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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宜居城市~零碳大臺中計畫 

一、緣起與目的 

  從不願面對的真相、加減 2 度 C，到明天過後、看見臺灣帶給我們的

省思，隨著氣候變遷加遽，地球正在一點一滴的改變 ，排碳量不減，

未來 30 年地球多處大旱，海平面若上升一公尺，全台將有 10%國土會

遭淹沒。環境保護、節能減碳實乃刻不容緩的議題，各國也紛紛想方

設法打造零碳城市。丹麥一座不起眼的小島桑索島，製造的能源已超

出消耗量；首都哥本哈根更誓言於西元 2050 年成為全球第一個零碳都

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別人能，我們為什麼不能？」 

  臺中市位居中臺灣，氣候宜人，全年日照充足，地理環境依山傍水 

，相較臺灣其他縣市更具有發展零碳城市之優勢。如能建構大臺中為

臺灣綠能、環保零碳示範城市，複製全國，臺灣成為綠色科技島將不

是美夢！ 

二、問題的背景與現況 

  根據聯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PCC)」日前公布的最新氣候變

遷報告摘要指出，在本世紀中期以前若能減少 40%至 70%的二氧化碳和

其他溫室氣體排放量，才能將全球溫度平均升幅控制在攝氏 2 度以下。

本世紀末若溫度升高攝氏 4.82 度，恐釀成全球嚴重災難。隨著今年 4

月 27 日行政院已決定核四安檢後封存，待公民投票通過後才會啟動，

對我國未來長期用電勢必有所影響。行政院並確認核四封存後，未來

一年全國節電百分之一（24.52 億度）的目標，從政府帶頭、產業參與

及民眾自發三大方向落實。至此節能減碳應不只是口號，而是當務之

急。 

  目前臺中市在市府團隊的努力之下，積極進行零碳城市發展計畫。

包括鼓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推出「市公車八公里免費」、建構「i-

Bike 系統」推動「低碳運輸」、領先全國訂定「臺中市低碳城市發展

自治條例」、推動「公有屋頂設太陽能光電」、規劃低碳社區、努力

開發替代能源…等。2011 年獲環保署遴選為中部低碳示範城市，2012

年 ENO(Environment Online)亞太年會上獲選為綠色城市，也是亞洲第

一個獲得認證的城市。2013 年又榮獲國際宜居城市，可以說踏出成功

的一步，但相較其他歐洲先進國家，還有很多的進步空間。 



三、研究方法與內容 

研究方法採文獻資料分析法，蒐羅有關低碳城市有關文獻理論及新   

聞資料加以整理、分析及歸納。 

所謂“零碳城市＂，就是組成城市功能的各個系統節能化，最大限度

地減少温室氣體排放的環保型城市，也可稱為“生態城市＂。 

發展零碳城市，整體規劃內容包括: 

(一)零碳交通 

    零碳交通運輸是一種以高能效、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特徵 

    的交通運輸發展方式，目的在使交通基礎設施和公共運輸系統終 

    極地減少以傳統石化能源為代表的高碳能源的高強度消耗。既要 

    重視「節能」，更要把減排」上升到應有的高度。「零碳交通」 

    是城市交通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不僅不會制約城市發展，反而 

    可以增加城市發展的持久動力，並最終改善城市生活。 

    構建零碳城市交通體系，包括： 

    1.減少交通負荷。城市內交通的總負荷=總出行次數×每次平均出 

      行距離。具體來講可以從減少出行次數和減少出行距離兩方面 

      考慮。比如，通過在家辦公減少出行次數，或將商店等生活設 

      施設置在居住區附近，減少出行距離。 

    2.利用智能交通資訊系統提高交通效率，最大限度削減無效碳排 

      放。建設交通資訊服務系統，透過交通指南、交通網站、交通 

      服務熱線、電台、電視台、可變信息標誌、手機、車載導航終 

      端、觸摸屏等方式，提供交通信息服務，為不同的受眾群體選 

      擇合適的出行方式、路徑、出入口和換乘方案。       

    3.大力發展公共交通，限制小汽車的不合理使用。規劃形成以 

     「軌道交通為主體，專線交通為骨幹，有效限制小汽車」的集 

      約化交通方式結構，把能在小汽車當中享受到的通過公共交通 

      顯現出來。 

    4.重視新能源車輛的使用，控制廢氣排放。公共汽車及計程車是 

      城市交通運輸行業能源消耗的主體，更是最大的碳排放源。如 

      各項運具都能採用純電動、混合動力、燃料電池等新技術能源 

      ，將能大量減少地面交通的二氧化碳排放量。 



 (二)低碳建築~城市綠建築 

     所謂綠建築，(英語：Green Building)，是指提高建築物所使用 

     資源（能量、水、及材料）的效率，同時減低建築對人體健康與 

     環境的影響。消耗最少地球資源，製造最少廢棄物的建築物，擴 

     大為「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建築物」。 

     有關綠建築，一般認為，包括九大指標: 

     1.風力發電: 在頂樓架設風力發電設備，全天候 24 小時運轉， 

       不受日落或陰雨天等氣候影響，風速 2 秒的微風即能發電，每 

       座風力發電容量為 1,000 瓦，數量夠多時，可以支撐整棟建築 

       物的公共用電。增加電力供給來源，相對節電。此種設備隱藏 

       在頂樓的角落，從外觀看不出架設，節能又兼顧建築設計感。 

       可說是風力發電走入家庭，又稱為「風動能源宅」。 

     2.太陽光追踪器: 可有效運用太陽光。集光部的太陽光檢出用感 

       應器自動追蹤系統，能一直追蹤太陽的軌道進行傳送，從日出 

       到日落準確地捕捉不斷移動的太陽。特殊的透鏡聚集太陽光， 

       經玻璃石英光纖傳導，並利用光焦點原理去除紫外線及紅外線 

       對人體不良的光線，萃取出太陽光當中的可見光。只要光纖可 

       以通達的地方，不論環境因素，均可充分得到優質的太陽光。 

       白天室內可以不開燈，供應充足的照明。去除紅外線後的優質 

       太陽光，不會產生熱能，所以不影響室內溫度，減少開冷氣。 

     3.屋頂太陽能發電 : 太陽能是取之不盡，用之不竭的能源，太 

       陽光照射到地球上一天的能量，就足夠全人類一年的使用，利 

       用太陽能發電，電力直接儲存在蓄電池中，供應整棟建築部分 

       甚至全部所需電力。 

     4.節能複層玻璃:複層玻璃間填以惰性氣體或真空處理，保有高 

       透光率可有效阻隔熱輻射、熱對流及熱傳導，大幅節省空調支 

       出。 

     5.內倒窗:獨特的通氣設計，形成自然風洞，利用溫差讓房子自 

       然呼吸。兼顧安全及擦洗方便。當家中空氣較為混濁或濕熱時 

，內倒窗全開可快速促進室內外空氣對流，排出混濁空氣及降 

溫、除濕。內倒半開時，屋外冷空氣由上而下進入室內，而在 



室內外空氣交互流動之下，熱空氣則由上方排出。獨特的開合 

設計，也令小偷無法自孔縫將把手轉開，直接避免了「開窗求 

流風，卻引賊盜偷」的問題。較傳統式窗戶較容易擦洗，不需 

要拆卸即可將內外二面清洗乾淨。 

     6.透氣防水舖面: 雨水滲透到地下，作回收及儲留再利用，灌溉 

用水自給自足。發揮自然土層涵養水分的能力；有效確保地下 

水水位，雨水能滲透到地面，不會造成地面積水，還能保水、 

蓄水、充分涵養水資源。 

     7.生態池:可以作大型的蓄水池，連接管道作灌溉用水，或如廁

用水。 

     8.通風設計:屋頂採隔熱材質，在最高點設通氣孔，讓屋內因煙

囪效應集中的熱氣排出。接近地面牆上設出氣孔，產生對流效

果。 

     9.生物多樣性:保全蚯蚓、蟻類、細菌、菌類之分解者、花草樹 

木之綠色植物生產者以及甲蟲、蝴蝶、蜻蜓、螳螂、青蛙之較 

初級生物消費者的生存空間。唯有顧全「生態金字塔」最基層 

的生物生存環境，確保這些基層生態環境的健全，才能使高級 

的生物有豐富的食物基礎，促進生物多樣化環境。 

     10.建材減費原則:建築物的材料儘量使用可回收再利用的材質， 

例如樑柱採用重型鋼，不但生產過程所消耗的二氧化碳較低， 

且耐震效果強。 

(三)發展零碳能源(Low Carbon Energy) 

   零碳能源是指利用過程中產生較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能源。國

際上通常將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稱為高碳能源和傳統能源，

因為它們單位能量中產生的二氧化碳量遠高於其它能源。對應地，風

能、太陽能、氫能、潮汐能、波浪能、生物質能、地熱能等統稱為低

碳能源。發展零碳能源的實現途徑包含，穩步發展風能、突出發展太

陽能、大力發展生物質能及加強開發海洋能等。 

(四)打造零碳社區 

    仿效英國模式打造零碳社區。英國在零碳社區的發展推動上，有

許多卓越的表現令人刮目相看，或也值得我們效法。在英國，有 27%的



溫室氣體排放，源頭是來自於其國內的 2,100 萬戶的居民住宅。有鑑

於此，該國按住宅的節能和環保程度，將它們劃分為 6 個星級，除作

為政府評估管理的基準，並提供民眾在購屋選擇上能有標準化評估規

範的參考依據。由 StewartMilne 建築開發商推出的「西格馬住宅

(Sigma Home)」，率先推出英國的首棟零碳排放住宅房屋設計。這棟

住宅中所有的家用電器能源設施設備，包括電視電器、廚房烹調設施 

、暖氣系統、熱水供給系統和通風系統的能源消耗，均可接近到零碳

排放的指標，獲頒英國政府的第一張“零碳排放＂住宅證書。西格馬

住宅是利用可再生能源發電，住宅的屋頂上裝設有太陽能熱水器和渦

輪式的風力發電機；並衡量真實生活的舒適及便利性上，設計完善廢

水循環利用-流暢的規劃洗衣、洗澡、洗手等產生的廢水可用來沖洗 

廁所後，經過濾處理循環利用，而從斜屋頂上流下來的雨水，可導入

至花園內的一個集水桶中，收集的雨水則可用於花園的澆花和灌溉。

另一方面，從建築物理設計上，為能有效隔絕建築南面的陽光熱緣，

特地在面南的窗戶上安裝三層的真空玻璃，而牆壁夾層以填充羊毛作

為隔熱層，目的就是盡可能的減少冬季熱能的流失和夏季的熱輻射。

除此之外，為確保冬暖夏涼的舒適度，設置有熱量感應器控制的通風

孔自動開關，作為調節室內溫度適宜性；在降低水資源的消耗上，水

龍頭和花草灑水器則採用低速流動水，降低水的流量；在空間格局上 

，該住宅兼顧了居住及辦公的雙重用途，將一樓設計一個可作為獨立

的公寓，或辦公室的空間使用，可減少居民在交通成本上的花費及更

減少車輛使用所造成的高污染碳排放。而預鑄框架式的牆體和屋頂設

計，除可規格化的符合環保標章，更可比傳統的磚造住宅，縮短許多

的建築週期；也為一般的四人家庭，節省了每年約 800 英鎊的能源開

支。另外，早在西格馬的新型態住宅推出之前，英國倫敦南方貝丁頓

區，曾是荒蕪廢棄的污水處理廠遺址上，有一處象徵未來低碳社會的

生態社區~貝丁頓社區 BedZED(Beddington Zero Energy  

evelopment)為倫敦最大的房屋協會 Peabody Trust 所開發，完成時 

間是 2002 年 9 月，完成面積 3000 平方公尺，共 82 戶的商業、居住 

、工作空間單元。該計畫獲得十幾個建築、永續、能源等設計獎項，

成為英國甚至世界各地零碳排放社區和生態建築發展的典範佳作。基



本的核心理念是利用地球可再生的資源，在不犧牲現代化的生活模式 

，並且抗衡高房價的市場預算下，提供一處永續生活模式的新型態住

宅。不論工作及生活都試圖以一種接近零碳排放的方式規畫，除在建

築內部的使用者考量上，可以減少熱能、電力以及水的需求，降低暖

氣的需求，減少水資源的損耗，以綠色的空間和陽光、空氣及水的永

續環境考量，為住民提供了一個健康的內部環境。更同時周全的考量

到使用者以外的地球環境資源的永續性，結合以仿生學(Biomimicry）

的營建研發技術為主的團隊，在建築的材質與功能設計上，都選擇最

低度的環境影響為主，且未來拆遷後可回收再利用，以減少過去營建

產業在碳排放上居高的負面效應。為了讓生態社區能夠真正符合自給

自足的零耗能、低碳排的理念，在社區建構一處沼氣生質能的汽電共

生站(CHP)。配合陽光、空氣及水的永續環境設計理念，構成一簇系 

統性、可再生的節能低碳建築群，完成社區內的熱與電能的需求自給

夢想。安裝太陽能板、朝南的建築格局、開窗採大面積的落地窗設計

以達到光與熱的舒適環境。在屋頂設置花園，除有助於防止冬天室內

的熱量散失外，在春夏搖身一變成為美麗花園焦點。一場雨過後，社

區旁蓄滿雨水的生態池，是社區災防與涵養水源最佳公共自然生態資

源。而社區的每個家戶也都設置有雨水收集截留設備及中水循環再利

用的系統設計。充分的將水資源循環再利用，運到各種生活需求上，

如沖馬桶的水及花園灌溉用水等。在生活細節上，住家電器設備都使

用歐盟合格的低耗能產品，廚房則設置廚餘儲藏櫃以利進行循環使用 

。設計鼓勵步行和騎腳踏車、外出更有全社區的綠色共乘俱樂部和公

共交通系統；而為了要讓更多的人可以在家工作，社區中規劃的各種

辦公空間和住宅高科技網路設施，則是進一步營造了一個未來生活的

理想社區。為了減少運輸所帶來的負面環境效益，社區建材絕大部份

都在半徑 35 公里的範圍內取得。在該社區的營建材料選擇上，也都 

是以標榜著可回收再生及低耗能的環境友善設計為原型。據估計英國

每家戶在營建業的耗能碳排放上佔有 29%，但在貝丁頓社區的營建材 

料與興建過程中僅每一戶僅佔 2-3%的碳排放量。以上兩個英國的示範

計畫，應該讓我們獲得了不少回饋。  

四、研究發現與結論 



  綜上所述，檢視零碳城市各個指標，可以發現，建設大臺中邁向國

際宜居之零碳城市，必須從零碳交通、零碳建築、零碳能源、零碳社

區，乃至零碳生活、零碳觀念及零碳教育各方面加強，可說是:「革 

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力。」 

(一)零碳交通，尚未起步:市內行駛的公共運輸機具，目前仍以燃油車 

輛為主，電動車不普及，市區內交通壅擠，機車、汽車數量眾多 

，相對造成大量地二氧化碳排放及空氣汙染。 

(二)零碳建築:缺乏指標性的綠建築。 

(三)零碳社區:大宅門特區目前尚在規劃階段。 

(四)零碳能源發展:各種再生能源的推廣，僅在起步階段，未見積極發 

展。 

  其實臺中市依山傍水，得天獨厚。相較北部都市，日照充足，光電

產業發達，有足夠的條件可以發展太陽能。沿海地區可以發展風能、

潮汐能。我們千萬不能辜負上帝的美意。低碳之路，千頭萬緒。當務

之急，不妨借鏡首屆「歐洲綠色首都」大獎得獎城市~瑞典首都斯德 

哥爾摩作法，先從「轉化廢棄物成可用資源」以及「倡導使用潔淨能

源」二方面著手，實現一套完整的資源回收以及再生能源計畫，按步

就班地實現零碳城市，相關作法簡述如下: 

(一)轉化廢棄物成可用資源:瑞典法律禁止包括對有機物掩埋等丟棄行

為，因為這是可回收的資源。一方面可以製造成肥料，另一方面

則同樣可以產生生質沼氣。廢棄物轉化為生活必需的熱能一直是

政策。具有先進科技加持的廢水處理廠，能夠在廢水處理的過程

中，將生質沼氣（biogas）提煉出來，供私人轎車、計程車以及

公車使用，污水中的熱能則供應都市供暖的需求。這種作法，一

言以蔽之，其實就是「回收、回收、再回收」，把垃圾轉化成一

切可用的資源。 

(二)倡導使用零碳能源: 斯德哥爾摩市大力推動潔淨能源。當前，使

用潔淨能源的汽車已佔銷售量的 40％。2009 年，斯德哥爾摩全數

的市內公車採用生質甲醇或是生質沼氣，50％的垃圾車以及 40％

的計程車採用生質沼氣或是混合能源車(hybrid）。斯德哥爾摩為

建立電子通訊的傳輸效率，從 1994 年即開始鋪設光纖電纜，至今



已埋設總長度 120 萬公里的光纖電纜。其所產生的熱能亦可以大

加利用，像是當地歐司翠里爾小學（The Ostra Real upper 

econdary school）便蒐集地底下光纖線路傳輸時產生的熱能，在

夏天全時供應全校熱力所需，即便在冬天，也能供應所需 10％的

熱能。 

藉由上述作法，斯德哥爾摩市成功的將人均溫室氣體排放量降到瑞

典一般民眾的 50％，並與 1990 年相較降低了 25％。她的經驗告訴我

們，城市環保工作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垃圾分類回收的效益不容忽

視，無論是堆肥還是焚化都能夠產生人們生活所需的能源，甚至連光

纖傳輸所產生的熱能都不放過。 

五、建議事項: 

(一)立即可行之建議 

  1.低碳生活與教育:低碳生活必須從日常生活中做起，促進民眾參與 

，鼓勵和提倡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厲行節约，盡可能降低能耗。推 

廣綠色消費及健康蔬食。同時向下扎根，推廣校園環境教育，由 

低碳家庭延伸到低碳城市。 

2.落實強制分類與垃圾回收，垃圾從源頭減量，把垃圾變黃金，資 

源循環回收再利用。北歐國家瑞典，在各超市賣場設置保特瓶自 

動回收機器，保特瓶投入機器後，自動兌換回收獎勵金，回收機 

制方便又有效率。 

3.落實環境綠化:增加綠化量及綠覆率，提高 CO2 減量效果，符合 

零碳城市基本要求，淨化城市空氣品質，強化都市基盤水土保 

持功能，沿海地區進行防風林木麻黃等綠化造林。 

  4.沿海地區如大安區、梧棲區設置大型風力發電機，規劃為風力公 

園，結合觀光發展，增加民眾對於綠色能源發展之印象。 

5.發展低排碳公共運輸系統 

  (1)持續推動捷運建設與台鐵捷運化，增加公共運輸的使用率，減少 

     對小客車使用的依賴。 

  (2)公共運輸系統逐步汰換高耗能的燃油車，使用高效率、低排放的 

省能運具環保電動巴士，落實綠色運輸。 

  (3)鼓勵市民轉買電動汽、機車，停車場設電車充電站，提供電車免 



費的停車空間及免費充電等各項誘因或電池採租用，到充電站直 

接更換電池，增加便利性。 

  (4)設立公共電動機車站:24 小時營業，有駕照皆可使用，機車停車 

格當充電站，大幅減少燃油機車購買的必要性。  

  (5)觀光地區結合自行車道設置，普及自行車。 

6.推廣綠建築: 

(1)新建辦公廳舍一律採用綠建築設計，現有公務機關逐步增加綠建 

   築相關設備，如:安裝小型風力發電設備，利用風能與風對流的 

   中央空調設計，營造舒適的自然通風環境，源源不斷地將新鮮空 

   氣導入到每一個空間；改用節能複層玻璃及內倒窗；裝設太陽光 

   追蹤器，有效利用太陽光，提供日間照明用電所需，上述方式， 

   皆可減少開冷氣，大幅減少電力消耗。屋頂增設太陽能板，雨水 

   回收系統，以求基本的用電用水能自給自足。 

(2)私人建築物或民間社區符合綠建築標準，頒發節能住宅證書，給 

   予建造人減低稅負或優惠貸款利率其他補助措施，鼓勵興建綠建 

   築。 

 (二)長遠性建議。 

 1.建立低碳交通工具運行基礎設施，建置大臺中低碳路網。 

 2.訂定「本市低碳建築設計準則」，建築材料及工法必須低碳排並設 

   置太陽能板、蓄電房、雨水及廚餘回收系統。新建建築物取得綠建 

   築標章的比例及民間重大投資案取得建築標章，以達到 100％為目 

   標。結合本地光電產業，補助公共建築、中大型社區及透天厝廣設 

   太陽能板。利用太陽能加熱日常盥洗用水，再把太陽光能轉換成電 

   能，百分百提供社區或室內用電。如有多餘電力，再轉賣給電廠。 

   不但可促進在地光電產業繁榮，還可解決本島供電吃緊的窘境。 

 3.鼓勵再生能源，整合光、水、儲能系統:設置技術最先進的垃圾零 

   廢棄設施，處理無法再分選回收之垃圾，達到垃圾零輸出之目標； 

   建立資源回收系統、掩埋場沼氣回收利用、焚化爐底渣再利用、水 

   肥處理、生活污水再利用、廚餘堆肥系統建置，不但可以作堆肥發 

   展有機農業，還可以作生質燃料，引進鍋爐燃燒後產生甲烷，轉換 

   成電能或熱能，變廢為寶。雨水回收系統，可直接使用於綠化澆灌 



   用水或其他次級用水水源，提高地面及地下水庫收集雨水及地下逕 

   流水效能，擴充水庫蓄水、供水能力。  

4.仿照英國貝丁頓社區規劃為低碳生態示範社區。賡續擘劃本市大宅 

  門特區為低碳生態示範區，完成後相信會成為本市甚至全國新亮點 

  。 

5.積極發展火力發電零排碳技術。煤炭發電向來被視為最便宜、但最 

   不乾淨的發電方式，若能提高煤炭轉換效率，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發展二氧化碳封存技術，讓火力發電也可能做到零排放、零污染。 

   目前鄰國日本已積極推廣最高效率燃煤火力技術，相信不久的未來 

   ，火力發電也能做到零排放。 

 萬事起頭難，但這一步我們必須跨出去！誠如胡市長所言：「低碳

生活不是政策選項，而是全人類共同得必然依歸。」臺灣在工業化、

科技化蓬勃發展的同時，環境也遭受到嚴重的破壞，為了讓子子孫孫

可以在這美麗的寶島永續生存，快樂成長，打造低碳城市，我們每一

個人均責無旁貸。「許下一代一個美好的未來吧！」「今天不做，明

天就會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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