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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檢核注意事項 

一、為推動公共工程落實節能減碳理念，建構優質永續之公共建設，爰

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新臺幣一億元以上公共工程，或直轄市政府及

縣（市）政府辦理受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百分之五十

且補助經費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個案公共工程時，須辦理節能減

碳檢核作業。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 

（二）災後原地復建。 

（三）整修工程、拆除工程、疏濬工程、結構補強工程。 

（四）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之建築工程。 

三、節能減碳檢核係促使工程計畫從整體效益、節能節水、減廢再利用、

低碳創意作為、植生綠化等策略，落實節能減碳措施，並依工程生

命週期分為計畫提報核定、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作業階段。 

四、各工程計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工程規模及性質，訂定符合

機關工程特性之節能減碳檢核機制，並應設定減碳目標。 

五、節能減碳策略如下：  

（一）整體效益：確認工程必要性，避免重複性高或使用效能低之工

程；考量最適營建規模、資源最佳化規劃，避免過度設計，減

少不必要之土地利用及材料消耗；應用高效能(如高性能混凝

土)、低碳(如木材)、低耗能(如飛灰混凝土)、循環再生材料(如

焚化再生粒料、鋼質粒料等)，或選用當地材料等；妥善進行耐

久性、易維護、減少營運耗能之設計(如營運所需設施節能、建

築通風、道路平順等)，及依環境設計(如考量保護自然生態環

境、加強植生綠化等)，延長設施使用時間；設計考量使用期間

易於檢測及維護保養，並提出維護管理計畫等；提升因應氣候

變遷之調適能力。 

（二）節能節水：考量節能規劃(含採光、通風、用水、能源管理)，

如空調、照明、供水等營運所需設施節能；節能機具設備選用，

如選擇節能效益較高之設備，於施工期間選用耗能標準較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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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機具(如取得環保單位所核發自主管理標章)、運輸車輛等；

優先選用當地材料，減少運輸耗能；採用低耗能材料，如使用

飛灰混凝土等生產碳排放較低的材料；採用綠色能源或低碳能

源(包含再生能源如風能、太陽能、生質能等)，設計或添購使

用綠色能源或低碳能源之設備(如設置友善低碳運具設施、汽車

充電樁、機車電池交換站)等；工程條件符合再生能源設置條件

者，優先裝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儲能設備。 

（三）減廢再利用：土方挖填平衡及土方交換；以現地廢棄物產生量

最少化進行規劃設計，如預鑄、標準化等，並實施廢棄物分類

回收；採用再生及環保材料，減少原生材料之開採及二氧化碳；

廢水、雨水及廢棄物再利用，如施工時將廢棄用水及廢棄物充

分利用，經過處理後再次運用於工程使用、使用階段採用中水

處理系統，將廢水回收再使用於其他用途，納入雨水貯留利用

規劃，減少淹水風險，提升耐災韌性，並結合生態滯流系統建

置多功能智慧型雨水花園，兼具水資源再利用、保水降溫及生

態景觀效果，減少直接排放等較無效益之行為等。 

（四）低碳創意作為：提出其他有利工程節能減碳實質效益之作為，

如有利工程節能減碳之新技術、新工法、新材料或創新管理措

施等。 

（五）植生綠化：保留工址植被減少擾動，如整地時，應注意植栽之

保留率，避免多餘之砍伐開拓，應以現地保留為首要處理手法，

以遷移或再利用次之；加強植生綠化並以達成複層植被為目標；

加強表土保存及利用，以利植生復育及碳匯等。 

六、節能減碳檢核作業原則： 

（一）計畫提報核定階段：本階段目標為確實評估工程必要性，提出

節能減碳構想。其作業原則如下： 

1.透過整體性規劃，掌握本身需求，確認工程必要性。 

2.設定計畫目標及定位，選擇最適營建規模及妥適建造標準。 

3.依整體效益、節能節水、減廢再利用、低碳創意作為、植生

綠化等策略，重視維護管理並合理編列經費提出節能減碳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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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構想及效益。 

（二）規劃設計階段：本階段目標為落實計畫提報核定階段之節能減

碳構想，提出符合節能減碳之工程規劃設計方案，並推估減碳

成效。其作業原則如下： 

1.依計畫提報核定階段就整體效益、節能節水、減廢再利用、

低碳創意作為、植生綠化等策略，提出具體之工程節能減碳

措施及效益，並根據使用特性、結構特性、環境特性提出易

於維護之設計方案，完成細部設計。 

2.提出施工階段落實節能減碳之建議作法。 

3.提出維護及營運管理機制具體作法。 

（三）施工階段：本階段目標為落實規劃設計階段所擬定之節能減碳

措施，以維護施工環境及品質。其作業原則如下： 

1.施工計畫書應考量剩餘土石方及廢棄物減量、資源再利用，

使用節能減碳之工法及機具，納入維護自然環境措施等作

法。 

2.確實依核定之節能減碳措施執行，執行狀況納入相關工程督

導重點及檢核項目。 

（四）維護管理階段：本階段目標為維護原設計功能，落實設計階段

之維護管理機制。其作業原則：建置維護管理機制，並主動有

效管理公共設施及提升利用率。 

七、工程主辦機關應依前點所列之各階段作業原則執行，並填具公共工

程節能減碳檢核表（如附件)。                                                               

八、工程主管機關應督導各工程計畫，加強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落實節

能減碳檢核機制之審核及管控作業： 

（一）計畫提報核定階段及規劃設計階段之各審查層級機關應確實審

查工程主辦機關節能減碳檢核之自評內容，其中屬政府公共工

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第七點應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審議案件者，應檢附節能減碳檢核之審議結果。 

（二）施工階段辦理施工督導或查核時，應將節能減碳檢核列為重點

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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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護管理階段應落實督導維護管理資訊公開。 

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及地方政府機關公共工程之節能減碳檢

核作業，得參照本注意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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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檢核表 

工程基

本資料 

計畫及工程名稱  

工程地點  

主管機關  主辦機關  

工程經費（千元）  期    程  

工程類型 □交通、□水利、□港灣、□建築、□環保、□其他______________ 

工程目的  

工程概要(主要 

工程內容及數量) 

 

 

預期效益 
 

 

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

核定

階段 

提報核定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一、是否有整體性

規劃 

掌握本身需求，確認工程必要性 □是 

□否 

二、是否設定計畫

目標及定位 

選擇最適營建規模及妥適建造標準 □是 

□否 
三、是否提出節能

減碳構想 

整體效益(如選用高性能、低碳、低耗能、

循環再生材料，或選用當地材料；妥善進

行耐久性、易維護、減少營運耗能設計；

依環境設計；設計考量使用期間易於檢測

及維護保養等；提升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

能力)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承諾辦理項目

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節能節水(如空調、照明、供水等營運所需

設施節能；節能機具設備選用；優先選用

當地材料；採用低耗能材料；採用綠色能

源或低碳能源；設計或添購使用綠色能源

或低碳能源之設備；工程條件符合再生能

源設置條件者，優先裝置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及儲能設備等)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承諾辦理項目

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減廢再利用(如土方挖填平衡及土方交

換；以現地廢棄物產生量最少化進行規劃

設計；採用再生及環保材料；廢水、雨水

及廢棄物再利用等)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承諾辦理項目

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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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程

計畫

核定

階段 

三、是否提出節能

減碳構想 

低碳創意作為(如有利工程節能減碳之新

技術、新工法、新材料或創新管理措施等)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承諾辦理項目

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植生綠化(保留工址植被減少擾動；加強植

生綠化並以達成複層植被為目標；加強表

土保存及利用，以利植生復育及碳匯等)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承諾辦理項目

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其他節能減碳構想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承諾辦理項目

及作法) 

□否 

規劃

設計

階段 

規劃設計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一、是否依節能減

碳構想提出設

計 

考量最適營建規模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應用高效能(如高性能混凝土)、低碳(如木

材)、低耗能(如飛灰混凝土)、循環再生材

料(如焚化再生粒料、鋼質粒料等)，或選

用當地材料等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妥善進行耐久性、易維護、減少營運耗能

(如營運所需設施節能、建築通風、道路平

順等)之設計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妥善依環境設計(如考量保護自然生態環

境、加強植生綠化等)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考量使用期間易於檢測及維護保養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考量機電設備節能及效率提升等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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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規劃

設計

階段 

一、是否依節能減

碳構想提出設

計 

採用綠能或低碳能源，設置友善低碳運具

設施，設計或添購使用綠色能源或低碳能

源之設備等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工程條件是否符合再生能源設置條件 □是，具體作法： 

（應優先裝置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及儲能設備；倘以租賃

方式設置太陽能板者，請說

明所收售電回饋比率） 

□否 

考量土方挖填平衡及土方交換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考量現地廢棄物產生量最少化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採用再生環保材料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考量廢水、雨水及廢棄物再利用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低碳創意作為(如有利工程節能減碳之新

技術、新工法、新材料或創新管理措施等)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植生綠化(保留工址植被減少擾動；加強植

生綠化並以達成複層植被為目標；加強表

土保存及利用，以利植生復育及碳匯等)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承諾辦理項目

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其他節能減碳措施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 

二、是否提出施工

階段落實節能

減碳之建議作

法 

如土方挖填平衡及土方交換，考慮採用預

鑄工法、標準化，廢水、雨水及廢棄物再

利用，選用節能機具設備等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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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規劃

設計

階段 

三、是否提出維護

及營運管理機

制之具體作法 

維護及營運管理作法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四、是否提出節能

減碳成效評估 
提出減碳效益及說明 □是： 

(請具體說明減碳量及評估

方式)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施工

階段 

施工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一、施工計畫書納

入節能減碳作

為 

是否考量剩餘土石方及廢棄物減量、資源

再利用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是否使用節能減碳之工法及機具(如採用

自動化施工或高效率的機具設備、使用低

碳運具、取得自主管理標章施工車輛等)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是否納入維護自然環境措施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其他節能減碳作為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 

二、落實執行情形  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節能減碳措施落實執行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是否納入相關工程督導或查核重點及檢核

項目 

□是，具體作法： 

(請說明工程督導或查核次

數及結果)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維護

管理

階段 

落實設計階段之維

護管理機制 

是否已建置維護管理機制 

 

□是，具體作法： 

(請具體說明項目及作法)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是否主動有效管理公共設施及提升利用率 □是，具體作法及成果： 

(請具體說明項目、作法及成

果) 

□否(若不適用請說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