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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標為瞭解國際民航環保作法之最新趨勢，研擬我國之民航環保政策、
策略與目標，建立環保指標、可行措施與行動方案，以及建立機場環境管理機制；並進行
我國民航環保措施之宣導，提出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並且確實將我國航空運輸產業
於環境保護之努力與作法與歐美及 APEC 國家接軌。研究以兩年半之時程進行（民國 99
年 6 月至 101 年 11 月），第一年為蒐集全球各主要民航主管機關之作法及主要機場之環
保政策與目標，並針對我國相關作法進行全面性之回顧，研訂我國民航環保策略與目標；
第二年則針對相關之環保指標進行評估與衡量，並提出可行及實用之永續發展指標，以有
效掌握民航環保現況，並進而研訂相關環保措施與行動方案；第三年則提出我國各航空站
之環保策略，並建立航空站之環境管理機制。本計畫將工作內容主要分為六大工作重點，
分別為：
工作重點一：蒐集全球民航環保措施與作法之最新發展；
工作重點二：研提我國民航環保政策、策略及目標，並提出可行之永續發展指標、
環保措施與行動方案；
工作重點三：研擬我國各機場之環保政策，並建立環境管理系統示範機場；
工作重點四：提出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並進行環保新知與政策宣導；
工作重點五：參與國際相關會議並參訪國外相關單位；
工作重點六：配合民航局參與相關會議並提供資料與諮詢。
依照工作計畫書之內容以及規劃之進度，此期末報告展現各項工作重點之研究成
果。報告第一章主要說明計畫緣起、目的、內容與工作時程。第二章針對全球主要國際組
織民航環保政策與措施進行回顧；第三章則探討全球主要國家之民航環保政策；第四、五
章則進一步說明機場之環境保護與溫室氣體減量步驟，並針對環保成效卓著之個案機場進
行分析。第六章則彙整我國現行之民航環保相關政策與未來發展課題；第七章則說明我國
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民環保績效宣導品與行動方案規劃；第八章針對臺北國際航空站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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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環境管理系統之步驟與成效進行個案探討；第九章說明各航空站可行之環保政策與措施
建議，第十章提出結論與建議。

重要發現：
1. 2010 年 10 月之 ICAO 大會已簽署有關全球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減量同意書，主要內
容包括確認全球航空運輸市場至 2050 年以前每年之平均燃油效率提升目標為 2%，
將建立全球通用之市場經濟措施之施行架構可行性研究，永續替代油料之全球發展
架構，並於 2013 年提出飛機引擎 CO2 排放之認證目標值。
2. ICAO 出版之 2010 年環境年報中，其中有關利用 ATM 提升飛機操作效率、自願減
量措施、調適議題與替代油料發展值得我國參考。此外，自 2012 年起航空運輸產
業已納入歐盟現有之碳交易市場，此議題應長期追蹤與持續關切。
3. 全球主要國際組織與民航環保政策與措施，在民航環保所注重之課題不外乎包括飛
機噪音、機場空氣品質與溫室氣體的減量三大面向；為達到環保目標之措施，通常
包括：新式飛機與引擎、飛航管理與飛機操作、機場營運與溫室氣體盤查以及市場
經濟措施等。
建議：
1. 針對 ICAO 每年航空業燃油效率提升 2%之目標，建議相關單位應考量與航空業者
簽訂自願減量協定，每年定期公告說明執行績效，並建議參考 ICAO 準則研擬我國
航空業者溫室氣體減量成效評估方式。此外，國際間航空運輸產業之碳抵銷措施已
逐漸發展，建議我國政府單位應可輔導我國籍航空公司建立相關之碳抵銷計畫。
2. 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持續關注航空運輸替代油料發展，適時將航空運輸之特性於相
關替代油料發展與法規中納入考量，同時並鼓勵航空產業於中長期將替代油料之使
用導入我國。
3. 機場內或其週邊之相關產業之溫室氣體排放屬於範疇三之碳排放，機場營運者應集
合相關承租商，進行溫室氣體減量說明會，考量各承租商之污染程度，設定合理目
標，定期檢討其達成度。
4. 本計畫已輔導臺北國際航空站建立環境管理系統並通過 ISO 認證，建議未來可依循
此一模式，規範與輔導我國特等、甲等與乙等航空站執行環境管理系統。
5. 民航環保工作已是未來需持續推動之航空站業務之一，建議各航空站成立環保任務
小組，但在人力與專業缺乏之情況下，民航局仍應肩負主導與輔助之責任，協助各
航空站系統性的進行環保工作。
出版日期：101 年 12 月
頁數：220
管制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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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related issu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strategies and
objectives, sustainability index, potential mitigation measures and action plans for Taiwan, as well
as implementing the country’s airpor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cheme.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also promotes our civil aviation environmental measures, developing our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olicy paper, in order to b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line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PEC economies.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 three phases from June 2010 to November 2012. The first phase
involved reviewing the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objectives of maj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organisations, countries and airports. An overview of current aviation environment-related
polices and measures was also conducted, follow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nd objectives for Taiwan. The second phase evaluated various environmental indices,
and further establish environmental measures and action plans for Taiwanese airports in general.
The third phase developed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for individual airports in Taiw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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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the airpor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This research has been designed in six
work packages:
Work package 1: Review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aviation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worldwide;
Work package 2: Develop our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strategies and objectives;
establish a sustainability index, environmental measures and action plans;
Work package 3: Develop environmental policies for Taiwanese airports and establish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pilot airport;
Work package 4: Develop the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olicy position paper for Taiwan and
promote new knowledge and policies to the public;
Work package 5: Attend related international meetings and interview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Work package 6: Attend meetings with the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and prepare
meeting material and consultation
This final-term report pres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Work Packages 1, 2, 4 and 5 so far. Chapter
1 presents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contents and time schedule. Chapter 2 discusses the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measures applied by mai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Chapter 3
investigates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f major airports. Chapters 4 and 5 review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emissions mitigation procedures by airports world-wide,
followed by case studies of relevant airport examples. The overview of Taiwan’s current aviation
environment-related policies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s presented in Chapter 6. Chapter 7
outlines the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olicy paper. Chapter 8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at Taipei Sonshan Airport. Chapter 9 describes the possibl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measures for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airports. Chapter 10 summarises
the findings and suggestions.
MAJOR FINDINGS：
1. The latest ICAO General Assembly in October 2010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which included,
•

a global goal of 2 percent annual fue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up to the year 2050;

•

the development of a framework for market-based measures (MBM) and a
feasibility study into the creation of a global MBM scheme together with principles
for States;

•

a global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sustainable alternative
fuels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

a target of 2013 for a CO2 standard for aircraft engines.

2. Of the latest environmental report published by ICAO in 2010, increasing aircraft
operating performance through ATM improvement, voluntary emission mitigation
measures and adaptation, as well as alternative fuel development are the key issues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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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ed for Taiwan. In addition, continuous effort should also be put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clusion of the air transport industry in the existing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from 2012.
3. The major issues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viation addressed by ICAO and
the member states focus on aircraft noise, air quality and the mitigation of green house
gas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se environmental impacts, measures cover the area of aircraft
and engine technologies, air traffic management, aircraft and airport operations. Emissions
inventories and MBMs were the major tools proposed.
MAIN SUGGES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ICAO’s global goal of 2 percent annual fuel efficiency, the government
could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reaching voluntary emissions reduction agreement with
the airline industry following the ICAO guidelines, publishing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periodically and investigating methods for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green house gas
reduction from the airline industry. In addi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rbon-offset
programs international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assist airlines in implementing related
carbon-offset projects.
 In order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the ICAO and the aviation industry have put lots of
efforts in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alternative fuel projects. The government has the
need to follow the trend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ncourage the aviation
industry to use alternative fuel in the long run.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t airports belong to scope two
and three. Airport operators should work with airlines, ground handlers and
concessionaires in reducing emissions and achieving the reduction objectives.
 This project has successfully helping Taipei Sonshan Airport in implementing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There is a need to regulate and assist other Taiwanese
airports with more than 1.5 million passengers to implement the system as wel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ll be an important permanent task at all airports, and
establishing 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sk force at an airport is a means of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measures systematically. However, with the current lack of
specialised personnel at airports, the CAA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aking the lead and
assisting airports on this matter.
DATE OF PUBLICATION：December 2012

NUMBER OF PAGES：220

CLASSIFICATION：
□ SECRET
□
ˇ CONFIDENTIAL
□ UNCLASSIFIED
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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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計畫緣起
航空運輸的成長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目前我國刻正積極建立桃園航空城
計畫，尤其隨著兩岸開放直航等政策，未來我國航空運量將逐漸呈現穩定成
長。但近年來因溫室效應造成之氣候變遷日益嚴重及機場噪音長期影響居民環
境品質等議題漸受到關注與重視，故隨著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之全新概念逐漸成熟，環境容量（Environmental capacity）之概念已成為限制許
多機場運量與航空運輸成長之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完善、一致與永續之民航環
保政策已是重要與刻不容緩之課題。
1.2 計畫目標
計畫目標
本研究計畫之主要目標為持續追蹤瞭解國際民航環保作法之最新趨勢與發
展，蒐集國外民用航空主管機關及機場經營管理機關之環保政策與目標，進而
研擬我國之民航環保政策、策略與目標，建立永續發展指標、可行防制措施與
行動方案，及建立機場環境管理機制等。在環保政策宣導方面，研提我國民航
環保政策說明書，並適時於相關期刊介紹民航相關環保新知與政策宣導，以進
一步與歐美先進國家及國際相關組織接軌。
鑑於目前國際有關民航環保（尤其包括溫室氣體減量部分）相關組織、主
管機關及機場對於永續發展與綠色運輸之概念正逐漸發展，需長時間蒐集國際
相關單位之作法與經驗，尤其國際相關組織對溫室氣體管制之議題現刻正開始
發展，相關措施與政策尚未臻成熟，亟需專業團隊密切關注發展趨勢，並提供
相關議題之諮詢與研析優劣，以作為未來施政之參考，故本計畫擬預計規劃 3
年期（99 年至 101 年）之工作期程，透過長期之資料蒐集與議題諮詢，研訂符
合我國國情及世界潮流之永續環保政策與相關措施。
我國雖已針對機場噪音與航空廢氣排放進行相關之管制或規劃工作，但尚
未有一套完整之計畫與願景，整合各種資源與法令，系統性的推動長期之工
作。因此，本研究主要目標為瞭解國際民航環保作法之最新趨勢，研擬我國之
民航環保政策、策略與目標，建立環保指標、可行措施與行動方案，以及建立
機場環境管理機制；並進行我國民航環保措施之宣導，提出我國民航環保政策
說明書，並且確實將我國航空運輸產業於環境保護之努力與作法與歐美及
APEC 國家接軌。並可具體將研究目標分項如下：
一、持續追蹤國際民航環保作法之最新趨勢與發展
(一)蒐集國外民用航空主管機關及機場經營管理機關之環保政策與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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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擬我國之民航環保政策、策略與目標
(一)建立永續發展指標、可行環保措施與行動方案。
(二)研提我國各機場之環保政策，建立環境管理系統示範機場。
三、環保政策宣導
(一)研提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
(二)於相關期刊介紹民航相關環保新知與政策宣導。
在研究內容方面，主要以民航局及政府主管單位之立場，研提我國民用航
空環保政策，並進一步建立機場環境管理機制。因此，在研究範圍方面，民航
環保政策所涵蓋之範疇將包括：飛機之起降、地面操作，飛航管制與服務，航
空公司機型使用與認證等不同之面向；探討對象主要將包括：機場、飛航服務
組織（即總臺）與航空公司等。就環境影響範圍方面，於國家之民航產業部分
之環保政策，主要包括：噪音與航空廢氣，其中航空廢氣則包括：氣候變遷與
當地空氣污染兩部分之影響；於機場之環保策略部分，除了噪音與空氣品質
外，更包括：能源、水資源、廢棄物、生態、地面運輸及社區保護等。
1.3 工作內容
本研究為三年計畫，第一年為蒐集全球各主要民航主管機關之作法及主要
機場之環保政策與目標，並針對我國相關作法進行全面性之回顧，研訂我國民
航環保策略與目標；第二年則針對相關之環保指標進行評估與衡量，並提出可
行及實用之永續發展指標，以有效掌握民航環保現況，並進而研訂相關環保措
施與行動方案；第三年則提出我國各航空站之環保策略，並建立航空站之環境
管理機制，各年工作項目分別說明如後。
一、第一年工作項目
(一)蒐集全球民航環保措施與作法之最新發展
本項工作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國外各主要國家（主要借鏡歐、美、亞
洲較先進之國家及機場規模足茲我國仿效之機場，例如：荷蘭、英國、瑞士、
美國、香港、新加坡、澳洲及日本等）民用航空和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對於航空
運輸環境面之政策、策略與目標進行系統性之探討與回顧，並加強蒐集相關環
保措施、行動方案及永續發展指標等相關資訊。主要工作內容包括：
1.蒐集 ICAO、歐盟、以及國外各主要國家之民航環保政策、策略
與目標；並進一步瞭解其最新發展與未來努力方向。
2.蒐集國外各主要國家民用航空和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對於航空運輸
環境面之政策方向與範疇界定。
3.蒐集國外各主要機場之環保政策、目標與相關措施。
4.蒐集國外各主要機場之環境影響面永續發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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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蒐集國外各主要國家民用航空主管機關及機場所採行之相關環保
措施與行動方案。
6.蒐集國外各主要機場之環境管理機制，考量面向應涵蓋航空噪
音、廢氣、能源消耗、水資源、廢棄物、生態環境、地面交通運輸及社區保護
等。
(二)初步研提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與目標
工作重點在於蒐集並全面調查我國現有民航環保面之相關法規、策
略與作法，並初步研提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與目標。主要工作包括：
1.瞭解我國目前相關之環保法規、策略、目標與現有作法：探討我
國環保署、民航局與機場針對航空相關之環保法令、措施與管制方式。
2.研析我國民航和環保主管機關對於航空運輸環境面之政策功能與
範疇界定。
3.參考國外相關單位之發展與現況，初步研擬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與
策略。
(三)提出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預定兩年修訂一次），內容包括：
我國環保現況、管制策略與措施、執行績效及未來計畫與展望等。
(四)參與國際相關會議並參訪國外相關單位
1.參加各國際組織所召開有關航空運輸環境保護議題之會議（每年
至少 2 人次）。
2.視需要參訪國外相關民航單位，針對民航環保策略與作法進行訪
視。
(五)配合民航局業務需求，適時參與相關會議並提供相關議題資料、報
告及諮詢。
二、第二年度工作項目
(一)持續追蹤並蒐集全球民航環保措施與作法之最新發展
因應國際各主要民航組織、主管機關及機場之最新發展，延續第一
年之資料蒐集工作，適時提出最新之資料更新與追蹤，以掌握最新發展，並與
國際同步接軌。
(二)擬定我國民航環保政策、策略及目標，並提出可行之永續發展指
標、環保措施與行動方案
工作重點在於研提我國民航環保政策、策略與目標，並參酌國外各
主要民航主管機關及機場經營管理單位之經驗與成效，研提適合我國國情之永
續發展指標作為環境保護成效評估之依據，及研提我國民航環保措施與行動方
案。主要工作包括：
1.研訂我國民航環保政策、策略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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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提我國民航環保永續發展指標，並依據現況資料，針對相關之
指標進行評估與衡量，研提可行之永續發展指標。
3.研提我國民航環保行動方案，內容包括：
(1)研提可行之環保措施。
(2)研提階段工作執行計畫期程與內容綱要。
(3)研提階段工作執行之永續發展指標目標。
(4)分析計畫執行所需經費。
(5)分析計畫執行所需組織人力。
(6)推估計畫執行效益。
(7)研提管制考核機制。
(三)持續參與國際相關會議並參訪國外相關單位
1.參加各國際組織所召開有關航空運輸環境保護議題之會議（每年
至少 2 人次）。
2.視需要參訪國外相關民航單位，針對民航環保策略與作法進行訪
視。
(四)配合民航局業務需求，適時參與相關會議並提供相關議題資料、報
告及諮詢。
三、第三年度工作項目
(一)持續追蹤並蒐集全球民航環保措施與作法之最新發展
因應國際各主要民航組織、主管機關及機場之最新發展，延續第
一、二年之資料蒐集工作，適時提出最新之資料更新與追蹤，以掌握最新發
展，並與國際同步接軌。
(二)依據所研訂之我國民航環保行動方案，研擬我國各機場之環保政
策，並建立至少一座環境管理系統示範機場。主要工作包括：
1.依據我國民航環保行動方案及永續發展指標，提出各機場可行之
環保政策、環保措施、計畫執行階段目標及預估成效。
2. 依 據 環 境 品 質 管 理 系 統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EMS）之規劃、執行、稽核及改善（Plan-Do-Check-Act, PDCA）等 4 項品管精
神，建立至少 1 座機場（作為示範機場）可行之環境管理系統（仿效 ISO 14001
精神），考量面向涵蓋航空噪音、廢氣、能源消耗、水資源、廢棄物、生態環
境、地面交通運輸及社區保護等。
3.依據前述示範機場所建置之環境管理系統，召開至少 3 次宣導及
成效會議。
(三)修訂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內容包括：我國環保現況、管制策
略與措施、執行績效及未來計畫與展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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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續參與國際相關會議並參訪國外相關單位
1.參加各國際組織所召開有關航空運輸環境保護議題之會議（每年
至少 2 人次）。
2.視需要參訪國外相關民航單位，針對民航環保策略與作法進行訪
視。
(五)配合民航局業務需求，適時參與相關會議並提供相關議題資料、報
告及諮詢。
1.4 預期效益
一、蒐集國外各主要國家（主要借鏡歐、美、亞洲較先進之國家及機場規
模足茲我國仿效之機場，例如：荷蘭、英國、瑞士、美國、香港、新加坡、澳
洲及日本等）民航主管機關、環保主管機關及機場之環保政策、策略與目標，
並針對我國相關作法進行全面性之回顧，研訂我國民航環保政策、策略與目
標。
二、針對我國民航相關之環保指標進行評估與衡量，提出可行之永續發展
指標，研訂可行之環保措施與行動方案。
三、參酌國外各主要機場之經驗，研訂我國各機場之環保政策與目標，並
建立至少 1 座環境管理系統示範機場，並進行宣導與成效會議。
四、研擬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預計每 2 年修訂 1 次），並適時進行環保
新知與政策之宣導。
1.5 計畫內容與工作項目
依據前述之研究計畫目的與範圍，本計畫將工作內容主要分為六大工作重
點，各工作重點均包含數個工作項目（Tasks），總共有 20 個工作項目。此六
大工作重點包括：
工作重點一：蒐集全球民航環保措施與作法之最新發展；
工作重點二：研提我國民航環保政策、策略及目標，並提出可行之永續發
展指標、環保措施與行動方案；
工作重點三：研擬我國各機場之環保政策，並建立環境管理系統示範機
場；
工作重點四：提出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並進行環保新知與政策宣
導；
工作重點五：參與國際相關會議並參訪國外相關單位；
工作重點六：配合民航局參與相關會議並提供資料與諮詢。
工作重點一主要為針對全球主要國家民航環保措施與作法進行全面性之回
顧，主要目的在瞭解國外各主要國家（主要借鏡歐、美、亞洲較先進之國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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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規模足茲我國仿效之機場，例如：荷蘭、英國、瑞士、美國、香港、新加
坡、澳洲及日本等）民用航空和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對於機場環境面之政策、策
略與目標進行系統性之探討與回顧，並加強蒐集相關環保措施、行動方案及永
續發展指標等相關資訊。
工作重點二主要為深入瞭解已實施碳中和機場之相關措施與作法，以及彙
整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指標；並以社會成本與效益之概念，探討各項指標之重
要性，研提適合我國國情之機場永續發展指標作為環境保護成效評估之依據，
並進一步衡量之。工作重點三在於瞭解我國民航環保政策、策略與目標，並參
酌國外各主要民航主管機關及機場經營管理單位之經驗與成效，及研擬我國航
空產業環保政策與機場可行之環境管理系統（EMS）。
工作重點四為提出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將會同時撰寫中文版與英文
版），並進行研究成果之發表，落實環保新知與政策宣導。工作重點五主要為
訪視國外民航單位，針對民航環保策略與作法進行探討，以及參與航空運輸相
關之研討會發表論文。工作重點六為配合民航局，參與會議以及提供相關會議
資料與諮詢，協助民航局相關政策之擬定。
工作重點一、四、五與六將於研究計畫執行之三年期間持續進行，工作重
點二將於第一年與第二年進行，第三年將著重於工作重點三。而各項工作重點
下之具體工作項目則列示如表 1-1 所示，並明確標示各年度所需進行之工作項
目。
計畫工作時程
1.6 計畫工作時程
本研究將自簽約起立即開始執行，研究期間預計自 99 年 6 月至 101 年 12
月。配合民航局之作業時程，本研究之主要工作期限包括：（將說明各報告包
括內容）
一、自簽約日起 1 個月內提送「工作計畫書」，詳細列明各項工作之進度
安排，經機關審查後，依該計畫書完成各工作項目。
二、於 99 年 10 月 31 日前提送第 1 次期中報告（報告書、簡報資料各 20
份），經機關召開審查會後函知審查會議紀錄，依審查會議結論修正。已於 99
年 11 月 24 日召開第一次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與回覆辦理情形請參見
附錄一。
三、於 100 年 4 月 30 日前提送第 2 次期中報告（報告書、簡報資料各 20
份），經機關召開審查會後函知審查會議紀錄，依審查會議結論修正。已於
100 年 5 月 31 日召開第二次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與回覆辦理情形請參
見附錄二。
四、於 100 年 10 月 31 日前提送第 3 次期中報告（報告書、簡報資料各 20
份），經機關召開審查會後函知審查會議紀錄，依審查會議結論修正。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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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12 月 1 日召開第三次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與回覆辦理情形請參
見附錄三。
五、於 101 年 4 月 30 日前提送第 4 次期中報告（報告書、簡報資料各 20
份），經機關召開審查會後函知審查會議紀錄，依審查會議結論修正。已於
101 年 6 月 7 日召開第四次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與回覆辦理情形請參見
附錄四。
六、於 101 年 10 月 31 日前提送期末報告初稿（報告書、簡報資料各 20
份），經機關召開審查會後函知審查會議紀錄，依審查會議結論修正，並經機
關審查核可後，提送期末報告定稿書面資料 20 份、光碟片 20 套（光碟格式由
機關指定），並提送計畫工作內容所需提供之相關圖文資料與電腦檔光碟片。
已於 101 年 11 月 27 日召開期末報告(初稿)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與回覆辦理情形
請參見附錄五。
表 1-1 各年度之工作重點與工作項目(
)
各年度之工作重點與工作項目(1/2)
工作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工作內容
(99 年) (100 年) (101 年)
項目
工作重點一：蒐集全球民航環保措施與作法之最新發展
蒐集 ICAO、歐盟、以及國外各主要國家之民航環保政
4.1.1 策、策略與目標；並進一步瞭解其最新發展與未來努



力方向
蒐集國外各主要國家民用航空和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對
4.1.2



於航空運輸環境面之政策方向與範疇界定
4.1.3 蒐集國外各主要機場之環保政策、目標與相關措施



4.1.4 蒐集國外各主要機場之環境影響面永續發展指標



蒐集國外各主要國家民用航空主管機關及機場所採行
4.1.5



之相關環保措施與行動方案
蒐集國外各主要機場之環境管理機制，考量面向應涵
4.1.6 蓋航空噪音、廢氣、能源消耗、水資源、廢棄物、生



態環境、地面交通運輸及社區保護等
工作重點二：研提我國民航環保政策、策略及目標，並提出可行之永續發展指標、環保措施與
行動方案
瞭解我國目前相關之環保法規、策略、目標與現有作
4.2.1 法：探討我國環保署、民航局與機場針對航空相關之

環保法令、措施與管制方式
研析我國民航和環保主管機關對於航空運輸環境面之
4.2.2

政策功能與範疇界定
4.2.3 研訂我國民航環保政策、策略與目標


研提我國民航環保永續發展指標，並針對相關之指標
4.2.4

進行評估與衡量
4.2.5 研提我國民航環保行動方案

工作重點三：研擬我國各機場之環保政策，並建立環境管理系統示範機場
提出各機場可行之環保政策、環保措施、計畫執行階

4.3.1
段目標及預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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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各年度之工作重點與工作項目(
)
各年度之工作重點與工作項目(2/2)
第一年
工作
第二年
第三年
工作內容
項目
(99 年) (100 年) (101 年)
工作重點三：研擬我國各機場之環保政策，並建立環境管理系統示範機場
依據環境品質管理系統（EMS）之規劃、執行、稽核

4.3.2 及改善（PDCA）等 4 項品管精神，建立至少 1 座機場
可行之環境管理系統
4.3.3 提出示範機場之環境年報

召開至少 3 次示範機場所建置之環境管理系統宣導及
4.3.4

成效會議
工作重點四：提出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並進行環保新知與政策宣導
提出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內容包括我國環保現
4.4.1


況、管制策略與措施、執行績效及未來計畫與展望等
4.4.2 發表相關論文於國內外刊物



工作重點五：參與國際相關會議並參訪國外相關單位
參加各國際組織所召開有關航空運輸環境保護議題之
4.5.1



會議
參訪國外相關民航單位，針對民航環保策略與作法進



4.5.2
行訪視
工作重點六：配合民航局業務需求，適時參與相關會議並提供議題資料、報告及諮詢
配合民航局業務需求，適時參與國內外相關會議並提
4.6.1



供相關議題資料、報告及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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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主要國際組織
全球主要國際組織民航環保政策與措施
主要國際組織民航環保政策與措施
本章主要探討全球主要民航國際組織相關之航空運輸環保政策與規範，以
及建議作法與措施，並說明其最新發展。在國際間之民航環保議題與作法，主
要考量之範疇包括：飛機噪音、飛機引擎污染物（造成區域空氣污染）以及全
球氣候等三大面向。
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仍需以聯合國下之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sation, ICAO）所制定或提出之規範與準則為依歸。其次，
由 於 近 年 來 亞 洲 太 平 洋 經 濟 合 作 會 議 （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已舉行多次相關之會議，會議結果亦值得我國參考；在其他國際政府組
織方面，則以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積極推動相關事務，有
些政策或措施不僅值得探討，更對我國航空業有一定程度之影響。除了上述官
方組織之外，民間航空公司與機場相關協會之作法亦值得瞭解與參考。因此，
本章所納入回顧之民航相關單位與組織包括：


ICAO；



APEC；



歐盟執委會；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



國際機場理事會（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ACI）。

2.1 ICAO 之民航環保政策與規範
民航環保政策與規範
背景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航空業的快速發展，產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上和技術
上的問題，故需要一個國際間的組織來協調。因此，全球 52 個國家於1944 年
參加了在芝加哥召開的國際會議，簽訂了「國際民用航空公約」（通稱「芝加
哥公約」(Chicago Convention)），按照公約 ICAO 於1947 年正式成立。ICAO
是聯合國下專責管理和發展國際民航事務的機構，其相關規範被所有國際民航
組織的成員國之民航管理機構所遵守。
ICAO 針 對 航 空 運 輸 環 境 影 響 主 要 著 重 於 飛 機 噪 音 與 飛 機 引 擎 污 染 物
（Aircraft engine emissions）之影響，其中飛機引擎污染物主要帶來機場週邊之
空氣污染以及全球氣候變遷效應。ICAO 有關航空運輸環境影響之議題均由成
立於 1983 年之航空運輸環境保護委員會（Committee on Aviation Environmnetal
Protection, CAEP）負責，又分為五個工作小組與一個支援小組。其中兩個工作
小組負責飛機噪音技術面與操作面之減量；而其他三個工作小組則負責有關降
低飛機污染物之影響，探討包括：技術面、操作面與市場經濟措施（Market9

based measures, MEM）（例如：污染物交易、空污費與自願性措施）；支援小
組則提供經濟效益與環境影響等相關之資料（參見圖 2-1 之 CAEP 組織結
構）。
於 2010 年 2 月 CAEP 已召開第八次會議，每次會議成果報告均會提交與
ICAO 理事會（ICAO Council）討論，主要之政策課題，再提交予每三年開會一
次之 ICAO 大會（ICAO Assembly）進行最後審查與確認。而最近一次之第 37
屆 ICAO 大會乃於 2010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8 日召開為期兩週之會議。ICAO
之組織結構請參閱圖 2-2。
2007 年第 36 屆 ICAO 大會修正 ICAO 民航環保政策宣言1，其中包括：12
個附錄（Appendix A-L），分別探討有關如何降低噪音與污染物課題。而近年
ICAO 對於飛機引擎污染物所帶來的環境影響，已從過去只著重飛機地面操作
的區域空氣品質影響，擴展到現今全球性的廢氣排放所帶來的氣候變遷效應。
除此之外，近年來 ICAO 亦積極投入有關替代油料之發展課題。因此，本節接
著將說明 ICAO 針對各項民航環保課題之政策與作法。

圖 2-1 ICAO 下之 CAEP 組織結構
資料來源：CAEP brochure, 2010.

1

A 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continuing ICAO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olution A36-22, Sep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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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ICAO 組織結構-環境影響議題
組織結構 環境影響議題
資料來源：ICAO Environment Branch, 2010.

2.1.1 噪音

ICAO 針對飛機產生之噪音主要政策建議採用 Balanced approach(平衡作
法)，此包括：由發生源減少噪音（使用低噪音機型）、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
降低噪音之飛機操作程序與營運限制。此外，ICAO 亦提出機場徵收噪音費之
執行準則。分別說明如下：
一、由發生源減少噪音（Reduction of noise at source）
ICAO 主要透過逐漸嚴格之飛機噪音認證，達到航空業者使用低噪音
機型（Quieter aircraft）之目標。附約 16 第一冊中已明訂飛機之各種噪音監測標
準2。1977 年以前生產之噴射機與螺旋槳機型為 Chapter 2 噪音認證，而 1977 至
2005 年間生產之機型需通過 Chapter 3 之認證；從 2006 年起新式機型則需通過
Chapter 4 之認證，或現有之 Chapter 3 機型亦可申請 Chapter 4 噪音認證。而各
種機型噪音值資料庫（NoisedB database）之建置則於 2006 年之 6 月完成3。
二、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Land-us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透過有效之機場週邊土地使用規劃與分區作業，亦可降低對於鄰近居
民之影響，ICAO 附約 16 中提出機場規劃手冊-土地使用與環境控制4，其中包

2

ICA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olume I – Aircraft Noise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Doc 9501).

3

ICAO NoisedB database, http://noisedb.stac.aviation-civile.gouv.fr/

4

ICAO, Annex 16, Volume I, Part IV and in the Airport Planning Manual, Part 2 — Land Use and
Environmental Control (Doc 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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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各種減少、控制或預防噪音對週遭居民影響之作法，以及幾個會員國所採
用之措施。此外，為了能夠有一致之噪音衡量方式，ICAO 也提出計算機場等
噪音線之準則與方法5。
三、降低噪音之飛機操作程序（Noise abatement operational procedures）
透過飛機操作之方式達到減少噪音之目的，包括：優先跑道與飛行路
線設計，以及飛機起降階段之較低噪音進離場程序；ICAO 有關飛機噪音降低
程序之建議亦包括於附約 16 中飛航導航服務-飛機操作6。CAEP/5 會議之建議
則發表於 2001 年 11 月。
四、營運限制（Operating restrictions）
此種作法主要是限制高噪音之飛機於機場起降。90 年代許多機場已
禁止或限制 Chapter 2 飛機起降；而目前則有許多機場限制高噪音之 Chapter 3
飛機起降，但 ICAO 建議此種限制必須依照飛機或特定機型對於所考量之機場
所產生之噪音影響後採行。
五、噪音費（Noise charges）
透過噪音費之徵收，其收入可投注於機場噪音防制措施，因此，
ICAO 建議噪音相關費用之徵收應以所需之噪音防制成本為基礎，相關之規範
則於機場經濟手冊與機場與飛航導航設施費用中7。
2.1.2 飛機引擎
飛機引擎污染物
引擎污染物-區域空氣品質與氣候變遷
區域空氣品質與氣候變遷

排放在機場以及機場週邊之飛機引擎污染物，主要影響區域空氣品質以及
機場工作人員與鄰近居民之健康，而所有排放物中 ICAO 尤其強調氮氧化物
（Nitrogen oxides, NOx）與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 PM）所帶來之影響8。
在如何降低污染物區域影響方面，ICAO 主要針對飛機引擎建立認證標準，飛
機操作的改善以及市場經濟措施等為其政策方向。依照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
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報告，2004 年航空運輸
產業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約 2%（圖 2-3），但隨著航空運輸產業長期將持續
成長，預計 2050 年將佔全球 4%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因此航空產業的污染物減
量工作已是刻不容緩之議題。

5

ICAO, Recommended Method for Computing Noise Contours around Airports (Circular 205).

6

ICAO, Annex 16, Volume I, Part V and Procedures for Air Navigation Services — Aircraft
Operations (PANS-OPS, Doc 8168), Volume I — Flight Procedures, Part V

7

ICAO Airport Economics Manual (Doc 9562); ICAO Manual of Airport and Air Navigation Facility
Tariffs (Doc 7100).

8

NOx 已有認證標準，但隨著 PM 嚴重性增加，ICAO 之 CAEP 小組已有相關研究，探討 PM 之
認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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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比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比率 依產業別分類
資料來源：ICAO, 2010b.

依 據 2007 年 ICAO 大 會 之 政 策 宣 言 （ Assembly Resolution A36-22,
Appendix K）將繼續研究可採行之措施，以限制及減少飛機引擎廢氣排放對環
境之影響，並提出具體工作計畫書，為 UNFCCC 團體之會議提供意見。並特別
強調工程措施與市場經濟措施之並用，並考量對發展中國家與先進國家之潛在
性影響。接著在 2008 年 2 月，ICAO 下成立了「國際航空及氣候變遷小組」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GIACC)，近幾年持續之會
議中已提出有關如何降低航空運輸對氣候變遷影響之相關研究與政策性報告。
在如何降低航空運輸對於全球氣候變遷之影響方面，如圖 2-4 所示，ICAO
主要仍針對飛機引擎建立認證標準提升引擎燃油效率、飛航管理系統（Air
traffic management, ATM）與飛機操作改善、市場經濟措施與替代油料發展等為
其政策方向，接著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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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ICAO 減少燃油使用與降低污染物排放措施
資料來源：ICAO, 2010b.

一、飛機引擎認證標準（Engine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ICAO 的 Annex 16（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olume II）中，已針對
飛機引擎認證標準建立相關規範。主要目的為控制機場及機場週邊的空氣品質
狀況，規範高度 3,000 呎以下之降落起飛程序排放污染物，其中各型引擎在惰
轉（Idle）、起飛（Take-Off）、爬升（Climb-out）與進場（Approach）狀況下
的耗油率（kg/sec）與三種污染物（HC、CO、NOx）排放係數，已建構於引擎
排放資料庫（ICAO Aircraft Engine Emissions Data Bank）中，彙編全球主要的
航空器製造公司所生產的噴射式發動機排放的測試數據。且中、長期將對於
NOx 進行更嚴格之規範9。
ICAO 目前考慮針對飛機飛行於高空中之廢氣排放進行不同之管制標
準，以迎合降低廢氣排放之科技潮流、飛機表現及生產力，其中以 NOx 受到特
別關注。而有關二氧化碳（CO2），ICAO 已於 2012 年 7 月公告有關 CO2 排放
標準訂定之最新工作進度，預計於 2013 年提出認證目標值。

9

Independent Experts NOx Review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edium and Long Term Technology Goals
for NOx (Doc 9887); Long Term Technology Goals for NOx Presentation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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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飛機操作措施之使用
ICAO 於 2001 年開始提倡從飛機操作措施（Operational measures）減
少飛機引擎廢氣排放的影響。ICAO 於 2004 年 2 月出版指引手冊（ICAO
Circular 303-AN/176），乃有關減少燃油使用及廢氣排放之飛機操作措施。此手
冊包含：飛機地面及航行時的運作，更包括：地面作業設備及輔助動力系統。
三、飛航管理（Air traffic management, ATM）
ICAO 對各國強調利用較新式之通訊、導航、監視/飛航管理系統
（ Communications, Navigation, Surveillance/Ai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CNS/ATMS）可有效減少燃油消耗與不必要的污染物排放。有關早期對使用
CNS/ATM 之環境利益等相關研究結果，及其評估方法已收錄於「全球航空導
航計畫 – 通訊導航與航管系統10」報告書中。在有關飛航服務方面，ICAO 更進
一步建議各會員國應致力於下列方向之發展：
 鼓勵具環境效率之機型與引擎之研究發展；
 加速提升燃油效率之飛行路線與操作方式之發展與應用；
 使用衛星導航科技，以提升區域與國家之利益；
 透過相關單位之合作，為國際航線設計提升燃油效率之飛行路線與

操作方式；
 減少法令、保安、經濟或其他行政障礙，落實新式

ATM 運作概

念，以提升空域的使用效率；
 會員國應合作評估與監控上述措施之經濟效益。

四、市場經濟措施
包括：污染物交易、自願措施以及碳抵換（carbon offset）。ICAO 已
發展出網路版之碳排放計算（Carbon Emissions Calculator），只要簡單輸入飛
行起迄點資料，即可推估出每位旅客於不同飛行旅程與不同艙等之 CO2 排放
量，可作為碳抵換或相關措施之參考11。
在市場經濟措施方面，ICAO 建議可採用機場污染物相關費用徵收
（Emissions-related charges）之方式，達到減少空氣污染之目標，並且將其收取
之金額優先用於降低飛機引擎污染物之環境影響；因此，此費用之徵收應以其
減少污染之成本支出為考量，且相關之成本必須定義清楚且回饋於航空運輸。

10

Global Air Navigation Plan for CNS/ATM Systems (Doc 9750).

11

ICAO Carbon Emissions Calculator, http://www2.icao.int/en/carbonoffset/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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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O 已出版已課徵飛機引擎污染物相關費用之準則12，此外亦可參
考機場與飛航導航服務費用徵收政策手冊13徵收相關費用之政策。
ICAO 亦建議短期可採用自願性之措施（Voluntary measures），即是
政府與產業同意一共同之污染物減量目標，此可為未來進一步減量之基礎；於
短期中以自願性措施減少污染物排放，建立準則（包括：量化、監控、確認污
染物減量與行動），並建立自願性協定之範本。
五、替代油料
自 2008 年起全球開始了航空運輸替代油料之測試飛行與更進一步之
研發投入。ICAO 於 2009 年 2 月進行航空運輸與替代油料工作坊，接著於 2009
年 11 月 16~18 日於巴西召開有關替代油料之會議，會議目標主要為訊息交流以
及完成未來發展藍圖。ICAO 於替代油料之發展主要所扮演之角色為：
 透過辦理研討會與會議提供新知；
 與聯合國與區域財務事業體合作，協助融資與財務誘因訊息交流；
 給予替代油料發展統一定義、方法與過程；
 提供研究藍圖與計畫之資訊平台。

2.1.3 ICAO 2010 環境年報-航空運輸與氣候變遷

繼 2007 年 ICAO 出版了第一次環境年報，2010 年出版了第二次環境年報
（ICAO, 2010a），但此最新之年報主題鎖定在航空運輸與氣候變遷議題，兩百
多頁的報告中除了 ICAO 相關會議結果以及全球概論外，內容主要分為八個章
節，分別為：
 航空運輸對氣候變遷之影響；
 航空器科技改善；
 飛機操作方式與計畫；
 經濟措施；
 替代油料；
 調適（adaptation）；
 融資（投資於污染物減量措施與計畫）；
 全球國際官方整合行動。

航空器製造以及民航替代油料之研發或使用，屬改善航空運輸對氣候變遷
影響之長期作法，而在現行資源下，中短期可採行之措施包括：提升飛機操作

12

Guidance on Aircraft Emission Charges Related to Local Air Quality （Doc 9884）

13

ICAO's Policies on Charges for Airports and Air Navigation Services (Doc 9082/6).

16

效率與經濟措施；而另一方面全球已認知到氣候變遷乃屬不可逆轉之事實，除
了上述可採取的減量（mitigation）措施外，調適已是 ICAO 以及許多國際組織
正視且規劃之課題。因此，將 ICAO 環境年報中我國可參考之重要課題與內容
摘要如下：
一、提升飛機操作效率
同樣的飛機機型與引擎科技，透過飛機操作效率之改善，即可提升
燃油效率減少污染物，而飛機之操作面則包含：空中 ATM 與地面操作兩部
分。在有關 ATM 之部分，全球主要之計畫包括：
(一)ICAO 全球 ATM 操作概念與全球導航計畫（ICAO’s global air
traffic management operational concept and global air navigation plan）：ICAO 於
2005 年出版全球 ATM 操作概念報告14，並於 2009 年出版全球導航績效系統手
冊 15 ，提升飛航績效之作法包括：縮減垂直隔離（Reduced Vertical Separation
Minimum, RVSM）、性能導航（Performance Based Navigation, PBN）以及持續
下降操作等（Continuous Descent Operations）
(二)美國 NextGen 計畫：為美國為降低航空運輸對環境影響之 ATM
計畫，將於第三章中詳細說明。
(三)歐盟 SESAR（Single European Sky ATM Research，正式名稱為
SESAME）計畫：為整合歐盟空域之 2004~2020 年之計畫，將於 2.3 節中說明。
( 四 ) 大 西 洋 AIRE （ Atlantic Interoperability Initiative to Reduce
Emissions）計畫：自 2007 年 6 月開始進行，為歐盟與美國 FAA 共同合作之
ATM 計畫，並分別為歐盟 SESAR 計畫與美國 NextGen 計畫之一部分。在 2009
年時，共執行 1,152 件試飛計畫，平均每架次可節省 90 至 1,250 公斤不等之
CO2 排放；以西班牙馬德里機場之持續下降進場（Continuous Decent Approach,
CDA）計畫為例，平均每架次約可節省下降過程中之 25%油料消耗16。
( 五 ) 太 平 洋 ASPIRE （ Asia and South Pacific Initiative to Reduce
Emissions）計畫：ASPIRE 於 2008 年開始進行，初始參加國家包括：澳洲、紐
西蘭與美國，日本於 2009 年加入，新加坡則於 2010 年參與。此為政府單位與
飛航導航供應商共同合作之計畫，目標為提升飛越太平洋主要航線之效率，以
達到油耗與污染物減量目的；此計畫亦開放給有興趣之相關單位參與。

14

ICAO, Global Air Traffic Management Concept, Doc 9854, first edition, 2005.

15

ICAO, Manual on Global Performace of the Air Navigation System, Doc 9883, 2009

16

採用 A320 與 A340 之機型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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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措施：自願減量措施（Voluntary measures）
全球已有許多航空運輸相關單位採用自願減量措施降低航空運輸污
染物，因此，ICAO 已對於會員國進行調查，並請會員國登錄其自願減量措
施；截至 2012 年 10 月，已有 24 個會員國 53 個自願減量措施登錄於 ICAO 網
頁，採行之單位列示如表 2-1。
表 2-1 ICAO 統計會員國自願減量措施件數 – 2012 年 10 月
組織

件數
38
7
4
15
15
13
8

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協會
飛機製造商
機場單位
飛航服務組織
政府
其他
資料來源：ICAO, 2010a, 2012.
註：此統計資料為 ICAO 之調查結果，但有些並未將自願減量措施完整登錄於 ICAO 網頁中17。

ICAO 於 2004 年提出自願減量措施準則與範本18予會員國參考，其中說明在
簽訂自願協定時主要需考量之重要內容列示如表 2-2。而自願協定依照其性質主
要可分類如下：
-

單邊承諾（Unilateral commitment）：由參與者自行制定環境改善計
畫，並向利害關係人，如：雇員、股東、消費者等聲名；參與者自行制
定環境改善的目標和措施。例如：新加坡航空、日本東京成田與關西機
場等，公司與相關單位自行訂定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與措施（參見表 22）。

-

公共自願計畫（Public voluntary scheme）：參與者自願同意的計畫，
其有關環境改善的目標、技術、管理等標準，均由政府部門如環保署制
定。例如：瑞士蘇黎世機場、飛航服務組織與政府等單位，訂定符合瑞
士環境保護法令之廢氣減量目標與措施。

-

談判協議（Negotiated agreement）：由政府（國家政府或地方政府）和
產業之間透過協商與談判之協定；雙方可以獨立決定是否同意該協議。
例如：加拿大航空運輸協會（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of Canada）與加
拿大政府運輸部（Transport Canada）簽訂自願減量協定，欲達到某一碳
減量目標（詳細內容參見 3.6 節）。

17

ICAO 自願措施，http://www.icao.i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Pages/voluntary-measures.aspx

18

ICAO (2004) Template and guidance on voluntary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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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ICAO 自願減量協議範例計畫-單邊承諾
自願減量協議範例計畫 單邊承諾
項目

新加坡民航局

計畫名稱

- 機隊更新

全日空

日本成田國際機場公司

全日空集團環保計畫

環保機場主計畫

全日空航空公司及其子

- 機場公司

公司

- 航空公司

- 飛航操作
- 維修計畫
- 飛航規劃
參與成員

新加坡航空

- 地勤業者與承租商
- 政府單位
資料蒐集

燃油效率（每加侖燃油

每可售座位公里數碳排

每架次溫室氣體排放

之噸公里 數, TK/gallon

放量（carbon g/ASK）

（CO2, CH4, N2O, HFC,
NOx）

fuel）
減量措施

- 機隊更新，確保燃油
效率
- 飛航操作確保最少燃
油消耗

- 新式機隊

- 新式機型

- 引擎清洗，提升燃油

- 使用 GPU

效率

- 機場地面車輛提升燃

- 使用 GPU 代替 APU

- 維修計畫確保飛機與

- 飛機載重降低

引擎燃油效率提升

油效率
- 能源消耗降低
- 使用太陽能

- 飛航路線規劃確保新

- 使用再生能源

航飛機飛航效率
審查頻率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資料來源：ICAO 網頁。

表 2-3 ICAO 自願減量協議內容清單
項目
1

課題
政策目標

內容注意事項
- 是否有明確之政策目標？
- 參與者是否明確定義清楚？

2

參與者

- 參與者是否為合法單位？
- 是否有誠信達成潛在協議？
-參與者是否皆同意可量化之目標？（絕對目標或相對目標？航

3

參與目標

空業可採用燃油效率提升比率（% fuel/RTK））
-基準年與資料、推測值與行動方案是否明確定義且清楚溝通？

4

協議類型

5

協定內容

-是否為備忘錄或其他型式？
-污染物紀錄與提報機制是否清楚建立？
-需要第三機構認證？
-自願減量計畫是否有明確施行之時程表？

6

時程

-提報時間是否明確定義？
-達成最後目標與中程目標之時間是否明確？

7

參與者之認知

-是否有明確之方法可清楚瞭解參與者之行動計畫？

8

協議之達成

-協議成功達成之定義是否明確？

資料來源：ICAO (2004) Template and guidance on voluntary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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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我國可採行之作法有二：(1)民航局應可與我國籍航空公司簽訂 ICAO
建議之公共自願減量協定(Public voluntary agreement)，航空公司進行各種溫室
氣體減量計畫，符合民航局之減量目標。(2)民航局可要求各航空站集結其相關
業者，簽訂 ICAO 建議之單邊承諾(Unilateral commitment)自願減量協定，使得
機場當局、總台與航空公司與承租商等有共同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三、調適
除了減量措施外，近幾年聯合國會議已正視到建立完整的調適計畫
為一重要之課題，OECD19報告亦指出因為海平面升高，預計至 2070 年將影響
全球 64 個機場。就航空運輸而言，最主要的對策是瞭解氣候變遷之潛在風險，
並將此風險納入未來規劃中，例如：機場發展與設計等。歐盟於 2009 年氣候變
遷調適白皮書20 ，將探討氣候變遷對各方面之影響，包括：健康與社會政策、
農林業、生態與水資源、海岸與海運、生產系統與基礎建設等，並將調適納入
歐盟執委會與其會員國之政府政策中。此外，歐盟之歐洲航管組織（European
Organisation for the Safety of Air Navigation, EUROCONTROL）於 2008 年已分析
氣候變遷對於 ATM 系統之影響，並將調適納入其規劃中。北歐國家於過去 10
年已考量氣候變遷風險，並納入其政府施政中；英國已通過氣候變遷法案。
對於機場而言，海平面上升、氣溫變化以及狂風豪雨等，皆可能影
響機場排水、侵蝕、建築物與聯外運輸之設計標準。因此，機場首要面對之兩
大課題為：
- 考量多變之氣候狀況規劃可持續營運之機場；
- 考量多變的航空產業規劃可持續營運之機場。
而各種氣候狀況對於機場之影響，以及可採取之因應策略則綜合列
示於表 2-4。例如：荷蘭阿姆斯特丹 Schiphol 機場則因地勢低窪而需採取加強排
水系統、強化水壩以及增加建築物之高度等作法（Oh, 2010）。

19

OECD report on the Ranking of the World’s Cities Most Exposed to Coastal Flooding Today and in
the Future, 2007.

20

European Commission (2009) “White paper: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towards a European
framework for action,” COM(2009) 147 final, 1.4.2009, Bruss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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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針對氣候變化機場可採取之調適策略
氣候狀況

說明

影響

因應策略

海平面上升

IPCC 預計至 2100

距離海岸較近之機場，跑

- 建防波堤；

年海平面將上升

道、滑行道與聯外運輸將

-提升排水效率；

0.2~0.5 公尺

有可能受影響

-航廈或相關設施建於較高
處，甚至遷移機場。

溫度變化

IPCC 預計未來全

飛機載重限制、較長跑道

-機場相關機場設施設計調

球溫度將會持續

需求、飛機低爬升或下降

整；

上升

角度、航廈空調需求增

-更嚴格的污染物減量措施。

加、區域空氣品質惡化
降雨

全球熱帶地區降

-淹水造成跑道關閉

-提升排水效率；

雨機率下降，但

-雨水侵蝕與山崩

-預防水污染。

高緯度地區增加

-水污染
-缺雨地區造成水源短缺與
沙塵爆發生機率增加

暴風雨

暴風雨發生機率

機場基礎建設破壞

與強度增加

加強通訊、導航、跑道與滑
行道燈光等設備

航空業結構

氣候變遷造成航

-季節性之旅運量變化

-機場採用動態策略規劃

變化

空運量變化

-旅行目的地改變

(Dynamic strategic planning)

-替代油料儲存設施需求

-航空業者提早規劃因應各項

-限制航空業成長之管制措

管制措施

施、航空運量總量限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參考 ICAO (2010a) Chapter 6: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at airports。

2.1.4 2011 年 11 月 ICAO 航空運輸永續替代油料會議

2011 年 10 月 18~20 日 ICAO 於加拿大 Montreal 召開航空運輸永續替代油
料會議（the Workshop on Aviation and Sustainable Alternative Fuels, SUSTAF
2011），本計畫研究團隊有機會和我國民航局官員共同參加會議，獲取此領域
全球最新發展資訊，在我國並非 ICAO 會員國之情況下，實屬難得。
ICAO 首先說明全球航空運輸碳排放量推估，除了目前預計每年航空運輸
燃油效率提升 2%（公斤/收益噸公里）之外，透過科技進步，排碳量仍會持續
提升，引言說明其針對替代油料之發展架構，而未來為達到碳排不再成長之目
標，唯有採用經濟措施與使用替代油料之方式（參見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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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全球航空運輸產業淨 CO2 排放量推估
資料來源：ICAO, 2011.

此次會議內容共包括十大主題如下：
1. 各國航空運輸替代油料永續性發展願景；
2. 各國際組織之最新與未來發展；
3. 顧問團（Consortia）；
4. 研究；
5. 油料認證（Qualification）；
6. 實施（Deployment）；
7. 合作夥伴（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8. 法令與管制架構；
9. 計算、生命週期與永續性；
10. 替代油料融資。
詳細之會議內容紀錄請參閱附錄六之說明；而參與此次會議主要心得與建
議則列示如下：
一、心得
（一）目前全球已有多種使用於生質油料之能源作物與生產步驟，主要以利用
「費希爾—特普希反應」（Fischer-Tropsch process）生產之合成油料最
為普遍。通常與傳統油料透過 1:1 之混合比例，可直接加入現有之引擎
中使用。至於液態氫或燃料電池等技術，於短期中因為油料認證之因
素，以及航空公司機隊更換投資問題，將不太可能進行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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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產業與國家已投入許多金錢於替代油料之研究與發展，管制、認
證、標準化已同時成形。生質油料於 EU ETS21中可獲得豁免（即以碳排
放為零計算之），許多與會者不認同此項規範，此外航空公司於機場油
料來源中，應如何區隔生質油料之使用量亦是一項難題。
（三）對於生質油料之需求，將是整體運輸部門之課題，而非只是航空運輸產
業所面對之挑戰；如何將現有技術與產量規模化，以供應產業所需仍將
是個難題。
（四）生質油料主要之爭論點除了糧食與燃油之衝突外，其對於衍生出來之土
地使用改變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將會是個重要議題。目前對於生質油料
生產之溫室氣體生命週期分析結果，因個案與土地區域不同而差異甚
大；因此，生質油料對於環境影響是否低於傳統油料仍是可爭議之處。
二、建議事項
（一）全球許多國家與區域（尤其以美國、歐洲、中南美洲與中國等）積極發
展替代油料，主要乃為能源保安（energy security）之考量，至於生質油
料於環境面是否可達到永續發展之標準，則因個案與土地使用方式不同
而有相當大之差異。我國航空運輸產業礙於規模因素，目前尚未有相關
替代油料之研究或與國外合作之個案，但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持續關注
此一議題之發展，適時將航空運輸之特性於政府相關替代油料發展與法
規中納入考量，同時並鼓勵航空產業於中長期將替代油料之使用導入我
國。
（二）依據目前歐盟之規範，生質油料之使用將可於歐盟碳排放交易機制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 ETS）中獲得豁免（雖然
生質油料之排碳量並非為零），主要乃認為生質油料發展之重要性，且
利用 EU ETS 之收益投入於替代油料之研究發展。由於自 2012 年起，航
空運輸產業將納入現有之 EU ETS 中，直接對我國籍航空公司造成影響，
我國應密切注意 EU ETS 相關發展與規範，探討對我國與國籍航空衝擊最
低之因應措施。
（三）以航空業者之立場，透過生質油料之發展與使用，以達到運量成長同時
卻可不再增加排碳量之目標，實為產業積極發展之方向。但生質油料之
需求除航空產業外，更有廣大之路面運輸與其他產業，加上因土地有限
與糧食危機之問題，未來生質油料之生產勢必遠低於其需求。航空產業

21

2.3 節將針對 EU ETS 與其最新發展進行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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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之永續發展仍有待將外部成本內生化，利用市場機制以達到較佳之
平衡點。
（四）航空運輸因競爭激烈，在使用者並未負擔其環境社會成本之情況下（除
我國已徵收之噪音費外），造成航空產業發展高於其社會福利最大化下
之成長率，如何將溫室氣體與相關廢氣納入航空產業市場機制中（例
如：碳交易、燃油稅與機場空污費之徵收），應可視為一制量之方式。

2.1.5 小結

2009 年 6 月 ICAO 下設置之「國際航空及氣候變遷小組」(Group on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GIACC)完 成 最 新 報 告 ， 並 且 已 由
ICAO 理事會通過。報告中提出全球航空業廢氣排放減量目標，以及提出空污
減量相關措施（the basket of measures），各國可依據其適用性採用不同措施，
建議之措施包括：有關飛機相關科技之發展、提升飛航管理與硬體設施之使
用、更有效之飛機操作、市場經濟措施與相關之管制等。並建議各國未來提交
年度航空燃油使用狀況給 ICAO。
除了推行政策與規範外，ICAO 亦定期舉行與飛機引擎廢氣排放相關的研
討會 22 ，希望透過世界各地的學術或業界的研究及討論以作出更高品質的決
策，相關之研討會包括：
- 2007 年 5 月於加拿大舉行第二次的航空廢氣排放學術報告會及展覽
（Colloquium on Aviation Emission with Exhibition）；
- 2009 年 11 月於巴西召開有關替代油料之會議；
- 2010 年 5 月於加拿大舉行第三次的航空廢氣排放學術報告會及展覽
（Colloquium on Aviation Emission with Exhibition）；
- 2010 年 9 月與加拿大 McGill 大學與 ICAO 共同主辦航空運輸永續發展研
討會。
而 ICAO 發表之 2010 年環境年報中有關透過 ATM 提升飛機操作效率、自
願減量措施與調適等議題之最新發展，乃為我國中長期可進行之工作。在自願
減量措施方面，我國相關單位可採行之方式可包括：
- 航空公司自行訂定減量目標與措施；
- 機場、飛航服務總台與承租商訂定共同減量目標；
- 民航局與航空公司或其他航空產業共同訂定減量協定。

22

在我國尚未成為 ICAO 會員國之前，此類之研討會乃為我國（產官學研等各單位）唯一可參
加之 ICAO 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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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8 日之 ICAO 第 37 屆大會中，190 個 ICAO 會員國已簽署有
關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減量同意書，內容包括：
- 確認全球航空運輸市場至 2050 年以前每年之平均燃油效率（每收益噸公
里油耗）提升目標為 2%；
- 將建立全球市場經濟措施架構，全球航空業共同努力限制航空運輸溫室
氣體排放，ICAO 將進行有關之設計與施行市場經濟措施之可行性分析
研究，研究結果將提交 2013 年之 ICAO 大會審查；
- 將發展永續替代油料之全球發展架構；
- 於 2013 年提出飛機引擎 CO2 排放之認證目標值；
- 以及相關新式科技移轉至開發中國家之機制建立。
如圖 2-6 所示，雖然透過科技的進步以及飛機操作方式之改善可增加燃油
效率，在各種假設情境下，隨著航空運輸需求預計每年仍將以 4.6%之速度成長
的情況下，航空運輸用油仍將持續成長至 2050 年。
於圖 2-7 中，共假設五種情境分析，分別為：
- 情境一（S1）：維持現有之操作效率，無新式飛機技術；
- 情境二（S2）：低新式飛機技術，操作效率中等；
- 情境三（S3）：中等新式飛機技術，操作效率中等；
- 情境四（S4）：高度新式飛機技術，操作效率高；
- 情境五（S5）：最佳新式飛機技術，操作效率高。
而 ICAO 會員國已確認全球航空運輸市場至 2050 年以前每年之平均燃油效
率（每收益噸公里油耗）提升目標為 2%，預計燃油效率提升將如圖 2-7 所示；
但油料消耗總量仍將超出 2006 年之水準，仍需要更進一步之改變，才能確保永
續發展（ICAO, 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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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ICAO 估算全球未來航空油料使用量
無全球共同目標下
估算全球未來航空油料使用量-無
資料來源：ICAO, 2010a.

圖 2-7 ICAO 估算全球未來航空燃油效率
燃油效率提升
估算全球未來航空燃油效率-全球
燃油效率 全球每年
全球每年 2%燃油效率
燃油效率提升目標下
提升目標下
資料來源：ICAO, 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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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我國需特別持續追蹤並進行之工作主要包括：
一、在航空運輸替代油料發展方面，我國航空運輸產業礙於規模因素，目前尚
未有相關替代油料之研究或與國外合作之個案，但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持
續關注此一議題之發展，適時將航空運輸之特性於政府相關替代油料發展
與法規中納入考量，同時並鼓勵航空產業於中長期將替代油料之使用導入
我國。
二、此外，ICAO 已有每年提升航空運輸燃油效率 2%之目標，目前已要求各會
員國自願性準備與發展各國之行動方案，並於 2011 年 5 月與 7 月於全球
不同地點舉辦五場區域訓練工作坊（分別於墨西哥市、曼谷、杜拜、奈洛
比與巴黎），最後一場行動方案工作坊於 2011 年 11 月加拿大 Montreal 總
部舉行。主要目的為協助會員國瞭解如何規劃、準備並提交其行動方案，
內容主要包括：計算並認證 CO2 排放量、減量措施選取、分析方法與工
具、所需協助等。ICAO 並於設計互動式「污染物減量行動方案」網頁
（Action Plan Emissions Reduction, APER），提供會員國一資訊交換平台
（ICAO Journal, 2011）。2012 年 7 月時 ICAO 已公告最新之有關 CO2 認證
之工作進度。ICAO 說明各會員國之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內容至少需包
括：聯絡資料、預期航空運輸收益噸公里數、燃油消耗、預期 2050 年
CO2 排放量、國際航空運輸 CO2 減量措施、以及所需協助。目前已有部分
會員國將其行動方案公告於 ICAO 網頁，其中包括：澳洲、奧地利、加拿
大、丹麥、芬蘭、希臘、匈牙利、愛爾蘭、義大利、挪威、斯洛伐克、斯
里蘭卡、瑞典、瑞士與美國等 16 個國家。
三、在自願減量措施方面：建議我國可採行之作法有二：(1)民航局應可與我國
籍 航 空 公 司 簽 訂 ICAO 建 議 之 公 共 自 願 減 量 協 定 (Public voluntary
agreement)，航空公司進行各種溫室氣體減量計畫，符合民航局之減量目
標。(2)民航局可要求各航空站集結其相關業者，簽訂 ICAO 建議之單邊承
諾(Unilateral commitment)自願減量協定，使得機場當局、總台與航空公司
與承租商等有共同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目前加拿大已採用自願減量協定
方式作為提交 ICAO 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之作法。
2.2 APEC 針對航空運輸廢氣減量政策與作法
APEC 是亞太區內各地區之間促進經濟成長、合作、貿易、投資的論壇，
始設於1989 年，現有 21 個成員經濟體。APEC 是經濟合作的論壇平台，其運作
是通過非約束性的承諾與成員的自願，強調開放對話及平等尊重各成員意見，
不同於其他經由條約確立的政府間組織，但仍是我國可參加之少數國際組織，
因此對於我國具相當程度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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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APEC 航空運輸廢氣減量會議

鑑於航空器溫室氣體排放之問題日漸嚴重，APEC 經濟體會員咸認此議題
之嚴重性，於 APEC 第 5 次運輸部長會議中，由與會部長共同決議在 2007 年 8
月新加坡舉辦第 1 次「APEC 航空器空污排放管理策略研討會」，研提因應對
策以解決此一課題。延續在 2008 年 4 月由澳洲及馬來西亞共同主辦之第二次
「APEC 航空器空污排放管理策略研討會」，以及接著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辦之
運 輸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 依 據 會 議 結 論 成 立 航 空 污 染 物 任 務 小 組 （ Aviation
Emissions Task Force, AETF），由紐西蘭擔任主席，澳洲為副主席，先以兩年
為基準（2008 年 6 月至 2010 年 6 月），其主要目的係檢視目前已實施或未來可
採行之航空廢氣減量措施，並嘗試尋找衡量航空器廢氣排放之管理措施效益之
量化方法，提供實務層面之經驗分享，使亞太地區關注此一全球性課題，進而
降低亞太地區航空廢氣排放所造成之溫室效應。
AETF 至今已召開兩次會議，我國民航局官員以及相關之研究團隊成員均
有參加，會議分別為：
- 第一次 AETF 會議：2008 年 7 月，紐西蘭奧克蘭；
- 第二次 AETF 會議：2009 年 9 月，新加坡。
會議主要研討之議題包括：
- 航空產業溫室效應科學新知；
- 改善資料蒐集與分享；
- 透過飛航管理之操作提升燃油效率；
- 加速飛機與引擎科技進步；
- 航空運輸替代油料；
- 探討自願經濟措施之可行性。
前兩次之 AETF 會議結果主要之具體成效包括：
- 2009 年 3 月由澳洲負責調查各 APEC 經濟體航空運輸空污減量之管理措
施，調查結果公告於 APEC 網站（我國亦有回覆）；
- 與 APEC 旅遊業工作小組共同完成國際旅客流量與溫室氣體排放研究；
- 與各經濟體分享有關亞太地區之航空交通管理資訊與容量，以及相關之
飛航管理計畫內容，包括：ASPIRE 等；
- 完成有關亞太區域限制航空運輸永續發展之主要因素與挑戰之報告。
AETF 於 2010 年中擬定亞太地區未來有關航空運輸與污染物課題主要將包
括：
- APEC 在亞太地區飛航管理規劃可扮演之角色：有效的飛航管理可提升燃
油效率，減少污染物排放，未來 AETF 可扮演亞太地區空域整合之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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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量並提報航空污染物排放量：APEC 經濟體可透過此資料，加速交流；
- 自願性碳抵換計畫之重要性：隨著各種碳補償與碳認證公司與相關計畫
之進行，亞太地區並未有共通之標準，若 APEC 可進行相關確認之工
作，則可提升旅客加入碳抵換計畫之意願；
- 未來各種減量措施之經濟影響：瞭解各種相關管制或經濟措施對亞太經
濟體之影響；
- 航空生質油料認證統一化：與 APEC 能源工作小組合作，探討加速替代
油料發展之誘因。
接著於 2010 年 10 月 11~14 日之 APEC 運輸工作小組會議中討論 AETF 是
否繼續進行，但因尚未有任何國家願意主導此會議，因此目前並沒有進一步相
關會議之規劃。
2.2.2 APEC 經濟體航空運輸空污減量管理措施調查

有關調查各 APEC 經濟體航空運輸空污減量之管理措施，已由澳洲運輸部
於 2009 年 3 月份寄出問卷，問卷內容包含：11 個分類，共 47 個問題。此 11 分
類分別包括：
一、目標、策略與管制（Goals, Strategies and regulation）；
二 、 飛 航 交 通 管 理 與 航 空 器 操 作 （ Air traffic management and aircraft
operations）；
三、科技與技術面（Technology）；
四、替代油料（Alternative fuels）；
五、積極之經濟措施與評估(Positive economic measures and assessment)；
六、以市場為基礎措施（Market-based measures）；
七、機場（Airports）；
八、自願性措施（Voluntary measures）；
九、政府補助措施（Complementary government initiatives）；
十、量測、報告與評估（Measurement, reporting and assessment）；
十一、其他既有或已規劃之措施（Other existing or planned measures）。
於新加坡之第二次 AETF 會議中，澳洲政府簡報其調查結果，共有十個經
濟體回覆，包括：澳洲、日本、紐西蘭、秘魯、菲律賓、南韓、新加坡、泰
國、美國與我國。統整之經濟體調查結果如表 2-5 所示，而我國相關單位（包
括：環保署、民航局與運研所）之問卷回覆則統整於附錄七。
調查結果顯示，各經濟體均有不同方式或程度之航空運輸污染物減量措
施。調查報告將提交運輸工作小組，建議公布於網站上。網頁之設計希望未來
各經濟體可隨時上網更新其資訊，同時並鼓勵尚未參與調查之經濟體，亦登錄
其相關訊息；未來並希望各經濟體可分享其 ICAO 行動方案。有些經濟體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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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些障礙或困難，而無法採行相關措施，未來 AETF 可進行瞭解，並協助
經濟體排除相關困難。此外，產業界認為，為提升整體航空器飛行之效率，除
了各經濟體採行相關措施外，亞太地區之飛航交通管理整合以及替代油料研
發，更可達到更大之效益。
此次調查結果總結四個未來 AETF 可努力之方向，其中又以前兩個最為可
行：
一、亞太地區各經濟體合作，提升飛航交通管理之效率；
二、衡量並報告有關航空運輸污染物之最新發展，以及最佳方案之分享；
三、APEC 瞭解到自願碳抵換之成效，希望鼓勵更多相關單位參與；
四、提升飛機之操作與營運效率。
我國目前已有相關之作法，相較於 APEC 其他經濟體雖然並非屬先驅者，
但基於我國近幾年環保署溫室氣體減量法之推動，以及民航局與相關單位對於
此議題之重視，加上航空公司面對油價高漲之壓力，已展現初步之作法，希藉
此研究計畫以對未來能於航空運輸產業之更多面向進行努力。
表 2-5 APEC 經濟體航空器廢氣任務小組調查回覆結果-2009
年 9月
經濟體航空器廢氣任務小組調查回覆結果
項
目

類別

1

目標、策略與管制

2

飛航交通管理與航
空器操作

3

科技與技術面

4

替代油料

5

積極之經濟措施與
評估

6

以市場為基礎措施

7

機場

8

自願性措施

9

政府補助措施

10

量測、報告與評估

11

其他既有或已規劃
之措施

是（Y）

否（N）

澳洲、日本、紐西蘭、秘
魯、南韓、新加坡、泰國、
美國
澳洲、中華臺北、日本、紐
西蘭、秘魯、菲律賓、南
韓、新加坡、泰國、美國
澳洲、中華臺北、日本、紐
西蘭、秘魯、菲律賓、南
韓、新加坡、泰國、美國
澳洲、日本、紐西蘭、美國
中華臺北、日本、南韓、新
加坡、美國
澳洲、紐西蘭、南韓、、美
國
澳洲、中華臺北、日本、紐
西蘭、菲律賓、南韓、新加
坡、泰國、美國
澳洲、紐西蘭

澳洲、中華臺北、紐西蘭、
菲律賓、南韓、新加坡、泰
國、美國
澳洲、中華臺北、日本、紐
西蘭、菲律賓、南韓、泰
國、美國
菲律賓

30

菲律賓

秘魯、菲律賓、南
韓、新加坡、泰國
澳洲、紐西蘭、秘
魯、菲律賓、泰國
秘魯、菲律賓、新加
坡、泰國
秘魯

中華臺北、日本、秘
魯、菲律賓、新加
坡、美國
日本、秘魯

秘魯、新加坡

澳洲、中華臺北、日
本、紐西蘭、秘魯、
南韓、新加坡、泰
國、美國

考量規劃中
（P）
中華臺北

中華臺北、日
本

南韓、泰國

2.3 歐盟執委會之
歐盟執委會之民航環保政策與規範
執委會之民航環保政策與規範
是歐盟政治體系的執行機構，負責貫徹執行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的決
策，現有 27 個歐洲成員國。歐盟執委會在民航環保方面主要著力於飛機噪音與
引擎污染物之影響；噪音屬機場週邊區域影響，而污染物則除區域影響外，亦
有全球性氣候變遷之影響。另外，長期能源減量目標與替代油料中之生質油料
亦是發展重點之一。接著分別於本節說明之。
2.3.1 噪音

EC 主要遵循 ICAO 的 Balanced Approach 訂定噪音相關之政策與規範，於
2002 年 3 月制定有關歐盟機場噪音規則與操作方式之營運限制23，但因機場特
性不同而有不同之作法。歐盟之噪音管理主要包括四項準則：
- 從噪音源降低噪音；
- 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措施；
- 減少噪音之飛機操作方式；
- 飛機營運限制。
而此噪音管理法令之主要目標為：
- 歐盟有一致之規範，減少機場週邊受噪音影響之居民；
- 對於歐盟境內航空運輸產業有一定之市場規範；
- 機場容量應考量環境影響而訂定；
- 個別機場可達成不同之噪音減量目標；
- 利用最符合成本效益之方式，達成環境保護目標。
此外，2002 年 6 月另訂定一法令24，要求主要機場需使用 2006 年之資料，
繪製使用統一噪音指標之等噪音線圖25，每 5 年修正一次；並需提出且發表噪音
減量行動方案與計畫。2008 年 EC 已針對歐盟機場進行噪音操作限制之彙整與
檢討，瞭解其法令之施行成效26。

23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ive 2002/30/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6
March 2002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rules and procedures with regar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noiserelated operating restrictions at Community airports.”

24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ive 2002/4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June 2002 relating to the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noise.”

25

EC 規範統一使用 Lden 與 Lnight。

26

EC,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f 15 February 2008
- Noise Operation Restrictions at EU Airports - (Repo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rective 2002/30/EC)
[COM(2008) 66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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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污染物-空氣品質

由飛機起降所帶來之區域污染物對於人體與環境影響最嚴重者主要為
NOx、PM 與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而 ICAO
已 針 對 NOx 、 一 氧 化 碳 （ Carbon monoxide, CO ） 與 未 燃 燒 的 碳 氫 化 合 物
（unburned hydrocarbons, HFC）制定排放係數規範，而歐盟雖然沒有額外之飛
機引擎污染物規範，但歐盟法令則限制飛航產生之 NOx 與 PM 於機場內與週邊
之排放量限制。
整體而言，歐盟對於飛機引擎污染物影響乃由以下三個主要面向進行努
力：
一、透過先進科技之研發
主要透過歐盟第七架構計畫（the 7th Framework Programme）中的綠化
航空運輸（the greening of air transport），其中又以乾淨天空之聯合科技行動
（”Clean Sky” Joint Technology Initiative, Clean Sky JTI）為旗艦計畫。Clean Sky
JTI 為一政府與民間合作夥伴（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之計畫，主要透過民
間與政府合作研發，利用先進科技，降低航空運輸之污染物排放量。計畫將持
續執行至 2017 年底。目標希望至 2020 年能減少 50%之每人公里之 CO2 排放
量；且相較於 ICAO 針對 LTO 之污染物排放量標準，能減少 80%的 NOx、50%
的 CO 與 HFC。同時，亦能達到降低飛機噪音之目的。
二、透過單一歐洲天空（Single European Sky, SES）整合歐盟空域之 ATM
系統
歐盟估算因航管系統缺乏效率、天候不佳與機場運作問題，造成航空
公司每年損失之延誤成本高達 13 至 19 億歐元之多。因此，以 ICAO 全球 ATM
操作概念為基礎，SES 主要為將歐洲空域 ATM 系統現代化並加以整合，以提升
飛機燃油效率與飛航服務績效。其中以 SESAR 為最主要之科技整合計畫；以
2005 年為基準年，預計於 2020 年達成之目標包括：
- 平均每航班降低 10%之 CO2 排放量；
- 減少 50%ATM 之成本；
- 增加空域容量；
- 提升飛航安全。
SESAR 計畫之主要執行單位為 EUROCONTROL，從 2004 年起至
2020 年間分三階段進行，分別為（參見圖 2-8）：
- 定義階段（2004 ~ 2008）：規範歐盟 ATM 主計畫以及新式 ATM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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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階段（2008 ~ 2013）：透過政府與民間合作生產所需之新式科
技系統與設備；
- 執行階段（2014 ~ 2020）：完全由民間出資建造新式基礎建設，應
用範圍包括：歐洲以及夥伴國家。

圖 2-8 歐盟單一天空政策下之 SESAR 計畫架構
資料來源：ICAO, 2010a.

此外，EUROCONTROL 發展之 EMOSIA 模式（The European Model
for Strategic ATM Investment Analysis），給予飛航服務提供者進行各種 ATM 成
本效率分析之工具。以目前愈來愈多機場施行之 CDA 為例，歐洲民用航空協會
（European Civil Aviation Conference, ECAC）區域預計於 2013 年之前至少有 50
個機場採用，並以 100 個機場為目標，預計每年可為 ECAC 區域減少約 15 萬噸
油料之消耗，同等於約 50 萬噸碳污染減量，並可減少每架次約 1 至 5 分貝之地
面噪音干擾（EUROCONTROL, 2008）。CDA 主要目的為讓進場之飛行更為直
捷（圖 2-9），CDA 的施行需要機場、航空公司、飛航服務提供者共同合作，
首先先進行可行性分析；在可行之情況下施行試飛計畫，評估其效益，再逐漸
提高其使用率。

圖 2-9 航空器採行 CDA 概念圖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Airport Review,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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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航空運輸納入現有之 EU ETS
EC 已進一步針對民航業溫室氣體排放之管制採取市場機制，於 2009
年 1 月 13 日正式立法，確定自 2012 年起將所有於歐盟機場起降之民航航班納
入歐盟現有之 EU ETS。針對航空部門所設定之 CO2 管制總量，設定至 2012 年
為部門歷史排放量（2004 至 2006 年平均）之 97%；之後逐年總量額度將遞
減。管制總量中之 82%將會依排放基準核配（2012 年此額度提升為 85%），
15%則必須透過碳交易市場取得，3%額度保留給新近或快速成長之航空公司。
此舉預計將增加航空公司之成本，且其成本極有可能轉嫁予乘客或貨物托運人
27

。此外，歐盟亦積極研擬管制 NOx 之策略，已進行相關研究，包括：探討徵

收 NOx 環境費之可行性（CE Delft, 2008）。
2.3.3 氣候變遷

航空運輸雖然只佔全球所有 CO2 之排放量約 2~3%，但是隨著航空旅運量
之快速成長，預計至 2012 年所有由歐盟起降之國際航班的 CO2 排放量將較
1990 年增加 1.5 倍。近年來 EC 針對航空運輸污染物之議題已進行相關之研究，
並發表降低航空運輸對於氣候變遷影響之官方報告28（EC, 2005），其中確認了
幾個主要之政策方向，包括：
- 在歐盟之第七架構計畫下，將「綠色」科技列為優先研究發展重點；
- 透過單一歐洲天空下之 SESAR 計畫，提升整體歐盟地區飛航管制之效率
以及整合所有系統；
- 移除有關航空燃油稅之法令障礙，以達到一致的運輸能源稅政策；
- 與 ICAO 合作發展更嚴格之技術設計規範，降低飛機排放污染物。
此外，前述將航空運輸納入現有之 EU ETS 政策，亦是降低航空運輸對氣
候變遷影響之重要措施。而針對國際航空運輸用油課徵燃油稅（Fuel taxation）
之作法，因需修改許多航空運輸服務雙邊協定，因此僅可視為長期方案。

27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之委託研究案「國際航空器廢氣（含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現況調查及我國
因應策略之研究」，99 年 1 月出版之期末報告中，已針對 EU ETS 對我國籍航空公司之潛在
影響進行分析，並提出航空公司與政府相關單位可因應之策略。

28

European Commission, “Reducing the climate change impact of aviat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COM（2005）459 final, SEC (2005)1184, Brussels,
27.9.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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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歐盟長期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歐盟執委會於 2012 年 11 月公告最新之環境行動計畫（Environmental
Action Programme）計畫書29，作為歐盟至 2020 年之環境與氣候政策，其規劃
將歐盟推動至永續綠色經濟與低碳經濟發展，並帶動更多就業機會。其中氣候
變遷調適議題為此計畫之重要特色，並連結相關之環境課題，例如：永續土地
使用、都市環境、永續糧食、水資源保護與海洋生態等。
歐盟所提出之氣候與能源政策中提出「20-20-20」目標，為確保永續未
來、低碳與能源效率經濟，至 2020 年之目標包括：


以 1990 年為基礎，減少 20%之溫室氣體；



再生能源使用達到 20%；



提升 20%之能源效率。
為達到此目標，採用四項措施分別為：

1. EU ETS 的革新：自 2013 年起將為 EU ETS30之第三階段，將規範歐盟整體
排碳量，確認至 2020 年將可低於 2005 年排放量之 21%。
2. 針對非 EU ETS 之排放物將規範各會員國目標：於 2013 至 2020 年將依照各
會員國之富有程度，目標從 20%之減量至 20%之增量，主要依據各會員國
已承諾之國家減量目標（較富裕之國家減量比例較高；反之，較窮困之國家
甚至給予限制的成長目標）。
3. 各國再生能源使用目標：再生能源使用率至 2020 年將達到 20%，各國有不
同的目標（從 Malta 的 10%至瑞典的 49%），至少 10%的運輸能源為再生能
源（生質油料、氫氣、綠色電力等）。
4. 推動碳捕集與封存技術（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可消除用於發
電使用之油料產生的碳。
歐盟目前更進一步規劃至 2050 年之減量目標與政策（EC, 2011a）31，以
1990 年為基準年，目標至 2020 年降低 25~40%的溫室氣體，至 2050 年降低至

29

歐盟執委會於 2010 年 2 月成立之氣候行動部（The Directorate-General for Climate Action, DG
CLIMA ） ， 確 保 歐 盟 達 成 至 2020 年 之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目 標 ， 以 及 推 動 EU ETS 工 作 ，
http://ec.europa.eu/dgs/clima/mission/index_en.htm。

30

EU ETS 自 2005 年開始施行，包括：發電廠、煉油廠、煉焦爐、鋼鐵工廠、其他製造水泥、
玻璃、石灰、磚塊、陶器、紙漿、紙與紙板工廠，佔了歐盟排碳量約近 50%，佔其總溫室氣
體約 40%。ETS 主要為二氧化碳以及部分氮氧化物（目前僅有荷蘭）。自 2012 年開始航空
運輸將納入 EU ETS 中。此外，自 2013 年起更多產業將會納入，包括：石油化學工業、氨
水、鋁業，以及鋁業產生之氮氧化物皆將納入；碳捕集、運送與封存亦會包括在內。

31

EC (2011) “A Roadmap for moving to a competitive low carbon economy in 2050,”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8.3.2011, COM(2011) 112 final, Bruss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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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80%。決議之詳細措施包括下列經濟領域：能源、生質油料、能源效率、可
動性與物流、觀光業、碳捕集與封存、農業與畜牧業、林業、土壤保護、水資
源管理、漁業、廢棄物處理與資源管理、調適措施、健康、推動未來科技、智
慧電腦系統、教育、訓練與認知覺醒（European Parliament, 2008）32。至 2050
年各產業減量目標如圖 2-10 與表 2-6 所示。

圖 2-10 歐盟至 2050 年產業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圖
以 1990 年為基準年
年產業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圖-以
年為基準年
資料來源：EC, 2011a.

表 2-6 歐盟至 2050 年產業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值
以 1990 年為基準年
年產業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值-以

資料來源：EC, 2011a.

32

European Parliament (2008) “2050: The future begins today –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EU's future
integrated policy on climate change,” 2008/2015(INI), 23.7.2008, Bruss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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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近年來亦積極推動航空運輸生質油料（Biofuel）之研發，歐盟理事會
（European Council）已於 2007 年 3 月 9 日同意所有之歐盟國家能源使用至
2020 年將有 20%由新式能源取代，其中 10%將為生質油料；因此，發展永續環
保油料取代現今之汽柴油已是全球航空運輸產業努力之重點之一。此外，歐盟
亦積極研擬管制 NOx 之策略，已進行相關研究，包括：探討徵收 NOx 環境費之
可行性。有關 NOx 之議題將會受到國際重視，其重要性不亞於 CO2 減量工作。

2.3.5 歐盟 EU ETS 最新發展

2009 年初歐盟立法確定將航空運輸納入現有之 EU ETS 中（參見附錄八之
歐盟將航空運輸納入 EU ETS 之法令摘要），規範於 2012 年起將所有歐洲境內
之起降航班，以及所有到離歐盟機場之航班均納入 EU ETS 範圍之內；因此，
除歐盟之航空公司外，將影響其他非歐盟籍之航空公司。
近幾年許多國家公開說明反對歐盟將航空運輸納入 EU ETS 之立場，航空
公司甚至聯合提告，其中以中國、美國、俄羅斯之反應與手段最為激烈；但於
同時，歐盟仍堅持其立場，依照預定時程公布各項碳額度等資訊。一直至 2012
年 11 月公告到離歐盟之航班將暫緩一年納入 EU ETS，屆時將會考量 ICAO 是
否已提出全球市場機制等發展，再做進一步之決定。表 2-7 統整近兩年有關 EU
ETS 之主要發展。
歐盟估計以比利時布魯塞爾至美國紐約之來回經濟艙為例，納入碳交易制
度後， 若將碳價成本完全轉 嫁給消費者，其票價 將增加約 12 歐元（ 美金
16.78）（EC, 2011b），若以歐元對台幣匯率 40 換算，則來回票價將約增加
480 元。而針對我國籍航空公司飛歐盟航線之研究，在假設每噸碳購買價格為
30 歐元之情況下，於 2012 年來回客運票價增加幅度將約為 320 至 500 元間（民
航局，2010；呂怡慧、盧曉櫻，2011）；但 2013 年免費碳額度為 82%之情況
下，其金額將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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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歐盟將航空運輸納入 EU ETS 之發展(
)
之發展(1/2)
日期

發展

資料來源

有關歐盟碳額度分配：
有關歐盟碳額度分配：
2011 年 3 月 7 日

1.

EC 網站
公布污染物歷史資料：碳交易制度之額度將以此資料為分配基準，
2004~2006 年航空運輸之二氧化碳平均排放量估計為 219,476,343
噸；將以此數據為基準下，二氧化碳排放限額為 212,892,052 噸（為
基 準 歷 史 資 料 之 97% ） 。 自 2013 年 起 ， 其 額 度 限 定 將 減 少 為
208,502,525 噸或基準歷史數據之 95%，並逐年減少。

2.

碳排額度分配：所有額度之 82%將免費分配給飛機營運商（即航空
公司），而 15%之額度必須透過市場交易，其餘 3%將於未來分配
予快速成長或新加入之航空公司。免費額度之分配將根據各航空公
司於 2010 年之客貨運噸公里數。

2011 年 9 月 26 日

歐盟執委會已將給予航空公司之免費額度，於 2012 年提高為 85%，而
2013 年至 2020 年則維持 82%；表示航空公司於 2012 年每營運 1,000 噸
公里可獲得 0.6797 之碳額度，而於 2013 年起則降低為 0.6421633。

有關各國之因應行動：
有關各國之因應行動：
2009 年底

ATWonline/Airwise

美國航空運輸協會、美國航空與聯合大陸航空針對歐盟將航空運輸納入
EU ETS 提告，認為此舉違反芝加哥公約、美國與歐盟雙邊航空服務協
定與京都議定書。

2011 年 7 月 15 日

針對美國航空運輸協會、美國航空與聯合大陸航空之提告，歐洲法院於
7 月 5 日召開第一次聽證會。

2011 年 8 月 15 日

中國航空運輸協會與阿拉伯航空公司組織聯合公開反對歐盟將航空運輸
納入 EU ETS 中。

2011 年 9 月 26 日

歐盟證實目前已與中國、印度與俄羅斯協商，若第三國有降低航空運輸
污染物之措施則可考慮將飛往歐洲線之航班排除於機制之外。

2011 年 9 月 28 日

中國與俄羅斯聯合公開反對歐盟將航空運輸納入 EU ETS 中，認為應有
全球統一機制始可行之。

2011 年 9 月 29 日

IATA 公開發表反對歐盟將航空運輸納入 EU ETS 中。

2011 年 10 月 3 日

超過 20 個國家政府（包括：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與巴西）於印
度之國際會議中，聯合簽署反對歐盟將航空運輸納入 EU ETS 中。

2011 年 10 月 6 日

針對美國航空運輸協會、美國航空與聯合大陸航空之提告，歐洲法院初
步認為將航空運輸納入 EU ETS 完全符合國際法令，判決結果已於 2011
年 12 月公布。

2012 年 1 月 9 日

歐盟與美國進行會談，歐盟將不會修改，包括：航空在其排放交易方案
(ETS)，歐盟的法律給所有國家以不同的方式減少航空的碳污染的選
擇，所以希望美國可以配合。

33

計算方式為免費碳額度除上飛機營運者提交之 2010 年總噸公里數。而免費額度即為總額度

（2004 ~ 2006 年歷史資料之 97%）之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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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歐盟將航空運輸納入 EU ETS 之發展(
)
之發展(2/2)
日期

發展

有關各國之因應行動：
有關各國之因應行動：
2012 年 1 月 18 日

資料來源
ATW online/Airwise

ICAO 承諾 2012 年底會有一項對如何規範航空運輸污染物排放之全球因
應措施。

2012 年 2 月 1 日

美國國會反對 EU ETS 減少航空運輸污染物的歐洲法律，此對美國及歐
盟產生相當棘手的外交問題，甚至威脅到大西洋間的貿易。

2012 年 2 月 6 日

中國宣布禁止本地航空公司參與 EU ETS 計畫。

2012 年 2 月 22 日

俄羅斯認為他們可以用西伯利亞上空的飛越權和歐盟談判。

2012 年 3 月 19 日

1. 印度將懇請本地航空公司不參與 EU ETS，但不打算阻止航空公司購
買 Airbus 飛機，除非 EU ETS 爭議性越來越大。
2. 印度將很快要求本地航空公司與歐盟的碳排放數據不共享或不收購
任何碳排放額度。
3. 如歐盟執意採取劇烈措施，印度將會收受不合理的領空費用及禁止航
空公司飛入歐盟。

2012 年 3 月 21 日

中國反對歐盟的排放交易體系（EU ETS），漢莎航空公司（LH）無法
獲得 A380 飛機到上海之航權。

2012 年 3 月 23 日

漢莎貨運（LHC）的董事長和執行長 Garnadt 說，俄羅斯反對歐盟的排
放交易計畫（歐盟 ETS），因而未給予 LHC 往俄羅斯之航權。

2012 年 3 月 28 日

美國航空公司正式結束對 EU ETS 的訴訟。

2012 年 5 月

歐洲航空公司協會表示 EU ETS 之施行，很可能會導致貿易戰爭。

2012 年 6 月

歐盟表示至目前為止之批評皆不具建設性，歐盟認為 EU ETS 可將航空
運輸市場導入正確方向。

2012 年 6 月

IATA 與美國航空公司協會表示 EU ETS 將阻礙航空公司之永續發展，
此措施應以全球機制為前提。

2012 年 8 月

澳洲政府與歐盟執委會已簽署協定將澳洲之碳交易制度與 EU ETS 連
結，此舉將為首例之跨洲際間之碳交易系統，預計將於 2018 年 7 月前
完成。此外歐盟正與瑞士協商連結雙方之碳交易系統。

2012 年 9 月 22 日

美國參議院已於 9 月 22 日通過法案，明確禁止美國航空公司加入歐盟
碳排放交易機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目前為止，國際間因應航空運輸業納入歐盟排放交易體系主要發展包
括：
1. ICAO 基於緩解 EU ETS 造成國際間非歐盟國家的反制與抗議，已於
2012 年 3 月份提出列於評估中之可行全球協定 4 項方案，包括：航空
公司碳抵銷計畫、強制性但有營收之碳抵銷計畫、全球性碳交易系統、
與設定基礎值之碳交易系統；預計 2012 年底提出評估報告，以供 2013
年 10 月之下屆 ICAO 大會中討論。其中有關碳抵銷計畫方面，全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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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0 多個航空公司進行旅客自願碳抵銷計畫（Passenger Voluntary
Carbon-offset Program），未來將有更多航空公司投入，以因應未來航
空運輸溫室氣體減量發展趨勢。
2. 澳洲碳交易制度與 EU ETS 結合：澳洲政府與歐盟執委會已於 2012 年 8
月簽署協定將澳洲之碳交易制度與 EU ETS 連結，此舉將為首例之跨洲
際間之碳交易系統，預計將於 2018 年 7 月前完成。此外歐盟正與瑞士
協商連結雙方之碳交易系統。
而國際間反對 EU ETS 之主要動作則包括：
1. 新德里聯合聲明（New Delhi ETS Declaration）：2011 年 9 月底，26 個
國家政府（包括：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與南非等）共同簽
署 反 對 將 航 空 業 納 入 EU ETS 之 聲 明 ， 認 為 其 違 反 芝 加 哥 協 定
（Chicago Convention）與世界貿易組織原則。2012 年 2 月 14 日，中
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組成的「基礎四國」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第 10
次部長會議上再次共同反對歐盟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以氣候變化
為名採取單邊的行動，將破壞各國針對氣候變遷的國際努力。
2. 莫斯科聯合宣言（Moscow Joint Declaration）34：於 2012 年 2 月 21 日，
以美國、中國、印度、俄羅斯為首的 32 個國家針對歐盟將航空業納入
排放交易體系的議題於莫斯科展開會議，其中有 23 個國家簽署莫斯科
聯合宣言，其內容主要包括了兩大部分：(1)重申「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 公 約 」 （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和「新德里聯合聲明」相關內容，要求加強與 ICAO 合作，
進一步督促歐盟及其成員國停止單邊性的航空碳排放交易等。(2)針對
未來工作任務進行部署，以證明各簽署國要求取消或延後歐盟航空排放
權交易的決心，內容包括：各國將會進一步的討論相關措施以及進一步
擴大反對國家的陣營，以形成更大的反對歐盟勢力。
3. 中國的反對立場與理由：中國針對歐盟將航空運輸業納入排放交易體系
的議題，反對的立場與理由主要包括以下 3 點：

34

簽署國包括：美國、中國、印度、俄羅斯、日本、巴西、韓國、新加坡、南非、亞美利亞、
阿根廷、白俄羅斯、智利、泰國、古巴、喀麥隆、瓜地馬拉共和國、墨西哥、尼日利亞、巴
拉圭、沙烏地阿拉伯、塞舌耳、烏干達共 23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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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歐盟將航空運輸業納入排放交易體系並非直接之溫室氣體減量措
施，對節能減碳未產生直接和實際的效果，相關內容亦沒有針對飛
機及發動機的製造商進行規範。
(2)歐盟違反了 UNFCCC 以及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
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 CBDR）原則，並要
求中國等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負擔相同的溫室氣體減量責任和
義務。
(3)根據 2010 年 10 月第 37 屆 ICAO 大會所公佈的溫室氣體減量計畫，
僅承諾到 2050 年以前每年提高 2%燃油效率，提出全球可行之市場
交易機制，並建立促進永續替代燃料開發和運用的全球性架構；因
此，歐盟針對航空運輸業納入歐盟排放交易體系的要求，已高於聯
合國 ICAO 所設定的全球總體目標。
此外，中國民用航空局在 2012 年 2 月 5 日已向各航空公司發出指令：未
經政府有關部門批准，禁止中國境內各運輸航空公司參與歐盟排放交易體系，
禁止各運輸航空公司以此為由提高運價或增加收費項目。
4. 美國的反對立場與理由：在 2009 年 12 月，美國航空運輸協會(Airlines
for America, A4A)和三家美國的航空公司因為歐盟將航空運輸業納入排
放交易體系的議題在英國倫敦起訴歐盟，而英國法院則因為此議題涉及
整個歐洲的利益，因此在 2010 年 5 月上訴到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然而，美國此次的起訴，歐洲法院已在 2011 年 12 月
21 日裁定美國航空運輸協會以及 3 家美國航空公司敗訴，ECJ 裁定歐盟
碳交易法規擴及航空既不違反相關國際慣例法，也不違反開放領空的協
定。除於歐洲法院起訴歐盟的措施外，美國眾議院亦於 2011 年 11 月初
擬歐盟碳排放交易機制禁止法案，明確禁止美國航空公司加入歐盟碳排
放交易機制。
雖然全球許多國家表達反對 EU ETS 之立場，但為了降低 EU ETS 對航空
產業之衝擊，實際上無不積極研擬或進行相關因應措施，尤其在歐盟將航空運
輸納入 EU ETS 之 2008/101/EC 法令中第四章第 25a 條款有關「第三國家施行降
低航空運輸氣候變遷影響之措施」中，明文規定（附錄八）：
1.若第三國家施行降低航空運輸氣候變遷措施，且對象包括：由第三國起
飛至歐盟之航班，則在與第三國家協商後，歐盟可考量與此第三國之最
佳互動機制。若有需要，執委會可考量將由此第三國家飛往歐盟之航班
排除於此機制之外，或修正相關條文，以與第三國家協調達成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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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歐盟與其會員國將以全球降低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措施為目標，若有任何
全球協定，必要時歐盟將修正此法令，考量將飛機營運者納入之必要
性。
因此，在 ICAO 尚未達成全球強制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減量措施之前，若是
於飛往歐盟航線有重複收取碳費之情況下，則可與歐盟進行協商，有機會將飛
往歐盟航班排除於機制之外，此則有賴於政府相關單位研擬對策。表 2-8 列示
出我國航空公司與政府單位可行之因應對策與說明。
表 2-8 航空運輸因應 EU ETS 之可行策略
施行單位

策略
機種汰舊換新

航空公司

提升發動機的
性能或其他改
良方式

改變飛行路徑
與轉運站

徵收碳(燃油)
稅

政府單位

建立準排放交
易機制或加入
區域性的碳交
易機制

鼓勵航空公司
推動旅客自願
碳抵銷計畫

說明
航空公司可以將較老舊的機種汰換成新機種，以降低燃油的消
耗或是使用較新、燃油使用效率較高的機種飛歐洲線，來降低
航空業納入歐盟排放交易系統的影響。
由於機型的汰換需大量資本支出，在近年航空運輸產業獲利不
佳的情況下，汰換機型的難度較高，因此，更新老舊發動機即
成為可能的策略之ㄧ；或是採取省油之飛機操作與飛行方式、
減少飛機重量、加裝翼稍小翼（winglet）等。
由於歐盟排放交易體系對於排放量的計算為自第三國至歐盟機
場或由歐盟機場起飛至第三國之總排放量，亦即我國一般歐洲
航線轉運點至歐盟目的地機場之排放量，因此，我國籍航空公
司可以利用不同機場當成中途轉運點，並透過路徑規劃來降低
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所計算的距離，惟此方法須考量到航權以及
轉運點之載客貨量的問題。
目前全球針對國際航空用油並未有燃油稅（fuel tax）之徵收，
而若要達到和歐盟協商之目的，除國內航空用油外，需將部分
或所有國際航班納入，除涉及航空運輸雙邊協定之外，預計將
會造成國際間極大反彈35。
由於碳交易平台的建立需時長久，建議我國可先嘗試加入鄰近
國家的碳交易平台進行試運轉，熟悉各種交易制度和交易商
品，以利未來本土碳交易平穩平台的運作。除此之外，政府亦
應考慮結合區域力量進行交易平台的整合，方可解決台灣市場
規模不足的問題。包括：大中國市場、東協市場、甚至亞太市
場均有可能在 2020 年左右成為歐盟體系外國際市場中最重要的
碳交易平台。我國應及早準備，積極展開跨國與多國合作機
制，方可在後哥本哈根時代取得碳市場的參與權。
乃為旅客購票時依照其航程距離計算其排碳量與碳抵銷金額，
由旅客自願性的付費購買，航空公司則透過相關碳認證公司，
將其金額投資至相關環保或再生能源計畫，以抵銷此航程所排
放之碳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5

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組織（IMF）已進行國際航空用油徵收碳稅之研究，若每噸碳排徵收 25
美金之碳稅，航空運輸碳排放至 2020 年可減少 5%（ICAO Journ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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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IATA 對於航空器廢
對於航空器廢氣排放之策略
航空器廢氣排放之策略
IATA 是一個國際性的民航組織，成立於 1945 年，總部設在加拿大的蒙特
婁。IATA 會員包括：全球來自 125 個國家約 230 家國際航空公司，屬於航空公
司工會性質之組織。
IATA 於 2007 年時已發表全球航空業降低航空運輸污染物之策略，中期希
望能達到碳中和（Carbon neutral36），而未來 50 年希望能建造零污染物的新式
機型37。
而在 2009 年時 IATA 更明確發表航空業之努力目標如下（圖 2-11）：
- 2020 年時航空業之碳排放不再成長，達到碳中和（屆時超出於 2020 年之
排碳量將採取投資於碳抵換計畫，抵銷其排放之碳量38）；
- 2009 年至 2020 年每年之平均燃油效率提升 1.5%（每收益噸公里油
耗）；
- 至 2050 年時碳排放可達到 2005 年水準的一半。

圖 2-11 IATA 至 2050 年碳減量目標
資料來源：IATA, 2010.

為達到上述目標，航空業提出四支柱策略（Four-pillar strategy），全球航
空公司一致以此策略進行減少碳排放之工作。

36

Carbon neutral 表示隨著運量之增加，碳排放量維持一定值，不再增加。

37

目前飛機製造商長期希望使用替代燃料，尤其是燃料電池，才能達到零污染物排放之目標。

38

因此，依據其規劃（圖 2-11）總碳排放量仍將持續增加至 2030 年，之後逐年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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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柱一：科技（Pillar 1 - technology）
包括：新式機型與替代油料之研發。新式機型主要透過機翼、引擎、
機身材料等改進，達到提升油耗，減少碳排放之目的。在替代油料方面目前已
將生質油料與現有航空用油混和，在不改變任何目前飛機引擎之情況下測試成
功多起個案（drop-in fuel）；長期則朝向燃料電池（fuel cell）之目標發展。
二、支柱二：營運（Pillar 2 - operations）
主要包括：飛機營運與操作效率提升。航空公司可透過飛機重量減
少、具效率的飛航操作、減少輔助動力系統（Auxilliary power unit, APU）的使
用等，希望至 2020 年能減少 3%的碳排放。
三、支柱三：基礎建設（Pillar 3 - infrastructure）
包括：機場基礎建設、空域與 ATM 整合。預計透過 ATM 效率提升以
及機場之基礎建設，至 2020 年可減少 4%的碳排放；例如：歐洲單一天空下之
SESAR 計畫整合歐洲空域，美國的 NextGen 計畫39採用新式飛航導航設施，以
及俄羅斯空域之縮減垂直隔離（Reduced vertical separation minimum, RVSM）等
相關計畫與措施。
四、支柱四：經濟措施（Pillar 4 – economic measures）
經濟措施包括：碳交易與碳抵換等，可補助上述措施之不足。
圖 2-12 展現上述之四支柱策略分別之目標達成度，主要以機隊汰舊換
新其碳排放減少較多。值得注意的是，IATA 代表航空公司發言並訂定相關航空
業目標，但其四支柱策略中有之新式機型、機場與航管設備經濟措施等，則需
靠飛機製造商與政府等相關單位之努力。

圖 2-12 IATA 四支柱減碳策略目標
資料來源：IAT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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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 3.4 節美國民航環保政策中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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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ACI 對於機場環境影響
對於機場環境影響之建議策略
環境影響之建議策略
ACI 為一非營利事業之組織，屬全球機場工會性質之組織，擁有全球 179
個國家的 575 個會員營運全球 1,633 個機場；底下設立五個分部，包括：非
洲、亞太地區、歐洲、北美、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
自 2007 年之後，ACI 於 2010 年發表之最新機場與環境、飛機噪音與社區
關係、氣候變遷等三份政策宣言，內容涵蓋永續性、噪音、氣候變遷與溫室氣
體、區域空氣品質、水資源與廢棄物、環境管理系統等主題；接著摘要說明如
下（ACI, 2010a, 2010b, 2010c）。
一、噪音與社區關係
除了遵循 ICAO 的 Balanced approach 之外（即如前述所言由噪音源、
土地使用規劃、飛機操作程序、營運限制以及其他相關噪音限制作法等），
ACI 另外建議機場可採行下列措施：
- 考量噪音之降落費機制：降落費依照飛機噪音大小加成或給予折
扣，或是徵收噪音費（如我國即是採取此作法）；
- ACI 提出之噪音評比指標（Aircraft Noise Rating Index, NRI）：有鑑
於 ICAO Chapter 4 機型已開始使用，ACI 於 2010 年提出新版之
NRI，以 Chapter 3 的三種 ICAO 認證噪音規範值為基準（起飛、側
向與進場噪音），然後計算每一機型搭配不同發動機時噪音低於此
一基準的個別與累計差距，將各種機型依據其相對噪音量區分為 8
類40，分別為 R1 至 R8（ACI, 2010d）。全球已有數個採取此方式進
行飛機噪音分類，而收取不同之降落費，日本東京成田機場為率先
採用此作法之機場。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種計算方式採用相對之噪
音量，因此新式之大機型（例如：A380 或 B777-300 等）則通常歸
類至 R5~7 等噪音表現較好之類別41。詳細之 NRI 分類方式與各類機
型與引擎搭配之類別請參見附錄九。
- 其他降低地面噪音源之作法：如限制試車、加建隔音設備等。
在相同之營運環境與噪音下，與鄰近居民之關係將會影響居民之感受
以及承受噪音之程度；ACI 建議主要可採行之作法如下：

40

41

ACI 最早於 2002 年提出飛機噪音分類方式，區分出 A ~ F 六個不同的等級（ACI, 2005）。
此分類方式採用相對噪音值，可作為機場營運新、舊式機型比例之參考，或是降落費依此分
類加成或減收，以鼓勵新式機型之使用。但並不適用於採用絕對噪音值進行收費或管制之狀
況，例如：噪音防制費收費，或是機場限制高噪音量機型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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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音抱怨：給予方便之管道，並妥善處理抱怨個案；
- 環境報告：定期出版環境年報，或於網頁公告噪音監控、交通量、
噪音與環境保護作法等；
- 噪音指標：等噪音線圖可適用於規劃或補助工作，但為明確展現居
民感受，應採用大眾可容易瞭解之不同噪音指標。例如：雪梨機場
採用不同指標與簡易噪音資訊軟體（Transparent Noise Information
Package, TNIP）值得參考。
-社區互動平台：建立社區與機場之互動平台，使機場資訊與社區需求
可進行便利之雙向溝通。
二、區域空氣品質（Local Air Quality, LAQ）
機場需瞭解其產生之區域污染物，並符合當地之相關環保規範。為瞭
解 LAQ 現況，通常需進行下列三項分析工作：
- 監控 LAQ 污染物於機場內及其週邊之集中程度；
- 進行污染物盤查，包括：現況與未來預測；
- 執行污染物分散模式等，以進一步瞭解不同區域之污染物濃度。
於上述工作完成後，即可進一步探討機場各種活動，包括：飛機飛
航、飛機地面操作、地面車輛、聯外運輸與發電廠等，分別對於 LAQ 之影響。
許多機場已採用相關之科技面與操作面措施、法令限制或經濟誘因等；具體作
法包括：使用替代油料、地面電源、預先空調、空污費徵收、提高聯外大眾運
輸系統之使用率等。
三、氣候變遷
ACI 支持航空器廢氣排放至 2020 年達到碳中和，至 2050 年達成廢氣
排放為 2005 年一半之目標，此目標指的是飛機飛航階段、地面滑行、與使用
APU 之碳排放。至於機場溫室氣體排放則包括於京都議定書之規範內。機場可
訂定其污染物排放目標，透過多種污染物減量措施，甚至達到碳中和與碳認證
之目標（詳細之機場污染物減量作法參見第四章說明）。
四、永續性（Sustainability）
永續發展為考量經濟、社會與環境求取一平衡點。機場可透過有效率
之資源運用，考量基礎建設與供應鏈之設計、規劃、建造與營運等面向，達到
永續發展之目標。
五、環境管理系統（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EMS）
機場需採行系統方法，訂定環境目標並可展現其達成度；有效的作法
乃將 EMS 整合至機場組織文化與每日營運之中，甚至符合 ISO 14001 標準。
六、其他：包括資源使用、廢棄物管理、水資源、土壤與地面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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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 ACI 於機場環境保護議題上，積極參與 ICAO 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會
議。此外，亦彙整全球主要機場環境保護創新作法，將報告公布於其網頁，並
定期更新（ACI, 2008a）；於 2009 年 11 月則進一步出版機場溫室氣體管理準則
手冊，以提供全球相關單位參考之依據（ACI, 2009a）；此外，於 2009 年 11 月
亦出版新版之機場政策與建議作法手冊，其中有約 30 頁內容探討機場與環境
（ACI, 2009b），詳細之機場環境保護作法將於第四章深入探討。
2.6 小結
綜合國際相關組織在民航環保所注重之課題不外乎包括飛機噪音、機場空
氣品質與溫室氣體的減量三大面向；除此之外，航空替代油料之發展儼然成為
重要課題，且成為航空運輸產業欲達到碳中和甚至零碳排放目標之努力方向。
而由於航空運輸為一國際產業，相較於噪音與空氣品質議題，溫室氣體減量之
課題這幾年受到更多全球關注，相關之官方與民間團體紛紛提出對策與因應措
施，因此除了 ICAO、EC 與 APEC 外，本研究亦回顧 IATA 與 ACI 之作法與最
新發展，參見表 2-9 之各組織於噪音、空氣污染與溫室氣體減量之措施比較。
表 2-9 各國際組織與政府環保政策與措施比較
組織
ICAO

APEC

噪音
- 由發生源減少噪音；
- 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
- 降低噪音之飛機操作程
序；
- 營運限制；
- 噪音費（市場措施）。
遵循 ICAO 規範

EC

遵循 ICAO 規範之外，另
- 統一歐盟各國噪音指標之
等噪音線圖。

IATA

遵循 ICAO 規範。

ACI

遵循 ICAO 規範之外，另
- 考量噪音之降落費機制，
ACI 噪音評比指標；
- 機場施行 EMS。

空氣品質
- 飛機引擎認證標準；
- 飛機操作措施；
- 飛航管理；
- 市場經濟措施；
- 替代油料。
- 亞太地區空域整合；
- 提報航空污染物排放量
- 自願性碳抵換計畫；
- 經濟措施；
-替代油料。
- 透過先進科技研發；
- 透過單一歐洲天空；
- 將航空運輸納入現有之
EU ETS。

- 科技；
- 營運；
- 基礎建設；
- 經濟措施。
- 監控機場污染物；
- 進行污染物盤查；
- 執行污染物分散模式；
- 機場污染物減量措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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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 航空器科技改善；
- 飛機操作措施；
- 飛航管理；
- 市場經濟措施；
- 替代油料；
- 調適。

- 綠色科技研發；
- 單一歐洲天空；
- 一致的運輸能源稅；
- 與 ICAO 合作發展嚴格之飛
機設計規範；
- 提升再生能源使用率。

- 機場至 2020 年達碳中和目
標；
- 機場污染物減量措施。

綜合言之，在噪音方面，ICAO 的平衡作法為相關單位與各國所遵循，包
括：
- 由發生源減少噪音；
- 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
- 降低噪音之飛機操作程序；
- 營運限制；
- 噪音費（市場措施）。
在污染物減量方面，相關之措施可包括：
- 飛機引擎認證標準；
- 飛機操作措施；
- 飛航管理；
- 市場經濟措施；
- 替代油料。
2010 年 10 月之第 37 屆 ICAO 大會中，190 個 ICAO 會員國已簽署有關航空
運輸溫室氣體減量同意書，主要內容包括：
- 確認全球航空運輸市場至 2050 年以前每年之平均燃油效率（每收益噸公
里油耗）提升目標為 2%；
- 將建立全球市場經濟措施架構，全球航空業共同努力限制航空運輸溫室
氣體排放，ICAO 將進行有關之設計與施行市場經濟措施之可行性分析
研究，研究結果將提交 2013 年之 ICAO 大會審查；
- ICAO 將發展永續替代油料之全球發展架構；
- 於 2013 年提出飛機引擎 CO2 排放之認證目標值；
- 相關新式科技移轉至開發中國家之機制建立。
針對 ICAO 每年航空業燃油效率提升 2%之目標，主要乃針對飛機飛航之燃
油效率，建議民航局或相關單位應考量與航空業者簽訂自願減量協定，每年定
期公告說明執行績效。此外，在替代油料方面，因我國航空業與相關產業規模
有限，未達自行研發之經濟效益，但需持續瞭解國際間航空替代油料之最新發
展，於合適之時機引進採用。在飛機引擎認證方面，我國已依照 ICAO 飛機引
擎污染物認證標準訂定相關法規，應密切注意有關 CO2 排放之認證目標值最新
規範，隨時修正相關法規。
此外，雖然歐盟已決定將到離歐盟航線暫緩 1 年納入 EU ETS，但未來
ICAO 於 2013 年大會之任何有關建立全球市場機制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之決
議，勢必對航空業帶來相當之衝擊。
針對 EU ETS 施行所產生之衝擊，以及全球航空運輸市場減碳之趨勢與相
關規範，我國籍航空公司可採行之因應策略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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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燃油效率較高或排污量較少之機型經營歐洲市場；
- 發動機更新以及其未來購置新機型之計畫等；
- 利用不同之機場當成中途停留點；謹慎評估歐洲市場的服務頻率；
- 此外並同時於國內施行相關減碳策略，參與其他國家之清潔發展機制計
畫等42。
而政府單位可積極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案，以建立國內碳交易市場；或是
考量燃油稅之徵收，以及鼓勵航空公司推行旅客自願碳抵銷計畫。
航空運輸產業的低碳化及全面綠化在未來必定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現階
段政府已將同步追求加入聯合國下屬之 ICAO 及 UNFCCC 作為既定的外交政
策，此二國際組織未來勢必將對航空運輸產業的低碳化進行嚴密監控，並制定
全球通用的規範。我國如欲加入此二國際組織，實應在此一階段即密切關注國
際情勢的變化，並透過相關的學術及政策研究，研擬相關政策與策略，推動符
合國際潮流之環保措施。

42

參考自民航局委託研究計畫「國際航空器廢氣（含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現況調查及我國因應
策略之研究」期末報告（9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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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國家之民航環保政策
接著在全球主要國家民航環保政策方向，以及民用航空與環境保護主管機
關範疇界定方面，本章截至目前為止，主要探討之國家包括：
- 歐洲：英國、荷蘭、法國、德國；
- 北美：美國、加拿大；
- 亞洲：香港、新加坡與澳洲。
3.1 英國
本節將分別針對英國之民航白皮書有關環境影響部分與低碳航空運輸進行
探討，接著說明英國運輸部最新出版之航空運輸永續發展架構報告之主要議
題。
3.1.1 民航白皮書-環境影響

英國政府運輸部（Department for Transport）於 2003 年 12 月出版航空運輸
白皮書（航空運輸未來發展方向），（UK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2003），明
訂未來 30 年英國民航發展策略架構，考量經濟、社會與環境影響下平衡發展。
其中在環境影響方面，主要著重於機場週邊之飛機噪音與空氣品質，而在全球
影響範圍部分則為氣候變遷議題。此外，於 2006 年時並發表進度報告，說明已
達成之目標與作法（UK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2006）。
接著說明航空運輸白皮書在環境影響方面之主要目標與可採行之措施：
一、總體目標
在區域影響範圍方面，未來機場容量與擴充，均需考慮到對週邊居民
與環境之影響；除了需有效控制與降低之外，需適度進行補償。為達到此目
標，所應遵循之準則包括：
- 遵循有關空氣與水源品質之規範；
- 機場發展需與現行機場噪音管理相容；
- 與歐盟及國際間合作，發展噪音管理機制。
相關政府單位或機場管理者在上述準則下，則可達成：
- 控制噪音衝擊，且逐年降低；
- 維持區域空氣品質在法令範圍之內；
- 減少對於週遭環境景觀與建築物之衝擊與破壞；
- 維持水源品質以及其他相關環境管理標準；
- 聯外運輸的設計與使用應減少對於社區之衝擊；
- 減少對生物與動植物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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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目標之主要方法包括：
- 制定更嚴格之飛機噪音與污染物排放標準；
- 鼓勵機場營運者、航空公司與飛航服務提供者採行更環保之飛機操
作方式；
- 汰換舊式機型之使用，改以環保績效良好之機型；
- 使用經濟誘因43，鼓勵新式技術使用，降低噪音與污染物；
- 與產業界或學術單位合作，進行有關新式科技之發展與研究；
- 機場週邊使用土地規劃或管理措施。
二、噪音
基本目標為限制甚至減少機場週邊受噪音影響之居民數。需要採行之
措施包括：
- 鼓勵低噪音之引擎與機型之研究發展，希望於 2020 年能減少飛機噪
音至現有水準的一半；
- 將 ICAO 的噪音管制架構44納入現有的英國相關法令中；
- 施行歐盟 2002/49/EC 法令，從 2007 年起許多機場需定期完成等噪音
線圖，2008 年起需提出具體之行動方案；
- 加強中央或地方政府對機場噪音之管制；
- 使用經濟措施，包括：降落費依照飛機噪音等級訂定，徵收之噪音
費用需回饋至噪音防制與補償措施中。
三、區域空氣品質
最主要飛機產生之污染物為 NO2 與 PM10。歐盟於 2005 年已針對 PM
進行規範，2010 年將規範 NO2。為了達到歐盟的空氣品質規範，機場可採行之
措施包括：
- 採用經濟措施，將污染物排放納入現有之降落費機制中，或是建立
NO2 交易市場；
- 透過機場與航空公司合作，採用技術面或操作面之作法，減少機場
空側污染物；
- 當地政府與機場合作，提高機場員工與乘客聯外大眾運輸之使用
率；
- 新式車輛技術，減少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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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誘因主要包括：降落費或航路費用依照噪音或污染物排放等級徵收，或是建立污染物交
易市場。

44

如前章所述，主要指的是 Balanced approach 之四項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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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 ICAO 訂定更嚴格之飛機引擎污染物規範；
- 促進產業與學術界進行相關之研究。
四、氣候變遷
在氣候變遷部分，主要可採行之措施包括：
- 機場、航空公司與飛航服務提供者（包括：EUROCONTROL），共
同合作減少氣候變遷污染物排放；
- 飛機與引擎製造商等投入研發新式環保機型；
- 航空公司、機場與航太工業廠商自願控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
發展永續策略，提交公司污染物報告與目標。
3.1.2 低碳運輸-航空運輸

英國運輸部更進一步於 2009 年 9 月發表低碳運輸（Low carbon transport）
策略，其中於航空運輸產業部分，目標為 2050 年污染物排放量能低於 2005 年
之水準（UK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2009）。為達到此目標，將主要可採行之
措施分為兩大類：一為市場經濟措施；一為與技術面相關措施，分別說明如
下：
一、市場經濟措施（包括：污染物交易與環境稅）
市場經濟措施主要目的為讓運具使用者所付出之價錢能反映其對環境
之成本（environmental costs）；因此，在減碳之目的下，定價則需反映碳成本
（Carbon costs），最主要之方式則為建立交易市場與徵收環境稅（或費）。
在國際航空運輸市場中，最主要之措施為 2012 年航空運輸已納入現
有之 EU ETS 中。而英國政府近幾年則針對航空運輸旅客徵收乘客稅（Air
Passenger Duty）45。
二、與技術面相關措施
(一)飛機引擎與機身技術提升燃油效率
依照英國飛機引擎製造商（Rolls-Royce）資料，透過科技進步，近
年來新式機型已提升燃油效率約 20%（每乘客公里油耗）。而歐洲航太研究組
織（the Advisory Council for Aeronautical Research in Europe, ACARE）更進一步
訂出了 2020 年相較於類似機型在 2000 年能減少 50%（每人公里）之 CO2 排放
量，英國 Rolls-Royce 也加入此研究行列，希望能達到 ACARE 之目標。依據現

45

英國政府針對航空運輸旅客徵收「乘客稅」，雖說為反映環境成本，但因為稅之使用與專款
專用之「環境費」方式不同，因此對於航空業與乘客較無說服力。荷蘭政府於 2007 年曾規劃
加徵類似之乘客稅，但因金額過高且無法確認是否回饋至航空運輸產業，因此在各界反對聲
浪中，取消此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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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引擎技術發展，未來十年燃油效率應可提升約 30%。此外，英國亦希望全
球能達成至 2050 年每年提升燃油效率 2%之共識。
(二)有效率之飛機操作方式
包括：航空公司、機場營運者與飛航服務提供者之相關作法。
1.在航空公司方面，可透過飛航規劃、速度管理、飛機重量減輕等
各種內部管理方式達成減少油耗之目標。
2.在機場方面，可透過飛機滑行、停等等各階段之地面作業；航廈
的建造與能源使用；機場聯外大眾運輸系統之使用率提升等46。
3.在飛航管理方面，歐盟的單一天空計畫預計至 2020 年可減少
7~12%（每一班次）之 CO2 排放。而英國的國家飛航服務組織（National Air
Traffic Services, NATS47）目標則希望於 2020 年相較於 2006 年能減少 10%（每
一班次）之 CO2 排放。需要 NATS 與英國民航局提供具燃油效率之飛航管理服
務，與歐洲單一天空和美國 NextGen 計畫合作。
3.1.3 運輸部：
運輸部：航空運輸永續發展

英國運輸部於 2011 年 3 月 30 日出版最新之航空運輸永續發展架構報告
（UK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2011），其中列出英國民航相關之主要課題，開
放給各單位提供意見至 9 月 30 日，此報告主要是要取代於 2003 年發表之民航
白皮書。其中包括三大部分，分別為：
- 航空運輸與經濟；
- 航空運輸與氣候變遷；
- 航空運輸與當地環境，包括：社區發展、噪音(夜間)與空氣品質議題。
英國政府表示將考量航空減碳措施成本效益，英國運輸部將就英國氣候變
遷委員會(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CCC)提及 2050 年前將實施減少航空排
碳及相關措施，聲明須考量新情勢以推動航空減碳，將於 2013 年實施航空業永
續架構。接著就氣候變遷與當地環境課題說明如下：
航空運輸與氣候變遷
英國目前於此課題主要面臨之法規與努力方向包括：
一 、 氣 候 變 遷 法 案 （ The Climate Change Act 2008 ） ： 英 國 環 境 部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於 2008 年訂定之

46

參見民航局委託研究案「國際航空器廢氣（含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現況調查及我國因應策略
之研究」（99 年 1 月），其中第七章「適用於我國主要機場之污染物減量措施分析」。

47

NATS 為一政府與民間合作夥伴關係模式營運之獨立組織，負責英國的飛航服務工作（如我
國民航局下屬之飛航服務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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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法案，主要目標希望至 2050 年能減少相較於 1990 年 80%之溫室氣
體，政府每五年訂定減碳目標並檢視其績效，主要將透過各種減碳措施與 EU
ETS 達成。此外，依據此法案，並成立氣候變遷委員會（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CCC）提供各種政策、減碳目標與措施建議。CCC 並於 2009 年提出航
空運輸至 2050 年減碳策略（CCC, 2009）48。
二、EU ETS：自 2012 年起所有歐洲航線皆已納入 EU ETS，預計所有自
英國機場起飛之航班，自 2012 年起至 2020 年，平均每年將可減少 12.5 百萬噸
之 CO2。
三、國際協定：ICAO 於 2010 年 10 月決定之每年 2%（公斤燃油/RTK）
之航空運輸燃油效率提升。
四 、 飛 機 科 技 ： 歐 洲 之 飛 航 研 究 理 事 會 （ The Advisory Council for
Aeronautical Research in Europe, ACARE）目標希望至 2020 年發展燃油效率較
2000 年可提升 50%之新式機型。
五、飛航管理：主要為支持歐盟單一天空之 SESAR 計畫，至 2020 年可提
升 10%之飛航燃油效率。
六、生質油料：政府鼓勵再生油料之研發，目標至 2020 年能於運輸產業
方面，使用 10%之再生能源。
七、其他替代運具：投資於高速鐵路。
八、非 CO2 之其他污染物影響：NOx 對健康與生態之影響，未來將很有可
能納入國際規範之內。
九、調適：在氣候變遷法案之要求下，英國 10 個機場49需提出氣候變遷所
帶來之風險。
航空運輸與當地環境
在航空運輸所帶來對當地環境之影響，主要議題包括：
一、社區居民：社區影響之工作，有效納入居民意見。
二、噪音：遵循歐盟 2002 年之環境噪音法令50，以及英國的噪音政策宣言
（The Noise Policy Statement for England, NPSE）；此外，機場依照 CAA 規範
發展環保航線（Noise Preferential Routes, NPRs）。

48

英國並於 2008 年 10 月成立能源與氣候變遷部（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DECC），主要負責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49

此 10 個英國機場為 Heathrow, Gatwick, Stansted, Luton, Manchester, Birmingham, East Midlands,
Edinburgh, Glasgow 和 Gardiff。

50

The EU Environmental Noise Directive (END) 2002/49/EC, Jun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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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夜間噪音：機場夜間噪音限量議題。
四、空氣品質：主要規範 NOx、VOC 與 PM 之影響。
3.2 荷蘭
荷蘭運輸部與環境部51於 2009 年 4 月共同發表荷蘭航空運輸白皮書，其中
說明航空運輸願景為在永續生存環境下追求創新與具競爭力之經濟發展。在有
關環境保護部分，主要強調減少 CO2 與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降低噪音影響。
在 2020 年預計達成下列目標：
- 阿姆斯特丹 Schiphol 機場以及機場使用者在污染物、噪音與燃油消耗面
向為航空運輸產業環境友善之先驅者；
- 荷蘭將代表歐盟與世界其他國家商討建立全球污染物交易系統；
- Schiphol 機場將持續改善噪音影響，以維持於歐洲機場低噪音影響之位
置。
而在 2040 年預計達成之目標為：
- Schiphol 機 場 成 為 全 球 第 一 個 氣 候 中 和 機 場 52 （ Climate-neutral
mainport），包括：在地面上與空中之污染物排放（至 2012 年之目標為
碳中和（CO2-neutral）。涵蓋：能源使用、機場地面專業車輛油料使
用、空側接駁公車、與機場營運部分相關之空運旅次、機場工作員工通
勤）；
- 長期（至 2050 年）歐盟與八大工業國家（G8）於航空運輸產業對於氣候
變遷之影響能有合適之貢獻。
此外，在 2020 年以前荷蘭政府、Schiphol 機場與北荷蘭省（機場所在省
分），個別將投資一千萬歐元於改善機場週遭受噪音影響較嚴重區域之環境品
質 。 而 透 過 荷 蘭 飛 航 管 制 公 司 （ Air Traffic Control the Netherlands,
Luchtverkeersleiding Nederland, LVNL） 與 鄰 近 國 家 之 飛 航 服 務 提 供 者 （ Air
Navigation Service Providers, ANSPs）合作，利用新式 ATM 作法縮短飛航距
離，減少油耗與 CO2 排放量亦是未來之優先發展重點。

51

荷蘭運輸部全名為「運輸、公共事務與水資源管理部」（Ministry of Transport, Public Works
and Water management）；而環境部為「住宅、空間規劃與環境部」（Ministry of Housing,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Environment）。

52

氣候中和（Climate neutral）指的是溫室氣體排放能降到最低值，並採用相關措施補償（抵
換）其餘之污染物排放（例如：透過污染物交易）。此外，Schiphol 機場以主要之轉運機場
自居，稱為 Main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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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法國
法國雖然並未發表民航環境保護白皮書，但其 2008 年 1 月由政府之運輸、
環境與民航等部門，會同法國航太工業、法荷航空（Air France-KLM）、巴黎
機場公司（Aéroports de Paris）、法國機場工會與航空公司工會等，於巴黎共同
簽署航空產業環境保護協定53，值得我國參考之。
此協定主要依循 2007 年 10 月法國政府相關單位，邀集民航產業各單位共
同會議討論之結果；會中主要針對三大議題進行研討：


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對氣候變遷之影響；



NOx 的排放以及其對區域空氣品質之影響；



噪音對機場週遭居民之影響。

簽署之協定效期達 4 年，內容主要包括：
一、減少新飛機之污染物排放
透過更多的航太工程研究經費，以及歐盟相關研究之投入，在 2020 年
前，相較於簽約之時（2008 年），將達到下列目標：


減少燃油消耗，CO2 排放每乘客公里將減少 50%；



減少 80%的 NOx 排放；



減少 50%的噪音影響。

二、成立法國民航航太研究理事會。
三、航空公司持續進行機隊之汰換
大約 20%的老舊機隊約佔有 60%之排放量。法荷航空將透過其氣候計
畫之施行，預計每年投資 20 億歐元於機隊之汰舊換新；至 2012 年將可達到每
100 乘客公里消耗 3.7 公升燃油之目標。在噪音方面，法荷航空承諾在中期可將
噪音影響降至 2005 年的水準。
此外，法國政府所徵收之航空噪音稅（Tax on aviation noise nuisance,
TNSA），將依照飛機之噪音績效，提高其係數值，收取不同之降落費，以確認
有更強之誘因，促使航空公司汰換機隊。
四、改善航空產業相關公司之環境績效
航空產業包括：航空公司、機場地勤業者、飛機維修公司、貨運公
司、飛行學校以及其他相關公司，透過共同定義與合作，減少其對環境之影
響，內容包括：


53

進行公司碳足跡盤查與提報；

Convention on the Commitments made by thet air transport industry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 Round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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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內部行動計畫，減少能源消耗、提升地面操作效率（包括：飛
機起降與地面車輛）、鼓勵公司員工共乘等；



鼓勵顧客與供應商採取環保相關措施。

五、告知旅客有關航空運輸環境影響訊息
航空公司告知旅客有關其飛行旅程產生之碳排放量，將碳足跡計算器
公告於網頁；並傳達有關航空公司碳抵換作法予乘客。
六、支持歐盟將航空運輸產業納入現有 EU ETS 之計畫。
七、提升導航服務之環境績效
法國飛航服務組織（Air Navigation Services Directorate, DSNA）與法
荷航空，自 2008 年起評估於巴黎 Orly 機場採用 CDA 之可行性。中長期將透過
歐盟 SESAR 計畫之參與，提升飛航服務績效。
八、提升機場環境績效
巴黎機場公司以及其他法國主要之機場營運者，主要作法將透過減少
碳與其他污染物排放，以提升機場環境績效。尤其巴黎機場公司之目標包括：


在 2015 年前減少飛機 10%地面操作時間；



機場航廈採行建築物高環境品質標準；



至 2020 年前減少每位旅客之能源消耗 20%；至 2040 年則達到減量
40%之目標（以 2004 年為基準年）；



進行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計畫；



至 2012 年減少地面車輛之 CO2 排放量達 30%；



與航空公司合作，限制 APU 之使用；



鼓勵在各機場工作高達 12 萬名員工有關汽車共乘網站。

九、改善機場週邊住家噪音防制工作。
十、每年定期監控此協定之執行績效
此協定之簽約者，每年需提交年報給法國民航局，說明採取之相關措
施與執行績效。
3.4 德國
德國環境、自然保育與核能安全部（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 BAU）於 2005 年公告國家環境保護計
畫，此計畫之主要目的乃使德國能依循歐盟與國際標準，於 2008 至 2012 年間
降低相較於 1990 年 21%減量之溫室氣體，而 2012 年之後再訂定更嚴格之環境
政策，希望能至 2020 年降低相較於 1990 年減少 15~30%之溫室氣體排放，而於
2050 年達到 60~80%減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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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德 國 運 輸 、 建 築 與 都 市 發 展 部 （ Federal Ministry of Transport,
Build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 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kehr, Bau und
Stadtentwicklung, BMVBS ） 與 民 航 局 （ Federal Aviation Office, LuftfahrtBundesamt, LBA)在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減量部分主要將遵循 EU ETS 與 SESAR
計畫。
德國聯邦環保署分配免費排碳證書給航空業者，以在 2020 年前於歐洲進行
碳交易。2010 年起民航業者與企業或私人噴射機業者每排放一公噸二氧化碳，
須繳交一張碳排證書。2020 年前證書大部分都不需另外付費。

3.5 美國
本節首先說明美國航空運輸與環境之國家願景，接著探討 NextGen 計畫以
及空氣淨化法案。
3.5.1 航空運輸與環境：
航空運輸與環境：國家願景

2004 年 12 月美國 FAA 等相關單位提出了「航空運輸與環境：國家願景聲
明、目標架構與建議行動54 」報告送交予國會，明確體認到航空運輸與環境影
響 課 題 之 重 要 性 ， 以 及 為 21 世 紀 限 制 航 空 運 輸 發 展 之 主 要 因 素 （ FAA,
2004）。最新之美國航空環保政策之主要內容整理如表 3-1 所示，其中說明各
項環保目標（FAA, 2012），包括：
 在空氣品質上的目標：儘管航空業持續發展，仍要盡量降低空氣品質對健
康和生活的衝擊；
 在氣候影響上的目標：至 2020 年達到碳中和目標，並於長期持續減少航
空運輸溫室氣體排放（至 2050 年）；
 在能源上的目標：提升空域系統能源效率，以每年至少 2%為目標，並發
展替代燃料之使用。
報告中首先指出航空運輸所帶來之噪音、空氣污染與氣候變遷議題為首要
當務之急；美國以及許多國家過去著重於噪音與空氣品質議題，但隨著歐盟將
氣候變遷視為首要課題之後，且進行相關管制措施，包括：碳交易、環境費
（稅）與需求管理等，美國在這方面之努力與研究似乎落後不少，這將不利於
美國未來航空市場發展，甚至航空運輸成長快速之亞洲市場亦會受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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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a national vision framework for goals and recommended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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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美國 2012 年航空環保政策主要內容綱要
綱要

主要內容
NextGen 計畫中提到，除了達成環保方面的目標，同時也要確保民航產
業能持續成長，其目標包含有下列五大項：噪音、空氣品質、氣候、能
源及水質。
能 源 與 環 保 政 策 之 - 藉由限制航空產業對環境的影響以維護民眾健康，主要的做法是針對
架構及準則
各方面的協調以及科技的進步以達成目標；
- 確保飛機燃料的可利用性和永續性，主要作法是持續發展高效能源和
可以永續利用的替代燃料。
一 、 在 噪 音 上 的 目 減少在機場周遭等噪音線範圍內居住的人數，同時持續地藉由科學方法
標
更加的了解噪音和適度的減緩。
二 、 在 空 氣 品 質 上 除了減少飛機排放污染物 NOx、PM、SO2、HC、Pb，同時也針對機場的
的目標
排碳量進行減量，如鼓勵使用低排碳車輛或地面電源系統等。
三 、 在 氣 候 上 的 目 在 2020 年達成碳碳中和，以降低二氧化碳對地球氣候的衝擊，並在
標
2050 年前每年的航空廢氣排放量對氣候的影響必須要持續降低。
四 、 在 能 源 上 的 目 持續發展和推廣替代燃料，此外也經由航管現代化來減少延誤和提供更
標
直接的航線以增進效率，至於機場方面則可從節約能源、使用再生能源
和低排碳車輛以及地面電源系統下手。
五 、 在 水 質 上 的 目 減少機場興建或運作時的排放物對水質的破壞，此外也藉由制定法律和
標
管制措施持續不斷的管理。
民 航 環 保 和 能 源 策 有鑑於環保方面的議題通常都是環環相扣，所以現在需要的是在創新上
略
結合科技、實務操作、計畫和兼顧永續性的多重解決方案。
一 、 提 高 科 學 知 識 所有的分析及判定，其基礎都必須有強而有力的科學證據，此外，現在
和模式整合
所面對的環保問題其範圍更廣、影響更深，因此，需要更多方面的整合
與評估
二、航管現代化
發展和整合航管程序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浪費，此外 NextGen 計畫裡已證
實可以透過優化飛航操作管理程序，從而減少廢棄物排放。
三、新式飛機
從新式的飛機設計來減少燃料使用和降低噪音，同時各部門也在各自領
域透過國家航太研究和發展計畫進行密切的合作。
四、替代燃料
政府和航空業持續的合作以發展可永續性使用的替代燃料，同時也一同
克服未來將會面對的困難。
五 、 政 策 、 環 保 標 當以上技術和管理方法皆具備後，便是以政策的方式使技術和管理方法
準和經濟手段
能融入民航機隊和民航體系中。ICAO 藉由制定目標來達成減量，其中
期目標是達成碳中立，而長期目標則是減量。最後則是藉由經濟的手段
使 CO2 的排放量降低。
角色、
美國政府機構和航空業都有各自負責的角色，彼此間應互相協調、合作
角色、責任、
責任、協調
以達成 NextGen 計畫中環保的目標。
結論
航空產業的特色是環保與能源政策的應用，特別是航空業所投入的資金
高，因此，更要注意財務上的各項問題，而環保的解決方案通常會與產
業發展相牴觸，這項特性也大大的增加了環保與能源目標的挑戰性，盡
管如此，產業仍然會努力在這兩者中找到平衡點。
資料來源：整理自 FAA（2012）。
引言

提出之航空運輸與環境國家願景宣言如下：
「至 2025 年航空運輸所帶來之噪音與影響區域空氣品質污染物，將會降
低至一定值以下；而氣候變遷影響亦將控制至一定水平。此外，美國航太產業
為全球在環境影響面向之研究與發展、實施技術面或操作面政策之先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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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更 進 一 步 說 明 新 世 代 航 空 運 輸 系 統 （ Next Generation Air
Transportation System, NGATS）的發展，將是可達到此目標之最主要行動計
畫。報告提出之三大建議行動為：
一、溝通與整合
聯邦政府需集結相關部門包括：FAA、航太（NASA）、環保、運
輸、國防、商業與內政等部門，以及民間產業代表，組成「共同規劃與發展辦
公室」（Joint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Offic, JPDO），負責整合與規劃降低航空
運輸所帶來之噪音、空氣污染與氣候變遷影響。
二、工具與測量
發展有效之工具與方法，衡量航空運輸對環境的影響，以及瞭解其對
人體健康與福祉的衝擊。
三、科技、操作與政策
採用科技面、操作面與政策面之措施，減少航空運輸負面影響。圖 31 展現美國航空運輸與環境國家宣言，與此三大建議行動之關係。

圖 3-1 美國航空運輸與環境國家願景
資料來源：FAA, 2004.

3.5.2 NextGen 願景

依照前述之國家願景，美國於航空運輸與環境影響之努力方向與行動方
案，主要為 NextGen 願景（NextGen Vision），希望透過幾個大方向之努力，而
達到航空運輸永續發展之目標（FAA, 2008）。主要之發展重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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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深入進行科學研究與瞭解
改進衡量污染物與氣候變遷之模式，透過航空運輸與氣候變遷之研究
結果，可評估採行具成本效益之解決方案。
二、提升飛航交通管理（ATM）之現代化
提升飛航交通管理之效率，縮短飛行時間與航程距離（圖 3-2），透
過縮減垂直隔離、CDA 等措施，可同時降低噪音與污染物排放。

圖 3-2 提升 ATM 效率縮短飛行時間與距離
資料來源：FAA, 2008.

三、鼓勵新航空器科技研發
新式航空器可同時降低噪音與污染物排放，執行相關計畫如：低能
源 、 污 染 、 噪 音 之 政 府 民 間 科 技 顧 問 團 隊 （ Research Consortium for Lower
Energy, Emissions and Noise Technology Partnership, CLEEN）。
四、發展替代油料
研發各種替代油料取代傳統航空燃油，主要計畫如：商業航空替代油
料研究（Commercial Aviation Alternative Fuel Initiative, CAAFI），超過上百個
政府與民間單位與組織共同組成（FAA, 2009）（圖 3-3）。
五、考量市場經濟措施之成本效益等
主要遵循 ICAO 之建議策略與作法，採用具成本效益之措施，可包
括：建立交易市場、徵收環境費或稅以及碳抵換等。
近幾年參與 ICAO 相關會議以及與幾個 APEC 經濟體進行相關之飛航交通
管理提升之計畫；例如 ASPIRE 計畫即為一包括：澳洲、紐西蘭與美國之飛航
導航供應商共同合作之計畫，目標為提升飛越太平洋主要航線之效率，以達到
油耗與污染物減量目的。
此外，FAA 於 2005 年 1 月更發表航空運輸與污染物之報告，說明問題之
重要性、現況、目前管制方式與未來之空污減量可行方式（FAA, 2005）；而
2007 年 2 月，FAA 發表了新的航空運輸財政法案（The Next Generation Air
Transportation System Financing Reform Act 2007），當中提出了數項空污減量的
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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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AA, 2009.

在 NextGen 願景報告中主要提出幾個相關計畫之計畫書，如：機場合作研
究 計 畫 （ Airport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gram ） 以 及 環 境 改 善 示 範 計 畫
（Environmental Mitigation Demonstration Pilot Program）。CLEEN 為未來 10 年
研究發展減低能源使用、污染物排放、噪音等科技的國際顧問團
（Consortium）合作約定，此約定對研究發展確實起了很大的鼓勵作用。除了
發展新科技之外，與機場的規劃與環境改善相關之計畫尚包括：機場合作研究
計畫，其為一項永久性計畫，將從機場改進計畫（Airport Improvement Program,
AIP） 55中每年對機場環境研發的補助增加五百萬美金，當中包括：減少社區噪
音滋擾、減少航空廢氣排放以及保持水質三大項目。環境改善示範計畫主要為
批准公用機場最多六項環境保護研究計畫，該單位必須顯示出該研究計畫可有
效的於機場週邊環境減低噪音影響、確保空氣或水源品質，該計畫被批准後可
獲 AIP 支助一半（不超過二百五十萬）的資金。FAA 將從計畫成果中認證並對
當中最好的進行宣傳。

55

美國於 1982 年通過的 Airport and Airway Improvement Act 中的一項計畫，經多次修改後，主
要目的為提供補助金予公共甚至私人機構，以協助其對所有於 NPIAS（National Plan of
Integrated Airport System）中所包括之公用機場所作出的規劃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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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現已進行有關機場環境改善之相關計畫包括：自願機場低污染計畫
（Voluntary airport low emissions program, VALE）。VALE 為國家型計畫主要為
降 低 機 場 特 定 區 域 或 維 修 區 域 等 之 空 氣 污 染 ， 利 用 AIP 以 及 旅 客 設 施 費
（Passenger Facility Charges, PFCs 56 ）收入，協助機場進行低污染車輛、加油
站、登機門電氣化以及相關空氣品質改善計畫之融資。
3.5.3 空氣淨化法
空氣淨化法案
案（Clean Air Act）

有關飛行器之引擎排放管制方面，在新的法規中，美國持續修訂現有的噴
射式商用航空器的空污排放廢氣管理規章，在空氣淨化法案（Clean Air Act）的
第 231 部分，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
對於推力大於 26.7 千牛頓的商用航空器 NOx 的排放建立新的標準，參考國際民
航組織的排放標準修正，而新的標準將針對 2004 年後生產的發動機做限制，而
新標準已於 2005 年的 12 月 19 日開始生效。此修正案將使美國與國際民航組織
建立一致的排放標準，將有利於發動機的生產設計，且達到較好的空氣品質規
範。且現正規劃於 2012 年前提出新飛機與引擎之二氧化碳排放標準。
美國 EPA 訂定此規範的原因為，航空器排放之廢氣有危害公共衛生或福利
的可能性，NOx 為飛機排氣之一重要成分，造成的污染也甚為嚴重（產生臭
氧），故特別規定 NOx 的排放標準。很多民用機場位於市區，大多數機場周遭
的臭氧量高於國家環境空氣品質標準（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NAAQS），所以這些航空器所排放的物質對國民的健康及福利有很大的影響，
故 EPA 需訂定規範來減少污染的排放；但並未針對機場另訂不同之空氣品質規
範。

3.6 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運輸部（Transport Canada）與加拿大航空運輸協會（the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of Canada, ATAC）於 2005 年即簽訂溫室氣體減量協定，
其中 ATAC 每年將提升能源效率 1.1%，預計至 2012 年溫室氣體將可較 1990 年
減少 24%，為全球最早簽訂之航空運輸國內外航線減量協定，加拿大運輸部與
ATAC 每年將共同出版年報，公告最新之環保績效（ATAC, 2008）。而 2012 年
6 月重新簽訂並公告溫室氣體減量協定，目標希望至 2020 年溫室氣體將可較
2005 年減少 27%，其協定之綱要與主要內容整理如表 3-2 所示。

56

PFC 為美國機場在聯邦政府許可下，針對旅客徵收之額外機場設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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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加拿大航空產業 2012 年自願減量協定
自願減量協定主要內容綱要
主要內容綱要
綱要
加拿大航空背景

航空產業減量目標

加拿大航空產業之理
想目標

計劃書之特性

自願協議的關鍵措施

額外措施

監控單位

報告

附錄

主要內容
航空運輸是加拿大國內與國際貿易的必要條件，以及連接在國內和世
界各地的加拿民眾。航空業在加拿大經濟中起著關鍵作用，但航空業
快速發展導致環境污染增加。
- 2020 年低於 2005 年的排碳量之
年的排碳量之 17%。
- 航空燃油高效性的改進，從 2005 年到 2020 年的平均每年至少提升
2%燃料效率（每收益噸公里之燃油消耗量）；
- 以 2005 年為基準，與加拿大坎昆協議下的承諾是一致的。
實施加拿大的行動計畫，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從行動計畫介紹正
在進行和計畫進行的活動，以減少加拿大國內和國際航空運輸溫室氣
體排放量。
這份計畫是一份可隨時更改的文件，因為每半年政府官員和加拿大的
航空業會開一次會議，係針對行動計畫的燃油高效性目標的實現進展
情況的年度報告，對於將在三年內進行的計畫進行審查、審計工作。
- 機隊更新及升級；
- 更有效率的航空營運；
- 空中交通管理改善；
- 飛機機隊燃油效率提升；
- 提高加拿大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效率；
- 機場設施的現代化。
- 航空環境議題研究與發展；
- 替代燃料研發與應用；
- 機場地面操作及基礎設施的使用；
- 航空監控管理措施；
- 國際協調。
加拿大運輸部；加拿大航空運輸協會；
加拿大國家航空局；加拿大機場理事會；加拿大航空航太工業協會；
加拿大商業航空協會；加拿大航空服務公司。
定量描述的成果、成員公司清單報告、定量或定性描述的所有工作組
成員所採取的行動，藉以取得進展計量並檢定規程確定“行動計畫”。
◎燃油消耗率基準
-ATAC 報告 2001 年至 2010 年與 1990 年比較之營運結果。
◎圖表
-加拿大航空交通管理的改善；
-加拿大航空公司的機隊年齡比較；
-航空對加拿大經濟的影響。

資料來源：整理自 Transport Canada(2012)。

此協定中，運輸部主要之任務為：
- 提供技術性協助，包括：溫室氣體基準點排放量、設定目標與可減量面
向；
- 與 ATAC 合作，進行相關之研究與協助達成目標；
- 參與溫室氣體減量資訊共享活動；
- 檢視阻礙飛機燃油效率提升之相關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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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航空運輸產業參與既有與未來之溫室氣體減量計畫；
- 支援國際合作計畫降低航空運輸溫室氣體。
ATAC 之目標則為：
- 與其會員共享操作效率提升方式與技術；
- 實施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
- 考量溫室氣體減量，告知會員購買新機型；
此外，ATAC 與加拿大飛航服務提供組織（Nav Canada）亦將共同合作提
升飛航績效，作法包括：
- 持續提升導航系統績效；
- 噪音減量操作最佳化；
- 飛機地面操作最佳化；
- 機場操作環境影響績效評估；
- 提升機場設計；
- 溫室氣體減量最佳措施分析。
3.7 香港
香港民航處每年出版環保報告，2011 年已出版第十二份週年環保報告，其
中於民航環保政策方面主要列出噪音政策57（香港民航處，2011），包括：
- 與社區和其他受噪音影響的人士保持溝通，以及處理有關投訴（受影響
家庭）等問題；
- 監控飛機噪音；
- 就減少噪音措施的可行性徵詢各相關者的意見：主要相關者為航空公
司、機場以及受影響家庭，其他相關者包括：飛機乘客、托運人、貨物
承攬業者與航空業雇員；
- 制定和推行措施，以減少飛機噪音對社區的影響。
報告中並列出 2010 年之整體環保表現，如圖 3-4 所示。此外，在噪音減量
方面，於晚上 11 時至翌日 7 時之時段內，從香港國際機場東北方進場之航機
中，大部分皆使用 CDA。而香港國際機場除了持續鼓勵 CDA 之外，也在 2009
年底對進場航線做出調整，以減少飛行時間進而降低燃油消耗(如圖 3-5 所示)，
於 2010 年約有七萬五千架次受惠於航線優化，共減少約三十五萬噸二氧化碳之
排放。

57

報告中除噪音政策外，亦列出民航處環保政策，但屬於組織營運之內部作法（包括：節約使
用能源與紙張、設備採購與資源回收等），因不屬於研究範圍，故未於本文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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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香港民航處 2010 年整體環保表現
資料來源：香港民航處，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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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香港國際機場進場航線調整示意圖
資料來源：香港民航處，2011。

3.8 新加坡
新加坡民航局（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 CAAS）於 2009 年出
版之年報說明新加坡已發展民航局環境政策（CAAS Environment Policy），以
及航空運輸環境與氣候變遷工作小組，確認民航局有一致之環保作法，且監督
新 加 坡 璋 宜 機 場 （ Changi Airprot ） 與 新 加 坡 飛 航 管 制 單 位 （ Singapore Air
Traffic Control）實施相關之減少環境影響措施（CAAS, 2009）。在飛航管理方
面，透過提升飛航流量、減少跑道使用等候時間等措施，每年約可減少 4,000
噸之碳排。
新加坡璋宜機場環境友善之第三航廈，以及飛航管理效率的提升，可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在國際上，則努力參與聯合國、ICAO 與 APEC 航空污染物任
務小組會議，以及與美國、歐盟、中國與澳洲進行相關之國際航空運輸環境保
護議題之計畫，2011 年藉由參與 ASPIRE，新加坡已改進班機飛行運作的程序
和技術創新以達成減少碳排放。至目前為止，每年減少之燃油消耗已達到
12,000 噸 CO2 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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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澳洲
澳洲政府於 2008 年 12 月發表了國家航空政策綠皮書，經過各方意見修正
後，於 2009 年 12 月公布了澳洲首次的國家航空政策白皮書（National Aviation
Policy White Paper）（Australian Government, 2009）。此白皮書涵蓋四大部
分，分別為「航空與經濟發展」、「飛安與保安」、「航空基礎建設」與「航
空運輸與永續發展」；在「航空與永續發展」部分則包括：航空運輸於降低全
球碳排放之角色，以及減少航空噪音的衝擊等兩大課題。
一、航空運輸於降低全球碳排放之角色
雖然航空運輸佔全球碳排放僅為 2%，但因為航空運輸為持續成長之
產業，因此降低航空運輸所帶來對氣候變遷之衝擊，乃為產業與政府之重要努
力方向。雖然航空產業已透過使用新式較環保機型提升燃油使用效率，以及航
空交通管理等相關措施之採用，但這些仍然不足以抵換航空運輸碳排放之增加
速度。因此，這也是澳洲政府積極提升航空環保效率之原因。
在有關氣候變遷議題上，澳洲政府認同京都議定書，並已提出碳污染
減量計畫58（Carbon Pollution Reduction Scheme, CPRS）；此 CPRS 計畫將包
括：國內航空產業，希望國內航空能達到碳污染減量目標。
在碳排放減量議題上，政策目標為：「確認澳洲航空產業在降低航空
業對氣候變遷影響上，能扮演一積極之角色」。澳洲政府主要作法將包括：
(一)持續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合作，建立國際航空運輸污染物減
量架構，且同時能確保澳洲國際航空公司之權益
於 2009 年 10 月，ICAO 會員國高層會議已達成共識，全球航空業
至 2050 年每年以提升燃油效率 2%（公斤/人公里）為目標，但此目標仍不足控
制航空運輸對於氣候變遷之影響，因此中長期仍須有更嚴格之作法。澳洲政府
將持續透過 ICAO，建議 UNFCCC 能訂定全球航空產業明確之努力目標。
(二)提升航空交通管理科技的應用、強化飛機操作步驟，以提升到離澳
洲與於澳洲空域之飛機操作效率
澳洲飛航服務公司（Airservices Australia）持續與航空公司合作，
採用節省燃油航線，包括在接下來之 5 年內，於澳洲 28 個主要機場發展導航性
能需求操作（Required Navigation Performance procedure，屬於 Performanced

58

CPRS 為澳洲政府所提出之國內碳交易制度，規劃包括澳洲國內約 75%的碳排放量，直接影
響 1,000 家大型公司；但議會反對，因此澳洲政府於 2010 年 4 月宣布將延緩此計畫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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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Navigation 的型式之一）。預計此舉每年將可減少約 12.2 萬噸的 CO2，即
節省 3.9 萬噸的燃油消耗，約可提升 1%之效率。
此外，在長程航線上，Airservices Australia 與美國、紐西蘭、日本
合作的 ASPIRE 計畫，已進行幾個測試飛行，透過各國之飛航服務提供者之合
作，將可有效節省航線油耗，未來亦將擴大至更多亞洲區域航線。
(三)建立機場運作與基礎建設使用效率提升之機制
在機場營運者可控制的範疇內，主要包括：機場航廈具能源效率之
設計、使用替代油料（包括太陽能）、與航空公司及導航服務提供者合作規劃
具效率之飛機操作方式、計算機場碳排放量等，甚至包括：能源、水資源、廢
棄物回收等其他環境保護面向。澳洲政府鼓勵機場將碳減量政策納入於機場環
境政策中，且需納入機場主計畫內。
(四)確保飛航碳足跡之監控、計算與盤查機制之透明化與正確性
正確掌握機場碳足跡資訊，才能展現努力成效，以及設定並達成污
染物減量目標。此外，未來 ICAO 很可能要求其會員國提供航空業碳排放之資
料。澳洲政府以 ICAO 碳計算工具為基礎，進一步開發應用工具，包括：


定期發表澳洲航空路網現有碳排放量與未來趨勢；



環境影響評估需包括碳足跡計算；



計算個人與公司之自願碳抵換量；



提供個別航線碳收費之參考。

二、減少航空噪音的衝擊
在降低噪音影響方面，主要之政策目標：「在瞭解機場對經濟的重要
性同時，需有效管理飛機噪音對於機場週邊與航線下居民之影響」。澳洲政府
將採用各種不同之措施管理航空噪音，降低飛航噪音之衝擊。主要作法將包
括：
(一)淘汰老舊之 Chapter 3 機型：例如 B727 家族之機型；
(二)維持既有之夜間宵禁以及飛機起降次數限制；
(三)透過最近之機場主計畫修訂，降低飛航噪音之衝擊；
(四)澳洲飛航服務公司負責所有機場之噪音監控與抱怨處理，國際間
機場噪音監控作業通常由各機場負責較普遍，澳洲之統一作法較為少見；
(五)藉由 TNIP 之網路互動應用，使得相關人士可以容易取得並瞭解噪
音相關訊息；
(六)透過機場內與週邊之規劃以及與社區之互動，將與航空產業及社
區居民共同處理噪音衝擊問題。
此外，研究人員透過澳洲機場、運輸部與澳洲飛航服務公司之參訪，
提出主要我國可參考之課題包括（詳細之參訪內容參見附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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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民眾有效溝通為降低機場環境影響以及政策推動最有效之工具之一；
在永續性方面，統整社會、經濟、環境與營運為一重要之策略。
- 各國之噪音監控權責有其背景與差異，澳洲機場噪音監控與抱怨處理均
由澳洲飛航服務公司負責。國際間機場噪音監控作業通常由各機場負責
較普遍，澳洲之統一作法較為少見；尤其機場並未負責噪音抱怨處理，
此並非與民眾溝通之最佳方式。
- 許多房地產公司規劃在機場週邊或航道下推出新建案，但機場基於確保
長期永續發展與降低噪音影響，透過法律訴訟捍衛機場週邊土地使用。
當然，透過政府土地使用規劃管制，以及機場與地方政府有效溝通合
作，乃為較有效率減少機場環境影響且確認機場有足夠腹地之作法。
- 雪梨機場噪音之分散（Noise sharing）原則，與許多機場之航線噪音集中
方式剛好相反，例如：法國採用噪音集中（Noise concentration），荷蘭
機場在過去則上述方式皆採用過。機場航道設計是否採用分散或集中方
式，仍應視實際住宅狀況，在與民眾充分溝通後，採取噪音衝擊最低之
作法。
- 以推估數據顯示 EU ETS 對於航空公司之影響，相較於其他稅收或燃油
附加費，轉換成每一乘客成本並不多；而航空公司可利用此機會加速節
能減碳之工作，政府則可教育民眾碳足跡之影響。政府有關碳足跡之相
關報告，在產業之壓力下並未公開，此舉似乎在各國皆同。
- 全球目前已有許多國家之飛航服務組織採用公司化之方式經營，主要希
望提升成本效益，符合經濟效率。澳洲飛航服務公司在環保方面堪稱為
先驅者，無論是噪音監控作業，減少噪音對住戶之影響並與住戶溝通，
或是提升飛航效率，減少燃油消耗與污染物排放，均值得我國學習。
3.10 小結
本章回顧歐洲（英國、荷蘭、法國與德國59）、亞洲60（香港、新加坡與澳
洲）與北美（美國、加拿大）共 9 個國家之民航環保相關政策與措施。表 3-3
統整回顧之國家民航環保作法，包括：噪音、空氣污染、溫室氣體等措施之差
異。

59

60

截至本計畫期末報告結案前，德國則尚未有完整之英文資料，後續應持續追蹤其發展。
本研究亦針對日本進行回顧，但依據其日本國土交通省(2010)國土交通白皮書，其中有關航
空運輸環境保護面向，僅提到有關新式航空器使用，以及機場週邊噪音管制區之規劃與綠化
作業，尚未看到完整之航空環保政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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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各國民航環保政策與措施比較(
)
各國民航環保政策與措施比較(1/2)
國家
英國

整體政策報告
民航白皮書

荷蘭

航空運輸白皮
書

法國

政府與航空產
業簽環保協定

德國

國家環境保護
計畫

美國

航空運輸與環
境報告（國家
願景計畫）

加拿
大

政府與航空產
業簽環保協定

香港

民航處環保報
告

噪音
- 鼓勵低噪音引擎發
展；
- 將 ICAO 作法納入法
令；
- 歐盟等噪音線圖；
- 加強機場噪音管制；
- 使用經濟措施。
- Schiphol 機場持續為
低噪音機場；

空氣污染
溫室氣體
- 使用經濟措施；
- 機場、航空公司與
- 減少機場空側污染
飛航服務組織合
物；
作；
- 提高機場聯外大眾運 - 研 發 新 式 環 保 機
輸系統使用率；
型；
- 使用新式車輛技術； - 產 業 自 願 減 量 協
- 促進產學合作。
定。
- 致力於建立全球污染物交易系統；
- 成為全球第一個氣候中和機場；
- 政府、機場與飛航管制公司合作提升 ATM
效率。
- 改善機場週邊噪音防 - 減少新飛機之污染物排放；
制工作。
- 成立法國民航航太研究理事會；
- 航空公司機隊汰換；
- 改善航空產業環保績效；
- 告知旅客環保訊息；
- 支持 EU ETS 計畫；
- 提升導航服務環境績效。
- 各 機 場 減 少 噪 音 影 - 嚴格之減量目標；
響。
- 經濟措施；
- 遵循 EU ETS 與 SESAR 計畫。
- 深入之科學研究與瞭解；
- 提升 ATM 現代化；
- 鼓勵新航空器研發；
- 發展替代油料；
- 市場經濟措施。
- 持續提升導航系統績效；
- 噪音減量操作最佳化；
- 飛機地面操作最佳化；
- 機場操作環境影響績效評估；
- 提升機場設計；
- 溫室氣體減量最佳措施分析。
- 與社區受噪音影響居 - 香港機場以綠色機場自居；
民 溝 通 ， 處 理 投 訴 - 機場當局與機場承租商合作減少污染物排
案件；
放。
- 監控飛機噪音；
- 徵詢各相關單位意
見；
- 施行減少飛機噪音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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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各國民航環保政策與措施比較(
)
各國民航環保政策與措施比較(2/2)
國家
澳洲

整體政策報告
國家航空政策
白皮書

新加
坡

民航環境政策

噪音
- 維持夜間宵禁與起降
限制；
- 修訂機場主計畫；
- 飛航服務公司下成立
噪音抱怨處理部
門；
- 使用透明噪音資訊軟
體，網路互動應
用；
- 機場週邊規劃與社區
互動。
- 機場噪音管理措施。

台灣*

民航白皮書

- 有效減少噪音污染

空氣污染
溫室氣體
- 持續與 ICAO 合作；
- 提升航空交通管理效率；
- 提升機場使用與運作效率；
- 確保飛航碳足跡監控。

- 政府與飛航管制單位合作提升飛航效率；
- 環境友善航廈；
- 參與國際計畫。
- 降低機場與週邊環境之衝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依據民航局於 2003 年所提出之民航政策白皮書內容（參見 6.2.3 節之說明）。

在民航環保政策與作法，大致可歸類為：


民航政策白皮書包括環境影響議題：英國、荷蘭與澳洲在國家之民航政
策白皮書中均專門針對航空運輸與環境影響進行詳細之說明以及規劃；



航空運輸與環境影響政策報告：美國則出版航空運輸與環境影響之國家
願景報告；



民航局年報：香港與新加坡則於民航局出版之年報中說明其環保政策與
作法；



簽署民航環保協定：法國與加拿大則由政府相關單位與民航產業簽署民
航環保協定。

綜合前述各國航空運輸環境面政策，主要以航空運輸永續發展為主軸，目
標達到：
- 減少機場噪音影響；
- 提升機場空氣品質；
- 減少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排放。
空氣品質規範通常依照當地環保署之規定，而機場之噪音影響或飛航之溫
室氣體排放則由民航局做進一步之規範或設定中長期目標。各國通常依照其航
空運輸產業之特性，訂定其有關噪音或污染物排放之定性或定量目標。有關定
量目標，回顧之內容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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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噪音：英國與法國均希望於 2050 年減少噪音影響至現有之 50%；
二、空氣品質：歐洲國家均遵循歐盟有關 NOx 與 PM 之規範61；
三、CO2 排放


英國與法國有關新式機型均希望 2020 年能減少 50%CO2；



英國希望於 2020 年相較於 2006 年每班次減少 10%排放量；



澳洲依循 ICAO 目標至 2050 年每年提升燃油效率 2%（公斤/人公
里）；



加拿大政府與航空業協定每年燃油效率提升 1.1%。

四、機場


荷蘭 Schiphol 機場希望於 2040 年達到氣候中和目標；



法國巴黎機場在 2015 年前減少飛機 10%地面操作時間；以 2004 年
為基準年至 2020 年前減少每位旅客之能源消耗 20%，至 2040 年則
達到減量 40%之目標；至 2012 年減少地面車輛之 CO2 排放量達
30%。

至於達到環保目標之策略與措施，包括之面向通常為：


新式飛機與引擎；



飛航管理與飛機操作；



機場營運與溫室氣體盤查；



市場經濟措施。

我國應採行之作法包括：
-

建立完整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除需有完整之官方版，未來可與民航
政策白皮書與交通政策白皮書接軌外，同時亦可製作政策宣導版，有效
與民眾溝通；

-

訂定適合我國之政策、目標與策略；

-

研擬重要之民航環保課題。

本研究將文獻分析結果，研擬相關之作法於本報告之第六、七章中。

61

荷蘭有較歐盟更嚴格之 NOx 排放量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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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機場環境保護
機場環境保護政策與措施
環境保護政策與措施
本章主要由機場面探討機場營運所帶來各種不同面向之環境影響議題。近
幾年來，全球已有愈來愈多機場重視環境保護議題，且正視到環境容量將會是
限制機場與航空運輸產業發展之最主要因素，因此，無論於歐洲、亞洲與北美
之機場，許多環境保護之創新作法均逐漸實施與採行。依據 ACI 針對機場與環
境保護之政策報告，主要之環境保護面向包括：噪音、空氣污染、溫室氣體、
永續性（包括：水資源、廢棄物、社區發展與其他相關活動等）、永續指標與
認證、環境認知訓練與溝通等。因此本章首先說明 ACI 機場環境政策與建議作
法，接著探討機場 EMS 執行步驟與方法，並進行詳細之機場個案分析。
4.1 ACI 機場環境政策與建議作法
ACI 為國際機場理事會，我國機場雖然非其會員，但仍應瞭解其各種建議
作法，以期達到符合國際標準之機場環保工作。ACI 近幾年出版機場政策與建
議作法手冊，2009 年底之報告為最新版（第 7 版），其中有關機場與環境影響
部分即有約 30 頁之多，接著將主要內容依據不同環境面向摘要如下。
4.1.1 噪音

噪音依舊是對地區影響最明顯的因素，地區居民可能會因此反對建造基礎
設施或擴建機場，造成機場增加運量上的限制與約束。有關噪音部分之政策與
建議作法列示如表 4-1。
表 4-1 ACI 政策與建議作法 – 噪音(
)
噪音(1/4)
政策

1. 減輕或降低有關
飛機噪音對人體
的影響

2. ACI 支持 ICAO
的噪音平衡方法
(BA)

建議作法
- 遵循 ICAO 噪音認證標準。國際民航組織 ICAO 在 1944 年制定芝加哥
公約，其中的附件 16 第 1 卷制定航空器在起飛與降落時的噪音標準。
這個標準通常是由其會員國共同認知通過的，而這些標準是 ICAO 在
解決飛機噪音問題上有效且主要的手段。
- 機場衡量噪音的地點分為三部分，包括：起飛中線測量點、起飛側向
測量點以及降落中線測量點。附件 16 第 1 卷的噪音的限制適用於第
二、第三以及第四代的航空器。大多數的先進國家已於 2002 年禁止第
二代機型的營運，故目前大多數的飛機須符合第三代的標準。
- 有關第四代機型的限制由 2001 年制定後已於 2006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
生效。對於第四代航空器的限制標準，是其在三個測量點的分貝值
上，相加後至少需小於第三章的標準 10 分貝以上，並未要求各測量點
皆有改善，而是加總後降低至少 10 分貝即可。
ICAO 建議之降低飛機噪音措施，四項措施包括：
(1)減少噪音源；
(2)土地的利用規劃；
(3)減少噪音的產生過程；
(4)營運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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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ACI 政策與建議作法 – 噪音(
)
噪音(2/4)
政策
3. 減少噪音源是最
有效且最持久的
方法

4. 土地的利用與規
劃是減少噪音的
有效工具

5. 對於噪音和其他
易受噪音影響的
建築，隔音是解
決辦法之一

6. 透過噪音減 量操
作方式可降低航
空器的噪音水平
空器的噪音水平

建議作法
- 未來航空運量的增加應由不斷改善的技術與科技來抵消增加的噪音。
- 支持 ICAO 組織下之 CAEP 對噪音標準定期更新之作法。
- 機場應與當地或地區政府溝通，並確保在機場週遭的土地使用是不受
噪音影響的。
- 在大多數情況下，機場是以等噪音線圖來衡量噪音(如 Leq、Ldn、Lden、
NEF、ANEF 等)，並依其進行週遭的土地規劃。在特殊情況下(如夜
間)，可使用平均噪音值，而在部分特定事件上使用 Lmax、SEL、EPNL
來測量。
-在噪音衡量上，應將未來的交通量增長、未來新的機隊、新的基礎設
施(如：跑道、航廈、滑行道等)都納入預測。而預測應至少預測未來
30 年。
- 在受噪音影響的地區，一定存在現有的住宅或無法與噪音兼容的事
物，因此在土地利用規劃上，應避免再增加更多無法兼容的事物，包
括增加居住密度等。
- 國家(或地區)政府應密切的與機場及航空公司協商並立法；機場周圍的
土地規劃應避免會受到噪音嚴重影響的建設。
- 如果當地狀況無法避免新增住宅或其他會受噪音影響的建築物，則地
方政府應規定新建築應採用適當的隔音與空調設施，來降低室內受影
響的噪音。
- 隔音的目的是為改善建築物內部的噪音，但通常僅限於有人居住的地
方，如：寢室、客廳、廚房等。車庫、浴室及洗衣間不在範圍內。
- 一般情況下，噪音進入屋內的主要途徑有窗戶、天窗、屋頂、天花
板、牆壁和通風口。輕型建築的窗戶、天花板、牆壁等可能需要相當
程度的升級。扭曲變形、不適合或沒有密閉功能的窗戶可能全部需要
更換。
- 隔音應該只視為解決辦法的一部分，因為不能解決外部噪音的問題。
- 根據當地氣候、通風及空調設備的安裝是必要的，因為隔音只有在窗
戶或通風口關閉的狀態下才能發揮作用，因此舉例來說、熱帶地區的
永久通風口可能需要永遠關閉。
- 隔音及改造方案的成本應由機場使用者負責。而新建築隔音設備的成
本應由業者或開發商負責。
- 透過營運程序改善來降低噪音的方案，應由相關利益者，包括：機場
營運者、駕駛員、飛航服務提供組織、社區代表共同參與制定。
措施包括：
 減少起飛噪音的方法，如：限制引擎推力以及翼襟使用的管理；
 減少降落噪音的方法，如：使用 CDA；
 提出對飛行軌跡及使用跑道的優惠；
 將航班集中在人口密度低或對噪音不敏感的地區；
 在人口密集區分散航班；
 班機重新編排；
 限制引擎運轉及地面設施的使用。
- 以上措施應通過檢測及法定程序。
- 以上措施應該評估對燃油消耗以及廢氣排放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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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ACI 政策與建議作法
)
政策與建議作法 – 噪音(
噪音(3/4)
政策
7. 限制營運可以在
敏感時間降低噪
音，通常指夜間

8. 機 場 的 噪 音 監
測，是在解決噪
音上一項重要的
過程

9. 與受到噪音影響
的社區居民互動
是一個重要的工
具

10. 噪音指標提供了
一個與社區溝通
的寶貴工具

11. ACI 在航空環保
委員會問題上的
職責

建議作法
- 可以限制營運的數量(起降數限制)，或限制跑道的使用及飛行軌跡等。
- 通常夜間有較嚴格之噪音規定，在此情況下使用較安靜的航空器則可
營運較多班次數。
- 噪音監測必須使用專業設備，包括：麥克風、電腦自動記錄設備、測
量儀等。監測的原因主要包括：
 確定和追蹤住宅區的噪音水平；
 單一航空器及整體機場的噪音監督與遵守情況；
 測量噪音水平來衡量收費標準。
- 在選定一個永久或臨時的監測點時，應考慮到背景及環境噪音，如：
公路、鐵路、氣象、動物以及安全和定期維護等問題。
- 如果測量點的位置過於遠離機場，則測量上就會缺乏準確性。而最重
要的是，必須能夠清楚區分航空器噪音與其他噪音源。
- 自動化系統應與雷達及其他航空器識別系統連線，以確保記錄的是航
空器產生的噪音，並確保每一狀態的噪音皆有捕捉到。
- 各式各樣的因素影響著居民對機場噪音的感受程度。透過溝通互動來
最大化居民可以接受的噪音。可增加機場的營運量，增加機場的成長
潛能。
- 許多機場提供專用設施給社區居民投訴，包括：專線電話、圖文傳
真、電子郵件等。
- 一個投訴處理系統，應該包括下列項目：
 投訴服務的良好宣傳以及方便使用的電話線、網路等；
 系統性的投訴處理過程，分析內部、外部報告確保一致性及透
明；
 有保障的回應、解釋、確認與後續行動。
- 對投訴處理制度定期的績效評估。
- 許多機場發現，以單一事件為基礎的噪音指標，與居民溝通上會較優
良。以平均噪音水平來衡量，在越來越多的地方被認為是無意義的。
- 替代或補充的噪音指標如：Lmax、SEL、以及超過最大噪音水平的事件
數(N60 或 N70)。
- 為了與地方社區與政府建立信任和夥伴關係，機場應提供有關噪音與
飛行活動一個明確且易於理解的公式。
- 它可以提供詳細的噪音水平、航空器起降等的重要信息。允許個人可
清楚的瞭解過去、現在和未來有關航空活動的影響。如：澳洲開發的
TNIP。
- A 加權噪音不涉及會對窗戶及物體產生振動的低頻噪音。C 加權噪音
值或低頻噪音值可有更好的估計效果。
- CAEP 應該至少每兩個週期(即 6 年)重新審查其所訂定的嚴格標準。
- ACI 認為 ICAO 的標準應該是引領整個航空業，而不是為現有的航空
器背書。
- 未來對噪音的標準應該對三個測量點以及總噪音量都要進行改善：新
的跨音速航空器以及超音速運輸機都應該符合和亞音速航空器同樣的
噪音標準。
- ACI 支持對航空器單一噪音認證值；ACI 反對使用多重認證標準，噪
音值與其最大起飛重量相關。
- 在 合 格 邊 緣 的 Chapter 3 航 空 器 （ Marginally compliant chapter 3
aircraft）：最吵雜的 Chapter 3 航空器對機場的環境噪音水平有相當大
的影響。ACI 認為那些僅高於認證標準 5 分貝以內的航空器，應逐步
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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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ACI 政策與建議作法 – 噪音(
)
噪音(4/4)
政策

12. 徵收噪音相關費
徵收噪音相關費
用 ， 鼓勵營運者
經營較安靜的機
隊

13. 由地面產生的噪
音源也必須納入
減排措施中

建議作法
- 許多機場都有將噪音相關費用納入收取的降落費當中。收費機制可以
透過航空器的噪音認證標準或者實際測得的噪音水平或其他相關系
統。日本的成田機場是使用 ACI 的噪音評估指標為收費基準。而機場
也都有規定違反標準的罰款，這些罰款通常用來回饋附近社區。
- ACI 噪音評估指標（
）：目前 ICAO 噪音認證
噪音評估指標（ACI Noise Rating Index）
分類系統並不足以分類 Chapter3 及 4 的航空器。ACI 建議使用其噪音
評估指標(Noise Rating Index)來做更詳細的評估。根據此指標，航空器
根據他們三個噪音測量值，使用兩個評級標準，將所有航空器分類為
A 到 F62（ACI, 2005）。
- 由機場地面活動產生的噪音，包括：航空器的啟動、滑行、引擎測
試、輔助動力裝置、地面服務設備、道路交通、供熱/供冷設備等。噪
音限制通常應用在最接近機場的住宅區、房地產等。對於這些噪音源
的噪音限制，管轄權通常來自當地或地區政府。
- 引擎啟動和滑行時產生的噪音可以透過屏障或柵欄來遮蔽。這個措施
只對距離噪音源 50~100 公尺的地區有用。然而，部分選擇居住於機場
的居民，其原因可能是為了可以觀看滑行道的景色。而在超過 100 公
尺的範圍，這些遮蔽就沒有效了，但可透過森林來吸收噪音，不過若
是僅有單個或部分行道樹則沒有任何效果。
- 由引擎在原地運行或地面測試時產生的噪音，通常需要一個測試地
區，這個區域通常為 U 形。這個地區，隔離牆必須堅固且高於引擎高
度，並在表面有隔音防水層。U 形半密閉設施通常可以減少 3 個方向
10 分貝的噪音，但在開放的那ㄧ面就幾乎沒有減少。
- 一個完全密閉的建築可以減少來自各方向 10 分貝的噪音，但必須有適
當的通風。限制引擎的運轉時間是一個簡單的改善方法，但通常夜間
維修需要在早上首次飛行前先測試引擎。
- 要減少由輔助動力系統產生的噪音，可以在航廈或貨物進出點，提供
400 Hz 的電源以及使用預先空氣調節系統(PCA)
- 由地面服務設施所產生的噪音，可透過新式技術或隔音屏障來改善。
- 道路交通所產生的噪音通常管理權不在機場本身。要減少噪音(不減少
交通量的狀況下)，可透過建置屏障、多孔路面和調整道路。
- 由電力設施以及供熱/供冷卻站以及其他設施所產生的噪音，最好是在
設計階段解決，會比後續再進行改善較佳。

資料來源：ACI, 2009b.

全球多數機場均依照 ICAO 的政策建議採用 Balanced approach（包括：由
發生源、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降低噪音之飛機操作程序、營運限制以及噪音
費）管理機場噪音問題。此飛機噪音問題可採用之措施又可大致分類為管制
(regulations)和經濟手段(economic instruments)兩方面來進行。在管制方面又可包
括：飛航操作、地面操作和機場營運管制等三方面，詳細之管制手段涵蓋：

62

亦可參見民航局委託研究計畫期末報告，「航空噪音防制費收費公式之檢討」，9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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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飛航操作(Flight operations)方面


飛航航線規劃（環保航線）(Preferred noise route, PNR)：避開住宅密
度高之航線規劃；



噪 音 管 制 進 離 場 程 序 （ Noise abatement procedures on landing and
takeoff, NAP）：航線規劃避開住宅密集區域，許多主要之歐洲與美
國機場，通常機場當局與主要飛航之航空公司會共同測試研擬，在
不影響飛機操作安全之情況下，使用各機型之噪音干擾最小之飛航
操作程序；例如：荷蘭 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 與 AirFranceKLM 航空、華盛頓 Reagan 機場與紐約 Kennedy 機場等。



優先跑道使用規劃(Preferential runway systems)：跑道起飛或降落之
指派；可為噪音影響較小之某一跑道，在天氣狀況許可下優先指
派；或跑道輪替使用，分散對鄰近居民噪音之影響程度等。此方式
需要先進之飛航管理系統(Air Traffic Management, ATM)，航管人員
可在不影響飛航容量之下，達到噪音干擾最小之目標。例如：美國
波 士 頓 Logan 機 場 使 用 ENPRAS(Enhanced Preferential Runway
Assignment System)，協助航管人員指派飛機之起降(de Neufville and
Odoni, 2003)。

二、在地面操作(Surface operations)方面


拖曳飛機（Towing of aircraft）：包括將飛機拖曳至維修棚廠或另外
一個登機門；



引擎發動或測試時間與地點之管制；



APU(Auxiliary power unit)之使用限制；



飛機滑行時引擎之 Reverse Thrust 之限制；



滑行起飛之飛機數量限制：避免尖峰時間太多飛機停等於跑道起
點，可於不影響跑道容量之情況下，降低噪音以及引擎污染物排放
量。

三、在機場營運管制方面


時間帶指派(Slot allocation)參考飛機之噪音等級，進行航空公司機型
與班次時間規劃：歐洲數個機場，例如：荷蘭 Schiphol 機場將飛機
噪音納入 Slot coordination 以進行時間帶之規劃。



營運限額(Operating quota)、夜間限額(Night quota)：通常為各種不同
機型給訂一噪音額度，將各種機型依飛航降次計算噪音總額，不可
超過政府規定之夏季、冬季或一年之總營運限額。例如：英國
Heathrow 機場即使用此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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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總量限制(Noise budget、Noise limit)：噪音之影響範圍或戶數不
可超過一給訂之限制。例如：荷蘭 Schiphol 機場每年於等噪音線圖
(Noise contour)內之噪音總影響戶數與涵蓋範圍，需於荷蘭政府之規
定內。



禁止 Chapter 2 或噪音量大之 Chapter 3 飛機使用，或老舊飛機使用限
制。例如：荷蘭 Amsterdam 機場多年前已禁止 Chapter 2 之飛機起
降，並進一步針對 Chapter 3 飛機引擎之旁通比(Bypass ratio)限制部
分機型之使用。



宵禁(Night curfews)：通常為夜間至清晨禁止飛機起降（但各機場之
宵禁時間或相關規定均不同），星期假日有時有不同之宵禁限制；
有些機場甚至針對違反宵禁規定之航班課徵重罰(penalty)，例如：英
國 London-Heathrow 機場。



噪音罰款徵收(Noise penalty)：可屬噪音管制方式之一。全球許多機
場已徵收噪音罰款，徵收之時機包括：偏離航道、違反晚間營運限
制、超過最大容許噪音值。

美國飛機製造商波音公司（Boeing）彙整自 1970 年至 2011 年之 40 幾年
間，全球機場採行噪音管理措施之數目，由圖 4-1 可看出歷年持續增加之趨
勢，且於過去 15 年間成長較快速，其中以飛機操作程序、宵禁與徵收噪音費之
機場數目最多。表 4-2 列出 2012 年 10 月波音公司統計之 651 個機場中，採行各
種相關噪音管理措施對應 ICAO 噪音政策之機場數目。
表 4-2 全球機場採行 ICAO 噪音管理措施數目
ICAO 政策
發生源
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
降低噪音之飛機操作程序

2012 年 10 月波音公司統計之機場數
- 針對老舊 Chapter 3 機型起降限制（75 個機場）。
- 限制噪音影響範圍（14 個機場）；
- 機場週邊土地分區與補償措施（未於 Boeing 統計資料中）。
- 飛機減少噪音操作限制（518 個機場）；
- 優先跑道使用（366 個機場）。
- 限制 APU 使用（137 個機場）；
- 機場宵禁（241 個機場）；

營運限制

- 限制飛機引擎測試（414 個機場）；
- 限制單一架次噪音量（103 個機場）；
- 限制起降總架次，以限制總噪音量（55 個機場）。

噪音費

- 徵收噪音相關費用（或降落費依飛機噪音量變動）（128 個機
場）。

資料來源：整理自 Boeing website，201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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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1970 年至 2011 年全球採用噪音管理措施之機場數目
資料來源：Boeing website, 2012.

機場通常利用所徵收之噪音費或降落費補助機場週邊受噪音影響之住戶，
主要方式仍以補助噪音防制區內住戶之住宅隔音設備為主。我國之補助住戶單
位乃以行政區域（村、里）為最小單位，因此應補助戶數較實際受影響戶數多
出許多63 。在現有之收費制度下，隨著國內線部分機場航班運量之下降，噪音
防制費徵收金額減少，預期補助住戶設置噪音隔離設備之作業將會更加緩慢與
困難。而運量快速上升之機場（如松山機場）則因為新增受影響住戶，因此所
需補償之住戶數勢必將增加。
相較於荷蘭、法國或美國，這幾個國家之機場，噪音補助範圍完全針對等
噪音線(Noise contour)內之居民，進行非常嚴格之區分64；在一定噪音值上則給
予補助，以戶為單位，並非依照村里之整體概念。
至於補償區域因各國使用之噪音指標不同，因此甚難有一比較基準，但以
美國為例（與我國相同皆使用 Ldn (Day Night Noise Level)噪音指標），其補助
區域乃至 DNL 65 分貝，較我國嚴格；在補償金額方面，各國通常規定室內音
量應低於一定值，因此依照所需之隔音設備多寡，其補償金額差異相當大。

63

我國目前噪音補助範圍界定完全依據航空噪音防制區，與等噪音線沒有絕對的相關；建議未
來相關政策可明訂在等噪音線之下限值(Threshold)內之影響戶數，依法可給予補助，此舉將
可使得補助戶數即為實際受影響戶數。

64

依據荷蘭民航局之規定，若等噪音線通過一個住戶之房屋，則噪音隔離設施僅包括等噪音線
內之門窗，而等噪音線外之門窗則依照規定不予設置任何隔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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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空氣污染

在空氣污染部分，ACI 建議政策與作法如表 4-3 所示。
表 4-3 ACI 政策與建議作法 – 有關機場污染物與區域空氣品質(
)
有關機場污染物與區域空氣品質(1/3)
政策

建議作法
- 對空氣品質的管理主要分為：1.評估、2.影響；
- 評估包括下列步驟：

1. 減少或減輕與航空產業有
關的空氣污染

- 空氣品質的規定與標準；
- 量測與監測；
- 污染物盤查；
- 擴散模式。
- 大多數的國家都有其空氣污染的法規與標準，包括：氮氧化
物、一氧化碳、臭氧、硫氧化物、懸浮微粒、碳氫化合物。
在部分地區，懸浮微粒被列為對健康影響最嚴重的物質。
- 污染物有時根據地點來評估(如：住宅區)，有時依據影響時間
(如：1 小時、24 小時)，為了保護人民健康與福祉，各國政府
通常都會設立相關規定，在沒有自行設置標準的地方，國際
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WHO)也提供指導方針。

2. 應根據當地空氣品質
應根據當地空氣品質的法
品質的法
規與標準來評估

- 氮氧化物通常是機場最關注的污染物，主要來源除 LTO 階段
的起飛降落還有滑行與怠速。而機場周圍道路的車輛排放也
是主要來源。其他排放源包括：APU 的使用、地面服務設施
(GSR)、空側、陸側車輛、地面運輸、電力設備、建築、消
防訓練等等。
- 機場應監測本身及機場週遭的空氣品質，採取減少污染物排
放措施。
- 機場對空氣品質的管理，首先應監測空氣品質的狀況，評估
確定機場應遵循當地哪些法規，以及確定各項污染物種類。
- 監測各種污染物的具體濃度通常是根據國家規定、方法或標

3. 監測

準來進行。在所有監測都符合標準的情況下，則目前的空氣
品質即合乎規定。而未來隨著機場活動改變，可能會有不符
合標準的情況發生，則必須進一步調查。
- 污染物盤查歸納並量化了各種機場與非機場的污染物來源。
- 機場相關的來源包括：航空器 LTO 過程，航空器滑行、APU
的使用，航空器引擎發動的測試階段、地面服務設施(陸側與
空側)、電力、暖冷氣、除冰、消防、乘客與員工的車輛、計
程車、公車、火車。
- 非機場來源包括：附近任何的工業、交通運輸。此部分的空

4. 污染物盤查

氣污染與納入考慮的範圍，通常與該地的法規有關，規定主
要取決於當地的地形、氣候、地理。
- 盤查亦需將各污染源的排放地點與排放時間納入（即空間與
時間的分布）。每項污染源在哪？每個時間的污染物排放種
類？清單的建立是希望可以預測並減輕未來有關空氣品質的
問題。預測考量到未來的機隊組合、未來的乘客量、航空器
起降數以及基礎設施的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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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ACI 政策與建議作法 – 有關機場污染物與區域空氣品質(
)
有關機場污染物與區域空氣品質(2/3)
政策

建議作法
- 污染物的排放清單僅建立某一時期污染物的排放量。大多數
對空氣品質的監測與監控是根據當地空氣中的污染物濃度來
衡量。
- 要建立擴散模型，考慮的因素必須包括：距離、天氣、地
形、建築物以及會產生化學變化產生二次污染物的物質(如：

5. 擴散模式

氮氧化物會轉換為臭氧及醛類)，這通常會是一個複雜的計
算，需要特定的方程式才可求出。
- 理想的狀況下，可根據污染物清單找到主要的空氣污染源。
如果空氣中監測到過多的氮氧化物，而根據排放清單主要是
來自於航空器的 LTO 階段以及運作於機場週遭的汽車所導
致，則可以據此訂定合適的解決方案。
1.管制措施
管制措施：制定污染物排放與營運限制(主要針對引擎、APU
管制措施
標準與限制等)。

6. 解決空氣品質的污染物排
放策略應具備四項主要
措施

2.技術措施
技術措施：透過技術改善來減少污染物排放(觸媒轉化器、地
技術措施
面支援設備等)。
3. 營 運 措 施 ： 透 過 減 少 燃 油 消 耗 、 改 變 工 作 時 間 及 程 序
(ATM、飛機維修)。
4.經濟措施
經濟措施：創造經濟誘因來改變活動方式或使用低碳設施(排
經濟措施
放費、交易制度)。

7. 由排放源改善減少空氣污
染

確定現有與未來的空氣品質問題，機場應發展與制定計畫來減
少污染物(源)的排放量。
- ICAO 的附件 16 第 2 卷，航空器的排放認證，對於航空器在
起飛與降落期間，限制其氮氧化物、碳氫化合物、一氧化碳
和煙霧的排放量。而對新航空器引擎的排放標準，通常需通

8. ACI 認為 ICAO 應利用
其權利，訂定對氮氧化

過其會員國的認證，這也是 ICAO 主要降低污染物排放的手

物更加嚴格的 CAEP 標
準

- ICAO 的航空環境保護委員會(CAEP)在 2010 年的會議上發展

段。
一個對於氮氧化物排放的新標準。新的標準將僅適用認證生
效日之後的航空器引擎。
- 2007 年，ICAO 發表對飛機引擎空污費以及地區空氣品質的
指南。
- 航空器引擎通常是機場氮氧化物以及其他污染物的最主要來
源，但是對這超過一半以上的排放貢獻量，機場通常沒有辦
法控制。

9. 透過降低航空器滑行、
透過降低航空器滑行、排
隊以及 APU 的使用來降
地對空氣品質的污染

- 減少滑行和排隊，如：建設高效率的滑行道、虛擬排隊、擴
建航廈登機門與跑道容量，將有助於降低燃油消耗與污染物
排放。
- 提供電力(400 Hz)以及在登機門與貨物裝卸處提供空氣預先調
節設備(PCA)，使飛機關掉輔助動力裝置(APU)。部分機場針
對此方面是強制規定的。
- 降落費的收取是用來激勵營運者使用較低排放的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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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ACI 政策與建議作法 – 有關機場污染物與區域空氣品質(
)
有關機場污染物與區域空氣品質(3/3)
政策
10. 機場應檢視其基礎設施
的污染物排放

建議作法
機場的污染源，如：鍋爐、發電設備等會產生大量的污染。應
採取措施，設法減少其污染物排放，如：改變使用的燃料、現
代化設備、提高效率等。
- 大部分的地面設施使用傳統的柴油與汽油來運作，其所生的
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與懸浮微粒約佔機場總排放的
10~15%。

11. 應 探 討 地 面 服 務 設 施
(GSE) 以 及 地 面 車 輛 降
低排放量的機會

- 地面服務設施及車輛應做好維修並保持良好狀態，狀備亦需
現代化。
- 替代燃料與汽柴油相比，可以大幅提升空氣品質，包括：使
用天然氣、低排放車、氫氣車、電動車等。
- 節省燃料消耗，包括：使用混合動力車以及教導司機駕駛方
式(低加速、緩煞車)，都可降低移動設備的污染排放。
- 應以減少活動量為目標，並提供營運效率及使用較低污染的
車輛。
- 降低汽車廢氣排放可透過禁止上下乘客及提供大眾運輸。飯
店及租車的往返應合併以減少交通量，並禁止汽車怠速運
轉。
- 對於綠色車輛，如：混合動力的汽車、計程車等，可提供停

12. 應檢討陸側運輸車輛及
聯外運輸降低污染物的
機會

車費優惠或計程車優先排隊。基礎設施方面可提供充電、氫
氣站、天然氣等。
- 機場可以發展自己成為一個複合運輸系統的樞紐，包括：本
地與區域的客運站、設置火車、輕軌、捷運、地鐵、國際列
車的車站。其他，如：可來往於市中心的快速列車及機場外
辦理登機手續等。
- 機場也應提供誘因給工作人員來減少車輛的使用。例如：獎
勵或輔助使用大眾運輸、提供單車族所需的設施(淋浴間、更
衣室、自行車架等)。

13. 與機場週邊合作

機場應鼓勵、支持(甚至要求)機場週邊的所有住戶合作並提供
他們的減排計畫。

資料來源：ACI, 2009b.

4.1.3 溫室氣體與氣候變遷

二氧化碳是最常見的溫室氣體，它可以作為機場在列定溫室氣體清單時的
起點，機場最大的 CO2 來源通常是來自於航空器燃燒燃油而來。機場使用各種
不同的定義來估算由航空器產生的排放量；部分是根據在機場消耗的燃油而
來，部分計算航空器的輪子還在地面時的排放量，部分計算整個 3,000 英呎以
內的 LTO 階段；由航空器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約佔機場排放總量的 50~80%。
ACI 認為 ICAO 應制定一個對減少污染物排放的長期計畫目標與指標，並
明訂至 2050 年時航空產業應當達成的減量目標。相關之建議政策與作法則列示
如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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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ACI 政策與建議作法 – 有關機場溫室氣體與氣候變遷
政策
1. 盡量減少或減輕航空產業
對氣候變遷的影響

2. 機場應盤查
機場應盤查與機場有關的
盤查與機場有關的
溫室氣體，並明定各責
任、所有權與位置

3. 目標與行動計畫應朝碳中
和的方向制定
4. 使用 APU 以及減少航空
器的滑行、排隊來降低
溫室氣體
5. 機場應盤查
機場應盤查地面作業的設
盤查地面作業的設
施與車輛，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的機會
6. 機場應探討
機場應探討陸側的車輛及
探討陸側的車輛及
聯外運輸系統，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的機會
7. 新建築應採最新技術，
新建築應採最新技術，擁
有最佳能源效率與降低
溫室氣體排放
8. 應檢討目前建築物的能源
效率，
效率，並進行改善
9. 現有的建築以及使用的玻
璃，應有最佳的隔熱絕
緣效果
10. 改善營運程序也可提高
改善營運程序 也可提高
能源效率
11. 在可行的狀況下使用再
生能源，
生能源 ， 以減少石化燃
料的使用
12. 碳 抵換在達到碳
抵換 在達到碳中和
在達到碳 中和的
中和 的
目標上是重要的，
目標上是重要的 ， 但不
能因為抵換
能因為 抵換而降低為減
抵換 而降低為減
少污染物所做的努力

建議作法
- 機場應持續進行可直接控制與間接控制之污染物減量行動。
- 機場應協助航空業發展基礎建設、技術、營運及設計策略
等，將有助於減少全球的航空污染物。
- ACI 於 2007 年通過一項決議，會員內的機場承諾將朝碳中和
及減少二氧化碳的目標努力。
- 機場應盤查、明定各項污染物的來源、污染程度以及排放
量。
- 根據機場的控制層面以及影響程度，污染源可分為三大類：
1.直接控制層面：機場必須完全負責此分類中的污染物，
如：暖氣、航廈、發電廠。
2.間接影響層面：機場僅能影響這部分污染物的來源，但污
染物並非由機場本身營運排放的。如：航空器的滑行、排
隊，航空公司的地面設施、飯店接駁巴士、APU 等。
3.些微或沒有影響：城市或地區的地面運輸設施的影響往往
超出機場本身。機場可與運輸設施共同發展，如：建造鐵
路等，但此方面的決定權非機場本身。
- 要明白的分類各項活動其實不容易，且每個機場之前的情況
皆不大相同。如停車場的提供，若一個城市的運輸仰賴汽
車，則機場就必須提供停車場來供民眾使用。而將車輛停放
在機場實際上可以減少旅次及污染物，因為司機就不需要為
了接送乘客，來往於機場兩次。
依據盤查結果，設定污染物減量目標以及行動方案。
降低飛機燃油消耗措施。

降低地面車輛燃油消耗措施

降低地面車輛燃油消耗措施
綠色航廈建築，例如：使用地下蓄水池提供暖氣與空調或廢棄
物產生之電力等。
修建機場使達到能源效率。
- 玻璃應安裝隔熱紙，來降低因陽光照射的熱能。
- 改善目前的暖氣、通風、空調系統(HVAC)，如：安裝變頻馬
達等。
- 在內部與外部照明上，安裝更有效率、壽命更長的燈泡。
- 打開或關閉維修廠的門，可在冬季或夏季做彈性的變化。
- 在無人或較少人活動的地區減少照明設備的使用
- 向供應商購買由水力、風力、太陽能或生物質能所生的電
力。
- 機場使用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太陽能電池等設備。
- 以太陽能來加熱需使用的水。
- 地面設備與車輛使用生物、氫氣等非石化燃料。
- 廢棄物回收利用、再循環。
- 採用購買碳權以抵換不可避免之碳排放量，最常使用之方式
為京都議定書之 CDM。
- 但根本之作法仍盡力減少機場碳排放，將此購買碳權之資金
投資於機場之建設上。

資料來源：ACI, 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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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永續性-系統方法

除了噪音與空氣污染的議題之外，減少水污染、各種廢棄物處理或資源回
收等亦是機場可努力之環境保護項目。資源回收可包括：紙張、玻璃、塑膠製
品、甚至航空公司的枕頭等。洛杉磯機場（Los Angeles Airport）甚至將廚餘製
造產生之甲烷轉變成電力使用。ACI 建議應包括下列項目：
- 減少天然資源的使用；
- 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 廢棄物資源回收；
- 降低對於土地、空氣與水之污染；
- 保護生態。
4.1.5 永續性-報告指標與認證

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ion, KPI）是指量化在行為活動中
對環境產生之影響程度。透過測量和追蹤關鍵績效指標，機場可以評估當前的
狀態並與其他機場做比較，並追蹤其環保措施的績效。ACI 主要建議之 KPI 參
見表 4-5。
表 4-5 ACI 建議之機場環境 KPI(
(1/2)
)
機場環境保護面向

噪音

當地空氣品質

溫室氣體與氣候變化

建築物的節約能源與
用水

地面交通與機場商務
地面交通與機場商務
旅次

建議之 KPI


於等噪音線圖內單位土地面積或受影響戶數。



抵達時使用 CDA 或 NPR 的百分比（我國尚未施行）。



超出噪音限制值之飛航次數（我國尚未有最大噪音限制值）。



夜間引擎發動測試的次數。



機場使用第二、三、四章航空器的百分比。



居民針對噪音的投訴與抱怨次數。



統計機場活動中產生的氮氧化物總量，並細分其各種來源。



統計機場活動中產生的其它主要污染物。



承上，換算為每位旅客、每架班次或每噸重貨物的排放量。



對空氣氣味的投訴次數。



統計機場活動中產生的二氧化碳總量，並細分其各種來源。



承上，換算為每位旅客、每架班次或每噸重貨物的排放量。



每年可購買或生成的再生能源，佔其總能源使用的比例。



每年透過碳抵換或撥款購買的數量（我國尚無施行）。



每年能源的總消耗(包括：電力、煤或其它燃油)，每位乘客或每單
位建築物面積的消耗。



每年的總用水量；每位乘客用水量。



乘客和員工使用各種交通工具的數量，包括：大眾運輸、步行、自



員工使用車輛共乘或其它替代方案的比例數量。



計程車或其他地面運輸使用替代或再生燃料與油電車的百分比。



使用電話或視訊會議來減少相關的旅行。

行車、汽車、計程車、公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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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ACI 建議之機場環境 KPI(
(2/2)
)
機場環境保護面向
土地與土壤污染

廢棄物管理

水資源管理
定期出版報告

建議之 KPI


調查土地(機場面積的百分比)受污染或有問題狀況。



整治土地(機場面積的百分比)。



總廢棄物與每名旅客所產生之廢棄物的數量。



送往掩埋之總廢棄物與由每名旅客產生之廢棄物的數量。



廢棄物回收的比例。



監測水區污染物和合格性評估。



水資源回收的總量與換算為每名旅客之數量。



定期報告最新環境績效，或施行機場環境管理系統。

資料來源：ACI, 2009b.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GRI 是一個領先各界，對環境、社會、經濟方面報告的機構。GRI 首創可
廣泛應用於各界有關永續發展的報告框架，規定經濟、環境和社會績效三個永
續發展支柱的指標。在 GRI 框架下的永續發展報告可應用於：(1)測試有關組織
績效的法律、規範、標準和自願倡議；(2)表示組織致力於永續發展；及(3)比較
隨時間改變的組織績效。
GRI 指南為機場管理當局在其永續發展績效及持續改進的報告上提供一個
依據，這些有環境管理系統的機場，通常也能履行他們在報告中所聲明的事
項。GRI 目前還在發展專門適用於機場的具體準則，定於 2008 年年底開始，
GRI 將與機場及相關利益者共同創造專門為機場設立的準則，該準則將尋求全
球各地的共識來制定。這些準則是自願的，然而，根據應用的基礎不同，記者
的報告就會有所分別。有三種報告方法：(1)自我聲明；(2)第三方意見；及(3)有
GRI 檢查的自我聲明。
環境管理系統（
）
環境管理系統（EMS）
機場採取 EMS，即以系統化的方法來管理、營運、發展相關基礎建設等所
產生的環境問題。機場應保持在對環境最低的衝擊上，並以系統化的方法來解
決對環境產生的影響。這個方法必須涵蓋所有相關人員，如經營者、承租人及
受讓人，並確認他們本身的責任及合作夥伴（航空公司、航管及航廈服務）。
認證(
)
認證(Certification)
認證是指一項新的建築案或改建案，獲得一正式聲明，指出該建案已符合
永續發展概念的整個程序。整個程序通常會確保所有問題都已做好充分考慮，
並為環境投資做最好的宣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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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D(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
LEED(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是由美國綠色建築委員會(USGBC)所制定
之綠建築評級系統，該單位提供一個環保建設相關的標準。LEED 是一個開放
且透明的程序，其中的技術標準是由 LEED 委員會制定，並由目前超過 10,000
名會員的美國綠色建築委員會批准。LEED 的設立是為了滿足下列要求：


建立一個共同的標準來定義何謂綠能建築；



促進整合整體建築設計；



使建築業瞭解環境的重要性；



促進綠色競爭；



提升消費者對於綠能建築優點的認知；



轉變建築產業。

綠色建築委員會的成員，代表建築業的每一部分，發展並持續改善
LEED，其評級系統主要涉及以下六個方面：


永續性；



用水效率；



能源和大氣；



材料和資源；



室內環境品質；



創新與設計過程。

上述認證有分四個層級分別為：合格、銀級、金級、白金級。
BREEM
BREEM 是英國環境建築研究機構對於環境的評估方法，8 個主要的評估
領域包括：能源、運輸、污染、材料、水、土地使用與生態、健康與福祉、管
理等。以上評估的領域適用包括：辦公大樓、工業單位、學校與家庭；而其他
類型建築物，包括：機場航廈等，可特別評估。評估的層級有通過、好、非常
好、完美等共四級。
4.1.6 環境認知訓練與溝通

許 多 機 場 均 每 年 出 版 環 境 年 報 （ Environmental report ） ， 而 已 公 司 化
（Corporatisation）或民營化（Privatisation）之機場更進一步出版企業社會責任
年報（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除了重視環境保護議題外，更進
一步注重整個機場園區與鄰近社區發展相容，以及回饋社會之作法。
機場辦理相關創新之環保活動亦可為趨勢之一，例如：香港機場自 2004
年起進行機場最佳環保競賽，每年有不同主題（如 2007 年為空氣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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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表現最佳之公司，此舉可提升所有在機場之公司，每日營運過程之效率提
升，藉以節省能源與金錢。
4.2 機場環境管理系統執行步驟
機場環境管理系統執行步驟
在環境保護工作方面，全球已有數個機場執行 EMS 且獲得 ISO 認證，有
更多之機場已進行符合 ISO 標準之 EMS 工作。而美國 FAA 於 2007 年已公告機
場 EMS 施行綱要（FAA, 2007），而於 2011 年出版提升小型機場環境績效手
冊，其中亦說明如何建立 EMS 以及個案探討（ACRP, 2011）。機場建立 EMS
主要步驟條列如表 4-6 所示。
表 4-6 機場執行 EMS 步驟
步驟

內容
- 環境政策需由機場主任、管理者或董事會簽名；
- 內容包括：持續改善、符合規範以及減少污染等承諾；

Plan
A. 環境政策

- 環境政策需公告予大眾與機場員工；
- 環境政策提供設定環境目標、績效與標的之基礎。
1. 探討機場活動所帶來之面向與影響
- 面向：機場營運與環境相關面向；
- 影響：正面或負面、直接或間接、機場可控制或其他單位。
2. 確認機場嚴重之環境影響面向。

Plan
B. 建立有效 EMS 步驟

3. 進行相關法令回顧。
4. 建立目標與標的：與環境政策相容，且盡量以可量化指標衡量其
成效。
5. 建 立 正 式 計 畫 ： 環 境 管 理 計 畫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ograms, EMP）提供準則與相關資訊。
1. 各員工扮演角色、責任與能力。
2. 訓練與認知。

Do

3. 對內與對外溝通程序。

C. 設計政策施行系統

4. 文件控制系統：紀錄。
5. 操作步驟控制：達成環境績效之機制。
6. 危機與反應。
1. 執行並定期檢視環境績效。

Check
D. 衡量系統效率與導正
行動

2. 探討原因與預防導正行動。
3. 保存 EMS 紀錄。
4. 執行定期 EMS 審查機制。

Act

1. 資深主管至少每年審視其 EMS 績效。

E. 管理審視

2. 資深主管確認政策與措施依照審查結果，視需要修正之。

資料來源：FAA, 2007.

而上述主要工作之執行頻率，則列示如表 4-7，除了環境政策之擬定於
EMS 執行之初即確認外，其餘之工作項目頻率視需要，由每月、每季、每年至
每三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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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機場 EMS 工作執行頻率
工作項目

頻率

發展環境政策

一次

探討環境面向與影響

每三年一次

發展目標與標的

每年

進行內部審視，準備認證工作

每年

執行 ISO 認證

每年

衡量績效值

每月/每季/每年

與工作小組討論機場 EMS

每季

實施環境目標

持續

資料來源：ACRP, 2011.

4.3 機場個案探討機場個案探討 環境管理系統
選取之個案探討機場，主要選取準則包括：運量、環境保護成效以及資料
獲得程度等，涵蓋歐、美、亞三洲等機場；此外，並配合第三章主要國家之民
航環保政策回顧，盡量選取這些國家之代表機場，以進行縱向政策與措施之整
合。ACI 依據機場年客運量，將機場分類如下（並參見個案機場運量分類表 48）：


第一類（Group 1）：年客運量 2,500 萬以上；



第二類（Group 2）：年客運量 1,000 萬至 2,500 萬之間；



第三類（Group 3）：年客運量 500 萬至 1,000 萬之間；



第四類（Group 4）：年客運量低於 500 萬。
表 4-8 個案機場運量分類表

ACI 機場年運量分類

機場環境管理系統

碳中和機場

第一類
第二類

美國-舊金山
瑞士-日內瓦

瑞典-Stockholm-Arlanda

澳洲-布里斯本

第三類
第四類

其他機場

紐西蘭-Christchurch
英國-East Midlands

4.3.1 英國-East Midlands 機場

簡介
屬第四類以貨運營運為主之機場，2011 年貨運量將近 30 萬噸，旅客數約
420 萬，飛機起降數約 7 萬 5 千架次，主要之航空快遞業者包括：DHL、TNT
與 UPS 均進駐其機場。於 2002 年即通過 ISO 14001 施行 EMS 之機場，為英國
首例；2006 年宣布機場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計畫，預計 2012 年可達到碳中和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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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組織型態：
機場組織型態：民營公司
民營公司
由民營公司 Manchester Airports Group (MAG)營運，MAG 營運四個英國機
場：曼徹斯特（Manchester）、East Midlands、Bournemouth 與 Humberside 機
場，此四機場年運量約 2 千 4 百萬人次。
主管機關與相關單位
英國環境部（Defra）：空氣品質策略（Air Quality Strategy for England and
Wales）。
環境政策
主要目標：
- 以有效管理與永續方式發展機場業務；
- 整合員工專業以控制能源消耗；
- 與相關單位與社區保持溝通與聯繫；
- 發展環境管理系統，有效監控與達成各環境面向目標；
- 符合環境相關管制，並盡可能減少污染。
進行工作包括五大環境課題面向如下，而各面向之政策則列示於表 4-9：
一、空氣品質與聯外運輸；
二、能源與廢棄物；
三、土地與生態；
四、噪音；
五、水質。
環境保護措施
各面向之環境保護政策與措施如表 4-9 所示。
表 4-9 英國 East Midlands 機場環境保護措施(
機場環境保護措施(1/2)
)
環境面向

政策


空氣品質與聯外
運輸

措施

發展聯外運輸策略，減少小汽



提供便捷之聯外大眾運輸；

車使用；



機場專業車輛需通過年度污染物檢



機場操作減少污染物排放；



符合英國空氣品質策略之主要



驗；
飛機空中與地面操作；

污染物監控；



機場污染物監控符合英國空氣品質政



公告空氣品質監控結果。

策，主要包括：NOx、PM 與苯等污染



採用新式替代技術以及能源計



進行廢棄物分類與資源回收；

畫，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監控機場航廈電力使用。

物。

能源與廢棄物



與相關單位合作共同減少廢棄
物，且進行資源回收與再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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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英國 East Midlands 機場環境保護措施(
)
機場環境保護措施(2/2)
環境面向

政策


土地與生態

措施

發展土地與生態政策，維持各



機場週邊規劃步道與野餐區；

種動植物生長與活動。



與當地學校共同進行種樹活動；



保護機場週邊動植物棲息地。



採 取 ICAO 建 議 之 Balanced



規劃噪音環保航線；

approach 控制噪音；



噪音監控與雷達系統；



透過飛機飛航操作減少受噪音



噪音罰款機制：訂定夜間飛機起飛最

噪音


影響居民；

大噪音值，超過此限制值予以罰款。

機場各種作業均需考量如何減

前三年施行總共收取約 8 萬英鎊之罰

少噪音。

水質

金，全數納入社區發展基金中。


等噪音線圖；



採用 CDA：實施率約 75%。



減少化學物品之使用；



監控排放水品質；



監控並控制廢水排放符合管制



減少飛機清洗時之化學物品使用；

標準。



油料儲存設施監控。

資料來源：East Midlands 機場網頁，http://www.eastmidlandsairport.com/emaweb.nsf/Content/。

環境保護指標與成效
MAG 有些環境指標以機場公司總量展現，圖 4-2 至圖 4-3 摘要下列三種指
標近年評量結果，包括：碳排放量、再生能源使用比例與資源回收率等。
1. MAG 機場公司 2007 至 2009 年淨碳排放量（
年）
年淨碳排放量（噸/年

圖 4-2 MAG 機場公司 2007 至 2009 年淨碳排放量
註：包括範疇一、二與部分範疇三碳排放（參見表 5-1 不同範疇污染物之定義）。
資料來源：MAG 機場公司網頁，http://www.magworld.co.uk/sr200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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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G 機場公司使用再生能源供應電力比例

圖 4-3 MAG 機場公司再生能源供應電力比例
資料來源：MAG 機場公司網頁，http://www.magworld.co.uk/sr2009/index.html。

3. East Midlands 廢棄物資源回收率
表 4-10 英國 East Midlands 機場廢棄物資源回收率
資源回收率

2007/2008

2008/2009

2009/2010

2010/2011 目標

East Midlands

30%

46%

84%

50%

資料來源：MAG 機場公司網頁，http://www.magworld.co.uk/sr2009/index.html。

4.3.2 瑞士-日內瓦機場

簡介
日內瓦機場（Geneva International Airport, IATA 代號 GVA）位於日內瓦市
（Geneva）西北方 4 公里處，屬第二類機場。2011 年旅客數約 1 千 3 百多萬，
飛機起降數約 19 萬架次。GVA 已有超過 30 年執行環境保護相關工作，自 1997
年起即開始施行 EMS 以符合嚴格之環境政策目標；而於 2003 年通過 ISO
9001：2000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而目前之 EMS 即符合 ISO 14001 標準。
機場組織型態：
機場組織型態：獨立公營公司
GVA 以獨立公營公司之方式經營。
主管機關與相關單位
- 瑞士聯邦政府（The Federal Authorities of the Swiss Confederation）：空
氣保護法令（The air protection ordinance）。於 2000 年施行二氧化碳減
量法令，目標至 2010 年碳排放將較 1990 年減少 10%。GVA 與聯邦政
府簽訂能源減量協定。
- 聯邦民航局（Federal Office of Civil Aviation, FOCA）：全球最早開始徵
收飛機污染物相關降落費之單位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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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政策
GVA 已整合 EMS 於機場之運作中，而機場所收取之相關環境費用（包
括：噪音費與飛機引擎污染物費用等）均納入環境基金中，作為推行環境保護
措施之用。環境政策如下：
- 符合環境管制規範並參與最新發展；
- 預防並限制航空運輸與機場活動對環境之影響，作法包括：


監控噪音值，並降低噪音對週遭居民之影響；



減少污染物對於空氣、水與土地之影響；



控制能源與天然資源之消耗；



避免危險物質對於環境產生之影響；



減少廢棄物並進行分類；



保存機場位址之自然生態。

- 整合環境因素於機場所有相關單位之運作


展現環境績效指標；



激勵員工將減少環境影響納入日常工作中；



鼓勵機場相關單位活動減少環境影響；



機場供應商具有同樣之環境保護共識。

- 與相關單位、當地民意代表與居民維持良好溝通管道


資訊共享；



共同合作推動政策；



謹慎完成各項環保要求。

環境保護措施
GVA 將環保工作分為八大類，每三年設定環保目標、計畫與行動方案。
表 4-11 列出其 2008~2010 年之環保目標、計畫與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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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瑞士日內瓦機場環保計畫、
瑞士日內瓦機場環保計畫、目標與行動方案
目標與行動方案
環保面向
環境管理系統

目標與計畫

措施與行動方案



強化 EMS 功能；



預計於 2010 年完成 ISO 認證。



通過 ISO 14001：2004 認證。



更新機型依照噪音分類方式；



持續噪音監控；



評估飛機進場操作方式；



措施：



增加夜間噪音限制措施；

* 飛機認證；



降低小型飛機與直昇機之環境影

* 經濟誘因：降落費依照飛機噪音分類

噪音

響；

收取不同費用；



發展機場操作相關等噪音線圖；



進一步執行噪音隔離措施。

* 降低噪音飛機操作措施；
* 夜間航班限制；
* 機場操作噪音限制；
* 週邊住戶噪音隔離措施。



限制進出機場之車輛污染物排



污染物監控：包括：CO2 、NOx 、CO、

放；

VOC 與 PM。（依照聯邦政府空氣保護



限制機場之 PM 排放量；

法令）；



準備施行歐盟飛機引擎污染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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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

費機制 ；


* 經濟誘因：降落費依照飛機污染物排

提高機場工作人員使用環保運具

放分類收取不同費用；

之比例；


措施：

* 限制機場操作之污染物排放：GPU 使

提高旅客使用環保運具之比例。

用、環保地面車輛等。
* 鼓勵使用環保聯外運輸。

能源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減少碳排放；



新航廈使用太陽能；



完成機場能源概念工作；



GVA 與機場其他相關單位與聯邦政府簽



依據污染者付費原則，使用者負

訂能源減量協定。

擔能源使用之實際成本。
水資源管理
土壤與土地管





完成排水系統主計畫。
已避免嚴重之土質污染。

理
廢棄物管理
預防主要風險
自然環境保護



雨水與廢水處理；



全球化水管理納入機場資訊系統。



土壤品質管理；



繪製機場土地污染圖。



強化廢棄物分類；



各種廢棄物分類；



強化列印方法減少紙張消耗量。



使用再生紙。



風險預防已強化。



依據國家航空基礎建設計畫，GVA 需評



依照土地規劃與管理手冊，機場



進行生態調查；

週遭土地已完善保護。



綠色空間管理。

估飛機於機場週邊發生事故之風險。

資料來源：日內瓦機場網頁，http://www.gva.ch/en/desktopdefault.aspx/tabid-16/，201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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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機場與蘇黎世機場於 1998 年即開始徵收飛機引擎污染物費用，與瑞典主要機場並列為
全球最早開徵此環境費用之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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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指標與成效
GVA 提 供 非 常 完 整 之 環 保 指 標 與 各 年 績 效 達 成 狀 況 。 表 4-12 為
2007~2010 年各項指標之成效，包括：運量、噪音、空氣品質、聯外運輸、能
源管理、水管理、廢棄物管理、風險管理與自然環境保護等面向。各類指標除
列出總量外，有些並列出績效（例如人均等）與比例值。

表 4-12 瑞士日內瓦機場環保指標與成效 ~ 2007-2010(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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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瑞士日內瓦機場環保指標與成效 ~ 2007-2010(
(2/2)
)

資料來源：Geneva International Airport, Environment: results and objective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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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澳洲-布里斯本機場
布里斯本機場

簡介
布里斯本機場（Brisbane International Airport, BIA）位於布里斯本市中心東
北方約 13 公里處，屬第二類機場。2011 年旅運量約 2 千萬，20 萬飛機起降
數。依照澳洲政府 1997 年訂定之規範，民營機場需提出五年環境政策，其中包
括：遵循 EMS 標準、確定環境管理目標、政策與行動方案等。
機場組織型態：
機場組織型態：民營機場公司
布里斯本機場公司（Brisbane Airport Corporation, BAC）自 1997 年澳洲政
府施行機場民營化後，開始經營管理布里斯本機場，並以民營公司之方式經
營。
主管機關與相關單位
- 聯邦政府法令（Commonwealth Government）：機場法案（Airports Act
1996 ） 、 機 場 環 境 保 護 規 範 （ the Airport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
Regulations 1997)、機場建物控制規範（the Airports (Building Control)
Regulations）。其中機場環境保護規範主要規定機場需提出機場環境政
策（Airport Environmnet Strategy, AES）、架構、五年行動方案、績效
等；在污染物部分並規範各種污染物濃度標準66。
- 聯 邦 政 府 溫 室 氣 體 計 畫 （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Greenhouse
Challenge Plus Program ） 、 國 家 溫 室 氣 體 與 能 源 報 告 法 案 （ National
Greenhouse and Energy Reporting Act 2007）：BAC 依此計畫監控溫室氣
體排放，並依照規範提報溫室氣體排放。
- 基礎建設與運輸部（Department of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執行聯
邦政府法令與規範，並確認機場作業完成其提出之 AES。
- 昆士蘭環保署（Queensl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監
控空氣品質標準。
機場環境管理架構
依據澳洲政府法令，機場不僅需提出完整之環境策略，並需有一套完整之
管理架構；BAC 機場之環境管理架構主要步驟為（參見圖 4-4）：

66

但此機場環境保護規範並不規定飛機之污染物與噪音，以及飛機操作方法等。有關飛機之污
染物與噪音控制屬於澳洲飛航服務組織（Airservices Australia）之執掌範疇，受制於聯邦政
府之飛航導航規範（the Commonwealth Air Navigation (Aircraft Engine Emissions) Regulations
and the Air Navigation (Aircraft Noise)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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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場公司永續與環境政策：永續準則規範與機場環境管理作業；
- 機場公司永續計畫：訂定目標與標的，考量經濟、營運、環境與社會等
四個面向；
- 機場主計畫：機場發展準則；
- 機場環境策略：依據 1996 年機場法令，機場需提出環境策略；
- EMS 與環境行動方案：執行 AS/NZS ISO 14001 標準之 EMS 與行動方
案。

圖 4-4 澳洲布里斯本機場環境管理架構
資料來源：Brisbane Airport, 2009.

環境管理目標
BAC 訂定布里斯本機場之主要環境管理目標如下：
- 持續推行 EMS，並符合 AS/NZS ISO 14001 標準；
- 持續發展環保指標並評估各種環保績效；
- 確認機場管理之各項工作對環境之影響；
- 持續執行能源與水資源效率政策；
- 將 BAC 之各項環境管理工作，有效傳達予機場相關單位與業者、政府
單位與地方居民；
- 維持生態保育工作。
環境政策
BAC 之環境政策最早於 2003 年依據 AS/NZS ISO 14001 規範制定，考量
BAC 營運各種不同面向之潛在影響。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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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 的承諾：
- 以對環境負責態度，經營、管理與發展機場；
- 遵循各項法律規範與標準；
- 加強機場員工環境負責文化；
- 減少機場營運對於環境之負面影響；
- 持續減少廢棄物與污染物產生；
- 持續改善環保績效。
為了達成此承諾，BAC 將：
- 以行動面對潛在之負面環境影響；
- 將機場環境策略有效傳達給員工、管制者、相關機場業者與民眾；
- 發展 EMS，持續訂定且評估環境目標與達成度；
- 定期檢討 EMS 之執行效率；
- 保存機場週邊自然生態與古蹟；
- 提供機場員工環保訓練，並且鼓勵機場承租者與契約商也進行相關工
作；
- 提供員工達成政策目標之資源。
環境管理系統
布 里 斯 本 機 場 依 照 澳 洲 政 府 之 機 場 法 案 規 定 ， 施 行 符 合 ISO 規 範 之
EMS。而在績效監控方面，如表 4-13 所示，不同環境面向之監控頻率從每月至
每年不等。此外，並定期於每季與其機場承租商、業者、政府與社區民眾討論
環境影響課題。
表 4-13 澳洲布里斯本機場環境監控頻率
監控計畫
地面水
地下水
承租商（A/B 等級*）
空側活動與操作
陸側活動與操作
工地
污染物計算
EPA 空氣品質資料檢視
廢棄物
雜草與害蟲檢查
有關地面作業之噪音申訴

頻率
每月
每半年
每年
每月
每月
每月/以及視需要
每年
每年
每季
每月/或視需要
視需要

註：承租商 A/B 等級指環境污染較嚴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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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理面向與行動方案
在其機場環境策略報告中，主要分為 10 大類別，分別說明其背景、環境
管理計畫、現有作法、達成狀況以及五年行動方案。環境管理課題分類為：
- 能源管理；
- 空氣品質與污染物；
- 廢棄物管理；
- 水資源管理；
- 土壤管理；
- 生態；
- 噪音；
- 古蹟；
- 發展中計畫；
- 承租商與契約商之責任。
舉例而言，在空氣品質與污染物部分，其五年行動方案如表 4-14 所示，其
中包括：污染源、污染程度與範圍、管理行動、進行時程、預期結果與報告。
表 4-14 澳洲布里斯本機場五年行動方案-空氣品質與污染物
澳洲布里斯本機場五年行動方案 空氣品質與污染物

資料來源：Brisbane Airpor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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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照澳洲政府規定機場承租商與契約商同樣需負擔其環境管理責任，而
BAC 將其承租商依照其污染程度分為三類：
- A 等級（Level A）：高污染風險，可能會造成實質環境影響；
- B 等級（Level B）：中污染風險，可能會造成環境干擾；
- C 等級（Level C）：低污染風險。
列為 A 與 B 等級之承租商，需依照 ISO 標準提交營運環境管理計畫
（Operat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lan, OEMP），而 BAC 則已發展準則
手冊協助其承租者完成 OEMP。而承租者每年需提報其環境績效予 BAC，近年
亦進行承租商之環保管理訓練，使其瞭解機場之環境策略，並設置委員會
（Brisbane Airport Tenant’s Environment Committee）於每季固定開會。

4.4 小結
依據 ACI 與機場現況回顧，表 4-15 列示出各主要機場重要之環境保護與溫
室氣體減量作法，並與國內現行作法相互比較，並提出我國未來可努力方向。
我國於噪音減量方面因自民國 85 年起即開始徵收噪音防制費，並進行相關之噪
音防制與減量措施，加上近年來於部分機場已有噪音監控系統，因此，相較於
國際間之作法尚屬合宜。
至於在空氣污染與溫室氣體減量部分，於政府這幾年大力推動節能減碳作
業下，以及民航局相關委託研究計畫之進行67 ，已展現初步之成效與掌握基本
廢氣盤查資料，但仍有相當之努力空間。
在其他永續發展方面，主要需加強之工作包括：
- 建立機場 EMS，訂定機場環境政策、進行環保各面向工作；執行機場員
工與承租商等之教育訓練；
- 掌握機場基本環境指標資料，定期發表機場環境績效，與出版環境、永
續發展或企業社會責任年報。

67

主要為本計畫，以及「國際航空器廢氣（含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現況調查及我國因應策略之
研究」（97 年月至 99 年 1 月）與「航空業暨民航局所屬航空站溫室氣體減量推動計畫」
（99 年 6 月至 10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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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我國機場環境保護作法與未來努力方向
)
我國機場環境保護作法與未來努力方向(
未來努力方向(1/2)
環境
面向

主要政策與作法

我國現況

未來可努力方向

發生源減少噪音

依循 ICAO 針對噴射機、螺旋
槳飛機與直昇機之認證規範。

土地使用規劃與管
理

- 航空噪音防制區分級標準：機
場周圍地區依其受航空噪音
影響程度，分為三個等級之
航空噪音防制區；
- 航空噪音防制區土地規劃原
則：地方政府檢討及規劃各
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內之既有
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
- 採用噪音減量飛航操作程序；
- 噪音減量環保航線；
- 機場宵禁；
- 飛機輔助動力系統使用限制；
- 引擎測試與熱車限制。
國內機場夜間宵禁。

依據 ICAO 針對新式機型之最
新規範，修改我國航空器相關
認證管制法令。
- 加強社區相容整合工作；
- 依據最新之等噪音線區域，
補貼受噪音影響居民；
- 加強各機場噪音改善計畫。

飛機操作程序

噪音

營運限制
噪音費

噪音監控

噪音陳情專線及網
頁建置

衡量空氣品質標準

污染物盤查
空氣
污染

飛機引擎空污費

針對航機起降徵收噪音防制
費，以作為各機場噪音防制工
作之經費來源。
環保署依機場周圍地區民眾陳
情及機場營運等狀況，公告指
定了機場應設置自動連續監測
設備，連續監測並作成紀錄，
按季向地方環保主管機關陳
報。目前民航局經營之機場為
16 個，而必須設置自動連續監
測設備者，共計 9 個。
機場網站皆針對航空噪音民眾
陳情列有電話、傳真、意見信
箱及專線，以維護機場周圍地
區居民之權益及身心健康。
空氣品質測量屬於各地環保局
業務執掌，但目前國內機場內
或週邊並未視為特別污染源，
所以並未有空氣品質監測相關
資料。
民航局委託研究計畫「國際航
空器廢氣（含溫室氣體）排放
減量現況調查及我國因應策略
之研究」（99 年 1 月）已進行
地面車輛與航空器起降之污染
物 盤 查 （ 包 括 ： HC 、 CO 、
NOx、PM 與 SO2）。
尚未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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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持續降落操作程序，並量
化其成效

依照各機場航班架次需求，適
時調整宵禁與營運時段。
修改噪音費徵收機制，考量噪
音社會成本（如：實際受影響
戶數）訂定徵收費用。
加強各機場噪音監測及資料應
用。

鑒於現今陳情管道眾多，應加
強統整各管道陳情案之數量與
原因，以利後續分析逐年之變
化趨勢，俾針對民眾之意見與
心聲，擬定相應之改善措施。
- 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
- 特別控制 NOx 污染物排放。

每年定期執行，計算機場各種
污染物排放量。

徵收飛機引擎空污費，或降落
費依據污染物排放量徵收不同
費用。

表 4-15 我國機場環境保護作法與未來努力方向(
)
我國機場環境保護作法與未來努力方向(2/2)
環境
面向

主要政策與作法

我國現況

未來可努力方向

機場地面車輛管制

減少機場地面專業車輛怠速時間。

機場航廈節能

減少航廈能源電力消耗，包括：採
光罩與 LED 燈管之使用。
- 飛機地面滑行與等待時間；
- 提供 GPU 供航空公司使用，取代
APU。
建置新式 CNS/ATM 系統。
提供公車、捷運與高鐵等。

監控機場地面車輛燃油效
率。
使用太陽能裝置

飛機地面操作

溫室
氣體

飛航管理效率提升
聯外大眾運輸
市場機制（包括：
自願減量、空污費
與碳交易）
溫室氣體盤查

資源回收、減少廢
棄物
廢棄
物

水品質與減量

水資
源

報告
與
指標

機場環境指標與年
報
EMS 或 LEED 等

認證

訓練
與
溝通

員工與機場承租商
環保教育訓練

尚未規劃。

提升 GPU 之使用率。

提升 ATM 效率。
提高機場聯外大眾運輸之
使用率。
機場規劃污染物減量計
畫。

民航局委託之另一研究案「航空業
暨民航局所屬航空站溫室氣體減量
推動計畫」（99-100 年）已針對國
內航線之溫室氣體排放進行盤查。
就民航產業而言，以桃園國際機場
為例，其本身有一座四號焚化爐負
責處理解決機場生活 垃圾 污染問
題，經申請人申請固定污染源操作
許可，經符合空氣污染防制法核發
許可證規定，依許可證記載內容進
行操作(99 年 5 月至 104 年 5 月)。
就民航產業或機場而言係屬事業廢
水管理部分，營運或管理單位應申
請事業廢水許可、申報及管制資料
庫，定期進行資料異常查核、更新
維護及統計運算，以掌握機場事業
廢水污染源現況；執行相關水措規
範及落實檢測、監測、申報內容之
管理，維持廢水處理設施功能正常
操作、採取合理的預防措施，以減
少污染產生，並充分 再利 用水資
源，用於衝廁、洗車、綠地澆灌、
道路澆灑等，在環保、節能工作上
都有其正面的貢獻與意義。
已有噪音監控與回饋之相關資料公
告；但並未有全面性之環境年報。

每年定期執行。

本計畫 101 年已輔導臺北國際航空
站完成 EMS 以及 ISO 14001 認證
工作。
民航局委託之另一研究案「航空業
暨民航局所屬航空站溫室氣體減量
推動計畫」（99-100 年）已針對國
內航空業者與航空站 進行 教育訓
練；但機場內之承租商則尚未有相
關訓練。

規劃民國 102 年輔導高雄
國際航空站進行 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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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題屬於環保署規範範
圍，各機場均已遵循環保
署規範。

此課題屬於環保署規範範
圍，各機場均已遵循環保
署規範。

機場出版環境年報或定期
公告環保績效。

松 山 機 場 已 完 成 EMS 工
作，後續可針對其承租商
進行環保教育訓練。

第五章 全球主要機場溫室氣體減量步驟與措施
本章針對近年來最受矚目之機場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進行深入探討，並統
整全球機場污染物與溫室氣體減量措施，接著針對幾個已完成碳中和機場與其
他相關機場進行個案說明。
5.1 ACI 機場溫室氣體管理準則
有鑑於近幾年來全球許多機場均非常重視溫室氣體減量之工作，許多國際
組織 均陸續提出 相關減量 準則與建議 （ WRI and WBCSD, 2004; US ACRP,
2009）；而 ACI 於 2009 年則綜合相關文獻，出版機場溫室氣體管理準則手冊，
利用系統性之架構，說明溫室氣體減量機制之步驟與方法，可作為機場與相關
主管單位之重要參考（ACI, 2009a）。因此，本節將以此 ACI 報告為主軸，說
明機場溫室氣體管理準則、步驟與方法。溫室氣體減量步驟包括（圖 5-1）：


定義（5.1.1 節）：明確定義各專有名詞；



減量動力（5.1.2 節）：為什麼需減量？



溫室氣體盤查（5.1.3 節）：包括哪些氣體？用什麼方法？



訂定減量目標（5.1.4 節）：機場營運者可達成哪些目標？



施行污染物減量措施（5.1.5 節）：機場營運者如何達成設定目標？



碳抵換以達到碳中和目標（5.1.6 節）：如何處理減量後仍無法避免的碳
排放量？



審查、報告與認證（5.1.7 節）：如何將成果展現以及得到國際認可？

5.1.1 定義

有關溫室氣體減量主要之專有名詞與定義如表 5-1 所示。其餘英文簡稱與中
文對照表亦統整列示於本報告書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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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有關機場溫室氣體減量專有名詞定義
中文專有名詞

英文專有名詞

定義
機場營運者可為政府單位、公民營公司或民營公司。

機場營運者

Airport operator

（我國桃園機場法人化後將為桃園機場公司，而其餘
之 17 個機場仍由民航局直接營運管理）

飛航污染物

Aviation emissions

所有航線（包括：國際線與國內線）之飛機於各航段
與 APU 使用所排放之污染物。
機場操作（機場與其他於機場之相關業者）所排放之

機場污染物

Airport emissions

污染物，包括：地面設施與地面運具，與飛機於起飛
降落（Landing and Take-Off, LTO）階段所排放之污
染物。
最 主 要 為 CO2 ； 其 他 列 入 京 都 議 定 書 （ Kyoto

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 (GHG)

Protocol）之氣體還包括 CH4 、N2O、HFC、PFC 與
SF6 。 此 外 ， 機 場 排 放 較 多 且 影 響 氣 候 之 氣 體 有
NOx、O3。
或稱為碳平衡、碳零排放。CO2 排放的總量是零，或
者碳足跡是零（net zero carbon footprint）。亦即排出

碳中和

Carbon Neutral

大氣層的二氧化碳的總量與同時由大氣層之中吸入的
二氧化碳的總量是一樣的，此需透過相關減量措施達
成碳抵換目的。

碳中和成長
範疇一
溫室氣體
範疇二
溫室氣體
範疇三
溫室氣體
範疇三 A
溫室氣體
範疇三 B
溫室氣體

Carbon Neutral Growth
Scope 1 emissions
Scope 2 emissions
Scope 3 emissions
Scope 3A emissions
Scope 3B emissions

抵換

Offsetting

抵換碳額度

Offset Credit

任何活動成長不再增加排碳量。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機場所擁有或控制的源排放之溫
室氣體。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機場所消耗的輸入電力、熱及蒸
汽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機場其他相關活動之溫室氣體排放，但並非由機場所
擁有或控制的，包括：飛機起降等。
機場可影響之溫室氣體排放，因此可納入於機場之溫
室氣體管理計畫中。
機場無法影響之溫室氣體排放。
透過融資計畫抵換碳排放；機場可購買認證之碳額
度，抵銷其無法避免之碳排放。
非於機場內之減少碳排放計畫之執行與認證。

資料來源：ACI, 2009a.

105

明確定義各專有名詞

定義

為什麼需減量？

減量動力

溫室氣體盤查

包括哪些氣體？用什麼方法？

訂定減量目標

機場營運者可達成哪些目標？

施行污染物減量措施

機場營運者如何達成設定目標？

碳抵銷以達到碳中立目標

審查、報告與認證

如何處理減量後仍無法避免之之碳排放量？

如何將成果展現以及得到國際認可？

圖 5-1 機場溫室氣體減量步驟
資料來源：ACI, 2009a.

5.1.2 減量動力

有許多原因使得機場需要監測並管理溫室氣體，而隨著動機與管制規範的
不同，機場營運者將有不同之目標與行動方案。各種不同減量動力包括：
一、自願減量
通常主要的原因造成機場營運者自願減量之理由包括：
(一)提升能源效率節省成本：節省電力或燃油消耗，自然可節省機場
營運者或航空公司等業者之營運成本。
( 二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與 永 續 發 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之概念類似，已受到許多產業與公司之重視，事業
體的經營必須考量其對環境、消費者、員工、社區、供應商與政府等相關單位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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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壓力：機場在進行各項興建或擴建工程時，尤其會受到環保
人士或社區居民的要求或是抗爭壓力。合適的減量行動以及成效，配合良好的
溝通，已成為機場營運者需面對之重要課題。
二、管制要求
各種國際、洲際、國家或區域之管制，舉例而言包括：
(一)京都議定書：此為國際間管制溫室氣體之最主要規範。
(二)EU ETS：歐盟 EU ETS 已施行多年，自 2012 年已將航空產業納
入。
(三)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例如英國政府已訂定政策，希望於 2020
年相較於 1990 年減少 26%的 CO2 排放量；而至 2050 年將減少量設定為 80%
（UK government, 2008）。而英國航空運輸白皮書則提出長期機場之發展需達
到碳中和。
(四)美國強制溫室氣體提報：美國環保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要求自 2011 年起所有每年排放超過 25 萬噸 CO2 當量之設施，均
需提出年溫室氣體排放報告。就機場而言則包括：大型的冷凍空調系統或電力
系統所排放之範疇一溫室氣體。
(五)計畫執行條件：如 1991 年瑞典政府允許 Stockholm Arlanda 機場增
建第三跑道時，即限制機場之 CO2 與 NOx 之排放量。此外，英國與美國對機場
擴建或興建計畫均有類似之管制規範。
5.1.3 溫室氣體盤查

隨著減量動力不同，溫室氣體盤查之目標與對象亦隨之改變。依據美國
ACRP（2009）報告，溫室氣體可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層（Level 1）：CO2，約佔機場污染物排放量 95%以上；



第二層（Level 2）：列入京都議定書之溫室氣體，包括：CO2 、CH4 、
N2O、HFC、PFC 與 SF6 。此外，機場排放較多且影響氣候之氣體有
NOx、O3。



第三層（Level 3）：京都議定書之 6 種溫室氣體以及其他會產生溫室效
應之氣體。

建議機場之溫室氣體盤查以 CO2 為最基本要求，再依據資料之取得、重要
性與目標，適度納入其他氣體。
接著以機場是否可控制之分類準則，將溫室氣體分為範疇一、二與三，歸
類方式如下（表 5-2）：


範疇一（Scope 1）：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機場所擁有或控制的源排放之
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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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二（Scope 2）：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機場所消耗的輸入電力、熱及
蒸汽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三（Scope 3）：機場其他相關活動之溫室氣體排放，但並非由機場
所擁有或控制的，包括：飛機起降等。而 ACI 建議可更進一步區分為：
範疇 3A：機場可影響之溫室氣體排放，因此可納入於機場之溫室氣



體管理計畫中；
範疇 3B：機場無法影響之溫室氣體排放。



表 5-2 機場範疇一、
機場範疇一、二與三溫室氣體來源
來源

說明

附註

範疇 一 ：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發電廠
機場自行供應電力、熱及蒸汽。
地面車隊

機場擁有（或租賃）之車隊。

機場維修

機場維修設施：清潔、修復、綠地、其他車輛。

地 面 支 援 設 備 （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GSE）

支援飛機地面服務之機場擁有地勤車輛。

緊急能源

柴油緊急能源發電機。

消防

消防設施。

機場廢棄物

機場營運廢棄物。

範疇二 ：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電力與能源
機場所消耗的輸入電力、熱及蒸汽。
範疇三 ： 機場其他相關活動之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 3A：
： 機場可影響之溫室氣體排放
飛機主要引擎

飛機主要引擎於滑行與等待時間。

APU

飛機 APU 使用。

陸側與空側車輛

所有陸側與空側非機場可管轄之車輛，包括：航
空公司與機場承租商等。

商務飛行

機場公司自身之飛行旅次。

建造

建造活動。

範疇 3B：
： 機場無法影響之溫室氣體排放
飛機主要引擎
飛機主要引擎除了滑行與等待時間之 LTO 階段
（有些機場納入起降航班之總飛行距離）。
GSE

承租商擁有之 GSE。

若機場可提供
替代油料則可
屬 3A

聯外運輸車輛

非屬機場車輛，包括：自用車、飯店與出租車、
公車、運送卡車與貨物卡車等。

機場員工與旅
客可包括總旅
次排放

電力與其他外部能源

由航空公司與承租商外購之電力。

飛機與引擎維修

航空公司或承租商有關飛機引擎維修作業：清
洗、測試等。

鐵路運輸交通

鐵路運輸與其他地面聯外運輸。

機場外廢棄物

與機場有關但於機場外產生之廢棄物。

資料來源：ACI, 2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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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排放源之溫室氣體計算方式則可參照 ACRP（2009）所提供之準則或
各國之相關規範。表 5-3 以英國 Stansted 機場與瑞士蘇黎世機場為例，展現
2008 年機場 CO2 溫室氣體盤查明細，其中以範疇三之 CO2 排放量最高；兩機場
之年旅客數均約為 22 百萬（就客運量而言，與我國桃園國際機場規模類似），
主要之碳排放差異在於：Stansted 機場計算飛機 LTO 階段；但蘇黎世機場則將
起降架次之總飛行航程皆納入計算，因此較 Stansted 機場排碳量高出許多。透
過溫室氣體盤查與推估，可瞭解機場每年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之成效，以及控制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值得說明的是，因機場之營運特性與委外程度不同，因
此碳排放量之範疇歸屬將會隨之變動，各機場仍需依照其特性與需求進行溫室
氣體盤查之工作。
圖 5-2 列出機場溫室氣體排放源之平均排放量比例，若將飛機所有航程均
納入計算，則飛機巡航階段佔總污染物排放量約 79%，而 LTO 則有 12%，兩者
合計即有 91%之多；其次為機場週邊車輛、地面設施、電力消耗與機場內專業
車輛等（ICAO, 2010）。

圖 5-2 機場溫室氣體來源
資料來源：ICA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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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機場 CO2 溫室氣體盤查-以英國
溫室氣體盤查 以英國 Stansted 機場與瑞士蘇黎世機場為例
機場
年份
年起降架次
旅客數(百萬)
貨運噸數
範疇
Scope 1
Scope 2
Scope 3
Scope 3A
Scope 3B
總機場
機場
年份
年起降架次
旅客數(百萬)
貨運噸數
範疇
Scope 1
Scope 2
Scope 3
Scope 3A

Scope 3B

總機場

Stansted, UK
2008
166,493
22.3
198,054
CO2 量（噸）
說明
3,511 包括：自有冷凍空調、車輛與燃油使用。
51,314 電力。
383,502
248,626 包括：飛機滑行、APU、員工車輛、廢棄物與商務旅行。
134,876 飛機 LTO、旅客地面運輸、承租商空側燃油使用。
438,327
Zurich Airport, Switzerland
2008
274,991
22.1
419,843
CO2 量（噸）
說明
30,788 包括：自有發電廠、熔爐、緊急電源、自有車輛與機具。
2,639
3,011,591
包括：飛機滑行、APU、GPU、委外建造、機場地面運
112,260
輸，其中飛機滑行排碳量 89,149 噸。
飛機所有起飛與降落航班至目的地之總飛行、GSE、飛機
維修、聯外鐵路運輸。其中：
2,899,331
- 飛機 LTO（扣除滑行）：159,555 噸。
- 總飛行（扣除 LTO）：2,720,002 噸。
3,045,018

資料來源：ACI, 2009a.

5.1.4 訂定減量目標

機場接著可依據溫室氣體盤查結果，訂定減量目標，可以採用之方式包
括：


設定總量或減量目標：以總量為控制目標，例如：於 2015 年時可相較於
2005 年減少 5%；



以效率為目標：訂定指標，例如：平均每一旅客產生之污染物
（CO2/passenger）控制於一定值或逐年降低。



長期可以碳中和為最終目標：即 CO2 排放量維持一定值，不隨著機場運
量提高而增加。可以範疇一與範疇二之碳排放為基礎（在可行範圍內再
將範疇 3A 納入），將範疇一與範疇二之碳排放控制到最小排放量，再進
行碳抵換之工作，以中和無法避免之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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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施行污染物減量措施

ACI 建議污染物減量措施可從四個面向進行（與 IATA 所提之 4 pillar
strategies 類似）：


管制面措施：管制飛機污染物排放標準；



科技面措施：透過技術與先進科技應用；



操作面措施：改善操作與營運方式；



經濟面措施（市場機制）：提供經濟誘因。
若依照範疇分類之污染物，則減量措施可以包括三大類：
一、機場營運者污染物減量（範疇一與範疇二溫室氣體）


提供現代化的發電設施或冷凍空調系統；或使用環保能源，例如：
太陽能；



環保航廈設計，例如：雙層玻璃、遮陽罩、自然光線、LED（Light
emitting diode）燈等；



環保地面專業車輛以及地面車輛操作時減少怠轉時間、現代化 GSE
設備；



廢棄物資源回收。

二、其他機場相關污染物減量（範疇 3A 溫室氣體）


提供聯外大眾運輸系統、鼓勵聯外公車或計程車使用替代油料等；



減少小汽車怠轉時間；



針對機場使用者與公司單位進行教育訓練。

三、飛航污染物減量（屬範疇 3B 溫室氣體）


提供 PCA，減少 APU 使用；



減少飛機地面滑行時間與距離，減少飛機等候時間；



於飛機降落後可立刻提供登機門使用；



與 ATM 提供者與航空公司合作，提升起降效率；



鼓勵旅客參與航空公司所提供之自願碳抵換計畫。

5.1.6 碳抵換以達到碳
抵換以達到碳中和
以達到碳中和目標
中和目標

在進行可行之碳減量措施後，機場仍不可避免有碳排放時，則可進行碳抵
換工作，以達到碳中和的目標。因此，碳抵換是一種等量補償之作法，透過額
外投資進行之活動，來創造或購買碳抵換額度。聯合國下開發中國家之清潔發
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s, CDMs）即是屬於碳抵換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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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 係為達成京都議定書減量目標的一種彈性工具，經由附件一國家68在
非附件一國家投資溫室氣體減量，並取得減量額度。該額度可依相關規定，用
以抵換排放源的溫室氣體排放。
碳抵換額度需透過實施、監控與認證之步驟，進行機場外之計畫，可行的
計畫可包括：


使用廢棄物再造之能源及環保能源，如：風力、太陽能、生質油料；



碳捕集與封存技術（CCS）；



造林計畫。
此外，ACI Europe 則於 2009 年 6 月提出了機場碳認證(Airport Carbon

Accreditation, ACA)自願性質計畫；其內容為首先瞭解各歐洲機場之排放量，並
鼓勵各機場營運者降低自身控制的機場排放，同時也與機場內其餘單位合作減
量。
5.1.7 審查、
審查、報告與認證

機 場 的 溫 室 氣 體 管 理 計 畫 可 視 為 機 場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EMS）或其一部分，參照 ISO 14001：2004 準則，持續執
行 PDCA（Plan-do-check-act）步驟，各步驟包括：


Plan：回顧減量動力、進行溫室氣體盤查與設定目標；



Do：實施污染物減量計畫，甚至碳抵換計畫；



Check：審查溫室氣體管理計畫、定期更新氣體盤查資料、檢視目標達成
度；



Act：再次審視目標與減量步驟。
如前所述，ACI Europe 所提出之 ACA 計畫則為機場營運者減碳認證提供

一 系 統 架 構 ， 此 計 畫 主 要 包 括 四 個 等 級 ： 勘 測 （ Mapping ） 、 減 量
（Reduction）、最佳化（Optimisation）、中和（Neutrality），透過此計畫之主
要行政單位負責（由英國 WSP Environment and Energy 環境顧問公司擔任），
並組成諮詢會審查各參與機場之認證等級，成員代表分別來自歐盟執委員會、
歐洲民航會議(Europena Civil Aviation Conference)、EUROCONTROL、聯合國
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世界自然基金會

68

京都議定書附件一國家，共有：澳洲、奧地利、白俄羅斯、比利時、保加利亞、加拿大、克
羅埃西亞、捷克、丹麥、愛沙尼亞、歐盟、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愛爾
蘭、義大利、日本、拉脫維亞、列支敦士登、立陶宛、盧森堡、摩納哥、荷蘭、紐西蘭、挪
威、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俄羅斯、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烏
克蘭、英國和美國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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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Wide Fund International, WWF）與大學教授。執行了一年後，至 2010
年 6 月已有 17 個機場通過不同等級之驗證，14 個機場還在審查中。此 17 個驗
證機場佔歐洲航空運輸約 20.5%之運量（ACI Europe, 2010），表 5-4 列出通過
ACA 之機場公司、機場及其認證等級。
表 5-5 更進一步列出 ACA 各等級驗證所需之要件與步驟。目前僅主要針對
CO2 進行認證，有些機場則已有其他溫室氣體或污染物之盤查，未來將鼓勵機
場進行更多溫室氣體之控制。而各等級認證所需之要件分別為：


等級一：勘測（Level 1 – Mapping）：確認機場範疇一與範疇二之 CO2 排
放源，並進行盤查；此外，並確認範疇三排放源。其他溫室氣體亦可納
入但並無強制性。



等級二：減量（Level 2 – Reduction）：發展並實施範疇一與範疇二排放
源之碳管理計畫，需提供衡量、報告與持續減量成效。



等級三：最佳化（Level 3 – Optimisation）：進一步統計範疇三之碳盤查
資料，至少包括：飛機起降、APU、聯外運輸與員工商務旅行。碳管理
計畫則包括：相關單位之投入與持續減量成效。



等級三加：中和（Level 3+ – Neutrality）：機場採用認證之碳抵換方式，
抵銷無法避免之範疇一與範疇二 CO2 產生量，達到碳中和。

表 5-4 通過 ACI Europe ACA 之機場及其認證
之機場及其認證等級
認證等級

資料來源：ACI Europ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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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ACI Europe ACA 各等級認證所需之要件





依據 GHG Protocol 之定義，確認範疇一與範疇二溫室氣體。
蒐集資料並計算前一年度之碳排放。
統整一碳足跡報告。
在提交報告前由獨立之第三單位驗證之，確認碳足跡計算方式符合 ISO 14064 驗證規範。

 完成所有 Mapping 的要求。
的要求。
 提供有效的碳管理步驟
1. 制定低碳政策；
2. 成立委員會負責溫室氣體/碳/能源等事務；
3. 與相關單位溝通有關污染物績效事宜；
4. 建立碳足跡計算與驗證步驟；
5. 監控燃油與能源消耗；
6. 具有碳或能源消耗目標；
7. 建立污染物減量機制與計畫；
8. 衡量各項投資對於污染物排放之影響；
9. 針對員工進行污染物減量訓練課程；
10. 建立改善績效之自我評估與審核機制。
 以明確之數據展現歷年（1-3 年）碳足跡減量成效。
 完成所有 Mapping 與 Reduction 的要求。
的要求。
 將碳足跡擴充至範疇三溫室氣體，包括：
1. 飛機 LTO 階段；
2. 旅客與機場員工之聯外運輸；
3. 員工商務飛行；
4. 其他範疇三氣體。
 機場其他營運者參與，擴大機場範圍之碳排放管理，參與項目包括：
1. 依據機場營運者可影響範圍，將機場其他相關單位進行分類；
2. 明確分配主要單位（如：航空公司、地勤業者）之角色與責任；
3. 提供相關單位訓練與進行溝通；
4. 包括相關單位在內之行動計畫與時程。
 完成所有 Mapping、
、Reduction 與 Optimisation 的要求。
的要求。
 使用國際認證方式抵換可直接控制之碳排放。
資料來源：ACI Europe, 2010.

5.2 機場污染物與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依據奧地利運輸部贊助之 CEIT（Central Europe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研究，利用調查與文獻回顧，以及由 ACI 歐洲與美國分部利用其網頁進行線上
問卷填寫，蒐集了全球 62 個機場 195 項減碳措施進行評比，針對機場營運者直
接排放或可控制之碳排放源，將各類措施分類為：
- 機場運輸；
- 空側操作；
- 能源使用效率；
- 再生能源使用；
- 行政措施與其他（包括社區訓練、環保資訊中心或經濟措施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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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比結果以 Stockholm-Arlanda 機場成效最佳且許多措施皆可適用於其他機
場（CEIT, 2009）。而各類措施最常採用之作法可歸納如表 5-6 所示。
表 5-6 機場碳排放減量措施與作法(
)
機場碳排放減量措施與作法(1/2)
類
別

機
場
運
輸

空
側
操
作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再
生
能
源
使
用

減量措施與作法

最佳個案機場

- 提升大眾運輸系統基礎建設，例如：接 1.瑞典 Stockholm-Arlanda：環保計程車；
駁鐵路或捷運、機場直達巴士、複合運 2.瑞典 Stockholm-Arlanda：機場巴士使用生質
油料；
具中心等；
- 提供環境友善運輸予員工，例如：免費 3.英國 London-Heathrow：員工共乘；
或優惠之大眾運輸費率、鼓勵使用自行 4.奧地利 Vienna：機場至市區鐵路；
5.奧地利 Vienna：市中心專屬計程車服務至鐵
車；
路車站；
- 提供更多資訊與服務予旅客，例如：資
訊系統、於鐵路車站完成劃位與行李托 6.英國 Manchester：綠色通勤計畫；
7.美國 Los Angeles：氫氣加氣站；
運；
- 機場運具使用環保科技，例如：機場巴 8.美國 Fort Lauderdale：汽車臨停區；
士使用生質油料、環保計程車；
9.美國 Los Angeles：機場聯外接駁小巴；
- 機場內提供環保運具，例如：自動運人 10.美國 Boston Logan：環保車輛優先停車區。
系統、無人駕駛電車；
- 其他，例如：鼓勵共乘、環保車輛優先
停車位、汽車臨停區等。
- 機場專業車輛使用替代油料，例如：液 1.瑞典 Stockholm-Arlanda：機場內巴士使用生
態瓦斯、氫氣、電車、生質油料、油電
質油料；
複合車；
2.美國 El Paso：地面設備使用太陽能；
- 減少飛機油料使用，例如：使用 GPU； 3.美國 Portland：地面車輛使用替代油料；
- 機場空側照明採用能源效率措施；
4.美國 Chicago O’Hare：柴油車輛控制；
- 機場提供氫氣加氣站；
5.美國 San Francisco：拖曳飛機至跑道前端等
- 機場提供預先空調冷氣。
候區；
6.美國 San Francisco：使用 GPU 與 PCA；
7.美國 Seattle-Tacoma：地下油料供給管；
8.奧地利 Vienna：地下油料供給管；
9.奧地利 Vienna：壓縮天然瓦斯加氣站；
10.奧地利 Vienna：壓縮天然瓦斯車輛。
- 透過熱隔離建築提升空調或暖氣系統效 1.瑞典 Stockholm-Arlanda：地下蓄水池暖氣與
率；
空調系統；
- 機場航廈與其他建築照明效率提升；
2. 希臘 Athens：綠色建築計畫；
- 機場自行提供能源；
3. 美 國 Dallas/Fort Worth ： 能 源 消 耗 減 量 計
- 減少油料消耗；
畫；
- 綠色建築計畫；
4.美國 Fort Lauderdale：航廈使用 高效能 暖
- 機場裝設紅外線照相機。
氣、空調與燈光系統；
- 機場建物裝設太陽能，例如：航廈、停 1.瑞典 Stockholm-Arlanda：生質油料暖氣系
車場或棚廠；
統；
- 能源生產，例如：再生油料作物；
2.奧地利 Vienna：航廈太陽能屋頂；
- 發電機同時提供電力與暖氣。
3.奧地利 Salzburg：航廈太陽能屋頂；
4.美國 San Francisco：航廈太陽能屋頂；
5.美國 New York-JFK：地熱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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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機場碳排放減量措施與作法(
)
機場碳排放減量措施與作法(2/2)
類
別

減量措施與作法

行
政
措
施
與
其
他

- 環保認知員工訓練；
- 提供環境資訊中心予居民或訪客參觀；
- 定期監控環境目標達成度；
- 導入環境管理系統；
- 碳中和機場，例如：瑞典 Stockholm 與
紐西蘭 Christchurch 機場；
- 與社區合作；
- 機場週邊綠地規劃。

最佳個案機場
1.美國 Seattle：溫室氣體盤查；
2.美國 Seattle：區域空氣清新策略；
3.希臘 Athens：環境資訊中心；
4.希臘 Athens：環保認知訓練；
5.奧地利 Vienna：環保發展基金。

資料來源：CEIT, 2009.

彙整全球主要國際機場針對空污防制之主要作法，對於飛機引擎以及機場
運作污染物排放之措施與規範，機場首先應依照「範疇」將污染源與污染物進
行分類。航空站通常先以減少範疇一與二碳排為目標，其次為範疇三（因涉及
較多單位），此外碳中和機場通常為抵換範疇一、二之排碳，例如：航廈能源
使用、部分空側操作等為範疇一與二，接著再進行範疇三之溫室氣體減量。
因此，依照範疇一至三之順序，機場可採行之溫室氣體與相關空污減量措
施可分為七類，分別為航廈、機場內地面專業車輛、飛機起降與航管、飛機地
面操作、聯外運輸、市場經濟措施與其他等，各項措施包括：
一、航廈
包括：綠色航廈之建造、既有航廈採用各種措施節省能源消耗、航廈
之空調使用環保能源、太陽能發電等。例如：加拿大溫哥華機場（Vancouver
Airport）在國際航廈屋頂上方設置太陽能面版，用此熱能提供熱水；此 50 萬加
幣之計畫，自 2003 年至 2008 年間累計已節省 200 萬加幣之能源減量。美國芝
加哥機場（Chicago O’Hare 與 Midway）與舊金山機場（San Francisco Airport）
也有太陽能面版之設置。其他包括：鳳凰城、波士頓、奧克蘭、蘇黎世、瑞典
Stockholm-Arlanda 機場、曼谷機場等多個機場皆有提升航廈能源效率之相關計
畫。
二、機場內地面專業車輛69
包括：機場營運車輛使用電力發動、油電混合引擎、生質油料或其他
環保替代油料等。但減碳與 NOx 減量亦衝突，相關單位於選擇適合之生質油料
時，應考量污染物排放求得一平衡點。例如：美國鳳凰城國際機場（Phoenix

69

就桃園機場而言，擁有通行證行駛於機場之地面車輛超過 3,000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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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irport）自 1994 年起即有機場車輛使用壓縮天然氣（Compressed
natural gas, CNG），至今已擴充至往來於機場之公車、小巴士與計程車。香港
機場的綠色停機坪政策（Green Apron Policy）則預計於 5 年中將現有之 43 輛車
隊汰換為替代油料或低污染車輛，包括：使用液化石油氣（Liquified Petroleum
Gas, LPG）與油電混和車，此外亦提供固定電源與 PCA 等。而德國法蘭克福機
場（Frankfurt Airport）則使用氫氣燃料車輛為其長期測試計畫。
三、飛機起降與航管
目前許多機場已於航空器降落時採用 CDA。依據波音公司所統計之資
料，至 2010 年 7 月底時全球至少已有超過 50 個機場已採用 CDA 方式，有些機
場採用 CDA 比例較高，有些只有特定時段或是於試驗測試階段。以香港機場為
例，於 2009 年時 CDA 於 23:00 時至 07:00 時採用，且只施行 51 晚，約佔每年
總時數之 4.66%（Boeing, 2010）。
四、飛機地面操作
包括：改善地面作業縮短飛機在地面滑行之距離與時間、用航空站固
定電源取代 GPU、利用 GPU 取代 APU、使用預先空調冷氣70（Pre-conditioned
air, PCA）等。例如：瑞士蘇黎世機場（Zurich Airport）採用固定能源系統
（Fixed energy systems for aircraft, FES）提供電源與 PCA，除可降低污染物亦可
減少噪音；於 2001 年時，此系統節省了 12,170 噸的油料，相當於減少 38,500
噸的 CO2 與 75 噸的 NOx 排放。紐西蘭奧克蘭機場（Auckland International
Airport）已在 10 個國際航廈登機門設置十個 PCA 站，預計每年可減少 189 噸
之 CO2 排放量。
五、聯外運輸
包括：鼓勵到機場的旅客與機場員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提供搭乘地
鐵與公車上下班之機場員工票價優惠、實施員工共乘計畫、減少汽車怠轉之時
間 與 機 率 等 。 英 國 倫 敦 Heathrow 機 場 已 施 行 機 場 旅 行 計 畫 （ Changing
Direction – the airport travel plan）多年，包括 7 萬名在機場工作之員工，給予免
費或折購票之大眾運輸系統、員工共乘、鼓勵步行或騎單車、檢查汽車污染物
排放量等。蘇黎世機場 2003~2004 年之調查顯示，旅客使用大眾運輸系統（包
括 ： 公 車 與 鐵 路 ） 至 機 場 比 率 高 達 59%， 而 機 場 員 工 則 為 28%， 平 均 為
43.5%。奧克蘭與美國波士頓機場（Boston-Logan Airport）給予低污染或替代油
料車輛優先停車權力，計程車則有優先等候權。

70

我國桃園機場已有此一設備，因 PCA 管線與空橋連接，所以又稱為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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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場經濟措施
目前全球已有 23 個機場徵收引擎相關污染費或是降落費依照飛機引擎
排污量加成，此措施主要目標為透過市場機制鼓勵航空公司使用新的環保引
擎，且徵收之空污費專款專用回饋至空污之改善（Boeing, 2010）。以瑞士蘇黎
世機場為例，每年之空污費收入約為 2.0 至 3.2 百萬歐元之間（約為台幣
85~135 百萬），之前約佔降落費之 5%，現已下降至 3.7%（Zurich Airport,
2010）。此收入全數作為空氣污染減量之用，包括：
- 機場與週邊空氣品質監測系統；
- 溫室氣體盤查與擴散模式分析；
- 停機坪提供飛機之固定電源系統；
- 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之設置，提供空側之車輛與設備之用；
- 增設快速滑行道，增加飛機滑行效率；
- 空氣品質管理、研究與發展。
於機場徵收飛機引擎污染物費用方面，自 1997 年起瑞士和瑞典兩國之
主要機場，已針對不同機型引擎課徵空污費。而英國倫敦 Heathrow 與 Gatwick
機場近年自 2004 年開始徵收空污費；而德國法蘭克福、慕尼黑等機場則於
2008 年開始徵收，而丹麥哥本哈根機場也開始徵收此費用。早期機場各有不同
作法，但近幾年歐洲機場遵循 EC 歐洲民航會議 ECAC（European Civil Aviation
Conference, ECAC）之建議，依照飛機起降程序中所產生之 NOx 排放量，再以
HC 排放量係數加權之，徵收不同之飛機引擎空污費，參見附錄十一之計算公式
（ECAC, 2003）。
截至目前為止，全球總計有 5 個國家 25 個機場有機場空污費之徵收。
圖 5-3 比較倫敦 Heathow、Stockholm-Arlanda、德國法蘭克福、丹麥哥本哈根與
瑞士蘇黎世機場之空污費，其中以倫敦 Heathrow 機場之收費金額最高，其次為
瑞典 Stockholm-Arlanda、法蘭克福、哥本哈根與蘇黎世機場。因各機場之空污
費徵收機制皆相同，差異在於每公斤 NOx 排放量之徵收費率，而此機場分別為
（Boeing, 2011）：
- London-Heathrow：6.09 英鎊（約 7.31 歐元）；
- Stockholm-Arlanda：50 瑞典幣（約 5.55 歐元）；
- Frankfurt：3 歐元；
- Copenhagen：16.5 丹麥幣（約 2.25 歐元）。
- Zurich：2.5 瑞士法郎（約 2.00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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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全球已徵收空污費機場比較
註：以 2011 年 4 月徵收標準比較。

5.3 機場個案探討-碳
機場個案探討 碳中和
本 節 首 先 針 對 已 完 成 碳 中 和 之 瑞 典 Stockholm-Arlanda 機 場 與 紐 西 蘭
Christchurch 機場進行深入探討。
5.3.1 瑞典 Stockholm-Arlanda Airport

簡介
Stockholm-Arlanda 機場於 2011 年約有將近 1,900 萬人次之運量，機場的能
源消耗約為 25,000 人之都市；於 2009 年 11 月得到 ACI Europe 之 ACA 認證通
過 Level 3+ (最高級)，為已達到碳中和之機場；此機場於 2004 年至 2008 年間
已減少 50%之碳排放量（ACI-Europe, 2010）。
機場組織型態：
機場組織型態：公營公司
Stockholm-Arlanda 機場是瑞典最大的機場，也是北歐航空運輸重要之樞紐
機場，由公營公司 Swedavia71擁有並經營。機場以具成本效率、安全與功能性
方式經營，包括：營運機場自有之能源公司、財產租賃與國際行銷等。

71

Swedavia 乃由瑞典民航局分割出來之一公營公司組織型態，100%由國家政府擁有，於 2010
年 4 月開始營運，擁有並負責規劃與營運瑞典 13 個機場，包括：Stockholm-Arlanda Airport,
Göteborg-Landvetter Airport 與 Malmö Airpor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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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與相關單位
一、瑞典運輸部（The Swedish Transport Agency）下之民航部門（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負責瑞典民航管制、許可權（permits）與檢驗等。
二、瑞典飛航服務組織（Luftfatsverket, LFV）：公營公司方式經營，提供
瑞典民航與軍方之飛航服務。
三、環境影響問題之決策過程：機場營運或是營運變動皆需先獲得許可
權，此許可權由當地之環境法庭負責（Environmental Court），如：新增跑道或
航道變動；若僅是些微營運變動，例如：新增飛機停放區，則需提交當地之政
府行政單位（Stockholm County Administrative Board）。通常處理一件環境事務
約需要 18 個月之時程。
碳中和機場
碳中和機場 -ACI Europe ACA 認證
Stockholm-Arlanda 機場於 2009 年已得到 ACI Europe 之 ACA 認證達到碳中
和之機場，此達到碳中和之四步驟如表 5-7 所示。
表 5-7 瑞典 Stockholm-Arlanda 機場符合
機場符合 ACI Europe ACA 各等級認證
各等級認證
等級
Level 1 (Mapping)

Level 2 (Reduction)

Level 3 (Optimisation)

Level 3+ (Neutrality)

符合條件
- 機場進行碳盤查，並依其範疇歸類。
- 並通過 ISO 14064（溫室氣體盤查）認證。
- 明確之碳排放減量。
- 透過多項減碳措施，機場於 2004 年至 2008 年間已減少 50%之碳排放
量，至 2010 年可減少 75%。
- 將於機場之營運者納入減碳作業，如：航空公司、餐飲業、大眾運輸
業者等。
- 將無法避免之碳排放，透過投資開發中國家之減碳計畫，抵換等量之
碳量，可採行之方式包括：
1.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被認證的排碳減量；
2. Emissions Reduction Units (ERU)：排放減量單位；
3. Proprietary Ver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VER)：私有認證排碳減量；
4. European Union Allowance (EUA)：歐盟排放配額。

資料來源：Stockholm Arlanda Airport website, http://www.arlanda.se/en/，2011 年 3 月。

減碳措施
經營 Stockholm-Arlanda 機場之 Swedavia 公司，為第一家自願要達到碳中和
目標之瑞典大型公司，且機場之自有碳排放（包括：航廈空調、電力消耗與自
有車輛）達到零碳排放。機場目前之措施主要可分為三大類，
- 運輸；
- 能源；
- 飛航。
各類措施之詳細作法如表 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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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瑞典 Stockholm-Arlanda 機場減碳措施
類別

措施
機場聯外運輸鐵路
機場聯外公車

環保計程車優先等候權
運輸
停車設施
飛機油料由鐵路運送
機場內自有公車
機場地面專業車輛
機場專責能源部門
機場航廈與建物能源
能源
節能地下蓄水池

徵收空污費
飛航
環保進場航線

作法
Arlanda 機場即為一瑞典重要之鐵路轉運站，提供高速
鐵路、長途鐵路與短途通勤之服務。
已有三家聯外公車公司使用再生能源。
給予使用環保油料或油電混和計程車（Ecotaxi）優先等
候排班，此措施施行後環保車輛由 2005 年之 1%增加至
2010 年之 80%（估計於 2007 年減少 3,770 噸之 CO2 排
放）；機場目標希望 2011 年所有計程車皆為環保車
輛。
最佳位置規劃給環保車輛。
自從 2006 年 10 月飛機油料已由鐵路運送至機場車站，
減少每天 50 次油灌車運送次數。
自有車輛使用天然氣。
於擁有許可之機場內行駛車輛，若為環保車輛將給予折
扣。
機場能源部門 Stockholm Arlanda Energy 負責購買與生
產能源。
機場暖氣使用生質油料，而電力則來自再生能源，已達
零碳排。
於 2009 年 Arlanda 機場建造了全世界最大之地下蓄水
池，可提供具能源效率之機場空調與暖氣。每年提供機
場 4GWh 電力與鄰近地區 15GWh 電力，總計 19GWh
（約為 2,000 戶家庭電力消耗）。
最早使用經濟措施鼓勵航空公司使用環保機型引擎：自
1997 年起即開始徵收空污費，依照飛機排放之 NOx 與
HC 徵收不同費用。
可減少噪音與油耗，至 2012 年 80%之降落航班將採用
此方式飛航。

資料來源：Stockholm Arlanda Airport website, http://www.arlanda.se/en/，2011 年 3 月。

5.3.2 紐西蘭 Christchurch Airport

簡介
紐西蘭基督城機場（Christchurch Airport）於 2011 年約有 12 萬飛機起降架
次，560 萬旅客數，為紐西蘭第二大機場（僅次於奧克蘭機場）。於 2008 年 1
月即獲得該國政府成立的公司（Landcare Research New Zealand Limited）認證
為碳中和機場公司（CarboNZeroCert），而至 2011 年已連續四年獲得此認證，
為南半球第一個碳中和機場公司。
機場組織型態：
機場組織型態：公營公司
基督城機場由公營公司 Christchurch International Airport Limited（CIAL）
負責經營。CIAL 於 1988 年成立，基督城市政府擁有 75%之所有權，而紐西蘭
政府擁有 25%。自從 1966 年機場組織法案通過後，機場公司需如企業般營運，
講求績效與獲利。機場收入來源為其飛航收入與非飛航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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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與相關單位
一、環境部（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ew Zealand）：需符合 1991 年
資源管理法案（Resource Management Act, RMA）。在區域空氣污染部分則遵
循 RMA 下之國家空氣品質環境標準（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Standard for
Air Quality），包括：CO、NO2、O3、PM10 與 SO2 等五種排放物濃度標準。
二、地方環境部門（Environment Canterbury, ECan）：基督城機場位於
Canterbury，因此當地之 ECan 為其環境品質標準之執法機關。
碳中和機場公司
碳中和機場公司 – 紐西蘭 CarboNZeroCert 認證
基督城機場於 2008 年已得到紐西蘭 CarboNZeroCert 認證為碳中和機場，表
示 CIAL 營運之自我排碳量經過盤查、管理、減量、購買碳權抵換排碳量之過
程。而排碳量包括：航廈與 CIAL 建物之能源使用、CIAL 車輛燃油消耗、
CIAL 公司之廢棄物。CIAL 於 2009 年碳當量排放為 4,401 噸，主要來源為電力
與 燃 油 等 ， 參 見 圖 5-4 之 排 放 源 與 其 比 例 圖 ， 與 年 度 碳 當 量 如 圖 5-5 。
2009/2010 年主要之減碳工作包括：
- 航廈能源管理：減少 12%能源消耗；
- 減少廢棄物並增加分類；
- 探討以生質油料取代航廈之柴油鍋爐之可行性。

圖 5-4 紐西蘭基督城機場
紐西蘭基督城機場公司碳當量排放源與比例
機場公司碳當量排放源與比例
資料來源：Christchurch Airpor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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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紐西蘭基督城機場公司 2006-2009 碳當量排放量
碳當量排放量
資料來源：Christchurch Airport, 2011.

5.4 其他機場個案探討
本節選取環保成效顯著之美國舊金山機場，與致力於綠色機場工作之香港
機場進行深入分析。
5.4.1 美國-舊金山機場
舊金山機場

簡介
美國舊金山機場（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 SFO）位於舊金山市
21 公里處，2011 年旅運量約 4,100 萬，飛機起降數約 40 萬，屬第一類之大型機
場。2010 年年底，SFO 重建的 2 號航運大樓，成為全美首座獲得「能源及環境
設計金級認證」（LEED Gold-Registered）的機場大樓，於 2011 年 4 月啟用。
機場組織型態：
機場組織型態：政府部門
SFO 為舊金山市與郡（San Francisco City and County）之政府部門之一，屬
公營公有之方式經營。
主管機關與相關單位
- 舊金山市與郡：隸屬於此政府部門之下。
- 美國 EPA：空氣淨化法案。

123

溫室氣體減量計畫
2010 年 SFO 發表氣候行動方案（SFO Climate Action Plan），明列溫室氣
體減量目標、計畫與作法等，目標希望於 2020 年能成為碳中和機場（San
Francisco Airport, 2010）。舊金山政府於 2008 年通過氣候變遷目標與行動計畫
法令（Ordinance No. 81-08 Climate Change Goals and Action Plan），希望達到下
列目標：
- 2017 年較 1990 年溫室氣體減量 25%；
- 2025 年較 1990 年溫室氣體減量 40%；
- 2050 年較 1990 年溫室氣體減量 80%；
因此，SFO 依據其估計之 1990 年機場可控制溫室氣體排放（42,530 噸），
訂定未來至 2050 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上限：
- 至 2017 年不超過每年 31,898 噸溫室氣體；
- 至 2025 年不超過每年 25,518 噸溫室氣體；
- 至 2050 年不超過每年 8,506 噸溫室氣體。
如圖 5-6 所示，SFO 於 2008 年之機場可控制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 31,862
噸，但透過多種溫室氣體抵換措施72（如：PCA、機場內與聯外大眾運輸、能源
效率、生質油料、太陽能與植樹等），其淨排放量為 12,770 噸，較 1990 年已
減少約 70%。

圖 5-6 美國舊金山機場 2008 年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 相較於 1990 年
資料來源：San Francisco Airport, 2010.

72

前述之碳中和機場抵換之碳量是經過認證的，但此處 SFO 則為機場本身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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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O 將 其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措 施 分 為 直 接 減 量 措 施 （ Emission reduction
meastures）與抵換措施73（offset measures）。表 5-9 列示出 SFO 2009 年之相關
措施以及未來計畫。
表 5-9 美國舊金山機場
年
美國舊金山機場溫室氣體減量
機場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溫室氣體減量措施-2009
措施
項目
2009 年減量措施

2009 年抵換措施

SFO 首創措施

措施
- 廢棄物回收；
- 升級鍋爐，減少天然氣消耗；
- 改造聯外公車，採用生質油料與壓縮天然氣；
- 採用 PCA，減少 APU 使用；
- 鼓勵使用機場捷運至市中心；
- 機場內自動運人系統；
- 能源與電力消耗減量；
- SFO 車輛使用生質油料；
- 裝設太陽能；
- 種植 2,020 棵樹，可吸收 121 噸 CO2；
- 夜間 7 點過後所有筆記型電腦皆關機。
- 環保租車誘因計畫（Green Car Rental Incentive Program）：給予租車
公司使用環保或具燃油效率之車輛經濟誘因；顧客租環保車輛亦給予
折扣。此計畫換算衡量結果，抵換每噸碳之成本為 311 美金。
- 旅客碳抵換櫃臺（Passenger Trip Carbon Offset Kiosks）：SFO 於機場
裝設三台旅客碳抵換櫃臺，讓旅客可自願性抵換其旅程之碳排放。於
2009 年 9 月至 12 月間共有 156 件交易，平均每件為 19 美金。此收取
金額將歸於市碳抵換基金（City’s Carbon Offset Fund）。

資料來源：San Francisco Airport, 2010.

5.4.2 香港機場

簡介
香港機場（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HKIA）2011 年旅運量約 5,300
萬，飛機起降數約 33 萬，屬第一類之大型機場。機場 2010 年年報以綠色機場
（our green airport）為封面，報告一開始即展現其環境保護績效。HKIA 於
2008 年 4 月 簽 署 航 空 運 輸 產 業 氣 候 變 遷 行 動 承 諾 （ the Aviation Industry
Commitment to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74 ），以減少環境影響為目標（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2010）。2009 年 4 月開始並舉辦碳減量工作坊，超
過 30 個之機場承租商等相關單位參與減碳計畫；並於 2010 年 12 月承諾至 2015
年整體碳排放量，以每一個 WLU75（Work Load Unit，工作量單位）計算將較
2008 年減少 25%。

73

此為 SFO 之作法，但並尚未有聯邦政府統一管制。

74

2008 年 4 月全球航空產業相關單位，包括：航空運輸組織、航空公司、飛航服務提供單位與
機場等，共同簽署之協定，致力於溫室氣體減量。

75

為航空運輸運量常用單位，每 1WLU 代表 1 個旅客或 100 公斤貨物，為將機場客貨運量加總
之運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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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組織型態：
機場組織型態：政府部門
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AA）是法定機
構，機管局在 1995 年成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全資擁有，專責營運及管理
香港國際機場。機管局受「機場管理局條例」規管，董事會由主席、行政總裁
及 8 至 15 名其他成員組成；機管局管理層包括：來自商界的專才，共有 1,100
名員工。
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香港機場於環境管理工作主要包括：能源效益、空氣品質、噪音管理、資
源回收利用、水管理、生態、綠化與社區關懷等。其中有關能源效益與空氣品
質管理主要措施如表 5-10 所示。
表 5-10 香港機場
香港機場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機場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類別

目標

措施
- 除了利用海水為大型建築物供應冷空氣，還採用變頻電動機及更具效益
的冷凍劑，以提升冷卻系統的效能。

能源
效益

降低每名

- 自 2007 年年初，機管局已經在兩幢客運大樓及辦公大樓換上更具效能

旅客的用

的照明系統，當中包括：發光二極管照明裝置。客運大樓大部分地方

電量

的溫度均維持在攝氏 25.5 度。
- 機場的客運大樓採用熱能效益設計，透過現代化的玻璃幕牆及建築物外
殼，有效反射熱量，以減少空調系統負載。
香港國際機場在 2007 年 5 月簽署了《清新空氣約章》，至今已實踐了約
章內多項承諾。將持續推行以下措施減少空氣中的污染物：
- 為機場禁區的車輛及地勤設備，提供液化石油氣燃料補給站﹔
- 鼓勵廊前停機位的飛機使用固定地面電源及預先空調冷氣；
- 所有新增的機場禁區車輛須為節約燃料型號，並以此為發牌的先決條
件；
- 在飛行區內提供最潔淨的柴油及汽油；

空氣
品質

遵守法定

- 在 2008 年 6 月 1 日實施停車後關掉引擎的規定；

的空氣質

- 分階段全面更新車隊，引入電動車輛（至 2010 年已有 200 輛電動車）

素標準

或節約燃料混合動力車輛；
- 與業務夥伴緊密合作，確保機場備有/提升充電基建，並逐步引入電動
的車輛及地勤服務設備，從而鼓勵機場各機構增加使用電動設備；
- 規定所有機場管理局的柴油車輛必須使用 B5 生物柴油；促使於 2010
年內在機場禁區提供 B5 生物柴油，並鼓勵業務夥伴使用生物柴油。
- 空氣品質監控：在機場範圍設有兩個監測站，並在機場以北數公里的龍
鼓洲設立了第三個監測站，持續監察戶外空氣質素。
- 室內空氣品質：為旅客及機場員工締造健康的環境。

資料來源：香港機場網頁，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201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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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小結
因機場為國家民航產業重要門戶，不管是民營、公營公司或政府（運輸部
門或民航局）直接經營之機場，環境保護課題已是機場營運之重要工作。主要
之環保面向包括：噪音、空氣污染、水資源與廢棄物、社區發展以及其他活動
等。
過去一、二十年許多機場已採行許多相關之噪音減量措施，相較之下空氣
污染以及溫室氣體減量議題，則快速在發展且逐漸形成共識當中。因此，4.2 節
特別針對目前由 ACI 於 2009 年所發表之機場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準則進行詳細說
明，明確探討機場溫室氣體減量步驟，且針對碳認證與碳中和機場所需之條件
進行分析，非常值得我國在相關政策、目標與措施之參考。ACI 建議之機場溫
室氣體管理減量步驟，以及我國目前已進行之相關作法列示如表 5-11，其中並
說明我國未來可努力之方向。
由表可知，我國係從 2008 年開始進行有關民航溫室氣體減量之相關研究與
工作，依循國際發展與我國民航特性已有初步之成果，預計未來兩年在規劃中
之工作完成後，將可明確展現我國機場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機場通常以範疇一與範疇二之污染物為優先減量項目，因屬機場當局可直
接控制或外購電力能源之部分；其次為範疇三之污染物排放，因涉及較多機場
進駐廠商、飛航服務組織、航空公司與旅客等各單位合作減量工作，需規劃適
宜之減量措施與可行之時程。碳中和機場通常為抵換範疇一、二之排碳。
機場內或其週邊之相關產業之溫室氣體排放屬於範疇三之碳排放，其溫室
氣體減量方式可參考澳洲或香港之作法：機場營運者集合相關承租商，進行溫
室氣體減量說明會，考量各承租商之污染程度，設定合理目標，定期檢討其達
成度。
此外，由於桃園機場已法人化，其溫室氣體減量工作已不屬於民航局之工
作範疇，但確認民航局仍應扮演訂定規範與監督之責任。可仿效全球主要已公
司化或民營化機場之做法（例如：澳洲），民航局訂定機場之主要環境保護目
標，由機場提出短、中長期環境策略措施，民航局審閱並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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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我國機場溫室氣體減量管理進度
溫室氣體
減量步驟
1. 定義

是否有相
關作法？
是

2. 減量動力

是

3. 溫室氣體
盤查

是

4. 訂定減量
目標

是

5. 施行污染
物減量措
施

是

6. 碳抵換以
達到碳中
和目標
7. 審查、報
告與認證

否

是

我國相關作法

未來可努力方向

依循 ACI 以及國際慣例，以 CO2 為主
要管制氣體，其他溫室氣體在可行範圍
內亦盡量納入。
1.ICAO 規範；
2.環保署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
3.交通政策白皮書運輸部門 CO2 減量目
標。

除了 CO2 外，機場增加其
他氣體之管理，如：NOx
或 PM。
- 航空產業可遵循 ICAO
每年提升 2%燃油效率
（fuel kg/RTK）目標；
- 機場則依照其營運狀
況，訂定短、中、長期
不同減量目標。
每年定期盤查並公告；將
溫室氣體區分為範疇一、
二與三。

1.在 2010 年 1 月出版之「國際航空器
廢氣（含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現況調
查及我國因應策略之研究」民航局委
託研究案中，即針對我國桃園機場與
臺北國際航空站進行初步之溫室氣體
盤查，污染源包括：地面專業車輛、
機場用電量與飛機起降三部分。
2. 2010 年 7 月民航局委託研究案「航
空業暨民航局所屬航空站溫室氣體減
量 推 動 計 畫 」 ， 於 2011 年 年 底 結
案，已盤查我國 9 個機場之溫室氣體
排放量。
將參考民航局委託研究案「航空業暨民
航局所屬航空站溫室氣體減量推動計
畫」之成果，以及國內外之相關溫室氣
體減量目標與規範，已於 2011~2012 年
訂定適合不同類別機場之減量目標。
1.在 2010 年 1 月出版之「國際航空器
廢氣（含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現況調
查及我國因應策略之研究」民航局委
託研究案中，即已提出我國桃園機場
與臺北國際航空站可行之溫室氣體減
量主要工作方向。
2.民航局委託研究案「航空業暨民航局
所屬航空站溫室氣體減量推動計
畫」，已明確協助機場執行溫室氣體
減量工作。
尚未有相關作法。

已於 2012 年協助臺北國際航空站導入
機場環境管理系統，並通過 ISO 14001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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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依照其營運狀況，訂
定短、中、長期不同減量
目標。

機場持續推行可行之污染
物減量措施，並公告績效

可訂為長期目標

規劃民國 102 年進行高雄
國際機場 EMS 工作。

第六章 我國現行民航環保政策
我國現行民航環保政策與未來方向
現行民航環保政策與未來方向
本章首先說明我國民航環保有關噪音、空氣污染與溫室氣體等相關法令與
作法。接著進一步回顧我國環保署環境白皮書、交通部交通政策白皮書、民航
局民航政策白皮書等，透過前述彙整我國民航環保重要課題，並提出我國民航
環保展望與未來工作方向。
6.1 我國民航環保相關法令與作法
在我國民航環保相關法令部分，主要於噪音與防制方面有特別為航空產業
訂定相關規範，但有關溫室氣體與空氣污染部分則為國家產業政策，並未特別
對民航進行區隔。接著本節將分別針對有關航空噪音、空氣污染及溫室氣體部
分，分別說明如下。
6.1.1 有關噪音部分

目前與航空噪音相關之法規，依其發布單位列出如下，各法規名稱後括弧
內為最近修訂公布日期：
一、立法院通過，總統令頒布


噪音管制法(97.12.03)



民用航空法(101.01.04)

二、環保署發布


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98.06.08)



環境音量標準(99.01.21)



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99.03.11)

三、交通部發布


國營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96.12.26)



國營航空站噪音防制費分配及使用辦法(99.03.17)

四、環保署與交通部會銜發布


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98.07.09)



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98.07.16)

五、國防部發布


國軍所屬軍用機場航空噪音改善經費處理原則(99.03.03)

以下將針對直接影響我國民航環保噪音方面之相關法規，包括：母法「噪
音管制法」及其子法「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依其修正公告時間說明如後，
藉以瞭解我國民航環保法規之走向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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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噪音管制法修訂沿革
有關「噪音管制法」歷次修訂之沿革及與航空噪音相關之內容整理如
表 6-1。噪音管制法為噪音管制的母法，規定了各種形式噪音源的管制方式，授
權予行政機關制定各項行政命令的依據。
表 6-1 噪音管制法修訂沿革說明
歷史沿革
中華民國 72 年 5 月 13 日總統
令制定公布全文 14 條。

說明
母法初公布。
有鑒於噪音污染日益嚴重，特立此法以維護國民健康及環境
安寧，提高國民生活品質。

中華民國 81 年 2 月 1 日總統
(81)華總(一)義字第 637 號令
修正公布全文 26 條。

有關航空噪音相關條文有第 2、9、10 及 11 條，規定事項包
括：授權訂定民用航空器管制辦法及標準、防制措施與監測
等相關事宜。

中華民國 88 年 12 月 22 日總
統 (88) 華 總 ( 一 ) 義 字 第
8800303450 號令修正公布第
3、5、21 條條文。

配合凍省修正相關主管機關。

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8 日總統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09100255740
號令增訂公布第 9-1、11-1、
11-2、12-1、19-1、20-1 條條
文。

將航空噪音「管」制區修正為航空噪音「防」制區；其新增
條文與航空噪音相關之說明如下：
第 11 條之 1 新增有關軍用機場亦需訂定航空噪音改善計畫，
並採取適當防制措施。
第 11 條之 2 規定縣市政府應依此條原則對各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內之既有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檢討及規劃。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3 日總統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0970025315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共 37 條。

茲為符合授權明確性及法律保留原則，並為確實改善噪音
源，管制生活噪音，交通營運或管理機關（構）應負改善交
通噪音之責，及第二次違反本法案件之限期改善規定修正為
按次或按日連續處罰，或令其停工、停業或停止使用，至符
合噪音管制標準時為止，另為加強使用中機動車輛噪音管
制，增訂受理民眾檢舉及通知到檢規定，爰修正「噪音管制
法」。其中修正條文與航空噪音相關者說明如下：
第 15 條 明確規定民用機場、民用塔台所轄軍民合用機場產
生之航空噪音及其他交通產生之噪音，超過環境音
量標準者，應訂定改善計畫或補助計畫。並增訂軍
用塔台所轄軍民合用機場之航空噪音，軍用航空主
管機關應會商民用航空營運或管理機關（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航空噪音改善計畫
並採取適當之防制措施。
第 16 條 增訂現行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之法源依
據，以符法制。
第 29 條 增訂民用機場與民用塔台所管轄軍民合用機場之航
空噪音及其他交通噪音，未檢送噪音改善或補助計
畫或未依噪音改善或補助計畫執行之罰則。

130

(二)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修訂沿革
有關「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歷次修訂之沿革及與航空噪音相關之內
容整理如表 6-2。施行細則主要係將母法中的規定及行政機關實際執行方式做更
詳細的說明與解釋。
表 6-2 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修訂沿革說明
歷史沿革

說明

中華民國 73 年 12 月 20 日行
政 院 衛 生 署 (73) 衛 署 環 字 第
508292 號令訂定發布。

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最初版。

中華民國 82 年 2 月 1 日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82)環署空字第
00748 號令修正發布。

修正條文與航空有關之條文為第 10 條、第 12 條及第 13 條，修
正內容為航空噪音監測與防制措施等相關事宜。

中華民國 88 年 8 月 25 日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88)環署空字第
053055 號令修正發布第 3、
5、6；17 條條文；並刪除第
4 條條文。

配合凍省修正相關主管機關。

中華民國 92 年 10 月 15 日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空字第
0920069032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 6 、 8 、 13~16 、 18 條 條
文；並刪除第 25 條條文。

新增條文與航空噪音相關部分說明如下：
第 13 條、13-1 及 13-2 條，修正內容包括：航空噪音監測設備
之位置及數量、軍用飛航計畫與防制措施、航空噪音防制區之
範圍定義以及室內航空噪音日夜音量測定條件等相關事宜。

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19 日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0970035587 號令修正發布第
13-2 條條文。

由於直昇機之特殊運行特性，其所產生之噪音係以低頻為主，
而低頻噪音具有傳播遠、衰減慢之特性，致民眾對噪音之感受
程度與實際量測數據有落差，故為處理此類噪音問題，爰修正
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之二，將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之
劃定原則，依噴射飛機及螺旋槳飛機起降之航空站及直昇機起
降之航空站，分別予以明定，俾使供直昇機起降航空站所在地
之主管機關，於劃定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時更為明確，並更符
實際。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11 日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0990020099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 17 條。

與航空噪音相關部分說明如下：
配合已提升至法律位階，刪除現行條文第 13 條。
第 7-11 條，修正內容包括：本法所定噪音改善計畫、補助計畫
內容、核定計畫之程序、期限、辦理方式及逾期處理。
第 12 條，修正內容包括：室內航空噪音日夜音量之計算方法及
測定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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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因環保意識高漲，航空噪音問題漸受矚目，航機起降、維修及地面試
車產生之噪音，影響所及機場周圍地區居民生活環境品質，透過不同管道不斷
要求環保單位及民（軍）航管理單位解決；然因台灣地狹人稠，加上航空噪音
具有高空傳遞及影響面積廣大等特性，致使單就減低噪音源或阻絕傳播途徑等
防制措施不易產生效果。
表 6-3 說明現行民航噪音防制補助之經費來源、申請人、回饋範圍及經費
用途重點；圖 6-1 為我國近年來徵收之噪音防制費、投入之噪音回饋金及各機
場起降架次之總和。未來隨著兩岸航班與國際短程航線發展，加上商務航空推
動，預計運量將會逐年提升，防制費及回饋金也將相對提高，以維護機場周圍
居民生活環境品質，達到共存共榮，進而降低民眾陳抗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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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噪音防制費、
噪音防制費、噪音回饋金及起降架次關係圖
資料來源：民航局年報。

132

0

起降架次

700

表 6-3 噪音防制費與機場回饋金
項目

經費來源

噪音防制費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37 條暨「使用

機場回饋金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37 條規定提

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及相關設施收

撥場站降落費之 8%作為機場回饋

費費率表｣之規定向航空公司徵收噪

金。

音防制費。

申請人
及回饋範圍

係指申請時位於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各

內之住戶、學校、圖書館、醫院、托

航空站周圍航空噪音防制區；未公

育機構及劃設航空噪音防制區之各直

告噪音防制區之航空站，其回饋金

轄市、縣（市）政府。

之回饋範圍，由航空站與所在地鄉
（鎮、市、區）公所會同訂定之。

依據「國營航空站噪音防制費分配及

依據「國營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

使用辦法」第六條之規定，噪音防制

用辦法」第四條之規定，機場回饋

費之用途如下：

金之用途如下：

1.補助航空站附近航空噪音防制設施

1.維護居民身心健康之補助：指有

所需之費用，含設置費用及學校、

關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及醫療保健事

圖書館、托育機構噪音防制設施所

項。

需之維護費用。

2.獎助學金之補助：指有關獎勵成

2.補助相關居民健康維護、電費、房
屋稅及地價稅。

3.社會福利之補助：指有關補助中

3.辦理各項航空噪音防制措施所需之
經費用途

績優異及補助清寒學生事項。

航空噪音監測、防制、審查作業及
技術研發等相關工作之費用。
4.辦理第一款至第三款航空噪音防制
業務所需之行政作業費用。

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及急難救助
事項。
4.文化活動之補助：指有關補助地
方民俗節慶及提升教育文化水準事
項。
5.基層建設經費之補助：指有關改
善村( 里) 道路、交 通、水 利、治
安、環境、清潔衛生及宗教文化設
施遷、改建事項。
6.公益活動之補助：指與促進公共
利益有關活動事項。
7.航空站或鄉(鎮、市、區)公所辦理
回饋金業務之行政作業費用。

表 6-4 統整我國機場目前之噪音管理措施，包括：飛機噪音限制、飛機操
作噪音管制、市場措施、機場週邊土地使用規劃、機場佈設型式改善與噪音監
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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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我國目前航空噪音減量相關措施
類別
飛機噪音認證標準

措施
依循 ICAO 針對噴射機、螺旋槳飛機與直昇機之認證標準。
- 採用噪音減量飛航操作程序；
- 噪音減量環保航線；

飛機操作噪音管制

- 機場宵禁；
- 飛機輔助動力系統使用限制；
- 引擎測試與熱車限制。

市場措施

針對航機起降徵收噪音防制費，以作為各機場噪音防制工作之經費
來源。
1. 航空噪音防制區分級標準
機場周圍地區依其受航空噪音影響程度，分為三個等級之航空噪
音防制區：
- 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DNL76 60~65 dB(A)間區域；
- 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DNL 65~75 dB(A)間區域；
- 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DNL 75 dB(A)以上區域。

機場週邊土地使用規劃

2. 航空噪音防制區土地規劃原則
地方政府應依下列原則，檢討及規劃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內之既
有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
- 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應檢討現有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
- 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不得新建學校、圖書館及醫療機構；
- 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不得新建學校、圖書館、醫療機構及
不得劃定為住宅區。
- 重新規劃試車區域；

機場佈設型式改善

- 機場周圍保留綠地；
- 建造隔音牆。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 16 條第 1 項，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航空站，應

噪音監控系統

設置自動監測設備，連續監測其所在機場周圍地區飛航噪音狀況。
前項監測結果，應作成紀錄，並依規定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

表 6-5 及表 6-6 分別為機場噪音監控中心及監測站之設備及其功能，目前
民航局經營之機場為 16 個，而必須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設備者，共計 9 個。9 個
應設置自動監測設備連續監測機場周圍地區飛航噪音狀況之航空站如下：台北
松山機場（臺北國際航空站）、台中清泉崗機場（台中航空站）、嘉義水上機
場（嘉義航空站）、台南機場（台南航空站）、高雄小港機場（高雄國際航空
站）、台東豐年機場（台東航空站）、花蓮機場（花蓮航空站）、澎湖馬公機
場（馬公航空站）、金門尚義機場（金門航空站）。所有機場噪音監控軟硬體
設備定期維護，期提升航空噪音監測資料蒐集率。

76

航空噪音日夜音量(Day Night Average Sound Level, DNL)：用於評估航空噪音量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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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機場噪音監控中心設備及其功能
設備

功能
- 即時顯示圖；
- 噪音監測站即時狀態；
- 系統參數設定功能；

1.「噪音監測資料收集軟體」

- GIS 功能；
- 資料收集功能；
- 監測報表顯示；
- 噪音監測自我診斷檢測。
- 飛航資料輸入功能；
- 判讀、警示功能；
- 飛航資料日期、檔名建檔；

2.「飛航資料統計軟體」

- 軟體動態資料、統計軟體；
- 統計時段功能。
3.「噪音資料收集電腦主機」

- 具備符合設備需求之硬體規格；
- 儲存噪音監測資料。
- 具備 ArcView GIS 系統；
- 具備 INM(或 HNM)系統；

4.「地理資訊系統」

- 具備機場周圍附近最新地理資訊資料。
- 具備卡片式數據機；
- 線路燈號顯示；

5.「機架式數據機」

- 19”標準機架框。

表 6-6 機場噪音監控站設備及其功能
設備
1.「全天候戶外型麥克風」

功能
- 監測噪音；
- 具備不繡鋼材質、防風球及防鳥踏。
- 噪音即時顯示功能；
- 風速即時顯示功能；

2.「噪音分析儀」

- 不斷電系統功能；
- 自動校正功能；
- 系統關機後，記錄保存關機前所監測之資料。

3.「噪音儀保護箱」

- 保護噪音儀；
- 具備避雷設備及接地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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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有關空氣污染與溫室氣體部分

在民航空氣污染與溫室氣體減量方面，近年來我國機場與航空公司已施行
相關之措施與作法，如表 6-7 所示；此外，並進行相關之研究計畫，且已有實
際成效之展現（參見表 6-8）。相較於 APEC 其他經濟體雖然並非屬先驅者，惟
基於我國近幾年環保署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之推動，以及民航局與相關單位
對於此議題之重視，加上航空公司面對油價高漲之壓力，目前已展現初步之成
效。
表 6-7 我國航空站與航空業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措施
單位

類別

航管

飛機操作

措施
- 空中操作：(1)調整離入場航路和程序；(2)改變離場引導方式；
(3)採用連續降落進場；(4)建立空中交通管理電腦導航系統。
- 地面操作：(1)改善班機地面管理，縮短滑行時間；(2)增加飛機停
泊及航站登機門以減少延遲時間。

地面車輛

- 減少機場地面專業車輛怠速時間；
- 提供更便捷之機場聯外鐵路、大眾運輸路網，並提升使用率。
- 機場提供地面電源（Ground power unit, GPU）供航空公司使用，

航空站

取代輔助電源供應系統（Auxiliary power unit, APU）；
電源管理

- 為停靠之航空器提供預備空調（Pre-conditioned air）；
- 減少航廈能源電力消耗：改善空調、照明（包括：採光罩與 LED
燈管），增加自動化裝置。

替代能源
成立專責單位

- 引入再生能源供應航廈電力。
- 公司內部成立省油小組，透過飛航操作與減少載重負荷提升燃油
效率。
- 採用最適航線：改善飛航操作程序，鼓勵駕駛飛行中申請採用最
適航線；

航空公司

營運管理

- 減少載重負荷：減輕機上備品、用水、貨櫃等重量，以提升燃油
使用率；並妥善維修及清理機身；
- 電力使用：飛機停靠時使用航站地面電源。
- 機身修改：波音 737-800 機型增加翼梢小翼；

設備改良

- 提升燃油效率：購置具有燃油效率的新式航空器，引入節油新機
型，減少航行燃料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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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我國航空溫室氣體減量相關計畫與執行績效
1. 航空運輸廢氣排放減量措施調查；
2. 機場溫室氣體盤查；
研究計畫內容

3. 協助航空公司計算碳足跡；
4. 導入我國機場環境管理機制；
5. 研擬我國民用航空環保政策。
1. 已依據 ISO 14064-1 之規範，建制我國籍航空器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之
標準作業流程，並召開教育訓練課程；
2. 已建置我國籍航空器溫室氣體排放量資料庫；
3. 已依據 ISO 14064-1 之規範，建制盤查各航空站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標準

實際執行績效

作業流程，並召開教育訓練課程；
4. 已於 100 年 8 月完成馬公 5 條航線之民航服務碳足跡計算，並通過驗
證。(包括：(1)馬公機場至臺北國際航空站；(2)馬公機場至臺中國際航
空站；(3)馬公機場至臺南航空站；(4)馬公機場至嘉義航線；(5)馬公機
場至高雄航線。)

另亦已遵循行政院「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省電、省油、省水、省紙）
專案』計畫」，以精進節約能源成效，落實節能減碳行動，減少碳排放。四省
目標說明如後。
一、節約用電目標
每年用電量以較前一年減少 1%為原則，並依執行成效逐年檢討年度
節約用電目標。
二、節約用油目標
每年用油量以較前一年減少 3%為原則，並依執行成效逐年檢討年度
節約用油目標。
三、節約用水目標
執行單位每年用水量以較前一年減少 2%為原則，並依執行成效逐年
檢討年度節約用水目標。
四、節約用紙目標
擴大實施公文電子化處理及逐年減少採購公文用紙及影印用紙之數
量，除了於 101 年年底完成建置公文線上簽核系統外，並以「電子公文節能減
紙推動方案」之公文線上簽核績效指標 101 年達 30%，104 年達 40%為目標，
並逐年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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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我國運輸與環保相關白皮書
本節將就我國現行環保署之「環境白皮書」、交通部之「交通政策白皮
書」以及民航局之「民航政策白皮書」進行說明，並列出其中有關民航環境保
護相關之政策與措施，以作為撰寫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之參考。
6.2.1 環保署環境白皮書

環保署自從 96 年起整合相關部會環保業務，每年出版我國「環境白皮
書」，內容說明我國環境保護工作推展情形、問題檢討及對策、當前工作重點
與未來展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1）。白皮書主要包括三大篇，分別為：
第一篇：環境政策與現況；
第二篇：環境保護策略與措施檢討；
第三篇：配合計畫進度與展望。
其中，在第一篇除展現我國近年空運運量外，並簡要說明各機場航空噪音
監測及防制、回饋工作。目前我國主要機場皆已完成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設
置並已運作，地方環保機關會依各項監測資料，辦理劃定航空噪音防制區，並
於每兩年進行檢討與修正；除此之外，並依各機場航空噪音現況，要求航空公
司改善航空器噪音維修及試車噪音。
各民用機場噪音防制補助工作，除由各機場向起降之航空公司徵收噪音防
制費，以辦理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區內學校、圖書館、托育機構、醫院
及住戶等設置航空噪音防制設施外，亦從各機場提撥場站降落費之部分額度為
機場回饋金，以辦理各機場周圍地區各鄉、鎮（村、里）之回饋工作。歷年各
機場之平均噪音防制費用與應補助戶數如表 6-9 所示。
在第二篇環境保護策略與措施檢討中，則說明 97 年 12 月 3 日修正公布施
行之噪音管制法第 15 條及第 17 條規定。其中要求航空營運或管理機關應會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航空噪音防制區之航空噪音影響程度，訂定航空
噪音改善計畫，採取適當之防制措施。相關改善及防制計畫及措施包括：航空
噪音補助、航空器噪音管制、機場維修試車、起飛前溫車、滑行等噪音管制及
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改善等。航空營運或管理單位必須主動會商縣(市)環保
局，針對機場噪音問題進行整體規劃，以有效提升機場周圍環境品質。
此外，在空氣品質監測方面，則說明我國相關之作法，但並未針對民航有
特殊規範。在能源減量部分，則提出運輸部門整體至 114 年之 CO2 與能源節省
目標，參見表 6-10 所示。
在第三篇最後一章之展望部分，則強調污染總量管制、教育與宣導、與全
球同步推動節能減碳、加強空氣污染防制改善空氣品質、落實環保公約參與國
際會議如 APEC 等、進行環保外交。環保署推動各項環保策略與技術，合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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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也逐年由單向技術合作，轉型為雙向技術合作，藉由雙邊與多邊合作之推
動，積極與各國交換經驗，簽署許多環境相關協定，未來定會持續積極參與及
落實各項國際環保會議與公約，密切注意追蹤及掌握國際趨勢，並研擬國內對
策與因應措施。

表 6-9 我國各航空站歷年噪音防制費概估金額
我國各航空站歷年噪音防制費概估金額與
概估金額與應補助住戶
補助住戶數量統計
住戶數量統計
航空站
桃園國際航空站
台北國際航空站
高雄國際航空站
台南航空站
花蓮航空站
台東航空站
馬公航空站
嘉義航空站
台中航空站
金門航空站
屏東航空站*

概估金額（元）
4 億元
1 億元
1 億元
3,655 萬元（含空軍 2,055 萬元）
3,355 萬元（含空軍 2,155 萬元）
750 萬元
2,300 萬元（含空軍 200 萬元）
1,645 萬元（含空軍 1,145 萬元）
1,700 萬元（含空軍 1,000 萬元）
1,500 萬元
1,200 萬元（含空軍 1,000 萬元）

數量（戶）
25,130
75,800
51,884
116,169
68,285
3,370
1,409
8,443
9,080
1,265
2,315

資料來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及國防部軍用機場，99 年。
註：* 屏東機場已於 100 年 8 月關閉。

表 6-10 運輸部門能源減量目標

資料來源：環保署，99 年。

6.2.2 交通部交通政策白皮書

本研究參考我國交通部民國 91 年出版之交通政策白皮書，其中有關運輸
政策擬定程序（如圖 6-2 所示）：首先確定目標，其次為政策、策略與措施，
再據以研擬短、中、長期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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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運輸政策擬定程序
資料來源：交通部，91 年。

於交通政策白皮書中，主要分類為四大運輸市場及三項重點組成要素，再
分別訂定其運輸政策、策略、指標、措施與執行計畫。此七大分類分別為（圖
6-3）：
1. 國際運輸；
2. 城際運輸；
3. 都市運輸；
4. 離/外島與觀光地區運輸；
5. 運輸安全；
6. 運輸環境、能源與科技；
7. 運輸資訊。

圖 6-3 三大重點組成要素與運輸市場關係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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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瞭解我國既有之空運與環境保護政策，以作為擬定民航環境保護之參
考，接著表 6-11 列舉出交通政策白皮書中與民航以及環境相關之政策。有關民
航部分，主要政策著重於機場營運、空運市場與飛安等範疇，並未針對我國民
航環境影響有明確之政策說明。而有關綠色運輸部分，則強調永續運輸之重要
性、低污染運具之推動以及噪音防制。
表 6-11 交通政策白皮書中有關空運之運輸政策
分類

政策

國際運輸

政策二：因應國際變遷，整合開發機場鄰近土地，提升國際空運競爭力。

城際運輸

政策六：健全航空運輸經營環境，提升民航效能與品質，加強便民服務。

運輸安全

政策七：強化空運安全組織，加強空運事故資料管理，健全空運安全體制。
政策八：加強飛安事故預防，持續督導飛安業務，提升航空安全設備功能。

運輸環境、

政策一：建立永續運輸發展機制，構建與環境調和之運輸系統。

能源與科技

政策三：推廣省能源低污染運具，加強運輸噪音防制，發展綠色運輸系統。

資料來源：整理自交通部，91 年。

其中在「運輸環境、能源與科技政策三：推廣省能源低污染運具，加強運
輸噪音防制，發展綠色運輸系統」下，策略 2.加強運輸系統之噪音防制，有關
民航之措施與行動方案包括（參見表 6-12）：
降低交通工具的噪音量：
- 鼓勵老舊車輛及飛機等運具汰換；
- 鼓勵業者引進低噪音之航機；
加強運輸噪音之防制：
- 運輸系統噪音敏感地帶（沿線及場站）設置減音與隔音設施；
- 加強機場噪音監測及資料應用；
- 加強各機場噪音改善計畫；
- 推動交通環境噪音標準法規化；
- 研訂各種運輸路線及場站之噪音相容標準。
在運輸政策指標方面，有關空運部分主要有四項指標，分別有關機場客貨
運量與飛航安全方面；而在環保部分，則有兩項指標，分別為二氧化碳與能源
減量，如表 6-13 所示。因並非每一政策之達成度均可量化，因此僅有四項與空
運或環保相關政策列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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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運輸環境、
運輸環境、能源與科技政策三：
能源與科技政策三：
推廣省能源低污染運具，
推廣省能源低污染運具，加強運輸噪音防制，
加強運輸噪音防制，發展綠色運輸系統

資料來源：交通部，91 年。

表 6-13 交通政策白皮書中有關空運與環保之運輸政策指標
單元
國際運輸

運輸安全

運輸環境、
能源與科技

政策
政策二：
因應國際變遷，整合開發機場鄰近
土地，提升國際空運競爭力。
政策七：
強化空運安全組織，加強空運事故
資料管理，健全空運安全體制。
政策八：
加強飛安事故預防，持續督導飛安
業務，提升航空安全設備功能。
政策三：
推廣省能源低污染運具，加強運輸
噪音防制，發展綠色運輸系統。

指標名稱
1.國際空運年旅客數。
2.國際空運年貨物噸數。
3.國際空運年貨物轉運噸數。

單位
萬人次
萬噸
萬噸

1.國籍航空 15,000 公斤以上飛
行器 10 年平均百萬飛行小時
全毀失事率。

件/百萬
飛 行 小
時

1.二氧化碳減量。

萬公噸

2.能源節約當量。

萬公秉

資料來源：整理自交通部，91 年。

6.2.3 民航局民航政策白皮書

依據民國 89 年民航局編著之民航政策白皮書，其中說明民航局將以「增
進飛航安全」、「提供便捷民航服務」及「提升旅客服務滿意度」為未來施政
努力方向。白皮書包括：「背景」、「現況」、「課題」及「展望」等四篇，
分別就我國民航環境之變遷、政策背景、民航組織、場站建設、飛航安全、航
空管理等相關課題加以探討（民航局，2000）。
其中在民航環境變遷之外部環境影響部分，已說明環境保護意識的抬頭，
航空器產生之噪音增加，噪音干擾之抗爭日漸增多。此外，二氧化碳造成全球
溫室效應，未來在引進新機種時應更加重視減少廢氣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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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我國民航願景與政策目標方面則列示如圖 6-4。依照願景與目標，制
定政策方向、政策綱要、政策與策略、短期措施與長期展望。

飛航安全 世界一流
民航服務 顧客滿意

滿足民眾旅運需求

提昇民航事業發展

塑造共榮共存環境

促進產業升級

配合區域發展

減少環境污染

降低營運成本

增強國際競爭

健全航空市場

提供舒適服務

建立便捷交通

確保飛航安全

圖 6-4 我國民航願景與政策目標
資料來源：張國政，92 年。

民航政策發展綱要則包括：國內民航組織、飛航安全、飛航服務、機場建
設、航站經營管理、空運管理、離島偏遠服務、兩岸關係、消費者權益、機場
環境等十大項。依據此綱要發展出九項民航政策，分別為：
- 政策一：強化民航組織。
- 政策二：確保飛航安全。
- 政策三：提升飛航服務品質。
- 政策四：加強機場建設。
- 政策五：改善空運經營環境。
- 政策六：提供離島偏遠地區基本空運服務。
- 政策七：加強兩岸資訊、技術與人才交流。
- 政策八：維護消費者基本權益。
- 政策九：創造永續發展的空運環境。
其中有關航空環境保護面向之政策與策略則列示如表 6-14。主要為政策
九：創造永續發展的空運環境，其中包括：噪音與降低機場與週邊環境之衝
突。此外，有效之飛航服務提供，亦可降低燃油消耗甚至減少噪音影響，機場
聯外運輸之提供則可減少機場之碳足跡，因此亦納入表中參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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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4 民航政策白皮書中有關環保之政策與策略
政策

策略
策略一：推動通訊、導航、監視/飛航管理（CNS/ATM）計畫。
策略二：加強空域之協調運用。

政策三：提升飛航服務品質

策略三：加強飛航管制措施。
策略四：改善航空通訊申請與監理事項。
策略五：提升航空氣象服務。

政策四：加強機場建設

策略八：改善機場聯外運輸系統。

政策九：創造永續發展的空

策略一：有效減少噪音污染。

運環境

策略二：降低機場與週邊環境之衝突。

資料來源：張國政，92 年。

6.3 民航環保重要課題
透過國內外之回顧，發現我國在民航環保政策面較欠缺之工作包括：
-

民航白皮書除未定期更新外，其中有關民航環保政策與作法較為欠
缺，實有強化之必要。因此，6.4 節我國民航環保發展中，提出我國民
航環保政策、目標、策略、行動方案與指標；

-

建立完整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除需有完整之官方版，未來可與民
航政策白皮書與交通政策白皮書接軌外，同時亦製作政策宣導版，有
效與民眾溝通。

本節接著並統整我國在當前與未來需重視之環保課題，並區分為氣候變遷
與當地環境兩大面向說明之。
6.3.1 航空運輸與氣候變遷

在航空運輸所帶來之氣候變遷影響，主要議題包括：
1.行政院與環保署相關法令
行政院與環保署相關法令：依據民國
98 年 9 月行政院所頒佈之「國家永
行政院與環保署相關法令
續發展政策綱領」，其中為因應氣候變遷議題，策略之一乃為儘速通過「溫室
氣體減量法(草案)」、「能源稅條例(草案)」、「能源管理法」與「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等，此相關法令將會影響航空運輸產業減碳目標與作法。此外，相
關法令與措施之施行，是否會影響國際航空運輸產業，尤其是目前納入 EU ETS
之航線與航空公司，將是值得關切之議題。
2.碳交易制度
碳交易制度：歐盟執委會已確認自
2012 年起，將航空運輸產業納入現有
碳交易制度
之 EU ETS，此將包括所有我國飛往歐洲以及於歐洲境內之客貨運航線，預計將
對於我國籍航空造成相當程度之衝擊。雖然歐盟之法令強調朝全球機制降低航
空運輸溫室氣體為目標，且若第三國家施行交易機制，且有航線重複徵收之狀
況，則可透過雙邊協定達成共同機制，而歐盟執委會可修正給予飛機營運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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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碳排額度。但至於我國環保署目前正規劃之碳交易平台，未來是否納入國
籍航空公司之國際航線而造成重複徵收之狀況，則需持續關注。
3.國際協定
國際協定：ICAO
於 2010 年 10 月決定每年平均 2%（公斤燃油/收益噸公
國際協定
里）之航空運輸燃油效率提升，未來亦可能要求會員國提交航空業燃油與污染
物報告。我國雖非 ICAO 會員國，但現階段政府已將同步追求加入聯合國下屬
之 ICAO 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作為既定的外交政策。我國如欲加入此二國際組
織，實應密切關注國際情勢的變化，並透過相關的學術及政策研究，及早研擬
相關政策的推動策略。
產業自願減量措施：全球已有許多航空運輸相關單位採用自願減量措施
4.產業自願減量措施
產業自願減量措施
降低航空運輸污染物；ICAO 並已對於會員國進行調查，請會員國登錄其自願
減量措施；截至 2012 年 10 月，已有 24 個會員國 53 個自願減量措施登錄於
ICAO 網頁。自願減量協議可包括多種型式：產業自行制定環境改善計畫，或
遵循由政府部門制定之標準，或者由政府和產業之間透過協商與談判之協定。
我國政府部門可考量與航空業者簽訂自願減量協定，每年定期公告說明執行績
效，並研擬我國航空業者溫室氣體減量成效評估方式。
5.飛航管理
飛航管理：不論是
ICAO、APEC、歐盟、美國或各國政府均將強化飛航
飛航管理
服務品質以及提升飛航管理效率，納入航空業溫室氣體減量之主要作法之一。
在有關我國飛航服務方面，相關努力面向可包括：提升我國現有通訊、導航、
監 視 / 飛 航 管 理 系 統 （ Communications, Navigation, Surveillance/Ai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CNS/ATM）之使用效率以及功能最佳化、實施節能減碳之
航管措施、考量與亞太地區之飛航服務提供者技術合作之可能性或是參與有關
亞太地區之導航效率提升計畫。
6.替代油料
替代油料：自
2008 年起全球開始了航空運輸替代油料之測試飛行與更進
替代油料
一步之研發投入，ICAO 並於近年召開多次相關會議與工作坊。各國政府亦鼓
勵生質油料或替代油料，以及訂定使用率目標。我國航空產業因未達到自行研
發替代油料之規模經濟，但仍可持續觀察最新發展，適時參與國際合作計畫
案。
7.非
非 CO2 之其他污染物影響：除了
CO2 之外，隨著新的科學研究成果，飛
之其他污染物影響
機引擎所排放之其他污染物亦對健康與生態造成不同程度之影響，仍應及早控
制與因應。例如：NOx，未來將很有可能納入國際規範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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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調適
調適：除了減量措施外，近幾年聯合國會議已正視到建立完整的調適計
調適
畫為一重要之課題，OECD77報告亦指出因為海平面升高，預計至 2070 年將影
響全球 64 個機場。就航空運輸而言，最主要的對策是瞭解氣候變遷之潛在風
險，並將此風險納入未來規劃中，例如：機場發展與設計等。歐盟於 2009 年氣
候變遷調適白皮書78 ，已探討氣候變遷對各方面之影響，包括：健康與社會政
策、農林業、生態與水資源、海岸與海運、生產系統與基礎建設等，並將調適
納入歐盟執委會與其會員國之政府政策中。此外，歐盟之歐洲航管組織
（European Organisation for the Safety of Air Navigation, EUROCONTROL）於
2008 年已分析氣候變遷對於 ATM 系統之影響，並將調適納入其規劃中。在氣
候變遷法案之要求下，英國 10 個機場需提出氣候變遷所帶來之風險，對於機場
而言，海平面上升、氣溫變化以及狂風豪雨等，皆可能影響機場排水、侵蝕、
建築物與聯外運輸之設計標準。
6.3.2 航空運輸與當地環境

在航空運輸所帶來對當地環境之影響，主要議題包括：
1.社區居民
社區居民：全球許多機場隨著民營化與公營化之趨勢，以及永續發展之
社區居民
概念，伴隨著機場每日營運之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已是許多機場公司之重要工作之一；全球主要機場歷年來均發行環境
保護或企業社會責任年報，展現其在這方面努力之成效，機場與政府於追求機
場成長的同時，期能與社區共容與同時發展。而如何與民眾有效溝通，及時且
迅速提供有效機場環境管理相關資訊，並將機場噪音與污染物減量改善成效，
以民眾可明確瞭解之方式展現，亦是現代化機場經營之重要課題。
2.噪音
噪音：全球多數機場於噪音改善主要採行之措施包括：由發生源、土地
噪音
使用規劃與管理、降低噪音之飛機操作程序、營運限制以及噪音費管理機場噪
音問題。我國相關單位可追蹤全球噪音管理之最新發展，檢討我國噪音防制費
之使用機制，以及考量機場周邊社區與居民生活品質，建立完整之噪音費回饋
與社區相容整合機制。

77

OECD report on the Ranking of the World’s Cities Most Exposed to Coastal Flooding Today and in
the Future, 2007.

78

European Commission (2009) “White paper: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towards a European
framework for action,” COM(2009) 147 final, 1.4.2009, Brussels.

146

3.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評估空氣品質並進一步降低機場營運對於空氣品質之影響，
空氣品質
包括：空氣品質的規定與標準、測量與監測、污染物盤查、建構擴散模式等。
透過管制面、技術面、營運面與經濟面等措施規範如：NOx、VOC 與 PM 之影
響。
4.市場經濟措施
市場經濟措施：以市場經濟措施管理環境議題之作法主要包括：徵收環
市場經濟措施
境費、污染物交易機制與自願減量協定。在環境費方面，機場可行之作法主要
有噪音費或飛機引擎空污費。全球目前已有 20 幾個國家超過 100 個機場有噪音
相關費用（包括我國在內），而在飛機引擎空污費部分則有 5 個歐洲國家 20 幾
個機場，考量 NOx 排放量徵收空污費用；而隨著 ICAO 確認市場經濟措施之重
要性，未來預計將有更多機場採取此作法。因此，機場在訂定降落費等相關使
用費之同時，應考量納入飛機引擎污染物之可行性。

6.4 我國民航環保發展與展望
綜合前述，我國環保署、交通部與民航局，雖已有關環保或民航之相關環
境法規，以及相關措施與作法，但尚未有一套完整之計畫與願景，整合各種資
源與法令，系統性的推動長期之工作。此外，於桃園國際機場法人化之後，民
航局於機場環境影響面所需扮演之監督與管理角色，勢必與其他所有隸屬於民
航局管轄之機場有所不同，應進一步探討我國機場在不同所有權之情況下，所
應擔負之環境保護工作權責，以及其監督職責劃分。
因此，本研究將參考國際民航環保作法之最新趨勢，依據我國目前之相關
政策與規範，研擬我國之民航環保政策、策略與目標，建立環保指標、可行措
施與行動方案；並進行我國民航環保措施之宣導，確實將我國航空運輸產業於
環境保護之努力與作法與歐美及 APEC 國家接軌。
6.4.1 民航環保政策、
民航環保政策、目標與策略

接著本研究依據前述之國內外文獻回顧結果，考量航空運輸未來發展，初
步擬定我國航空環保政策、目標、策略、措施與行動方案如下：
一、政策：在民航環保政策將依循目前民航政策白皮書政策九：
‧政策：「創造永續發展的空運環境」。
二、目標：
- 管控環境影響以確保我國航空運輸發展；
- 與國際民航環保同步發展與運作；
- 努力減少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排放；
- 提升機場週遭居民良好的居住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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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策略：
(一
一 )遵循國際民航環保規範
遵循國際民航環保規範：持續追蹤
ICAO 之民航環保規範與發
遵循國際民航環保規範
展，並密切掌握國際間之民航環保趨勢。
(二
二 )減少噪音對居民之影響
減少噪音對居民之影響：降低飛機之噪音量、加強飛航噪音防
減少噪音對居民之影響
制、推動機場噪音標準法規化、評估機場週邊土地使用規劃與管
理、利用市場機制降低噪音影響。
(三
三 )提升機場週遭空氣品質
提升機場週遭空氣品質：降低機場地面污染物排放、採用市場機
提升機場週遭空氣品質
制並建立機場空污費制度。
四 )導入機場環境管理機制
導入機場環境管理機制：進行機場碳盤查與計算機場碳足跡、輔
(四
導入機場環境管理機制
導機場系統化推動環境保護工作、建立機場環境管理系統與環境
策略、推動與建立碳中和機場。
五)減少航空業污染物排放
減少航空業污染物排放79：規範航空公司提報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
(五
環保績效，提升機場地勤、承租商與相關民航業者環保績效，追
蹤航空運輸替代油料發展。
六 )提升飛航服務管理效率
提升飛航服務管理效率：持續推動通訊、導航、監視/飛航管理系
(六
提升飛航服務管理效率
統（CNS/ATMS）項下相關新功能之啟用，並提升整體飛航服務
效率與品質。
(七
七 )宣導民航環境保護績效
宣導民航環境保護績效：發表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與相關宣
宣導民航環境保護績效
導品，公告機場環境保護績效。
創造永續發展的空運環境

政策

管控環境影響以確保我國航空運輸發展

與國際民航環保同步發展與運作
目標
努力減少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排放

提昇機場週遭居民良好的居住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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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我國民航環保發展政策
我國民航環保發展政策、
政策、目標與策略圖

79

策略中列出污染物可有較廣之含意，包括溫室氣體以及其他廢氣（如：NOx、PM，甚至水蒸
氣），因 ICAO 目前已研擬將 PM 納入引擎污染物認證中，而歐盟亦研擬將 NOx 納入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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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民航環保措施與行動方案

依據提出之策略內容，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回顧成果，提出我國民航環保
各項策略下可行之措施與行動方案如表 6-15，其中並列出個別行動方案是否已
執行、規劃中或是未來可行方案。
表 6-15 民航環保可行之策略、
）
民航環保可行之策略、措施與行動方案（
措施與行動方案（1/2）

策略

一、遵循國
際民航環保
規範

措施

行動方案

已
執
行

1.瞭解 ICAO 之民航環
保規範與發展

持續關注 ICAO 與國際民航環保發
展

+

(1)參與 APEC 民航環保會議

+

(2)探討 EU ETS 對我國籍航空公司
之影響與因應對策

+

+

(3)持續進行國際民航環保發展與我
國導入措施之研究

+

+

(1)鼓勵老舊飛機的汰換

+

+

(2)鼓勵業者引進低噪音之航機

+

+

(1)機場進行噪音防制與補助工作

+

(2)加強機場噪音監測及資料應用

+

(3)加強各機場噪音改善計畫

+

2.密切掌握國際間之民
航環保趨勢

規
劃
中

未
來

+

+

+

1.降低噪音源

2.加強飛航噪音防制
二、減少噪
音對居民之
影響

三、提升機
場週遭空氣
品質

3.推動機場噪音標準法
規化

研訂場站之噪音相容標準

4.評估機場週邊土地使
用規劃與管理

建立機場噪音相容計畫與社區發展
整合機制

5.利用市場機制降低噪
音影響

建立符合時代潮流之噪音防制費徵
收機制

1.降低機場地面污染物
排放

2.採用市場機制並建立
機場空污費制度

+

+

+

(1)監控機場地面專業車輛燃油效率

+

(2)提升飛機地面操作效率

+

(3)提高聯外大眾運輸系統使用率

+

降落費依照飛機引擎排污量徵收不
同之飛機引擎空污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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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表 6-15 民航環保可行之策略、
）
民航環保可行之策略、措施與行動方案（
措施與行動方案（2/2）
策略

措施

行動方案

已
執
行

規
劃
中

1.進行機場碳盤查與計
算機場碳足跡

(1)計算機場不同範疇之溫室氣體排
放量

+

+

(1)訂定機場環境政策、措施與目標
2.輔導機場系統化推動
環境保護工作
四、導入機
場環境管理
機制
3.建立機場環境管理系
統與環境策略

4.研擬我國機場達到碳
中和目標之作法

1.掌握航空公司溫室氣
體排放量以及環保績
效
五、減少航
空業污染物
排放

(2)主管單位持續追蹤機場環境保護
執行績效
(1)輔導我國國際機場導入機場環境
管理系統

+
+

+

+

(2)訂定機場環境策略以提升機場環
保績效

+

+

探討全球機場碳中和發展趨勢與我
國導入措施

+

+

(1)研擬與航空公司簽署自願溫室氣
體減量協定

+

(2)審查航空業者溫室氣體減量符合
ICAO 規範並評估其環保績效

+

+

2.提升機場地勤、承租
商與相關民航業者環
保績效

研擬機場與相關業者簽署自願溫室
氣體減量協定

+

3.追蹤航空運輸替代油
料發展

探討航空運輸替代油料之發展與導
入措施

+

1. 持 續 推 動 通 訊 、 導
航、監視/飛航管理系
統(CNS/ATMS)項下相
關新功能之啟用
六、提升飛
航服務管理
效率
2.提升整體飛航服務效
率與品質

七、宣導民
航環境保護
績效

+

未
來

1.發表我國民航環保政
策說明書與相關宣導
品
2.公告機場環境保護績
效

(1)成立北部與南部飛航服務園區

+

(2)啟用新飛航管理系統

+

(3)實施節能減碳之航管措施

+

(1)全面啟用網際化之航空情報服務
系統

+

(2)持續提升航空氣象服務網效益

+

(3)簡化助航設備服務費徵收相關作
業流程

+

(1)定期更新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

+

+

(2)製作民航環保績效與政策宣導品

+

+

出版機場環境績效報告與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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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4.3 民航環境保護管理指標

本研究依據現行環保法規、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永續發展指標系
統、綠建築指標及國外機場與相關國際組織之作法，規劃環境保護管理指標如
表 6-16 所示。主要分類如下：
- 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遵循 ICAO 每收益噸公里油耗每年提升 2%之目
標；
- 機場節能減碳：溫室氣體、能源使用與節約能源；
- 機場環境面：空氣、噪音、綠化。
其中於空氣指標方面，考量相關國際組織如：ICAO 尤其強調飛機引擎所
有排放物中之氮氧化物（Nitrogen oxides, NOx）與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
PM）所帶來之影響；歐盟法令則限制飛航產生之 NOx 與 PM 於機場內與週邊之
排放量限制，為與國際接軌，故指標考量 PM 及 NOx 之監測平均值，俾能充分
反應機場空氣污染防制績效。
6.4.4 民航環保預期成效

1. 落實民航環保工作與國際同步發展；
2. 提升航空噪音監測資料蒐集率；
3. 加速航空噪音防制補助進度；
4. 降低民眾陳抗案件數；
5. 導入環境管理系統邁向綠色機場；
6. 降低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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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6 民航節能減碳與環境管理指標
範圍

航空業

議題
溫室

指標
平均燃油效率

氣體
總 CO2 排放量(噸)

計算

遵循 ICAO 目標：每收益噸公里

燃油消耗/收益噸公

油耗每年提升 2%。

里

各種設施、機具…等之排放量總

各種設施、機具…

和。此 排放 量可 依地 面車 輛部

等之排放量相加。

分、用電量部分或飛機起降部分

溫室
氣體

定義

展現。
每 WLU 平 均 之

每 WLU 平均之 CO2 排放量。

CO2 排 放 量 ( 噸

總排放量/ 年 WLU
量×100%。

/WLU)
機場節
能減碳

電力消耗(TJ)
能源
使用

各種設施、機具…等之用電量總

各種設施、機具…

和。可以航廈或機場總電力消耗

等之用電量相加。

展現。
每 WLU 平均之電

每 WLU 平均之電力消耗。

力消耗(TJ/旅客)
節約

總電力消耗量/年
WLU 量×100%。

再生能源裝置容

機場再生能源，如：太陽光電所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量百分比(%)

佔之百分比。

總發電裝置容量(不

能源

含汽電共生)之百分
比%
PM 平均值

空氣中懸浮微粒(PM10)(粒徑 10

PM 全 年 監 測 平 均

微米以下之細微粒)之平均濃

值。

度。
空氣

NOx 年均濃度

空氣污染物種 NOx 之年平均濃

可依據空氣污染防

度。

制法施行細則及空
氣品質標準所定污
染物及計算方式計
算。

日夜均能音量

機場

用於評估航空噪音量之指標。

之規定。

(DNL)

環境
噪音

依據環境音量標準

各機場等噪音線

第三、二、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

依航空噪音監測值

涵蓋面積與住

之面積與戶數。

輸入 INM 模式繪製

戶。

(每 2 年公告)並搭
配 GIS 系統。

綠化

月(年)噪音抱怨數

旅客或機場週邊居民之投訴、陳

(件)

情案件數。

綠化率(%)

包括：生態綠化、牆面綠化、牆

綠化面積/場站總面

面綠化 澆灌 、人 工地 盤綠 化技

積×100%。

術、綠化防排水技術和綠化防風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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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案件數總和。

第七章 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
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與行動方案規劃
與行動方案規劃
本計畫依據我國目前之民航環保工作現況與國外之最新發展回顧結果，研
擬「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民航環保績效與政策宣導品」以及我國民航局
可行之短、中、長期民航環保行動方案。
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未來可與民航政策白皮書、交通政策白皮書接軌，並
符合國際發展。其內容包括：一、民航環保背景回顧；二、民航環保國際發
展；三、我國民航環保現況；四、民航環保課題；五、民航環保發展與展望。
民航環保績效與政策宣導品則可對一般民眾宣導民航環保政策與新知。透
過宣導之方式宣導機關政策、環保施政方針及重要施政成效，以建立機關優良
形象及加深民眾良好印象，促進社會大眾對民航局於環保政策、目標、策略及
指標等方面努力之瞭解。藉由宣傳活動的舉辦，活絡與民溝通管道，強化敦親
睦鄰，以利於未來政策推動，塑造專業、便民、高效率的民航服務形象與聲
譽。
本章接著將列示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之摘要，詳細內容則參見附錄十二。

7.1 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
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摘要）
摘要）
本說明書首先回顧我國民航環保背景，並探討國際間民航環保發展之最新
趨勢，以及我國民航環保措施現況介紹；接著提出民航環保之重要課題，最後
提出未來計畫與展望。
一、民航環保重要性
(一)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每年以航
空運輸燃油效率提升 2%為目標；
(二)歐盟自 2012 年起將航空運輸納入現有之歐盟碳排放交易機制(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 ETS)，直接對我國籍航空公司之
歐洲航線造成衝擊；
(三)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近
幾年舉辦多次航空運輸環境影響會議。
二、民航環保執行績效
(一)實際成效展現
1.投入噪音防制費及回饋金，維護機場周圍居民生活環境品質。
2.遵循行政院「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省電、省油、省水、省紙）
專案』計畫」。
3.所有機場噪音監控軟硬體設備定期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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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已有碳足跡認證。
民國 100 年已完成五件「民航服務碳足跡認證」之下列航線：
(1)馬公機場至臺北國際航空站；
(2)馬公機場至臺中國際航空站；
(3)馬公機場至臺南航空站；
(4)馬公機場至嘉義航線；
(5)馬公機場至高雄航線。
5.已有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措施及執行溫室氣體減量相關計畫。
三、民航環保課題
(一
一)航空運輸與氣候變遷
航空運輸與氣候變遷
1.行政院與環保署相關法令
行政院與環保署相關法令：例如「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能
行政院與環保署相關法令
源稅條例(草案)」、「能源管理法」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等。
2.碳交易制度
碳交易制度：歐盟執委會已確認自
2012 年起，將航空運輸產業納
碳交易制度
入現有之 EU ETS，此將包括所有我國飛往歐洲以及於歐洲境內之客貨運航線，
預計將對於我國籍航空造成相當程度之衝擊。
3.國際協定
國際協定：ICAO
訂定每年平均 2%(公斤燃油/收益噸公里)之航空
國際協定
運輸燃油效率提升。
產業自願減量措施
量措施：航空相關業者自願性的溫室氣體減量承諾，或
4.產業自願減
產業自願減
量措施
與政府單位簽訂自願減量協定。
5.飛航管理
飛航管理：利用新式航管設備，強化飛航服務品質以及提升飛航管
飛航管理
理效率。
替代油料：航空器替代油料(如：生質油料、電能、太陽能、液態
6.替代油料
替代油料
氫與燃料電池等)之使用，目前尤其以生質油料之使用最為可行。
7.非
非 CO2 之其他污染物影響：除了
CO2 之外，其他機場或飛航污染物
之其他污染物影響
亦對健康與生態造成不同程度之影響，仍應及早控制與因應，例如氮氧化物。
8.調適
調適：瞭解氣候變遷之潛在風險，並將此風險納入機場與飛航服務
調適
之未來規劃中。
(二
二)航空運輸與當地環境
航空運輸與當地環境
1.社區居民
社區居民：機場與政府於追求機場成長的同時，期能與社區共容與
社區居民
同時發展。
2.噪音
噪音：全球多數機場於噪音改善主要採行之措施包括：由發生源、
噪音
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降低噪音之飛機操作程序、營運限制以及徵收噪音費管
理機場噪音之問題。
3.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評估空氣品質並進一步降低機場營運對於空氣品質之影
空氣品質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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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場經濟措施
市場經濟措施：以市場經濟措施管理環境議題之作法主要包括：徵
市場經濟措施
收環境費、污染物交易機制與自願減量協定。在環境費方面，機場可行之作法
主要有徵收噪音費或飛機引擎空污費。
四、民航環保發展與展望
(一
一)政策
政策：
政策：「創造永續發展的空運環境」。
(二
二)目標
目標
- 管控環境影響以確保我國航空運輸發展；
- 與國際民航環保同步發展與運作；
- 努力減少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排放；
- 提升機場週遭居民良好的居住環境品質。
(三
三)策略
策略
1.遵循國際民航環保規範；
2.減少噪音對居民之影響；
3.提升機場週遭空氣品質；
4.導入機場環境管理機制；
5.減少航空業污染物排放；
6.提升飛航服務管理效率；
7.宣導民航環境保護績效。
(四
四)措施
措施 - 已執行與規劃中
1.「國際民航環保規範」方面
- 瞭解 ICAO 之民航環保規範與發展；
- 密切掌握國際間之民航環保趨勢。
2.「噪音防制規劃管理」方面
- 降低噪音源；
- 加強飛航噪音之防制；
- 推動機場噪音標準法規化；
- 評估機場週邊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
- 利用市場機制降低噪音影響。
3.「機場週遭空氣品質」方面
- 降低機場地面污染物排放；
- 採用市場機制並建立機場空污費制度。
4.「機場環境管理機制」方面
- 進行機場碳盤查與計算機場碳足跡；
- 輔導機場系統化推動環境保護工作；
- 建立機場環境管理系統與環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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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達到碳中和之目標。
5.「航空業污染物排放」方面
-航空公司提報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環保績效；
- 機場地勤、承租商與相關民航業者提升環保績效；
- 追蹤航空運輸替代油料與其他污染物管制之發展。
6.「飛航服務管理效率」方面
- 持續推動通訊、導航、監視/飛航管理系統(CNS/ATMS)項下相關
新功能之啟用；
- 提升整體飛航服務效率與品質。
7.「民航環境保護績效」方面
- 發表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
- 公告機場環境保護績效。
(五
五)預期成效
預期成效
1.落實民航環保工作與國際同步發展；
2.提升航空噪音監測資料蒐集率；
3.加速航空噪音防制補助進度；
4.降低民眾陳抗案件數；
5.導入環境管理系統邁向綠色機場；
6.降低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排放。
7.2 民航環保績效與政策宣導品（
民航環保績效與政策宣導品（英文版）
英文版）
中文版宣導品部分已依前述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摘錄重點內容作為未來民
航局出版「民航環保績效與政策宣導品」之參考，已於檢送民航環保政策說明
書時一併納入作為附件。本研究亦撰寫英文版如下：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policy brief
1. The importance of civil aviation environmental issues
(1)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sation (ICAO) has set a global goal of 2
percent annual fue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up to the year 2050;
(2) The inclusion of the aviation industry in the current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 ETS) will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aiwanese airlines that
operate European flights;
(3)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has held several aviation
environment-related meetings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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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ivil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1) The noise control fee and compensation fee collected in recent years
Noise control fee

Noise compensation fee

Aircraft movement

450,000
421,479

Euros(million)

16

360,409

357,982

385,140

335,66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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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

10

250,000

8

200,000

6

150,000

4

100,000

2

16.84

8.84

14.15

7.80

13.26

7.35

12.81

7.13

0
2007

2008

2009

2010

4.60

Aircraft movement

18

50,000
1.39

0

2011

(2) Adapting “the four savings (electricity, fuel, water and paper) project of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schools”
- electricity saving objective: reduce by 1% year-on-year;
- fuel saving objective: reduce by 3% year-on-year;
- water saving objective: reduce by 2% year-on-year;
- paper saving objective: implementing “the e-official letter project reducing
paper usage”;
(3) Regular maintenance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of all the noise monitoring systems
at air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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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ertification of the carbon footprint
There have been five “civil aviation service carbon footprint certification flights” up
to 2011,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flights,
- Magong Airport to Taipei Songsh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 Magong Airport to Taichu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 Magong Airport to Tainan Airport;
- Magong Airport to Chiayi Airport;
- Magong Airport to Kaohsiu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3. Civil aviation environmental issues
(1) air transport and climate change
1) The related legislation of the Executive Yuan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for example “the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ct (draft)”, “the energy
tax regulation (draft)”, “ the energy management act” and “the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regulation” etc.
2) Carbon trading system: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as decided to include the air
transport industry in the existing EU ETS. This will include all our passenger and
cargo flights to and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There will be direct impacts on our
national airlines to some extent.
3)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CAO has agreed on an aviation fue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2% (kg fuel/revenue tonne kilometre) per annum;
4) industry voluntary agreements: Aviation carrier commitment to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internally or signing a voluntary agreement with the government;
5) air traffic management: implementing advanced air traffic control systems,
strengthening air traffic service quality and improving air traffic management
efficiency;
6) alternative fuel: alternative fuel for use in aircraft (such as bio-fuel, electricity,
solar energy, liquid nitrogen and fuel cell etc), bio-fuel being the most feasible at the
moment since it is drop-in on existing fleet;
7) impacts of other, non-CO2 emissions: apart from CO2, other airport and flight
emissions, such as NOX,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impact on human health and the
ecosystem, early reduction and control is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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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daptation: understanding the potential risk of climate change, incorporating the
risk into the planning of airport and air service.
(2) air transport and the local environment
1) local residents: while the airport is pursuing growth, i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2) noise: a majority of airports in the world have implemented noise management
measures including reducing noise from the source, land us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ircraft noise abatement procedures, operating restrictions and noise
related surcharges;
3) air quality: evaluating the local air quality and reducing the impact of airport
operations on air quality;
4) Market-based measures: applying market-based measur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charges, emission trading and voluntary agreements, to manage environmental
impacts. With regard to environmental charges, the potential schemes for airports are
noise-related surcharges and aircraft engine emission charges,
4. Civil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future planning and prospects
(1) Policy: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in Taiwan
(2) Objectives:
- enabling the growth of air transport in Taiwan within a controlled and
manageable environmental envelope;
- keeping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effort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efforts to reduce the air transport industry's contribution
to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in airport neighbourhoods;
(3) Strategies:
- Following the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of ICAO;
- Strengthening aircraft noise contro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 Improving the local air quality around air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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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ablishing airpor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echanisms;
- Reducing emissions produced by the aviation industry;
-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air navigation services;
- Promoting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rformance to the public.
(4) measures –conducted and planned
1)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regulations:
- follow ICAO regulations and their development;
- investigate civil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rends internationally.
2) Noise contro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 Reduce aircraft noise at the source through encouraging airline fleet
modernisation;
- enhance the control of aircraft noise;
- promote the regulation on standardization of airport noise;
- evaluate the landing us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round the airport;
- apply market-based measures to mitigate noise impacts.
3) air quality near airports:
- reduce local emissions at airports;
- apply market-based measures and establish airport emission charge mechanisms;
4) airpor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 estimate airport carbon emissions;
- help airports systematically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sks;
- establish airpor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and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 achieve carbon neutral objectives in the long run.
5) emissions from the avi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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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line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 airport ground handlers, concessionaires and related aviation companies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alternative aviation fuels.
6) air navigation service management efficiency:
- continue implementing the functions of Communication, Navigation,
Surveillance/Ai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CNS/ATM);
- improv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air navigation services.
7) civil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rformance:
- publish the civil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paper;
- report airpor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rformances.
5. Expected results:
1) civil aviation protection tasks ar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 improved data collection rate of airport noise monitoring systems;
3) increased speed of aircraft noise insulation schemes;
4) reduced number of complaints from residents;
5)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implemented and green airports achieved;
6) reduce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the air transport industry.
7.3 民航環保行動方案
民航環保行動方案-短中長期規劃
行動方案 短中長期規劃
本研究已研提我國民航局可行之民航環保行動方案，內容包括：執行計畫
期程與內容綱要、永續發展指標與目標、所需經費與組織人力、計畫執行績
效、以及管制考核機制80。參見表 7-1 我國可施行之短中長期環保行動方案表，
而詳細之內容則說明於表 7-2。

80

於民國 100 年 12 月 28 日台永工（100）字第 1001228001 號檢送相關文件，主旨：檢送「研
究建立我國民用航空環保政策與機場環境管理機制」計畫工作內容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
書」、「我國民航環保政策、目標與策略，以及可行之永續發展環保措施與行動方案」及
「機場訪問規劃期程」，敬請 查照。

161

表 7-1 民航局可施行之短中長期民航環保行動方案（
民航局可施行之短中長期民航環保行動方案（短期：
短期：1-3 年；中期 3-5 年；長期 5-10 年）
七大策略類別

17 項行動方案

短期

中期

長期

備註

民航局或機場任務編組
一、國際民航環保規範

1.1 持續關注 ICAO 與國際民航環保發展

民航局

三、機場週遭空氣品質

3.1 監控機場地面專業車輛燃油效率

機場/民航局

四、機場環境管理機制

4.2 訂定機場環境政策、措施與目標

民航局/機場

4.3 建立機場環境管理系統與訂定機場環境策略

*

民航局/機場

4.4 探討全球機場碳中和發展趨勢與我國導入措施

民航局/機場

5.1 研擬與航空公司簽署自願溫室氣體減量協定

民航局

5.2 研擬機場與相關業者簽署自願溫室氣體減量協定

機場/民航局

六、飛航服務管理效率

6.1 實施節能減碳之航管措施

機場/民航局

七、民航環保績效宣導

7.1 定期更新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

民航局

7.2 製作民航環保績效與政策宣導品

民航局

7.3 機場每年出版環境年報

機場

一、國際民航環保規範

1.2 探討 EU ETS 對我國籍航空公司之影響與因應對策

2012 年

二、噪音防制規劃管理

2.1 建立機場噪音相容計畫與社區發展整合機制

五、航空業污染物排放

委託研究案

2.2 建立符合時代潮流之噪音防制費徵收機制
三、機場週遭空氣品質

3.2 降落費依照飛機引擎排污量徵收不同之飛機引擎空污費

四、機場環境管理機制

4.1 計算機場不同範疇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2012~14 年

4.3 建立機場環境管理系統與訂定機場環境策略
五、航空業污染物排放

*

5.3 探討航空運輸替代油料之發展與導入措施

* 4.3 項：短期由委託研究案協助進行，中長期則由機場任務編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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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4 年
部分於 2012 年

表 7-2 17 項行動方案之期程、
)
項行動方案之期程、內容綱要、
內容綱要、指標與目標、
指標與目標、組織人力、
組織人力、執行效益與考核機制說明(
執行效益與考核機制說明(1/5)
策略
類別

行動方案
1.1 持續關注 ICAO 與國際
民航環保發展

一、
國際
民航
環保
規範

期
程
短
中
長

內容綱要

指標與目標

組織人力

執行效益

管考機制

1. 探討 ICAO 民航環保規範與相關計
畫；

增加國際化
程度

民航局任
務編組

1. 了解國際最新環保政策以及替代
油料之發展；

-每季提交
季報告；

2. 追蹤主要國家與國際組織環保發
展；

2. 確實將調適議題納入機場營運與
長期規劃中；

3. 探討機場規劃與操作發展，例如：
機場調適議題；

3. 規劃與修正與國際接軌之環保措
施；

-年度提交
執行績效
報告。

4. 參與 APEC 相關會議並積極爭取參
與國際合作之機會；

4. 提升我國於國際民航環保之影響
力。

5. 我國導入措施研究。
1.2 探討 EU ETS 對我國籍
航空公司之影響與因
應對策

短

1. 與歐盟聯繫表達我國立場與現況，
並協商可行措施；
2. 評估 EU ETS 對我國籍航空公司成
本及運價之影響(包括：額外成本
增加趨勢、及該成本應由航空公司
直接由客貨票價中調整或以附加費
方式收取)；
3. 因應對策：對等之碳交易市場、燃
油稅、生質燃油使用等措施之成本
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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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我國歐
盟航線之永
續發展

委託研究
案

1. 協 助 我 國 籍 航 空 公 司 因 應 EU
ETS；
2. 規劃適合我國之因應措施。

提交委託
研究計畫
報告

表 7-2 17 項行動方案之期程、
)
項行動方案之期程、內容綱要、
內容綱要、指標與目標、
指標與目標、組織人力、
組織人力、執行效益與考核機制說明(
執行效益與考核機制說明(2/5)
策略
類別

二、
噪音
防制
規劃
管理

三、
機場
週遭
空氣
品質

行動方案

期
程

2.1 建立機場噪音相容計畫
與社區發展整合機制

內容綱要

指標與目標

組織人力

執行效益

管考機制

短
中

1. 蒐集全球主要國際機場噪音管理與
社區居民溝通作法與措施；
2. 檢討我國現有之噪音防制計畫與補
助措施；
3. 研擬適合我國之噪音防制補助計畫
與社區相容整合機制；
4. 機場噪音管理政策宣導。

提升居民居
住品質，降
低噪音抱怨
次數

委託研究
案

1. 了 解 國 外 之 航 空 噪 音 防 制 政
策、作法與措施最新發展；
2. 提出可有效與民眾溝通之噪音
指標，並評估歷年噪音管理成
效；
3. 研擬我國機場之噪音與社區相
容整合年報；
4. 辦理噪音管理宣導會議。

提交委託
研究計畫
報告

2.2 建立符合時代潮流之噪
音防制費徵收機制

中

1. 探討全球主要國際機場噪音費徵收
之用途與成效；
2. 研擬適合我國機場之噪音費徵收機
制；
3. 評估新式噪音費徵收機制對我國籍
航空公司與乘客之影響。

加速噪音防
制措施執行

委託研究
案

1. 建立新式噪音費徵收機制；
2. 提出適用於我國不同機場之噪
音費；
3. 建立合理之噪音費使用制度。

提交委託
研究計畫
報告

3.1 監控機場地面車輛燃油
效率

短

1. 進行機場地面車輛盤查與污染物推
估；
2. 訂定機場進行地面專業車輛燃油效
率監控機制；
3. 研擬機場地面專業車輛操作規則。

每一 WLU 之
地面車輛燃
油消耗量與
污染物排放
量

民航局與
機場任務
編組；以
甲、乙等
級之機場
為對象。

1. 提升機場地面車輛燃油效率；
2. 機場地面車輛單位排放污染物總
量逐年下降。

機場提交
每年地面
車輛燃油
使用量與
效率資料

3.2 降落費依照飛機引擎排
污量徵收不同之飛機
引擎空污費

中

1. 回顧全球已徵收飛機引擎空污費機
場之徵收機制、用途與成效；
2. 進行我國機場使用費與鄰近國家之
比較；
3. 提出適合我國之考量飛機引擎空污
之機場使用費機制；
4. 研擬空污費使用方式及其效益。

飛機起降階
段 LTO 之污
染物（NOx、
PM）排放量
與單位排放
量

委託研究
案

1. 建立機場使用費考量飛機引擎空
污費之徵收機制；
2. 提供航空公司機型加速汰舊換新
之誘因；
3. 提 升 機 場 週 邊 區 域 之 空 氣 品
質。

提交委託
研究計畫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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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17 項行動方案之期程、
)
項行動方案之期程、內容綱要、
內容綱要、指標與目標、
指標與目標、組織人力、
組織人力、執行效益與考核機制說明(
執行效益與考核機制說明(3/5)
策略
類別

行動方案

期
程

內容綱要

指標與目標

組織人力

4.1 計算機場不同範疇之溫
室氣體排放量

短
中

1. 計算機場每年範疇一、二與三之碳
排放；

委託研究
案

1. 減少機場溫室氣體排放量；

長

2. 計算每年之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每年溫室氣
體排放總量
與單位排放
量

2. 機場溫室氣體管制符合國際規範
與趨勢。

提交委託
研究計畫
報告

全部之機場
環境管理指
標

民航局與
機場任務
編組

1. 機場進行全方位之環保工作，公
告執行成效報告，有效與民眾溝
通；

機場提交
年度環保
目標成效

3. 提出進一步可行之溫室氣體減量措
施與行動方案。
4.2 訂定機場環境政策、措
施與目標

短
中

1. 針對不同營運特性之機場訂定其環
境政策、措施與目標；

長

2. 每三年檢討與修改。

執行效益

管考機制

2. 機場發展與社區規劃相容。
四、
機場
環境
管理
機制

4.3 建立機場環境管理系統
與訂定機場環境策略

短
中
長

1. 輔導機場建立環境管理系統；
2. 依 照 ISO 規 範 定 期 執 行 環 保 工
作；
3. 訂定機場環境策略，並成立「機場
環境委員會」。

4.4 探討全球機場碳中和發
展趨勢與我國導入措
施

中
長

1. 持續了解國際間機場碳中和發展；
2. 碳中和機場深入個案分析；
3. 探討我國適合之碳中和作法，並以
臺北國際航空站為示範機場；
4. 訂定我國發展碳中和機場之時程、
經費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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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場 通 過
ISO 14001 認
證 ( 範 圍視各
機場營運規
模及現況而
定)

-機場任務
編組

1. 機 場 EMS 通 過 ISO 14001 認
證；

- ISO 輔導
與認證委
託案

2. 機場每 3~5 年提出機場環境策
略，達成環境保護績效。

每年排碳量

- 中期民航
局任務編
組

機場提交
年度環保
目標成效

- 以甲、乙
等級之機
場為對象

- 長期機場
任務編組
- 以甲級機
場為對象

1.

機場排碳量逐年降低；

2.

建立臺北國際航空站為我國第
一座碳中和示範機場。

機場提交
年度溫室
氣體減量
目標成效

表 7-2 17 項行動方案之期程、
)
項行動方案之期程、內容綱要、
內容綱要、指標與目標、
指標與目標、組織人力、
組織人力、執行效益與考核機制說明(
執行效益與考核機制說明(4/5)
策略
類別

行動方案

期
程

內容綱要

指標與目標

組織人力

執行效益

管考機制

5.1 研擬與航空公司簽署自
願溫室氣體減量協定

短
中

1. 探討鄰近國家自願減量協定內容與
作法；

1.航空公司每
年排碳總量
與單位績效

- 民航局任
務編組

1. 航空業排碳量達到 ICAO 之全球
減量目標；

航空公司
每年提交
環保成效
報告

2. 邀集國籍航空公司討論協定內容；

五、
航空
業污
染物
排放

5.2 研擬機場與相關業者簽
署溫室氣體自願減量
協定

1. 探討相關國際機場之自願減量作
法；

機場每年排
碳總量與單
位績效

2. 擬定適合我國之機場自願減量協
定，輔導臺北國際航空站優先施
行；

2. 達到航空業永續發展目標。

- 民航局與
機場任務
編組
- 以甲級機
場為對象

1. 機場總排碳量減少，排碳績效提
升；
2. 輔導臺北國際航空站優先達到綠
色機場目標。

機場每年
提交減碳
績效報告

3. 輔導機場與其使用者簽署單邊承諾
自願減量協定。
5.3 探討航空運輸替代油料
之發展與導入措施

六、
飛航
服務
管理
效率

短
中

3. 與航空公司簽署公共自願減量協
定。

2.每年燃油效
率提昇 2％
(公斤/RTK)

6.1 實施節能減碳之航管措
施

短

1. 了解 ICAO 與全球替代油料發展；

中
長

2. 探討我國適合之因應措施；

短
中

1. 建立持續下降進場程序；

長期替代油
料使用率

3. 協助航空產業使用替代油料。

1.至 2021 年
完成 10 個程
序；

2. 建立直飛航路。

2.至 2021 年
完成 5 條直
飛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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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研究
案

1. 了解國際替代油料使用狀況與發
展；

- 長期民航
局任務編
組

2. 維持航空運輸永續發展。

民航局與
飛航服務
總臺任務
編組

1. 減少油耗、噪音及碳排放；
2. 達到民航服務顧客滿意之願景。

委託研究
計畫報告

每年提交
執行報告

表 7-2 17 項行動方案之期程、
)
項行動方案之期程、內容綱要、
內容綱要、指標與目標、
指標與目標、組織人力、
組織人力、執行效益與考核機制說明(
執行效益與考核機制說明(5/5)
策略

行動方案

類別

7.1 定期更新民航環保政
策說明書

期

內容綱要

指標與目標

組織人力

短

1. 探討交通政策白皮書、環保白

定期出版「民

民航局任務

1. 系統化執行民航環保政策；

每 年 提 出

中
長

皮書與民航白皮書，以及我國
重大政策之最新發展；

航環保政策說
明書」

編組

2. 於網頁上公告中英文之環保政

「民航環保

程

策說明書；

2. 依照最新國際狀況定期更新民

3. 提 升 我 國 民 航 環 保 國 際 化 程

航環保政策說明書。
七 、
民 航

7.2 製作民航環保績效與
政策宣導品

環 境

度。

短

1. 製作親民之環保績效文宣，包

定期出版「民

民航局任務

中
長

括：民航環保執行績效與政
策；

航環保績效與
政策宣導品」

編組

2. 依 照 最 新 之 民 航 環 保 執 行 績

保 護
績效

執行效益

報

短
中
長

1. 探討鄰近機場與國際主要機場
環境年報內容；

政 策 說 明
書」之修訂
版

1. 於網頁上公告中英文之「民航

每 年 提 出

環保績效與政策宣導品」；

「民航環保

2. 便與民眾溝通，了解民航環保

績效與政策

績效，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宣導品」之
修訂版

效，與未來工作規劃進行更
新。
7.3 機場每年出版環境年

管考機制

每年出版機場

- 機場任務

1. 將環境年報公告於網頁；

機場提出環

環境年報

編組

2. 達到機場永續發展與綠色機場

境年報

2. 蒐集我國機場相關資料；

- 以甲、乙

3. 撰寫並出版主要機場之環境年

等級之機場
為對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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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第八章 環境管理系統導入
環境管理系統導入(
導入(以臺北國際航空站為範例)
以臺北國際航空站為範例)
本章以臺北國際航空站（以下簡稱松山機場）為對象，首先進行機場簡
介，接著說明目前松山機場之空污減量作法與現況，接著提出適用於我國機場
之環境管理指標，並利用現有之資料初步探討松山機場噪音與廢氣管理之績
效。接著介紹松山機場既定之環境政策與環境管理方案，最後說明今年(101)導
入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之作法、執行進度、成效及後續驗證等工作內容。
8.1 機場簡介
松山機場為國內航線主要樞紐，民國 86 年曾達到 1,500 萬旅次之最高峰，
但受高速公路網、高速鐵路與台鐵東部北迴線陸續通車之影響，運量逐漸下
滑，至民國 97 年與 98 年旅客數僅約 3 百萬人（參見圖 8-1）。
隨著兩岸直航陸續開放，自 97 年起從週末包機擴大為平日包機，而 98 年 8
月開始實施兩岸定期航班，松山機場營運之兩岸航班逐漸增加。此外，松山機
場於 99 年 6 月及 10 月分別開闢與上海虹橋及東京羽田機場之對飛航線，更於
101 年 4 月開闢首爾金浦航線，完成「東北亞黃金航圈」之政策，與東北亞地
區重要商務城市之市區機場建立直航關係。另因松山機場具有位於臺北市區之
地理優勢，已定位朝商務機場方向發展，私人商務飛機起降架次亦快速成長。
整體而言，松山機場的營運績效在 100 年已轉虧為盈。圖 8-2 展現起降架次從
90 年 15 萬降至 98 年約 45,000 架次，99 年已增加至 48,925 架次，100 年再增加
為 58,185 架次；貨運噸數變化則如圖 8-3 所示，至 99 年約 1 萬噸，100 年則大
幅上升為 34,492 噸，其中有三分之二的貨物為轉運貨物，轉運貨物之成長幅度
為前一年的 43 倍。
由圖 8-4 可看出松山機場平均而言 7 月份運量較高，其次為 2 月份，推測暑
假出遊以及農曆春節返鄉人潮所帶來的運量尖峰；但 99 年運量至下半年明顯已
增加，100 年年初期運量較去年同期為低，3 月之後運量便持續上升。因此松山
機場隨著兩岸航班與國際短程航線發展，加上商務航空推動，預計運量將會逐
年提升，這也直接反應出噪音減量、空氣品質管理等相關環境保護之重要性。
因臺日航線各航空公司多採用重型（D、E 類）航空器（華航：A330 長榮：
A330 全日空、日航：A330 或 B767），未來兩岸經濟持續成長情況下，兩岸航
線亦可能因旅客成長而採用重型航空器，此一局勢將改變機場週遭噪音分布結
構。重型航空器因引擎結構關係，起飛爬升較慢且噪音量亦較大，故未來機場
防制區周圍居民之投訴案件可能增加。

168

松山機場90~100年旅客數變化圖
年旅客數變化圖
松山機場
12,000,000
10,000,000
8,000,000
6,000,000
Passengers
4,000,000
2,000,000
0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圖 8-1 松山機場旅客數 ~ 90 年至 100 年
資料來源：民航局統計資料。

松山機場90~100年航班數變化圖
年航班數變化圖
松山機場
160,000
140,000
120,000
100,000
80,000
60,000
40,000
20,000
0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Flights

圖 8-2 松山機場起降航班數 ~ 90 年至 100 年
資料來源：民航局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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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 100年

松山機場90~100年貨運噸數變化圖
松山機場
年貨運噸數變化圖
40,000
35,000
30,000
25,000
20,000

Cargos

15,000
10,000
5,000
0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圖 8-3 松山機場貨運噸數 ~ 90 年至 100 年
資料來源：民航局統計資料。

松山機場96~100年各月旅客數
年各月旅客數
松山機場
700,000
600,000
500,000
40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0
1月

2月

3月
96年

4月

5月

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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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8月
99年

9月

10月
100年

圖 8-4 松山機場各月旅客數 ~ 96 年至 100 年
資料來源：民航局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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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2月

8.2 機場空污減量作法現況
表 8-1 列出松山機場目前有關污染物減量之作法與現況說明。依據前述之
國外現況探討，機場通常以範疇一與範疇二之污染物為優先減量項目，因屬機
場當局可直接控制或外購電力能源之部分；其次為範疇三之污染物排放，因涉
及較多機場進駐廠商、飛航服務組織、航空公司與旅客等各單位合作減量工
作，需規劃適宜之減量措施與可行之時程。此外，若未來以發展為碳中和機場
為目標，通常在範疇一與範疇二之污染物減量後，仍有無法減少之碳排放，則
需採取碳抵換計畫，以達到碳中和。
而範疇一與範疇二污染物，通常主要包括：電力使用與機場擁有之地面專
業車輛與設備。松山機場在航廈部分，已朝向環保空調，採用 LED 燈或採光罩
等作法，減少電力消耗，達到節能減碳之目標。而在機場內地面專業車輛部
分，因地勤作業部分已由專屬之地勤公司進行，因此採業主自主管理方式，尚
未有明確之規範81。
有關飛機起降污染物、聯外運輸部分則屬於範疇三污染物。在飛機地面操
作部分，松山機場因場站面積狹小，僅一條跑道，滑行距離已屬最短距離，此
外，登機門之安排以及起降航班已透過機場與塔台之協調，減少延遲與等待時
間。松山機場於 99 年辦理空橋汰換時，已一併規劃建置橋電與橋氣等設備供航
空公司使用，以降低機坪之噪音及空氣污染，目前已完成空橋之汰換，橋電與
橋氣等設備刻正建置中。目前國際航線已多使用空橋上、下旅客，惟國內航線
因機型關係，仍有多數航機採用地面車輛接駁之方式。
在飛機起降與航管部分，CDA 下降模式係航機從航路至落地，採用最佳下
降模式以達節省燃油之效果，航管、空域、飛行距離均不予以限制。但在現有
台灣空域結構中，因考量相關航情，相鄰空域緊密，針對民航機多發給適度的
下降高度許可保持與其他航機的適當隔離。此舉乃航管為維護飛安之必須手
段，不因高空或低空而有差異。此外，已針對減少噪音規劃環保航線。
在聯外運輸部分，松山機場之捷運文湖線已於 98 年年中通車，搭配臺北市
之市公車班次多、路網密，因此大眾運輸之提供完善。

81

地面車輛若為地勤公司擁有，其碳排放則屬於範疇三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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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松山機場空污減量作法與現況
類別

作法與現況

一、航廈
- 航廈之空調使用環保能源

99 年度之整建案採用新式環保之空調系統。

- 省電措施

已採用採光罩或裝置 LED 燈管等措施，減少電力消耗。

二、機場內地面專業車輛
- 限制地面裝備及車輛作業

囿於可利用空間有限，目前只針對各航空公司地面裝備及車輛
可停放區域加以限制，由航空公司依可停放區域自行調配裝備
車輛之進駐。

三、飛機地面操作
- 飛機停泊及航站登機門安排

需視航空器大小及航空器流量安排停機位登機門。

降低滑行與等待時間
- 提供 400Hz 飛機供電及定點
使用機艙空調機設備

已於 99 年辦理空橋汰換時一倂納入規劃，刻正建置中，完成
後可供航空公司使用。

四、飛機起降與航管
- 飛機起降減少污染物

已有針對噪音問題，規劃減少噪音之環保航線。

五、聯外運輸
- 鼓勵到機場的旅客與機場員

已利用航空站之網頁宣導。

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 提供捷運或擴大公車服務

捷運文湖線自 98 年 7 月 4 日正式通車，松山機場站已與捷運其
他各線連通；臺北市公共運輸處並同步配合試辦將機場周邊公
車路線延駛進入機場，以擴大大眾運輸服務（惟由於成效不彰
已停辦），目前進入機場之大眾運輸路線計聯營公車 13 線，
國道客運 8 線。

資料來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委託研究案期末報告，「國際航空器廢氣（含溫室氣體）排放減
量現況調查及我國因應策略之研究」，99 年 1 月。

8.3 機場環境管理指標
8.3.1 污染物指標

單位 WLU 之平均碳排放量（
）
之平均碳排放量（CO2 公斤/WLU）
公斤
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委託研究案期末報告「國際航空器廢氣（含溫室氣
體）排放減量現況調查及我國因應策略之研究」（99 年），其中針對地面專業
車輛與機場用電量等污染物排放源，所進行之污染物推估，進一步探討此碳排
放量與機場運量之關係，表 8-2 列出單位 WLU 之平均碳排放量，歷年均有增加
之趨勢。主要原因可能為地面車輛車齡逐年增加，再者許多類型之專業車輛，
礙於現行規範，並無任何檢驗之措施；而於用電量方面，因航廈等用電為一大
規模之固定消耗，與運量變化並無成正比例之關係，雖然總電量有小幅降低，
但仍小於運量之降幅。松山機場至 97 年年底運量均逐年下降，國內線運量受高
鐵影響已大幅減少，而兩岸直航所帶來之運量增加仍屬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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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機場進行每年固定碳盤查時，則應以明確之範疇一與範疇二碳排放，
計算其碳減量效率，並以此為減量目標。
表 8-2 松山機場地面專業車輛與用電 CO2 單位排放量 ~ 93 年至 97 年
排放源
專業車輛
用電量

單位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CO2 公噸/年*
759
972
896
930
869
CO2 公噸/年*
14,061
14,483
14,647
14,546
13,225
CO2 公噸/年
14,820
15,455
15,543
15,476
14,094
專業車輛+
WLU/年**
8,501,933
7,736,640
6,878,951
4,602,012 3,220,162
用電量
CO2 公斤/WLU
1.7
2.0
2.3
3.4
4.4
資料來源：* CO2 排放量數據採用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委託研究案期末報告，「國際航空器廢氣
（含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現況調查及我國因應策略之研究」，99 年 1 月。
** WLU 運量數據採用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網站公布之統計資料。

CO2公斤/WLU
5.0
4.0
3.0
2.0
1.0
0.0

93
2004

94
2005

95
2006

96
2007

97
2008

年份

圖 8-5 松山機場地面專業車輛與用電 CO2 單位排放量 ~ 93 年至 97 年

其他污染物排放
表 8-3 展現松山機場 97 年飛機起降與地面專業車輛產生之五種污染物，分
別為 HC、CO、NOx、PM 與 SO2。其中以 NOx 與 CO 之排放量最高。
表 8-3 松山機場飛機起降與地面專業車輛之污染物產生量（
松山機場飛機起降與地面專業車輛之污染物產生量（噸年）
噸年） ~ 97 年
污染物
HC
CO
NOx
PM
SO2

飛機起降

地面專業車輛
70
152
113
2
8

8.3
62.6
4.8
0.5
0.06

資料來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委託研究案期末報告，「國際航空器廢氣（含溫室氣體）排放減
量現況調查及我國因應策略之研究」，9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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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參考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99 年度臺北市空氣品質改善計畫規劃整
合暨成效評核計畫82 ，目前臺北市主要空氣污染問題為臭氧，其來源為轄區內
數量龐大的機動車輛排放，以及每日晨峰高達 15 萬輛的進城車輛。依據臺北市
98 年度各類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統計，以航空器而言，SOx 排放量 1 公噸/年，
約佔全部污染源種類排放量的 0.1%；NOx 排放量 401 公噸/年，約佔全部污染源
種類排放量的 2.24%；THC 排放量 71 公噸/年，約佔全部污染源種類排放量的
0.14%；NMHC 排放量 65 公噸/年，約佔全部污染源種類排放量的 0.16%；CO
排放 361 公噸/年，約佔全部污染源種類排放量的 0.54%。
雖然航空器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所佔之百分比並不高，惟針對機場而言，
其航空器、地面專業車輛及周邊聯外運輸交通工具等皆屬移動性污染源，且皆
會排放臭氧前驅物質，如：NOx 及 VOC，故進行排放量減量亦能對降低臭氧污
染作出貢獻。
8.3.2 噪音指標

日夜均能音量(DNL)
日夜均能音量
透過降低飛機的噪音量、加強飛航噪音之防制、推動機場噪音標準法規化
及評估機場週邊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等適宜之措施，促使監測值能符合相關航
空噪音管制規範，並透過環保署 100 年監測站與監控中心查核之建議加以改進
83

，使航空噪音監測結果能反映實際噪音現況，以提升資料收集率及噪音合格

率之量化目標。
各機場等噪音線涵蓋面積與住戶
目前松山機場補助噪音防制費之戶數係依據 87 年之航空噪音等噪音線範圍
計算，經比較該（87）年度航運量為 174,060 架次（日平均約為 477 架次）及
去（99）年度航運量為 48,925 架次（日平均約為 134 架次），99 年航運量已較
87 年減少 72％，故 99 年度實際受航空噪音影響之範圍已遠小於 87 年所公告之
航空噪音防制區範圍，相對受航空噪音補助之戶數，亦遠低於 87 年所計算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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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2010），「99 年度臺北市空氣品質改善計畫規劃整合暨
成效評核計畫期中報告」，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9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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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0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交通噪音、振動抽測及管制專案工作
計畫期中報告」，中華民國振動與噪音工程學會，100 年 10 月。相關查核建議如下：1.提高
資料收集率。2.因應等噪音線重新劃定，重新規劃監測站位置，增加監測站及備品數量。3.
建議將故障維修、陳情案件、系統軟體及儀器故障申告等紀錄資料單獨建置成冊。4.異常狀
況出現之時間及測站，應記錄並列於報告中提交環保局。5.各項檔案應以程式自動輸出為主
要操作程序，減少人工輸入產生的錯誤。6.監測站之觸發時間(duration time)及觸發位準
(Trigger Level)應定期(半年或一年)進行檢討，以配合實際噪音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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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惟隨著兩岸航班與國際短程航線發展，加上商務航空推動，預計運量將會
逐年提升，故未來防制區土地面積可能擴大及受影響戶數變多，如何規劃補助
順序及方式以提升年度補助執行率亦成為後續重點工作項目及量化目標。
噪音陳情案件
依據環保署 91~100 年度噪音之陳情案件清單，統計松山機場歷年噪音陳情
案件(噪音抱怨)數，詳如表 8-4 所示。其中以機場相關工程施工所導致之噪音
陳情案件數最多，約佔 68.2%，且自 95 年以後，陳情案件數有逐年減緩下降之
趨勢，惟於 99 年陳情案件數上升至 18 件；100 年則有 17 件，主因皆為施工噪
音所引起，可多加勸導施工單位加強音量管制並協調重大音量作業擬改於日間
作業以維護環境安寧。機場另訂有「松山機場地面噪音管制作業規定」，加強
航機試車管制，管制時間自 20 時至次晨 7 時，故夜間並不可進行試車，未來降
低居民針對噪音的投訴與抱怨次數亦是噪音管理上之量化目標。
表 8-4 松山機場 91 年至 100 年噪音陳情案件數統計表
年度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總和
百分比

起降(飛行)
0
0
3
3
5
0
0
1
0
0
12
13.6 %

試車(修護)
8
1
0
0
0
0
0
0
0
0
9
10.2 %

施工
5
0
5
9
2
3
1
3
15
17
60
68.2 %

其他
0
1
0
0
0
1
2
0
3
0
7
8.0 %

小計(件)
13
2
8
12
7
4
3
4
18
17
88
100 %

資料來源：環保署陳情資料庫，本計畫整理。

8.4 機場環境政策與環境管理方案
8.4.1 環境政策

松山機場基於對環境及當地社區居民的責任，訂定下述環境政策，以確保
機場所採行之作業活動皆符合相關環保法規，並儘量減低對環境之衝擊。
承諾將做到：
一、以對環境負責態度，經營、管理與發展機場。
二、遵守政府環保法規要求，並盡可能減少污染。
三、實施節約能源及資源回收措施。
四、與相關單位及當地社區妥善溝通。
五、發展環境管理系統，有效監控與達成各環境面向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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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環境管理方案

松山機場於環境管理面上，將環境目標分為 9 大項，分別為：建立並落實環境管理系統、航空噪音監測、教育宣導、飲用水安
全、二氧化碳減量、廢棄物管理、緊急應變危機處理、行政院「四省專案計畫」及綠化等 9 大面向，各目標再細分為相對應之環境標
的、管理方案及主辦單位…等項目，詳如表 8-5 所示。
表 8-5 松山機場 101 年環境管理方案(
)
年環境管理方案(1/2)
項次

環境目標

E01

建立落實環境管理系統
持續監測航空噪音日夜

E02

均能音量減少社區居民

環境標的
101 年 8 月取得 ISO 14001 認證。

環境管理方案
1.推行 ISO 14001；

企劃組及

2.教育訓練及宣導。

人事室

設置自動監測設備 15 處固定監測 1.監測紀錄每季呈報彙整；

航務組

起訖日期
101.01~101.08
101.01~101.12

站，監測航空噪音日夜均能音量。 2.日夜監測資料分析；

審核紀錄
1.教育訓練紀錄；
2.ISO 14001：2004 證書。
1.監測季報書及每季監測數值比
對資料；

3.噪音防制經費執行成效。

抱怨事件

2.噪音防制經費補助使用情形；
3.陳情相關資料。

定期實施環保教育及工作宣達。

1.實施飛安講習及社區環保工 航 務 組 、
作教育；

E03

主辦單位

2.環保績效彙整於年報；

環保教育、績效宣導與

企劃組、

101.01~101.12

中控室、

2.機場年報；
3.網站；

3.依環保署「清淨家園全民運 總務組

落實執行環保工作

1.教育訓練紀錄；

4.每月執行報告；

動計畫」辦理；

5.每月執行成果。

4.依交通部函辦理「每月一日
不開車計畫」辦理。
E04

飲用水源安全

定期檢測飲用水水質。

1.定期更換濾心及保養設備； 業務組
2.定期實施水體化驗報告。

服 務每 位旅客 航站用 電間接 產生 1.汰換耗能照明設施；
CO2 較前一年度降低 0.5%。
E05

二氧化碳減量排放

2.更新緊急照明設施；
3.汰換空調系統。
4.每月統計用電量*0.62/旅客
數。

資料來源：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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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101.12

1.飲用水設備維護紀錄表；
2.水質樣品檢驗報告。

維護組

101.01 ~ 101.09 每月電費收據單。

表 8-5 松山機場 101 年環境管理方案(
)
年環境管理方案(2/2)
項次

環境目標

環境標的
廢紙處理分類回收。

環境管理方案

主辦單位

分類後由廠商回收，每月垃圾 中控室
分類與回收統計。

塑料處理分類回收。

E06

分類後由廠商回收，每月垃圾 中控室

回收

鐵鋁罐分類回收。

分類後由廠商回收，每月垃圾 中控室
分類後由廠商回收，每月垃圾 中控室
分類後由廠商回收，每月垃圾 中控室

回收量。

E08

101.01 ~ 101.12 臺北市機關、團體、學校或社區
101.01 ~ 101.12 臺北市機關、團體、學校或社區
資源回收成果統計表。

年度資源回收物質達 56,000 公斤。 落實垃圾分類工作，增加資源 中控室

緊急應變危機處理

101.01 ~ 101.12 臺北市機關、團體、學校或社區

資源回收成果統計表。

分類與回收統計。

E07

101.01 ~ 101.12 臺北市機關、團體、學校或社區

資源回收成果統計表。

分類與回收統計。
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

101.01 ~ 101.12 臺北市機關、團體、學校或社區

資源回收成果統計表。

分類與回收統計。

廢棄物管理及環保資源

審核紀錄

資源回收成果統計表。

分類與回收統計。
日光燈管分類回收。

起訖日期

101.01 ~ 101.12 年度生活廢棄物資源回收重量統
計表

依台北航空站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 依民航局指示每年固定演練項 企 劃 組 及 101.01 ~ 101.12 重大災害緊急搶救人員裝備動員
緊急應變計畫處理作業程序演練。 目辦理緊急應變演練。

相關組室

能源使用量於平均值區間內。

維 護 組 及 101.01 ~ 101.12 1.用電紀錄表；

統計每月用量及節約能源。

總務組

四省專案計畫執行

演練紀錄。
2.用水紀錄表；
3.用油紀錄表；
4.用紙紀錄表。

E09

建構綠化率及室內植栽
改善空氣品質

建構一處綠化牆面及室內綠色植物 統 計 及 管 理 室內 綠 色植 物數 業務組
養護。

量。

業務組

資料來源：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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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 ~ 101.12 花木盆栽及植栽維護合約。
綠色植物數量統計。

8.5 機場環境管理系統
依據前述「8.4 節 環境政策與環境管理方案」知，導入環境管理系統，有效
監控與達成各環境面向目標為未來松山機場於環保面向之主要重點工作，故本
計畫將依據環境品質管理系統（EMS）之規劃、執行、稽核及改善（PDCA）
等 4 項品管精神，輔導

貴局建立松山機場可行之環境管理系統，係採

ISO14001：2004 版(以下簡稱本專案)環境管理系統並予以落實運作。預期達到
之成效如下：
一、全面有效的實施本專案管理系統。
二、機場員工對本專案環境管理意識的提升。
三、有效的提升環境品質及文件管理效率。
四、提供乘客更舒適、滿意及高品質的服務。
五、提升經營績效、滿足乘客需求、強化競爭力及提升國際形象。
以下依序說明建立環境管理系統之(1)輔導方法；(2)輔導進度；(3)宣導及成
效會議；及(4)驗證機構驗證。
8.5.1 輔導方法

原則上以本專案為主架構佐以相關管理制度之建立，採用階段計畫，逐步
實施，輔導方法簡述如下：
一、本專案組織及計畫
在本專案執行之前，先與機場的管理階層洽商，成立適當的小組來負
責發展及實施品質系統，為確保本專案的成功，要做下列工作：
(一)成立正式的推動委員會及確定其組織成員。
(二)指派本專案的管理代表。
(三)確定該推動委員會及其組織成員的權責，其成員(包括：管理代表)
應為機場內各部門的領導者，這些成員在實施的過程中發生推動作用。他們是
具有團隊意識的人，有良好溝通能力，能夠激勵同儕完成既定目標。
二、本專案系統診斷
診斷涵蓋機場內會影響環境管理系統或提供服務的相關部門。與最高
管理階層及相關員工進行洽談，以瞭解他們對本專案的承諾和政策，評估方式
為：
(一)與相關部門的員工面談。
(二)檢視現有的文件和品質紀錄。
(三)到機場及相關設施提供服務的現場做實地查訪。
(四)檢查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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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行小組及各部門主管教育訓練課程，此訓練課程強調：
(一)環境管理管理觀念及其重要性。
(二)瞭解本專案要求的解說。
四、本專案之定義、設計和文件化
(一)機場幹部在輔導顧問之重點提示協助下完成。
(二)本專案系統的定義和設計。
(三)發展作業程序及相關品質文件。
(四)發展本專案手冊，略述機場對環境管理的方法。
五、本專案系統的實施
在定義、設計和文件化的階段中，為符合本專案的需求，對既存的作
法會進行修改，發展出新的做法。修改的系統在輔導顧問的指導和建議下，由
機場有關的幹部在作業場所實施，進行〝試行〞(TRIAL RUN)。此〝試行〞行
動，包括下列活動：
(一)執行文件中所定義的步驟。
(二)實施新的文件和特定的管制。
(三)使用必須的資源，如：人員之配合。
六、內部稽核訓練
有效及實務的訓練課程，為機場訓練出能勝任的內部稽核員。
七、文件管理和分發
當文件經檢討、定稿和核准後，輔導顧問將指導員工實施文件管制、
分發和文件的修改。文件管制的重點，在於文件的授權簽收人及其夥伴瞭解簽
收人的責任。
八、內部稽核及矯正措施
本階段係對整個系統進行稽核，由顧問及外聘稽核人員分別進行，目
的在：
(一)對本專案系統潛在的不符合事項，進行修正補強。
(二)在驗證機構稽核前，檢查系統是否準備完全。
(三)在驗證前確認需要立即採取矯正措施的作業活動。
(四)使管理階層及員工有機會學習如何與驗證機構的稽核員應對。
8.5.2 輔導進度及成果
輔導進度及成果

自 101 年 1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止，計 8 個月(實際輔導時程，依輔導現況及
文件製作進度略作調整)，相關進度、期程及輔導大綱詳如表 8-6 所示。已完成
工作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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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 松山機場 101 年環境管理系統輔導進度表
趟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日 期
完成
1/5
1/11
完成
完成
1/19
完成
1/19
完成
2/2
完成
2/9
缺半日
2/16
完成
完成
3/6
完成
完成
3/15
完成
延至4/26
3/22
延至5/18
完成
3/29
補2/16
3/29
完成
4/26
補3/22
4/26
完成
5/3
完成
5/3
補3/22
5/18
完成
6/7
完成
6/8
完成
完成
6/21
完成
完成
6/28
完成
7/5
完成
7/12
完成
7/26
完成
8/23
完成
完成
10/12

星期
時間
四 14:00~17:00
13:00~16:00
四 09:00~12:00
四 14:00~17:00
四 14:00~17:00
四 14:00~17:00
09:00~12:00
四
14:00~17:00
09:00~12:00
四
14:00~17:00
09:00~12:00
四
14:00~17:00

顧問師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參與同仁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輔 導 進 度
宣示、溝通(第一場)與、訓練1
環境法規先期審查
環境法規先期審查
現行作業先期審查
推動小組、訓練2(第一梯次)
推動小組、訓練2(第二梯次)
現行作業先期審查
現行作業先期審查
現行作業先期審查
現行作業先期審查
先期審查、訓練3(第一梯次)
先期審查、訓練3(第二梯次)

輔 導 大 綱
推動小組成立、14001導入簡介
環境審查及作法說明（辦公/廠區/鄰近地區）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劉威成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內稽小組
內稽小組
推動小組
內稽小組
內稽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推動小組
應對小組
應對小組
推動小組

現行作業先期審查
文件製作（審查）
文件製作（審查）
文件製作（審查）
文件製作（審查）
文件製作（審查）
文件製作（審查）
稽核訓練4(第一梯次)
稽核訓練4(第二梯次)
宣導及成效會議(第二場)
稽核訓練5(第一梯次)
稽核訓練5(第二梯次)
管理審查
文件紀錄檢視
文件紀錄檢視
稽核資料文件紀錄準備
正式稽核
正式稽核
宣導及成效會議(第三場)

生產活動系統瞭解/工作分工
各工作程序瞭解
環境審查確認（辦公/廠區/鄰近地區）
環境審查確認（辦公/廠區/鄰近地區）
法規審查確認（氣/水/物/毒/噪/輻）
法規審查確認（氣/水/物/毒/噪/輻）
文件/先期審查報告確認
環保／稽核訓練
環保／稽核訓練
導入EMS迄今，其執行方式與成效予以分享及說明
環保／稽核實務演練(實作)
環保／稽核實務演練(實作)
管理審查會議/內部稽核報告彙整
紀錄準備
紀錄準備
系統紀錄準備
缺點事項改正、持續落實
缺點事項改正、持續落實
執行方式與成效暨驗證成果與改善情況予以分享及說明

生產活動系統瞭解/工作分工
基本觀念、14001條文解說
基本觀念、14001條文解說
生產活動系統瞭解/工作分工
生產活動系統瞭解/工作分工
生產活動系統瞭解/工作分工
生產活動系統瞭解/工作分工
生產活動系統瞭解/14001文件製作要領
生產活動系統瞭解/14001文件製作要領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五
四
五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五

09:00~12:00
14:00~17:00
09:00~12:00
14:00~17:00
09:00~12:00
14:00~17:00
09:00~12:00
09:00~12:00
14:00~17:00
14:00~17:00
09:00~12:00
14:00~17:00
14:00~17:00
14:00~17:00
14:00~17:00
14:00~17:00
09:00~12:00
14:00~17:00
09:00~12:00

一、完成機場環境管理系統建置及環保政策、環境目標規劃
8 月 20 日完成松山機場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2004 初次驗證評
鑑，環境管理系統計畫內之環保政策、環保措施、計畫執行目標及預估成效符
合評鑑要求。松山機場環境管理系統規劃、執行、稽核及改善包括：考量航空
噪音、CO2 排放量計算、能源消耗、水資源、廢棄物及社區環保教育等工作項
目。
二、環境考量面鑑別評核成效
環境考量面涵蓋：航空噪音、廢氣、能源消耗、水資源、廢棄物及社
區保護等。環境管理機制對現況『先期環境審查』完成『松山機場環境考量面
鑑別評核』共計 91 項。考量各種環境面向後，評估現行作業行為可能帶來之環
境衝擊，瞭解現況管制與監控方式，藉以作為後續導入環境管理系統之評量與
參考。
三、環境相關法規符合性查核成效
松山機場環境管理系統相關環保符合性審查，完成符合性法規審查清
單，共計查核相關法規 47 項。
四、101 年度完成環境管理方案共計 9 項(如 8.4 節所述)。
五、完成松山機場環境管理系統文件。

180

8.5.3 驗證機構驗證

依據前述 8.5.1 節所述之輔導方法，在導入環境管理系統之後，將排定驗證
機構(德國萊因 TUV)進行驗證。而 ISO 14001 認證共分為二階段，簡述如下。
一、第 1 階段稽核(8 月 20 日)
完成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2004 初次驗證評鑑，環境管理系統計
畫內之環保政策、環保措施、計畫執行目標及預估成效符合評鑑要求。
二、第 2 階段稽核(9 月 18~19 日)
計有次要缺失一項。本案經驗證公司進行 2 天稽核，發現不符合事項
為機場承商里運營造於機場內所承租之置放施工機具、材料暫存區，因有兩桶
機油儲存未有二次承接盤及廢油漆桶露天曝曬、雨淋已污染地表，未善盡環境
管理責任，應於 10 月 17 日前限期改善，經矯正完成始能核發證書。

次要缺失(改善前)

缺失矯正(改善後)

經缺失矯正，已取得 ISO 14001：2004 證書，詳如附錄十三所示。
三、改進建議事項 3 項
針對本次松山機場導入 EMS，驗證公司亦建議後續可規劃事項如下。
(一)宜釐清環境考量面與危害鑑別、風險評估之差別以確保管理系統
之有效性，包含：管理活動對航站外環境衝擊與員工職業安全衛生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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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及參考 GR1GR3 環境績效指標，逐步將管理系統轉向企業永
續經營發展面。
(三)對機場內土地建物承租戶的管理力度應加強並提升環境管理意
識。
8.5.4 宣導及成效會議

於導入環境管理系統過程中，將舉辦三場次之宣導及成效會議，皆已完
成，相關內容簡述如下。
一、第一次宣導及成效會議
(一)目的：本次宣導及成效說明會擬就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EMS)
予以說明，讓各航空站對於環境管理系統有初步的認識，同時對於導入環境管
理系統所需要配合的工作有全盤的瞭解，會議內容大綱簡述如後：
1.全球及企業面臨環保問題及因應。
2. ISO 14000 的架構與精神。
3.如何導入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4. ISO 14010 環境管理系統內部稽核。
5. ISO 14040 生命週期評估。
6.環保概念打造的新加坡樟宜機場航廈。
7.結論及 Q&A。
(二)時間：民國 101 年 1 月 5 號(星期四)下午 2 時 00 分。
(三)地點：松山機場第二航廈 2 樓階梯教室。
(四)對象：臺北國際航空站、高雄國際航空站、花蓮航空站、臺東航
空站、馬公航空站、金門航空站、臺南航空站、臺中航空站、嘉義航空站、民
航局航站管理小組。
(五)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單位／
單位／講師

13：50 ~ 14：00

報到

台灣永續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4：00 ~ 14：05

長官致詞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楊組長志雄

台北國際航空站
14：05 ~ 15：00

建置 ISO 14001 環境管理

新創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系統(EMS)第一次宣導及成

劉威成 資深顧問

效簡報
15：00 ~ 16：00

綜合討論 Q&A

16：00~

散會

台灣永續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劉嘉俊 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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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現場翦影：

海報

簽到

主持人楊組長志雄致詞

會議過程

二、第二次宣導及成效會議
(一)目的：本次宣導及成效說明會，擬就臺北國際航空站導入 EMS 迄
今，其執行方式與成效予以分享及說明。會議內容大綱簡述如後：
1.輔導預定進度表。
2.臺北國際航空站環境政策。
3.環境管理方案。
4.環境考量面鑑別評核表。
5.結論及 Q&A。
(二)時間：民國 101 年 6 月 8 號(星期五)下午 2 時 00 分。
(三)地點：松山機場第二航廈 2 樓階梯教室。
(四)對象：臺北國際航空站、高雄國際航空站、花蓮航空站、臺東航
空站、馬公航空站、金門航空站、臺南航空站、臺中航空站、嘉義航空站、民
航局航站管理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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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單位／
單位／講師

13：50 ~ 14：00

報到

台灣永續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4：00 ~ 14：05

長官致詞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楊組長志雄

台北國際航空站
14：05 ~ 15：00

建置 ISO 14001 環境管理

新創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系統(EMS)第二次宣導及成

劉威成 資深顧問

效簡報
15：00 ~ 16：00

綜合討論 Q&A

16：00~

散會

台灣永續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盧曉櫻 博士
—

(六)現場翦影：

海報

簽到

主持人楊組長志雄致詞

會議過程

三、第三次宣導及成效會議
(一)目的：本次宣導及成效說明會，擬就臺北國際航空站導入 EMS 迄
今，其執行方式與成效暨第一階段、第二階段之驗證成果與改善情況予以分享
及說明。
(二)時間：民國 101 年 10 月 12 號(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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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點：松山機場第二航廈 2 樓階梯教室。
(四)對象：臺北國際航空站、高雄國際航空站、花蓮航空站、臺東航
空站、馬公航空站、金門航空站、臺南航空站、臺中航空站、嘉義航空站、民
航局航站管理小組、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五)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單位／
單位／講師

09：20 ~ 09：30

報到

台灣永續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9：30 ~ 09：35

長官致詞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楊組長志雄

台北國際航空站
09：35 ~ 11：00

建置 ISO 14001 環境管理

新創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系統(EMS)第三次宣導及成

劉威成 資深顧問

效簡報
11：00 ~ 11：30

綜合討論 Q&A

11：30~

散會

台灣永續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劉嘉俊 博士
—

(六)現場翦影：

海報

簽到

主持人楊組長志雄致詞

會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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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小結
松山機場於 87 年至 97 年間運量逐年下降，但隨著兩岸航班增加與國際區
域商務航線發展，加上商務航空之推動，預計運量將會逐年提升，這也直接反
應出噪音減量、空氣品質管理等相關環境保護之重要性。
松山機場之噪音監控與防制工作已有其一定成效展現，但至於在空氣污染
與溫室氣體減量方面，則於近年來才逐漸受到重視；至目前為止並未有環保保
護或永續發展年報等正式之出版品。
本計畫已蒐集松山機場相關資料，並訪談機場主管，對於機場之環保工作
與規劃進行進一步之探討；101 年度已依據 EMS 之規劃、執行、稽核及改善
（PDCA）等 4 項品管精神，導入松山機場之環境管理系統（仿效 ISO 14001 精
神），考量面向涵蓋：航空噪音、廢氣、能源消耗、水資源、廢棄物、生態環
境、地面交通運輸及社區保護等。其預期成效內容簡述如下。
一、建置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二、建立與執行已訂定機場環境政策。
三、建立環保目標各工作方案。
四、執行機場員工與承租商等之教育訓練。
五、提升人員環保意識與環保觀念。
六、結合社區宣導教育活動及機場環境績效資料。
七、年報將定期發表。
八、貫徹環保責任並透過回收減廢及管理方案。
九、持續改善措施，落實環保工作。
十、提升環境績效及國際形象達永續經營之目標。
同時期許未來松山機場於願景（vision）及使命（mission）上，達到：


願景：
成為親善、便捷、永續發展的首都商務機場。



使命：
一、打造具競爭力的經營團隊。
二、追求營運與環保均衡發展。
三、做為臺北經濟發展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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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我國航空站可行之環保政策與措施
本章首先針對我國民航局所管轄之 16 個航空站特性進行簡要說明與比較，
並展現航空站環境保護資料調查結果，並針對各項環保指標進行分析；接著依
據不同航空站之特性，提出各等級航空站可行之環保政策與環保措施建議。
9.1 航空站簡介
我國目前 17 個航空站中，除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已法人化且直屬於交通部管
轄之外，其餘之 16 個航空站則隸屬於民航局管轄。此外，依照我國航空站運量
區分標準，分屬於甲等至丁等之間：
(1)甲等站：年出入旅客達 400 萬人次以上，未滿 1,000 萬人次或航機起降
架次達 40,000 架次以上，未滿 50,000 架次者。
(2)乙等站：年出入旅客達 150 萬人次以上，未滿 400 萬人次或航機起降架
次達 30,000 架次以上，未滿 40,000 架次者。
(3)丙等站：年出入旅客達 75 萬人次以上，未滿 150 萬人次或航機起降架次
達 20,000 架次以上，未滿 30,000 架次者。
(4)丁等站：年出入旅客未滿 75 萬人次或航機起降架次未滿 20,000 架次
者。
航空站年出入旅客人次或航機起降架次達較高（低）一級標準持續達三個
年度者，則由民航局報請交通部核轉行政院核定後，予以升（降）級。
接著表 9-1 列示出此 16 個航空站之分類與特性，分別標示出是否為軍民合
用或兩岸直航機場、目前等級、依照 100 年營運運量等級、起降架次、旅客
數、貨運噸數與噪音防制區內噪音補助戶數等。此 16 個航空站中目前有 6 個軍
民合用機場，7 個機場已有兩岸直航班機；高雄和松山機場屬於甲等站；金門
與馬公航空站近幾年運量成長穩定，其次為台中航空站；而台東、花蓮、台南
與嘉義機場則運量下降較多；屬於丁等之 6 個離島機場與恆春機場則運量較低
但穩定。台南和花蓮航空站雖然運量低，但為軍民合用機場所以噪音補助戶數
最多，分別超過 12 萬戶與 6 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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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我國航空站 100 年運量與特性分類表
100 年運量

軍民

高雄國際航空站
高雄國際航空站
臺北松山航空站
臺北松山航空站



金門航空站
金門航空站

直航

目前 依照運
旅客人數 貨運噸數
起降架次
等級 量等級*
量等級*
（人次）
人次） （公噸）
公噸）

WLU

噪音補助
戶數**
戶數
**
33,609



甲

甲

42,596

4,050,413

55,364

4,604,057



甲

甲

58,185

5,258,975

34,492

5,603,895 103,467***



丙

乙

29,080

2,242,368

8,677

2,329,133

1,789

馬公航空站
馬公航空站





乙

乙

35,936

2,009,704

7,073

2,080,435

1,894

臺中航空站
臺中航空站





丙

丙

18,437

1,450,252

2,133

1,471,579

11,896



乙

丁

10,727

436,697

376

440,459

4,845



乙

丁

4,938

250,751

541

256,161

68,642

臺東航空站
臺東航空站
花蓮航空站
花蓮航空站



特色
高運量、
高噪音
高運量、
高噪音

中運量、
中等噪音
中運量、
中等噪音
中運量、
中等噪音

低運量、
中等噪音
低運量、
高噪音
低運量、

臺南航空站
臺南航空站



乙

丁

4,178

234,727

570

240,422

123,051

嘉義航空站
嘉義航空站



丙

丁

2,281

99,866

217

102,034

12,265

南竿航空站
南竿航空站

丁

丁

4,313

188,909

822

197,133

－

低運量

北竿航空站
北竿航空站

丁

丁

2,155

80,927

416

85,083

－

低運量

蘭嶼航空站
蘭嶼航空站

丁

丁

4,538

73,002

83

73,829

－

低運量

綠島航空站
綠島航空站

丁

丁

2,148

33,266

51

33,772

－

低運量

七美航空站
七美航空站

丁

丁

1,918

25,017

19

25,210

－

低運量

望安航空站
望安航空站

丁

丁

178

2,293

0

2,293

－

低運量

恆春航空站
丁
丁
156
2,448
0
恆春航空站
註：* 依照運量等級區分標準，依據 100 年運量資料進行之分類。

2,448

－

低運量

高噪音
低運量、
中等噪音

** 依照航空站所填報 99 年噪音防制區內噪音補助戶數資料。
*** 臺北站資料係依 87 年公告之噪音防制圖。但近年來松山機場運量逐年降低，噪音影響範
圍亦縮小甚多；故 99 年度委請臺北市政府環保局升級軟體將 99 年度噪音線範圍套用至
地政資料了解目前實際狀況。目前受噪音影響嚴重之住戶（69 分貝以上）業已補助完畢
（共計 5,371 戶），僅餘 60 ~ 68 分貝尚有 1,236 戶尚未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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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所屬航空站組織通則」之規定，各航空站依照
其等級設立不同組之辦事，甲等航空站下設 5 組辦事、乙等航空站下設 3 組辦
事、丙等航空站下設 2 組辦事，至於丁等航空站則不分組，分別為：
- 甲等站：業務組、維護組、航務組、企劃組、總務組、會計室、人事室及
政風室；
- 乙等站：業務組、航務組、總務組、會計室、人事室及政風室；
- 丙等站：業務組、航務組；
- 丁等站：不分組。
依照航空站等級不同，其編組與人員數不同，將會影響航空站執行環境保
護工作之人力與分配。噪音補助通常屬於業務組負責、航務組則負責空側部分
有關飛機操作等業務、總務組則管理水電使用等工作；此外，甲等站之企劃組
亦可參與各項環保工作整合業務。
9.2 航空站環境保護指標調查結果
為蒐集我國航空站近幾年（98~100 年）於各項環境保護項目之現況資料，
研究團隊於 101 年 2 月設計「我國機場節能減碳與環境管理相關資料調查表
格」，委請民航局發文給各航空站填寫（詳細之調查表格內容參見附錄十
四）。研究人員並實際訪視各等級之本島東西岸與離島航空站，以確實了解各
航空站之營運特性與實際執行之環保相關措施。
依據各航空站填寫之資料，加入近年航空站運量資料進行分析，參照本計
畫設計之民航環境保護管理指標（參見表 6-16），計算各航空站之環保指標數
據。在機場節能減碳部分，包括：溫室氣體、電力消耗與再生能源；在機場環
境面部分，包括：空氣（空氣污染指標值、空氣污染物年均濃度）、噪音（機
場等噪音線涵蓋面積與戶數、年度噪音補助戶數與金額、年噪音抱怨/陳情案件
數、全年航空噪音日夜音量）與綠化。但因空氣污染監測係屬於各地環保局業
務，而機場內或週邊並不視為污染源，因此各航空站皆未有空氣品質相關資
料。此外，本研究之目的並非評比各航空站，而是各航空站未來應統計各年資
料，針對其減量成效進行明確量化之說明，因此以英文代碼替代各航空站名
稱。接著將調查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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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節能減碳-溫室氣體

在節能減碳方面，包括：溫室氣體、電力消耗與再生能源。首先在溫室氣
體資料部分，目前已有民航局委託研究案「航空業暨民航局所屬航空站溫室氣
體減量推動計畫」（99~100 年），針對國內 9 個航空站之 99 年溫室氣體排放
進行盤查。依據其溫室氣體（CO2e）排放量之盤查結果，分別依照 WLU、旅客
數與起降架次，計算其單位溫室氣體排放量如表 9-2 與圖 9-1 所示。
每一 WLU 之 CO2e 排放介於 9.5~20.5 公斤之間；每一旅客之 CO2e 則介於
9.7~20.9 公斤間；每一架次則為 417~1,828 公斤之間。因航空站之地面車輛、用
電數與起降機型與架次組成不同，造成單位溫室氣體排放量差異甚大。
表 9-2 航空站溫室氣體單位排放量 ~ 99 年
單位溫室氣體排放

CO2e 公斤/WLU

CO2e 公斤/旅客

CO2e 公斤/架次

A 航空站

16.1

18.6

1,828

B 航空站

15.5

16.1

1,225

C 航空站

10.6

11.0

856

D 航空站

9.7

10.1

548

E 航空站

13.2

13.5

1,049

F 航空站

16.5

16.6

645

G 航空站

20.5

20.9

1,045

H 航空站

15.1

15.6

842

I 航空站

9.5

9.7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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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公斤
CO2e 公斤/WLU
公斤 /WLU
25.0
20.0
15.0
10.0
5.0
0.0
A

B

C

D

E

F

G

H

I

G

H

I

G

H

I

CO2e公斤
CO2e 公斤∕
公斤 ∕ 旅客
25.0
20.0
15.0
10.0
5.0
0.0
A

B

C

D

E

F

CO2e公斤
CO2e 公斤∕
公斤 ∕ 航班
2,000
1,500
1,000
500
0
A

B

C

D

E

F

圖 9-1 航空站溫室氣體單位排放量 ~ 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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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節能減碳-電力消耗

在平均用電度數（每 WLU 之用電量）方面，因各航空站皆遵循政府之四
省專案計畫，統計每月用電及節約能源，因此，多數航空站近三年均有逐漸減
少之趨勢，但平均用電度數則有顯著之差異。

表 9-3 航空站單位用電量 ~ 98 年至 100 年
用電度數/WLU

98 年

99 年

100 年

A 航空站

10.0

8.5

8.7

B 航空站

6.4

5.3

4.3

C 航空站

1.1

1.5

1.4

D 航空站

3.3

3.1

2.9

E 航空站

3.0

2.7

2.5

F 航空站

－

4.6

－

G 航空站

23.5

21.5

21.8

H 航空站

9.1

6.9

6.2

I 航空站

3.3

2.7

2.5

J 航空站

2.7

2.9

2.6

K 航空站

3.5

1.8

3.4

L 航空站

－

－

－

M 航空站

3.8

3.8

3.6

N 航空站

4.3

4.3

4.1

O 航空站

－

－

－

P 航空站

－

－

－

註：航空站若未填寫之數據以”－“示之。

用電度數/WLU
用電度數
25.0
2009年
98 年
2010年
99 年

20.0

2011年
100 年
15.0
10.0
5.0
0.0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航空站

圖 9-2 航空站單位用電量 ~ 98 年至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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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節能減碳-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僅有金門航空站填報於 99 年與 100 年有 0.01%之使用百分率，依
據計畫研究人員訪查之結果，主要為航空站宿舍裝設太陽能熱水器；而高雄小
港機場亦有此項裝置，但並未填寫於問卷調查中。其餘航空站皆尚未使用再生
能源。

9.2.4 機場環境面-噪音

在機場噪音方面，本次調查資料包括四項資料，分別說明如下：
一、機場等噪音線涵蓋面積與戶數（詳細資料參見附錄十五）
我國噪音防制區雖依照等噪音線之資料，但因以村里為行政區域劃
分，因此涵蓋面積通常較等噪音線範圍增加許多；此外，依照規定噪音防
制區應每兩年修正公告一次，但常因考量先前受影響住戶之噪音防制補助
權益，因此並未依照等噪音線範圍減少而等比例修正。此資料並無法實際
展現噪音減量施行成效。若比較 99 年航空站防制區內應補助戶數與起降
架次，發現兩者之間並無顯著關係（參見圖 9-3），主要因為航空站週遭
區域住宅密度不同，加上國內有多個軍民合用機場，目前各航空站防制區
域（參照等噪音線圖）包括：軍機起降之噪音干擾。
二、年度噪音補助戶數與金額（詳細資料參見附錄十五）
因各航空站施行進度與方式不盡相同，因此差異相當大。表 9-4 綜合
列示出各航空站於 100 年等噪音線（防制區）涵蓋面積與戶數，以及實際
年度噪音補助戶數與金額資料。
三、年噪音抱怨（與陳情）案件數
統整如表 9-5 所示，除 B 航空站有較顯著之抱怨數量外，其餘航空站
抱怨數有限，甚至未接獲任何抱怨狀況。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統計資料以
書面抱怨為統計基礎，並未納入電話抱怨紀錄；但依照航空站之經驗，所
接獲之有關噪音議題電話，多與噪音防制作業相關。
四、全年航空噪音日夜音量（DNL）
參見表 9-6 所示，但因航空站對此數據較不熟悉，因此僅有 6 個航空
站填寫此項資料。

193

起降架次與應補助戶數比較圖
應補助戶數(千戶)

起降架次

60,000

140,000
123,051

起
降
架
次

68,642

(

戶
)

)

20,000

60,000

(

30,000

80,000

100,000

40,000

架
次

應
補
助
戶
數

120,000

50,000

33,609

40,000

10,000

11,896
1,236

1,789

1,894

B

C

D

12,265

4,845

0

20,000
0

A

E

F

G

H

I

圖 9-3 航空站噪音應
航空站噪音應補助戶數與運量比較圖 ~ 99 年

表 9-4 航空站等噪音線涵蓋面積與戶數 ~ 100 年
100 年

機場等噪音線涵蓋面積與戶數
面積(平方公里)

戶數

年度噪音補助戶數與金額
戶數

金額(千元)

A 航空站

4.97

33,091

1,843

45,824

B 航空站

3.85

1,236*

187

27,897

C 航空站

19.21

2,610

119

15,205

D 航空站

15.68

1,953

54

15,832

E 航空站

54.73

11,896

427

21,149

F 航空站

－

4,928

65

2,916

G 航空站

436.00

68,844

165

3,614

H 航空站

59.30

111,795

1**

1,127

14,303

0

0

I 航空站
74.08
註：* 依據航空站所提供之 99 年資料。
** 此為補助學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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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航空站年度噪音抱怨（
航空站年度噪音抱怨（與陳情）
與陳情）案件數 ~ 98 年至 100 年
噪音抱怨件數

98 年

99 年

100 年

A 航空站

1

0

2

B 航空站

11

28

37

C 航空站

0

1

1

D 航空站

3

0

1

E 航空站

0

0

0

F 航空站

1

0

0

G 航空站

0

0

1

H 航空站

0

1

2

I 航空站

0

0

2

J 航空站

0

0

0

K 航空站

0

0

0

L 航空站

0

0

0

M 航空站

0

0

0

N 航空站

0

0

0

O 航空站

0

0

0

P 航空站

0

0

0

各航空站2009至
至 2011年噪音抱怨件數
年噪音抱怨件數
各航空站
各航空站 98 至 100 年噪音抱怨件數
40
35

98 年
2009年

99 年
2010年

100 年
2011年

30
25
20
15
10
5
0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航空站

圖 9-4 航空站年度噪音抱怨（
航空站年度噪音抱怨（與陳情）
與陳情）案件數 ~ 98 年至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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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6 航空站全年航空噪音日夜音量（
） ~ 98 年至 100 年
航空站全年航空噪音日夜音量（DNL）
全年平均 DNL

98 年

99 年

100 年

A 航空站

58.3

58.6

58.6

B 航空站

60.5

61.3

62.5

C 航空站

53.2

52.7

53.1

D 航空站

59.1

59.2

59.4

G 航空站

75.0

75.0

75.0

H 航空站

58.5

58.7

59.0

註：音量單位 dB(A)。

9.2.5 機場環境面-綠化

在航空站綠化率（綠化面積/場站總面積）方面，除數個航空站未提供數據
外，調查資料由 1%至 60%不等；除 I 航空站外，其餘航空站近三年資料皆相同
（參見表 9-7 與圖 9-5 所示）。

表 9-7 航空站綠化率
航空站綠化率 ~ 98 年至 100 年
綠化率

98 年

99 年

100 年

A 航空站

－

50.0 %

50.0 %

B 航空站

50.1 %

50.1 %

50.1 %

C 航空站

35.0 %

35.0 %

35.0%

D 航空站

－

－

－

E 航空站

－

－

－

F 航空站

－

－

25.0 %

G 航空站

60.0 %

60.0 %

60.0 %

H 航空站

21.4 %

21.4 %

21.4 %

I 航空站

10.0 %

13.0 %

－

J 航空站

－

－

－

K 航空站

1.00 %

1.0 %

1.0 %

L 航空站

－

－

－

M 航空站

－

－

－

N 航空站

－

－

－

O 航空站

－

－

－

P 航空站

－

－

－

196

綠化率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航空站

圖 9-5 航空站綠化率 ~ 99 年
9.2.6 小結

此次調查因有些數據航空站於短時間內無法統計，因此，造成部分數據缺
漏，但因航空站營運特性差異相當大，且有不同實務操作方式（如：噪音補助
作業或節能減碳工作等），因此，各項指標數據差異相當大。建議未來航空站
應建立基本資料，採用適合之環保指標，定期評比其各項環保績效（如：每
月、每季或每年），於網頁或其年報中展現。
9.3 航空站環境政策訂定建議
航空站環境政策訂定建議
為了系統性的施行機場環境管理措施，全球許多機場已訂定其環境政策，
尤其是於執行 ISO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時，環境政策即為不可或缺之機場執行環
境管理工作的最高指導原則。因此，本節首先回顧全球主要已施行 ISO 認證機
場之環境政策，並考量國內機場之營運特性，藉以建議適用於不同類別機場之
環境政策。
依據 ICAO 針對其會員國航空產業進行 EMS 施行現況調查結果顯示，在 96
個機場調查樣本中，已有 54 個機場採用 EMS 標準或準則進行環境保護工作，
其中 25 個機場已獲得 ISO 認證。而在機場環境績效展現方面，其中 44 個機場
已出版環境年報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40 個機場發表於網頁、20 個機場初版
newsletter、26 個機場透過社區會議等不同方式（ICAO, 20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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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O (2012) “Report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EMS) practices in the aviation sector,
first edition, Doc 9968, Mont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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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8 列示歐洲、北美與亞洲已施行 ISO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之機場範例，
機場規模差異相當大，由幾十萬客運量之小機場至五千多萬旅客數之大機場皆
有；其中亞洲則包括：日本、南韓、澳洲、馬來西亞與印度等國家之機場。附
錄十六則列示出幾個機場環境政策範例，包括：英國 East Midlands、瑞士日內
瓦、澳洲 Brisbane、挪威 Sandefjord、比利時 Brussels 與美國 Denver 機場等。
各機場環境政策均有些差異。而經由本研究比較整理後，發現主要重點包括：
- 涵蓋單位與範圍：由機場經營者（公司內部），進一步涵蓋進駐機場之
航空公司、承租商與相關業者等，至鄰近居民；
- 包括之環境影響：噪音、空氣污染、土壤、水資源、廢棄物、自然生態
等。
因此，本研究參考國際間機場作法，以及訪視我國各類機場後，考量國內
各機場現況並配合第七章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藉以提出各類機場適合之環境政
策建議如表 9-9 所示。其中主要考量甲等航空站應執行 EMS 並出版年報，以及
將 EMS 落實至機場承租商等各單位；乙等航空站則於年報或網頁上說明環境保
護成效並提供機場員工環境保護訓練；丙與丁等航空站則於網頁說明環境保護
成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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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8 全球已施行 ISO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機場範例表
國家

機場

認證年份

2011 年運量
旅客數(百萬) 貨運(公噸) 飛機起降數

歐洲
比利時(Belgium)

布魯塞爾(Brussels)

2000

18.8

475,124

233,758

愛沙尼亞(Estonia)

塔林(Tallinn)

2010

1.9

18,371

40,298

法國(France)

蒙彼利埃(Montpellier)

2002

1.2

7,300

*

法國(France)

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

2008

1.1

3,107

33,320

法國(French)

土魯斯(Toulouse)

2005

7.0

*

96,820

德國(Germany)

柏林(Berlin)

2004

24

35,954

242,961

德國(Germany)

慕尼黑(Munich)

2008

37.8

304,000

410,000

希臘(Greece)

雅典 (Athens)

－

15.4

96,700

191,766

挪威(Norway)

桑德非爾(Sandefjord)

2002

1.3

467

35,784

西班牙(Spain)

巴塞隆納(Barcelona)

2002

34.4

96,573

303,054

西班牙(Spain)

巴利亞多利德(Valladolid)

2005

0.4

46.2

9,079

西班牙(Spain)

桑坦德(Santander)

2004

1.1

1

17,072

西班牙(Spain)

馬德里(Madrid)

2000

49.7

394,154

429,390

瑞典(Sweden)

斯德哥爾摩(Stockholm)

2011

19

173,800

190,000

瑞士(Switzerland)

日內瓦(Geneva)

2003

13

72,415

189,121

土耳其(Turkey)

達拉曼(Dalaman)

－

3.7

*

*

2002

4.2

*

75,140

英國(United Kingdom) 東密德蘭市(East Midlands)
北美
美國(The States)

達拉斯(Dallas)

－

57.7

654,415

646,803

美國(The States)

丹佛(Denver)

－

52.8

248,141

628,796

美國(The States)

邁阿密(Miami)

2001

38.3

1841,929

394,572

美國(The States)

威徹斯特(Westchester)

2004

1.0

*

154,942

加拿大(Canada)

多倫多(Toronto)

1999

33.4

492,660

428,477

澳洲(Australia)

布里斯本(Brisbane)

2003

20.2

*

198,996

澳洲(Australia)

墨爾本(Melbourne)

2004

28.3

*

206,798

澳洲(Australia)

雪梨(Sydney)

2004

35.6

16,183

289,006

印度(India)

邦加羅爾(Bengaluru)

2010

12.5

225,988

118,227

印度(India)

甘地(Gandhi)

－

35

581,233

289,617

南韓(South Korea)

仁川(Incheon)

1998

35.0

2539,222

229,580

馬來西亞(Malaysia)

吉隆坡(Kuala)

－

37.7

669,849

269,509

日本(Japan)

中部(Centrair)

2005

9.2

147,466

83,434

日本(Japan)

成田(Narita)

28.0 1,898,885

183,450

亞洲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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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9 我國各類機場環境政策建議
航站等級
(依照運量

環境政策建議

說明

等級區分)

甲等*

- 以對環境負責態度發展機場業務

1. 共七點建議；

- 遵循各項環保規範與標準

2. 建立機場 EMS 並定期檢討執行成效；

- 導入機場環境管理系統

3. 定期出版環境年報（初期可於機場年

- 減少機場營運對環境之影響

報中包括環境保護一章）；

- 加強機場員工環境負責文化

4. 將機場環境政策有效傳達給員工、管

- 與相關單位及當地社區有效溝通
- 持續改善提升各類環保績效

制者、機場相關業者與民眾；
5. 提供機場員工環保訓練，並落實機場
承租商共同合作。

乙等

- 以對環境負責態度發展機場業務

1. 共六點建議；

- 遵循各項環保規範與標準

2. 機場年報中包括環境保護一章或於機

- 減少機場營運對環境之影響

場網頁中說明各類環境保護成效；

- 加強機場員工環境負責文化

3. 提供機場員工環保訓練，並落實機場

- 與相關單位及當地社區有效溝通

承租商共同合作。

- 持續改善提升各類環保績效
丙等

- 以對環境負責態度發展機場業務

1. 共五點建議；

- 遵循各項環保規範與標準

2. 於 機 場 網 頁 中 說 明 各 類 環 境 保 護 成

- 減少機場營運對環境之影響

效；
3. 提供機場員工環保訓練。

- 加強機場員工環境負責文化
- 持續改善提升各類環保績效
丁等

- 以對環境負責態度發展機場業務

1. 共四點建議；

- 遵循各項環保規範與標準

2. 於 機 場 網 頁 中 說 明 各 類 環 境 保 護 成

- 減少機場營運對環境之影響

效。

- 加強機場員工環境負責文化
註：臺北國際航空站已確定其環境政策如第八章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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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航空站環保措施建議
本研究於第四章與第五章已回顧 ACI 及全球主要機場之環境保護政策與措
施，本節進一步統整美國 ACRP 有關小型機場如何提升環保績效報告(2011)，
其中可能造成潛在環境影響之機場相關作業矩陣則列示於表 9-10。
其中在環境影響面向包括：空氣品質、溫室氣體、噪音、規劃與發展、危
險廢棄物管理、廢棄油料管理、飲用水管理、暴風雨排水與工業污水處理等面
向。而機場營運可能造成環境影響之相關作業則包括：飛機、油料、空側地
面、航廈與永續規劃等。而此報告中建議小型機場可行之各項環境影響改善措
施則統整於附錄十七。
此外，ICAO(2011)建議機場施行空氣品質改善計畫，可考量不同方式之措
施，包括：
-

管制面：訂定空氣品質標準，以及污染源之作業規範等；

-

技術面：包括車輛污染源排放減量，或基礎建設改良（如：隔離與道路
設計）等；

-

操作面：包括機場當局、航空公司、地勤業者與承租商可行之措施；

-

經濟面：徵收相關空污費，或是給予誘因（如：搭乘大眾運輸）等。

而於規劃相關措施時，所需進行之步驟包括：
-

確定問題：哪些污染物需降低？污染源在哪？或是透過擴散模式分析計
算；

-

確定目標：訂定污染物減量目標，瞭解管制規範；

-

發展對策：探討所需施行之計畫，分析可行措施；

-

進行各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如何以成本有效性達到減量目標；

-

各單位進行審查：蒐集各單位之意見，以整合分析最佳方案；

-

執行減量措施：建立施行時程；

-

監控計畫發展：是否已達減量目標？分析其執行成效。

上述步驟即與施行機場 EMS 之 PDCA 流程相符，而本研究在有限的人力與
時間下，並無法針對個別航空站規劃其最適措施，但考量國際間之相關發展與
準則，以及透過參訪後瞭解我國機場營運特性，本研究將各等級機場可施行之
減量措施整理如表 9-11 所示，並建議短期（1-2 年）與中長期（3-5 年）可行措
施。主要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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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0 造成潛在環境影響之機場相關作業

機場相關作業

飛機
飛機操作
飛機洗手間清潔
飛機 APU 操作
飛機與機具維修
油料
油料儲存/操作
除油作業
加油作業
漏油處理
空側地面

空氣
品質
(*)

溫室
氣體
(*)

噪音










規劃
與發
展
(*)

危險
廢棄
物管
理

廢棄
油料
管理














(*)

飲用
水管
理

暴風
雨排
水

工業
污水
處理









消防訓練與測試



地面設備操作


地面維修



地面車輛操作
跑道清潔作業


焚化爐操作
機場航廈


航廈運作/維修


貨運作業


化學物品儲存/操作


機場發電設備


油漆作業

清潔工作


廢棄物處理
永續規劃
永續規劃

機場佈設變更


建設工程

購置財產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U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Guidebook of practices for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t small airports,” Airport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gram
Report 43, 2011.
註：(*) 本計畫探討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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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1 我國各類機場可行之環境管理措施建議
）
我國各類機場可行之環境管理措施建議（
施建議（1/2）
航空站分類*
措施類別

環境管理措施

(依照運量等級區分)

甲

乙

丙

丁

等

等

等

等





一、空氣品質

機場地面
車輛

飛機操作

聯外運輸

1. 提升運送（貨）車輛效率；



2. 鼓勵環保車輛於機場使用；



3. 提升空側與陸側接駁公車使用效率；





4.機場車輛、機具與設施固定維修。





1. 機場提供 GPU，減少飛機 APU 使用；





2. 飛機引擎污染物排放避開周圍敏感區域，例如：試車。





3. 有效分配時間帶與登機門，減少飛機等待與滑行時間。





4. 提升機場導航效率並採用持續降落操作(航管)。





1. 施行航廈聯外運具擁擠抒解（或禁止怠速）措施；





2. 鼓勵機場員工與旅客使用大眾運輸系統，調查大眾運輸



使用比率。
污染物盤查

1. 建立機場溫室氣體盤查資料；



2. 與環保局合作監控機場空側與陸側之空氣品質。













2. 研究限制高噪音機型使用。





1. 成立社區噪音參與小組，成員需包括社區代表；





2. 發展並維護社區噪音網頁，甚至包含飛航軌跡資料；



3. 強化噪音抱怨資料之完整性，使用地理資訊系統分析噪



二、噪音：
噪音：包括規劃、社區參與以及改善措施。
1. 利用地理資訊系統，計算等噪音線圖（60 與 65 分貝）
規劃

社區參與

中實際受影響戶數；

音抱怨區域。
註：* 建議短期可行措施；建議中長期可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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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1 我國各類機場可行之環境管理措施建議（
）
我國各類機場可行之環境管理措施建議（2/2）
航空站分類*
措施類別

環境管理措施

(依照運量等級區分)

甲

乙

丙

丁

等

等

等

等

1. 關閉夜間與非尖峰時間空側燈光；









2. 監控機場內外燈光之明亮度；









3. 盡量使用自然光；









4. 使用具能源效率燈具。









1. 施行能源保護/效率計畫，能源管理控制計畫；







2. 與航空公司合作於離峰時間使用航廈某一區域；





3. 建立航廈節省能源操作與維修手冊，並與承租商合作；





4. 購買能源效率產品與電腦；







5. 提升電扶梯能源效率。







1. 追蹤能源使用；









2. 發展環保與永續指標，建立機場環境管理系統。





1. 安裝小型太陽能發電系統。





1. 減少熱島效應，使用淺色漆與植栽；









2. 執行機場 EMS，並通過 ISO 14001 標準；





3. 施行綠建築並獲 LEED 認證；



4. 與區域地方政府共同發展土地相容使用規劃；







5. 發展文化資源管理計畫。









1. 社區居民溝通計畫；





2. 機場員工節約能源與資源回收教育訓練；









3. 展現機場環境保護成效，公告能源使用效率與環保績

















三、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使用
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使用

機場燈光

能源效率

績效追蹤
再生能源



四、機場規劃：
機場規劃：事先積極規劃作業

五、公共關係

效；
4. 規劃機場觀景區域。
註：* 建議短期可行措施；建議中長期可行措施。

一、在空氣品質方面
(一)空氣品質監控
目前空氣污染監測屬於各地環保局業務，而機場內或週邊並不視
為污染源，因此各航空站皆未有空氣品質相關資料。但機場地面污染物包括：
NOx、PM 與 CO 等皆對於人體健康有相當之危害，建議未來甲等站應可與當地
環保單位聯繫，協助監測空側與陸側之空氣品質，除確保機場工作人員有一健
康之工作場所外，亦可提供乘客舒適之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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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機場地面車輛之燃油效率與操作效率
機場地面車輛中未掛牌未檢驗之車輛目前並無法管制其空污排
放。若使用生質油料或其他環保替代油料，則在油料供應成本與汽柴油相同，
且供應充足之情況下，地勤業者才有意願使用。任何改裝車輛，或使用電力發
動或油電混合引擎，涉及地勤作業單位購置成本與維修成本，須有法令支持並
有相關補助措施才可行。建議機場當局或相關單位針對地勤作業車輛之每年油
耗與排污進行盤查，確實掌握各地勤公司之油耗與污染物排放量，機場可與地
勤公司達成協議，要求每年之燃油效率提升或污染物減量目標，給予地勤業者
依據其操作需求與效率、車輛投資與維修成本等進行自我評估，確實達成其目
標。
(三)提升聯外大眾運輸使用率
許多先進國家之機場均掌握了聯外運輸系統各運具之使用比率，
而我國並未有相關之調查與統計數據。為系統性且有效的提升大眾運輸系統之
使用率，建議相關單位可針對機場員工、旅客與接送機親友以及其他進出機場
之商務或休閒旅次，調查各種不同類別之使用者，使用各種運具（例如：捷
運、公車、客運、計程車、小汽車與機車…等）進出機場之比率，並瞭解各運
具（尤其大眾運輸系統之提供）可改善之空間；再者，機場當局或相關單位應
可對於使用大眾運輸上下班之機場員工，進行適度之補貼或與大眾運輸系統公
司協調提供某種程度之優惠，以提高機場員工對於大眾運輸系統之使用率。
二、在噪音方面
(一)噪音防制區與等噪音線
我國之噪音補助住戶單位乃以行政區域（村、里）為最小單位，
因此應補助戶數較實際受影響戶數多出許多85 。在現有之收費制度下，許多機
場隨著國內線航班運量之下降，噪音防制費徵收金額減少，預期補助住戶設置
噪音隔離設備之作業將會更加緩慢與困難。相較於荷蘭、法國或美國，這幾個
國家之機場，噪音補助範圍完全針對等噪音線內之居民，進行非常嚴格之區分
86

。此外，依照規定噪音防制區應每兩年修正公告一次，但常因考量先前受影

響住戶之噪音防制補助權益，因此並未依照等噪音線範圍減少而等比例修正。

85

我國目前噪音補助範圍界定完全依據航空噪音防制區，與等噪音線(Noise contour)沒有絕對的
相關；建議未來相關政策可明訂在等噪音線之一基準值(Threshold)內之影響戶數，依法可給予
補助，此舉將可使得補助戶數即為實際受影響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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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荷蘭民航局之規定，若等噪音線通過一個住戶之房屋，則噪音隔離設施僅包括等噪音線
內之門窗，而等噪音線外之門窗則依照規定不予設置任何隔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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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資料並無法實際展現噪音減量施行成效。建議機場應統計其等噪音線內實際
之受影響戶數與面積，以與噪音補助作業有所區隔，也較能展現噪音改善措施
之實際施行成效。而軍民合用機場則在資源許可之情況下，計算其民航機之實
際等噪音線涵蓋範圍。
(二)年噪音抱怨（與陳情）案件數
各航空站噪音抱怨件數統計資料均以書面抱怨為統計基礎，並未
納入電話抱怨紀錄；但依照航空站之經驗，所接獲之有關噪音議題電話，多與
噪音防制作業相關。建議未來應可進一步登錄電話噪音抱怨件數及其內容。
三、統計資料與操作手冊
我國航空站在噪音、節能減碳、綠化、水資源與廢棄物回收等面向，
均有不同程度之作法與績效，但欠缺專責人員進行相關資料之彙整以及操作手
冊等之書面內容。建議各等級航空站應可有環境保護任務編組方式，甲等站
（統整其企劃組、航務組、業務組與維護組）、乙等站（航務組、業務組與總
務組）、丙等站（航務組與業務組），可依照其資源進行環保相關資料與績效
之統整。
四、與進駐航空站之其他相關單位合作
航空站之進駐廠商包括：航空公司、地勤公司、承租商等，機場除了
將環境政策有效傳達給員工並進行員工環保訓練外，並應進一步與各相關單位
合作推動環保工作。
五、環保指標與年報
各項改善措施在未掌握基礎統計數據之前，欲瞭解其成效與進行相關
之成本效益分析，確實有其困難度。建議各等級航空站應可開始統計其環保基
礎資料，並評估各年度之環保績效，初步可於航空站網頁公告之方式進行。而
甲等站因其人力資源較豐富，應可於年報中納入環保工作執行過程與績效，中
長期可參考先進國家機場每年出版之環境年報（Environmental report）、永續發
展年報（Sustainable report）或企業社會責任年報（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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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結論與
結論與建議
10.1 結論
一、有關全球主要國際組織與民航環保政策與措施
(一)在民航環保所注重之課題不外乎包括：飛機噪音、機場空氣品質與
溫室氣體的減量三大面向；除此之外，航空替代油料之發展儼然成為重要課
題，且成為航空運輸產業欲達到碳中和甚至零碳排放目標之努力方向。
(二)在噪音方面，ICAO 的平衡作法為相關單位與各國所遵循，包括：
由發生源減少噪音、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降低噪音之飛機操作程序、營運限
制。此外，噪音費（市場措施）亦為重要措施之一。
(三)在污染物減量方面，相關之措施可包括：飛機引擎認證標準、飛機
操作措施、飛航管理、市場經濟措施與替代油料。
(四)2010 年 ICAO 大會簽署有關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減量同意書，主要內
容包括：
- 確認全球航空運輸市場至 2050 年以前每年之平均燃油效率（每收
益噸公里油耗）提升目標為 2%；
- 將建立全球市場經濟措施架構，進行有關之設計與施行市場經濟措
施之可行性分析研究；
- 發展永續替代油料之全球發展架構；
- 於 2013 年提出飛機引擎 CO2 排放之認證目標值；
- 相關新式科技移轉至開發中國家之機制建立。
(五)ICAO 出版之 2010 年環境年報中，其中有關利用 ATM 提升飛機操
作效率、自願減量措施與調適議題最值得我國參考。此外，ICAO 近年來已針
對航空運輸替代油料發展召開多次會議，替代油料之使用已成為航空運輸永續
發展之重要工作之一。
(六 )自 2012 年 起 航 空 運 輸 產 業 已 納 入 歐盟 現 有 之 碳 交 易 市 場(EU
ETS)，勢必對航空業帶來相當之衝擊，航空公司更需提出具體作為，推動節能
減碳。針對 EU ETS 施行所產生之衝擊，我國籍航空公司可採行之因應策略包
括：機種汰舊換新、提升發動機之性能或其他改良方式、改變飛行路徑與轉運
站。在 ICAO 尚未達成全球強制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減量措施之前，歐盟法令規
定若是於飛往歐盟航線有重複收取碳費之情況下，則可與歐盟進行協商，有機
會將飛往歐盟航班排除於機制之外，此則有賴於政府相關單位研擬對策，而可
評估之對策主要包括：徵收碳（燃油）稅、或建立準排放交易機制或加入區域
性的碳交易機制

207

二、主要國家之民航環保政策
(一)已回顧歐洲（英國、荷蘭、法國與德國）、亞洲（香港、新加坡與
澳洲）與北美（美國與加拿大）共九個國家有關之民航環保政策與作法，大致
相關之政策通常展現方式包括：發表於民航政策白皮書、航空運輸與環境影響
政策報告、民航局年報以及民航環保協定。
(二)各國均以噪音、空氣品質與溫室氣體排放為最主要之民航環保課
題。空氣品質規範通常依照當地環保署之規定，而機場之噪音影響或飛航之溫
室氣體排放則由民航局做進一步之規範或設定中長期目標。
(三)達到環保目標之措施，通常包括：新式飛機與引擎、飛航管理與飛
機操作、機場營運與溫室氣體盤查以及市場經濟措施。
(四)各國航空運輸環境面政策，主要以航空運輸永續發展為主軸，目標
達到：減少機場噪音影響、提升機場空氣品質、減少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排放。
(五)空氣品質規範通常依照當地環保署之規定，而機場之噪音影響或飛
航之溫室氣體排放則由民航局做進一步之規範或設定中長期目標。各國通常依
照其航空運輸產業之特性，訂定其有關噪音或污染物排放之定性或定量目標。
三、機場環境保護政策與措施
(一)ACI 提出之機場與環境保護政策報告，包括：噪音、空氣污染、溫
室氣體、永續性（包括：水資源、廢棄物、社區發展與其他相關活動等）、永
續指標與認證、環境認知訓練與溝通等。過去一、二十年許多機場已採行許多
相關之噪音減量措施，相較之下空氣污染以及溫室氣體減量議題，則快速在發
展且逐漸形成共識當中。
(二)我國於噪音監控與防制工作尚屬完整，至於在空氣污染與溫室氣體
減量部分，已展現初步之成效與掌握基本廢氣盤查資料，但仍有相當之努力空
間。在其他永續發展方面，主要需加強之工作包括：


建立機場 EMS，訂定機場環境政策、進行環保各面向工作；執行
機場員工與承租商等之教育訓練；



掌握機場基本環境指標資料，定期發表機場環境績效，與出版環
境、永續發展或企業社會責任年報。

四、機場溫室氣體減量步驟與措施
(一)在 ACI 建議之機場溫室氣體管理減量步驟方面，參照之下我國目前
已進行有關溫室氣體盤查、污染物減量措施與相關認證之工作，未來將可推動
碳中和計畫。
(二)機場通常以範疇一與範疇二之污染物為優先減量項目，因屬機場當
局可直接控制或外購電力能源之部分；其次為範疇三之污染物排放，因涉及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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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機場進駐廠商、飛航服務組織、航空公司與旅客等各單位合作減量工作，需
規劃適宜之減量措施與可行之時程；且碳中和機場通常為抵換範疇一、二之排
碳。
五、有關「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中，擬定我國航空環保政策、目
標、策略如下：
(一)政策：「創造永續發展的空運環境」；
(二)目標：
1.管控環境影響以確保我國航空運輸發展；
2.與國際民航環保同步發展與運作；
3.努力減少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排放；
4.提升機場週遭居民良好的居住環境品質。
(三)策略：
1.遵循國際民航環保規範；
2.加強噪音防制規劃管理；
3.提升機場週遭空氣品質；
4.導入機場環境管理機制；
5.減少航空業污染物排放；
6.提升飛航服務管理效率；
7.宣導民航環境保護績效。
六、依據提出之策略內容，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回顧成果，本研究並提出
我國民航環保各項策略下可行之措施與指標，與我國民航局可行之短、中、長
期民航環保行動方案；此外並依據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之內容，摘要製成
「民航環保績效與政策宣導品」之中文版與英文版。
七、依據國內外之航空環境保護發展分析，本研究提出我國民航環保重要
課題。在氣候變遷方面：行政院與環保署相關法令、碳交易制度、國際協定、
產業自願減量措施、飛航管理、替代油料、非 CO2 之其他污染物影響調適；在
當地環境方面：社區居民、噪音、空氣品質與市場經濟措施。
八、本研究依據現行環保法規、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永續發展指標
系統、綠建築指標及國外機場與相關國際組織之作法，初步規劃環境管理指
標，主要分類包括：
- 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遵循 ICAO 每收益噸公里油耗每年提升 2%之
目標；
- 機場節能減碳：溫室氣體、能源使用與節約能源；
- 機場環境面：空氣、噪音、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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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松山機場隨著兩岸航班增加與國際短程航線發展，加上商務航空推
動，預計運量將會逐年提升，這也直接反應出噪音減量、空氣品質管理等相關
環境保護之重要性。本研究已於 101 年 1 月起協助臺北國際航空站推動機場環
境管理系統，依規劃期程逐步導入 EMS，並完成 ISO 14001 認證目標，提供乘
客更舒適、滿意及高品質的服務，並提升經營績效、滿足乘客需求、強化競爭
力及提升國際形象。
十、本研究已針對我國民航局所管轄之 16 個航空站進行環境保護資料調
查，並針對各項環保指標進行分析；此外研究人員並實際訪視各等級之機場，
藉以瞭解不同航空站之營運特性，以提出各等級航空站可行之環保政策與環保
措施建議。
十一、在發表論文、參與國際會議與參訪國外相關單位之工作方面，研究
期間完成之項目列示如表 10-1，並將參訪結果應用於本研究中。

10.2 建議
短期（
短期（1 ~ 2 年）：
一、本計畫已輔導臺北國際航空站建立環境管理系統並通過 ISO 認證，建
議未來可依循此一模式，規範與輔導我國特等、甲等與乙等航空站執行環境管
理系統。
中期（
中期（3 ~ 5 年）：
二、針對 ICAO 每年航空業燃油效率提升 2%之目標，主要乃針對飛機飛航
之燃油消耗量，建議民航局或相關單位應考量與航空業者簽訂自願減量協定，
每年定期公告說明執行績效（可參考南韓、法國、瑞士或加拿大之作法），並
研擬我國航空業者溫室氣體減量成效評估方式。建議我國可採行之作法有二：
(1)民航局應可與我國籍航空公司簽訂 ICAO 建議之公共自願減量協定(Public
voluntary agreement)，航空公司進行各種溫室氣體減量計畫，符合民航局之減
量目標。(2)民航局可要求各航空站集結其相關業者，簽訂 ICAO 建議之單邊承
諾(Unilateral commitment)自願減量協定，使得機場當局、總台與航空公司與承
租商等有共同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三、國際間航空運輸產業之碳抵銷措施已逐漸發展，目前全球已有 30 幾個
航空公司推動旅客自願碳抵銷計畫；建議我國政府單位應可輔導我國籍航空公
司建立相關之碳抵銷計畫。
四、機場內或其週邊之相關產業之溫室氣體排放屬於範疇三之碳排放，其
溫室氣體減量方式可參考澳洲或香港之作法：機場營運者集合相關承租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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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溫室氣體減量說明會，考量各承租商之污染程度，設定合理目標，定期檢討
其達成度。
長期（
長期（5 ~ 10 年）：
五、我國各航空站雖已執行噪音防制與節能減碳相關措施，但缺乏環保專
責人員，因此並無法將環保相關措施與執行成效進行系統性之整合與呈現；而
民航環保工作已是未來需持續推動之航空站業務之一，建議各航空站成立環保
任務小組，但在人力與專業缺乏之情況下，民航局仍應肩負主導與輔助之責
任，協助各航空站系統性的進行環保工作。
六、在航空運輸替代油料發展方面，我國航空運輸產業礙於規模因素，目
前尚未有相關替代油料之研究或與國外合作之個案，但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持
續關注此一議題之發展，適時將航空運輸之特性於政府相關替代油料發展與法
規中納入考量，同時並鼓勵航空產業於中長期將替代油料之使用導入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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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計畫期間參與國際會議與國外參訪(
)
計畫期間參與國際會議與國外參訪(1/2)
論文發表與參與人員：計畫共同主持人 盧曉櫻
年份
2010 年

日期

國家/城市

研討會名稱

發表論文

7月

葡 萄 牙 /

全 球 航 空 運 輸 研 討 會 （ 2010 Air

機場營運與飛機操作之

6~9 日

Porto

Transport

排放污染物管理措施-

Research

Society

以台灣機場為例（參見

Conference）

附錄十八）
2010 年

th

機場經濟效益與環境成

10 月

西班牙/

第 六 屆 噪 音 專 家 研 討 會 （ the 6

22~23 日

馬德里

workshop of the Aircraft Noise /Non-

本比較-以台灣桃園國

Auditory aspects Group）

際機場為例（附錄十
九）

2011 年

7月

英國/倫敦

23 日

國 際 噪 音 會 議 （ the

10th

全球機場噪音費徵收機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Noise as a

制之最新發展，並建議

Public Health Problem (ICBEN)）

我國可採行之作法（附
錄二十）

2011 年

9月

日本/大阪

4~7 日

第 40 屆國際噪音控制工程研討會

以市場經濟措施改善飛

與 展 覽

機噪音以及導入台灣之

The 4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Exposition on Noise

應用（附錄二十一）

Control Engineering (INTER-NOISE
2011)
2011 年

10 月

加拿大/

ICAO 航 空 永 續 替 代 油 料 研 討 會

參與會議，蒐集資料，

18~20 日

蒙特婁

（

會議紀錄參見附錄六

Aviation

and

Sustainable

Alternative Fuels Workshop）
2011 年

10 月

法國/馬賽

24~26 日

第七屆全球噪音專家會議（the 7th

台灣航空噪音管理措施

workshop of the Aircraft Noise /Non-

現況與未來發展（附錄

Auditory aspects Group ， ANNA

二十二）

group）
2012 年

5月

香港

13~18 日
2012 年

8月

美國/紐約

19~22 日

國 際 噪 音 會 議 與 展 覽

台灣航空噪音管理措施

（ ACOUSTICS

現況與未來發展（附錄

2012

HONG

KONG）

二十三）

第 41 屆國際噪音控制工程研討會

台灣民航環保政策發展

與 展 覽

（附錄二十四）

The 4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Exposition on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INTER-NOISE
2012)
2012 年

10 月

中國武漢

4~6 日

第八屆海峽兩岸氣候變遷與能源永
續發展論壇

87

全球航空運輸溫室氣體
減量措施回顧與發展
（附錄二十五）

87

僅發表論文並未參與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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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計畫期間參與國際會議與國外參訪(
)
計畫期間參與國際會議與國外參訪(2/2)
國外相關單位參訪
日期
2010 年 10 月 19 日

國家/城市
法國/巴黎

參訪單位

內容
瞭解有關歐盟單一天空、

EUROCONTROL

2011 年 3~8 月

SESAR 計畫與相關之歐盟研究
計畫（例如：噪音交易制度）
成果（參訪結果已納入報告
中）

2012 年 5 月 21~24 日

澳洲/布里斯

布里斯本機場(Brisbane

了解澳洲機場之環境管理措

本、坎培拉

Airport) 、 坎 培 拉 機 場

施；澳洲政府之民航環保政策

(Canberra Airport) 、 澳

與最新發展；澳洲飛航服務組

洲基礎建設與運輸部

織之環保航線措施（參訪摘要

(Australian Department

紀錄參見附錄十）

of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 澳 洲 飛 航
服 務 公 司 (Airservices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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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簡稱與中文對照
英文簡稱與中文對照彙整
與中文對照彙整
英文簡稱
AA
ACA
ACARE
ACI
ACRP
AES
AETF
AIP
AIRE
ANSPs
APEC
APU
ASPIRE
ATAC
ATM
BA
BAC
BAU
BIA
BMVBS
BREEM
CAA
CAAFI
CAAS
CAEP
CCC
CCPI
CCS
CDA
CDM
CEIT
CER
Clean Sky JTI
CIAL
CLEEN
CNG
CNS/ATM
CNO
CO
CPRS
CSR

英文全名
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Airport Carbon Accreditation
The Advisory Council for Aeronautical
Research in Europe
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Airport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gram
Airport Environmnet Strategy
Aviation Emissions Task Force
Airport Improvement Program
Atlantic Interoperability Initiative to Reduce
Emissions
Air Navigation Service Providers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uxiliary Power Unit
Asia and South Pacific Initiative to Reduce
Emissions
the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of Canada
Air Traffic Management
Balanced approach
Brisbane Airport Corporation
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
Brisbane International Airport
Federal Ministry of Transport, Build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kehr, Bau und Stadtentwicklung
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
Assessment Method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Commercial Aviation Alternative Fuel
Initiative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
Committee on Aviation Environmnetal
Protection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ontinuous Decent Approach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entral Europe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lean Sky Joint Technology Initiativ
Christchurch International Airport Limited
Research Consortium for Lower Energy,
Emissions and Noise Technology Partnership
Compressed natural gas
Communications, Navigation, Surveillance/Ai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Continuous Descent Operations
Carbon monoxide
Carbon Pollution Reduction Schem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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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對照
香港機場管理局
機場碳認證
歐洲之飛航研究理事會
國際機場理事會
機場合作研究方案
機場環境政策
航空污染物任務小組
機場改進計畫
大西洋溫室氣體減量互通計
畫
飛航服務提供者
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
輔助電源供應系統
亞洲及南太平洋溫室氣體減
量計畫
加拿大航空運輸協會
飛航管理系統
ICAO 的噪音平衡方法
布里斯本機場公司
德國環境、自然保育與核能
安全部
布里斯本國際機場
德國運輸、建築與都市發展
部
英國永續建築評估體系
民用航空局
商業航空替代油料
新加坡民航局
航空運輸環境保護委員會
英國氣候變遷委員會
氣候變遷績效指數
碳捕集與封存技術
持續下降進場
清潔發展機制
奧地利科學理事會
被認證的排碳減量
乾淨天空之聯合科技行動
紐西蘭基督城機場公司
執行相關計畫，如：低能
源、污染、噪音之政府民間
科技顧問團隊
壓縮天然氣
通訊、導航、監視/飛航管
理系統
持續下降操作
一氧化碳
碳污染減量計畫(澳洲)
企業社會責任

英文簡稱
DEFRA
DECC
DNL
DSNA
EC
ECAC
ECan
EMOSIA
EMP
EMS
EPNL
ERU
ETS
EUA
EU ETS
EUROCONTROL
FAA
FES
FOCA
GHG
GIACC
GPU
GRI
GSE
GVA
HC
HFC
HVAC
IATA
IPCC
ICAO
JPDO
KPI
LAQ
LBA
Ldn
Lden
LED
LEED
Leq
LFV
LPG
Lmax
LTO
LVNL
NAAQS
NAP
NASA
NATS

英文全名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Day Night Average Sound Level
Air Navigation Services Directorate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Civil Aviation Conference
Environment Canterbury
The European Model for Strategic ATM
Investment Analysi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ogram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Effective Perceived Noise Level
Emissions Reduction Units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ropean Union Allowance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ropean Organisation for the Safety of Air
Navigation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ixed Energy Systems for Aircraft
Federal Office of Civil Aviation
Greenhouse Gas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Ground Power Unit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Geneva International Airport
Hydrocarbons
Unburned Hydrocarbons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sation
Joint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Offic
Key Performance Indication
Local Air Quality
Federal Aviation Office, Luftfahrt-Bundesamt
Day Night Noise Level
Day Evening Night Noise Level
Light Emitting Diode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Equivalent Continuous Noise Level
Luftfatsverket
Liquified Petroleum Gas
Maximal Sound Level
Landing and Take-Off
Air Traffic Control the Netherlands,
Luchtverkeersleiding Nederland
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Noise abatement procedures on landing and
takeoff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Air Traffic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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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對照
英國政府環境暨食品和農村
事務部
英國能源與氣候變遷部
航空噪音日夜音量
法國飛航服務組織
歐盟執委會
歐洲民用航空會議
紐西蘭地方環境部門
飛航管理系統投資分析策略
模式
環境管理計畫
環境管理系統
有效感覺音壓位準
排放減量單位
污染物交易機制
歐盟排放配額
歐盟碳排放交易機制
歐盟航管組織
美國聯邦航空署
固定能源系統
瑞士聯邦民航局
溫室氣體
國際航空及氣候變遷小組
地面電源供應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地面支援設備
日內瓦機場
碳氫化合物
未燃燒的碳氫化合物
空調系統
國際航空協會
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
國際民航組織
共同規劃與發展辦公室
關鍵績效指標
區域空氣品質
德國民航局
日夜均能音量
日晚夜均能音量
發光二極體
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
均能音量
瑞典飛航服務組織
液化石油氣
最大音量
飛機起降階段
荷蘭飛航管制公司
國家環境空氣品質標準
噪音管制進離場程序
美國太空總署
英國國家飛航服務組織

英文簡稱

OEMP
PBN
PCA
PDCA
PFCs
PGGM
PM
PNR
PSI
RMA
RPK
RTK
RVSM
SEL
SES

英文全名
Noise Exposure Forecast
The Next Generation Air Transportation
System
Next Generation Air Transportation System
Non-Methane Hydrocarbon
Nitrogen Oxides
National Plan of Integrated Airport System
Noise Preferential Routes
The Noise Policy Statement for England
Noise Rating Index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perat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lan
Performance Based Navigation
Pre-conditioned air
Plan-Do-Check-Act
Passenger Facility Charges
Pacific Greenhouse Gas Measurement
Particulate Matter
Preferred noise route
Pollutants Standards Index
Resource Management Act
Revenue Passenger Kilometer
Revenue Tonne Kilometer
Reduced Vertical Separation Minimum
Sound Exposure Level
Single European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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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附錄一 第一次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與回覆
「研究建立我國民用航空環保政策與機場環境管理機制」專案研究計畫
第一次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與回覆辦理情形
一、審查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40 分。
二、審查意見與回覆：
項目

審查意見

張委員順欽
1
第二章建議說明回顧國 際民航組
織、歐盟執委會、亞洲太平洋經濟
合作會議、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及國
際機場理事會等之背景，能否說明
各組織之關連性？或其約束力？
2
第 17 頁提出 ICAO 已針對 NOX、
CO 及 HFC 制定排放係數規範，與
第 11 頁 ICAO 強調 NOX 及 PM，是
否一致？
3
就第二章回顧結果，能否整理出哪
些民航環保政策、策略、目標及未
來發展等，是我國必須優先重視或
者儘早因應者？有與我國可以獨特
提出的項目？
4
第三章建議補充說明探討國家涵蓋
歐洲、北美及亞洲等七國之緣由，
是否考慮加入德國？本章能否整理
出各國重要之航空運輸有關環境面
政策？(以政策為大綱)

5

第四章全球主要機場環境保護與溫
室氣體減量步驟，建議類似表 4-8
的作法，把各主要機場重要之環境
保護與溫室氣體減量步驟列出，並
與國內現行作法相互比較。

6

我國環境保護法規體系、交通部交
通政策白皮書或民航政策白皮書，
引用資料年代過舊，建議就最新資
料，如近年之重大政策方針或施政
重點等，更新修訂報告內容。

回覆辦理情形
已增加說明各組織之背景於各節中，並
於第二章初始即說明各單位之關連性與
約束力。

已增加附註說明：NOx 已有認證標準，
但隨著 PM 嚴重性增加，ICAO 之 CAEP
小組已有相關研究，探討 PM 之認證標
準。
已整理於第二章 2.6 小節中。此外，並將
適合我國之作法提出於第六章 6.4 節之民
航環保政策說明書初擬。

納入這些國家之主要原因為民航局於招
標說明書上之要求；此外，這些國家亦
屬於值得參考且具代表性之國家，因此
優先納入於文獻回顧中。已將相關之政
策整理於第三章小結中，並將我國可參
考之作法納入於第六章 6.4 節之民航環保
政策說明書初擬。
此第二次期中報告已將先前之第四章區
分為第四章與第五章，其中第四章為機
場環境保護各面向之政策與措施而第五
章則針對溫室氣體減量進行進一步之說
明。已將我國機場之環境保護作法與各
主要機場進行比較，列示於第四章之小
結中。
已蒐集我國近年之環境保護重大政策方
針與施政重點於 6.1 節我國環保法規中，
此外，並以最新 99 年環保署環境白皮書
進行更新。在民航環保方面，近年並無
重大之政策方針，但已將民航局年報有
關噪音補助之施行率納入於報告中。
3

對於機場管制空氣污染排放，建議 第四章與第五章之機場個案探討，已將
一併回顧該國管制權責 機關的作 該國之相關管制單位與法令納入於回顧
為？如環保機關之作法。
中。通常針對機場之環境保護課題，主
要需遵循該國環保署訂定之空氣品質與
噪音規範，而並無針對機場有不同之規
定。
8
國外污染費收取後之用途，建議一 各國收取飛機引擎空污費，通常專款專
併整理。
用於空氣污染減量措施中，而已將具代
表性之瑞士蘇黎世機場作法，納入於 5.2
節機場污染物與溫室氣體減量措施中。
張教授章堂
1
因應歐盟與 ICAO 管制目標，國內 已於第二章小結中提出，此外並於第八
航空業如何因應，宜列明。
章之初步結論與建議中說明。其中有關
ICAO 每年航空業燃油效率提升 2%之目
標，建議民航局或相關單位應考量與航
空業者簽訂自願減量協定，每年定期公
告說明執行績效。至於 EU ETS 之執行，
民航局委託研究計畫「國際航空器廢氣
（含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現況調查及我
國因應策略之研究」期末報告（99 年 1
月）已提出相關作法，已納入此報告中
說明。
2
機場所帶動產業(如地勤業、倉儲 於機場內或其週邊之相關產業之溫室氣
業、餐飲業等)所衍生溫室氣體排 體排放屬於範疇三之碳排放，其溫室氣
放與減量亦應進行評析。
體減量方式可參考澳洲或香港之作法：
機場營運者集合相關承租商，進行溫室
氣體減量說明會，考量各承租商之污染
程度，設定合理目標，定期檢討其達成
度。已將此相關作法於第五章之小結中
說明。
3
宜與環保署溫室氣體平 台進行整 本計畫目前並無溫室氣體盤查之工作，
合，以利未來規劃。
而民航局委託之另一研究案「航空業暨
民航局所屬航空站溫室氣體減量推動計
畫」，已參考環保署溫室氣體平台之作
法，進行整合。
4
減碳與 NOx 減量易衝突，宜再求得 本研究已提出此論點，但詳細之執行面
平衡點，尤其使用生質油料。
或工程面，並非本年度研究團隊之工作
範圍內，建議未來相關單位因於減碳與
NOx 排放中，求得一平衡點。
5
環保政策含空氣品質、噪音管理、 已於 6.2 節我國現行民航環保相關法令與
廢棄物管理與水資源管理，宜分別 作法中，區分為噪音、空氣污染與溫室
列明，並規劃管制規範。
氣體、廢棄物與水資源管理四部分，分
別說明之。
6
松山機場溫室氣體管理，易因飛機 在機場溫室氣體管理部分，通常以每年
流通數量而增加，如何設立管制年 單位減量百分比為目標，例如以人均或
7

4

限，宜予以評估。

平均每 WLU 之排放量，但長期仍需有一
定量之減量目標。本研究於 101 年度將
以松山機場進行 EMS 個案執行工作，將
考量松山機場未來之運量成長與溫室氣
體減量可達成度，進行綜合評估與建
議。
7
建議參與縣市空氣品質 SIP 計畫， 本研究已蒐集相關資料納入報告第七章
暸解機場空氣品質管理措施。
松山機場個案中，接著將於計畫執行中
參與相關臺北市空氣品質 SIP 計畫。
8
宜 規 劃 環 境 管 理 指 標 ( 如 PIS 、 已參考國內外作法，整理環境管理指標
AQI、資源回收率、水再利用率、 於 7.3 節，並初步蒐集有關松山機場之相
噪音管制值)，以利後續規劃。
關資料；研究團隊將於後續研究執行期
間，持續進行此工作項目。
9
p53 倒數第 5 行有誤(NOX、SOX、 感謝委員指正，已刪除括弧中之文字。
PM、O3 、HC 不一定產生溫室效
應)。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陳鴻達
1
IATA 宣稱航空業在 2020 年達到零 IATA 目標訂定於 2020 年後排碳量將不再
成長(carbon neutral growth)，排放 成長，屆時超出於 2020 年之排碳量將採
最高峰後逐年下降，不是在 2020 取投資於碳抵銷計畫，抵銷其排放之碳
年達成碳中和(carbon neutral)?
量，即為碳中和。因此，依據其規劃
（圖 2-8）總碳排放量仍將持續增加至
2030 年，之後逐年降低，預計至 2050 年
排碳量將為 2005 年之 50%。已增加說明
於 2.4 節中。
2
請後續蒐集實施碳中和機場，其使 依照目前已實施碳中和之機場，皆通過
用抵換額度是京都機制 的減量額 ACI Europe 之 ACA 認證，其中碳抵銷可
度，或是自願減量額度?
採 行 方 式 包 括 CER 、 ERU 、 VER 與
EUA ， 因 此 抵 換 額 度 採 用 方 式 相 當 廣
氾。已納入於表 5-7 中說明。
3
請蒐集實施碳中和機場的機場稅是 目前實施碳中和之機場，其中瑞典機場
否較高?費用如何轉嫁給消費者?消 於降落費中徵收飛機引擎空污費；但依
費者的滿意度?
照 ICAO 之規範，降落費之設計乃使得
總飛航收入不增加之情況下，針對污染
物排放量較多之機型加徵費用，而給予
低污染之機型較低之降落費。因此，依
照機場之說法，並未有機場稅較高之現
象（通常機場將此徵收空污費之作法，
歸類為給予航空公司經濟誘因）。
4
請蒐集實施碳中和機場的碳中和報 目前通過 ACI Europe ACA 認證之機場為
告書。
瑞典與挪威之 4 個機場，本研究已回顧
瑞典 Stockholm 機場，將其碳中和作法說
明於 5.3 節機場個案探討中。後續將持續
追蹤最新發展，更新報告內容。

5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書面意見)
1
溫室氣體減量係國家當前重大政策,
運輸部門亦肩負減量之責任，而目
前國際上對於國際航空之溫室氣體
之排放是否納入國家之排放計算仍
未有定論，故建議貴局在進行溫室
氣體盤查時可區分國內及國際兩大
分類。
2
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源係能源之使
用，故未來在溫室氣體減量之政策
作為上應朝「少用、改用及不用」
等方向思考，提升航空器及各項設
備能源使用效率、使用替代燃料及
能源及對於使用率不佳之場站退場
制度之研擬等。
3
國內目前已有航站法人化，以及航
站內部分區域出租給民營者使用，
未來進行溫室氣體盤查時應加強此
部分資料之掌握，俾完整呈現整體
排放現況。

民航局企劃組(書面意見)
1
「本案為委託研究計畫，請確實依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
理要點辦理，並請研究團隊定期至
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網頁填列
相關內容，即使更新辦理情形及進
度。」
民航局飛航管制組
1
報告 p14 有關三、飛航管理部分與
p83 表 5-7 民航環保可行之策略、
措施與行動方案之六、提升飛航服
務效率之 1.推動通訊、導航、監視/
飛航管理（CNS/ATM）計畫：
本局飛航服務總臺目前已推動
CNS/ATM 計畫並預計於 2010 年 6
月將全區航管系統轉換完成，正面
助益將可預期，p63 相關部分應為
「已執行」而非「未來 」建請修
正。另報告書中所提使 用較新式
CNS/ATM 系統可有效減少燃油消
耗與不必要的污染物排放。然一套
CNS/ATM 系統價值數億元，屬於
長期規劃之建置。建議協助蒐集已

民航局委託之另一研究案「航空業暨民
航局所屬航空站溫室氣體減量推動計
畫」已針對國內航線之溫室氣體排放進
行盤查。本研究 101 年度執行松山機場
EMS 時，必要時亦將相關之溫室氣體計
算區分國內與國際線航線。
本研究已針對溫室氣體減量提出政策面
與機場措施面等不同面向之建議，至於
航站退場制度並非本計畫之研究範圍，
但可建議相關單位針對航站經濟效益、
社會公平與環境保護執行全面性之檢
討，以提升我國機場與相關資源之整體
效率與永續發展。
航站設施出租予民營業者使用所排放之
污染物，屬於範疇三之排碳量，資料較
不易蒐集且需民間業者之配合。目前，
民航局委託之另一研究案「航空業暨民
航局所屬航空站溫室氣體減量推動計
畫」，已開始針對機場溫室氣體進行全
面性之盤查。
已更新 GRB 網頁內容，後續將依據進度
持續進行更新動作。

1. 感 謝 指 正 。 已 將 民 航 環 保 可 行 之 策
略、措施與行動方案之六、提升飛航
服務效率之 1.推動通訊、導航、監視/
飛航管理（CNS/ATM）計畫，更正為
「已執行」（現為表 6-8）。
2. EUROCONTROL 發展之 EMOSIA 模
式，給予飛航服務提供者進行各種
ATM 成本效率分析之工具，已有各項
針對 ATM、導航、通訊、監控與機場
相關報告。此外，美國貿易與發展局
（ The US Trade and Development
Agency, USTDA ） 針 對 哥 倫 比 亞
CNS/ATM 系統現代化之成本效益分析
報告指出，透過飛機操作效率提升與
旅客飛行時間之節省，其總效益超過
6

建置 CNS/ATM 系統的國家所省下
燃油和污染物和建置前或其他未建
置國家作一比較，列為本局評估參
考。
2
p83 表 5-7 民航環保可行之策略、
措施與行動方案之六、提升飛航服
務效率之 2 加強空域之協調使用之
行動方案：實施評估 CDA 之可行
性：
以目前空域航行量較大之臺北近場
臺為例，管制員多被訓練為在飛安
無虞的情況下應儘早頒 發進場許
可，讓飛行員能最佳進場方式下降
以獲得節省燃油之目的，減少因過
度引導造成燃油損耗。但航行量較
大時段多以階段性爬升或下降以維
護飛航安全基本隔離之需求。建議
永續公司提供較具說服力之量化數
據或實例。例如兩架航機在同高度
同距離情況下，是否採用 CDA 下
降至某機場落地所造成的燃油消耗
差異，供航管單位參考其提升服務
品質將造成環保效果的依據。
民航局航站管理小組
1
p12，有關圖 2-4 使用之相關假設情
境建議於文中略為說明。

2

3

4

1

其系統之財務投資1。

1. ICAO 最新之 2010 年環境年報指出，
歐盟與美國 FAA 共同合作之 AIRE 計
畫，在 2009 年執行試飛計畫結果，平
均每架次可節省 90 至 1,250 公斤不等
之 CO2 排放，約可節省下降過程中之
25%油料消耗（已說明於 2.1.3 節）。
2. 此外，ECAC 區域預計於 2013 年之前
至少有 50 個機場採用，並以 100 個機
場為目標，預計每年可為 ECAC 區域
減少約 15 萬噸油料之消耗，同等於約
50 萬噸碳污染減量，並可減少每架次
約 1 至 5 分貝之地面噪音干擾（已說
明於 2.3.2 節）。

已採用 ICAO 之 2010 年環境年報資料，
增加說明各種情境分析之假設，並再增
列 ICAO 預計全球航空運輸 2%燃油效率
提升下，未來全球燃油效率變化狀況
（現於 2.1.4 節中之圖 2-5 與 2-6）。
p16，有關 ICAO 第 37 屆會議結論 已修正。
事項，建議比照 p27 以條列式說明
敘述之。
研究報告中有關「碳中立(Carbon 已統一修改為「碳中和」。
Neutral)」一詞，因國內中央主管
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已定名為
「碳中和」，建議予以修改一致。
若有需維持原翻譯之處，請說明原
因。
p32 ， 「 氣 候 中 立 (Climate 已統一修改為「氣候中和」。
Neutral)」一詞建議改為「氣候中
和」。

US USTDA (2005) “Cost benefit analysis of CNS/ATM modernisation options and related reports,”
The U.S. Trade and Development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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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p32，3.3 一、減少新飛機之污染排
放，其所訂定之減量標準，是否有
說明哪個時間點做為基準年？或者
所比較之基準、對象為何？
p38，3.5 香港第一項「…，以及出
裡有關投訴（受影響家 庭）等問
題」，是否筆誤，請說明並修正。
第 3 章，根據目前所回顧國外主要
機場的民航環保政策與作法，機場
本身已開始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之
盤查者，所佔比例為何 ？作法如
何？請說明。

以簽約之時為基準點即為 2008 年；已增
加說明於報告中。

感謝指正。筆誤，已修改為「…，以及
處理有關…」。

因全球機場眾多，因此並無法統計全球
機場本身已開始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之
盤查者所佔比例。但由相關國際組織之
重視程度，以及各先進國家或機場碳認
證作法，可知其重要性與趨勢；相關之
文獻回顧整理於 4.1 節與第 5 章中。
p49，「碳抵銷額度」因行政院環 感謝指正，已修改為「碳抵換額度」。
境保護署及國內常用名稱為「碳抵
換額度」，建議與國內常用名稱一
致。
表 4-2，中文專有名詞建議參照行 已進行相關修正。
政院環境保護署以及國 內常用名
稱。
p60，提到瑞典 Stockholm-Arlanda 已修正瑞典 Stockholm-Arlanda 機場之個
機場有許多措施可適用 於其他機 案探討說明，將適用於國內機場者，整
場，其後所述之碳減量主要措施是 理於第五章之小結中。
否為摘錄之可適用於國內機場者，
請說明。
p71，（二）2.(1)：「本署…」建 感謝指正，已修正為「環保署」。
議應修正為「環保署」
p71，（二）2.(1)末行：「且依規 已修正為「按季」。
定案季…」應為選字錯 誤，請更
正。
p82，四、措施與行動方案第三行 感謝指正，已修正。
「其中並列出個行動方案…」應為
個別行動方案，請修正。
p85 與 p87，表 1 及表 A「機場周 已將英文版修正為’ Land use planning of
邊土地使用規劃」一欄，航空噪音 airport neighbourhoods’。
防制區分及標準內中英 文並不一
致。
p87，環保署的英文名稱是否需要 已 刪 除 行 政 院 英 文 字 眼 ， 僅 以 ’the
加上行政院？若有需要，請加以分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段。
為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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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附錄二 第二次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與回覆
「研究建立我國民用航空環保政策與機場環境管理機制」專案研究計畫
第二次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與回覆辦理情形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二、審查意見與回覆：
項目
審查意見
(一) 張委員順欽
1
本計畫持續三年，工作內容相當豐
富，建議增列各項工作進度表，說
明各項工作執行進度百分比。
2
第二章回顧了 ICAO、APEC、歐
盟執委會、IATA、ACI 等全球主
要國際組織之環保政策與措施，建
議彙整於章末，以各項環保政策為
主題比較其間之差異，並探討我國
適用之內容。
3
表 2-2 關於空中交通管理及航空器
操作，我國回覆為否，能否進一步
說明？

4

5

6

7

8

部分國家訂有自願減量協定，建議
深入瞭解及其減量方式，並探討我
國可借鏡之處。
第三章主要國家之民航環保政策，
建議於章末彙整各項環保政策，比
較諸如噪音、空氣污染、溫室氣體
等措施之差異，並探討我國適用之
內容。
第四章建議能有機場環保之國際作
法與我國作法之比較，表 4-14 之
比較方式建議再補強，提出我國哪
些可以加強之處。
第五章各國溫室氣體減量具體作
法，有哪些是我國可以推動的？建
議 強 化 表 5-11 之 內 容 ， 進 行 比
較、探討。
第六章我國環保法規引述之內容
(2002 年)過於老舊，請更新。

回覆辦理情形
已增列表格於最後一章（第九章），列
示各項工作項目之工作執行進度百分
比。
已於第二章最後一節增列各主要國際組
織與政府之環保政策與措施比較表；並
說明我國適用之內容。

依據附錄三關於空中交通管理及航空器
操作部分，我國回覆應為「有」，已將
表 2-2 修正之。此項問卷之問題包括：
- 14. 航空公司有否實施全部或部分於
2003 年 2 月出版的 ICAO Circular 303
所描述之營運措施以節省最多的燃油
並減少廢氣排放。
- a.你認為 APEC 的 TPT-WG 航空廢氣排
放特別小組有提出的責任嗎？
本報告已針對 ICAO 調查全球自願減量
協議之內容與個案進行深入之探討與比
較，詳細內容於 2.1 節中說明。
已整合比較各國之環保政策與措施，並
以表格展現，於第三章最後一節中。

已增加表格內容，並加強說明我國可採
行之作法。

已增加表格內容，並加強說明我國可採
行之作法。

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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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ICAO 每年航空業燃油效率提
升 2%，在結論中建議與航空業者
簽訂自願減量協定，能否提出一些
具體方案或選項，以利推動？
(二) 鄭委員志強(書面意見)
1
目錄部份建請增列頁碼。
2
請檢視各章末節之「小節」，修正
為「小結」。
3
P.35 規劃單位考量 ICAO 提升 2%
燃油效率所建議之自願減量協定，
似有計算單位上(前係用油效率，
後似係總量管制)之差異，建請再
酌。
4
P.35 另針對永續替代油料、飛機引
擎認證等重要課題，是否有建議措
施，請補充。
9

5

6

國內機場規模差異大，建議於機場
個案檢討時加強敘明該機場之規
模，俾利參考。
建議第六章可補充專節說明與第三
章之發展比較。

已於結論與建議中說明我國可採行之自
願減量協議方案。

遵照辦理。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建議應遵循 ICAO 之目標：平均燃油效
率（每收益噸公里油耗）提升目標為
2%。（已將燃油量修正為燃油效率）。

已於 2.6 節補充內容說明如下：在替代油
料方面，因我國航空業與相關產業規模
有限，未達自行研發之經濟效益，但需
持續瞭解國際間航空替代油料之最新發
展，於合適之時機引進採用。在飛機引
擎認證方面，我國已依照 ICAO 飛機引
擎污染物認證標準訂定相關法規，應密
切注意有關 CO2 排放之認證目標值最新
規範，隨時修正相關法規。
已將各個案探討機場之運量以表格方式
展現（表 4-8）。
。
已增加 6.3.4 節說明我國民航環保重要課
題，並提出我國民航環保政策面向缺乏
之處；而本研究提出之民航環保政策說
明書則於第七章與附錄七中呈現。
本報告書之末已統整「英文簡稱與中文
對照彙整」。
已加註說明。

P.82 表 5-1 建議建立全書之專有名
詞定義一覽表，以利查閱。
8
P.84 機場是否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之
三範疇，建議於後續各章首次敘述
時增加描述或加註參照章節，以利
未來各單位運用查知。
9
針對法人化之桃園機場公司，有無 本研究 4.3 節回顧之英國、瑞士與澳洲機
相關國際案例文獻資料可供參考， 場，以及 5.3 節之瑞典與紐西蘭機場，與
建請說明。
5.4 節之香港機場，皆以公司化之方式經
營（包括公營公司或民營公司型式），
其作法皆可為我國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參
考。
(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
資料蒐集部分：
(1)建議針對「調適」策略部分可
有關調適之議題，已補充說明於 2.1.3 節
再加強國際上各國家的機場案
中，包括荷蘭阿姆斯特丹機場之作法以
7

10

例之蒐集，俾作為我國現階段
及表 2-3。
空運部門調適策略、措施之參
考。
(2) 建 議 將 德 國 看 守 協 會 - 依據德國看守協會於 2010 年 12 月所公
(Germanwatch) 每 年 公 佈 之
布之「氣候變遷績效指數：背景與方
CCPI(Climate
Change
法」(The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Performance Index) 中 有 關 運 輸
Index: Background and Methodology)，
部門指標項目中之國際航空乙
其中說明在國際航空運輸方面，以一
項內容納入本研究計畫之參考
個國家所儲存之航空油料作為計算
內容。
CO2 之依據，並參考 IPCC 1999 年之
建 議 以 2.7 加 權 計 算 其 CO2 當 量
(Germanwatch, 2010)。
- 此年航空燃油之資料並無法區別我國籍
與外國航空公司之燃油消耗量，因此
無法展現出我國航空業之溫室氣體減
量績效。
(3)部分已蒐集之資料可以再細緻 已增加說明於 2.1.3 節中，包括 ICAO 自
化，如 P.17 表 2-1 ICAO 會員國 願減量協定分類方式以及協議內容清單
自願減量措施件數，可將詳細內 （表 2-2）。
容明確列出，以供國內參考。
2

3

4

ICAO 及 IATA 均有航空器或航空
部門溫室氣體排放基線之推估，本
計畫是否也會進行我國航空部門溫
室氣體排放基線之推估，以利後續
改革、目標、策略及行動方案之研
擬。
報告書已初步研提我國航空環保政
策、目標及策略、措施及行動方
案，惟缺乏量化之目標，另相關措
施及行動方案之研擬是否已考量成
本效益？

有關航空運輸產業溫室氣體排放量推估
方面，民航局另有一計畫「航空業暨民
航局所屬航空站溫室氣體減量推動計
畫」（99 年至 100 年）進行此工作，本
計畫將引用上述計畫之研究成果，進行
後續減量目標等改革方案建議。
1. 目前國內營運之民用機場或者國防部
管理之軍用機場，民眾之抱怨陳情皆
是以噪音為主，故針對行動方案之量
化目標上加以考量其他環境面向，主
要可朝向以下 7 方面來進行並藉以檢
視行動方案之推動成效：(1)民航環保
績效新聞見報率；(2)民航教育宣導參
與人數；(3)航空噪音監測資料收集率
及合格率；(4)民眾陳抗案件數；(5)年
度預劃補助執行率、(6)溫室氣體排放
之減降、(7)一般垃圾減量進行量化。
2. 除了鼓勵航空公司汰換老舊飛機、引
進低噪音機種、簽署自願溫室氣體減
量協定等行動方案因係與業者所需負
擔成本較為有關，餘措施成本較低且
皆考量成果效益。
資料內容更新及勘誤：P.21 APTF 1. 自 2009 年之會議後，任務小組屬停擺
至 今 已 召 開 「 兩 次 」 (2008 、
狀態，至今並未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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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2010 是 否 已 召 開 ； P.67 2. P.67 之筆誤已修正。
「 BREEAM 」 應 修 正 為 3. 已將部分說明之「松山」機場修正為
「BREEM」，另「松山」機場修
「臺北國際航空站」；但參考臺北國
正「臺北國際航空站」。
際航空站之「60 週年站慶特刊」其內
文多採用「松山機場」，因此於第八
章內文以「松山機場」說明。
(四)民航局企劃組(書面意見)
1
本案係委託研究計畫，請確實依 感謝委員意見，已配合更新即時辦理情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 形及進度。
管理要點」辦理，並請研究團隊至
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網站，配
合更新即時辦理情形及進度。
(五)民航局飛航管制組
1
P.16 詞彙部分:飛航垂直隔離之最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小值（Reduced Vertical Separation
Minimum）、績效基準導航
（Performance Based
Navigation）、連續降落操作
（Continuous Descent
Operation），建議採用本局相關文
件統一中譯版本，縮減垂直隔離
（來源：飛航管理程序）、性能導
航（來源：飛航管理程序）、持續
下降操作（較符合原意）。
2
P.16 以馬德里機場之 CDA 計畫為 已 依 照 委 員 建 議 ， 修 正 報 告 第 八 章 內
例，平均每架次約可節省下降過程 容。
中之 25%油料消耗（採用 A320 與
A340 之機型飛行）；P.93 三、飛
航起降與航管「目前許多機場…約
佔 每 年 總 時 數 之 4.66% （ Boeing
2010）」；P.129 表 6-8 民航環保
可行之策略、措施與行動方案_
六、提升飛航服務效率_2.加強空
域之協調運用_評估實施 CDA 之可
行性_未來；P137 在飛機起降與航
管部分，我國目前雖於高空中
（15,000 至 32,000 英呎）已採取
連續降落程序，但尚未採取
CDA… 本 局 飛 航 管 制 組 建 議 如
下：CDA 下降模式係航機從航路
至落地，採用最佳下降模式以達節
省燃油之效果，航管、空域、飛行
距離均不予以限制。但在現有台灣
空域結構中，因考量相關航情，相
12

3

4

鄰空域緊密，針對民航機多發給適
度的下降高度許可保持與其他航機
的適當隔離。此舉乃航管為維護飛
安之必須手段，不因高空或低空而
有差異。
P.33 一、噪音與社區關係…….考
量噪音之降落費：降落費依照飛機
噪音大小加成或給予折扣，或是徵
收噪音費；P146 八、松山機場隨
著兩岸航班與國際短程航線發展，
加上商務航空推動，預計運量將會
逐年提升，這也直接反應出噪音減
量、空氣品質管理等相關環境保護
之重要性。本局飛航管制組建議如
下：本年度因臺日線開航且各航空
公司多採用重型（D 類）航空器
（華航：A330；長榮；A330、全
日空、日航：A330 或 B767），未
來兩岸經濟持續成長情況下，兩岸
航線亦可能因旅客成長而採用重型
航空器。此一局勢將改變機場週遭
噪音分布結構。重型航空器因引擎
結構關係，起飛爬升較慢且噪音量
亦較大，本局今年已接獲內湖區居
民多起民眾投訴案件。請顧問公司
參考國際間相關案例，及相關補償
措施，包含法規、區域、補償金
額、申請條件、參考實例等，以提
供民航局較具體之建議。

P.13 一、飛機引擎認證標準；P43
大約有 20%的老舊機隊約佔有 60%
之排放量。法荷航空將透過其氣候
計畫之施行，預計每年投資 20 億
歐 元 於 機 隊 之 汰 舊 換 新 … ； P53
二、減少航空噪音之衝擊…淘汰之
Chapter 3 機型：例如 B727 家族之
機型…本局飛航管制組建議如下：
建議一：航空器之新舊機型及所採
用引擎與環保之噪音及污
染物排放息息相關，建議
於報告中加入噪音分布與

已補充說明於 4.1.1 節中，並列示如下：
1. 機場通常利用所徵收之噪音費或降落
費補助機場週邊受噪音影響之住戶，
主要方式仍以補助噪音防制區內住戶
之住宅隔音設備為主。我國之補助住
戶單位乃以行政區域（村、里）為最
小單位，因此應補助戶數較實際受影
響戶數多出許多。在現有之收費制度
下，隨著國內線部分機場航班運量之
下降，噪音防制費徵收金額減少，預
期補助住戶設置噪音隔離設備之作業
將會更加緩慢與困難。而運量快速上
升之機場（如松山機場）則因為新增
受影響住戶，因此所需補償之住戶數
勢必將增加。
2. 相較於荷蘭、法國或美國，這幾個國
家之機場，噪音補助範圍完全針對等
噪音線內之居民，進行非常嚴格之區
分；在一定噪音值上則給予補助，以
戶為單位，並非依照村里之整體概
念。
3. 至於補償區域因各國使用之噪音指標
不同，因此甚難有一比較基準，但以
美國為例（與我國相同皆使用 Ldn 噪音
指標，）其補助區域乃至 DNL65 分
貝，較我國嚴格；在補償金額方面，
各國通常規定室內音量應低於一定
值，因此依照所需之隔音設備多寡，
其補償金額差異相當大。
1. 航空器於研發時通常同時考量噪音與
燃油排放，希望兩者均可下降，因此
新式航空器如 B787 與 A380 均標榜可
相較於同類機型，降低噪音與提升燃
油效率達到 20-30%。而除此之外，
NOx 之 排 放 量 控 制 ， 亦 是 一 重 要 課
題。而噪音、CO2 與 NOx 三者間的確
互相影響且存在消長之趨勢，且在技
術研發面與操作面之不同階段有不同
程 度 之 關 係 與 影 響 (Sustainable
Aviation, 2010)。因此，並無法直接片
面展現各機型噪音分布與污染物排放
13

污染物排放是否具正關性
關係。
供本局參考（是否需取
2. 下圖展現各主要之機型在起降階段之
捨）。
燃油消耗（kg）與 ICAO 認證平均噪
建議二：針對國際間常用機型逐一
音量噪音（EPNdB），噪音量與燃油
分類（例如：波音 738、
消耗並無直接之關係，且同一種機型
747 、 777 、 空 中 巴 士
因為引擎型號之差異，而有不同之環
A320 、 330 、 340 ） 之 噪
保績效；除此之外，通常噪音與燃油
音、污染物排放量及使用
消耗會隨著新式機型與技術之使用程
年限等三方面相關資料，
度而逐漸降低。在各機型之使用方
提供民航局或航空公司在
面，因個別航空公司有不同之飛機汰
評估機種汰換、預算、環
換策略（通常客機約可介於 6 年至 12
保三方面做一整體衡量。
年間；貨機可使用至 20 幾年），因此
並無一標準。航空公司通常會依據其
航線距離與運量，選擇適合之機型，
在正常之機型汰舊換新下，航空產業
預計每年燃油效率可提升約 1.5%（公
斤/噸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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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 O燃油消耗（k g ）

4 ,0 0 0

平均噪音（EPNd B）

各機型起降燃油消耗與平均噪音圖

機型/引擎

(六)民航局航站管理小組：
1
鑑於 EU EUS 已經把飛往歐盟的航
空業納入機制內，請問目前國際間
反對此項決議的國家數量及情形如
何？

已增加說明於 2.3.5 節中，並以表 2-6 統
整 2011 年有關 EU ETS 之主要發展。自
從 2009 年初歐盟立法確定將航空運輸納
入現有之 EU ETS 中之後，許多國家公開
說明反對之立場（日前已有超過 20 個國
家簽署），航空公司甚至聯合提告，其
中以中國、美國、俄羅斯之反應與手段
最為激烈；但於同時，歐盟仍堅持其立
場，依照預定時程公布各項碳額度等資
訊。
14

本次期中報告內之錯別字比率較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高，爾後請注意，請參照下表予以
更正。
頁數
內文
建議修改
前兩次之 AETF…具提成
P.21
前兩次之 AETF…之具體成效
效…
措施：於歐盟污染物交易
P.28
碳排放交易機制
機制…
P.52
京都議訂書
京都議定書
P.57 表 4-1
造音
噪音
P.58 表 4-1 10
A 加權噪音不涉及匯兌…
A 加權噪音不涉及會對…
日本的成年機場…
日本的成田機場…
P.58 表 4-1 12
…這些罰款通常用來回櫃
…這些罰款通常用來回饋附近社區。
附近社區。
…通常需要一個測試低
…通常需要一個測試地區…
區…
P.58 表 4-1 13
…並再表面有隔音防水
…並在表面有隔音防水層。
層。
包刮
包括
P.62 表 4-3
污染物、汙染物
請統一用字
第 8 項 航空氣
航空器
P.64 表 4-4 11
在循環
再循環
是否為統計之意？若然，請修改為統
合計…
計
P.65 表 4-5
包刮
包括
是否有多餘的字眼？若無，請解釋其
地面交通與機場管理局
意義。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RI 目前還在發展…
GRI 目前這在發展…
P.66
環境管理系統(EMS)
請予以解釋退役的意思
…基礎建設退役…
BREEAM
BREEM
P.67
4.1.6
…而已公司化或民營化…
…而以公司化或民營化…
4.3.3 澳洲布里斯本機場
請確認是「布里斯本」或「布里斯
P.75
…位於布里斯班市中心…
班」。
3
P.28，「碳回收與儲存技術」與環 已修正為「碳捕集及封存技術（Carbon
保署推動之「碳捕集及封存技術
Capture and Storage, CCS）」。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是否為一樣的東西，若相
同，請使用環保署公告之名稱。
4
P.30，請將歐盟碳排放交易所影響 已增加說明於 2.3.5 節中。歐盟估計以比
之票價金額輔以新臺幣表示，同時 利時布魯塞爾至美國紐約之來回經濟艙
附註目前的匯率條件。
為例，納入碳交易制度後，若將碳價成
本完全轉嫁給消費者，其票價將增加約
12 歐元，若以歐元對台幣匯率 42 換算，
則來回票價將約增加 504 元。而針對我
2

15

5

P.34「碳鑑定」與 P.64 表 4-4 中所
提到的「清查」定義各為何？與國
內環保署已提出之「碳盤查」有無
差異？若無差異，請依環保署公告
之名稱使用於報告中。

6

P.66，LEED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在國內已
有定型化的翻譯名稱，建議使用國
內已公告之名詞，並在全文中統
一。
P.71 ， 日 內 瓦 機 場 (Geneva
International Airport) 的 簡 寫 ， 是
GVA 或 GIA？
P.80，表 4-14 噪音監控，目前民航
局經營的機場請修正為 17 個。必
須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設備者，請修
正為 10 個。

7

8

國籍航空公司飛歐盟航線之研究，在假
設每噸碳購買價格為 30 歐元之情況下，
於 2012 年來回客運票價增加幅度將約為
320 至 500 元間（民航局，2010；呂怡
慧、盧曉櫻，2011）；但 2013 年免費碳
額 度為 82% 之 情況 下， 其金 額將 會增
加。
1. 經查環保署針對我國溫室氣體查驗證
管理之名詞解釋：「鑑定」即「認證
(accreditation)」，係指認可查驗機構
執行溫室氣體確證或查證；「清查」
即「盤查」，將依環保署公告之名稱
使用於報告中，即與環保署提出之
「碳盤查」與 P.64 表 4-4 中所提到的
「清查」相同。
2. 碳盤查是指在定義的空間和時間內進
行 碳足 跡(Carbon Footprint) 計算 的過
程，碳盤查的結果可以是只關注於溫
室氣體排放源和資訊的碳排放清單，
也可以是一份完整的碳盤查報告用以
公開碳排放，但非「碳鑑定」。
3. 另有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定義為與
一項活動(Activity)或產品的整個生命
週期過程所直接與間接產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相較於一般大家瞭解的溫
室氣體排放量，碳足跡的差異之處在
於其是從消費者端出發，破除所謂
『有煙囪才有污染』的觀念。企業及
產業溫室氣體的排放，一般是指製造
部分相關的排放，但碳足跡排放尚須
包含產品原物料的開採與製造、產品
本身的製造與組裝，一直到產品使用
時產生的排放、產品廢棄或回收時所
產生的排放量。故上述之範圍是整個
產品的生命週期。
LEED 翻譯：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是美
國綠建築協會所制定的綠建築評級系
統。將使用國內已公告之名詞，並在全
文中統一。
GVA 為日內瓦機場 IATA 代號，本研究
統一以 GVA 展現。
1.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如「表 4-15
我國機場環境保護作法與未來努力方
向」所示。
2. 10 個應設置自動監測設備連續監測機
場周圍地區飛航噪音狀況之航空站如
下：台北松山機場（臺北國際航空
站）、空軍四二七聯隊（台中清泉崗
16

9

P.33，ICAO A-F 六個不同等級，
不同的機型搭配不同的引擎噪音
值，國內可否作為參考之用？

10

EU ETS 對民航局造成的衝擊與因
應策略？

11

P.87，表 5-3 英國與瑞士計算的用
意在哪？

12

P.94，NOx 徵收費率 5 個國家 25 個
機場是否都一樣？

機場，台中航空站）、空軍四五五聯
隊(嘉義水上機場，嘉義航空站）、空
軍四四三聯隊(台南機場，台南航空
站）、高雄小港機場（高雄國際航空
站）、空軍四三九聯隊(屏東機場，屏
東航空站）、台東豐年機場（台東航
空站）、空軍四○一聯隊(花蓮機場，
花蓮航空站）、澎湖馬公機場（馬公
航空站）、金門尚義機場（金門航空
站）。
ACI（非 ICAO）建議之飛機噪音評比指
標已增列於附錄五中。值得注意的是，
此種計算方式採用相對之噪音量，因此
新式之大機型（例如 A380 或 B777-300
等）則通常歸類至 R5-7 等噪音表現較好
之類別。因此，適用於降落費依照飛機
之噪音值而變動之機場費收費方式；若
單獨考量噪音費徵收，則需採用絕對噪
音值。
- 對於我國籍航空公司自 2013 年起將有
可能需購買超出其免費額度之碳排放
量，但依照其每一來回架次增加約 500
元之金額而言，航空公司應可適度調
高票價，進一步降低成本，以新式機
型飛歐洲線，加速機型汰舊換新，或
適度增加非歐盟境內之中繼站。
- 我國因非國際組織之會員國，因此無法
於國際場合中表達立場。建議未來若
有機會與歐盟接觸，應可適時表達立
場，但同時說明我國對於航空運輸溫
室氣體減量之計畫與作法，考量簽署
雙邊共同減量協定之可能性，則我航
空公司可有機會獲得部分額度豁免。
（詳細之內容參見附錄四之歐盟法令
摘要）
透過溫室氣體盤查與推估，可瞭解機場
每年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之成效，以及控
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
5.2 節中說明各機場之空污費徵收機制皆
相同，差異在於每公斤 NOx 排放量之徵
收費率，而費率分別為：
- London-Heathrow：6.09 英鎊（約 7.31
歐元）；
- Stockholm-Arlanda ： 50 瑞 典 幣 （ 約
5.55 歐元）；
- Frankfurt：3 歐元；
- Copenhagen：16.5 丹麥幣（約 2.25 歐
元）。
- Zurich ： 2.5 瑞 士 法 郎 （ 約 2.00 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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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附錄三 第三次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與回覆
「研究建立我國民用航空環保政策與機場環境管理機制」專案研究計畫
第三次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與回覆辦理情形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審查意見與回覆：
項目

審查意見

(一) 張委員順欽
1
第二章全球主要國際組織民航環保政
策與措施、第三章主要國家之民航政
策，請注意更新各國最新動態資訊。
建議計畫執行期間若有更新部分，應
特別標出。
2
第四章蒐集了各國機場環境保護政策
與措施，惟在最後小結部分不夠具
體，例如現況部分宜敘明目前國內機
場之作為(多處僅以依照環保署規範帶
過，建議補強)，同時提出具體的未來
可努力方向。空氣污染物控制方面建
議再加強，尤其 VOCs 部分。

3

表 5-11 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管理進度，
建議將國外作法納入未來可努力方向
參考。

4

第 6.1 節我國環保法規請更新至最新
進度，各項資訊如何與本計畫相連及
應用？

回覆辦理情形
已 持 續追 蹤 國際 間 與各國 之 最新 發
展，本報告主要更新部分則於 1.7 節
中說明。

1.已增加第四章最後小結內容，並補
強有關環保署規範部分。針對各機
場建議之環保政策與措施則詳細說
明與列示於第九章中。
2.目前國際於空氣污染物控制方面，
主要在於控制飛機及引擎之排污，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ICAO) 已 建 立 了 包
括：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未燃燒
的碳氫化合物、煙及燃料排放的規
定與限制。另根據 GIACC(國際航
空 及 氣 候 變 遷 小 組 ) 和 HLMENV/09(國際航空與氣候變化高級
會議)之建議，關於二氧化碳標準系
統化的方法，預計在 2013 年予以採
用；粒狀物(PM)排放上，2013 年的
目標是建立一個認證要求，並在
2016 年建立認證標準。目前國際相
關組織尚未包括 VOCs 之控制作法
與排污標準。
民航局已參考國外作法與國際規範，
針對國內 9 個機場進行 99 年度之溫室
氣體資料盤查，規劃每年將持續進行
此 項 業務 ， 並追 蹤 溫室氣 體 減量 成
效。
依民航局航站管理小組意見 7，因第
六章我國現行民航環保政策與方向，
內 容 著墨 於 環保 相 關法規 之 份量 較
多，容易造成主題失焦，故減少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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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年計畫工作項目須擬定我國民航
環保政策、策略及目標，並提出可行
之永續指標，報告中似乎尚無具體規
劃，請說明。「表 6-11 民航環保可行
之策略、措施與行動方案」為本年度
計畫重點，請再檢討各項內容，包括
策略、措施與行動方案等內容。

(二)張委員章堂：
1
宜與環保署溫減辦公室進行協商。

2

P.75，機場 EMS 之查核機制宜建立，
並宜有等級制度，建議參考工程認證
制度。

3

P.110，碳中和可行性宜事先評估，尤
其所需費用。

4

P.133，污染防制規劃(含噪音與空污防
制及碳排放)，宜予以進一步評估。
P.145 管理指標宜有短中長期指標，以
利業者依循。

5

比例，僅羅列與本計畫相關之最新民
航環保法規。
而研究計畫透過環保法規之回顧，瞭
解環保署與民航局之分別所屬業務執
掌，有助於給予各相關單位適切之建
議。
1.已於 100 年年底將我國民航環保政
策說明書與環保績效與政策宣導品
提交予民航局，內容包括：民航環
保政策、策略、目標與永續指標
等；並依據民航局各單位之意見修
改，呈現於報告第七章中。
2.100 年年底已提交民航環保可行之短
中長行動方案詳細規劃，並已依據
民航局相關意見修正完成。
本研究因尚未牽涉到具體之溫室氣體
減量執行作業，因此尚未與環保署溫
減 辦 公室 協 商； 往 後計畫 持 續進 行
時，若有必要將隨時與溫減辦公室聯
繫。
在機場 EMS 認證部分，全球已完成認
證之機場皆依照 ISO 14001 標準，本
研究將以松山機場為示範機場，進行
EMS 與認證之工作。
機場達到碳中和目標，將為長期可考
慮之方向，目前我國機場於溫室氣體
方面主要課題乃為盤查、減量目標與
措 施 訂定 。屆 時若 需 要考 量 碳中 和
時 ， 將評 估其 費用 進 行成 本 效益 分
析。
污染防制規劃需集結交通部、環保署
與相關單位共同評估之。
1.管理指標方面，因各航空站經營特
性與資源不同，需瞭解各單位資
源、現況與可行作法，各單位才能
分別規劃其達成目標。
2.而我國依據行政院四省計畫，各航
站在用電部分則每年以節省 1%為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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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
本 所 於 第 2 次 期 中 審 查 時 建 議 將 1.本報告於 2.1.3 節中已增加 ICAO 自
ICAO 24 個會員國 51 個自願減量措施
願協定之三種分類方式，以及
具體內容予以補充，惟仍未見於本次
ICAO 建議之協定內容清單於表 2-2
報告中，建議補充並分析或建議哪些
中，其中最適合我國參考之加拿大
措施可於國內採行。
個案並列示於 3.6 節中。
2.建議：
(1)民航局應可與我國籍航空公司簽
訂 ICAO 建議之公共自願減量協定
(Public voluntary agreement)，航空
公司進行各種溫室氣體減量計畫，
符合民航局之減量目標。
(2)民航局可要求各航空站集結其相
關業者，簽訂 ICAO 建議之單邊承
諾(Unilateral commitment)自願減量
協定，使得機場當局、總台與航空
公司與承租商等有共同之溫室氣體
減量目標。
2
報告書第 30 頁歐盟碳排放交易制度 已參考民航局於 99 年研究報告中有關
(EU ETS)提及民航局於 99 年已進行相 EU ETS 之結論與建議，並依據最新
關研究，建議將該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發展，提出我國適合之因應措施於報
內容補充於本報告內，讓報告書內容 告 2.3.5 節 EU ETS 最新發展中。
更為充實。
3
報告書第 144 頁已研提我國民航可行 已於 100 年年底提交民航環保可行之
之策略、措施與行動方案，其中列為 短中長行動方案詳細規劃予民航局，
未來推動之行動方案，建議再區分為 並依據民航局相關意見修正完成（詳
短、中、長期推動之行動方案。另依 細內容請與民航局聯繫）。
報告書第 5 頁本年度應完成工作事
項，應針對相關行動計畫所需投入之
人力、經費、效益等進行分析，建議
一併補充。
4
報告書第 145 頁有關民航節能減碳與 1.我國於噪音部分已徵收噪音防制費
環境管理指標部分，建議可考量將更
多年，本研究已針對噪音防制費之
為積極之議題與指標納入，例如經濟
使用進行調查。未來是否考量飛機
措施及綠建築規劃等。
引擎空污費之徵收，則需進一步進
行規劃與分析。
2.指標已納入綠化率（綠化面積/場站
總面積*100%），並針對 16 個航站
進行調查。
5
報告書第 15 頁提及 ICAO 已開發網路 民航局之另一已完成之計畫「航空業
版 之 碳 排 放 計 算 (Carbon Emissions 暨民航局所屬航空站溫室氣體減量推
calculator）值得國內效法，可鼓勵航 動計畫」（99 年至 100 年）中，已於
空業者申請碳足跡標示，進行碳中和 100 年 8 月完成馬公 5 條航線之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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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之推廣。

服務碳足跡計算，並通過驗證。(包
括：(1)馬公機場至臺北國際航空站；
(2)馬公機場至臺中國際航空站；(3)馬
公機場至臺南航空站；(4)馬公機場至
嘉義航線；(5)馬公機場至高雄航線。)
6
報告書第 7 頁第 2 段第 1 行「深入瞭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改。
解已實施『探』中和機場...」，請勘
誤。
(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

P.105 頁稱紐西蘭基督城機場獲「紐西
蘭政府」認證為碳中和機場，這用詞
不 太 正 確 。 紐 西 蘭 的 carbonzero
certification，是由該國政府成立的公
司所執行的一項業務，不是直接由政
府進行認證。

2

請研析美國與中國若繼續抗拒歐盟將 1.目前已有中國為抵制 EU ETS 拒絕
航空業列入排放交易，是否會影響其
給予德國漢莎航空（Lufthansa）部
歐洲航權。
分飛行中國之航權，而俄羅斯亦有
類似之舉。
2.至於，美國與中國飛歐盟之航權雖
未有任何變動訊息，但隨著此議題
逐漸白熱化，相互抵制之情勢發生
頻率預期將增加。
報告中指出許多機場以綠電做為減量 1.目前有關國際機場使用綠電達到碳
或達成碳中和之工具，惟缺乏具體數
中和目標，最主要之例子為瑞典
量之說明，後續計畫請補充說明。另
Stockholm 機 場 ，已 於 5.3.1 中 回
經濟部能源局表示:明年開始實施綠色
顧，本研究將持續關注此議題。
電價制度。請評估國內機場使用的可 2.因電價制度影響層面相當廣泛，加
能性與數量。
以合約未包括此工作項目，故建議
後續民航局可另案辦理，專注研究
此一議題對機場營運、成本及環保
等面向可能帶來之影響。
報告中指出許多國家推動綠色航廈， 1.台中國際機場正在興建新的國際客
本計畫是否能針對國內機場如何往綠
運大樓，且以綠色航廈為建築準
色航廈邁進提出建議，包括航廈如何
則。至於已興建之航廈則朝減少用
往綠建築改善?如何增設再生能源發電
電量與綠化為主要目標。
設備？並評估其潛能。
2. 再 生 能 源 部 分 國 內 航 空 站 均 未 使
用，一般常見之太陽能電板，因初
期投資昂貴並有維修問題，再加上
效益並不明確，因此，仍有待技術
純熟後成本降低，各航空站預期才
有購買經費與投資意願。

3

4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為「於 2008 年
1 月即獲得該國政府成立的公司
（ Landcare Research New Zealand
Limited ） 認 證 為 碳 中 和 機 場 公 司
（CarboNZero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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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能資整合，建置區域冷熱供應系統可
大幅提高能源效率，建議國內航空城
建置規劃亦能納入此系統。
P.96 關 於 CDM 的 陳 述 不 夠 精 確 。
CDM 係為達成京都議定書減量目標的
一種彈性工具，經由附件一國家在非
附件一國家投資溫室氣體減量，並取
得減量額度。該額度可依相關規定，
用以抵換排放源的溫室氣體排放。

感謝委員意見，但因本研究並未探討
航空城議題，似乎缺乏建議平台與對
象。
感謝委員意見，已加入報告中並說明
附件一國家。

航空業效率指標(油耗/收益噸公里)、 1. 因 各 航 空 公 司 與 機 場 營 運 特 性 不
機場效率指標(WLU)，有否國際平均
同，並未有國際平均數。在航空業
數據?國內數據有否開始計算？
效率指標(油耗/收益噸公里)方面，
ICAO 建議以每年提升 2%為目標。
在機場方面，則未有類似數據。
2.因本研究主要針對航空站進行環保
措施建議，因此已於第九章說明各
航空站之調查結果與指標分析。
(五)本局企劃組(書面意見)：
1
本案係委託研究計畫，請確實依「行 感謝委員意見，已配合更新即時辦理
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 情形及進度。
點」辦理，並請研究團隊至政府研究
資訊系統(GRB)網站，配合更新即時
辦理情形及進度。
7

(六)本局航站管理小組：
1
工作重點二：
工作重點二
：研提我國民航環保政
策、策略及目標，
策略及目標，並提出可行之永續
發展環保措施與行動方案。
發展環保措施與行動方案。此為第
1、2 年之工作重點，相關研究成果將
可能作為本局未來訂定環保相關政策
之參考依據，台灣永續公司應依據審
查委員及與會代表之意見予以修訂，
於審查結束一個月內，以書面方式函
送本局審核。
2
工作重點三：
工作重點三
：研擬我國各機場之環保
政策，
政策，並建立環境管理系統示範機
場。此為第 3 年之工作重點，報告中
針對環境管理系統導入有規劃時間
表，但未對研擬各機場環保政策規劃
時間表及預定進行方式。
3
工作重點四：
提出我國民航環保政策
工作重點四
：提出我國民航
環保政策
說明書，
說明書，並進行環保新知與政策宣
導。此為第 1、2 年之工作重點。環保
政策說明書應為本局環保政策方向、

已於 100 年年底將我國民航環保政策
說明書提交予民航局；並依據民航局
各單位之意見修改，呈現於報告第七
章中。

已於 100 年年底將各機場環保政策規
劃時間表與預定進行方式提交予民航
局，並依據規劃進行。成果與後續規
劃工作展現於第九章中。

已於 100 年年底將我國民航環保政策
說明書與環保績效與政策宣導品提交
予民航局；並依據民航局各單位之意
見修改，呈現於報告第七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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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作為及相關成果、成效之展現。
本報告於法規沿革部分著墨較多，請
酌予考量。此外，環保政策說明書係
可作為本局對內部同仁、外面機關與
民眾說明本局努力成效之工具，請台
灣永續公司於內容撰寫及編排上，應
從閱讀者的角度來考量。並請台灣永
續公司參酌審查委員及與會代表之意
見，於審查結束一個月內，以書面方
式函送本局審核。
4

5

6

7

8

9

10

本年度之工作之一為「
本年度之工作之一為「研提我國民航
環保行動方案」，
環保行動方案」，
(1)期中報告中應獨立專章說明，而
非附屬於第七章內之章節。
(2)行動方案內尚未提及分析計畫執
行所需經費、組織人力、推估計畫執
行效益、研提管制考核機制。
(3)未規劃工作執行計畫期程，及依
期程規劃出內容綱要及永續發展指標
目標。
本次報告中，台灣永續公司已採納前
次審查委員之意見，將諸多收集彙整
之資料以比較表之方式呈現，使審查
委員、讀者更加明白易懂。
P.112，表 5-11，環保署溫室氣體減量
法應修正為溫室氣體減量法（草
案）。
第六章我國現行民航環保政策與方
向，內容著墨於環保相關法規之份量
較多（約 1/3 左右），容易造成主題
失焦，建議減少內容比例。
第七章我國民用航空環保政策說明書
（宣導版）初稿，建議參酌國外機場
相關文宣與折頁，摘錄本局努力之成
果，以淺顯易懂的宣傳方式來說明，
儘量以圖像、圖表的方式來呈現，避
免以大量文字敘述說明來表現。
P.161，8.2 小節，GPU 之使用乙節，
其頻度與數量，請再行確認。

已於 100 年年底提交民航環保可行之
短中長行動方案詳細規劃予民航局，
並依據民航局相關意見修正完成。

感謝委員意見。

已修正。

已修正，減少相關法規內容，僅摘要
說明之。

已於 100 年年底將我國民航環保績效
與政策宣導品提交予民航局；並依據
民航局各單位之意見修改，呈現於報
告第七章中。

已修正相關敘述，目前松山機場針對
機坪部分，因飛機地面等待時間過長
所引起的空氣污染，計畫推展 GPU 供
航空公司使用，取代 APU。
P.167，表 8-6，第 27～30 週，內機、 已修正。
內肌等字眼請更正為內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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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P.169，8.4.2 輔導方法二、本專案系統
診斷，評估方式的排版需調整。
P.170，8.4.2 輔導方法八、內部稽核及
矯正措施，（二）在驗證機構稽核
前，檢查系統是否準備完全。根據輔
導方法，顯示環境管理系統導入後，
有排定驗證機構進行驗證。惟於本報
告全文及 P.167，表 8-6 輔導預定進度
表中，並未有接受驗證之程序或排定
驗證機構稽核之行程，請台灣永續公
司說明。
P.175，9.2 初步建議五，請本局儘速
編列預算執行臺北國際航空站推動機
場環境管理系統乙節，鑑於本計畫第
3 年之主要工作之一即為導入環境管
理機制（仿效 ISO14001），並以臺北
國際航空站作為示範機場，請台灣永
續公司對於此建議予以說明。

已修正。

P.149、P.219 及 P.239 之航空運輸產業
永續發展-各單位與組織關係圖中，台
灣民航局的英文應為 Taiwan CAA。
應預先規劃明年度環境管理系統需召
開至少 3 次宣導及成效會議之時程及
內容。

已修正。

ISO 14001 認證時程預計 8 月下旬進
行，相關驗證機構稽核行程需另由驗
證機構(已安排 TUV 德國萊因)依據航
站 所 完成 的 文件 及 組織架 構 另案 排
定，預計會在正式提出稽核申請後才
會排定。

已刪除該建議，因機場 ISO 14001 認
證一次簽約即為三年，研究團隊已與
民航局、松山機場達成協議，第一年
經費由永續公司之計畫經費中支出，
第二、三年則由松山機場編列預算支
付。

第 一 場次 期 初宣 導 及成效 會 議已 於
101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舉辦；二次期
中 宣 導 會 已 排 定 於 6/8( 五 ) 下 午
2:00~4:00 進行，並已於 4 月 24 日台
永工（101）字第 1010424010 號函檢
送相關辦理時間、地點、課程內容及
參加對象等；第三次預訂於 8/31(五)
下午 2:00~5:00，視實際進度再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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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附錄四 第四次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與回覆
「研究建立我國民用航空環保政策與機場環境管理機制」專案研究計畫
第四次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與回覆辦理情形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審查意見與回覆：
項目

審查意見

(一) 張委員順欽
1
對於 ICAO 每年航空業燃油效率提升
2%之作法，本報告建議民航局與航空
業者簽訂自願減量協定，能否補充其
他國家之作法，提供對於我國具體可
行之建議。
2

3

4

5

回覆辦理情形
目前資料較完整主要可參考者，乃為
法國與加拿大之作法；報告 3.6 節增
列加拿大政府與其航空產業於 2012 年
6 月簽訂之自願減量協定，並詳細說
明其內容，可為我國參考之。

本報告第一年調查或彙整資料(例如表 APEC 僅於 2009 年進行一次調查，暨
2-5 等)，建議於期末報告前，適度檢 澳洲與紐西蘭之後，因後續並未有任
討更新，是否已與二年前出現變化。
何 APEC 國家自願主導 AETF 會議，
因此於 2010 年 10 月之後並未有後續
進展。
第 三 章 、 第 四 章 蒐 集 資 料 請 檢 核 更 已依據最新進展將資料更新。
新，例如部分資料指稱預計 2010 年完
成事項，是否已達成？建議於期末報
告中更新。
第八章為本計畫重點之一，對於松山 謝謝委員之建議，環境管理方案相關
機 場 之 環 境 管 理 方 案 ， 宜 訂 出 目 標 內容資料來源為松山機場所提供。
值，例如「定期檢測飲用水質」不是 並已於 101 年 8 月 20 日已完成台北國
環境標的，建議改成飲用水質檢測合 際航空站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
格率(100%﹖)；相同的噪音，環境目 2004 初次驗證評鑑，乃制訂為環境管
標不是監測站數或監測數據，而是噪 理系統計畫內之環保政策、環保措施
音 超 出 標 準 次 數( 噪 音監 測 合 格 比 (方案)、計畫執行目標及預估成效
率)；建議就環境管理方案內容再作檢 等，符合評鑑要求。
討，列出具體目標。
第 155 頁建議以航廈、地面專業車輛 民航局之委託研究計畫「航空業暨民
計算碳減量效率是否合宜？惟如以整 航局所屬航空站溫室氣體減量推動計
體排碳量而言，航廈、地面專業車輛 畫」（99 年至 100 年）以及「國際航
所占比例恐屬有限，建議比較國外機 空器廢氣（含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現
場作法，提出建議。
況調查及我國因應策略之研究」（99
年），均已對範疇一、二、三之碳排
進行盤查，包括佔比例最大之飛機起
降排放。參考國外機場碳鑑定均以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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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 一 與範 疇二 為優 先 減量 對 象與 目
標，因此本研究僅列出用電量與地面
車輛進行說明。目前民航局已另有委
託研究案將持續針對航空站碳排進行
盤查與減量工作。
6
第 158 頁松山機場取得 ISO 14001 認 已依進度導入 EMS；而 ISO 14001 認
證時程為 101 年 8 月，惟第 165 頁說 證共分為二階段：第 1 階段稽核(8 月
明恐怕難以按時達成，請再斟酌。
20 日)；第 2 階段稽核(9 月 18~19
日)，相關結果請參「8.5.3 驗證機構
驗證」所述，已順利完成稽核事宜。
並已於 101 年 8 月 20 日已完成台北國
際航空站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
2004 初次驗證評鑑。
(二)張委員章堂：
1
P.48：宜彙整比較各國環保政策，宜 已彙整如 47 頁「表 2-9 各國際組織
整理為較易閱讀圖表，如含環境品 與 政 府 環 保 政 策 與 措 施 比 較 」 ；
質、溫室氣體管制、環境管理。
71~72 頁「表 3-3 各國民航環保政策
與措施比較」。
2
P.63：參與會議與澳洲參訪宜規劃理 已加入澳洲參訪內容，並於後續環保
出適合台灣發展環保政策。
政策制定中參考。
3

P.65：各國民航環保政策與措施宜與
台灣相關資料進行比較。
4
P65：宜與環保署進行排放資料庫協
商，尤其 SOx、NOx、粒狀物、CO、
溫室氣體、噪音等。
5
P.65：宜建置航空站環境管理平台，
讓各航空站可上傳資料。
6
P.65：宜分階段分等級建置較易推動
EMS 資料庫。
(三) 洪委員美雲：
1
建議不要將「探討我國飛航服務總台
組織變革之方式與可行性」列入報告
建議事項內。
(四)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
對於民航環保政策為「創造永續發展
的空運政策」所訂定之四項目標及七
項策略，由於目前行政院永續發展基
本法草案已對永續發展一詞，已有定
義為「指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
後代滿足其需求能力之發展」，另
「永續性：指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
社會正義三面向呈均衡與和諧之狀

已加入台灣於表格中進行比較。
謝謝委員建議，本案未來將建議民航
局與環保署進行排放資料庫協商，做
一整體性規劃與討論。
目前民航局已另有委託研究案將進行
此項工作。
目前民航局已另有委託研究案將進行
此項工作。
遵照辦理。

已確認目前所擬定之目標與策略與我
國永續發展理念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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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因此，請檢視目前所擬定之目
標與策略有無永續發展理念加以呼
應。
2
於遵循國際民航環保規範之策略中，
已訂定密切監控國際間之民航環保措
施，其中行動方案之一為探討 EU ETS
對我國籍航空公司之影響與因應措
施，此項行動方案之實質內容，包括
我國政府所採取之立場、我國籍航空
公司之因應策略、以及與國內溫室氣
體減量法(草案)、能源稅條例(草案)等
關聯性相當密切，影響亦相當大，建
議未來亦應持續關注此議題。
3
由於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之議題，目
前在國際民航運輸業皆被列為重要課
題，經檢視目前擬定之民航環保可行
之七項策略中，並無單一之溫室氣體
策略加以因應，而是分別置於相關措
施或行動方案中，此部分之規劃內容
考量，請於相關對應文字中補充說明
理由。
4
本署目前正持續掌握國際碳中和發展
趨勢，並建立我國碳中和之推動機
制，有關國際民航碳中和發展趨勢，
亦可參酌本署推動之內容，從宣導低
碳行為、辦理環保低碳活動、逐步引
導各航空公司納入碳中和思維。
(四) 高雄航空站：
1
鑑於水污染防治法已公告施行，有關
機場營運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污水與油
料溢漏所造成之土壤、地下水污染情
形，是否需再加以考量，避免日後因
應不及。

2

除本研究之外，目前民航局已另有委
託研究案，將持續關注 EU ETS 之發
展，並探討對我國之影響與可因應策
略。

策略中列出污染物可有較廣之含意，
包括：溫室氣體以及其他廢氣（如：
NOx 、PM，甚至水蒸氣），ICAO 目
前已研擬將 PM 納入引擎污染物認證
中，而歐盟亦研擬將 NOx 納入管制。
文 中 已增 加 追蹤 其 他污染 物 （如 ：
NOx 與 PM）管制之發展。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民航局已另有委
託研究案將持續進行此項工作。

謝謝委員關心。本計畫係以松山機場
作為環境管理系統(EMS)示範機場，
其並無重大污染源故生活廢水經核准
後，採接管排放至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衛生下水道工程處之下水系統，至污
水廠處理後排放，不另行處理廢水問
題 。 故各 航 空站 應 視各場 站 環境 現
況，加以考量水污染防治措施。
另油料溢漏所造成之土壤污染情形，
本 次 示範 機 場亦 予 考量在 內 ，請 參
「8.5.3 驗證機構驗證」所述。
航空器起降過程中尾氣排放污染物(含 本研究建議應參照歐洲部分國家採用
法定污染物及非法定污染物)之防治， 徵收飛機引擎空污費機制（參見 5.2
是否納入考量，如編列公務預算或另 節之市場經濟措施）方式，依照飛機
行徵收費用。
起降階段所排放之 NOx 與 HC 徵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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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專款專用於改善空氣品質或相關
防治計畫。
(五)本局企劃組(書面意見)：
1
本案係委託研究計畫，請確實依「行 感謝委員意見，已配合更新即時辦理
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 情形及進度。
點」辦理，並請研究團隊至政府研究
資訊系統(GRB)網站，配合更新即時
辦理情形及進度。
(六)本局航站管理小組：
合約回顧
1
工作重點一：持續追蹤及蒐集全球民
航環保措施與作法之最新發展。經審
查報告內容符合該工作重點。

3

4

工作重點二：依據所研訂之我國民航
環保行動方案，研擬我國各機場之環
保政策，並建立至少一座環境管理系
統示範機場。
(1)子項目 1，報告中第九章就本局所
屬航空站分類選擇進行相關訪談，並
依據不同航空站之特性，提出各等級
航空站可行之環保政策與環保措施建
議。經審查符合該工作項目。
(2)子項目 2，建立至少 1 座機場可行
之環境管理系統。經檢視目前進度，
已完成相關環境因素盤查。
(3)子項目 3，召開至少 3 次宣導及成
效會議，目前已於本（101）年 1 月 5
日召開第 1 次會議；定於 6 月 8 日召
開第 2 次會議；暫定於 8 月 31 日召開
第 3 次會議。
工作重點三：修訂我國民航環保政策
說明書，本次未執行，將請台灣永續
公司於期末報告中修訂相關內容。
工作重點四：持續參與國際相關會議
並參訪國外相關單位。持續進行中。

知悉。

第 3 次宣導與成效會議已於 10 月 12
日(星期五)召開。

已於期末報告中修訂。

已赴香港、紐約與武漢參加相關國際
會議；並陪同官員訪問澳洲政府相關
單位。

報告審查
5
報告第 2 章有整理各國對於歐盟碳排 已增列於報告第 2 章中。
放交易在航空業實行後之因應作為及
可行策略，建議持續關注，並歸納及
建議本局可行之行動方案。
6

本研究蒐集許多先進國家之環境管理 已增加表格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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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13

政策、策略，建議於期末報告中以表
列方式加以整理呈現。
請研究團隊持續參與國際相關會議，
並將值得我國借鏡之資料納入報告
中。
請確依進度執行環境管理系統
（EMS）之導入及認證。

已赴香港、紐約與武漢參加相關國際
會議，並將資料納入報告中。

已依進度導入 EMS；而 ISO 14001 認
證共分為二階段：第 1 階段稽核(8 月
20 日)；第 2 階段稽核(9 月 18~19
日)，相關結果請參「8.5.3 驗證機構
驗證」所述。並已於 101 年 8 月 20 日
已完成台北國際航空站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2004 初次驗證評鑑。
請將計畫內相關統計數據更新至最新 遵照辦理。
統計資料。
P.171 有關用電度數/WLU 部分，G 航 G 航空站因近幾年新擴建航廈，在運
空站為何特別高?應探討原因並提供建 量有限之情況下，造成單位用電量特
議改善措施。
別高；而航空站已透過加設採光罩、
離峰時間部分電源關閉、以及提高空
調溫度等措施減少用電量。此外，民
航局上年度另一計畫「航空業暨民航
局 所 屬航 空 站溫 室 氣體減 量 推動 計
畫」，已針對各主要航空站提出具體
之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P.149 環保行動方案為何不明列?
已補充說明，請參見表 7-1 我國可施
行之短中長期環保行動方案表，而詳
細之內容則說明於表 7-2。
P.190 第五點提及「桃園機場已法人 已刪除原第五點之論述。
化，..但民航局仍應扮演訂定規範與監
督之責任」乙節，目前民航局對機場
公司的監理僅限於民航法及相關子法
規範航空站經營人的部分，環保及溫
室氣體減量等議題，仍應由機場公司
本企業經營管理角色，自行研議辦
理。
P.189 有關本研究初步建議部分，包括 1.已將 10.2 節建議部分區分為短中長
簽定自願減量協定、發展替代油料、 期方案，供委託單位參考。
訂 定 駐 站 單 位 減 量 目 標 並 檢 討 達 成 2.另外，在民航局可施行之短中長期
度、配置環保專責人員等，均非短期 民航環保行動方案，已列示如表 7-1
可行方案，建議研究團隊對於初步建 與 7-2，分別區分為短中長期可行作
議 部 分 ， 可 再 研 提 短 期 具 體 可 行 方 法。而本研究建議之我國各類機場可
案，或區分短、中、長期方案供委託 行之環境管理措施，亦已區分短中長
單位參考。
期可行作法，詳如表 9-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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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附錄五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與回覆
「研究建立我國民用航空環保政策與機場環境管理機制」專案研究計畫
第四次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與回覆辦理情形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審查意見與回覆：
項目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 張委員順欽（書面資料）
1
對於 IACO 大會簽署全球航空運輸溫 1. ICAO 說明各會員國之溫室氣體減
室氣體減量同意書，2050 年前每年平
量行動方案內容至少需包括：聯絡
均燃油效率提升 2%之目標，建議補充
資 料 、 預 期 航 空 運 輸 收益 噸 公 里
目前各國採取具體實施計畫，例如：
數、燃油消耗、預期 2050 年 CO2
加拿大聯邦政府宣佈與飛航業者聯合
排放量、國際航空運輸 CO2 減量措
發展之「加拿大航空溫室氣體減排行
施、以及所需協助。
動 計 畫 」 ， 以 2005 年 為 基 準 ， 至
目前已有部分會員國將其行動方案
2020 年每年增加 2%燃料能效，具體
公告於 ICAO 網頁，其中包括：澳
作法包括：藉由汰舊換新，以較高效
洲 、 奧 地 利 、 加 拿 大 、丹 麥 、 芬
能航機替代舊航機，每年燃料效能將
蘭、希臘、匈牙利、愛爾蘭、義大
提昇 0.7%；更有效率的航運作業將增
利、挪威、斯洛伐克、斯里蘭卡、
加 0.2%效能；由感測導航轉為性能導
瑞典、瑞士與美國等 16 個國家。
航將增加 1%至 2%效能，同時也將配 2. 本研究已詳細回顧加拿大與美國等
合替代性飛航燃料、地勤操作和設備
國家作法，詳細之內容將於民航局
使用提升能效。
目前委託顧問公司進行「101 至 103
年航空業暨各航空站溫室氣體減量
維護計畫」中進行。
2
對於 IACO 每年平均燃油效率提升 2% 1. 在 與 航 空 產 業 簽 訂 自 願減 量 協 定
之目標，除了與航空業簽訂自願減量
時，政府通常需承諾在機場運作與
協定，航空站能扮演哪些更積極角
飛航導航方面能夠提供更有效率之
色？建議能具體化各項作業的貢獻目
硬體設備與服務（請參考報告書 64
標。
頁，表 3-2 加拿大自願減量協定摘
要）。
2. 民 航 局 目 前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進 行
「101 至 103 年航空業暨各航空站
溫室氣體減量維護計畫」，當中即
會詳細探討自願減量協定，以及各
單位可扮演之角色與預期減量成效
資料。
3
本計畫橫跨三個年度，有關資訊蒐集 感謝委員提供相關資料，已納入報告
相當豐富，各國應對之作為差異相當 中。
大，部分資料內容於定稿前，建議再
作檢視適度更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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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1)歐洲法院(ECJ)裁定歐盟碳交易法
規擴及航空既不違反相關國際慣例
法，也不違反開放領空的協定。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起降歐
洲機場的航班皆需依歐盟排放交易
計畫(ETS)購買排碳許可。
(2)德國聯邦環保署分配免費排碳證
書給航空業者，以在 2020 年前於
歐洲進行碳交易。2010 年起民航
業者與企業或私人噴射機業者每排
放一公噸二氧化碳，須繳交一張碳
排證書。2020 年前證書大部分都
不需另外付費。
(3)英國政府表示將考量航空減碳措
施 成本效 益，交通 部(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DfT)就英國氣候變遷
委 員 會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CCC)提及 2050 年前將實
施減少航空排碳及相關措施，聲明
須考量新情勢以推動航空減碳，將
於 2013 年實施航空業永續架構。
美國環保署 2011 年就主要用於 737、 1. 我國因未生產飛機引擎，所使用之
747 與 767 等 大型 客機 的 引 擎 ， 依
引擎皆為國外製造，而各引擎製造
ICAO 認可標準，提出氮氧化物排放
商所生產之引擎皆須符合 ICAO 污
標準草案，對我國可能產生哪影響？
染物排放標準。
或者需要哪些因應措施？
2. 我國民航局應隨時注意最新 ICAO
引擎排放認可標準，若有更新之規
範，則需對應修改相關飛機適航法
令，以掌握我國籍航空公司所提供
之引擎檢測資料，俾符合最新之標
準。
機場環境有關空氣議題指標，不宜參 1. 謝 謝 委 員 之 建 議 ， 已 修正 相 關 指
採直接環保署所用之區域性、PSI，建
標，詳如報告書 152 頁所示。
議指標應能充分反應機場空氣污染防 2. 考量相關國際組織如：ICAO 尤其
制績效。
強調飛機引擎所有排放物中之氮氧
化物（Nitrogen oxides, NOx ）與懸
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 PM）所
帶來之影響；歐盟法令則限制飛航
產生之 NOx 與 PM 於機場內與週邊
之排放量限制，為與國際接軌，故
考量 PM 及 NOx 之監測平均值，俾
能 充 分 反 應 機 場 空 氣 污染 防 制 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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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17 項行動方案之各項指標與目 1. 在行動方案 5.1 方面，已加入符合
標應具體量化，並考慮須可度量，避
國際規範之每年燃油效率提昇
免採用定性字眼。
2%(公斤/RTK)目標。（報告書 166
頁）
2. 有些行動方案（如：持續關注國際
環保發展）確實有量化困難，因此
僅以定性目標與管考機制進行。
3. 在各機場溫室氣體減量方面，民航
局目前委託顧問公司進行「101 至
103 年航空業暨各航空站溫室氣體
減量維護計畫」中，即會針對各機
場近兩年之排放量、人力與資源考
量，提出量化之減量目標。
(二)張委員章堂：
1
因桃園機場已不屬於民航局直接管轄
第一次期中
原意見 2：宜針對桃園機場溫室氣體 範疇，因此就政府組織權責而言，目
減 量 訂 定 目 標 ， 以 利 業 者 有 依 循 目 前 並 無法 直 接訂 定 或規範 其 減量 目
標。
標，僅可建議其進行相關之溫室氣體
減量工作。
2
2.原意見 3：宜瞭解環保署(未來環保 已於前幾次之期中報告中回顧，但目
部)對航空環保政策及機場環管措施。 前環保署並未有直接針對航空環保政
策與機場環境管理措施有相關規範與
作 法 ，因 此 已依 照 之前委 員 意見 刪
除。
3
原意見 4：宜彙整國外作法，以利瞭 1. 在有關生質油料方面，本研究團隊
解平衡點。
已參加 ICAO 航空運輸永續替代油
料會議，詳細之會議紀錄已列示於
附錄六中，以及 2.1 節內。
2. 民航局目前另一委託案將持續專注
此一議題。
4
原意見 5：尚未於 6.2 節列明噪音、空 依民航局航站管理小組第三次期中審
氣污染…等四部份管制規範。
查意見 7，因原第六章我國現行民航
環保政策與方向，內容著墨於環保相
關法規之份量較多，容易造成主題失
焦，故減少內容比例，僅羅列與本計
畫相關之最新民航環保法規。
5
原意見 6：因應松山機場運量成長， 1. 在未來運量可能成長之狀況下，環
尚未列明 EMS 分析。
境管理系統 PDCA，已包括：考量
航空噪音、CO2 排放量計算、能源
消耗、水資源、廢棄物及社區環保
教育等工作項目。EMS 對現況『先
期環境審查』完成『松山機場環境
考量面鑑別評核』共計 91 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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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162 宜列明各行動方案所需費用與效
益。

7

P.137、P.163~167 宜列明近三年資料，
並預估實際可達目標，尤其因應運量
成長與機場擴建。(原意見 8 尚未看到
指標)

8

P.139 宜更新，並列明各機場目前用油
量與燃油效率。

9

P.47 各單位環保政策比較，不應僅有
噪音。

10

第三次期中
尚未看到碳中和措施。(原意見 3)

2. 101 年 8 月 20 日完成 ISO 14001：
2004 初次驗證評鑑，EMS 內之環
保政策、環保措施、計畫執行目標
及預估成效符合評鑑要求，並已取
得 ISO 14001：2004 證書。後續將
依導入之 EMS 執行相關環境保護
工作，以因應運量成長可能帶來之
環境影響與衝擊。
1. 各行動方案執行所需費用，已列於
交予民航局之報告中，礙於資料之
機 密 性 ， 因 此 於 本 報 告中 並 未 列
出。
2. 執行效益以定性方式列於表格中。
1. 有關各機場之溫室氣體排放與噪音
資料，已透過「我國機場節能減碳
與環境管理相關資料調查」，將調
查結果彙整於 9.2 節中。溫室氣體
目前我國機場乃於 2010 年才開始進
行盤查，因此僅有一年份資料，而
噪 音 部 分 已 有 多 年 資 料（ 另 參 見
7.2 節民航環保績效與政策宣導品英
文版之歷年噪音相關資料圖）。
2. 原意見 8 涉及有關水資源與資源回
收部分，因各機場皆說明已符合當
地環保局規範，因此並未再另列指
標。
1. 經濟部全國能源會議共召開三次，
分別為 87 年 5 月、94 年 6 月及 98
年 4 月，故相關資料已為最新。
2. 各機場用油量與燃油效率已由民航
局目前委託顧問公司進行「101 至
103 年航空業暨各航空站溫室氣體
減量維護計畫」中進行。
1. 在 各 國 際 組 織 與 政 府 環保 政 策 方
面，通常僅針對噪音、空氣品質與
氣候變遷進行管制與說明。
2. 有 關 其 他 屬 於 機 場 區 域性 影 響 之
水、廢棄物等面相，則在第四章機
場環境保護政策與措施中回顧。
1. 目前我國機場仍於碳盤查與減量措
施實施階段，依照目前之人力與資
源，碳中和之目標僅能於中長期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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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研究於 5.3 節中已列出多個國外
機場已完成碳中和之作法與回顧，
值得我國參考。
11
原意見 5：尚未看到指標。
1. 有關民航節能減碳與環境管理指標
以上意見請於定稿前，修正補充於報
詳如報告書 151 頁~152 頁所示。
告內容。
2. 經實際訪視各等級之本島東西岸與
離島航空站。因各航空站經營特性
與資源不同，需瞭解各單位資源、
現況、實際執行之環保相關措施與
可行作法，各單位才能分別規劃其
達成目標。
3. 另外，在民航局可施行之短中長期
民航環保行動方案，已列示如表 71 與 7-2，分別區分為短中長期可行
作法。而本研究建議之我國各類機
場可行之環境管理措施，亦已區分
短中長期可行作法，詳如表 9-11 所
示。未來可逐步實施並依所建議之
指標統計相關成效。
(三)洪委員美雲：（書面資料）
1
本委員於第四次期中報告審查所提意 已將附錄及報告書內，「五、飛航管
見：建議不要將「探討我國飛航服務 理」項下之有關組織變革論述刪除。
總台組織變革之方式與可行性」列入
報告，本期末報告附錄 P.26 辦理情形
為 「 遵 照 辦 理 」 ， 然 而 附 錄 P.85
「五、飛航管理」項下仍未刪除。
(四)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書面資料）
1
本報告彙整之各國資料與執行措施項 感謝委員肯定。
目相當完整，可作為我國民用航空環
保政策及機場環境管理後續推動方向
之參考。
2
在報告書 151 頁己具體研擬我國民航 因各航空站經營特性與資源不同，在
環境保護管理指標，並依航空業、機 目前有限之資料下，並無法提出對應
場節能減碳及機場環境面予以分類， 之量化目標；未來需瞭解各單位資源
堪稱完備，惟僅航空業之評估指標(平 與人力，才能分別規劃其達成目標。
均燃油效率每年提升 2%)有具體量化
數據，建議其他項之指標後續亦應提
出對應之量化目標，俾利後續績效考
核。
3
報告書 102 頁，表 4-15 中，「未來可 已將「未來可努力方向」部分欄位空
努力方向」部分欄位空白未對應提出 白提出對應之建議內容。
建議內容，建議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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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書內容著重在國外民航環保措
施及機場環境管理資料之蒐集(第 2 章
至第 5 章)，建議部分資料應可再予系
統化彙整、精簡，或移至附錄中供參
閱。
5
勘誤、修正部分：
(1) 「 部 『 份 』 」 請 修 正 為 「 部
『分』」。
(2)報告書 37 及 38 頁提及歐盟 EU
ETS 部分，該措施已於今(2012)年實
施，故內文使用「預計」等字眼，建
議修正。
(3)報告書中表格不宜跨頁呈現，實無
法避免，應再另行標示表格名稱。
(五)本局航管組：
1
P.203，表 9-11「各機場可行…措施建
議」之飛機操作 4.提升導航效率，採
CDA(中長期)實施方式為何？有關導
航、航管在我國非屬機場單位管轄，
且航線選擇、成效統計、量化、管考
困難。
4

(六)臺北國際航空站：
1
報告 168 頁機場簡介，相關敘述需做
文字調整，顧問公司若有需求可協請
臺北航站協助修正。
2
報告 171 頁倒數第三段最後一句話：
「亦計畫推展 GPU 供航空公司使用，
取代 APU」，請刪除，可參考臺北站
EMS 介紹。
(七)臺南航空站
1
建議將「航站等級」及「航空站分
類」等二標題，統一更改為「依照運
量等級區分」。
(八)本局企劃組：
1
本案係委託研究計畫，請確實依「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
點」辦理，並請研究團隊至政府研究
資訊系統(GRB)網站，配合更新即時
辦理情形及進度。

針對所蒐集許多先進國家之環境管理
政策、策略等，已於期末報告內以表
列方式加以彙整呈現，俾有系統化。
部分篇幅較多之國外民航環保措施及
機場環境管理資料則列示於附錄中。
感謝委員指正，皆已遵照辦理。

1. 我國目前已有進行相關之持續降落
操作，建議未來飛航服務總台可結
合 航 空 公 司 、 機 場 甚 至飛 機 製 造
商，規劃可行航道，提升持續降落
操 作 航 班 使 用 比 率 ， 以量 化 其 成
效。
2. 有關導航、航管在我國非屬機場單
位管轄，各國皆相同，通常需兩單
位互相合作協調，以規劃最佳之飛
航操作程序。
相關敘述已做文字調整。

遵照辦理，該段敘述已刪除。

已遵照辦理。詳如報告書 188 頁、200
頁及 203~204 頁所示。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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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航空公司簽署自願減量協定，以航 1. 目前全球各會員國依照 ICAO 每年
空公司角度是以旅客越多、貨運量越
燃油效率提昇 2%（公斤/RTK）為
大越好，即便使用較環保的航空器，
目 標 ， 此 舉 並 未 針 對 總量 進 行 管
碳排仍可能增加，此部分應如何做？
制，因此碳排仍會持續增加。航空
又旅客自願碳抵銷計畫，航空公司未
產業預計至 2020 年碳排將不再增
來票價轉嫁如何因應？
加，而至 2050 年希望碳排為 2005
年之 50%，將主要透過航空產業之
四支柱計畫（2.4 節），以及長期替
代油料之使用達到。
2. 目前僅採用旅客自願外加於票價之
方式收取（如：機場費與燃油附加
費之收取方式）。
3
航空站常面臨營運虧損，企畫組與各 機場運量希望持續增加乃為各機場之
個國家談航權並鼓勵外國航空公司使 主要目標，但在環境容量限制下（即
用機場以增加收入，此與航空站的減 噪音、空氣污染與溫室氣體等排放不
碳是否有相衝突？
可超過一定限度）；未來各主要機場
需在此一前提下提升運量，在經濟成
長與環境保護下求取一平衡點，以達
到永續發展之目標。
(九)本局航站管理小組黃技正建元：
1
有關自願減量協定部分，本局已另有 目前加拿大已採用自願減量協定方式
委託研究計畫辦理。原則上係用自願 作為提交 ICAO 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
取代管制，跟航空公司做協調，由航 案之作法。我國目前雖非 ICAO 會員
空公司提出能達到之方式。自願減量 國，但仍應考量如何將自願減量協定
部分目前國外施行成效不大，但仍為 與 ICAO 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結
可推動的方向之一。
合。
2
報告內的政策、措施及行動方案等可 1. 國際航空運輸燃油效率（每年提升
量化的部分請儘量量化，目前航空站
2%）可具體規範。
針對環保的人力及能量很有限，訂定 2. 因各航空站經營特性與資源不同，
管制目標用 bottom-up 的方式，慢慢協
在目前有限之資料下，並無法提出
調，慢慢談。
對應之量化目標；未來需瞭解各單
位資源與人力，才能分別規劃其達
成目標。因此僅以定性目標與管考
機制進行。
3
本 計 畫 為 一 研 究 案 ， 局 裡 為 管 理 角 本研究報告提供相關單位參考。
色，針對現況及不同狀況，從可能的
方案中，擷取現階段可做或未來(中長
期)可執行之部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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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局航站管理小組：
合約回顧
1

工作重點一：持續追蹤及蒐集全球民航環保措施與作法之最新發展。經審查報
告內容，於期末報告（初稿）2.3.5 更新 EU ETS 的最新發展、第三章納入美
國、加拿大及澳洲的最新發展，符合該工作重點要求。

2

工作重點二：研提我國民航環保政策、策略及目標，並提出可行之永續發展指
標、環保措施與行動方案。於期末報告（初稿）第六章提出我國民航環保政
策。經審查符合該工作項目。

工作重點三：依據所研訂之我國民航環保行動方案，研擬我國各機場之環保政
策，並建立至少一座環境管理系統示範機場。
(1)子項目 1，報告中第九章就本局所屬航空站分類選擇進行相關訪談，並
依據不同航空站之特性，提出各等級航空站可行之環保政策與環保措
施建議。經審查符合該工作項目。
(2)子項目 2，建立至少 1 座機場可行之環境管理系統。擇定臺北國際航空
站作為示範機場，已於 101 年 9 月份通過驗證公司 ISO 14001 認證，同
時已取得證書。經審查符合該工作項目。
(3)子項目 3，召開至少 3 次宣導及成效會議，分別於本（101）年 1 月 5
日、6 月 8 日及 10 月 12 日召開共 3 次宣導及成效會議。經審查符合該
工作項目。
4
工作重點四：修訂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於期末報告（初稿）第七章有進
行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之修訂，並提供英文版本。經審查符合該工作項目。
5
工作重點五：持續參與國際相關會議並參訪國外相關單位。本年度參訪澳洲布
里斯班機場公司、坎培拉機場公司、澳洲基礎建設與運輸部及澳洲飛航服務公
司，同時於香港、美國紐約舉行之噪音年會發表文章。經審查符合該工作項
目。
6
工作重點六：配合民航局參與相關會議並提供資料與諮詢。本年度盧教授協助
本局參與中國武漢 2012 海峽兩岸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發展論壇。經審查符合
該工作項目。
7
綜上，檢視合約要求工作及第三年應完成工作，經審查符合合約要求。
報告審查
8
報告中有關年份的使用，建議予以統 遵照辦理。
一。國外部分使用西元年，國內部分
則使用民國紀年。
9
報告中有關歐盟碳排放交易機制(EU 已修訂。
ETS)之內容，建議應以本年度為立論
基礎，重新撰寫報告中相關之文字與
語氣。
10
P. 9 及 P. 10 ， 「 Aircraft engine 已修訂。
emissions」有不同的翻譯解釋，是否
有所不同？建議宜統一名詞的翻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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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 11，2.1.1 中提到噪音值建置資料
庫，應為噪音值資料庫。另外有關英
文 「 Noise dB 」 是 否 應 為 「 Noise
databank」，或者其原文即為如此？

12

P. 14，ICAO 預定於 2013 宣布 CO2
standard，有關末段關於二氧化碳不另
外訂定標準部分，請修訂。
P. 17，有關自願減量措施件數，請一 已統一至最新資料，並列出網址如下
併更新 P. 145 之內容及提供相關網站 http://www.icao.int/environmental之網址。
protection/Pages/voluntarymeasures.aspx
P.33，（EUROCONTROL，2008）建 已修正。
議更正為(EUROCONTROL, 2008)。
P.35，2.3.4 歐盟長期溫室氣體減量政 已依照最新之發展修正小節內容。
策，請更新相關內容與文字。
P.39，表 2-7 有關 2012 年 3 月 13 日歐 與 EU ETS 並無直接相關，已刪除。
洲航空產業連署發展一欄，請確認相
關內容。
P.48，有關 ICAO 會員國簽署航空運輸 已修訂。
溫室氣體減量同意書之寫法，請以
2012 年之立場撰寫。
P.136，表 6-7，建議將飛機操作一類 已修訂。
獨立成為航管單位。後續相關內容亦
請一併調整。
P.137 ， 節 約 用 油 目 標 ， 請 修 正 為 已修正。
3%。
P.148，三、（一）「…，並密切監控 已修正。
國際間…」建議將「監控」修正為
「掌握」。
P.155，四、（四）4.，建議將碳盤查 已納入。
納入。
P.157，節約用油目標，請修正為 3% 已修正。
（英文版）。
第八章建議將章節名稱修正為「環境 已將章節名稱修正為：
管理系統導入」相關之標題，較為切 〝第八章 環境管理系統導入(以臺北
合本研究案之工作項目。
國際航空站為範例)〞
P.178，品質記錄應更正為「紀錄」。 已修正。
P.179，伙伴建議使用「夥伴」。
已修正。
P.187，桃園國際機場於 99 年 11 月 1 已修正。
日公司化後，我國機場已無特等站，
請修正。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已 修 改 為 噪 音 值 資 料 庫 （ NoisedB
database），此為此資料庫之名稱，由
ICAO 委 託 法 國 民 航 局 維 護 ， 網 址
http://noisedb.stac.aviationcivile.gouv.fr/
已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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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附錄六 2011 年 10 月 ICAO 航空運輸永續替代油料會議會議記錄
ICAO 首先說明全球航空運輸碳排放量推估，除了目前預計每年航空運輸
燃油效率提升 2%（公斤/收益噸公里）之外，透過科技進步，排碳量仍會持續
提升，引言除了說明其針對替代油料之發展架構外，而未來為達到碳排不再成
長之目標，唯有採用經濟措施與使用替代油料之方式（參見圖一）。

圖一 全球航空運輸產業淨 CO2 排放量推估
資料來源：ICAO, 2011.

此次會議內容共包括十大主題如下：
1. 各國航空運輸替代油料永續性發展願景；
2. 各國際組織之最新與未來發展；
3. 顧問團（Consortia）；
4. 研究；
5. 油料認證 Qualification）；
6. 實施（Deployment）；
7. 合作夥伴（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8. 法令與管制架構；
9. 計算、生命週期與永續性；
10. 替代油料融資。
接著針對各主題進行進一步之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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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國航空運輸替代油料永續性發展願景
（一）中國說明其近年來每年 13%航空運輸成長率之下，預計至 2020 年油料需
求將增加至 1,300 萬噸。在未來 5 年中，預計燃油效率每年可提升約 2%
至 3%之多。近年來，美國與中國已有持續之生質油料合作計畫，但憂心
在不同國家之研發補助、降低賦稅與直接補助之誘因政策下，將導致市
場發展扭曲。
（二）墨西哥現以每週一班次使用生質油料（混合 25%之亞麻薺油）營運，其
飛行計畫（Flight Plan）將分析法令架構、原物料（feed-stocks）來源、
供給過程與經濟效益。合適的永續原物料供給是目前整個供應鏈中最嚴
重之瓶頸。
（三）在這三天之會議中，生質油料使用於航空業與其他運輸業之衝突為重要
之討論課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強調，ICAO 應確認生質油料
於航空運輸之供應，並起草有關法令規範準則以協助會員國確認替代油
料於航空業之足夠供應量。
（四）美國說明生質油料應是可直接放入現有之引擎中使用（drop-in），且同
時具備安全與環保規範。美國預計至 2018 年將有 1 千萬加侖（即 37 億
公 升 ） 之 替 代 油 料 。 生 質 作 物 支 援 計 畫 （ Biomass Crop Assistance
Program）將於 15 年內提供 5 億 2 千 5 百萬美元補貼農民，其中超過
75%將協助開發新作物或轉移農作物之用。此外，農業部新的 1 億 3 千 6
百萬美元資金近期已宣布將發展永續作物之用，包括：能源甘蔗與高粱
等。
二、各國際組織之最新與未來發展
（一）ATAG（Air Transport Action Group）說明在 2010 年平均燃油成本佔航空
公司營運成本約 30%，相較於 2003 年之 14%高出甚多。並重申美國所
說政府應補助開發可直接加入現有引擎之油料，包括：其原物料供應與
生產流程。此外，政府應採用政府與民間合作夥伴關係（Public and
Private Partnership, PPP）降低風險、提供誘因、建立全球永續標準、瞭
解區域機會並提供供應鏈之合作。此外，全球許多航空公司自 2008 年起
已有多項 採用生 質油 料之試飛 成功計 畫（ 參見表一 、表二 與圖 二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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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美 國 波 音 公 司 （ Boeing ） 目 前 主 要 正 進 行 種 植 飛 行 計 畫 （ Farm-toFly ） ， 此 外 並 參 與 西 北 永 續 航 空 運 輸 油 料 計 畫 （ SAFN-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s Northwest），希望於美國西北區域能建立一經濟可行生質
油料產業。波音強調政府應有穩定與長期之吸引投資政策，整合州政府
與地方政府支援基礎建設與相關訓練計畫。
（三）永續生質油料圓桌公司（The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Biofuels, RSB）已
發展第三者生質油料永續標準認證系統，考量環境、社會與經濟準則與
標準。此外，歐盟的再生能源法令（EU-RED, Directive 2009/28/EC）將
會納入土地使用之定義與進入歐盟市場之再生能源溫室氣體排放標準。
美國的再生油料標準銀行（RFS2）在給予相關之計畫融資資金時，要求
永續認證資料。RSB 之認證標準與歐盟以及其他區域之標準相容；除此
之外，除了生質油料之直接影響外，未來亦會將間接影響納入。
表一 航空公司替代油料測試飛行計畫 ～ 2008-2011

資料來源：ATA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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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航空公司替代油料測試飛行計畫～
航空公司替代油料測試飛行計畫～2011

資料來源：ATAG, 2011.

圖二 航空公司替代油料測試飛行計畫～
航空公司替代油料測試飛行計畫～2008-2011
資料來源：ATA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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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問團
（一）巴西（ABRABA）、德國（AIREG）與歐盟（ALFABIRD）合作組成一
顧問團隊，探討替代油料生產之績效、可行性與永續性。ALFABIRD 亦
嘗試下一階段之油料，目前已選取四種油料進行持續性之研究。
（二）美國的商用航空運輸替代油料計畫（The Commercial Aviation Alternative
Fuels Initiative, CAAFI）乃由美國航空產業之主要相關公司與政府組成，
進行油料之研究、發展與應用。此外，美國政府並有相關政策訂定至
2020 年之產業目標，贊助相關計畫、提供誘因、提供研究與創新之支援
以及整合各單位增加替代油料生產量（參見圖三）。
（三）MASDAR 乃由位於阿布達比之 Etihad Airways 主導，利用整合海水與農
業系統（Integrated Seawater Agriculture System, ISAS），在海岸沙漠地
利用海藻提煉成生質油料（參見圖四），此種作法之碳排放將可較傳統
油料較低；主要之挑戰乃為土地之取得與規模化。
（四）航空運輸替代油料與能源永續性計畫（Sustainable Way for Alternative
Fuel and Energy in Aviation, SWAFEA）為歐盟運輸部（EC DG-Move）
贊助之替代油料可行性研究案。生質油料有降低溫室氣體之優點，可是
會造成土地使用改變之間接負面影響，生產主要瓶頸仍為大量之農耕需
求。研究團隊建議歐盟可使用歐盟碳交易市場之收益，贊助相關之施行
計畫。此外，生質油料之生產將會與路面運輸使用競爭。

圖三 美國 CAAFI 先進替代油料製
先進替代油料製程
資料來源：ICA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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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整合海水農業系統（
）
整合海水農業系統（ISAS）
資料來源：ICAO, 2011.

四、研究
（一）歐盟研究部（EC DG-Research）說明永續指標需要有全球一致之標準。
替代油料之生產者與航空公司可透過簽署備忘錄之方式達成投資協議。
歐盟進階生質油料計畫（The European Advanced Bio-Fuels Flightpath）預
計至 2020 年將可生產兩百萬噸之替代油料，佔歐盟航空公司需求之
4%。
（二）美國 Lanzatech 公司採用由鋼鐵工廠所排放之 CO 與 CO2 轉換為乙醇（酒
精），再透過與瑞典生質油料公司（Swedish BioFuels）之合作，轉換為
合成油料（Synthetic Parrafinic Kerosene, SPK）。此外，Lanzatech 公司
有一主要工廠在上海。此種製造替代油料之技術，可在不需要利用土地
資源之情況下，減少大氣中之 CO2 排放（參見圖五）。

圖五 LanzaTech 與 Swedish BioFuels 合作將廢氣轉換為生質油料步驟
資料來源：Lanzatec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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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國曼徹斯特大學（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與空中巴士公
司（Airbus）合作，於羅馬尼亞種植亞麻薺（Camelina），利用整體價值
鏈方式製造生質油料。預計至 2015 年將可生產一百噸之生質油料，此乃
利用 320 公頃之未開發土地，其中 80 萬公頃為不適用於糧食作物農耕之
污染土地。
（四）英國航空（British Airways）與 Solena 公司合作利用廢棄物生產替代油
料，利用位於東倫敦之工廠，甚至可製造電力供區域使用；此外，此工
廠 生 產 之 油 料 足 夠 供 應 英 國 航 空 於 倫 敦 市 中 心 機 場 （ London City
Airport）之機隊使用。
（五）德國 Bauhaus Luftfahrt 公司正發展使用太陽能，利用 CO2 之化學變化，
製造替代油料（Sunlight to Liquid, STL），此外，STL 之能源使用效率較
其他油料為高。
（六）SkyNRG 公司發展整體供應鏈服務，提供替代油料予航空公司；近期已
使用回收食用油提煉航空燃油，供法國航空（Air France）使用。
（七）美國航空太空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之環
境 責 任 航 空 計 畫 （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Aviation programme,
ERA）利用飛機科技研發，預計至 2050 年可降低飛機噪音 2%，並透過
降低飛機重量減少碳排放，並重視起降階段之 NOx 排放。新式之機翼設
計可降低 40%之碳排放。
五、油料認證（
）
油料認證（Qualification）
（一）美國材料試驗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
規範航空器引擎可使用之油料規範，認證制度乃提供飛機與引擎組合可
使用之油料規格。開發可加入現有引擎之油料（Drop-in fuel）需符合認
證油料規格。例如：ASTM D1655 規範傳統 Jet-A1 油料之規格，新的
ASTM D7566 規 範 利 用 「 費 希 爾 — 特 普 希 反 應 」 （ Fischer-Tropsch
process）生產之合成油料，與傳統之 Jet-A1 油料規格相同（參見圖
六）。
（二）Byogy Renewables 公司採用酒精轉換成航空油料之過程，及其需符合各
種標準之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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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生質油料之認證
資料來源：ICAO, 2011.

六、實施 （Deployment）
）
（一）美國 FAA 認為全球整合且一致之替代油料政策將有助於航空產業永續發
展；片面的以及不協調之作法，將是航空產業發展之阻礙。
（ 二 ） 西 班 牙 之 飛 航 服 務 中 心 （ Services and Studies for Air Navigation and
Aeronautical Safety, SENASA）說明歐盟之政策能源科技計畫（Strategic
Energy Technology Plan, SET），包括：能源科技之規劃、施行、資源與
國際合作以及融資機制（參見圖七）。

圖七 歐盟先進替代油料計畫參與單位
資料來源：ICA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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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之 Imperium Renewables 公司於 2004 年成立，目前已可生產生質油
料供產業使用，強調生質油料生產過程中之土地使用乃為最重要之議題。
（四）Shell 油料公司指出，目前採用 HEFA（Hydro-processed Esters and Fatty
Acids）技術生產生質油料，比傳統油料較具能源效率。
（五）國際機場理事會（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說明機場可提供各式不
同油料，但歐盟碳交易市場（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 ETS）將如何計算航空公司之生質油料使用量將是一項難題。美國航
空運輸協會（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亦說明 EU ETS 針對
替代油料之規定將不易施行。
（六）維京澳洲航空（Virgin Australia）說明與政府合作共同排除替代油料發展
障礙的重要性；此外，應依據區域特性，發展適用於特定區域之替代油
料永續標準。

七、合作夥伴
（一）美國波音公司（Boeing）說明目前全球已有許多生質油料之合作計畫正
在進行，遍布於美國、中南美洲、歐洲、亞洲、澳洲、中國與中東等區
域與國家（參見圖八）。
（二）墨西哥政府下之機場公司（Aeropuertos y Servicios Auxiliares , ASA）與
西班牙 SENASA 的永續航空研究中心（Observatory of Sustainability in
Aviation, OBSA）說明兩國於替代油料合作計畫下，所帶來對於農業之
商機與就業機會。西班牙已有 10 萬公頃之土地種植亞麻齊，而墨西哥農
民已開始種植麻風樹（Jatro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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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全球永續航空生質油料計畫
資料來源：Boeing, 2011.

八、法令與管制架構
（一）墨西哥 ASA 說明政府提供多項經濟與財務誘因之重要性，以減少傳統油
料與生質油料之價格差距。
（二）美國 FAA 說明替代油料實際應用之重要性，政府應協助排除相關風險、
提供融資、整合研究與施行政策，各國因其特性不同將需要不同之作法
（參見圖九）。

圖九 發展替代油料供應鏈
資料來源：ICA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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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續航空油料使用者集團（The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Users’ Group,
SAFUG）提到歐盟法令規範各會員國，至 2020 年應達到 10%運輸用油
來自於再生能源之目標。認為短期目標將導致市場扭曲，市場需要長期
穩定之政策目標。此外，並說明 EU ETS 將使用其收入進行相關替代油
料融資乃不切實際。
九、計算、
計算、生命週期與永續性
生命週期與永續性
（一）RSB 說明雖然其替代油料認證指標已將風險管理納入考量，但並未將對
於土地使用改變之間接影響納入指標評估中；未來將繼續研究將替代油
料對土地使用改變之間接影響納入。
（二）國際清潔運輸理事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Clean Transportation,
ICCT）說明航空運輸對於替代油料之需求將與路面運輸工具競爭，目前
航空產業所設定替代油料之使用目標並不實際。此外，生產能源作物對
於土地之間接影響遠超過其經濟效益，因不同地區與作物將會有不同程
度之影響（參見圖十）。

圖十 各種生質油料之間接影響
資料來源： ICCT, 2011.

（三）美國麻省理工大學（MIT）說明其針對各種不同替代油料溫室氣體生命
週期（Greenhouse Gas Life Cycles, LC-GHG）分析之結果。研究結果顯
示因區域、生產與作業方式不同，對於土地使用之間接影響亦不相同，
因此不同個案之 LC-GHG 有相當大之差異，例如：於奈及利亞之個案其
LC-GHG 為美國個案之五倍之多（參見圖十一）。生質油料之 LC-GHG
主要取決於其種植區域不同，對土地或原先作物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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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圖十一 不同生質油料個案之溫室氣體生命週期分析
資料來源：Stratton 等人, 2010.

十、替代油料融資
（一）對於美國顧問公司 ACA 而言，替代油料之發展主要以就業機會為考量，
投資於未來技術將有助於現有以及未來能源產業之發展。
（二）美國發展銀行（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說明替代油
料發展之主要風險在於如何將現有技術擴大為大量生產規模，技術本身
其實並非問題所在。近 10 年來 IDB 有關替代油料計畫融資金額如圖十
二所示，每年平均約 86 億美金。
（三）Bloomberg 銀行說明自 2007 年來，因全球經濟衰退因素，相關之替代油
料投資資金已減少，2011 年之投資僅為 2007 年之 20%。然而美國政府
自從 2004 年起已投入超過 13.5 億美金於補助、融資與稅務減免等。

圖十二 美國發展銀行過去十年有關替代油料融資金~2001-2010
美國發展銀行過去十年有關替代油料融資金
資料來源：IDB,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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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附錄七 2009 年 APEC 經濟體航空運輸廢氣措施調查-我國回覆內容
經濟體航空運輸廢氣措施調查 我國回覆內容
項目

題目

一、目標、策略與管制
1.
經濟方面是否有對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 GHG）排放提出
任何目標？ 如有，是否應用到：
a.
整體經濟上

是（Y）/ 否（N）/
考量規劃中（P）
P

Y

b.

交通方面

P

c.
d.
2.

國內航空方面
國際航空方面
經濟方面是否對管理以及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提出一概括之架構、策略
或政策？如有，是否包括：
市場基礎（Market-based）措施
排放物抵換安排
其他方面
是否對於航空溫室氣體排放管理建
立國家計畫、策略或政策？如有，
是否促進或需要特定的行為？

N
N
P

a.
b.
c.
3.

項目簡介

P
P
N
P

航空公司
P
機場
P
飛 航 服 務 提 供 者 （ Air Navigation N
service provider, ANSP）
二、空中交通管制（Air traffic management, ATM）及航空器運作
14.
航空公司有否實施全部或部分於 Y
2003 年 2 月出版的 ICAO Circular
303 所描述之營運措施以節省最多的
燃油並減少廢氣排放。如果沒有：
a.
你認為 APEC 的 TPT-WG 航空廢氣 Y
排放特別小組有提出的責任嗎？
三、技術方面
15.
政府是否提出任何措施以促進航空 P
公司使用機身、引擎或空氣組成部
分之新技術，目標為提高燃油效率
或減少 GHG 的排放？ 如有，
a.
這些措施是否採取成功？
16.
航空公司是否按步驟替換燃油效率 Y
較低的航空器？ 如有，是否包括：
a.
採用新式機型
P

馬總統競選時提出，國家將致力減少
碳 排 放 ， 於國 家 永續 能 源機 構 下，
2020 年排放量維持在 2008 年水平，
而 2025 年在 2000 年水平。
作為主要之排放源，交通部門已設定
目標及應用之措施。目前此部門已主
動的促進實行 GHG 管理。

目前政府正針對各樣的措施進行調查
及研究。

與“減少航空器與機場營運之措施與
機 場 碳 足 跡評 估 ”相 關 之研 究 已於
2008 展開。其策略或措施將於近年確
認。

a.
b.
c.

b.
17.

訂購新航空器以取代較舊之航空器
航空公司是否按步驟更新現有的航
空器以增加其燃油效率？如有，是
否包括：

Y
Y

提升燃油效率、減少載重負荷、有效
率的航路及機隊升級等措施將於立法
院通過溫室氣體減量法後加以考慮。

更具有燃油效率的新型航空器已於航
空公司商業計畫中加以考慮。
已購入 B777-300ER 取代 B74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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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a.
b.
c.

題目
機身修改，例如增加翼梢小翼
（Winglets）
引擎修改或更換
減少一般的重量

五、經濟措施
22.
政府是否建立或參與任何與航空
GHG 排放相關之研究計畫？如有，
是否包括：
a.
為特定航空廢氣排放之研究提供資
金

b.

與其他國家合作之研究計畫

政府是否提供任何協助予航空產業
邁向一低碳未來？如有，是否對下
列各項提供協助：
a.
航空公司
b.
機場
c.
其他
六、市場基礎措施
26.
碳排放交易機制（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TS）是否為政府針對氣候
變化議題之目標？如有，
a.
國內航空是否包括在內？
b.
國際航空是否包括在內？
23.

七、機場
30.
國家中是否有任何機場提出特定的
減少 GHG 排放措施？如有，措施是
否包括：
a.
改善地面運作區（Movement area）
以減少滑行時間（Taxiing time）
b.
增加飛機停泊及航站登機門以減少
延遲（Delays）
c.
提供地面動力（Ground power）以代
替 APU 之使用
d.
e.

為停靠航站的航空器提供預備空調
（Pre-conditioned air）
其他措施

是（Y）/ 否（N）/
考量規劃中（P）
Y
N
Y

項目簡介
波音 737-800 A/C 增加翼梢小翼。

航空公司成立內部小組於各方面減少
航空器營運重量。航空公司配合
IATA 減少 A/C 重量。

Y

Y

Y

P

CAA 與 EPA 資助研究計畫包括：
減少航空器及機場營運廢氣排放與機
場碳足跡的估計；
評估航空公司碳足跡；
EPA 協 助中華航空實施─根 據 ISO
14064 及 GHG 協定書為基礎之機師自
願 GHG 計算計畫。其中財產目錄將
由第三人公司查實。
參加太平洋溫室氣體觀測計畫(Pacific
Greenhouse Gas Measurement, PGGM)
合作計畫，主要為太平洋地區長期溫
室氣體測量。
依據研究計畫的成果

P
P
N
Y

N
P

P

目 前 正 在 發展 中 的溫 室 氣體 減 量法
（草案）將包含排放物交易計畫於經
濟策略。
政策目前正評估增加國內航空之可行
性。
廣泛的措施目前正被調查研究中，取
決於研究報告的成果。

N
N
P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已建立增建地面動
力供應（Ground power supplies）的計
畫。

N
P

考慮減少航站大樓能源使用的行動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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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33.

a.

題目
是否有機會提供或改善連接主要機
場之公共交通運輸？如有，是否包
括：
提供或改善鐵路運輸

b.
提供或擴大公車服務
九、政府補助措施
38.
政府是否提倡任何目標為改變人的
喜好選擇行為之措施，以減少航空
廢氣排放？如有，是否包括：
a.
旅遊需求之管理
b.
航空旅遊替代品之提倡
提升航空廢氣排放議題知覺性之溝
通方案
d.
其他
40.
政府是否安排任何會議、工作坊或
專題研討會以協助管理排放物措施
之傳達與資訊交流？如有：
a.
國家是否持續進行排放物管理資訊
的宣傳計畫？
十、測量、報告及評估
41.
國家是否應用任何計算航空 GHG 排
放方法以實行碳計算目的？如有，
以下何種為使用方法：
a.
IPCC
b.
其他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
42.
航空公司的燃油使用報告或機場的
GHG 排放是否必要？如有，是否包
括：
a.
特定燃油消耗或排放資料
b.
區分國內及國際航線的資料
43.
是否有必要把 GHG 排放考慮為任何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架 構 （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ramework）中？
如有：

是（Y）/ 否（N）/
考量規劃中（P）
Y

Y

項目簡介

全新捷運（Mass Rapid Transit, MRT）
路 線 將 連 接臺 北 市區 與 桃園 國 際機
場，其後再延申至桃園高鐵站
（Taoyuan High Speed Rail Station）。
（目前連接機場與桃園高鐵站主要為
穿梭巴士。）
臺北松山機場將連接並成為臺北捷運
其中一站。

N
N

Y

已於臺灣西部營運的高速鐵路承諾為
航空運輸的替代品。

Y

民航局、環保署或航空機構已組織與
航空廢氣排放相關的事務。

P

研究計畫之成果將由負責單位進行宣
傳。

Y

有關機場碳足跡之研究計畫將研究計
算碳排放的可行方法。

c.

a.
46.

a.
b.
c.

是否應用於相關航空計畫？
航空 廢氣排放 工作小組 （ Aviation
Emissions Task Force）的特定任務是
否能支援國家有效地履行措施？如
有，是否包括：
提供技術忠告或協助
減少廢氣排放機會的認定
其他範圍

Y
P
P

P
Y
P

嘗試對航空公司實行 ISO 14064。
有關燃油使用及 GHG 排放的研究計
畫，提出航空公司所報告包含部分燃
油使用及排放物已被列入考慮。

GHG 排 放 估 算 為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 之 一 部 份 ， 以 發 展 項 目 的 種
類、等級等為基礎，同時經由 EIA 所
判斷。

N
Y

Y
Y
P

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
與其他國家於此領域相互合作之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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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附錄八 歐盟將航空運輸產業納入碳交易市場法令摘要

歐盟法令 2008/101/EC 歐洲議會與理事會，
歐洲議會與理事會，2008 年 11 月 19 日
修正 2003/87/EC 法令，
法令，俾將航空運輸產業納入歐盟碳交易市場
本 文 件 以 2008/101/EC 法 令 為 主 ， 必 要 時 並 納 入 其 他 修 正 版 本 之 內 容 。 而
2003/87/EC 原始法令之四次修正如下：
代號

法令編號

官方期刊發表日期

B

Directive 2003/87/EC 建立歐盟溫室氣體交易機制

2003 年 10 月 25 日

M1

Directive 2004/101/EC 考量京都議定書計畫機制

2004 年 11 月 13 日

M2

Directive 2008/101/EC 將航空運輸產業納入歐盟碳交 2009 年 1 月 13 日
易市場

M3

Regulation (EC) No 219/2009 有關管制與監察步驟

2009 年 3 月 31 日

M4

Directive 2009/29/EC 改善與擴大交易機制

2009 年 6 月 5 日

前言：
前言：
(1) 歐盟議會於 2003 年 10 月 13 日通過 2003/87/EC 法案，於歐盟建立碳交易市場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U ETS），以具成本效益之經濟措
施減少歐盟溫室氣體排放。
(2)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之目標乃為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以避免其對
氣候之影響。
(3) 2007 年 3 月 9 日歐盟理事會會議，探討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IPCC）所提出
溫室氣體對氣候之影響，希望能控制平均氣溫上升在兩度之內，控制溫室氣體於
2050 年前其排放量降低至 1990 年一半之水準。
(4) 歐盟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為至 2020 年較 1990 年減少至少 20%。因此，限制航空運輸
溫室氣體排放乃為達到此目標之重要項目2。
(5) 歐盟持續為全球溫室氣體減量之先驅者，並希望達到 UNFCCC 在 2007 年 12 月之
協議，控制全球均溫上升兩度之目標，因此限制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排放，將飛機營
運者納入 EU ETS 乃為必要之工作。

2

EU ETS 分為三階段：分別為第一階段（2005-2007）、第二階段（2008-2012）與第三階段

（201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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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07 年 2 月 14 日歐盟議會公告氣候變遷宣言，控制全球均溫相較於工業化前水準
增加 2 度之內，歐盟維持其先驅角色，希望於 2012 年建立全球機制，工業化國家
能至 2020 年前相較於 1990 年水準減少 30%溫室氣體排放，希望於 2050 年減少
60%至 80%之水準。
(7) UNFCCC 希望各界能訂定國家與區域目標減少溫室氣體。
(8) 京都議定書要求工業化國家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9) ICAO 於 2007 年 9 月大會會議宣言中，說明各會員國不可將其他會員國之飛機營
運者納入污染物交易機制中，除非與對方國家有共同協定之下始可行之。但於芝加
哥公約中，各會員國可將自有法令公平的施行於各會員國之航空器。因此，歐盟保
有施行公平的市場機制，於營運於境內與進出其領土之各飛機營運者實施法令之權
力。
(10) 歐盟於 2002 年提出，若 ICAO 未於 2002 年提出具體降低溫室氣體方案，歐盟將採
取行動。因此，歐盟理事會於 2002 年、2003 年與 2004 年年底重覆呼籲歐盟執委
會應採取減少國際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排放之具體措施。
(11) 各歐盟會員國應於各產業施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若航空運輸產業持續成長，其溫
室氣體排放將超過其他產業之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12) 2006 年 7 月歐洲議會確認將航空運輸納入碳交易機制，可為重要之溫室氣體減量
措施之一。
(13) 其他可行之措施，包括：操作面與科技面減量措施。例如：歐盟單一天空與航管系
統整合計畫（SESAR），可使飛航管理效率提升，飛行燃油效率預計可提升約
12%；以及新式航空器研發。
(14) 於此修正 2003/87/EC 法令，將航空運輸納入現有之 EU ETS 以降低其對氣候變遷
之影響。
(15) 飛機營運者可直接控制飛機之營運與飛行，因此，飛機營運者應符合此法令污染物
監控與提報等規定。
(16) 為避免扭曲市場競爭，所有抵達與飛離歐盟之航空器將自 2012 年納入 EU ETS
中。
(17) 歐盟與其會員國應持續朝全球機制降低航空運輸溫室氣體為目標，
歐盟與其會員國應持續朝全球機制降低航空運輸溫室氣體為目標，此 EU ETS 可
為未來全球機制之可行模式之一。
為未來全球機制之可行模式之一 。 歐盟及其會員國應鼓勵第三國家施行對等措
施 ；若第三國家施行交易機制，
若第三國家施行交易機制 ，且有航線重複徵收之狀況，
且有航線重複徵收之狀況， 則可透過雙邊協定達
成共同機制，
成共同機制，而歐盟執委會可修正給予飛機營運者之許可碳排額度。
而歐盟執委會可修正給予飛機營運者之許可碳排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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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航空公司營運三個連續四個月期間(即每年)少於 243 個架次者，可排除於 EU ETS
之外；此舉有利於運量班次少之開發中國家。
(19) 依據 IPCC 研究，飛航所排放之各種廢氣影響，已超越過去碳排影響之 2 至 4 倍；
至於氮氧化物之管制將於其他歐盟法令規範。
(20) 為避免競爭扭曲，應謹慎規劃碳排總量與分配至各飛機營運者之方法；部分額度採
用拍賣方式；部分額度保留給新近或成長快速之航空公司。
(21) 各飛機營運者將由一指定之會員國負責，並給予免費碳額度比例。
(22) 碳拍賣之收入除可作為各會員國行政開支外，並可用於會員國或第三國家之溫室氣
體減量計畫，以及投入於全球能源效率與可再生能源基金（GEEREF）。
(23) 使用此基金需先告知執委會。
(24) 飛機營運者可使用減排認證權證（CER）與污染物抵銷單位（ERU）作法，於京都
議定書首次階段期間抵銷至多 15%之碳額度。
(25) 若無法達成國際協議時，則需採用相關措施解決碳漏損議題。
(26) 每一飛機營運者由一會員國負責，若飛機營運者未符合相關規定，則會員國可要求
歐盟執委會處分飛機營運者，甚至禁止其營運。
(27) 國際航空運輸碳額度並不包含於京都議定書中。
(28) 各會員國應遵循執委會之統一規範。
(29) 飛機營運者只可繳交有關溫室氣體減量額度。
(30) 歐盟飛航安全與導航組織（EUROCONTROL）可提供會員國或執委會相關資訊，
以利其履行此法令規範。
(31) 飛機營運者需履行此碳交易機制有關碳監控、提報與認證之規定。
(32) 歐盟執委會應評估 2003/87/EC 法令其中有關航空運輸之執行成效。
(33) 此評估應考量高度依賴航空運輸之國家及其旅遊業。
(34) 2006 年 9 月 18 日之部會宣言取代先前 1987 年之版本。
(35) 此法令之相關措施應符合其他規範。
(36) 執委會有權執行相關措施，確認碳交易之執行。
(37) 歐盟有權力依照相關規範，採取適合措施達成目標。
(38) 會員國可自行繪製表格公告。
(39) 因此，2003/87/EC 法令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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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則

第 1條

議題

此法令建立歐盟碳交易機制，以下簡稱歐盟機制。

B

第 2條

範圍

此法令適用於附錄一之產業（包括：航空業、鋼

B

M2

鐵、煉油、發電、建材、玻璃與製紙等）。
第 3條

定義

(a)污染物指由飛機排放至大氣中之溫室氣體（此法

M2

令針對航空運輸，管制飛航之 CO2 排放量）。
(b)飛機營運者為對象，包括：定期與包機航班、載

M2

運旅客、貨運與郵件。
包含所有於歐盟機場起飛與降落之班次

M2

歷史飛航碳量為 2004 年、2005 年與 2006 年年平均

M2

量。
第二章

航空運輸

M2
3

第 3a 條

範圍

列示於附錄一中之飛航活動 。

M2

第 3b 條

飛航活動

執委會於 2009 年 8 月前更詳細列出附錄一飛航活動

M2

之解讀準則。
第 3c 條

航空運輸總額度

1.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總飛機營

M2

運者碳排額度為歷史資料之 97%。
2.自 2013 年後總額度為歷史資料的 95%。

M2

3.執委會將評估總額度的控制。

M2

4. 2009 年 8 月執委會將公布航空運輸碳排放歷史資

M2

料。
第 3d 條

航空運輸碳拍賣

1. 2012 年 15%的總額度為碳拍賣額度。

M2

2.從 2013 年起 15%的總額度為碳拍賣額度，但可依

M2

據此法令之執行成效評估修改。
3.各會員國可釋放之碳拍賣額度應以 2010 年之航空

M2

碳排放量基準年資料為基礎。此適用於 2012 與
2013 年之交易年4。
4.碳拍賣之收入由各會員國支配，除可作為各會員國

M2

行政開支外，並可用於會員國或第三國家之溫室
氣體減量計畫，以及投入於全球能源效率與可再
生能源基金。

3

所有於歐盟機場起飛與降落之班次，以下除外：具有社會服務責任之飛航區域或路線，每年
的飛航供給少於 3 萬個座位；航空公司每年飛航（包括：到離歐洲與歐洲境內線）少於 243
架次，或每年之飛航總碳量（包括：到離歐洲與歐洲境內線）少於一萬噸；飛機之最大起飛
重量少於 5,700 公斤；其他之目視飛航、具有人道理由之飛航、緊急或醫療服務、警察或軍
事飛行、駕駛人員訓練飛行或科學研究飛行等。

4

2012 年與 2013 年均採用 2010 年為基準年(reference year)或監控年(monitoring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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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航空運輸

第 3e 條

分配額度給飛機
營運者

M2
1.飛機營運者可向所屬之會員國申請免費額度，附上

M2

監控年之認證噸公里資料。而監控年即為碳交易
起始年之前兩年。且額度之申請需於起始年之 21
個月前，即 2011 年 3 月 31 日前。此適用於 2012
與 2013 之交易年。
2.交易起始年之 18 個月前，各會員國需將申請資料

M2

提交予執委會。即於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適用於
2012 與 2013 之交易年。
3.交易起始年之 15 個月前，即 2011 年 9 月 30 日前

M2

（適用於 2012 與 2013 之交易年），執委會將計算
並公告下列：
(a)碳交易期間之總額度；
(b)碳交易期間之總拍賣數；
(c)保留給新進與成長快速航空公司之額度；
(d)總免費額度；
(e)分配給各飛機營運者免費額度之基準方式。即
以每噸公里碳額度（碳額度/噸公里）表示；計
算方式為免費碳額度除上飛機營運者提交之總
噸公里數。
4.在上述 3.公告三個月之內，各會員國應計算並公

M2

布：
(a)各飛機營運者之免費額度；
(b)各飛機營運者之年度額度，即為其總額度除上
交易年期。
5.於 2012 年 2 月 28 日前以及後續年度，各會員國分

M2

發免費額度給各飛機營運者。
第 3f 條

特別保留給特定
飛機營運者

1.從 2013 年開始，3%額度將特別保留給飛機營運者

M2

如下：
(a)從監控年之後才開始營運，且依照規定申請免
費額度；
(b)於 碳交易期 間，平 均每年 噸公里數 成長超 過
18%5，且並非由其他營運者營運。
2.符合 1.規定者可於碳交易期間之第三年之 6 月 30

M2

6

日前申請 ；但不可超過一百萬額度。

5

換言之，若以 2010 年為監控年，則於 2010 年至 2014 年之五年間每年碳公里數成長超過
18%。

6

以 2013 ~ 2020 碳交易期間為例，即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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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航空運輸

第 3f 條

特別保留給特定
飛機營運者

M2
M2

3.申請上述 2.應：
7

(a)提交交易期間第二年之認證噸公里數資料 ；
(b)提供足夠符合 1.要件之資料；
(c)若屬於上述 1(b)者，應包括：
(i)監控年與交易期間第二年間之噸公里數成長
率 8；
(ii)監控年與交易期間第二年間之噸公里數成長
量；
(iii)監控年與交易期間第二年間之噸公里數成長
量，平均年成長率超過 18%。
4.會員國應將上述 2.之申請資料於 6 個月內期間提交

M2

予執委會9。
5.執委會應於上述 2.申請日截止後之 12 個月內決定
免費碳額度之分配方式10。碳額度分配乃將總額度

M2

除上飛機營運者提報之噸公里數。
6.此分配額度比例不可超過前述第 3e(4)條之額度。
11

7.於前述 5.執委會公告之三個月內 ，各會員國應公

M2
M2

告申請此特別保留額度之各飛機營運者之免費碳
額度。
8.任何未分配之碳額度將由會員國以拍賣方式處理。

M2

9.執委會可於後續公告相關細節規範。

M2

第 3g 條

監控與提報計畫

各會員國應確認所屬之飛機營運者，應提交依照第
14 條認證之噸公里數監控計畫。

M2

第三章

固定污染源

第 4 條至第 10 條（省略）

第四章

航空運輸與固定污染源條款

第 11a 條

在國際溫室氣體協定前使用投資計畫之 CER 與 ERU 之規範（省略）

M4

第 11b 條

計畫活動（省略）

M4

第 12 條

轉讓、交付與取

2a.會員國應確認每年 4 月 30 日前，飛機營運者應繳

消額度

交其碳額度，同等於前一年之飛航活動排放之碳
量。

額度之有效性

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所發放之額度，有效期限為 8
年。

第 13 條

7

若以 2013 ~ 2020 交易期間為例，即為 2014 年之營運資料。

8

即 2010 年與 2014 年間之營運量。

9

以 2013 ~ 2020 碳交易期間為例，即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10

以 2013 ~ 2020 碳交易期間為例，即於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

11

以 2013 ~ 2017 碳交易期間為例，即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

M2

M4

59

第四章
第 14 條

第 15 條
第 16 條

第 17 條
第 18a 條

第 18a 條

第 18b 條
第 19-24 條

航空運輸與固定污染源條款
監控與提報污染 於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執委會將確認污染物監控
物
與提報規範，包括：噸公里數資料之監控以及各溫
室氣體之全球暖化潛勢（GWP）。
認證(鑑定)
會員國需確認各營運者與飛機營運者所提交之報
告，已依據附錄五之準則進行認證12。
罰款
1.會員國需列出違反此法令之罰款並告知執委會。
2.會員國需公告未依照規定提交足夠碳額度之飛機營
運者。
3.會員國需針對未於每年
會員國需針對未於每年 4 月 30 日前提交足夠涵蓋
前一年碳排放量之任何飛機營運者處以罰款，
前一年碳排放量之任何飛機營運者處以罰款 ， 每
超出一噸碳排罰款 100 歐元。
歐元。
4.針對 2013 年 1 月 1 日開始核准之額度，碳罰款將
會依照歐洲消費物價指數調整。
5.若飛機營運者未遵照此法令之規範，或其他強制性
措施皆失敗時，則會員國可要求執委會禁止飛機
營運者於歐盟營運。
6-12.會員國及歐盟執委會執行上述 5.之行政程序
（省略）。
資訊公開
任何有關碳額度分配、會員國參與計畫以及溫室氣
體許可權報告之資訊應公開。
管理會員國
1.各飛機營運者將依照其參考年營運量最大之起迄國
家，為其所屬之管理會員國13。
2.若飛機營運者於交易年期間之任何前兩年14並未於
所屬之管理會員國營運，則將依照此飛機營運者
之營運量，轉移至另一會員國負責。
3.依照可獲得的資訊，執委會將：
(a)於 2009 年 2 月 1 日，執委會將公告於 2006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營運之飛機營運者，其所屬之管
理會員國。
(b)並於往後每年 2 月 1 日前更新名單，將後續加
入市場之飛機營運者納入。
4.執委會將發展相關行政準則。
5.前述 1 之參考年對於 2006 年 1 月 1 日後才開始營
管理會員國
運之飛機營運者，即其營運第 1 年；而其餘航空公
司則為 2006 年。
Eurocontrol 的協 執委會可要求 Eurocontrol 或另一相關之組織，提供
助
必要之協助。
相關會員國與執委會之行政作業（省略）

12

附錄五說明認證者應確認飛機營運者之碳公里數資料依照規定計算

13

目前已公告我國中華航空公司由荷蘭管理，而長榮航空則隸屬於英國管理。

14

以 2013 ~ 2020 交易期間而言，即為 2013 與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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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航空運輸與固定污染源條款

第 25a 條

第三國家施行降
低航空運輸氣候
變遷影響之措施

1.若第
若第三國家施行降低航空運輸氣候變遷措施
若第三國家施行降低航空運輸氣候變遷措施，
三國家施行降低航空運輸氣候變遷措施，且對
象包括由第三國起飛至歐盟之航班，
象包括由第三國起飛至歐盟之航班
， 則在與第三
國家協商後，
國家協商後
， 歐盟可考量與此第三國最佳互動機

M2

制。
若有需要，
若有需要
， 執委會可考量將由此第三國家飛往歐
盟之航班排除於此機制之外，
或修正相關條文，
盟之航班排除於此機制之外
， 或修正相關條文
，
以與第三國家協調達成協定。
以與第三國家協調達成協定。
2.歐盟與其會員國將以全球降低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措
歐盟與其會員國將以全球降低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措
施為目標，
若有任何全球協定，
施為目標
， 若有任何全球協定
， 必要時歐盟將修
正此法令，
考量將飛機營運者納入之必要性。
正此法令
，考量將飛機營運者納入之必要性
。
第 26-29 條

其他產業、國際協議與碳市場穩定（省略）

第 30 條

評審與後續發展

4.於 2014 年 12 月 1 日前，執委會將評估此法令於航

M2

空運輸之執行成效。考量項目包括：
(a)此法令對於整體 EU ETS 之影響；
(b)航空運輸碳額度市場之功能性；
(c)EU ETS 之環境有效性，以及給予飛機營運者之
額度應降低以符合歐盟污染物減量目標；
(d)此交易機制對於航空運輸產業之影響，包括：
競爭力，考量歐盟以外區域之航空運輸氣候變
遷政策；
(e)持續給予飛機營運者特別保留額度，考量產業
之成長率；
(f) 考 量 此 交 易 機 制 對 於 依 賴 航 空 產 業 區 域 之 影
響，例如：島嶼、內陸與偏遠區域；
(g)是否需建立航空運輸與固定發生源營運者之交
易機制，但須確認兩市場間無淨交易額度；
(h)將特定航空運輸活動（飛機最大起飛重量低於
5,700 公斤以及運量低於某一門檻值之營運者）
排除於交易機制外之影響；
(i)將具有社會服務飛航航班排除於交易機制外
之影響；
(j)提升航空運輸效率，以達到至 2020 年減少
50%燃油之 ACARE15目標，並考量是否需其
他措施；
(k)研究有關飛航所造成之凝結尾與捲雲對氣候
變遷之影響，及其可行之改善對策。
第五章

最後條款

第 31-33 條

實施與執行

各會員國需於 2003 年 12 月 31 日前施行此法令，並

B

將各會員國相關之法令告知執委會。

15

歐洲航太研究組織（The Advisory Council for Aeronautics Research in Europe , A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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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
綜合前述茲將歐盟航空運輸納入 EU ETS 之工作與進行時程，展現如圖 1 所示；
分別自 2009 年起為準備與資料蒐集階段、2010 年為 RTK 資料基準評比年、2011 年為
航空公司資料提送與 EC 計算碳額度階段、2012 年則為碳交易施行第一年、2013 年前半
年則為碳量抵銷、購買與成效評估階段、2013 年為碳交易第二年（將持續至 2020 年
止）。
截至 2011 年 8 月，歐盟執委會已公告歷史航空業碳排放資料（2004~2006 年），
預計於 2011 年 9 月 30 日前歐盟將依照航空公司提交之 2010 年噸公里數資料，公告每
噸公里數之免費碳額度（碳額度/噸公里）數值，2011 年年底各會員國正式公告分配給
航空公司之免費碳排放量。
準備與資料蒐集、監測、認證階段

各會員國公布分配給
各航空公司之碳排放量

EC將各航空公司分配給
ETS會員國管制者

2009年2月1日

2009年7月

認證資料提報、評比與計算碳額度階段

基準評比年(benchmarking)
航空公司監測其RTK資料

2010年1月1日

各會員國將申請資料提交
EC，進行基準評比之工作

2011年1月1日

2011年6月30日

2011年3月31日

2011年12月

2011年9月30日
EC計算基準評比

航空公司提報已認證之
RTK的監測計畫

確定給予各航空公司之
碳排放額度，以及免費額度
航空公司提報RTK資料給
所屬登記之會員國，申請
免費之碳排放量額度

碳交易開始施行第一年

碳交易開始施行第二年（直至2020年）
碳量抵銷、購買與成效評估

航空公司撰寫排放物報告，
並由已授權之認證公司確認

會員國確認排放物報告，
航空公司釋放其額度，
抵銷前一年之排碳量

碳交易第一年

2012年1月1日
2012年2月28日

2012年12月31日

2013年6月30日
2012年4月30日

2013年3月31日

各會員國核發其登記之
航空公司免費碳額度

各會員國報告EC有關
航空運輸納入ETS之執行成效

航空公司提送
排放物報告

圖 1 航空運輸納入 EU ETS 工作與進行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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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2：
：

碳排放量計算
-

碳 排 放 量 之 計 算 方 式 為 ： 燃 油 消 耗 （ Fuel consumption ） 乘 上 排 放 係 數
（Emission factor）。將依照各架次加總計算之；
排放係數將以 2006 年出版之 IPCC 報告為準16，除非未來有更正確之公認數

-

據；
-

燃油消耗包括：使用機上輔助動力系統（APU）之燃油消耗；

-

將盡量使用各飛航之實際燃油消耗數據。若實際燃油消耗數據無法得知，則將
使用一標準方式推估之。

噸公里數（Tonne-kilometre）資料之監測與提報
-

每一航空公司所給予之可排放額度將透過基準評比（Benchmarking）之方式計
算；

-

依據各航空公司 2010 年之收益噸公里數（Revenue tonne kilometres, RTKs）佔
包括於 EU ETS 之所有航空公司之總 RTKs 比率，決定給予航空產業之碳額
度，以及免費額度。

噸公里數（Tonne-kilometre）資料之計算
噸公里數之計算將使用：距離（Distance）乘上承載量（Payload）：
-

距離：指航線起飛機場與降落機場之大圓距離加上額外 95 公里；

-

承載量：指貨物、郵件與旅客之總重：
 旅客數為機上之總人數減去組員人數；
 重量可使用旅客與託運行李之實際總重量，或使用每 100 公斤表旅客與其
行李總重。

附註 3：
：
航空公司（飛機營運者）在不同階段（最初登記與各年營運資料登陸）所需提報
之資料包括：
1.有關營運者之資料（於 2009 年於分配之會員國註冊）：
-

16

營運者名稱；

依 據 2006 年 IPCC 之報告，有關航空運輸排放係數為每燃燒 1 噸之噴射機煤油（Jet
kerosene）產生 3.15 噸之二氧化碳，或燃燒 1 噸之航空或噴射機汽油（Aviation（jet）
gasoline）產生 3.1 噸之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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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之會員國；

-

地址與聯絡明細；

-

飛機註冊號碼、營運機型；

-

營運者之營運註冊資料；

-

飛機擁有者名稱

2.有關噸公里數資料（2010 年基準評比資料，決定給予之碳額度）：
-

各起迄機場之飛航架次；

-

各起迄機場之旅客公里數；

-

各起迄機場之噸公里數；

-

計算旅客與托運行李之方式；

-

年度總噸公里數。

3.有關燃油與排放量之資料（2012 年碳排放物報告）：
-

燃油消耗（Fuel consumption）；

-

排放係數（Emission factor）；

-

總碳排量（由一歐盟會員國起飛或自第三國降落之歐盟會員國之班次）；

-

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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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
附錄九 ACI 飛機噪音評比指標（
飛機噪音評比指標（NRI）
ACI 於 2010 年提出之新版飛機噪音評比指標之分類方式如下表所示，各
機型噪音分類需符合 Chapter 3 之三種 ICAO 認證噪音值之累計減量噪音與個別
噪音減量值。
The modified ACI Noise Rating Index(2010)

其中將機型區分為 R1 至 R8 等八類，括弧中之 F-A 為 2002 年初版之分類
方式，新式分類方法可於未來擴充類別之用。下表新式之機型為 R7 噪音表現
較佳之機型；舉例而言，A380 雖為大機型，但因噪音量相較於 Chapter 3 三種
ICAO 認證噪音值皆大於 5 分貝，且累計噪音減量大於 25 分貝，因此歸類於
R7。
Category R7 aircraft

而各種常用機型之分類與噪音值如下表所示，各種機型會依照其最大起飛
重量與引擎不同而有不同之噪音值，而類別也會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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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index to a sample of aircraft

66

67

附錄十
附錄十 澳洲參訪摘要紀錄
此次澳洲參訪之四天行程（2012 年 5 月 21~24 日），參訪人員一行三人，
包括：行政院參議莊宏司、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站管理小組環保科呂宜峰、計
畫共同主持人盧曉櫻。參訪單位與行程如表 1：
表 1 澳洲參訪時間、
澳洲參訪時間、單位與人員
時間

參訪單位

5 月 21 日

布 里 斯 本 機 場 (Brisbane

訪問人員
-

Mr. Mark Willey, Head of Airport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

Mr. Noel McCann, Director, Planning and
Government Relations
Mr. Zarko Danilov, Project Manager

Airport)
5 月 22 日

坎 培 拉 機 場 (Canberra
Airport)

5 月 23-24 日

澳洲基礎建設與運輸部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5 月 23 日

澳 洲 飛 航 服 務 公 司
(Airservices Australia)

-

Mr. Scott Stone, General Manager, Aviation
Environment
Mr. Dave Southgate, Head of Aviation
Environment Policy Section
Ms Donna Perera, Aviation Policy Advisor
Ms Susan Levett, Head of Airport Infrastructure
Regulation
Mr. Bob Weaver, Manager, Environment Strategy
and Systems

- Mr. Alf Duczek,
Planning Manager

Air Traffic Management

- Mr. Steve Barry,
Systems

Research Specialist, Safety

一、布里斯本機場（
）
布里斯本機場（Brisbane Airport, BNE）
（一）機場概述
1. 布里斯本為澳洲昆士蘭（Queensland）首都，位於澳洲東
岸，約於雪梨北方 1,000 公里處。
2. BNE 於 1997 年在 澳洲聯 邦機 場法 案（ Australian Federal
Airports Act）下民營化，方式為 99 年期之租賃合約，荷蘭阿姆斯特丹機場
（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現擁有 19%的股份。機場擁有 2,700 公頃的土
地，其中 1,000 公頃保留作為房地產發展之用（包括：大型購物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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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1 年運量有 170,000 飛機起降數（其中 15%為國際航
班），預計至 2031 年將提升為 335,000 架次（增加 97%）。旅客數於 2011 年
約為 2 千萬，相較於 2001 年僅為 1.25 千萬（10 年中增加 60%）；預計至 2031
年將增為 4.7 千萬（20 年中增加 135%），其中國際旅客比率將由目前之 21%提
升至 24%。
4. 機場之潛在需求區域（開車 1~2 小時距離）約有 3.4 百萬
人，其平均所得約為每週 1,300 澳幣（折合台幣將近 4 萬之多）。
5. 機場有 33 個航空公司進駐營運，其中並無歐洲或北美航空公
司。
（二）環境影響
1. BNE 距離人口密集中心有一段距離，最近之住宅有 6.5 公里
之遠，但仍相當接近市中心（僅 12 公里）。然而房屋建商所規劃之新住宅區域
將位於主要航道下方，此案件目前正於法院審理中。機場強調，如果此建案通
過的話，新住戶需在購買房屋之前充分被告知可能之相關噪音問題與影響。但
在澳洲，建商並不需事先告知買方任何有關潛在問題，買方需自行負責。
2. 目前機場並未有宵禁，但政府將於 2012 年審視評估。機場未
有空氣污染問題，主要為機隊現代化、運量不多以及距離人口密集中心有一段
距離。
3. 噪音為一重要課題，依據澳洲法令由澳洲飛航服務公司負責
噪音監控。
（三）主計畫與環境策略
1. 在機場法案下，機場主計畫需每五年更新一次，BNE 的主計
畫結構主要為永續性的四個面向，包括：社會、經濟、環境與營運面等。
2. BNE 主計畫說明航空運輸活動、機場場地發展、環境管理與
聯外運輸之策略架構，追求整合發展。此外並提供聯邦、州與地方政府、民間
投資者與社區居民有關機場未來 20 年發展趨勢。在環境章節中，包括：土地使
用規劃、環境影響、地面運輸、噪音與機場營運影響等。
3. 在整個機場基礎建設投資計畫中（預算為 42 億澳幣），長度
3.3 公里的第二條跑道將於 2012~2020 年中興建。此跑道在 1983 年的主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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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提出，由於環境策略之關係，此跑道之位址已有重大之修改，以盡量靠近海
邊為原則。
（四）環保行動方案
1. 機場 之環境 管理系 統（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EMS）遵循 ISO 14000 之準則（雖然並未特地進行 ISO 外部認證），確認環境
影響源、審視與管理環境風險，參見圖 1 之澳洲機場環境管理架構。
2. 依照澳洲政府規定，機場承租商與契約商同樣需負擔其環境
管理責任，而 BNE 將其承租商依照其污染程度分為三類，承租者每年需提報其
環境績效予 BNE，近年亦進行承租商之環保管理訓練，使其瞭解機場之環境策
略，並設置委員會（Brisbane Airport Tenant’s Environment Committee）於每季
固定開會。
3. 在機場聯外運輸部分，已有由小汽車轉為使用大眾運具之趨
勢，主要透過澳洲鐵路經營之 Airtrain 連接機場至市中心，進一步至黃金海
岸。目前已有 10%之旅客使用鐵路運具，希望未來提升至 25%。但鐵路費率仍
相當昂貴，只要有兩人或兩人以上同行，搭乘計程車則較為划算。
4. 目前已有完整之腳踏車道，連接機場航廈至商務中心，並連
接至州與市區之單車路網。
5. 新的管線系統設置已可大量使用廢水，包括：市區廢水亦可
回收使用。

圖 1 澳洲機場環境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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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機場週邊住戶溝通
1. 機場設置一完整之機場資訊中心（Brisbane Airport Experience
Centre）（圖 2），提供機場營運與環境影響資訊，可與民眾進行充分之溝通。
但在噪音監控與噪音抱怨處理部分則由澳洲飛航服務公司負責。
2. 澳 洲 運 輸 部 所 研 發 之 計 算 噪 音 軟 體 Transparent Noise
Information Package (TNIP)，以及澳洲飛航服務公司之飛航資訊（Webtrak），
則為有效之資訊展現平台。

圖 2 布里斯本機場之資訊中心
心得：
心得：
1.與民眾有效溝通為降低機場環境影響以及政策推動最有效之工具之一。
2.在永續性方面，統整社會、經濟、環境與營運為一重要之策略。

二、坎培拉機場（
）
坎培拉機場（Canberra Airport, CBR）
（一）機場概述
1. CBR 為一民營化機場，2011 年客運量約為 3.2 百萬人次，飛
機起降數約 43,000 架次。預計至 2030 年運量將增加至 8.5 百萬旅客數，以及 10
萬架次。
2. 機場目前有兩條跑道。
（二）環境影響
1. 與其他澳洲機場相同，在機場法案通過後，機場民營化，而
且每五年提出環境策略。此項工作並由澳洲運輸部之機場環境官員（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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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Officer）負責監督與管理（機場需負責此環境官員之薪資，以
CBR 為例，每年需支付 6 萬澳幣，作為此官員每週工作三天之薪資）。也鑑於
此，澳洲機場並未再花費獲第三方之 ISO 認證。
2. 機 場 已 規 劃 精 密 導 航 技 術 降 落 航 道 （ Required Navigation
Performance, RNP）以避開距離機場 10 公里之社區，但極少飛機有此設備。目
前已有建商規劃於此社區附近開闢新的建案；在過去 10 年中機場公司已面對 7
件聯邦法院與 2 件新南威爾斯最高法院有關類似之案件。CBR 已規劃高噪音走
廊區域（圖 3）為航道集中區，並避免住宅於此區域內。
3. 機場並未有空氣污染議題。噪音抱怨則由澳洲飛航服務公司
負責處理，平均每月約有 10~12 件抱怨數（今年為選舉年，噪音抱怨件數增加
20 倍！）。

圖 3 坎培拉機場高噪音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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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綠建築（
）
綠建築（Green Building）
1. CBR 投注許多精力於綠建築，並擁有澳洲政府認證之第一個
綠建築。
2. 此綠建築使用汽電冷三項共生（tri-generation）技術，供應機
場電力、熱水與冷水，主要燃料來源為天然氣。此外，所有建築均有雙水管配
置，以進行廢水回收使用作業；建築物並使用再生原木。
3. 所有機場位址之綠建築由機場公司建造並擁有。機場公司與
承租商透過合約與持續性之溝通，確認承租廠商遵循建物使用規範。
4. 機場所有員工與承租商在工作中即遵循綠建築使用規範，確
認各項工作符合環保要求。機場與承租商需監控其電力、水資源等各項使用狀
況，定期檢討改善。

心得：
心得：
1. 機場噪音監控與抱怨處理均由澳洲飛航服務公司負責。
2. 許多房地產公司規劃在機場週邊或航道下推出新建案，但機場基於確保
長期永續發展與降低噪音影響，透過法律訴訟捍衛機場週邊土地使用。當然，
透過政府土地使用規劃管制，以及機場與地方政府有效溝通合作，乃為較有效
率減少機場環境影響且確認機場有足夠腹地之作法。

三 、 澳洲基礎建設與運輸部(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Infrastructure and
澳洲基礎建設與運輸部
Transport)
（一）澳洲航空環保概述
1. 澳洲機場大多無空氣污染議題，因主要機場通常接近海邊；
反之，噪音則為重要議題。
2. 目 前 有 宵 禁 之 機 場 包 括 ： 雪 梨 、 Adelaide 、 黃 金 海 岸 與
Essendon（舊墨爾本機場），至於布里斯本機場是否宵禁則仍在評估中。
3. 已進行機場週邊住宅噪音防制作業僅有雪梨與 Adelaide 機
場。雪梨機場之噪音防制作業約花費澳幣 5 百萬（平均每戶約澳幣 12 萬，台幣
約 360 萬），涵蓋於 65 分貝等噪音線（Ldn）內之住宅。此由政府先行編列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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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支付，再透過機場徵收噪音費，反應於乘客票價上收取，當徵收金額足夠
時，則不再收取噪音費（雪梨機場已於兩年前完成）。
4. 透過噪音防制作業，仍無法解決居民受噪音影響問題，因戶
外活動仍是生活的一部份。噪音分散（Noise sharing）目前為雪梨機場之重要措
施與議題，主要乃將航班分散於多條航線，以避免同一區域住戶受到長時間多
架次之噪音影響（圖 4）。此外，澳洲首創之噪音指標 N70（指噪音超過 70 分
貝之飛航次數）（圖 5），乃為與民眾溝通之良好工具；並獲得 ACI 建議，現
已有全球多個機場採用。

圖 4 雪梨機場之飛航噪音分散比例圖

圖 5 坎培拉機場之飛航 N70 等噪音線圖

（二）目前面臨議題
1. 最新的飛機操作碳足跡已發行，涵蓋所有澳洲國內與國際航
線之起降階段與巡航階段碳排放；但礙於機場施予之壓力，目前暫未公告。
2. 在過去 40 年已進行新的雪梨機場規劃，但目前仍未有任何確
定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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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輸部為保護空域之發展，亦參與高建築物之規劃許可驗證
工作。
（三）碳排放
1. 澳洲已通過徵收碳稅（carbon tax）之法令，在航空運輸方面
將涵蓋國內線架次。大型航空公司樂見其成（雖然他們傾向碳交易），但區域
型航空公司則反對，主要乃其他相關措施亦在此時施行。
2. 澳洲航空公司針對歐盟碳交易（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 ETS）所可能增加之購碳成本，已於票價加收 3 澳幣（同時
其燃油附加費為 60 澳幣）。預計 EU ETS 將增加年成本 1.3 百萬澳幣；比較其
國內之碳稅，其年成本約為 1.2 億澳幣。
3. 有關 EU ETS 議題，澳洲政府亦認同 ICAO 應為處理此事務
之平台，但同時間並不建議其航空公司不加入 EU ETS，因歐盟已規定相關之
罰款事項。
4. 澳 洲 代 表 亞 太 區 域 會 員 參 與 ICAO 之 市 場 措 施 委 員 會
（Market-Based Measures Committee）。此委員會探討碳交易、碳稅以及碳抵銷
之議題可行性，預計在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有任何決定之
前，並不可能有任何結果。
（四）機場環境官員（
）與機場
機場環境官員（Airport Environment Officers, AEOs）
建築控制員（
）
建築控制員（Airport Building Controllers, ABCs）
1. 在機場法案下，機場每五年提出包含環境策略之主計畫，規
劃未來 20 年之願景（土地使用規劃為 50 年），每一機場主計畫均由運輸部長
批准。
2. 機場需負責其鄰近之古蹟保存與生態保育工作。AEOs 屬政
府官員，監督機場確實執行其環境措施，包括：遵循其污染物排放限制與地面
噪音影響等。
3. AEOs 負責全國各地之機場，有時一人需負責超過一個機
場，主要依據機場運量與特性，所需之人力投入不同。AEOs 由運輸部聘任，
但其薪資則由機場支付。
4. ABCs 的工作為確認機場建築符合相關管制與規範，包括：
建設時之環境影響、無障礙設施、工時限制等。ABCs 由運輸部有需要時透過
招標方式委外，而其成本則由機場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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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心得：
1. 雪梨機場噪音之分散（Noise sharing）原則，與許多機場之航線噪音集中
方式剛好相反，例如：法國採用噪音集中（Noise concentration），荷蘭機場在
過去則上述方式皆採用過。機場航道設計是否採用分散或集中方式，仍應視實
際住宅狀況，在與民眾充分溝通後，採取噪音衝擊最低之作法。
2. 其實 EU ETS 對於航空公司之影響，相較於其他稅收或燃油附加費，轉
換成每一乘客成本並不多；而航空公司可利用此機會加速節能減碳之工作，政
府則可教育民眾碳足跡之影響。
3. 政府有關碳足跡之相關報告，在產業之壓力下並未公開，此舉似乎在各
國皆同。
四、澳洲飛航服務公司 (Airservices Australia)
（一）簡介
1. 澳洲飛航服務公司屬公營公司方式經營，負責澳洲空域所有
的飛航服務工作（如我國民航局之飛航服務總台）；此外，並負責所有機場之
消防工作，以及噪音監控與抱怨處理。
2. 其預算主要來自所收取之各項飛航服務規費，因此各項費率
之訂定以成本為基礎。
3. 其噪音抱怨處理部門，估計每年約處理 1 萬件噪音抱怨事
件，而通常來自於 4 至 5 千個人。
4. 在環境策略部門中，於過去 18 個月新成立了社區關係部，進
一步與各機場週邊之社區住戶建立良好溝通。
（二）噪音監控系統
1. 澳洲飛航服務公司負責澳洲主要 8 個機場之噪音監控作業，
每季出版季報，公告於 WebTrak 網頁；WebTrak 並可查詢各項即時飛航與噪音
資訊（有 20 分鐘落差）（圖 6）。
2. 目前噪音監控使用 Bruel & Klaer 系統（與我國相同），資訊
處理作業由 B&K 負責，但資料使用權屬於澳洲飛航服務公司。澳洲飛航服務
公司擁有此噪音監控系統。
（三）國家航管監控中心（
）
國家航管監控中心（National Operations Centre）
1. 此監控中心使用 Metron 公司之 Harmony 系統，此飛航管理
系統可使澳洲飛航服務公司採用之飛航操作程序得到最佳之容量與安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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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達到環境永續目標。此外，其 Collaborative Decision Making (CDM)系統，可
使航空公司彈性的變更班表與航道，而可達到最佳容量。
2. 此系統可提升飛航效率，減少延滯、燃油消耗與飛航污染
物。以雪梨機場為例，此系統減少 33%之航班等候時間，而雪梨至墨爾本之航
程則平均減少約 5 分鐘，對於燃油消耗降低有顯著之助益。

圖 6 澳洲飛航服務公司之 WebTrak 系統
心得：
心得：
1. 全球目前已有許多國家之飛航服務組織採用公司化之方式經營，主要希
望提升成本效益，符合經濟效率。
2. 國際間機場噪音監控作業通常由各機場負責較普遍，澳洲之統一作法較
為少見；尤其機場並未負責噪音抱怨處理，此並非與民眾溝通之最佳方式。
3. 澳洲飛航服務公司在環保方面堪稱為先驅者，無論是噪音監控作業，減
少噪音對住戶之影響並與住戶溝通，或是提升飛航效率，減少燃油消耗與污染
物排放，均值得我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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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附錄十一 歐洲民航會議建議之飛機 NOX 排放物分類機制
依據 ECAC（2003）之建議作法，機場於徵收飛機引擎污染物費用時，主
要考量為 NOx，其次為 HC，如下之方程式「飛機污染物排放量」（Emission
Value Aircraft）所示。其中主要計算飛機於標準 ICAO 程序之 LTO 所排放之
NOx 量，再考量其 HC Dp/Foo 值，a 值則由 1~4 不等（可視為污染物加權係
數）。
而各機場於徵收飛機引擎污染物費用時，則可設定不同之費率值（即每一
飛機污染物排放量之單位費率，通常以每一 NOx 公斤排放徵收金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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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附錄十二 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
本說明書首先回顧我國民航環保背景，並探討國際間民航環保發展之最新
趨勢，以及我國民航環保措施現況介紹；接著提出民航環保之重要課題，最後
提出未來計畫與展望。

第一章 民航環保背景回顧
航空運輸的成長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鑒於兩岸開放直航後運量快速增加
及東亞黃金航圈的建立，未來我國航空運量預期將逐漸呈現穩定成長。惟近年
來因溫室效應造成之氣候變遷日益嚴重，以及機場噪音長期影響居民環境品質
等議題漸受到關注與重視，隨著產業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之概
念逐漸成熟，環境容量（Environmental capacity）已成為限制許多機場運量與航
空運輸成長之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完善、一致與永續之民航環保政策、目標
與措施，以確保我國航空運輸穩定成長之願景，乃為重要之施政工作。
近年來全球航空旅運量每年以 5% ~ 6%之平均速度成長，且根據全球主要
航空運輸相關國際組織之預測，未來二十年更以亞洲航空運量成長幅度最大。
對於亞洲航空市場的快速成長，相對的隨著飛機起降飛航所排放的空氣污染以
及溫室氣體，還有長期之機場週邊噪音問題，卻未隨著經濟成長而採行更有效
的管理措施。
追求永續發展，已是每個產業努力之目標；永續發展主要之意涵為任何活
動皆必須在經濟面、環境面與社會面求得一平衡點；換句話說，如何在經濟發
展之同時，將其對環境之影響控制在一可容忍之範圍，甚至減緩其影響，是任
何活動或單位所必須重視之課題。
航空運輸產業所帶來之環境影響最主要為噪音、空氣污染及氣候變遷等問
題，其次在機場之範疇則更包括：能源消耗、生態環境、地面交通運輸及社區
保護等議題。噪音干擾因屬於立即性且對居民之影響嚴重，因此在過去一、二
十年中全球許多機場（尤其於歐洲與幾個亞洲國家）已採取許多管理、管制與
經濟措施；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向航空公司徵收噪音防
制費已有約 15 年之歷史，機場亦採行相關之噪音管理措施。但是有關航空運輸
在機場週邊所帶來之空氣污染與長期之氣候變遷問題，則於過去幾年才躍升為
區域、全國、甚至全球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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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17 的減量已經獲得大多數國家的認同，許多國家亦已制定減量政
策，京都議定書18中特別規定對於 CO2 的減量時程及目標，但對於其他氣體並
沒有詳細的管制計畫。我國雖非聯合國之會員國，惟仍遵循其規範，致力於溫
室氣體減量工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自從民國 96 年起整合相關部會環保
業務，每年出版我國「環境白皮書」，內容說明我國環境保護工作推展情形、
問題檢討及對策、當前工作重點與未來展望。在有關空運方面，說明各機場航
空噪音監測、防制、回饋工作及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改善等；但於空氣品質
監測方面並未針對民航有特殊規範。
而交通部於民國 91 年出版「交通政策白皮書」，其中有關運輸政策擬定程
序：首先確定目標，其次為政策、策略與措施，再據以研擬短、中、長期執行
計畫。有關民航部分則包括：提升國際空運競爭力、空運安全與噪音防制等。
此外，交通部近年來亦積極推動桃園航空城計畫，完成包括：桃園機場園區綱
要計畫暨第一航廈改善工程等重大建設案。
依據民國 89 年民航局編著之民航政策白皮書，有關航空環境保護面向之政
策與策略為「政策九：創造永續發展的空運環境」，其中在民航環境變遷之外
部環境影響部分，已說明環境保護意識的抬頭，故削減噪音、減少碳排、降低
機場與週邊居民、環境之衝突等，已成為未來努力之方向。例如：有效之飛航
服務提供，可降低燃油消耗甚至減少噪音影響；機場聯外運輸之提供則可減少
機場碳足跡；未來在引進新機種時應更加重視減少廢氣的排放，以減緩二氧化
碳造成之全球溫室效應。
綜合前述，我國環保署、交通部與民航局，雖已有關環保或民航之相關環
境法規、措施與作法，惟尚未有一套有關民航環保之完整計畫與願景，以整合
各相關部會之現有資源與法令，長期且系統性的推動民航環保工作。基於民航
環保議題之重要性已躍升為國際事務，以及其包括之範疇廣泛，加上環境保護
屬於長期不可停歇之工作，故需事先進行縝密且全盤之規劃；因此，本說明書
之撰寫，希有助於我國民航產業之永續發展，確實將我國航空運輸產業於環境
保護之工作與國際接軌。

17

京 都 議 定 書 中 定 義 之 溫 室 氣 體 ， 包 括 ： 二 氧 化 碳 （ CO2 ） 、 甲 烷 （ CH4 ） 、 氧 化 亞 氮
（N2O）、氫氟碳化合物（HFCs）、全氟碳化合物（PFCs）)與六氟化硫（SF6）等六種。

18

「京都議定書」規範，在 2008 ~ 2012 年間，38 個先進國與東歐國家，以及歐聯整體，「總
二氧化碳相當排放量」相當於 1990 年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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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航環保國際發展
圖 2.1-1 展現航空運輸產業各主要單位在面對環保課題時之相互關係以及職
權。我國雖非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之
會員國，惟仍需瞭解國際發展情勢，遵循 ICAO 針對航空運輸環境影響各方面
之政策與規範；其次，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與亞洲太平洋
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則扮演區域監督與協
調之角色。我國民航局與環保署在進行各項努力時，主要施政對象不外乎飛航
服務組織（Air Navigation Service Provider, ANSP）（即我國目前之民航局飛航
服務總臺）、機場與航空公司。航空公司目前因有國際航協（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之四支柱策略（Four Pillar Strategies），因此，已
為產業訂定一碳減量努力目標。另一方面，飛機製造商、燃油供應商與相關之
組織則努力於新式機型與替代油料之發展，希望透過科技進步而達到降低環境
影響之目標。惟以現階段環境狀況而言，仍須各單位採行相關之管制策略與市
場經濟措施，以及有效控制航空運輸客貨量之需求，才能達到永續發展之目
標。
ICAO
世界民航組織
規範/
政策

規範/
政策
規範/
政策

EC
歐盟執委會
EU ETS
影響

APEC
亞太經合會

措施參考

其他國家
（如美國FAA） 措施參考

政策

Taiwan CAA/EPA
台灣民航局/環保署
IATA
國際航協

目標/政策/措施/規範

策略
研發

ANSP
飛航服務組織
環保措施/計畫：
- 新式設備
- 飛航管理效率
- 空域容量
- 通訊與氣象

飛航效率

Airports
機場
環保措施/計畫：
- 飛機起降與航管
- 飛機地面操作
- 機場地面專業車輛
- 航廈
- 聯外運輸
- 市場經濟措施

機場碳足跡

Airlines
航空公司
環保措施/計畫
- 新式機型與油料
- 機場與航管基礎建設
- 飛機操作
- 市場經濟措施

Alternative fuel
替代油料

研發

Manufacturers
飛機製造商
旅客需求量

燃油效率

圖 2.1-1 航空運輸產業永續發展-各單位與組織關係圖
航空運輸產業永續發展 各單位與組織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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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簡要說明上述各主要國際組織與單位，於航空運輸永續發展之最新作
法與發展。
2.1 國際民航組織 ICAO
ICAO 針對飛機產生之噪音主要政策建議採用 Balanced Approach(平衡作
法)，此包括：由發生源減少噪音（使用低噪音機型）、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
降低噪音之飛機操作程序與營運限制。此外，ICAO 亦提出機場徵收噪音費之
執行準則。
在飛機引擎方面，ICAO 針對飛機飛航之排放污染物，在附約 16 中已明訂
飛機引擎在各種污染物（包括：CO、HC 與 NOx）之排污係數標準，全球主要
之飛機製造商如波音（Boeing）和空中巴士（Airbus）均依照此相關規定製造
研發更環保之飛機。而 ICAO 發表之 2010 年環境年報中有關透過飛航管理
（Air Traffic Management, ATM）提升飛機操作效率、自願減量措施與調適
（adaptation）等議題之最新發展，可為我國訂定相關策略方針之參考。
近期之 ICAO 第 37 屆大會已於 2010 年 10 月 8 日結束，190 個 ICAO 會員
國已簽署有關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減量同意書，內容包括：
- 確認全球航空運輸市場至 2050 年以前每年之平均燃油效率（每收益噸公
里油耗）提升目標為 2%；
- 將發展永續替代油料之全球發展架構；
- 於 2013 年提出飛機引擎 CO2 排放標準；
- 以及相關新式科技移轉至開發中國家之機制建立。
2.2 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 APEC
APEC 是亞太區內各地區之間促進經濟成長、合作、貿易、投資的論壇，
始設於1989 年，現有 21 個成員經濟體。APEC 是經濟合作的論壇平台，其運作
是通過非約束性的承諾與成員的自願，強調開放對話及平等尊重各成員意見，
不同於其他經由條約確立的政府間組織，惟仍是我國可參加之少數國際組織，
因此對於我國具相當程度之重要性。
鑑於航空器溫室氣體排放之問題日漸嚴重，APEC 經濟體會員咸認此議題
之嚴重性，於 APEC 第 5 次運輸部長會議中，由與會部長共同決議在 2007 年 8
月於新加坡舉辦第 1 次「APEC 航空器空污排放管理策略研討會」，研提因應
對策以解決此一課題。延續在 2008 年 4 月由澳洲及馬來西亞共同主辦之第二次
「APEC 航空器空污排放管理策略研討會」，以及接著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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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輸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 依 據 會 議 結 論 成 立 航 空 污 染 物 任 務 小 組 （ Aviation
Emissions Task Force, AETF），由紐西蘭擔任主席，澳洲為副主席，以兩年為
基準（2008 年 6 月至 2010 年 6 月），其主要目的係檢視目前已實施或未來可採
行之航空廢氣減量措施，並嘗試尋找衡量航空器廢氣排放之管理措施效益之量
化方法，提供實務層面之經驗分享，使亞太地區關注此一全球性課題，進而降
低亞太地區航空廢氣排放所造成之溫室效應。
AETF 至今已召開兩次會議，分別為 2008 年 7 月於紐西蘭奧克蘭與 2009
年 9 月於新加坡。AETF 於 2010 年之未來展望報告中，說明亞太地區未來有關
航空運輸與污染物課題主要將包括：
- APEC 在亞太地區飛航管理規劃可扮演之角色：未來 AETF 可扮演亞太地
區空域整合之角色，透過有效的飛航管理提升燃油效率，以減少污染物
排放；
- 衡量並提報航空污染物排放量：APEC 經濟體可透過此資料，加速交流；
- 自願性碳抵換計畫之重要性：隨著各種碳補償與碳認證公司與相關計畫
之進行，亞太地區並未有共通之標準，若 APEC 可進行相關確認之工
作，則可提升旅客加入碳抵換計畫之意願；
- 未來各種減量措施之經濟影響：瞭解各種相關管制或經濟措施對亞太經
濟體之影響；
- 航空生質油料認證統一化：與 APEC 能源工作小組合作，探討加速替代
油料發展之誘因。
2.3 歐盟執委會 EC
是歐盟政治體系的執行機構，負責貫徹執行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的決
策，現有 27 個歐洲成員國。歐盟執委會在民航環保方面主要著力於飛機噪音與
引擎污染物之影響；噪音屬機場週邊區域影響，而污染物則除區域影響外，亦
有全球性氣候變遷之影響。另外，長期能源減量目標與替代油料中之生質油料
亦是發展重點之一。
在噪音方面，主要遵循 ICAO 的 Balanced Approach 訂定噪音相關之政策與
規範。對於飛機引擎污染物影響乃由以下三個主要面向進行努力：1. 透過先進
科技之研發；2. 透過單一歐洲天空（Single European Sky, SES）整合歐盟空域之
ATM 系統；3. 將航空運輸納入現有之歐盟碳排放交易機制（European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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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 ETS）19。歐盟執委會確認自 2012 年起，將航空
運輸產業納入現有之 EU ETS，所有往來歐盟機場之航空運輸業均須符合此法
案，此舉將對我國飛往歐盟之國籍航空造成相當程度衝擊，航空運輸納入 EU
ETS 工作與進行時程如圖 2.3-1 所示。
準備與資料蒐集、監測、認證階段

各會員國公布分配給
各航空公司之碳排放量

EC將各航空公司分配給
ETS會員國管制者

2009年2月1日

認證資料提報、評比與計算碳額度階段

基準評比年(benchmarking)
航空公司監測其RTK資料

2009年7月

2010年1月1日

各會員國將申請資料提交
EC，進行基準評比之工作

2011年1月1日

2011年6月30日

2011年3月31日

2011年12月

2011年9月30日
EC計算基準評比
確定給予各航空公司之
碳排放額度，以及免費額度

航空公司提報已認證之
RTK的監測計畫
航空公司提報RTK資料給
所屬登記之會員國，申請
免費之碳排放量額度

註：RTK 收益噸公里(Revenue Tonne Kilometer)

碳交易開始施行第一年

碳交易開始施行第二年（直至2020年）
碳量抵銷、購買與成效評估

航空公司撰寫排放物報告，
並由已授權之認證公司確認

會員國確認排放物報告，
航空公司釋放其額度，
抵銷前一年之排碳量

碳交易第一年

2012年1月1日

2012年12月31日

2013年6月30日
2012年4月30日

2012年2月28日

2013年3月31日

各會員國核發其登記之
航空公司免費碳額度

各會員國報告EC有關
航空運輸納入ETS之執行成效

航空公司提送
排放物報告

圖 2.3-1 航空運輸納入 EU ETS 工作與進行時程

19

歐盟議會於 2003 年 10 月 13 日通過 2003/87/EC 法案，於歐盟建立碳交易市場（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U ETS），以具成本效益之經濟措施減少歐盟溫室氣體排
放；並於 2009 年 1 月 13 日(官方期刊發表日期)將航空運輸產業納入歐盟碳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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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國際航協 IATA
IATA 是一個國際性的民航組織，成立於 1945 年，總部設在加拿大的蒙特
婁。IATA 會員包括：全球來自 125 個國家約 230 家國際航空公司，屬於航空公
司工會性質之組織。IATA 於 2007 年時已發表全球航空業降低航空運輸污染物
之策略，中期希望能達到碳中和（Carbon Neutral20），而未來 50 年希望能建造
零污染物的新式機型21。
而在 2009 年時 IATA 更明確發表航空業之努力目標如下：
- 2020 年時航空業之碳排放不再成長，達到碳中和（屆時超出於 2020 年之
排碳量將採取投資於碳抵換計畫，抵銷其排放之碳量22）；
- 2009 年至 2020 年每年之平均燃油效率提升 1.5%（每收益噸公里油
耗）；
- 至 2050 年時碳排放可達到 2005 年水準的一半。
為達到上述目標，航空業提出四支柱策略，全球航空公司一致以此策略進
行減少碳排放之工作，分別為科技、營運、基礎建設與經濟措施。
2.5 各國作法
先進國家均已提出民航環保政策、作法、未來發展重點、考量面向及航空
運輸產業之最終目標，整理如下表所示。
國家
美國

政策或作法
NextGen

願

景

(NextGen Vision)

發展重點

考量面向

最終目標

1.更深入進行科學研究與

1. 新 式 飛 機

航空運輸

瞭解；
2.提升 ATM 之現代化；
3. 鼓 勵 新 航 空 器 科 技 研
發；
4.發展替代油料；
5.考量市場經濟措施之成
本效益等。

英國、荷蘭、

民航政策白皮書(包

1.減少機場噪音影響；

法國、德國、

括：環境影響議題、

2.提升機場空氣品質；

香港、新加

航空運輸與環境影響

3.減少航空運輸溫室氣體

坡、澳洲、美

政策報告)、民航局年

國與加拿大等

報、簽署民航環保協

與引擎；

永續發展

2. 飛 航 管 理
與飛機操
作；
3. 機 場 營 運
與溫室氣
體盤查；
4. 市 場 經 濟
措施。

排放。

定等。

20

Carbon Neutral 表示隨著運量之增加，碳排放量維持一定值，不再增加。

21

目前飛機製造商長期希望使用替代燃料，尤其是燃料電池，才能達到零污染物排放之目標。

22

因此，依據其規劃總碳排放量仍將持續增加至 2030 年，之後逐年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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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民航環保現況
我國民航環保現況
在我國民航環保相關法令與作法之現況部分，主要於噪音與防制方面有特
別為航空產業訂定相關規範，惟有關溫室氣體與空氣污染部分為國家產業政
策，並未特別對民航進行區隔。以下將分別針對有關航空噪音及污染物部分，
分別說明如下：
3.1 有關噪音部分
目前與航空噪音相關之法規，依其發布單位列出如下，各法規名稱後括弧
內為最近修訂公布日期：
一、立法院通過，總統令頒布


噪音管制法(97.12.03)



民用航空法(101.01.04)

二、環保署發布


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98.06.08)



環境音量標準(99.01.21)



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99.03.11)

三、交通部發布


國營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96.12.26)



國營航空站噪音防制費分配及使用辦法(99.03.17)

四、環保署與交通部會銜發布


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98.07.09)



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98.07.16)

五、國防部發布


國軍所屬軍用機場航空噪音改善經費處理原則(99.03.03)

近年因環保意識高漲，航空噪音問題漸受矚目，航機起降、維修及地面試
車產生之噪音，影響所及機場周圍地區居民生活環境品質，透過不同管道不斷
要求環保單位及民（軍）航管理單位解決；然因台灣地狹人稠，加上航空噪音
具有高空傳遞及影響面積廣大等特性，致使單就減低噪音源或阻絕傳播途徑等
防制措施不易產生效果。
表 3.1-1 說明現行民航噪音防制補助之經費來源、申請人、回饋範圍及經費
用途重點；圖 3.1-1 為我國近年來徵收之噪音防制費、投入之噪音回饋金及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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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起降架次之總和。未來隨著兩岸航班與國際短程航線發展，加上商務航空推
動，預計運量將會逐年提升，防制費及回饋金也將相對提高，以維護機場周圍
居民生活環境品質，達到共存共榮，進而降低民眾陳抗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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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50,00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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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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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噪音防制費、
噪音防制費、噪音回饋金及起降架次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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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噪音防制費與機場回饋金
噪音防制費與機場回饋金
項目

經費來源

噪音防制費

機場回饋金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37 條暨「使用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37 條規定提

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及相關設施收

撥場站降落費之 8%作為機場回饋

費費率表｣之規定向航空公司徵收噪

金。

音防制費。

申請人
及回饋範圍

係指申請時位於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各

內之住戶、學校、圖書館、醫院、托

航空站周圍航空噪音防制區；未公

育機構及劃設航空噪音防制區之各直

告噪音防制區之航空站，其回饋金

轄市、縣（市）政府。

之回饋範圍，由航空站與所在地鄉
（鎮、市、區）公所會同訂定之。

依據「國營航空站噪音防制費分配及

依據「國營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

使用辦法」第六條之規定，噪音防制

用辦法」第四條之規定，機場回饋

費之用途如下：

金之用途如下：

1.補助航空站附近航空噪音防制設施

1.維護居民身心健康之補助：指有

所需之費用，含設置費用及學校、

關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及醫療保健

圖書館、托育機構噪音防制設施所

事項。

需之維護費用。
2.補助相關居民健康維護、電費、房
屋稅及地價稅。
3.辦理各項航空噪音防制措施所需之
經費用途

航空噪音監測、防制、審查作業及
技術研發等相關工作之費用。
4.辦理第一款至第三款航空噪音防制
業務所需之行政作業費用。

2.獎助學金之補助：指有關獎勵成
績優異及補助清寒學生事項。
3.社會福利之補助：指有關補助中
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及急難救
助事項。
4.文化活動之補助：指有關補助地
方民俗節慶及提升教育文化水準
事項。
5.基層建設經費之補助：指有關改
善村 (里 )道路 、交通、水利、 治
安、環境、清潔衛生及宗教文化
設施遷、改建事項。
6.公益活動之補助：指與促進公共
利益有關活動事項。
7.航空站或鄉(鎮、市、區)公所辦理
回饋金業務之行政作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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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統整我國機場目前之噪音管理措施，包括：飛機噪音限制、飛機
操作噪音管制、市場措施、機場週邊土地使用規劃、機場佈設型式改善與噪音
監控系統。
表 3.1-2 我國目前航空噪音減量相關措施
類別
飛機噪音認證標準

措施
依循 ICAO 針對噴射機、螺旋槳飛機與直昇機之認證標準。
- 採用噪音減量飛航操作程序；
- 噪音減量環保航線；

飛機操作噪音管制

- 機場宵禁；
- 飛機輔助動力系統使用限制；
- 引擎測試與熱車限制。

市場措施

針對航機起降徵收噪音防制費，以作為各機場噪音防制工作之經費
來源。
1. 航空噪音防制區分級標準
機場周圍地區依其受航空噪音影響程度，分為三個等級之航空噪
音防制區：
- 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DNL23 60~65 dB(A)間區域；
- 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DNL 65~75 dB(A)間區域；
- 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DNL 75 dB(A)以上區域。

機場週邊土地使用規劃

2. 航空噪音防制區土地規劃原則
地方政府應依下列原則，檢討及規劃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內之既
有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
- 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應檢討現有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
- 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不得新建學校、圖書館及醫療機構；
- 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不得新建學校、圖書館、醫療機構及
不得劃定為住宅區。
- 重新規劃試車區域；

機場佈設型式改善

- 機場周圍保留綠地；
- 建造隔音牆。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 16 條第 1 項，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航空站，應

噪音監控系統

設置自動監測設備，連續監測其所在機場周圍地區飛航噪音狀況。
前項監測結果，應作成紀錄，並依規定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

表 3.1-3 及表 3.1-4 分別為機場噪音監控中心及監測站之設備及其功能，目
前民航局經營之機場為 16 個，而必須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設備者，共計 9 個。9
個應設置自動監測設備連續監測機場周圍地區飛航噪音狀況之航空站如下：台

23

航空噪音日夜音量(Day Night Average Sound Level, DNL)：用於評估航空噪音量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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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松山機場（臺北國際航空站）、台中清泉崗機場（台中航空站）、嘉義水上
機場（嘉義航空站）、台南機場（台南航空站）、高雄小港機場（高雄國際航
空站）、台東豐年機場（台東航空站）、花蓮機場（花蓮航空站）、澎湖馬公
機場（馬公航空站）、金門尚義機場（金門航空站）。所有機場噪音監控軟硬
體設備定期維護，期提升航空噪音監測資料蒐集率。
表 3.1-3 機場噪音監控中心設備及其功能
設備

功能
- 即時顯示圖；
- 噪音監測站即時狀態；
- 系統參數設定功能；

1.「噪音監測資料收集軟體」

- GIS 功能；
- 資料收集功能；
- 監測報表顯示；
- 噪音監測自我診斷檢測。
- 飛航資料輸入功能；
- 判讀、警示功能；

2.「飛航資料統計軟體」

- 飛航資料日期、檔名建檔；
- 軟體動態資料、統計軟體；
- 統計時段功能。

3.「噪音資料收集電腦主機」

- 具備符合設備需求之硬體規格；
- 儲存噪音監測資料。
- 具備 ArcView GIS 系統；
- 具備 INM(或 HNM)系統；

4.「地理資訊系統」

- 具備機場周圍附近最新地理資訊資料。
- 具備卡片式數據機；
- 線路燈號顯示；

5.「機架式數據機」

- 19”標準機架框。

表 3.1-4 機場噪音監控站設備及其功能
設備
1.「全天候戶外型麥克風」

功能
- 監測噪音；
- 具備不繡鋼材質、防風球及防鳥踏。
- 噪音即時顯示功能；
- 風速即時顯示功能；

2.「噪音分析儀」

- 不斷電系統功能；
- 自動校正功能；
- 系統關機後，記錄保存關機前所監測之資料。

3.「噪音儀保護箱」

- 保護噪音儀；
- 具備避雷設備及接地銅片。

90

3.2 有關空氣污染與溫室氣體部分
在民航空氣污染與溫室氣體減量方面，近年來我國機場與航空公司已施行
相關之措施與作法，如表 3.2-1 所示；此外，並進行相關之研究計畫，且已有實
際成效之展現（參見表 3.2-2）。相較於 APEC 其他經濟體雖然並非屬先驅者，
惟基於我國近幾年環保署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之推動，以及民航局與相關單
位對於此議題之重視，加上航空公司面對油價高漲之壓力，目前已展現初步之
成效。

表 3.2-1 我國航空站與航空業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措施
單位

類別

措施
- 空中操作：(1)調整離入場航路和程序；(2)改變離場引導方式；

航管

飛機操作

(3)採用連續降落進場；(4)建立空中交通管理電腦導航系統。
- 地面操作：(1)改善班機地面管理，縮短滑行時間；(2)增加飛機停
泊及航站登機門以減少延遲時間。

地面車輛

- 減少機場地面專業車輛怠速時間；
- 提供更便捷之機場聯外鐵路、大眾運輸路網，並提升使用率。
- 機場提供地面電源（Ground power unit, GPU）供航空公司使用，

航空站

取代輔助電源供應系統（Auxiliary power unit, APU）；
電源管理

- 為停靠之航空器提供預備空調（Pre-conditioned air）；
- 減少航廈能源電力消耗：改善空調、照明（包括：採光罩與 LED
燈管），增加自動化裝置。

替代能源
成立專責單位

- 引入再生能源供應航廈電力。
- 公司內部成立省油小組，透過飛航操作與減少載重負荷提升燃油
效率。
- 採用最適航線：改善飛航操作程序，鼓勵駕駛飛行中申請採用最
適航線；

航空公司

營運管理

- 減少載重負荷：減輕機上備品、用水、貨櫃等重量，以提升燃油
使用率；並妥善維修及清理機身；
- 電力使用：飛機停靠時使用航站地面電源。
- 機身修改：波音 737-800 機型增加翼梢小翼；

設備改良

- 提升燃油效率：購置具有燃油效率的新式航空器，引入節油新機
型，減少航行燃料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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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我國航空溫室氣體減量相關計畫與執行績效
1. 航空運輸廢氣排放減量措施調查；
2. 機場溫室氣體盤查；
研究計畫內容

3. 協助航空公司計算碳足跡；
4. 導入我國機場環境管理機制；
5. 研擬我國民用航空環保政策。
1. 已依據 ISO 14064-1 之規範，建制我國籍航空器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之
標準作業流程，並召開教育訓練課程；
2. 已建置我國籍航空器溫室氣體排放量資料庫；
3. 已依據 ISO 14064-1 之規範，建制盤查各航空站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標準

實際執行績效

作業流程，並召開教育訓練課程；
4. 已於 100 年 8 月完成馬公 5 條航線之民航服務碳足跡計算，並通過驗
證。(包括：(1)馬公機場至臺北國際航空站；(2)馬公機場至臺中國際航
空站；(3)馬公機場至臺南航空站；(4)馬公機場至嘉義航線；(5)馬公機
場至高雄航線。)

另亦已遵循行政院「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省電、省油、省水、省紙）
專案』計畫」，以精進節約能源成效，落實節能減碳行動，減少碳排放。四省
目標說明如後。
一、節約用電目標
每年用電量以較前一年減少 1%為原則，並依執行成效逐年檢討年度
節約用電目標。
二、節約用油目標
每年用油量以較前一年減少 3%為原則，並依執行成效逐年檢討年度
節約用油目標。
三、節約用水目標
執行單位每年用水量以較前一年減少 2%為原則，並依執行成效逐年
檢討年度節約用水目標。
四、節約用紙目標
擴大實施公文電子化處理及逐年減少採購公文用紙及影印用紙之數
量，除了於 101 年年底完成建置公文線上簽核系統外，並以「電子公文節能減
紙推動方案」之公文線上簽核績效指標 101 年達 30%，104 年達 40%為目標，
並逐年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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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民航環保課題
4.1 航空運輸與氣候變遷
綜合國際最新發展以及國內現況，本說明書統整有關民航環保之重要課
題，並區分為氣候變遷與當地環境兩大面向進行說明。
一、行政院與環保署相關法令：依據民國
98 年 9 月行政院所頒佈之「國家
行政院與環保署相關法令
永續發展政策綱領」，其中為因應氣候變遷議題，策略之一乃為儘速通過「溫
室氣體減量法(草案)」、「能源稅條例(草案)」、「能源管理法」與「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等，此相關法令將會影響航空運輸產業減碳目標與作法。此外，
相關法令與措施之施行，是否會影響國際航空運輸產業，尤其是目前納入 EU
ETS 之航線與航空公司，將是值得關切之議題。
二、碳交易制度：歐盟執委會已確認自
2012 年起，將航空運輸產業納入現
碳交易制度
有之 EU ETS 中，此將包括所有我國飛往歐洲以及於歐洲境內之客貨運航線，
預計將對於我國籍航空造成相當程度之衝擊。雖然歐盟之法令強調朝全球機制
降低航空運輸溫室氣體為目標，若第三國家施行交易機制，且有航線重複徵收
之狀況，則可透過雙邊協定達成共同機制，而歐盟執委會可修正給予飛機營運
者之許可碳排額度。至於我國環保署目前正規劃之碳交易平台，未來是否納入
國籍航空公司之國際航線而造成重複徵收之狀況，則需持續關注。
三、國際協定：ICAO
於 2010 年 10 月決定每年平均 2%（公斤燃油/收益噸
國際協定
公里）之航空運輸燃油效率提升，未來亦可能要求會員國提交航空業燃油與污
染物報告。我國雖非 ICAO 會員國，但現階段政府已將同步追求加入聯合國下
屬之 ICAO 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作為既定的外交政策。我國如欲加入此二國際組
織，實應密切關注國際情勢的變化，並透過相關的學術及政策研究，及早研擬
相關政策的推動策略。
四、產業自願減量措施：全球已有許多航空運輸相關單位採用自願減量措
產業自願減量措施
施降低航空運輸污染物；ICAO 並已對於會員國進行調查，請會員國登錄其自
願減量措施；截至 2012 年 10 月，已有 24 個會員國 53 個自願減量措施登錄於
ICAO 網頁。自願減量協議可包括多種型式：產業自行制定環境改善計畫；或
遵循由政府部門制定之標準；或者由政府和產業之間透過協商與談判之協定。
我國政府部門可考量與航空業者簽訂自願減量協定，每年定期公告說明執行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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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並研擬我國航空業者溫室氣體減量成效評估方式。
五、飛航管理：不論是
ICAO、APEC、歐盟、美國或各國政府均將強化飛
飛航管理
航服務品質以及提升飛航管理效率，作為納入航空業溫室氣體減量之主要作法
之一。在有關我國飛航服務方面，相關努力面向可包括：提升我國現有通訊、
導航、監視/飛航管理系統（Communications, Navigation, Surveillance/Ai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CNS/ATMS）之使用效率以及功能最佳化、實施節能減碳
之航管措施、考量與亞太地區之飛航服務提供者技術合作之可能性或是參與有
關亞太地區之導航效率提升計畫。
六、替代油料：自
2008 年起全球開始了航空運輸替代油料之測試飛行與更
替代油料
進一步之研發投入，ICAO 並於近年召開多次相關會議與工作坊。各國政府亦
鼓勵生質油料或替代油料，以及訂定使用率目標。我國航空產業因未達到自行
研發替代油料之規模經濟，惟仍可持續觀察最新發展，適時參與國際合作計畫
案。
七、非 CO2 之其他污染物影響
CO2 之外，隨著新的科學研究成果，
之其他污染物影響：除了
染物影響
飛機引擎所排放之其他污染物亦對健康與生態造成不同程度之影響，仍應及早
控制與因應。例如：NOx，未來將很有可能納入國際規範之內。
八、調適：除了減量措施外，近幾年聯合國會議已正視到建立完整的調適
調適
計畫為一重要之課題，經濟合作開發組織 OECD24（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報告亦指出因為海平面升高，
預計至 2070 年將影響全球 64 個機場。就航空運輸而言，最主要的對策是瞭解
氣候變遷之潛在風險，並將此風險納入未來規劃中；例如對於機場而言，海平
面上升、氣溫變化，以及狂風豪雨等，皆可能影響機場排水、跑道與滑行道鋪
面、建築物與聯外運輸之設計標準等。

24

OECD report on the Ranking of the World’s Cities Most Exposed to Coastal Flooding Today and in
the Futur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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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航空運輸與當地環境
在航空運輸所帶來對當地環境之影響，主要議題包括：
一、社區居民：全球許多機場隨著民營化與公營化之趨勢，以及永續發展
社區居民
之概念，伴隨著機場每日營運之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已是許多機場公司之重要工作之一；全球主要機場歷年來均發行環境
保護或企業社會責任年報，展現其在這方面努力之成效，機場與政府於追求機
場成長的同時，期能與社區共容與同時發展。而如何與民眾有效溝通，及時且
迅速提供有效機場環境管理相關資訊，並將機場噪音與污染物減量改善成效，
以民眾可明確瞭解之方式展現，亦是現代化機場經營之重要課題。
二、噪音：全球多數機場於噪音改善主要採行之措施包括：由發生源、土
噪音
地使用規劃與管理、降低噪音之飛機操作程序、營運限制以及徵收噪音費管理
機場噪音之問題。我國相關單位可追蹤全球噪音管理之最新發展，檢討我國噪
音防制費之使用機制，以及考量機場週邊社區與居民生活品質，建立完整之噪
音費回饋與社區相容整合機制。
三、空氣品質：評估空氣品質（如：NO
空氣品質
x、VOC 與 PM）並進一步降低機
場營運對於空氣品質之影響。可透過管制面、技術面、營運面與經濟面等措施
規範來執行，包括：空氣品質的規定與標準、監測、污染物盤查、建構擴散模
式等。
四、市場經濟措施：以市場經濟措施管理環境議題之作法主要包括：徵收
市場經濟措施
環境費、污染物交易機制與自願減量協定。在環境費方面，機場可行之作法主
要有徵收噪音費或飛機引擎空污費。全球目前已有 20 幾個國家超過一百個機場
有噪音相關費用（包括我國在內），而在飛機引擎空污費部分則有 5 個歐洲國
家 20 幾個機場，考量 NOx 排放量徵收空污費用；而隨著 ICAO 確認市場經濟措
施之重要性，未來預計將有更多機場採取此作法。因此，機場在訂定降落費等
相關使用費之同時，應考量納入飛機引擎污染物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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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民航環保發展與展望
依據國際民航環保作法之最新趨勢與重要課題，以及我國目前之相關政策
與規範，研訂我國之民航環保政策、目標、策略以及環保管理指標如下。
5.1 民航環保政策、目標與策略
考量航空運輸產業環保面向之國內外發展與趨勢，擬定我國航空環保政策
為：「創造永續發展的空運環境」，而主要目標包括：
- 管控環境影響以確保我國航空運輸發展；
- 與國際民航環保同步發展與運作；
- 努力減少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排放；
- 提升機場週遭居民良好的居住環境品質。
為達成上述目標，則可施行之策略參見圖 5.1-1 所示，並詳細說明如下：
一、遵循國際民航環保規範：持續追蹤
ICAO 之民航環保規範與發展，並
遵循國際民航環保規範
密切掌握國際間之民航環保趨勢。
二、減少噪音對居民之影響：降低飛機之噪音量、加強飛航噪音防制、推
減少噪音對居民之影響
動機場噪音標準法規化、評估機場週邊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利用市場機制降
低噪音影響。
三、提升機場週遭空氣品質
提升機場週遭空氣品質：降低機場地面污染物排放、採用市場機制並
機場週遭空氣品質
建立機場空污費制度。
四、導入機場環境管理機制：進行機場碳盤查與計算機場碳足跡、輔導機
導入機場環境管理機制
場系統化推動環境保護工作、建立機場環境管理系統與環境策略、推動與建立
碳中和機場。
五、減少航空業污染物排放：規範航空公司提報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環保
減少航空業污染物排放
績效，提升機場地勤、承租商與相關民航業者環保績效，追蹤航空運輸替代油
料與其他污染物管制之發展。
六 、 提升飛航服務管理效率
提升 飛航服務管理效率：持續推動通訊、導航、監視/飛航管理系統
飛航服務管理效率
（CNS/ATMS）項下相關新功能之啟用，並提升整體飛航服務效率與品質。
七 、 宣導民航環境保護績效：發表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明書與相關宣導
宣導民航環境保護績效
品，公告機場環境保護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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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永續發展的空運環境

政策

管控環境影響以確保我國航空運輸發展

與國際民航環保同步發展與運作
目標
努力減少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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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民航環保發展政策、
民航環保發展政策、目標與策略圖
5.2 民航環保措施與行動方案
依據提出之策略內容，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回顧成果，提出我國民航環保
各項策略下可行之措施與行動方案如表 5.2-1，其中並列出個別行動方案是否已
執行、規劃中或是未來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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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民航環保可行之策略、
)
民航環保可行之策略、措施與行動方案(
措施與行動方案(1/2)
策略

措施
1.瞭解 ICAO 之民航環
保規範與發展

規範

持續關注 ICAO 與國際民航環保發
展
(1)參與 APEC 民航環保會議

一、遵循國
際民航環保

行動方案

2.密切掌握國際間之民
航環保趨勢

(2)探討 EU ETS 對我國籍航空公司

2.加強飛航噪音防制
二、減少噪
音對居民之
影響

3.推動機場噪音標準法
規化
4.評估機場週邊土地使
用規劃與管理
5.利用市場機制降低噪
音影響

三、提升機
場週遭空氣
品質

1.降低機場地面污染物
排放
2.採用市場機制並建立
機場空污費制度
1.進行機場碳盤查與計
算機場碳足跡
2.輔導機場系統化推動

四、導入機

環境保護工作

場環境管理
機制

統與環境策略

中和目標之作法

劃

行

中

+

+

+

(1)鼓勵老舊飛機的汰換

+

+

(2)鼓勵業者引進低噪音之航機

+

+

(1)機場進行噪音防制與補助工作

+

(2)加強機場噪音監測及資料應用

+

(3)加強各機場噪音改善計畫

+

研訂場站之噪音相容標準
建立機場噪音相容計畫與社區發展
整合機制

+

(1)監控機場地面專業車輛燃油效率

+

(2)提升飛機地面操作效率

+

(3)提高聯外大眾運輸系統使用率

+

+

(1)訂定機場環境政策、措施與目標

+
+

(2)主管單位持續追蹤機場環境保護

國導入措施

+
+

執行績效

探討全球機場碳中和發展趨勢與我

+

+

同之飛機引擎空污費

(2)訂定機場環境策略以提升機場環

+

+

降落費依照飛機引擎排污量徵收不

管理系統

+

+
+

收機制

放量

來

+

建立符合時代潮流之噪音防制費徵

(1)計算機場不同範疇之溫室氣體排

未

+

+

(3)持續進行國際民航環保發展與我

保績效
4.研擬我國機場達到碳

執

+

(1)輔導我國國際機場導入機場環境
3.建立機場環境管理系

規

+

之影響與因應對策
國導入措施之研究

1.降低噪音源

已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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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民航環保可行之策略、
)
民航環保可行之策略、措施與行動方案(
措施與行動方案(2/2)
策略

措施

行動方案

已

規

執

劃

行

中

(1)研擬與航空公司簽署自願溫
1.掌握航空公司溫室氣體排
放量以及環保績效

排放

來
+

室氣體減量協定
(2)審查航空業者溫室氣體減量
符合 ICAO 規範並評估其環

+

+

保績效

五、減少航
空業污染物

未

2.提升機場地勤、承租商與
相關民航業者環保績效

研擬機場與相關業者簽署自願

+

溫室氣體減量協定
1.探討航空運輸替代油料之發
展與導入措施

3.追蹤航空運輸替代油料與
其他污染物管制之發展

+

2.追 蹤其他污染物（如：NOx
與 PM 管制之發展）

1.持續推動通訊、導航、監
視 / 飛 航 管 理 系 統

六、提升飛

區
(2)啟用新飛航管理系統

+

能之啟用

(3)實施節能減碳之航管措施

+

(1)全面啟用網際化之航空情報
服務系統
2.提升整體飛航服務效率與
品質

(2)持續提升航空氣象服務網效
益
(3)簡化助航設備服務費徵收相
關作業流程
(1)定期更新民航環保政策說明

七、宣導民
航環境保護

+

(CNS/ATMS)項下相關新功

航服務管理
效率

(1)成立北部與南部飛航服務園

1.發表我國民航環保政策說
明書與相關宣導品

績效

書
(2)製作民航環保績效與政策宣
導品

2.公告機場環境保護績效

出版機場環境績效報告與年報

+

+
+
+
+

+

+

+
+

+

5.3 民航環境保護管理指標
本說明書依據現行環保法規、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永續發展指標系
統、綠建築指標及國外機場與相關國際組織之作法，規劃環境保護管理指標如
表 5.3-1 所示。主要分類如下：
- 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遵循 ICAO 每收益噸公里油耗每年提升 2%之目
標；
- 機場節能減碳：溫室氣體、能源使用與節約能源；
- 機場環境面：空氣、噪音、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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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民航節能減碳與環境管理指標
範圍
航空業

議題
溫室

指標

定義

計算

遵循 ICAO 目標：每收益噸公里油

燃油消耗/收益噸公

耗每年提升 2%。

里

總 CO2 排 放 量

各 種 設 施、 機具 … 等之 排放 量 總

各種設施、機具…

(噸)

和。此排放量可依地面車輛部分、

等之排放量相加。

平均燃油效率

氣體

用電量部分或飛機起降部分展現。

溫室
氣體

每 WLU 平均之

每 WLU 平均之 CO2 排放量。

CO2 排 放 量 ( 噸

總 排 放 量 / 年 WLU
量×100%。

/WLU)
電力消耗(TJ)

機場
節能
減碳

各種設施、機具…

和。可以航廈或機場總電力消耗展

等之用電量相加。

現。

能源
使用

各 種 設 施、 機具 … 等之 用電 量 總

每 WLU 平均之

每 WLU 平均之電力消耗。

電力消耗

總電力消耗量/年
WLU 量×100%。

(TJ/旅客)
節約

再生能源裝置容

機場再生能源，如：太陽光電所佔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量百分比(%)

之百分比。

總發電裝置容量(不

能源

含汽電共生)之百分
比%
PM 平均值
NOx 年均濃度

空氣中懸浮微粒(PM10)(粒徑 10 微

PM 全 年 監 測 平 均

米以下之細微粒)之平均濃度。

值。

空氣污染物種 NOx 之年平均濃度。

可依據空氣污染防

空氣

制法施行細則及空
氣品質標準所定污
染物及計算方式計
算。
日夜均能音量

用於評估航空噪音量之指標。

依據環境音量標準
之規定。

機場

(DNL)

環境

各機場等噪音線

第三、二、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之

依航空噪音監測值

涵蓋面積與住

面積與戶數。

輸入 INM 模式繪製

噪音

戶。

(每 2 年公告)並搭配
GIS 系統。

綠化

月(年)噪音抱怨

旅客或機場週邊居民之投訴、陳情

陳情案件數總和。

數(件)

案件數。

綠化率(%)

包括：生態綠化、牆面綠化、牆面

綠化面積/場站總面

綠化澆灌、人工地盤綠化技術、綠

積×100%。

化防排水技術和綠化防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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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民航環保預期成效
一、落實民航環保工作與國際同步發展；
二、提升航空噪音監測資料蒐集率；
三、加速航空噪音防制補助進度；
四、降低民眾陳抗案件數；
五、導入環境管理系統邁向綠色機場；
六、降低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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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2004 認證證書
附錄十三 臺北國際航空站 ISO 14001：

102

103

附錄十四 我國機場節能減碳與環境管理相關資料調查表格
我國機場節能減碳與環境管理相關資料調查表格
調查方式：請受訪航空站協助填寫調查資料，並於 101 年 2 月 29 日前填妥回傳。
航空站名稱：ˍˍˍˍˍˍˍ。
一、機場節能減碳
1. 溫室氣體
＊

2011 年＊

範疇一

範疇二

範疇三

加總

飛機起降

加總

CO2 排放量（噸）
CO2e 排放量（噸）

＊

2011 年＊

地面專業車輛

用電量

CO2 排放量（噸）
CO2e 排放量（噸）
註：＊ 依據民航局委託產基會 2011 年研究計畫「航空業暨民航局所屬航空站溫室氣體減量推
動計畫」成果。

2. 電力消耗
年度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用電度數（千度）

3. 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如太陽能）裝置(使用)容量百分比
年度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再生能源使用百分比(%)

二、機場環境面
1. 空氣
(1) 空氣污染指標值（
）
空氣污染指標值（PSI）
年度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PSI 全年監測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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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氣污染物年均濃度
年平均濃度
CO(ppm)
SO2(ppm)
NO2(ppm)
HC(ppm)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 噪音
(1) 機場等噪音線涵蓋面積與戶數
年度
噪音防制區

2009 年
面積
(平方公里)

2009 年
戶數

2010 年
面積
(平方公里)

2010 年
戶數

2011 年
面積
(平方公里)

2011 年
戶數

2009 年
金額
（千元）

2010 年
戶數

2010 年
金額
（千元）

2011 年
戶數

2011 年
金額
（千元）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2) 年度噪音補助戶數與金額
年度
補助狀況

2009 年
戶數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3) 年噪音抱怨（
年噪音抱怨（與陳情）
與陳情）案件數
年度
噪音抱怨數(件數)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0 年

2011 年

(4) 全年航空噪音日夜音量(DNL)
全年航空噪音日夜音量
年度
dB(A)

2009 年

3. 綠化
(1) 綠化率（
）
綠化率（綠化面積/場站總面積
綠化面積 場站總面積 × 100%）
年度
綠化率(%)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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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附錄十五 我國航空站噪音相關調查資料
機場等噪音線涵蓋面積與戶數
高雄
面積(平方公里
面積 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戶數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年度噪音補助戶數與金額

2009

2010

2011

0.3030
1.4380
2.9420
4.6830

0.3170
1.5340
3.1810
5.0320

0.3260
1.5160
3.1310
4.9730

15,026
16,588
0
31,614

15,369
18,240
0
33,609

15,606
17,485
0
33,091

2009

2010

2011

0.1220
0.5320
1.0290
1.6830

0.1590
0.6850
1.2970
2.1410

0.2750
1.2000
2.3790
3.8540

-

0
71
1,165
1,236

-

金門
2009
面積(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面積
平方公里
第三級
1.1600
第二級
9.9800
第一級
4.9800
加總
16.1200
戶數
第三級
N/A
第二級
1,445
第一級
344
加總
1,789

2010

2011

1.1600
9.9800
4.9800
16.1200

1.0900
11.1100
7.0100
19.2100

N/A
1,445
344
1,789

N/A
1,527
1,083
2,610

2010

2011

9.8158
5.8668
0.0000
15.6827

9.8158
5.8668
0.0000
15.6827

1,001
893
0
1,894

1,022
931
0
1,953

臺北
面積(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面積
平方公里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戶數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馬公
2009
面積(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面積
平方公里
第三級
9.8158
第二級
5.8668
第一級
0.0000
加總
15.6827
戶數
第三級
982
第二級
833
第一級
0
加總
1,815

高雄
戶數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金額(千元
金額 千元)
千元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臺北
戶數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金額(千元
金額 千元)
千元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金門
戶數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金額(千元
金額 千元)
千元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馬公
戶數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金額(千元
金額 千元)
千元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2009

2010

2011

0
0
304
304

0
1
3086
3087

1
1
1841
1843

0
0
7,597
7,597

0
22
77,015
77,037

21
21
45,782
45,824

2009

2010

2011

74
0
0
74

73
0
0
73

183
4
0
187

10,939
0
0
10,939

10,834
0
0
10,834

27,297
600
0
27,897

2009

2010

2011

46
1
47

133
76
209

107
12
119

11,534
180
11,714

18,091
13,630
31,721

13,130
2,075
15,205

2009

2010

2011

11
84
0
95

4
48
0
52

3
51
0
54

1,275,186
316,004
561,950
25,060,253 14,391,544 15,270,250
0
0
0
26,335,439 14,707,548 15,83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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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等噪音線涵蓋面積與戶數
臺中
2009
面積(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面積
平方公里
第三級
16.4908
第二級
28.9217
第一級
9.3216
加總
54.7341
戶數
第三級
1,872
第二級
8,092
第一級
1,932
加總
11,896

年度噪音補助戶數與金額
2010

2011

269
0
0
269

14
366
0
380

17
410
0
427

13,194
0
0
13,194

686
17,911
0
18,597

842
20,307
0
21,149

2009

2010

2011

-

臺東
戶數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32
32

75
75

1,719
3,126
4,845

1,720
3,208
4,928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1,439,125
1,439,125

2009

2010

2011

12
24
400
436

12
24
400
436

12
24
400
436

6,608
14,011
48,012
68,631

6,622
14,000
48,020
68,642

6,678
14,040
48,126
68,844

花蓮
戶數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金額(千元
金額 千元)
千元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臺南
2009
面積(平方公里
面積 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第三級
15.497
第二級
25.857
第一級
17.974
加總
59.328
戶數
第三級
9,579
第二級
68,527
第一級
39,802
加總
117,908

2010

2011

15.497
25.351
18.035
58.883

15.465
25.856
17.974
59.295

9,698
69,740
43,613
123,051

10,673
63,309
37,813
111,795

花蓮
面積(平方公里
面積 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戶數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2011

16.4908
28.9217
9.3216
54.7341

16.4908
28.9217
9.3216
54.7341

1,872
8,092
1,932
11,896

1,872
8,092
1,932
11,896

2009

2010

2011

-

-

1,703
3,060
4,763

臺中
戶數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金額(千元
金額 千元)
千元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2009

臺東
面積(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面積
平方公里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戶數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2010

臺南
學校
加總
金額(千元
金額 千元)
千元
加總

65
65
金額(千元
金額 千元)
千元
334,947 2,915,862
334,947 2,915,862

2009

2010

2011

233
233

0

165
165

5,068,375
5,068,375

- 3,614,237
0 3,614,237

2009

2010

2011

4

1

1

3503

2315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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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等噪音線涵蓋面積與戶數
嘉義
2009
面積(平方公里
面積 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第三級
33.0352
第二級
16.2590
第一級
9.5225
加總
58.8167
戶數
第三級
7,112
第二級
1,796
第一級
3,176
加總
12,084

年度噪音補助戶數與金額

2010

2011

33.0352
16.2590
9.5225
58.8167

33.0352
16.2590
24.7865
74.0807

7,269
1,821
3,175
12,265

7,361
1,821
5,121
14,303

嘉義
戶數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金額(千元
金額 千元)
千元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加總

2009

2010

2011

13
13

2
2

0

1,040
1,040

160
1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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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附錄十六 全球已施行 ISO 認證機場之環境政策範例參考
機場
範例一：

環境政策
- 以有效管理與永續方式發展機場業務；

英 國 -East Midlands

- 整合員工專業以控制能源消耗；

機場

- 與相關單位及社區保持溝通與聯繫；
- 發展環境管理系統，有效監控與達成各環境面向目標；
- 符合環境相關管制，並盡可能減少污染。

範例二：

- 符合環境管制規範並參與最新發展；

瑞士-日內瓦(Geneva)

- 預防並限制航空運輸與機場活動對環境之影響，作法包括：

機場



監控噪音值，並降低噪音對週遭居民之影響；



減少污染物對於空氣、水與土地之影響；



控制能源與天然資源之消耗；



避免危險物質對於環境產生之影響；



減少廢棄物並進行分類；



保存機場位址之自然生態。

- 整合環境因素於機場所有相關單位之運作：


展現環境績效指標；



激勵員工將減少環境影響納入日常工作中；



鼓勵機場相關單位活動減少環境影響；



機場供應商具有同樣之環境保護共識。

- 與相關單位、當地民意代表與居民維持良好溝通管道：

範例三：



資訊共享；



共同合作推動政策；



謹慎完成各項環保要求。

機場的承諾：

澳 洲 - 布 里 斯 本

- 以對環境負責態度，經營、管理與發展機場；

(Brisbane Airport )機

- 遵循各項法律規範與標準；

場

- 加強機場員工環境負責文化；
- 減少機場營運對於環境之負面影響；
- 持續減少廢棄物與污染物產生；
- 持續改善環保績效。
為了達成此承諾，機場將：
- 以行動面對潛在之負面環境影響；
- 將機場環境策略有效傳達給員工、管制者、相關機場業者與民
眾；
- 發展機場環境管理系統，持續訂定且評估環境目標與達成度；
- 定期檢討機場環境管理系統之執行效率；
- 保存機場週邊自然生態與古蹟；
- 提供機場員工環保訓練，並鼓勵機場承租者與契約商進行相關工
作；
- 提供員工達成政策目標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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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

環境政策

範例四：

桑德菲爾機場的營運宗旨是將機場營運對環境的影響最小化，為達到這

挪 威 (Norway)- 桑 德

項目標，必須透過下列項目配合：

菲爾機 場(Sandefjord



通過 ISO 14001 的認證；

Airport)



提高員工對環境保護的注重，並提供資訊與訓練使其可以落實於
日常工作中；



制定客觀的目標來改善噪音污染及除冰；



選擇正確方案來防止污染；



與機場夥伴共同努力，來降低污染；



與對環境有關的政府、團體、個人保持開放且積極的溝通管道；



提供對內及對外完整的環境狀況與目標。

範例五：

永續發展是布魯塞爾機場公司最重要的資產之一。其中最重要的關鍵是

比 利 時 (Belgium)- 布

關心機場的週遭環境，以及機場本身的能源消耗。環境與能源政策適用

魯塞爾機場(Brussels

於機場內的各項任務，且由布魯塞爾機場公司的管理單位由上到下的實

Airport)

施，確保了環境與能源政策可以牢牢的在各部門紮根。
布魯塞爾機場公司為了降低機場營運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公司上下每
天都依據下列原則來運作：


瞭解機場營運對週遭環境的實際影響，並合理的運作機場及善用
自然資源，就可減少對環境的汙染；



將符合所有環保相關的法令、政策等，視為最基本的要求；



在 ISO 14001 的標準下，對於受影響的環境進行分析，訂定各項
改善計畫，並實際執行。可使所有環境相關問題都可系統化的改
善，並持續不斷的進行，來達到各項目標與方案的標準。而這些
目標與方案係根據最佳可行技術並不造成過多成本(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Not Entailing Excessive Cost, BATNEEC) 的原則所制
定。環境管理由獨立的外審核員定期的審核、認證；



調查任何會影響環境與能源的計畫、開發案，並將環境政策納入
其中；



與在機場的合作夥伴共同實施永續發展的環境政策；



與當地政府、主管部門、航空公司和其它機場合作，舉辦論壇並
定期公布各項環境政策的成果。

各環境項目的原則：
- 能源與 CO2 ：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來降低設施與活動所消耗的能
源，並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比率。以國際標準為基
礎，建立一個務實的減量目標與策略，不斷的努力去
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除了透過降低污染源來減少
對環境的衝擊，並持續與機場的合作夥伴共同合作，
來降低對氣候環境的衝擊。
- 廢棄物：透過廢棄物分類，高效率將各類廢棄物回收再利用，來降
低廢棄物的數量。
- 水資源：透過本身的廢水處理廠，來處理本身排放的廢水並回收，
降低水資源的使用。
- 噪音：透過與政府部門及合作夥伴的協議，來降低在機場範圍受噪
音影響的程度。
- 土壤：進一步的使機場營運對土壤及地下水的影響最小化，對機場
所在受污染的土壤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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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
範例六：

環境政策
丹佛機場採取許多措施來保護環境 包括：

美國(the States)-丹佛

• ISO 14001 認證的 EMS

• 粉塵控制計畫

機場(Denver Airport)

• 航空器除冰系統管理

• 汽車排氣檢查計畫

• 工業水資源管理

• 石油及天然氣的環保管理

• 建築物水資源管理

• 廢棄物管理

• 獨立的下水道系統

• 緊急應變計畫及社區的完整認

• 環保計畫
• 污染物排放認證程序
• 一般管理程序
• 臭氧層計畫

識
• 儲存槽合乎規格，洩漏預防對
策
• 環境援助
• 培訓單位
• 回收站

丹佛機場一直致力於環境保護，這也是整個城市共同的目標，為了要落
實機場的遠景，並將環境管理推向更高的標準，丹佛機場將：


系統化的管理各項環境要素，以確保可持續改進；



持續更新系統以確保適用所有環境法規；



增加各項材料與能源的使用效率，同時防制可能產生的污染；



促進環境管理可以深入各個部門、組織；



在拓展建設和業務的同時，也確保可以和環境共存，永續經營；



與合作夥伴共同約定及遵行；



充分利用因改善環境績效所得到的商業價值。

丹佛機場是全美第一個在建築物與執行上都通過 ISO 14001 認證的機
場，且認證涵蓋整個機場範圍。丹佛機場環境管理系統(EMS)的目標
為：


維持整個環境保護的框架，來實現各項環保目標；



透過綠色協議，來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成為一個零廢棄物排放，碳中和的機場；



丹佛機場透過「計畫、執行、檢查、回饋」四項程序來執行目
標，並確保在全球環境保護上的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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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附錄十七 機場可行之各項環境影響改善措施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U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Guidebook of practices for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t small airports,” Airport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gram Report 43, 2011.

一、空氣品質
（一） 移動式污染源措施：減少地面車輛運轉時間、減少油料使用、鼓
勵使用低污染或替代油料車輛
機場地面車輛：
1. 提升運送（貨）車輛效率；
2. 鼓勵環保車輛於機場使用；
3. 提供貨車裝卸區；
4. 提供電動車輛快速充電區；
5. 機場地面車輛或地面服務機具使用替代車輛或環保技術；
6. 提升空側與地側接駁公車使用效率；
7. 機場車輛、機具與設施固定維修；
飛機操作：
8. 使用拖車拖曳飛機；
9. 減少飛機 APU 使用；
10. 飛機滑行時使用單一引擎；
11. 鼓勵航空公司與駕駛組員使用較少推力起飛；
12. 限制飛機降落時使用反推力（reverse thrust）；
13. 飛機引擎污染物排放避開周圍敏感區域；
聯外運輸：
14. 提升小客車停車效率；
15. 整合租車與飯店接駁車輛車隊；
16. 提升租車設施與租車作業效率；
17. 施行航廈聯外運具擁擠抒解（或禁止怠速）措施；
18. 減少旅客與員工小汽車地面旅次；
19. 聯外道路最佳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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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固定式污染源措施：控制焚化爐與油料區域污染
1. 使用環保空調設備；
2. 設備定期維修；
3. 評估航廈通風效率；
4. 於油料區裝設氣體轉換設備；
5. 施行低煙霧消防訓練；
6. 禁止燃燒地面廢棄物。
（三） 污染物衡量與盤查：空氣污染物與溫室氣體盤查
1. 建立機場溫室氣體盤查資料；
2. 發展空氣品質管理與監控計畫；
3. 訂定污染物限制標準；
4. 與環保署合作訂定改善機場空氣品質時程。
（四） 室內空氣品質：減少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1. 評估航廈通風系統有效性；
2. 整修時避免使用有毒物質；
3. 限制吸煙區；
4. 發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規劃；
5. 空調系統使用新式冷媒；
6. 預防霉菌滋生。
二、噪音：
噪音：包括規劃、社區參與以及改善措施。
(一)規劃
1. 噪音監控與等噪音線圖；
2. 進行未來五年等噪音線圖預測；
3. 研究限制高噪音機型使用。
(二)社區參與
1. 建立噪音抱怨處理系統；
2. 建立「飛航寧靜」（fly quiet）報告，將航空公司與機場地勤承租
商依照其噪音減量作業成效進行評比，每月公告並獎勵績優公司
（參考舊金山機場）；
3. 成立社區噪音參與小組，成員需包括社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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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展並維護社區噪音網頁，甚至包含飛航軌跡資料；
5. 使用地理資訊系統分析噪音抱怨區域。
(三)改善措施
1. 限制飛機引擎試車時間與區域；
2. 施行噪音防制計畫；
3. 建立優先跑道使用系統；
4. 建造隔音牆；
5. 施行夜間宵禁；
6. 限制飛機反推力使用；
7. 公告受噪音影響之住宅區域。
三、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使用
(一)替代運具
1. 鼓勵旅客與員工使用聯外大眾運輸系統；
2. 提供機場員工大眾運輸系統使用誘因；
3. 鼓勵使用自行車。
(二)機場燈光
1. 關閉夜間與非尖峰時間空側燈光；
2. 監控機場內外燈光之明亮度；
3. 盡量使用自然光；
4. 使用具能源效率燈具。
(三)能源效率
1. 施行能源保護/效率計畫，能源管理控制計畫；
2. 與航空公司合作於離峰時間使用某一航廈區域；
3. 施行彈性購票劃位櫃臺；
4. 發展操作與維修手冊；
5. 購買能源效率產品與電腦；
6. 使用太陽能熱水器；
7. 提升電扶梯能源效率。
(四)績效追蹤
1. 追蹤能源使用；
2. 發展環保與永續指標，建立機場環境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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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再生能源
1. 使用太陽能道路標誌或空側燈光；
2. 安裝發電機或再生能源系統；
3. 安裝小型太陽能發電系統；
4. 購買再生能源；
5. 進行再生能源或替代能源可行性研究；
四、機場規劃：
機場規劃：事先積極規劃作業。
(一)減少熱島效應，使用淺色漆與植栽；
(二)施行綠建築並或 LEED 認證；
(三)土地收購或濕地保護；
(四)與區域方政府共同發展土地相容使用規劃；
(五)與區域交通轉運系統整合；
(六)發展噪音與土地使用相容政策，噪音與土地使用分區；
(七)發展文化資源管理計畫；

五、公共關係
(一)社區居民溝通計畫；
(二)機場員工節約能源與資源回收教育訓練；
(三)展現機場環境保護成效，公告能源使用效率與環保績效；
(四)規劃機場觀景區域。

六、其他
(一)生態與野生動物保護；
(二)漏油與危機處理；
(三)機場土地轉移作業；
(四)廢棄物處理；
(五)廢棄油料管理；
(六)飲用水管理；
(七)暴風雨排水；
(八)工業污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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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
附錄十八 參與 2010 年葡萄牙全球航空運輸研討會
葡萄牙全球航空運輸研討會（
全球航空運輸研討會（ATRS）
一、研討會會議時間：2010 年 7 月 6~9 日
二、會議地點：葡萄牙 Porto
三、研討會名稱：全球航空運輸研討會（2010 Air Transport Research Society
(ATRS) Conference ）
四、發表論文名稱：機場營運與飛機操作之排放污染物管理措施-以台灣機場為
例 （ Measures to manage emissions from aircraft and airport operations ~
strategies for airports in Taiwan）
五：報告人：盧曉櫻（Cherie Lu）
六、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自台灣出發於 99 年 7 月 4 日晚間抵達葡萄牙，研討會由 6 日之傍晚開
始，7~9 日主要為論文發表。報告人論文發表安排於 8 日上午 9:00~10:30 之場
次，主題為「航空運輸與環境」，此場次共有 5 篇論文發表，包括：英國、德
國與塞爾維亞學者。詳細之論文題目與作者如下所示：

報告人主要簡報有關台灣近年來航空運輸與環境保護領域之最新發展，以
及我國機場之環境管理措施與社會成本之推估，報告內容得到熱烈之迴響與肯
定。除此之外，研討會之與會過程中，亦與各國之學者交談，討論航空運輸發
展之最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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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附錄十九 參與 2010 年第六屆西班牙馬德里
年第六屆西班牙馬德里噪音專家
西班牙馬德里噪音專家會
噪音專家會議(ANNA)
一、研討會會議時間：2010 年 10 月 22~23 日
二、會議地點：西班牙馬德里
三、研討會名稱：the 6th Workshop of the Aircraft Noise/Non-Auditory Aspects
(ANNA) Group
四、發表論文名稱：機場經濟效益與環境成本比較-以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為例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of aircraft operations: the
example of 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五：報告人：盧曉櫻（Cherie Lu）
六：議程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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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
附錄二十 參與 2011 年第十屆英國倫敦國際噪音研討會（
年第十屆英國倫敦國際噪音研討會（ICBEN）
一、研討會會議時間：2011 年 7 月 27 日
二、會議地點：英國倫敦
三、研討會名稱：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Noise as a Public Health
Problem (ICBEN)）
四、發表論文名稱：全球機場噪音費徵收機制之最新發展以及我國之應用（The
review of market-based measures in mitigating aircraft noise and the applications
for Taiwan）
五：報告人：盧曉櫻（Cherie Lu）
六：議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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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附錄二十一 參與 2011 年第 40 屆日本大阪國際噪音控制
屆日本大阪國際噪音控制工程研討會
控制工程研討會
(INTER-NOISE)
一、研討會會議時間：2011 年 9 月 4~7 日
二、會議地點：日本大阪
三、研討會名稱： The 4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Exposition on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INTER-NOISE 2011)

四、發表論文名稱： 以市場經濟措施改善飛機噪音以及導入台灣之應用 （The
review of market-based measures in mitigating aircraft noise and the applications
for Taiwan）
五、報告人：盧曉櫻（Cherie Lu）
六、報告內容摘要： （ *此論文同時應邀於 7 月底於英國倫敦之 ICBEN 會議發
表。）
Abstract
Despite the economic downturns and unexpected drawbacks, the air transport industry is still
forecast to experience a 5-6% annual growth for the next 20 years, with the Asian markets
taking the lead.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othe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organizations and national governments have stated the importance of applying market-based
measures (MBMs) as one of the policy options for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e MBMs cover environmental charges, taxes, trading and offset, generally
applied at the international, national or airport levels, mainly for the purposes of mitigating
aircraft noise and/or engine emission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s of MBMs
in mitigating aircraft noise worldwide and investigates the differences and purposes of various
measures, with a view for the applications in Taiwan. The current state of noise management
measures, covering both regulations and economic instruments, at Taiwanese airports is also
described in the paper. Theoretical evaluations of the social costs of aircraft noise have been
assessed for comparison against the charge levels of different MBMs where applicable. The
outcomes will assist policy makers in applying adequate MBMs for given purposes.

七、國際交流：
計畫共同主持人於 2010 年獲得 Dr. Lawrence Finegold 的邀請為「國際開
發 中 國 家 噪 音 議 題 團隊 」 （ 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n Noise Issues for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Countries）之成員，主要將透過國際合作，藉由開發
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學者之交流與合作研究，瞭解不同國情下噪音與環境議題
之差異，以尋求符合不同國家與區域之噪音與環境管理措施。
此次報告場次名稱為［WS02］：Workshop for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n
NOISE Issues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Countries；六篇論文簡報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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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rence Stuart FinegoldUpdate on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n noise issues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countries

-

Lubica Argalasova-sobotova：Highlights on environmental noise and health
research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outh-East Europe and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

Thu Lan Nguyen：The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noises on communities in
Vietnam

-

Krittika Lertsawat ： How can we Share the Quiet Places in Bangkok
Metropolitan?

-

Mafizur Rahman：Noise pollution monitoring of Dhaka city

-

Cherie Lu：The review of market-based measures in mitigating aircraft noise
and the applications for Taiwan
目前研究團隊之成員則如表 1 所示，包括：美國、歐洲（英國、法國

等）與亞洲（日本、中國、東南亞等）等十幾個國家，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計
畫共同主持人盧曉櫻（Cherie Lu）則代表台灣，除了發表台灣之相關噪音管理
經驗，並將最新之研究成果與團對人員交流，並於此次研討會中發表相關論
文，提升我國之航空環境管理研究之國際化。此團隊預計將參與明年度之噪音
相關國際會議。
表 1 「國際開發中國家噪音議題團隊」
國際開發中國家噪音議題團隊」研究成員 – 2011 年 9 月(1/2)
)
國家
中國（China）

研究成員
China:
- Prof. YAN Xiang (yx@abcd.edu.cn)
- He SHI (sh@abcd.edu.cn )
- Jing Tian (tian@mail.ioa.ac.cn)
- Zhao Yiming (mrc3h@mail.bjmu.edu.cn)

法國（France）

- Dr. Jacques Lambert (jacques.lambert@inrets.fr)

香港（Hong Kong）

- Maurice Yeung (mklyeung@epd.gov.hk)
- Dr. Glen Frommer (gfrommer@mtr.com.hk)

印度（India）

- Debashis Chakraborty (debaic@hotmail.com)
- Dr. J. S. Kamyotra (jskamyotra.cpcb@nic.in)

日本（Japan）

- Prof. Dr. Hideki Tachibana (pon-t@iis.u-tokyo.ac.jp)
- Dr. Takashi Yano (yano@gpo.kumamoto-u.ac.jp)
- Dr. Ichiro Yamada (i-yamada@center.aeif.or.jp)
- Dr. Kozo Hiramatsu (hiramatsukozo@gmail.com)

葡萄牙（Portugal）

- Dr. Jorge Patricio (jpatricio@lnec.pt)

南韓（South Korea）

- Dr. Soogab Lee (solee@snu.ac.kr)

瑞典（Sweden）

- Dr. Ulf Sandberg (Ulf.Sandberg@vti.se)

台灣（Taiwan）

- Dr. Cherie Lu （盧曉櫻） (cherie@mail.cj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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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際開發中國家噪音議題團隊」
)
國際開發中國家噪音議題團隊」研究成員 – 2011 年 9 月(2/2)
國家
泰國（Thailand）

研究成員
- Dr. Krittika Lertsawat (krittikanonoise@gmail.com)
- Dr. Somrudee Nicrowattanayingyong (somrudee@tei.or.th)
- Dr. Thanaphan Suksaard (suksaard4@yahoo.com)
- Dr. Pichai Pamanikabud (pichai.pam@kmutt.ac.th)

英國（United Kingdom）

- Dr. Dieter Schwela (dieter.schwela@sei.se)
- Dr. Stephen Stansfeld (s.a.stansfeld@qmul.ac.uk)
- Dr. Bernard Berry (s.a.stansfeld@qmul.ac.uk)
- Dr. Jian Kang (j.kang@sheffield.ac.uk)
- Stephen Secules (Stephen.Secules@arup.com)

美國（USA）

- Lawrence Finegold (LSFinegold@earthlink.net)

越南（Vietnam）

- Dr. Lan Nguyen Thu (linh2lan@gmail.com)
- Prof. Dr. Pham Duc Nguyen (ducnguyen@fpt.vn])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 Dr. Rokho Kim (rki@ecehbonn.euro.who.int)

Organisation）

- Dr. Young-Ah Ku (Not invited yet) (kuy@who.int)

資料來源：Lawrence Fine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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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
附錄二十二
二十二 參與 2011 年第七屆法國馬賽
第七屆法國馬賽噪音專家會議
法國馬賽噪音專家會議(ANNA)
噪音專家會議
一、研討會會議時間：2011 年 10 月 24~26 日
二、會議地點：法國馬賽
三、研討會名稱： the 7th workshop of the Aircraft Noise /Non-Auditory aspects Group，
ANNA group

四、發表論文名稱：The aircraft noise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aiwan and the potential
noise charge scheme

五、報告人：盧曉櫻（Cherie Lu）
六、報告內容摘要：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trend towards internalising air transport's externalities and with the aim of
encouraging the industr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re and more airports in the world,
often through government pressure, have implemented noise-related charges on commercial
flights. In 1999, only 14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d some form of noise charge; by 2011, 23
countries, 17 European, 4 Asian and 2 North American, have applied such noise-related
charges. The schemes for applying these charges vary greatl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and
even between airports in a given country. This paper firstly described the current noise
management measures on aircraft noise at airports in Taiwan, followed by reviewing the
noise-related charge schemes at airports worldwide and the use to which these charges are put.
A systematic generic approach to setting up noise charge mechanisms and charge levels is
then proposed,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noise social costs, the cost of noise mitigation
measures, airport user charges and related parties involved. The number of residences within
different levels of airport noise contour and the aircraft noise classifications are the main
determinants for estimating aircraft noise social costs. Finally, the paper reports on a case
study involving eleven Taiwanese airports conducted as an application of this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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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
附錄二十三
二十三 參與 2012 年香港國際噪音研討會(ACOUSTICS)
香港國際噪音研討會
一、研討會會議時間：2012 年 5 月 13~18 日
二、會議地點：香港
三、研討會名稱： The ACOUSTICS 2012 Hong Kong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四、發表論文名稱：台灣飛機噪音管理措施之現況與未來發展（The 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aircraft noise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aiwan）
五、報告人：盧曉櫻（Cherie Lu）
六、報告內容摘要：
Abstract

The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have made the country heavily dependent
on air transport and this, combined with the island’s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has
augmented the importance of aircraft noise issues. Nine of the country’s seventeen
airports are on the main island, with eight being on remote islands. Following the
corporatization of 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e Taiwanese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CAA) is in charge of sixteen airports, of which six are of
joint civil-military use.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urrent aircraft noise management
measures at Taiwanese airports: noise limits for aircraft, regulations on the reduction
of aircraft noise at source, aircraft noise charges, land use planning of airport
neighbourhoods, improvements to airport layouts, and noise monitoring systems.
After consideration of various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 due to aircraft and
airport operations, the CAA has been plan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airpor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using Taipei Songshan Airport,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as the first pilot case. In addition, having reviewed work done by the
international Aircraft Noise Non-Acoustic factors (ANNA) discussion group, the
paper suggests methods for handling Taiwan’s noise issues in a resident-friendly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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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四
二十四 參與 2012 年第 41 屆美國紐約國際噪音控制工程研討會
(INTER-NOISE)
一、研討會會議時間：2012 年 8 月 19~22 日
二、會議地點：美國紐約
三、研討會名稱： The 4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Exposition on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INTER-NOISE 2012)
四、發表論文名稱：機場環境政策之發展～以台灣機場噪音議題為例
（Development of airport environmental policies - focusing on noise issues for
Taiwanese airports）
五、報告人：盧曉櫻（Cherie Lu）
六、報告內容摘要：
Abstract

Aircraft noise nuisance suffered by local residents has long been a sensitive issue with
high-level national recognition, especially in Taiwan, which has nine airports on the
main island and seven on remote islands; of which six are of joint civil-military use.
The Taiwan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CAA) have already applied various
noise management measures such as a noise insulation scheme, a feedback system
from airport landing charges and a noise monitoring system. This paper describes a
new integrated noise management system using a top-down approach that the CAA is
currently elaborating. An airport environmental policy is first developed for different
types of airport, each categorized by its traffic volume and the population annoyed by
noise. Potential resources of airports and thei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are then
investigated. Quantifiable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with noise indices are developed
for the coming years. Finally practical noise mitigation measures and action plans are
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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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五
二十五 參與中國
參與中國武漢 2012 海峽兩岸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發展
論壇
一、研討會會議時間：2012 年 10 月 4~6 日
二、會議地點：中國武漢
三、研討會名稱：2012海峽兩岸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發展論壇
四、發表論文名稱：全球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回顧與發展
五、作者：盧曉櫻、劉嘉俊
六、報告人：盧曉櫻
七、報告內容摘要：
本研究回顧全球主要民航國際組織與國家相關之航空運輸環保政策與規
範、建議作法與措施，並說明其最新發展；研究對象包括國際民航組織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sation, ICAO）、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國際機
場理事會、歐盟以及全球主要國家與機場等。全球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減量主要
依循 2010 年 10 月 ICAO 大會簽署之全球航空運輸溫室氣體減量同意書，內容
包括：確認全球航空運輸市場至 2050 年以前每年之平均燃油效率提升目標為
2%、將建立全球通用之市場經濟措施之施行架構可行性研究、永續替代油料之
全球發展架構、於 2013 年提出飛機引擎 CO2 排放之認證目標值等。此外，自
2012 年起，歐盟將航空運輸產業納入其現有之碳交易市場亦值得持續關切。在
全球主要國家與機場所施行之主要措施則通常包括：新式飛機與引擎、飛航管
理與飛機操作、機場營運與溫室氣體盤查、以及市場經濟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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