改計畫 C 段-和中大清水段碳排放量計算
如本報告 6.1 節對蘇花改計畫進度之說明與本節初所提及之本研究資料
蒐集結果，本段根據 C-1、C-2 標所完成之細部設計與初步設計內容，分別估
算道路工程、橋梁及結構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植物種植工程、邊坡
保護工程、隧道工程、預埋管路工程、安衛環保及交通維持等主要工作項目
數量，進而以各資源項目數量與排碳係數求得工程排碳總量。
根據前述說明，蘇花改第 C-1 標中仁隧道新建工程發包工程之碳排放量
推估總量如表 6.8 所示，總工程碳排放量約為 115,240 tonCO2e。依第 C-1 標
道路、橋梁、隧道之不同構造別分攤計列其排碳總量與單位面積排碳量推估
如表 6.9 所示；其中道路之單位長度碳排放量約為 6.11 tonCO2e/m、單位橋梁
長度排碳量則為 50.32 tonCO2e/m，而單位隧道長度排碳量則為 26.9
tonCO2e/m，道路、橋梁、隧道三者比例約為 1:8:4。此標道路之單位面積碳排
放量約為 0.31 tonCO2e/m2、橋梁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約為 3.23 tonCO2e/m2、
隧道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約為 1.72 tonCO2e/m2；可得道路、橋梁、隧道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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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面積排碳量比例約為 1:10:6。
表 6.8 第 C-1 標中仁隧道新建工程之碳排放量計算結果
項次

工

作

項

目

排碳量(kgCO2e)

壹

發包工程 (總計)

一

道路工程

4,293,146

二

橋梁及結構物工程

1,676,300

三

排水工程

4,973,691

四

交通工程

450,484

五

植物種植及生態保護設施工程

316,702

六

邊坡保護工程

65,951

七

公路照明預埋管路工程

49,059

八

路堤及橋梁段交控系統土木管道及鋼結構工程

308,045

九

路堤及橋梁電力預埋管路工程

410,318

十

號誌預埋管工程

115,239,554

3,163
8,668

十一 號誌設備工程
十二 雜項工程

41,525

十三 隧道工程

101,982,741
67,081

十四 隧道洞口機房工程

374,205

十五 地磅站及管制站工程

98,601

十六 施工期間運輸道路維護
十七 工地交通維持､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費

116,948
2,926

十八 工程品質管制作業費

另就第 C-1 標所有排碳活動項目之排碳貢獻程度進行比較分析，累計佔
排碳總量較大宗碳排放項目由貢獻量大而小可整理如表 6.10 所示；七項累計
佔本標總工程排碳量之 81.4%，其中，六項大宗物料使用排碳佔總排碳量之
65.3%，機具能耗排碳則是同第 A-2 標，屬於大宗排碳源之第二位，佔總排碳
量的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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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第 C-1 標各構造別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分析
基本資料/排碳量

道路

橋梁

隧道

主線長度(m)

1,458

35

3,887

主線寬度(m)

7.8 × 2

7.8 × 2

7.8 × 2

546

60,637

8,909,909

1,761,098

104,568,548

6.11

50.32

26.90

1

8.23

4.40

0.31

3.23

1.72

1

10.39

5.56

22,745

主線:
2

面積(m )

5,962

其他道路:

28,707

合計:
工程排碳量(kgCO2e)
單位長度排碳量(tonCO2e/m)
單位長度排碳比
單位面積排碳量(tonCO2e/m2)
單位面積排碳比

表 6.10 第 C-1 標工程施工主要碳排放源比較
排名

碳排放源

排碳量

佔本標總排碳量

(tonCO2e)

百分比

1

預拌混凝土

30,066

26.09%

2

施工機具

18,572

16.12%

3

噴凝土

12,397

10.76%

4

鋼筋

12,369

10.73%

5

鋼構材及配件

9,832

8.53%

6

炸藥

6,369

5.53%

7

岩栓、鋼支保

4,189

3.64%

備註

直接排放量

由於蘇花改計畫第 C-2 標尚未進入細設階段，故相關活動量數據係由工
程數量計算人員根據初步設計圖各專項工程之設計內容，分別估算道路工
程、橋梁及結構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植物種植工程、邊坡保護工程、
隧道工程、預埋管路工程、安衛環保及交通維持等主要工作項目數量，而後
整理成工程概算書，進而依據前述各標之排碳量計算流程，以資源項目數量
對應選取或計算求得的係數，相乘並加總計算工程總排碳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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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第 C-2 標仁水隧道新建工程之碳排放量計算結果
項次

工

作

項

目

排碳量(kgCO2e)

壹

發包工程 (總計)

一

道路工程

1,484,204

二

橋梁及結構物工程

3,078,663

三

排水工程

292,684

四

交通工程

450,504

五

植物種植及生態保護設施工程

48,915

六

公路照明預埋管路工程

10,154

七

路堤及橋梁段交控系統土木管道及鋼結構工程

八

雜項工程

41,525

九

隧道工程

59,612,509

十

隧道洞口機房工程

65,422,815

186,881

67,081
34,491

十一 施工期間運輸道路維護
十二 工地交通維持､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費

113,423
1,781

十三 工程品質管制作業費

蘇花改計畫第 C-2 標仁水隧道新建工程之碳排放量推估總量如表 6.11 所
示，工程總排碳量總計約為 65,423 tonCO2e。依第 C-2 標道路、橋梁、隧道之
不同構造別分攤計列其排碳總量與單位面積排碳量推估如表 6.12 所示；其中
道路之單位長度碳排放量約為 5.14 tonCO2e/m、單位橋梁長度排碳量則為
30.49 tonCO2e/m，而單位隧道長度排碳量則為 21.20 tonCO2e/m，道路、橋梁、
隧道三者比例約為 1:6:4。另計算第 C-2 標道路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約為 0.37
tonCO2e/m2、橋梁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約為 2.18 tonCO2e/m2、隧道之單位面
積碳排放量約為 1.68 tonCO2e/m2；可得道路、橋梁、隧道之單位面積排碳量
比例約為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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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第 C-2 標各構造別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分析
基本資料/排碳量

道路

橋梁

隧道

主線長度(m)

93

106

2,911

主線寬度(m)

14

14

12.6

1,302

1,484

36,679

477,694

3,231,544

61,713,577

5.14

30.49

21.20

1

5.94

4.13

0.37

2.18

1.68

1

5.94

4.59

2

面積(m )
工程排碳量(kgCO2e)
單位長度排碳量(tonCO2e/m)
單位長度排碳比
單位面積排碳量(tonCO2e/m2)
單位面積排碳比

另就第 C-2 標所有排碳活動項目之排碳貢獻程度進行比較分析，累計佔
排碳總量較大宗碳排放項目由貢獻量大而小可整理如表 6.13 所示；七項累計
佔本標總工程排碳量之 85.9%，其中，六項大宗物料使用排碳佔總排碳量之
69.7%，機具能耗排碳則是同第 A-2 與 C-1 標，屬於大宗排碳源之第二位，佔
總排碳量的 16.2%。

表 6.13 第 C-2 標工程施工主要碳排放源比較
排名

碳排放源

排碳量

佔本標總排碳量

(tonCO2e)

百分比

1

預拌混凝土

17,815

27.23%

2

施工機具

10,569

16.15%

3

噴凝土

8,221

12.56%

4

鋼構材及配件

7,078

10.82%

5

鋼筋

6,125

9.36%

6

炸藥

4,296

6.56%

7

岩栓、鋼支保

2,112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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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碳排放量計算結果評析
前段主要是以蘇花改計畫 A、C 段各兩標設計結果為基礎、初步完成資源
項目數量統計、排碳係數假設與排碳量計算之結果。由第 A-2、A-3、C-1、
C-2 標 4 標之主要排放項目計算與佔比進行總體分析如表 6.14，可發現：各標
六類工程材料排碳量加總，相對與各標總工程碳排放量之佔比大約是一致
的，約在 64%~70%間。此數值於本研究於第三章回顧之澳洲維多利亞州米克
勒姆路盤查結果相較，差距並不大。進一步深入材料中較大宗的混凝土一項
作比對分析，蘇花改計畫 4 標的預拌混凝土用量佔比約為 23%~29%，較澳洲
盤查結果 37%為低，推測主要是因為澳洲的盤查案例對象為一段道路，而蘇
花改工程主要為隧道與橋梁，工程中需要較多其他工程材料如：鋼筋、鋼材、
噴凝土等，故混凝土一項佔總排碳量的比例相對較小。
另以鋼筋排碳量佔比作比較可發現，以橋樑段為主的第 A-3 標與其他三
標有明顯差異，同樣地，其機具碳排放佔比相較於隧道段低許多。此部分應
可透過更多的案例研究與分析，釐清橋梁工程與隧道工程碳排放特性的差
異，作為規劃階段粗估工程碳排放量的參考。
表 6.14 蘇花改計畫 4 標主要碳排放項目分析
案例別
項目
材料

機具

A-2

A-3

C-1

C-2

澳洲

68%

64%

65%

70%

73%

混凝土

23%

29%

26%

27%

37%

鋼筋

8%

30%

11%

9%

-

16%

6%

16%

16%

24%

除前述主要排碳項目的分析探討外，本小節進一步根據各標計算結果，
就各不同工程類型：道路、橋梁、隧道作比較與探討。

1.道路工程排碳量分析
本研究計算求得之 A-2、A-3、C-1、C-2 四標道路工程總排碳量及單位長
度與單位面積碳排放量彙整如表 6.15；其中，4 標單位面積排碳量平均值為
0.34 tonCO2e/m2，單位路長排碳量平均值則為 5.51 tonCO2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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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5 蘇花改計畫 4 標道路工程碳排放量分析
A-2

項目

A-3

C-1

C-2

平均值

排碳總量(tonCO2e)

544.97

1,258.08

8,909.91

477.69

路面積(m2)

1,482

6,251

28,707

1,302

0.37

0.20

0.31

0.37

78

329

1,458

93

6.99

3.82

6.11

5.14

單位路面積排碳
(tonCO2e/m2)
路長(m)
單位路長排碳
(tonCO2e/m)

0.34

5.51

2.橋梁工程排碳量分析
由於 A-2 標並未有橋梁段，故在此係就 A-3、C-1、C-2 三標之橋梁工程
總排碳量及單位長度與單位面積碳排放量進行彙整，如表 6.16；其中，3 標單
位面積排碳量平均值為 2.43 tonCO2e/m2，單位路長排碳量平均值則為 36.95
tonCO2e/m。
表 6.16 蘇花改計畫 3 標橋梁工程碳排放量分析
A-3

項目
排碳總量(tonCO2e)

C-1

C-2

平均值

46,128.09

1,761.10

3,231.54

24,560

546

1,484

單位橋面積排碳(tonCO2e/m )

1.88

3.23

2.18

橋長(m)

1,535

35

106

單位橋長排碳(tonCO2e/m)

30.05

50.32

30.49

2

橋面積(m )
2

2.43
36.95

3.隧道工程排碳量分析
本研究計算求得之 A-2、A-3、C-1、C-2 標隧道工程總排碳量及單位長度
與單位面積碳排放量彙整如表 6.17；其中，4 標單位面積排碳量平均值為 2.17
tonCO2e/m2，單位路長排碳量平均值則為 32.59 tonCO2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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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7 蘇花改計畫 4 標隧道工程碳排放量分析
A-2

項目
排碳總量(tonCO2e)
2

隧道面積(m )
單位隧道面積排碳
(tonCO2e/m2)
隧道長(m)
單位隧道長排碳
(tonCO2e/m)

107,851.90

A-3

C-1

10,801.10 104,568.55

C-2

平均值

61,713.58

52,525

3,354

60,637

36,679

2.05

3.22

1.72

1.68

3,367

215

3,887

2,911

32.03

50.24

26.90

21.20

2.17

32.59

綜整上述不同類型工程之單位長度排碳量與單位面積排碳量，彙整比較
如圖 6.6、圖 6.7。由兩圖所顯示的變動趨勢可知，單位路長或單位路面積排
碳量在橋梁和隧道工程的比較結果皆相似，推測原因為各標路幅差距不大。

圖 6.6 蘇花改計畫 4 標單位路長碳排放量分析圖

根據本研究採用專家諮詢會各與會專家學者意見之結果，本研究進一步
以各工程的單位面積碳排放量計算結果進行分析探討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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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蘇花改計畫 4 標單位路面積碳排放量分析圖

比較道路、橋梁和隧道三種工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的平均值，橋梁和隧
道工程明顯大於道路工程，此與本報告於第三章之文獻回顧結果一致，主要
原因是橋梁和隧道工程較道路需要使用更多的鋼筋、混凝土所致。
另橋梁工程排碳量由大而小排序為：C-1>C-2>A-3；隧道工程排碳量大小
循序則為：A-3>A-2>C-1>C-2。在橋梁部分，第 C-1 標與 C-2 標的橋梁段分別
為 35 和 106 公尺的短橋，第 A-3 標橋梁段則長達 1,535 公尺，根據此一特性，
推論由於不論是長橋或短橋都必須設置橋台及擋土牆，故橋台與擋土牆工程
所造成的排碳量攤提到橋面積、計算單位面積排碳量時，會造成短橋排碳量
增加，而且可能隨著橋長越短、增加幅度越大；惟增加的幅度與橋長度間的
關係，以及是否還有其他因素造成這種變異情形，還需更多案例的試算與討
論才能證實。
在隧道部分，第 A-2、A-3、C-1、C-2 標分別為長 3,367、215、3,887 和
2,911 公尺的隧道，由長度可發現第 A-3 標隧道最短，而其單位面積碳排放量
最大，推測與短橋排碳量較大的原因相近，即不論長短隧道皆須進行隧道洞
口保護工，故短隧道會因為分攤保護工所造成的排碳量，導致其單位面積排
碳量較大。話雖如此，C-2 標的隧道長度其實較 A-2 標為短，但其單位面積碳
排放量卻較 A-2 標小，此部分經探討分析，研判是因為隧道工程受地質狀況
影響大所致：由於 A 段的地質較為脆弱，故其支撐所需的岩栓、噴凝土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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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較高，故使得 A-2 標隧道段長度雖較 C-2 標長，但其單位面積碳排放量仍
相對較高。
除此之外，經與設計人員反映討論此排碳量評估結果時得知，第 A-3 標
隧道不如其他標隧道採雙孔的設計，而是在環境考量下設計為眼鏡型隧道，
故該隧道工程所需支撐量較高，亦為致使 A-3 標單位面積碳排放量較其他為
高的原因。
另就 A、C 段 4 標工程之直接工程費與排碳量計算結果進行分析，可得單
位工程費(億元)排碳量推估結果如表 6.18。其中，以 A-3 標的單位工程費用排
碳量最高，推測為其工程內容以橋梁為主、又同時涵蓋路工及隧道工程所致。
各標平均值約 0.028 kgCO2e/元與本研究回顧日本案例結果每單位工程費排碳
量 0.046~0.058 kgCO2e/元相較為低，但由於以價格計又涉及日本與我國物價
及貨幣變動情況不一，故造成其間的差距還有待未來作更進一步的探討。
表 6.18 蘇花改工程 4 標單位直接工程費(億元)碳排放量分析
項目

A-2

排碳總量(tonCO2e)

108,396.87

直接工程費(億元)

41.530

17.100

2,610.09

3,402.76

單位工程費排碳量
(tonCO2e/億元)

A-3

C-1

58,187.27 115,239.56

C-2

平均值

65,422.81

-

45.107

24.260

-

2,554.80

2,696.74

2,816.10

6.2.5 蘇花改計畫全線工程碳排放量推估
由於本研究所發展之營建管理階段碳排放量評估方法中，在操作維護排
碳量部分必須由工程碳排放量進行推估，故在此係利用前述 A、C 段 4 標工程
碳排放量評估結果，以工程規模較為相近的推估結果進行 A-1 標和 B 段的工
程碳排放量推估，作為接續推估營運管理階段操作維護排碳量及成本效益分
析之依據。茲就推估 A-1 標及 B 段各工程標碳排放量之方法與結果說明於後。
1.第 A-1 標蘇澳永樂段新建工程碳排放量推估
蘇花改計畫第 A-1 標與 A-3 較為類似，屬於路工、橋梁、隧道兼具但以
橋梁段為主的工程。為此，本研究係以 A-3 標排碳量計算結果為參考依據，
分別以橋梁、道路和隧道面積進行碳排放量推估，結果如表 6.19 所示，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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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總排碳量估計值為 87,365.04 tonCO2e。
表 6.19 第 A-1 標各構造別之碳排放量推估
基本資料/排碳量

道路

橋梁

隧道

A-1 標主線長度(m)

790

2,720

270

A-1 標主線寬度(m)

7×2

7×2

7.8 × 2

11,060

38,080

4,212

0.20

1.88

3.22

2,212.00

71,590.40

13,562.64

A-1 標面積(m2)
A-3 單位面積排碳量(tonCO2e/m2)
A-1 標工程排碳量(kgCO2e)

2.蘇花改計畫 B 段各標工程碳排放量推估
如表 6.1 所示，B 段共包含 4 個工程標，包括第 B-1 標南澳武塔段新建工
程、第 B-2 標觀音隧道新建工程、第 B-3 標谷風隧道新建工程及第 B-4 標和
平路段橋樑工程。由於本研究並未取得 B 段設計單位的最近期資料，故計算
道路面積所需之路寬係參考工程規劃報告書所載數值，進行 B 段的碳排放量
推估。
就 B 段各標之工程規模與特性分析可知，第 B-1 標係屬以橋梁工程為主、
兼具路工與隧道工程的計畫，與 A-3 標的工程特性較相近，故在此採用 A-3
標單位面積排碳量為參數進行 B-1 標工程碳排放量的推估，推估結果如表
6.20；即 B-1 標工程排碳量約為 81,168.31 tonCO2e。
表 6.20 第 B-1 標各構造別之碳排放量推估
基本資料/排碳量

道路

橋梁

隧道

B-1 標主線長度(m)

900

1,201

456.5

B-1 標主線寬度(m)

8.4 × 2

8×2

9.8 × 2

B-1 標聯絡道長度(m)

1,098

385

-

B-1 標聯絡道寬度(m)

7×2

7×2

-

30,492

24,606

8,947

0.2

1.88

3.22

6,098.40

46,259.28

28,810.63

B-1 標面積(m2)
A-3 單位面積排碳量(tonCO2e/m2)
B-1 標工程排碳量(kg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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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B-2 標係純粹為一長 7.3 公里的長隧道工程，若考量無橋梁工程的工程
特性，則與 A-2 標最為接近；但就工程規模而言，則是與 C-1 標 5.5 公里的隧
道工程較為相以。如同前段所述，隧道工程的碳排放量又與地質條件有直接
的關係，經設計人員評估 B 段之地質條件同 A 段較為破碎，故在此即利用 A-2
標之單位隧道面積排碳量推估 B-2 標之工程碳排放量，推估結果如表 6.21；
即 B-2 標工程排碳量約為 294,619.85 tonCO2e。
表 6.21 第 B-2 標隧道碳排放量推估
基本資料/排碳量

隧道

B-2 標主線長度(m)

7,332.5

B-2 標主線寬度(m)

9.8 × 2

B-2 標面積(m2)

8,947

A-2 單位面積排碳量(tonCO2e/m2)

2.05

B-2 標工程排碳量(kgCO2e)

294,619.85

由第 B-3 標基本資料可看出此標同 B-2 標，為近 5.2 公里的長隧道工程，
但又兼具有約 23.5 公尺的路塹路堤和 645 公尺的橋梁。為求一致性，本研究
同樣以 A-2 標的隧道單位面積排碳量為 B-3 標隧道工程的排碳量評估參數，
但道路和橋梁段則選擇長度較為接近的 C-2 標為參數進行道路與橋梁排碳量
的計算，推估結果如表 6.22；可得 B-3 標工程排碳量約為 236,807.90 tonCO2e。
表 6.22 第 B-3 標各構造別之碳排放量推估
基本資料/排碳量

道路

橋梁

隧道

B-3 標主線長度(m)

23.5

645

5172.5

B-3 標主線寬度(m)

8.4 × 2

8 + 10.5

9.8 × 2

B-3 標聯絡道長度(m)

544

-

-

B-3 標聯絡道寬度(m)

7×2

-

-

B-3 標面積(m2)

8,011

11,933

101,381

2

-

-

2.05

2

0.37

2.18

-

2,964.00

26,012.85

207,831.05

A-2 單位面積排碳量(tonCO2e/m )
C-2 單位面積排碳量(tonCO2e/m )
B-3 標工程排碳量(kg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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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B-4 標屬於連絡道的建置，主要結構為近 1.6 公里的橋梁段和 0.6 公里
的路工。考量 B-4 標工程規模與本研究進行排碳量計算的 A-3 標較為接近，
故在此採用 A-3 道路及橋梁單位面積碳排放量為參數，進行 B-4 標工程碳排
放量推估如表 6.23 所示；得 B-4 標工程碳排放量約 42,584.64 tonCO2e。
表 6.23 第 B-4 標各構造別之碳排放量推估
基本資料/排碳量

道路

橋梁

B-4 標主線長度(m)

573

1,557

B-4 標主線寬度(m)

7×2

7×2

B-4 標面積(m2)

8,022

21,798

0.2

1.88

1,604.40

40,980.24

A-3 單位面積排碳量(tonCO2e/m2)
B-4 標工程排碳量(kgCO2e)

綜合本節碳排放量計算與推估結果，蘇花改計畫施工階段碳排放量計算
結果如表 6.24 所示。
表 6.24 蘇花改計畫全線碳排放量推估結果
項目

排碳總量
(tonCO2e)

單位面積排碳量 單位工程費排碳量
(tonCO2e/m2)

(tonCO2e/億元)

附註

第 A-1 標

87,365.04

1.64

4,641.15

A-3 推估

第 A-2 標

108,396.87

2.01

2,610.09

計算求得

第 A-3 標

58,187.27

1.70

3,402.76

計算求得

第 B-1 標

81,168.31

1.27

3,502.11

A-3 推估

第 B-2 標

294,619.85

2.05

3,014.75

A-2 推估

第 B-3 標

236,807.90

1.95

3,939.44

A-2、C-2 推估

第 B-4 標

42,584.64

1.43

4,464.73

A-3 推估

第 C-1 標

115,239.56

1.28

2,554.80

計算求得

第 C-2 標

65,422.81

1.66

2,696.74

計算求得

平均值

1.66

3,425.18

標準差

0.30

786.70

總計

1,089,792.25

149

總計蘇花改計畫 3 段 9 標之工程碳排放量約為 109 萬噸二氧化碳當量，
以工程總面積(道路、橋梁及隧道路面積加總)及直接工程費用進一步分析，可
得各標單位面積平均值約為 1.66 tonCO2e/m2 及單位工程費之碳排放量約為
3,425.18 tonCO2e/億元。

6.3 蘇花改計畫營運管理階段碳排放量評估
6.3.1 蘇花改計畫營運管理階段操作維護碳排放量計算
根據本報告 4.4.2 節所建立之道路工程營運管理階段碳排放量評估方法，
可由蘇花改計畫全線碳排放量評估結果，引用歐盟文獻回顧結果：道路工程
設施操作維護排碳約為施工階段之 14%為推估參數，計算蘇花改計畫 40 年操
作維護碳排放量約 152,571 tonCO2e。
為能對於操作維護階段排碳量推估結果進行驗證，本研究取得蘇花改計
畫年維護管理費用概估表，顯示每年維護費用約為 536.09 百萬元，包括人月
費 16.66 百萬元、設施維護及材料供應 334.60 百萬元，及電力費(含用水)184.82
百萬元。若以此年維護費用、維護期間 40 年推估，則 40 年維護費約 21,443.2
百萬元，以前節單位工程費排碳量計算及推估結果平均值 3,425.18 tonCO2e/
億元為參數估計，則操作維護碳排放量高達 734,468 tonCO2e。由於維護工程
與建造工程本質即不相同，故本研究僅此提出其間的差異，後續仍以根據文
獻提出之參數計算結果作為成本效益評估時的操作維護排碳量。

6.3.2 蘇花改計畫營運管理階段交通運輸碳排放量計算
為能與蘇花改計畫工程規劃報告中所載之既有交通運輸減碳效益進行比
較分析，本研究除根據本報告第 4.4.2 節所提出之道路工程營運管理階段交通
運輸碳排放推估方法，考量車行里程、車輛數、平均車速和坡度進行交通運
輸碳排放量計算外，亦就蘇花改計畫工程規劃報告單位所述之方法重新計算
排碳量，進而比較兩者之結果。本研究之評估方法與原工程規劃書計算方法
比較如圖 6.8 所示。以下及分別就兩方法進行計算並對於計算結果提出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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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活
動
量

本研究計算方法

蘇花改工程規劃書
計算方法

車流量(輛)

車流量(輛)

里程數(km)

里程數(km)

平均車速

油耗率(L/vkm)
影
響
因
子
排
放
係
數

坡度

小客車當量

燃料排放係數
kgCO2e/L

單位里程PCU
排放係數
kgCO2e/PCU-km

交通運輸碳排放量

圖 6.8 蘇花改計畫營運管理階段交通排碳量計算流程
1.交通活動量
由於台 9 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工程規劃報告【68】並未載明交
通運輸碳排放量推估的交通流量資料，故本研究特別去函請當初的計畫執行
團隊提供交通運輸評估數據，該團隊提供的數據資料包括：民國 125 年實施
蘇花公路改善計畫與未實施改善計畫之各區段道路里程數、各車種(小型車、
大客車、大貨車、連結車與機慢車)日交通量，以及平均車速資料，如表 6.25、
表 6.26 所示。其中，為配合本研究選取對應之車輛油耗係數作計算，故將平
均速率以四捨五入至十位數方式轉換新增替代速率一欄。
如圖 6.8 所示，本研究計算蘇花改計畫營運管理階段交通運輸碳排放量之
活動數據，即利用各車種延車公里交通量乘上不同車速下延車公里油耗率資
料(參照表 4.5)，得到交通活動量為車輛之總油耗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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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5 未實施蘇花改計畫各區段預估車速與日車流量【68】
里程數

替代*

區段

道路分類

蘇澳-東澳

山嶺區

15.4

38.52

40

東澳-南澳

丘陵區

11.0

42.26

南澳-和平

丘陵區

28.8

和平-崇德

丘陵區

22.1

(km)

速率(km/hr)

車流量(車輛/日)

速率(km/hr)

小型車

大客車

大貨車

聯結車

機慢車

4,891

273

380

493

261

40

3,756

187

682

472

214

44.83

40

4,008

191

707

490

199

51.90

50

5,230

225

491

216

809

*替代速率一欄為本研究就原交通評估之平均速率四捨五入後新增欄位。

表 6.26 實施蘇花改計畫各區段預估車速與日車流量【68】

區段

道路分類

台 9 線(蘇澳東澳)

里程數

速率

(km)

(km/hr)

替代*

車流量(車輛/日)

速率
(km/hr)

小型車

大客車

大貨車

聯結車

機慢車

山嶺區

15.9

42.98

40

599

47

0

0

286

郊區公路

9.2

58.87

60

5,155

298

438

497

0

台 9 線(東澳南澳)

丘陵區

11.0

39.13

40

4,581

226

690

481

228

台 9 線(南澳和平)

丘陵區

28.3

46.00

50

228

7

0

0

212

郊區公路

19.2

59.95

60

4,433

185

723

499

0

丘陵區

8.1

42.72

40

276

46

0

0

573

計畫道路(和中和仁)

郊區公路

8.2

49.61

50

4,673

199

678

494

0

台 9 線(和仁大清水)

丘陵區

5.1

43.02

40

386

51

0

0

118

計畫道路(和中大清水)

郊區公路

4.1

49.19

50

4,792

199

693

220

330

台 9 線(大清水崇德)

郊區公路

8.9

53.82

50

5,943

284

501

218

822

計畫道路(蘇澳東澳)

計畫道路(南澳和平)
台 9 線(和中和仁)

*替代速率一欄為本研究就原交通評估之平均速率四捨五入後新增欄位。

2.影響因子
本研究考慮道路坡度造成之碳排放量變化，假設前項交通活動量計算求
得之油耗量係為平地狀況下行駛的油耗量，再以 4.4.2 節由文獻所列多項式由
得之不同道路坡度、碳排放量變化比例係數(表 4.6)，作為區分車輛行駛於山
嶺區、郊區公路和丘陵區的油耗修正係數。其中，計畫道路是以隧道最大坡
度設計值 2%條件之排放比例計算，原台 9 線山嶺區、郊區公路與丘陵區則分
別以 6%、3%和 3%條件之排放比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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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蘇花改計畫工程規劃書在考量影響因子時，則是以交通服務量為概
念，利用各車種轉換為成小客車當量數時，一併加入因行駛於不同類型道路
對於交通排碳量之影響，訂定各車種及不同地貌(丘陵區、山嶺區)之小客車當
量數如表 6.27 所示。
表 6.27 小客車當量(PCE)【68】
道路類型

小型車

大客車

大貨車

重貨車

機慢車

丘陵區

1

3

3

5

0.5

山嶺區

1.5

5

5

7

1

3.排放係數
依據不同的交通活動量，本研究與蘇花改計畫工程規劃書兩種交通運輸
排碳量計算方法所選擇之排放係數亦不同。本研究所採用的是環保署產品碳
足跡資訊網所公告之「產品碳足跡計算公用係數」【20】(已收錄於本研究彙
整之參數資料庫中，詳見附錄 1)，包括汽油耗用排放係數 2.361 kgCO2e/L 與
柴油耗用排放係數 2.65 kgCO2e/L。蘇花改計畫工程規劃書計算方法則是以單
位里程 PCU 排放係數 240 gCO2e/PCU-km 為計算參數，求取交通運輸碳排放
量。
依據上述兩種評估道路工程營運管理階段交通運輸碳排放量之計算方式
與流程，估算有無實施蘇花改計畫各區段之碳排放量，並估算蘇花改計畫於
營運管理階段交通運輸之減碳量；計算結果如表 6.28 所示。由表可知，本研
究綜合考量行車距離、車輛數、車速與坡度因子，以油耗量為排碳量計算之
活動強度求得之改善前後碳排放量皆接近原計算方法的兩倍。但就減碳效益
來看，本研究綜合考量多個因子的結果，將使減碳量更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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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8 蘇花改計畫實施與否於營運管理階段交通運輸年排碳及減碳量
參採方法
計算項目

本研究計算方法

蘇花改計畫工程規劃書
計算方法

排碳量

無改善

139,536.12

68,315.94

tonCO2e/年

有改善

106,320.83

55,078.64

33,215.29

13,237.30

減碳量 tonCO2e/年

6.4 蘇花改計畫碳排放量成本效益分析
根據蘇花改計畫工程規劃報告【68】，蘇花改計畫成本效益分析之基本假設
參數如表 6.29 所示，蘇花公路改善之經濟效益評估結果(總經濟效益)分析表如表
6.30 所示。本研究以下即參考工程規劃報告書中的基本假設參數，就前節針對蘇
花改計畫施工及營運管理階段之碳排放量計算結果，以本研究第五章所探討並提
出建議之兩種貨幣化參數(新台幣 500 元/tCO2e 及 900 元/tCO2e)，試評估加入工
程碳排放量及操作維護碳排放量後的外部效益變化量，並探討其對於蘇花改計畫
整體可行性之影響。
表 6.29 蘇花改計畫成本效益分析基本假設參數表【68】
假設與參數類別

使用參數

資料來源或假設依據

評估基礎年(幣值基年)
評估期間
施工期間
營運起始年

99 年
30 年
100-106 年
107 年

評估期間
通貨膨脹率(物價上漲)

99-136 年
2.0%

經建會新世紀第二期國家建設計畫

社會折現率

6.0%

公共工程委員會 92 年通過交通建設計畫折現

工資/薪資成長率

2.0%

依據本研究規劃設定

依據本研究設定，客運工資率為 244 元/時，
貨運駕駛平均工資為 188 元/時

小客車單位運輸成本
依據交通部統計處資料，計算民國 72-96 年間
99-106 年

6.0%

公路客運基本運價之多年期平均年成長率為
6.01%

107 年以後

2.0%

依據通貨膨脹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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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0 蘇花公路改善之經濟效益評估結果：分項效益及成本【68】
方案內容
社經情境

總經濟效益
萬元，民國 99 年現值

百分比

5,314,738

100.0%

旅行時間節省(客)

576,521

10.8%

旅行時間節省(貨)

30,604

0.6%

運輸系

旅行成本節省(客)

-384,837

-7.2%

統效益

旅行成本節省(貨)

20,689

0.4%

CO2 減量效益(客+貨)

-9,114

-0.2%

8,101

0.2%

311,243

5.8%

4,761,531

89.4%

貨幣化計算之經濟成本合計

4,557,071

100.0%

興建成本

3,693,063

81.0%

貨幣化計算之經濟效益合計

事故社會損失節省(客+貨)
社會效

減少公路坍方的社會經濟價值

益

觀光產值

營運維

一般路段

116,845

2.6%

修成本

隧道路段

571,139

12.5%

鋪面

55,253

1.2%

機電設施

92,161

2.0%

交控設施

28,610

0.6%

重置成
本

6.4.1 施工階段碳排放減量效益
根據 6.2 節施工階段排碳量推估結果，並參照 5.2 節所建議之每噸二氧化
碳當量以 500 元及 900 元兩種計價的原則，則蘇花改計畫總排碳量 1,089,792
tonCO2e，可求得在施工年期之總碳排放價格分別為 54,490 萬元及 98,081 萬
元。
根據 5.3 節將碳排放減量(建造前碳排放量減去建造後碳排放量)的經濟價
值歸類為外部效益的定義，由於蘇花改計畫施工前碳排放量為零，故施工的
減碳效益呈現負值，分別為-54,490 萬元及-98,08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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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營運管理階段碳排放減量效益
1.操作維護碳排放減碳效益
營運管理階段減碳效益計算須考量操作維護的排碳和交通運輸的排碳兩
部份。根據本報告 6.3 節之計算結果，蘇花改計畫 40 年操作維護碳排放量約
為 152,571 tonCO2e，相當於年碳排放量 3,814 tonCO2e。
由於本研究並未取得蘇花改計畫進行前(原蘇花公路)的操作維護碳排放
量相關資料，故在此簡化將建造前碳排放量以零計，則年操作維護的減碳效
益亦同施工排碳一樣會呈現負值。以年碳排放 3,814 tonCO2e 套用本研究貨幣
化參數每噸二氧化碳當量以 500 元及 900 元兩種單價計算，則操作維護減碳
效益分別為-191 萬元/年及-343 萬元/年。
2. 交通運輸碳排放減碳效益
不同於施工排碳和操作維護排碳，此部分效益已於蘇花改計畫工程規劃
報告【68】中有所討論，故在此首先簡要回顧其評估方法。
其減量效益分析對象共包括：(1)原台 9 線運量，因路線轉移所減少車公
里的碳排放量；(2)因本計畫實施後由台鐵轉移至本區域的運量，其所增加的
碳排放量(假設原搭乘台鐵之排放量為零)；(3)新增旅次所增加之碳排放量，此
部分以二分之一法則計算。上述三效益計算項目中，除(1)為正效益外，(2)、
(3)項皆為負效益。
在貨幣化的過程部分，台 9 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工程規劃報告
【68】係引用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報告之碳減量成本估算方法，以動態價格
計算減碳效益。該研究中係假設 2025 年達成各種減量情境下之減碳邊際成
本，進而求出減碳數量與減量成本(價格)之關係式如下式：
CO2 價格(美元/噸)＝1.1984 × CO2 減量數量(百萬噸)＋17.788
本研究根據於 6.3.2 節所計算得到的交通運輸碳排放量與減碳量，分別以
工程規劃報告所建議之動態價格以及本研究所建議之固定費率貨幣化參數
500 元/tonCO2e 及 900 元/tonCO2e 進行效益計算，結果如表 6.31 所示。由表
可知，若以工程規劃報告提出之計價方式，本研究因求得之減碳量較大故減
碳效益更為放大。若以本研究建議之固定費率計價，則年減碳效益分別為 1,661
萬元及 2,98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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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 以不同費率計算蘇花改交通運輸減碳效益之結果分析
蘇花改計畫工程規劃報

年減碳效益(萬元)

告【68】(125 年效益值)

動態費率計價法

本研究

2,780

6,217

固定費率

500 元/tCO2e

-

1,661

計價法

900 元/tCO2e

-

2,989

6.4.3 蘇花改計畫成本效益綜合評析
就上述蘇花改計畫施工階段及營運管理階段操作維護與交通運輸減碳效
益的計算結果，依據直線攤銷法進行施工階段及營運管理階段分年效益評
估，進而求得分別以 500 元/tCO2e 及 900 元/tCO2e 之淨效益值，如表 6.32 所
示。
表 6.32 蘇花改計畫納入施工及操作維護排碳量之 CO2 減量效益分析表
計價方式
效益(淨現值，萬元)

500 元/tCO2e

900 元/tCO2e

-57,868

-104,169

操作維護減碳效益(30 年)

-7,749

-13,915

交通運輸減碳效益(30 年)

67,384

121,258

1,767

3,174

施工減碳效益(7 年)

小計

由表 6.32 計算結果，將原蘇花改計畫經際效益評估(表 6.30)重置如表
6.33，並計算與分析將工程碳排放量納入成本效益分析前後之成本效益評估指
標變化如表 6.34。由本研究結果與工程規劃報告之成本效益結果可看出，加
入施工及操作維護排碳之負效益後，對於蘇花改計畫整體之淨現值與益本比
兩成本效益指標之影響並不大，其中，益本比仍維持 1.17。
本研究之交通運輸減碳量之所以為正值，主要原因應為計算時將車速、
坡度一併納入考量，故交通運輸減碳效益大幅增加；以營運期 30 年計，恰好
可抵銷施工期間工程碳排放量以及營運管理期間操作維護碳排放量之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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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3 本研究推估蘇花公路改善之經濟效益評估結果
總經濟效益
方案內容
社經情境

500 元/tCO2e
萬元，民國 100
年現值

900 元/tCO2e
萬元，民國 100

百分比

年現值

百分比

5,325,619

100.0%

5,327,026

100.0%

旅行時間節省(客)

576,521

10.8%

576,521

10.8%

旅行時間節省(貨)

30,604

0.6%

30,604

0.6%

旅行成本節省(客)

-384,837

-7.2%

-384,837

-7.2%

運輸

旅行成本節省(貨)

20,689

0.4%

20,689

0.4%

系統

交通減碳效益

67,384

1.3%

121,258

2.3%

效益

施工減碳效益

-57,868

-1.1%

-104,169

-2.0%

維護減碳效益

-7,749

-0.1%

-13,915

-0.3%

8,101

0.2%

8,101

0.2%

311,243

5.8%

311,243

5.8%

4,761,531

89.4%

4,761,531

89.4%

貨幣化計算之經濟成本合計

4,557,071

100.0%

4,557,071

100.0%

興建成本

3,693,063

81.0%

3,693,063

81.0%

一般路段

116,845

2.6%

116,845

2.6%

隧道路段

571,139

12.5%

571,139

12.5%

鋪面

55,253

1.2%

55,253

1.2%

機電設施

92,161

2.0%

92,161

2.0%

交控設施

28,610

0.6%

28,610

0.6%

貨幣化計算之經濟效益合計

事故社會損失節省
(客+貨)
社會
效益

營運
維修
成本
重置
成本

減少公路坍方的社會
經濟價值
觀光產值

表 6.34 蘇花改計畫納入施工及操作維護排碳量之 CO2 減量效益分析表
方案 蘇花改計畫工程規劃
成本效益指標

報告【68】

本研究
500 元/tCO2e

900 元/tCO2e

淨現值

757,667

768,548

769,955

益本比

1.1663

1.1686

1.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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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結果與討論
本章主要是以台九線省道改善計畫為例，進行碳排放量評估方法與模式的應
用及碳排放量納入成本效益評估方式的檢討與分析。其中，在施工階段碳排放量
計算部分，基於設計單位與數量計算人員的配合意願，以及目前工程設計進度，
本研究係取得未公告的第 A-2、A-3、C-1 及 C-4 標設計資料，就其資源項目選擇
或假設碳排放係數，進行工程碳排放量的計算。
在時間與人力有限的情況下，此 4 標各資源項目之係數係由設計單位之工程
數量分析專業人員就物料材質或組成特性，參照產品規範進行假設，而後由本研
究蒐集的參數資料表中，選擇相近係數轉換為各資源項目碳排放係數，在計算求
得各單項排碳量、加總求得各作業和工程總排碳量，計算流程可參考本報告書附
錄 5。
與本報告第四章所述之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方法與模式相較，案例評估過程中
多了一道係數轉換程序，主要原因為目前我國可參考之產品碳足跡項目不足，無
法與工程項目作逐一對應；雖然本研究在蘇花改計畫碳排放量計算時，已針對各
資源項目進行係數建立，但僅出自於單一工程數量計算專業人員，並未一一經過
合理性與可行性驗證，故不建議直接成為後續其他工程引用之參考。
考量未來各工程於規劃設計階段進行碳排放量評估同樣會遇到此一問題，本
研究建議有必要對較常使用之工程材料及型式擬定係數轉換原則，例如特定管徑
PVC 管每公尺碳排放量，以 PVC 管每單位重碳排放量進行換算，以確保各常用
工程材料碳排放係數於不同工程進行碳排放量推估時參採的一致性。當然，若能
透過道路工程碳足跡盤查的進行，就工程排碳活動量、各工項碳排放係數作具體
的檢視與檢討，進而回饋至參數資料庫，將能更有效提升碳排放評估模式的應用
價值與評估結果的有效性。
在成本效益分析部分，本研究根據前章所建議之兩種貨幣化參數，分別進行
施工碳排放量、操作維護碳排放量及交通運輸碳排放量推估結果的效益計算，結
果顯示貨幣化參數越大、減碳效益越大，主要原因為本研究在交通運輸碳排放量
推估時，將車行距離、車種、車速及坡度一併考量，故交通減碳量增加，使得交
通減碳效益提高。
由成本效益指標的計算可發現，加入施工及操作維護排碳量之負效益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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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蘇花改計畫之整體效益影響並不大，其本益比仍然維持在 1.17，為可接受之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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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專家諮詢會議辦理情形
基於本研究為交通運輸工程關注工程碳排放量評估議題的起始計畫，本研究
團隊特別在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方法建立及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模式架構建立之
際，分別以「交通運輸工程排碳量評估範疇、方法及相關參數選用原則」及「交
通運輸工程排碳量計算範疇/邊界、計算方法與模式應用」為題，舉辦兩場專家
諮詢會，藉以確認本研究執行方向、確保本研究發展成果能夠達成計畫目的與目
標。

7.1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
本研究首次召開專家諮詢會之重點在於道路工程碳排放計算邊界、範疇及碳
排放量評估方法之建立，會中邀集到國內在產品碳足跡、建築與土木工程材料排
碳係數建立及交通運輸工程管理等各相關面向具專業經驗之學者專家，協助本研
究團隊進行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模式之考量原則的確認。當次專家諮詢會
邀請的學者專家名單如表 7.1。
表 7.1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專家學者名單
單位/職稱

姓名

1. 中央大學營建管理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2.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教授

黃榮堯
顧洋

3. 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林志棟

4. 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教授

馮正民

5. 國防大學理工學院環境資訊及工程學系/助理教授

張又升

6. 工研院綠能所綠色低碳環境與安全衛生技術組/經理

呂穎彬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係於民國 100 年 5 月 31 日假運輸研究所 10 樓會議室舉
辦，研討重點係以道路工程排碳量評估範疇與邊界及排碳量計算參數選用原則兩
方向為主軸，根據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議程規劃與會議結果，茲整理與會委員之
建議如表 7.2。在聽取委員意見後，本研究進一步以議題進行分類與彙整，並逐
項規劃、執行對應的修正與補強工作，內容如表 7.3 所示。本次專家諮詢會之會
議簽名單、議程暨簡報資料，以及委員發言意見詳如附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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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委員意見彙整表
委員

委員建議

中央大學營建管理 1. 本計畫應著重於評估模式的合理性與完整性，至於係數選用與
數值計算結果的準確性可為下一階段追求的目標。

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黃委員榮堯

2. 評估模式建立應考量未來應用目標，若主要功能為不同工程設
計方案的評估，如：結構工法、材料用量、土地利用、設備使
用等，則可在運輸能量為既定的先決條件下，將本計畫聚焦於
施工建造階段；營運管理階段則可參考運研所既有研究納入分
析。
3. 在上述條件下，雖將營運階段切除於本計畫評估核心之外，但
建議照明、號誌設備等在設計階段即決定後續操作維護排碳量
的設備設施等之耗電排碳，仍應納入考量。
4. 排放係數的選擇，建議以本土性、政府公告數值為主。
5. 瑞典預計於八月份公告之道路產品類別規則，建議本計畫著手
蒐集相關資料、以茲因應。

臺灣科技大學化學 1.

碳排放係數之蒐集應考量數據來源，以本土、最新數據為主要
考量，並將截斷(cut-off)原則納入考量，選擇顯著的排碳活動項

工程系教授

目進行評估。

顧委員洋
2.

交通工程之盤查應先將計畫邊界作明確界定，包括時間、空間
邊界。

3.

工程碳盤查和碳足跡之觀念應作釐清。

4.

有關工程碳排放量的盤查可參酌 ISO 14064-2 標準規範進行評
估。

5.

國內外文獻評析時應以其具體內容說明為評估範疇分析的參考
依據，由於各國的評估基礎不同，故建議毋須硬與他國評估結
果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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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土木工程 1.

本計畫的功能在於將碳排放量評估的概念帶入交通工程領域

系教授

中，建議應以工程為核心主體，使用與工程單位一致的語言進

林委員志棟

行溝通，並以公共工程委員會之 PCCES 為參考，進行評估方法
規劃。
2.

交通運輸工程排碳量評估範疇建議以道路工程為主，並可將道
路工程進一步分為橋梁、隧道及路工 3 部分，進行結合生命週
期考量之工程施工與維護排碳量評估。

3.

建議碳排放係數以本土數據為主，但建議整合國內外重要機構
之資料列表，探討合適範圍。

委員

委員建議
4.

建議就亞洲開發銀行之道路工程全生命週期碳足跡評估模式深
入了解，引入參考。

5.

交通工程碳排放量評估邊界界定可參考公共工程之三級品管權
責單位進行檢討修正。

交通大學交通運輸 1.

交通運輸工程之工程部分(施工與維護)排碳量評估單位建議以

研究所教授

tonCO2e/lane, km 較為合宜；交通部分則建議以單位延車公里、

馮委員正民

延人公里或延噸公里為佳。
2.

碳排放量評估結果應以「平均」方式表達，或依不同「道路類
型」方式表達，又或以「道路、橋梁、隧道」方式表達，建議
可以變異量分析結果進行評估。

3.

建議先以工程設施與設備項目進行表列，例如是否包括照明、
號誌、植栽、建物拆遷等，而後評估哪些是主要項目，再予計
算。

國防大學理工學院 1.

道路有等級之分，僅以路長(km)為排碳量評估依據不具代表性。

環境資訊及工程學 2.

生命週期評估範圍需要適當的界定，方能深入討論。

系助理教授

3.

建議將道路工程設計之常用元素與重要資材列為排碳量計算項
目，進而檢討或擴充既有資料蒐集結果、發展成為道路工程排

張委員又升

碳計算所需之資料庫。
工研院綠能所

1.

以生命週期評估為考量，建議應先界定「功能單位」；以交通

綠色低碳環境與安

設施而言通常是延人公里或延噸公里。也許可由假設營運期間

全衛生技術組經理

為 50 年著手，計算所有的交通碳排放量，再加上建造階段之碳
排放，以總排碳量除以所有的功能單位，即為碳足跡。

呂委員穎彬
2.

道路兼具客運與貨運功能時，需注意碳足跡的分配原則並做出
說明。

3.

確認簡報內液化石油氣及液化天然氣排碳係數數據。

163

表 7.3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委員意見彙整及對應工作規劃
議題類別

委員建議

工作檢討與規劃



確認模式主要功能未來(黃) 1.

本研究已根據專家建議重新明確界定



計畫目標應著重於評估模

本模式功能，並重新釐清「範疇」與

式的合理性與完整性(黃)

「邊界」用詞，並以工程生命週期為

應明確界定計畫時、空邊界

考量，檢討本研究排碳量計算邊界。



2.

(顧)

範疇與
邊界


本研究係以計算流程與方法為重點，

建議應以工程為核心主

確保計算內容完整且合乎國內外評估

體，以道路工程為主，並可

規範。

將道路工程進一步分為橋 3.

經了解公共工程品管制度建議可應用

梁、隧道及路工 3 部分(林)

於未來工程施作過程中，實際進行碳

評估邊界可參考公共工程

足跡盤查時的適用規範。

之三級品管權責單位進行
檢討(林)


生命週期評估範圍需要適
當的界定(張)





將截斷(cut-off)原則納入考 1.

根據 ISO 14044 3.18 截斷(cut-off)準

量，選擇顯著的排碳活動項

則，本研究規劃透過案例試算結果，

目進行評估(顧)

依據環境顯著性程度探討可排除於評

以公共工程委員會之

估內容之外的活動項目(1% rule)。
2.

PCCES 為參考(林)
排碳活動 
項目


本研究已著手對於 PCCES 系統經費計

建議先以工程設施與設備

算方式進行了解，並探討如何利用該

項目進行表列後評估哪些

系統進行工程或動量數據統計，作為

是主要項目，再予計算(馮)

排碳量計算之用。

建議將道路工程設計之常 3.

本研究已參考國道六號工程細部設計

用元素與重要資材列為排

資料進行工料、機具和人工用量分

碳量計算項目(張)

析，並以表列方式彙整重要資材定為
排碳量計算主要項目。



參數選用 
原則

係數選用與數值計算結果 1.

本研究成果將以確保排碳量評估模式

的準確性可為下一階段追

之計算方法與內容項目的完整為目

求的目標(黃)

的，並以盡可能蒐集到計算所需相關

建議以本土、最新政府公告

參數為目標，進行案例公路的排碳量

數據為參數選用條件(黃、

計算。
2.

顧)


依據委員意見，本研究參數選用原則

以本土數據為主，但建議整

擬定為：以本土、最新政府公告數據

合國內外重要機構之資料

為優先，而主要工程項目則另分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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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類別

委員建議


工作檢討與規劃

列表，探討合適範圍(林)

理國內外參數值，以範圍表述並進行

根據道路工程設計重要項

試算。

目檢討或擴充既有資料蒐 3.

針對主要工程項目，若排碳量係數不

集結果 (張)

敷使用，將以適當的假設條件採用預
設值，並於本研究建議中提出優先進
行產品碳足跡盤查需求，作為後續修
正該項排碳量計算之依據。





以生命週期評估為考量，建 1.

目前國內外皆未有「道路工程」的產

議應先界定「功能單位」(呂)

品類別規則或碳足跡產品類別規則文

僅以路長(km)為排碳量評

件，故本研究擬依據本次專家共識，

估依據不具代表性(張)

初步規劃在工程部分以每線道公里排

工程部分(施工與維護)排碳

碳量及每單位路面積排碳量為碳足跡

量評估單位建議為每線道

功能單位。
2.

公里排碳量(tonCO2e/lane,

參照瑞典鐵路產品類別規則，加入交

km)(馮)

通排碳量一併計算碳足跡時，則視可

交通部分建議以單位延車

取得交通流量評估資料(是否有客貨車

排碳量

公里(tonCO2e/ vkm)、延人

流量推估值)，以單位延車公里

計算結果

公里(tonCO2e/pkm)或延噸

(tonCO2e/ vkm)、延人公里

公里為單位(tonCO2e/

(tonCO2e/pkm)或延噸公里為單位

tkm)(馮)

(tonCO2e/ tkm)計算道路工程碳足跡。

建議以變異量分析結果決 3.

根據本研究就國道六號資料蒐集與初

定以「平均」方式表達，或

步分析結果，路工、橋梁與隧道在使

依不同「道路類型」或「道

用材料、機具上具有顯著差異。故本

路、橋梁、隧道」方式表達

研究擬請工程設計單位提供路工、橋

(馮)

梁、隧道三種不同工程類型之料、機、

道路兼具客運與貨運功能

人活動量，分別進行排碳量計算，以

時，需注意碳足跡的分配原

利結果的比較分析。



展現




則並做出說明(呂)


其他





蒐集瑞典預計於八月份公 1.

已去信瑞典國際產品環境宣告系統顯

告之道路產品類別規則相

示的協調單位尋求初稿或相關參考資

關資料(黃)

料。

釐清工程碳盤查和碳足跡 2.

本研究以碳足跡盤查為考量進行道路

之觀念(顧)

工程排碳量推估計算。

文獻評析應說明為評估範 3.

文獻回顧與評析力求清楚說明其考量

疇與參考依據(顧)

邊界、評估範疇、計算方法與項目及

各文獻評估基礎不同，各評

評估結果展現，不妄作比較和論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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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類別

委員建議
估結果毋須硬相比較(顧)


工作檢討與規劃
4.

相關數據已重新檢核。

就亞洲開發銀行之道路工
程全生命週期碳足跡評估
模式深入了解(林)

7.2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
基於第一次專家諮詢會的研討結果，本研究團隊除針對既有研究成果進行修
正與補強外，並進一步就修正後的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方法建立工程碳排放量推估
模式架構，並於民國 100 年 6 月 30 日辦理第二次專家諮詢會，邀請到環保署溫
室氣體減量管理辦公室、公路總局、國道新建工程局、國道高速公路局、高速鐵
路局等政府機關代表，以及工程顧問公司道路工程規劃設計單位代表，協助確認
本團隊所建置之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模式方法與架構，確保本計畫所建立
之碳排放評估模式能夠滿足未來的使用者即交通工程規劃設計單位應用所需。第
二次專家諮詢會邀請的專家名單如表 7.4。
表 7.4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專家名單
單位/職稱
1.

姓名

環保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簡任技正
溫室氣體減量管理辦公室/組長

周淑婉

2.

公路總局新工組/組長

夏明勝

3.

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規劃組/組長

陳國隆

4.

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技術組/組長

林炳松

5.

高速鐵路工程局第二組/組長

呂新喜

6.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大地工程部/技術經理

李民政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園區路航部/工程師

李成淵

本研究第二次專家諮詢會係於民國 100 年 6 月 30 日假運輸研究所 5 樓會議
室舉辦，研討重點為道路工程排碳量評估方法與模式架構兩部分，就活動數據的
項目以及未來應用上可能的問題就教於與會委員。與會委員提出之建議如表
7.5。基於表 7.5 的各項問題與建議，本研究進一步以議題進行分類與彙整，並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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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檢視、進行對應的修正與補強工作，內容如表 7.6 所示。
本研究團隊即依循兩次專家諮詢會各學者專家的提問與建議，著手進行方法
與模式修正，進而將研究成果撰寫成為本報告書。第二次專家諮詢會之會議簽名
單、議程暨簡報資料，以及委員發言意見詳如附錄 4。
表 7.5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委員意見彙整表
委員

委員建議

環保署空氣品質保 1.

以生命週期評估觀點計算交通運輸工程排碳量，有其資料取

護及噪音管制處

得之困難(如：材料)，建議對計算資料之取得及相關推估工

溫室氣體減量管理

具(合理排放係數)先界定工程排碳量之計算邊界及內容(類似

辦公室

PCR)。例如：物料排碳係數不包含原料自國外進口的開採和
運輸過程排碳。

周簡任技正淑婉
2.

目前國際並無統一適用於工程施工排碳係數之建議值，對於
國內工程應以符合國內實際狀況為主，建議以國內已建立之
相關排放係數為優先。例如：水泥熟料建議選用 6/30 環保署
甫公告之單位排放強度為排碳係數。

3.

工程碳足跡僅計算其排碳狀況，與低碳工程並不相同。倘若
評估結果將作為施政成果之顯現，建議應以「碳中和」之角
度思考及宣告。

4.

推估過程引用相當多的假設參數及排放係數，建議就其代表
性及合理性作適度分級，對推估結果作出正確性解析，以增
進評估結果的了解、避免評估結果的誤用。

5.

工程廢棄物回收再利用應納入生命週期考量。

6.

環保署開發行為溫室氣體排放增量及抵換規劃計算指引係以
開發行為為對象，並非特別針對工程施工活動進行規範。

公路總局新工組

1.

夏組長明勝

本計畫發展之排碳量評估模式評估內容為施工及營運階段工
程設施排碳量，但使用時機應為工程的規劃設計階段。即在
工程規劃、設計過程中，可評估各規劃或設計方案排碳量的
輔助工具，藉以展現不同方案之排碳量差異，作為方案選擇
之參考條件之一。

2.

未來排碳量評估案例累積至一定程度，則可思考將特定低排
碳方案納入規劃設計準則。

臺灣區國道

1.

交通運輸工程計畫可區分為可行性研究、綜合規劃、設計及

新建工程局規劃組

施工等不同階段，由於不同階段可引用之參數不同，本研究

陳組長國隆

工程排碳量評估之目的要運用於何階段辦理其推估模式會有
所不同。建議發展模式之目的宜先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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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委員建議
2.

簡報中所提之推估模式，已分別利用國道東部公路細設資料
及國道 1 號五楊拓寬工程施工期間資料進行試算，如果以同
一計畫不同階段進行試算，是否較能比較推估模式評估結果
之差異，並進行必要之修正。

3.

有關議題三、施工碳排放評估項目所提計算案例，似僅就橋
梁工程-橋梁上部結構部分試算，其他橋梁橋墩及基礎部分、
不同材料工法(鋼橋、混凝土橋)及不同構造型式(路工、隧道)
若能有相關資料一併分析，實用性將更能提高。

4.

有關議題二、碳排放量計算方式所提碳排放量計算方式中有
關 E 項植被移除量，於工程施工初期或有移除，但施工末期
通常會有植被復植工作，此部分建議應一併考量，並修正該
項為植被變化量。

臺灣區國道

1.

本研究發展之排碳量評估模式若目的為方案分析與決策輔

高速公路局技術組

助，則應將碳排放項目納入成本效益分析一項。但規劃階段

林組長炳松

之評估精度不如設計階段，目前所提出以 PCCES 八類大宗
資材項目為評估對象可能均無法有對應資料。如何就此階段
可取得內容進行排碳量推估、輔助方案評選，建請研究單位
再作評估。
2.

設計階段進行排碳量評估之目的為何？是否能與綠色內涵、
綠色能源(價值工程審查)相結合？或藉此篩選碳足跡認證廠
商，甚至上游原物料供應商，藉以達到工程低碳、減碳之要
求？

3.

本模式架構中，是否有針對施工及營運階段排碳量有權重標
準，如不同位置(都會區/郊區)賦予不同權重，建議推廣作為
環評報告之共同評估模式。

4.

營運階段可應用此排碳量評估模式作為營運管理決策之參
考。

5.

基礎 ITS 建置之係屬工程設計外的另一套交通決策評估模
式，減碳量是否列入本研究之排碳量評估模式？(如 ETC、閘
道儀控)

高速鐵路工程局

1.

目前綠色內涵的填報係以經費為計算標的，似乎僅為宣誓性

第二組

質的目標，而未能真正反映工程的綠色程度。未來或許能將

呂組長新喜

工程成本與排碳量有所對應，給予一定的容許排碳量，作為
工程減碳的務實目標。惟工程的位置、工法、性質等等都會
造成工程排碳的差異，工程的單位排碳量應以一個範圍呈現。
2.

根據簡報，除工程本身人機料等排碳活動項目粗估時會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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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委員建議
異，排碳量係數亦會有誤差。因此建議在本研究中先參考工
程經費估算方式抓大項作為排碳量計算項目，後續累積一定
的評估案例後，再針對評估結果進行分析並回饋修正細節並
更新模式，達成本模式之終極目標：成為切合實務狀況的排
碳量計算模式。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1.

本模式之建立後與碳足跡計算的關聯為何？模式產出的結果

大地工程部

是一個數字？由簡報文獻回顧結果看來，碳足跡似乎就是一

李技術經理民政

個除以特定單位(如道路每公里長度)的排碳量？建議能針對
相關名詞作明確說明。
2.

由過去經驗看來，工程減碳效益與整體經濟效益似乎無法比
較(佔比極小)？

3.

建議就如何應用本研究發展之排碳量評估模式之評估流程與
步驟建立一套標準作業程序。

4.

不同於本研究現階段所發展模式可用於計算隧道或橋梁各不
同工程規模或工法的排碳量，是否可求取其相對的排碳量差
異？(如澳洲案例所示：單位橋梁長度排碳量約為單為道路長
的 20 倍)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1.

道路工程在工程上可分為：路塹/路堤工程、橋梁工程及隧道

園區路航部

工程，依道路使用等級則分為：國道、省道、縣道等。除了

李工程師成淵

目前模式中已納入考量的設施部分排碳量計算，配套電力、
機械系統及行控中心等是否亦納入本研究排碳量計算？若加
入計算則需要蒐集係數的項目太多，且規劃階段並無如此詳
細的資料可供估算。
2.

茲以道路工程為例，說明工程經費推估流程：規劃階段以工
法/道路面積(亦或車道數、路面寬度)概估；基本設計階段以
主要工程項目概估；細部設計階段才進路 PCCES 系統進行
單價分析。而規劃階段概估的參考數值，即根據以往累積的
造價分析經驗而得。

3.

即便是到了細部設計階段，不同工程估價單位依據慣例編列
單項的詳細程度亦各有不同。如簡報中所提，不同工程材料
的排放係數又有所不同，如混凝土有一係數，其結果直接使
用水泥、砂等物料配比進行估計又不相同。與為免工程材料
生產排碳量計算結果的差異，建議訂定固定的評估項目，令
各工程進行一致地評估。

4.

未來若能對於工程材料排碳係數進行全面的全面的調查，則
或許可以排碳係數納入工程採購規範，對於由國外(中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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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委員建議
口便宜工料的情況加以限制，確保使用在地材料。

表 7.6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委員意見與對應工作規劃
類別

委員建議





排碳量
計算方法


工作檢討與規劃

先界定工程排碳量之計算 1.

綜整第一次專家諮詢會及本次會議

邊界及內容，以確認合理排

各專家學者給予的建議，本研究重新

放係數的取得(周)

界定工程碳排放量推估之功能、邊界

工程廢棄物回收再利用應

與範疇。其中，工程材料的廢棄與回

納入生命週期考量(周)

收已盡可能藉由採用「包含廢棄與回

本模式架構中，是否有針對

收考量的物料排碳係數」進行計算，

施工及營運階段排碳量有

其他工程廢棄物的廢棄與回收部分

權重標準，如不同位置(都會

考量道路工程的生命週期期程相當

區/郊區)賦予不同權重？

長、屆時得拆除及處理方法可能與現

(林)

行施工方式大不相同，故在本研究中

本模式之建立後與碳足跡

先予以排除。

計算的關聯為何？建議能 2.

本研究列入計算之機具、物料與人員

針對相關名詞作明確說明

運輸的排碳量即相當於工程位置的

(李民政)

排碳量差異所在，故在模式中並不另
針對特定位置給予權重。
3.

本研究已將名詞界定列為專節撰寫
於報告書中。




模式目的與
功能



排碳量評估模式評估內容 1.

本研究發展之碳排放量推估模式功

為施工及營運階段工程設

能目的為：提供工程方案或工程規劃

施排碳量，但使用時機應為

設計方案選擇的碳排放量資訊。模式

工程的規劃設計階段(夏)

應用時機為工程的規劃設計階段，評

不同工程階段可產出之活

估對象為工程施工及營運階段的排

動數據不同，建議本研究發

碳放量。

展模式之目的與應用於何 2.

根據上述功能目的，本研究之推估模

階段宜先確定(陳)

式僅能以規劃設計階段概估的碳排

於工程設計階段進行排碳

放活動量進行工程施工與營運階段

量評估之目的為何？ (林)

的碳排放量，與實際完工後、營運的

營運階段可應用此排碳量

狀況有可能存在相當的差異。未來若

評估模式作為營運管理決

欲將排碳量納入營管決策參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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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委員建議

工作檢討與規劃

策之參考(林)

可考慮將本推估模式作延伸成為：施
工階段排碳量調查模式及營管階段
排碳量盤查模式，以真實狀況進行碳
排放量計算並據以擬訂碳管理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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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委員建議






排碳量計算



活動項目





工作檢討與規劃

碳排放量計算方法之 E 項植 1.

依據委員意見，評估項目 E 已由植被

被移除量，建議應考量工程

移除量修正為碳匯改變量。

之植生復育部分，修正該項 2.

經由工程規劃設計及工程估價人員

為植被變化量(陳)

的訪查，如委員所述，各階段能產出

規劃階段之評估精度不如

的碳排放活動項目有差異；另即便是

設計階段，難以產出 PCCES

同階段，不同規劃設計單位所產出之

八類大宗資材項目之數

活動項目亦有差異。為保留彈性，本

據，建請研究單位再就如何

研究規劃採取給予建議項目的方

於該階段可取得之排碳活

式，以本研究蒐集的案例資料評估經

動量、進行排碳量計算再作

驗，提出規劃設計階段應能產出的大

評估(林)

項，作為碳排放量計算活動項目參

建議本研究中先參考工程

考，除此之外並開放由規劃設計單位

經費估算方式抓大項作為

自行提出用量大的機具油耗或物料

排碳量計算項目，後續待累

等資料，作為碳排放量計算依據。

積相當數量的案例評估結 3.

若以碳排放量盤查為考量，則應將所

果後，再針對結果進行分析

有會對於排碳或減碳有所貢獻的設

並回饋修正與更新模式(呂)

施及設備皆應納入計算。惟如前所述

除了目前模式中已納入考

之本推估模式功能目的及適用時

量的設施部分排碳量計

機，若加入過多於規劃設計皆沒有或

算，配套電力、機械系統及

無法確定的評估項目，對於排碳量推

行控中心等是否亦納入本

估結果並沒有幫助。因此，本研究係

研究排碳量計算？(李成淵)

首先力求推估模式架構與計算類別

道路工程經費推估流程：規

的完整與正確，項目部分則以簡化的

劃階段以工法/道路面積(亦

方式，就各類工程之通用項目進行評

或車道數、路面寬度)概估；

估。

基本設計階段以主要工程 4.

對於在規劃設計階段已訂之、會造成

項目概估；細部設計階段才

工程在營管過程排碳的設備(如：通

進路 PCCES 系統進行單價

風、照明系統及行控中心等)，且規

分析。而規劃階段概估的參

劃設計單位能夠提供相關燃料及電

考數值，即根據以往累積的

力使用量資料，則應計入本研究規劃

造價分析經驗而得。(李成

計算的「營管階段-工程操作維護碳

淵)

排放量」。

不同工程估價單位於細部
設計階段多依據慣例編
列，為免工程材料生產排碳
量計算結果的差異，建議訂
定固定的評估項目(李成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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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委員建議




排碳量計算
係數使用







模式應用與
發展





工作檢討與規劃

國內工程應以符合國內實 1.

綜整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與本次專家

際狀況為主，建議以國內已

諮詢會委員的建議，本研究係以本土

建立之相關排放係數(周)

化、可信度及時間性為原則，作為係

推估過程引用相當多的假

數選用的依據。

設參數及排放係數，建議就 2.

本研究已參考委員建議，將係數分為

其代表性及合理性作適度

A~D 四級，並根據各級條件加註於本

分級(周)

碳排放量評估模式之係數資料表

未來若能對於工程材料排

中，以提供模式使用者瞭解碳排放量

碳係數進行全面的全面的

計算結果的等級。

調查，則或許可以排碳係數 3.

若未來國內外產品碳足跡持續推

納入工程採購規範，對於由

動，使得不同地區、相同工料的碳排

國外(中國)進口便宜工料的

放係數能夠透明，則可望將工料排碳

情況加以限制，確保使用在

係數納入工程採購規範，確保在地材

地材料(李成淵)

料的選用。

本研究目前已利用國道東 1.

本研究係以可取得的調查及設計資

部公路細設資料及國道 1 號

料進行模式應用與碳排放量試評。由

五楊拓寬工程施工調查資

於國道東部公路在完成設計後並未

料進行試算，建議以同一計

實際建造，未來將根據委員建議尋求

畫不同階段的資料進行試

國工局提供國道 1 號五楊拓寬工程

算，以比較推估模式評估結

的設計資料，探討同一計畫不同階段

果與實測資料之差異(陳)

資料推估結果。惟不同於調查資料僅

國道 1 號五楊拓寬工程部分

考量上部結構，設計資料將是包含上

僅就橋梁上部結構部分試

下部結構的總量，是否能夠切分範圍

算，其他橋梁橋墩及基礎部

進行比較將有待確認。

分、不同材料工法(鋼橋、混 2.

由於本研究是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

凝土橋)及不同構造(路工、

量推估的初始計畫，現階段係以發展

隧道)若能有相關資料一併

邊界與範疇界定正確、計算內容完整

分析，實用性將更能提高。

的模式為基礎。不同材料工法及不同

建議就如何應用本研究發

構造的碳排放量分析，將有賴工程單

展之排碳量評估模式之評

位就不同工程類型提供對應的碳排

估流程與步驟建立一套標

放量計算所需活動量，並累積一定數

準作業程序(李民政)

量的評估結果，才能提出相應、可信

本研究現階段所發展模式

的數值，對於不同工程、不同規模、

可用於計算各不同工程的

不同工法的道路工程提出排碳量差

排碳量，可否求取其相對的

異。
3.

排碳量差異？(李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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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已根據模式發展結果，界定交

類別

委員建議

工作檢討與規劃
通運輸工程施工階段碳排放量推估
流程，並詳述各部分計算方式與項目
於報告中。









其他




工程碳足跡僅計算其排碳 1.

本研究現階段完成碳排放量評估模

狀況，與低碳工程並不相同

式後，下階段將就如何將碳排放量評

(周)

估結果量化並納入工程成本效益評

未來應持續累積排碳量評

估進行考量，作為輔助工程方案及減

估案例，進而思考如何將特

碳策略選擇的決策參考依據。

定低排碳方案納入規劃設 2.

後續若能將本研究發展之碳排放量

計準則(夏)

推估模式推廣至各工程規劃設計及

應將碳排放項目納入成本

施工監造單位，則可望由案例的累積

效益分析，以輔助方案分析

及碳排放量評估結果的綜合分析，給

與決策(林)

予各工程一個適當範圍的排碳目

基礎 ITS 建置之係屬工程設

標，亦或是將之納入規劃設計準則，

計外的另一套交通決策評

促使工程落實碳管理與減量。

估模式，減碳量是否列入本 3.

傳統的交通運輸工程成本效益評估

研究之排碳量評估模式？

僅著重於工程成本與社會經濟效益

(林)

的相較，近年來因應環境議題已將環

目前綠色內涵的計算無法

境成本納入考量，但碳排放部分則僅

真實反映工程的綠色程

列入效益部分、將紓解交通狀況視為

度，未來或許能將工程成本

減碳效益但未將工程施作與設施操

與排碳量有所對應，給予一

作維護的排碳納入考量。本研究建議

定的容許排碳量，作為工程

應將工程減碳效益與工程排碳量進

減碳的務實目標。惟工程的

行比較分析，就工程面碳排放給予平

位置、工法、性質等等都會

衡報導，展現工程在製造排碳、創造

造成工程排碳的差異，工程

社會與經濟效益之餘，亦有對於減碳

的單位排碳量應以一個範

有所貢獻，符合我國整體推動節能減

圍呈現(呂)

碳的政策目標。

工程減碳效益與整體經濟 4.

ITS 系統係屬於運輸計畫組的工作範

效益似乎無法比較(佔比極

圍，應非於工程設施部分規劃設計的

小)？(李民政)

範圍，故不在本研究碳排放量計算範
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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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八章 結論與建議

目前交通運輸工程之審議流程，並未包括「節能減碳」評估機制，致所規劃
興建的規模及型式常以經濟發展為優先考量，而在資源再生利用或維護管理方面
則較為不重視，使決策者難以獲得足夠的資訊，而產生超量規劃或資源浪費之現
象。因此為打造具節能減碳效果之交通運輸工程，並落實環境保護，因此在各項
工程的實際推動上不但要有效率、有效益，還要兼顧永續發展與節能減碳。因此
本計畫主要目標為在可行性評估、規劃設計等階段能建立提供節能減碳評估參考
機制，利用碳排放量預估模式推估交通運輸工程在興建中整體碳排放量，並結合
經濟層面評估節能減碳之整體效益性，以作為後續工程在節能減碳政策議題上之
參考。

8.1 結論
根據前述各章之研究內容與成果說明，茲整理本研究重要結論如下：
1.

道路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模式之發展
(1) 為滿足以「碳足跡」觀點建立本土運輸工程面之碳排放量推估模式的原
則，本研究首先就國內外碳排放相關規範與指引進行回顧與重點說明，
提供一套清晰明確的工程排碳管制方法，作為交通運輸工程管理單位後
續於節能減碳議題進行對應策略規劃的參考依據。
(2) 本研究已根據契約要求，就美國、日本、英國、歐盟(瑞典、法國)、澳
洲及亞洲開發銀行等各國際組織於交通運輸工程節能減碳評估之相關
研究進行資料蒐集，包括道路工程和軌道工程兩部分，於報告中彙整各
文獻重點內容並進行評析。
(3) 本研究依據文獻蒐集回顧結果，循序進行相關名詞、模式功能及碳排放
量計算範疇之界定，作為本研究發展以碳足跡觀點、考量道路工程生命
週期，建立本土運輸工程面之施工階段與營運管理階段之碳排放量推估
方法與模式之基礎，確保本模式能夠在適當時機與範圍被應用。
(4) 就施工階段碳排放量計算方法，本研究係以排放係數法建立本土道路工
程碳排放量推估方法，主要的碳排放量評估類別為：直接燃料使用排放
(A)、間接電力使用排放(B)、其他間接排放：工程材料使用排放(C)、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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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燃料使用排放(D)，及碳匯變化量(E)五項。
(5) 配合碳排放量之評估方法，各類別以排放係數法推估碳排放量所需，本
研究就國內外可及之工程碳排放量計算相關參數進行蒐集整理，並分為
工程材料排碳參數、燃料電力排碳參數、工程機具能耗參數、交通運輸
排碳參數及林木固碳參數五類，彙整成為資料表並建立碳排放評估參數
資料庫，作為道路工程規劃與設計階段進行碳排放量計算的參考依據。
(6) 綜合評估方法與參數蒐集結果，本研究以 EXCEL 為工具程式進行碳排
放量推估模式之建立，模式內容以功能區分，包括資料輸入頁面與排碳
係數頁面兩類，其中資料輸入頁面依計算範疇項目不同，共分為 8 個頁
面；參數資料部分則分為 4 個界面，作為各類型碳排放量計算項目引用
之依據。
(7) 在營運管理階段排碳量計算方法之發展部分，有鑑於國內道路工程於規
劃設計階段對於工程完工後的操作維護工作內容，未有可供排碳量評估
的活動項目與數據，故本研究提出參考法國及瑞典的評估結果，以固定
比例(即工程碳排放量之 14%)作為推估總道路營運管理階段 40 年的操
作維護碳排放量計算方法。此一數值是否符合國內道路工程操作維護特
性，尚待後續進一步就我國道路操作維護工程碳排放量的推估或調查，
才能確認其合理性。
(8) 營運管理階段排碳量計算的另一部份：交通運輸碳排放量的計算，本研
究首先就國內外交通運輸碳排放量影響因子相關研究進行回顧，發現影
響車輛行駛排碳量之因子除行車距離、車速外，還包括坡度、加速度、
鋪面類型與狀態等，但其間的關聯性仍有待進一步研究確認。為此，本
研究所提出之交通運輸碳排放量推估方法係採道路工程規劃必會提報
之車流量、車速與行車距離為活動數據，進而提出以目前國內研究結
果：各車種、不同車速下的單位油耗行駛里程數為參數，加入由國外文
獻求得之坡度修正係數，計算道路工程交通運輸碳排放量。
2.

工程碳排放量納入成本效益評估方式
(1) 本研究首先回顧國內公共工程碳成本效益評估方法，並就目前交通建設
計畫經濟評估的發展現況，探討將工程碳排放量納入工程成本效益之方
法，提出減碳效益項下除現有的交通運輸減碳效益評估結果外，還應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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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施工階段之工程碳排放及營運管理階段之操作維護碳排放。其中，工
程碳排放為負減碳效益；操作維護碳排放屬負效益或正效益，則須視工
程施工前操作維護排碳情況而定。
(2) 本研究另就碳排放量貨幣化之參數進行國內外市場價格回顧與分析，在
碳市場價格視國際規範波動難以掌控的情況下，本研究建議以近年平均
市場價格 500 元/tonCO2e 及國外文獻推估之 2013~2020 年國際市場價格
900 元/tonCO2e 為道路工程成本效益評估時碳排放量計價之參數，試進
行工程施工及營運管理階段減碳效益評估。

3.

以蘇花改計畫為例進行案例研究(本案例之研究成果，為以初步規劃資料試
算之結果，僅作為本研究發展之工程碳排放量評估方法與模式之應用，案例
研究之結果並不適合直接作為其他工程計畫推估碳排放量之參考)
(1) 台九線省道改善應用方案簡稱蘇花改計畫，內容共包含 A、B、C 三個
工程段、共計 9 個工程標。基於細部資料可取得性以及設計人員協助分
析討論的程度，本研究以目前尚在設計中、未公告的第 A-2 標、第 A-3
標、第 C-1 標和第 C-2 標 4 個工程的設計資料進行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模
式的應用。其中，第 A-2 標、第 C-1 標和第 C-2 標的工程內容皆以隧道
為主，第 A-3 標則是以橋梁為主的工程。
(2) 經過設計資料的研析與討論，案例研究過程僅取本研究發展之碳排放量
推估模式中的前三大項：直接燃料使用排放(A)、間接電力使用排放
(B)、及其他間接排放：工程材料使用排放(C)，進行工程碳排放量計算。
其中，(A)、(B)兩項係由機具設備之設計工作時數，透過本研究蒐集之
能耗係數(單位工時之用油或用電量)轉換為用油量或用電量，進而以能
源燃料係數計算碳排放量。
(3) 在(C)項工程材料使用排放排放量計算部分，由於目前全球產品碳足跡
盤查尚在起步，我國目前已取得碳標籤的產品亦偏重於生活用品而無工
程材料，故本研究所建置之工程材料排碳參數資料表項目與設計資料中
的工程材料項目仍有相當程度的差距。經與工程數量計算專業人員的多
次討論，初步根據其對於工程材料的辨別經驗，就無可對應係數之項目
進行組成、材質或成份的假設，進而參考現有參數、就其配比轉換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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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排碳係數，計算工程材料使用之碳排放量。
(4) 經上述(A)、(B)、(C)三排碳項目計算，蘇花改工程 A 段之第 A-2 標總
工程碳排放量為 108,397 tonCO2e；各構造別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計算
結果，道路部分約為 0.37 tonCO2e/m2、隧道則為 2.05 tonCO2e/m2。第
A-3 標總工程碳排放量約為 58,187 tonCO2e；道路部分單位面積碳排放
量約為 0.20 tonCO2e/m2、橋梁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約為 1.88
tonCO2e/m2、隧道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約為 3.22 tonCO2e/m2。
(5) 在 C 段部分，第 C-1 標總工程碳排放量約為 115,240 tonCO2e；道路之
單位面積碳排放量約為 0.31 tonCO2e/m2、橋梁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約為
3.23 tonCO2e/m2、隧道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約為 1.72 tonCO2e/m2。第
C-2 標工程總排碳量總計約為 65,423 tonCO2e；其道路單位面積碳排放
量約為 0.37 tonCO2e/m2、橋梁單位面積碳排放量約為 2.18 tonCO2e/m2、
隧道單位面積碳排放量約為 1.68 tonCO2e/m2。
(6) 根據蘇花改工程 A-2、A-3、C-1、C-2 四標設計內容之碳排放量計算結
果可得道路工程之主要碳排放項目有七大項，除機具設備燃料及電力使
用排碳外，工程材料類別包括：預拌混凝土、噴凝土、鋼構材及配件、
鋼筋、炸藥、岩栓及鋼支保。其中，六大類工程材料佔總工程碳排放量
比例約為 65~70%。
(7) 根據蘇花改工程 A-2、A-3、C-1、C-2 四標設計內容進行碳排放量試算
與各構造別單位面積碳排放量分析結果可發現，隧道及橋梁長度會對於
其單位面積碳排放量有影響：短橋(第 C-1 標 35 公尺和第 C-2 標 106 公
尺)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較長橋(第 A-3 標 1,535 公尺)高 1.2~1.7 倍；短
隧道(第 A-3 標 215 公尺)之單位面積碳排放量較長隧道(第 A-2 標 3,367
公尺、第 C-1 標 3,887 公尺和第 C-2 標 2,911 公尺)高 1.6~1.9 倍。此外，
由於 C 段地質狀況較 A 段地質狀況為佳，故在隧道單位面積碳排放量
部分顯示 C-1、C-2 較 A-2 為低。
(8) 為能推估營運管理階段之操作維護碳排放量，本研究首先分析蘇花改計
畫第 A-1 標和 B 段各標工程內容並計算各標各構造別之面積，再由
A-2、A-3、C-1、C-2 標之各構造別單位面積碳排放量中選擇規模、型
態較為相近者為係數，計算出各構造別工程碳排放量，進而加總成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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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之工程碳排放總量。藉此可得蘇花改工程 A、B、C 三段全線之總工
程碳排放量約為 1,089,792 tonCO2e。
(9) 根據本研究所提出推估工程營運管理階段操作維護部分碳排放量之方
法，以工程碳排放量之 14%為道路營運管理階段 40 年之維護管理碳排
放量，則蘇花改計畫全線操作維護碳排放量約為 152,571 tonCO2e，年
碳排放量約為 3,814 tonCO2e。
(10) 在交通運輸碳排放量部分，根據工程規劃單位提供之民國 125 年交通流
量及車速預測資料，以國內研究發展之各車種不同車速下、單位行駛里
程之油耗率為係數，並加入坡度修正係數，求得蘇花改計畫建設前後年
排碳量分別為 139,536 tonCO2e 及 106,321 tonCO2e，顯示蘇花改計畫完
工交通運輸排碳呈現減量，年減碳幅度約為 33,215 tonCO2e。
(11) 根據蘇花改工程各階段碳排放量評估結果，本研究將各排碳量進行貨幣
化；其中，工程碳排放量與操作維護階段碳排放量為總量，故採直線攤
銷法攤提至工期 7 年及操作維護期 30 年計算。參照蘇花改計畫工程規
劃報告中的假設條件及本研究提出之兩種貨幣化參數值，則可重新計算
原外部效益中、環境層面之溫室氣體減量效益，為+1,767 萬元和+3,174
萬元。
(12) 本研究計推估蘇花改計畫整體減碳效益之結果為正值，且貨幣化參數越
大則正效益越大。但無論是以 500 元/tonCO2e 或 900 元/tonCO2e 為貨幣
化參數計價，對於工程整體益本比並無影響，與原推估結果相同，維持
在 1.17，為可接受方案。

8.2 建議
根據本研究成果，本研究後續發展之建議如下：
1.

經由本研究發展模式並進行案例研究之過程與結果可知，工程碳排放量評估
的關鍵在於活動數據和碳排放係數兩部分。在活動數據資料部分，由於現階
段國內外各工程材料的碳足跡資料並不完備，故有必要針對工程材料之重要
性進行排序，就尚無係數的重要工程項目進行碳排放量計算的轉換標準，如
同機具之單位工作時數耗能率，作為不同工程、相同物料在選擇或計算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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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數時的一致標準。
2.

除上述就各工程材料訂定解析和計量原則外，本研究今年所蒐集並分類整理
發展而成之參數資料庫實為工程碳排放量參數資料庫建立之開端，除應持續
納入國內外最新公告數值或研究結果外，後續還應以工程應用所需為考量，
依重要次序逐一進行參數之率定，重新檢討各參數之涵蓋範圍，進而合理提
出一建議值，作為我國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時採用之一致標準。

3.

在評估案例有限的情況下，本研究尚無法就不同工程特性之排碳狀況提出明
確的定論。此部分建議可由理論和實務面兩面向同時著手：理論面可持續以
專案研究的方式，針對特定構造別、特定型式之工程設計內容進行蒐集，藉
由活動項目的分析及一致的碳排放係數，推估其工程碳排放量，作為該構造
該型式工程的碳排放量代表數值。而後經由研究成果累積，即可分析了解不
同型式道路、橋梁或隧道之碳排放量差異，作為交通運輸工程規劃決策之參
考依據。

4.

在實務面的部分，參考國外工程管理單位對於溫室氣體排放議題的關注現況
與趨勢，本研究建議可同時推動道路新建(含更新、擴建、改善)工程及設施
操作與維護工程的碳盤查，藉由碳排放活動的實質調查，檢討碳排放活動數
量與設計值之差異，同時累積與建立各式工程排碳項目之碳排放係數，藉以
回饋至理論面的碳排放量推估結果，更有效歸納出我國道路工程特定規模、
等級、工法等不同條件下的碳排放量以及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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