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3 《全方位協助地方能源治理》重點推動方案第三階段意見流向處理表
對應重點方案內容
(初稿版本)
期程與目標：
2020 年完成地方能源策略規劃指
引、法規盤點、建構評估工具與交
流機制、培育推動人才等相關配套
措施，並試行 5 個地方政府。
推動背景：
能源轉型需中央與地方共同協
力，強化節能與再生能源計畫之綜
效，並與縣市國土計畫、政府資訊
公開等相關計畫串接，協助發展地
方能源治理策略，同時解決地方政
府能源治理的困境，期透過本計畫
提升地方政府能源治理能量，進而
有能力研擬並推動具地方特色之
能源策略。
推動內容：
(一)協助地方政府掌握能源資料
並建構評估工具
1. 協助 5 個地方政府掌握在地整
體能源供需數據、圖資，並進行
系統化、視覺化及深度策略研析
與推廣應用。
2. 建置縣市規模之能源供需模擬
系統工具，推估節能潛力與能源
使用趨勢，協助地方政府制定符
合在地條件的能源策略目標及
發展藍圖。
(二)中央與地方能源治理法規盤
點與檢討
盤點中央與地方能源治理相關法
規命令之分工與競合，研析地方政
府在能源治理中的角色與責任，並

編號

第三階段產、學、民、社會團體、地方政府提出之意見
民眾建議修正理
民眾意見
由

修改版本
意見流向

說明

(修改處請劃底
線)

無對應意見

無對應意見

討-7-2

落實資訊公開與透明，公布各縣市耗能工廠用電量、電費/度及每年補
貼金額與項目，結合空汙量或相關環保有關許可證等等，當能源轉型，
如果連地方政府與中央都無法掌握正確的能源資訊，轉型對象又要如何
驅動與改進呢?。在推動背景及推動目標提到，能源轉型需中央與地方
共同協力，強化節能與再生能源計畫之綜效。

學-15-3

能源治理需中央
與地方共同協
力，中央與地方
的跨單位資源整
合與協調亦至關

本方案會如何與內政部國土計畫串接，於目前推動
內容中未有著墨，建請於推動內容中補充說明。

1

部分參採
並修正重
點方案

(1) 工廠個別用能資料、補
貼金額礙於營業秘密
法，須經過去識別化處
理。待相關能源資料開
放原則確定後合理公
開與應用。
(2) 本計畫已規劃將彙整
縣市級用電資料、及能
源相關空汙、汽柴油使
用等資訊，置於地方能
源策略分享平台。

原重點方
案已涵蓋

地方能源策略規劃指引
中，建議地方政府需檢視
已核定之區域計畫之內
容與策略，納入目標願景
之思考。

1. 協 助 地 方 政
府掌握在地
整體能源供
需數據、圖
資，並進行系
統化、視覺化
及深度策略
研析與推廣
應用。

提出改善建議。

(三)訂定地方能源策略規劃指引
撰擬縣市能源治理策略規劃指
引，使地方政府按部就班提出能源
願景、藍圖、行動方案及推動組織
等，並進行資源整合，導入公私協
力機制。

重要。
(1) 本計畫原已規劃盤點
中央與地方能源治理
相關法規命令之分工
與競合。
(2) 意見所提生煤燃燒與
用電大戶再生能源建
置之法規，中央今年藉
由空汙法修正、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修正時
機，已針對上述情形訂
立一致性原則，將送立
院審議。
(1) 指引包括社區團體推
廣策略
(2) 能源局已在綠能相關
計畫建置綠能人才資
料庫。
(1) 低碳島或離島建設條
例為既有計畫，修正納
入「整合既有計畫」。
(2) 另兩點由秘書處並列
於其他方案。

其-3-1

能源治理(含空污防治)相關法規應由中央統一制定，不宜讓地方政府以
自治法規或是行政程序另外規範，例如：限制原料使用(如限制台中火
力電廠及雲林麥寮電廠之生煤使用量)、強制能源使用來源(如強制用電
大戶建置太陽光電設備達用電量 10%等)，或是強制課徵附加稅費(空汚
費等，名稱不一)等方式。這些地方自治法規或行政程序不但與中央政
府政策互相牴觸，而且也直接影響能源供給與產業發展，建議政府明定
中央與地方政府能源治理之分界，避免地方自治法規與中央法規相互競
合。

公 1-1-9

可以在社區服務中心邀請民眾來做再生能源 ex.利用社區空地來做綠能
的
沒有對口單位，因此建立再生能源的人力資料庫，來協助公部門來進行
合作

部分參採
並修正重
點方案

公 2-6-9

希望可以強化離島朝向能源自給自足，將離島補助轉到能源發展，建立
示範場域
公部門依照不同地方縣市的能源產業，投入資源培育適合的人才
地方重要能源政策可結合選舉，以公投展現直接民主

部分參採
並修正重
點方案

討-7-6

建議納入地方能源治理的財務規劃，因為一個地方政府的能源計畫要成
為可行，勢必要有地方可以運用的財務支援系統，不然這個計畫只變成
學者專家的研究報告，沒有實務上的可行方案。

全部參採
並修正重
點方案

財務規劃將納入指引的
說明中。

原重點方
案已涵蓋

(1) 本計畫後續分享知識
課程對象將納入地方
協力團體，並蒐集其針
對計畫之回饋。
(2) 本計畫之研擬過程中
已數度諮詢地方政
府，未來亦將諮詢與參
採在地協力團體之意
見。

討-7-4

有關協助地方政府掌握能源資料並建構評估工具以及訂定地方能源策
略規劃指引等兩項工作，必須全程有在地組織參與，例如社區發展協會
或團體組織等，這樣對未來規劃配合在地環境特性與資源或特色。

2

原重點方
案已涵蓋

撰擬縣市能源
治理策略規劃
指引，使地方
政府按部就班
提出能源願
景、藍圖、行
動方案及推動
組織等，並整
合既有計畫、
財務等政策資
源，同時導入
公私協力機
制。

(四)辦理地方能源治理試點及擴
散
1. 推動試點計畫，導入 5 個地方政
府，協助地方政府盤點在地優
勢，系統性規劃地方能源治理推
動策略。
2. 藉由試點經驗修正能源策略規
劃指引，並分享經驗成果，推廣
至其他縣市應用。

(五)培育地方能源治理人才
1. 依地方特性、需求，辦理能源治
理課程或工作坊，培育地方政府
人員與不同類型的區域協力團
體。
2. 研擬能源知識課程學習地圖，據
以規劃地方能源治理人才培育
教材。
(六)建立地方政府能源治理交流
機制
1. 蒐集國內外案例實績、策略研
析，並整合前述培訓資源與評估
工具，建立能源治理資源分享平
台。
2. 增進中央與地方對話，推動地方
政府能源策略相關之各層級及
領域人員經驗交流與學習，並促

討-7-8

政府規劃 2025 年落實非核家園的目標，但是本計畫目標在 2020 年才
要完成五個縣市的能源"策略"，建議改成"能源發展行動方針"，不要只
談策略，策略不用那麼久的時間討論，應該強調能源計畫的行動與執
行，才能與國家的整體能源發展目標做一致性。

原重點方
案已涵蓋

討-7-3

有關辦理地方能源治理試點及擴散。應以商圈及環保社區，每縣市選擇
至少各一處試辦之，以不同用電模式試辦，才能凸顯各縣市的特色。

原重點方
案已涵蓋

眾-49-1

白皮書只寫協助知道問題但無法解決相關問題是地方產發局經發局能
處理的嗎?
如編制專責單位式問地方財政負擔式算是否能負擔授權幅度都已有腹
案?
且五個縣市如若縣市用電是連動或過近則區域因素影響過大請問選取
標準?
之後是否有推廣期程?或是能夠更因各縣市當地因素或特色做有效計
畫?"

原重點方
案已涵蓋

原計畫本已不僅侷限於
策略，亦包括願景目標、
組織建構、執行策略、成
效評估等。
本計畫以直轄市、縣(市)
為對象。試點之遴選已考
慮取不同態樣縣市，並依
在地特色擬訂策略。
(1) 遴選試點縣市時將考
慮不同態樣。
(2) 財務、專責單位營運、
跨局處協調等均是各
地方政府普遍面臨問
題，本方案透過指引、
交流給與解決方向，同
時也將利用試點計畫
找出因地制宜的對策
選項。

無對應意見

社-口
-15-4

還有管理部分，第 22 頁全方位協助地方能源治理，這邊很高興有交流
機制在這邊，這邊應該要有進度管理，希望說既然每個地方都必須讓綠
能績效有所實施，資訊公開，但是很怕到時候網站沒有人要更新，中央
跟地方政府應該要定期將資訊分享在平台網站上，你在做什麼要定時放
上去。

3

部分參採
並修正重
點方案

原本即規劃將績效進度
彙整在同一入口網站，未
來將研究進一步整合階
段成果之可能性。

1. 建 立 地 方 能
源治理分享
平台，蒐集國
內外案例實
績、策略研
析、國內縣市
能源策略階
段成果，並整
合前述培訓

進區域合作。

預期成果：
(一) 完成地方能源治理能量提升
之環境建構及後續推廣。
(二) 促成至少 5 個地方政府規劃
整體能源策略，打造地方能源
治理基礎分析能量，並輔導至
少 15 個地方政府使用能源數
據應用於策略規劃。
(三) 參與培育與交流的地方能源
治理人力達 1,000 人次，包
括至少 25 個在地協力團體，
厚植地方能源策略規劃與執
行之人力資源。

資源與評估
工具。

社-口
-25-4

最後一點想要提出是現在地方能源轉型的重點方案裡比較專注在地
方，可是照理來說還有要處理的介面是地方跟中央權限劃分的介面，這
比較沒處理，過去兩年看到很多到底是中央還是地方權責模糊不清，也
去搜尋國際經驗看到比較進步倡議例如建立中央跟地方在相關權責的
能源治理上的協議平台跟協議機制，比較制度化處理這個問題，相信中
央也會怕地方做出決定會爆衝，地方會擔心中央犧牲地方成就整體的能
源規劃，這部分應該成立協商性關係機制化制度化，未來才能處理類似
問題。

原重點方
案已涵蓋

本計畫已規劃盤點中央
與地方法規命令之分工
與競合，並另推動中央與
地方對話交流之機會。

討-7-5

有關建立地方政府能源治理交流機制，建議加入辦理國際交流會議或參
訪，並廣邀環保團體參與。

納入未來
施政參考

此意見屬方案執行層面
之建議，未來若編列經
費，始規劃辦理。

討-7-1

本計畫預計 2020 年完成地方能源策略規劃指引、法規盤點、建構評估
工具與交流機制、培育推動人才等相關配套措施，並試行 5 個地方政
府。輔導至少 15 個地方政府使用能源數據應用於策略規劃，以及培育
與交流的地方能源治理人力 1,000 人次，並至少 25 個在地協力團體。
看似大計畫，但是觸及人數不及 1000 人，而是 1000 人次若扣掉重複
人數來推估，實際參與的人數，可能只有 700-800 人之間，同時社團
無法採納
才 25 個，顯見成效不章，以本會辦理中區環保座談會與會團體超過 25
個，人數也近百人。要讓地方能源治理有些明顯進展必須觸及層面與廣
度要更多元及多樣，包括社區，學校，部落，社團及著名商圈等等。人
數至少每一縣市以一千人為最低目標，五顯示至少有五千人，最理想是
三年達一萬人參與，這成效才有可能，否則只是消化預算，對地方能源
治理毫無幫助。

本計畫培育、交流均以地
方政府能源業務承辦人
員與協力團體的專業能
力建構為主，而非一般的
宣導，故目標不宜過高。

應以 365 鄉鎮來推估 ex 1.能源講師以每鄉鎮都只少一位為目標（200
人→365 人）2.能源數據應用策略規劃，365 鄉鎮只取 15 鄉鎮不足→
至少取 36 鄉鎮 3.人員培力 365 鄉鎮＊50 人次＝1800 人次（1000→
1800 人）

(1) 本計畫以直轄市、縣
(市)為對象，培育對象
以自治體之能源業務
承辦人員的能力建構
為主，該區域協力團體
為輔，並非一般的宣
導。
(2) 能源講師部分意見由
秘書處並列於《建構參
與式能源治理機制》方
案。

社-口-8-4

※備註：詳意見流向處理表填寫說明。

4

無法採納

附件、意見流向處理表填寫說明
一、 對應重點方案內容：請依原重點方案初稿，依序填寫方案之項目與內容。
二、 編號、民眾意見、民眾建議修改理由：請於附件 2 完成填寫後，將對應左方重點方案之民眾意見資訊(編號、民眾意見、民
眾建議修改理由)，填寫於意見流向處理表中。
三、 意見流向：同附件 2，依民眾意見內容，判斷該意見之處理流向(1.原重點方案已涵蓋；2.部分參採並修正重點方案；3.全
部參採並修正重點方案；4.納入其他平台；5.納入例行計畫；6.納入未來施政參考；7.無法採納)，各流向之定義，請參考
下表。
四、 說明：同附件 2，針對意見流向之選取，進行說明，說明方式詳見下表。
五、 修改版本：如意見流向處理為部份參採或全部參採，請於該欄位填寫修改後之內容，並於修改處劃底線。
對應重點方案內容
（七選一）

定義

原重點方案已涵蓋

此意見已在既有重點方案規劃中

說明填寫建議
無須特別說明。

部份參採並修正重點方案 將參酌此意見中部分內容，並修改重點方案草稿

針對修改之方向進行簡述，同時針
對不納入之部份，填寫理由。

全部參採並修正重點方案 將參酌此意見中所有內容，並修改重點方案草稿

簡述將修改之方向。

納入其他平台

此意見會於其他平台處理(目前已有之平台，可參考附件檔 填寫平台名稱，並配合意見更新或
案)，故不納入重點方案。
修正平台進展說明表內容。

納入例行計畫

此意見已涵蓋於政府例行事項(目前盤點共計 177 項，可參考
填寫對應例行計畫名稱。
附件檔案) ，故不納入重點方案

納入未來施政參考

此意見可能礙於目前經費、或是有其他現實條件考量，暫時
填寫可作為未來施政參考之理由。
無法納入重點方案，但是可做為主責單位未來執行參考。

無法採納

此意見無法採納。

填寫無法採納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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