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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社區災害復建工程碳足跡之估算 

彭思顯[1*] 陳志誠[2] 黃隆明[3] 

摘  要 近年來，全球暖化、溫室效應的問題已是全世界關心的環保議題。碳足跡係指產品、服務

或某事件在生命週期中，因人為活動而在全球釋放或累積的所有溫室氣體排放量。碳足跡計算可讓企

業發掘減碳空間，以及改善產品的製造流程，目前世界各國正如火如荼的展開碳足跡相關的政策及工

作。本研究嘗試對於坡地社區遭受土石流災害所做之復建工程進行其所對應的碳足跡計算，利用台東

大鳥社區於莫拉克颱風遭受之土石流災害為研究案例，進行災害復建工程碳足跡估算。期望能建立一

套相關計算方法或評估模式，未來可應用於防災業務上，並可探討社區防災於減碳之效益。 

 

關鍵詞：碳足跡、土石流、社區防災。 

Carbon Footprint Estimation on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of Debris Flow Disaster in Slopeland 

Community 

Szu-Hsien Peng[1*]  Chih-Chen Chen[2]  Long-Ming Huang[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lobal warming and greenhouse effect problems are 

concerned about environmental issues around the world. Carbon footprint refers to the 

product, service or an event in the life cycle, the result of human activity or accumulated in 

the global release of al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arbon footprint calculations can allow 

enterprise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and improve product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At 

present, many countries are actively expand the carbon footprint related policies and 

researche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alculate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debris flow disaster. 

Firstly, we plan to use the life-cycle assessment method for the carbon footprint estimation 

of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of Daniau Community in Taitung, Taiwan caused by debris flow 

induced by Typhoon Morakot. This research hopes to establish a feasible method or 

assessment model of carbon footprint and it can be applied to disaster preven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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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工業革命之後，許多國家快速的建設發展與經濟成長，成為主要溫室氣體排放的來源，污染的問

題日益嚴重。溫室效應現象指的是，經濟活動中經常使用的石化燃料，尤其是石油及煤，經過燃燒後

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與氮氧化物及工業化革命後大量使用的氟氯碳化合物(CFCs)等經濟活動，使得溫室

氣體(greenhousegas, GHG)的排放量大增。近年來，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溫室效應(global 

greenhouse effect)的問題已是全世界關心的環保議題，攸關地球存亡，世界各地皆相當重視，如何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企業永續發展、節能減碳是各國共同努力的目標。 

2007 年，IPCC 的報告指出(Susan, 2007)，溫室氣體（GHG）排放，在過去人類活動幾十年

裡大幅度增長。二氧化碳（CO2）被視為溫室效應的主要來源，近年來已獲得全球高度重視。1997

年，《京都議定書》為解決氣候暖化踏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協議於 2012 年屆滿，後續發展需各國凝

聚新共識。2005 年 2 月 16 日所生效之京都議定書，規定三十八個工業化國家在 2008 年至 2012

年之間使它們全部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與 1990 年相比至少削減 5.2%，其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

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準，進而防止劇烈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 

美國學者針對 2005年的 Hurricane Katrina對美國墨西哥灣沿岸森林進行碳足跡的估算，從衛

星影像應用開發一個蒙特卡洛建模方法辨別樹損害和死亡率的估計，進而推估或預測未來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Chambers et al., 2007)。同時英國也對 1990-2004年英國家庭的碳足跡提出了一個社會經

濟分類的準多區域輸入輸出模型，該研究進行了不同細分的碳足跡調查並以模型推估家庭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關係(Druckman & Jackson, 2009)。 

本研究擬就案例分析探討土石流災害之碳足跡，利用台東大鳥社區於莫拉克颱風遭受之土石流災

害所進行的復建工程，進行碳足跡估算，以評估此方法之可行性，期望能建立碳足跡的計算方法或評

估模式。 

二、生命週期評估概述 

生命週期評估為對資源的耗量及污染所造成的環境負荷進行評估，以全面性的評估技術做為尋求

改善之設計參考，可釐清單一環節考量的設計，是先進國家認同為進行環境決策或方案的重要工具。

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也屬於分析系統之一，其為『對產品系統自原物料的取

得到最終處置的生命週期中，投入和產出及潛在環境衝擊之彙整與評估（ISO14040, 2006）』。而

生命週期評估包含了四大步驟：目標範疇界定、盤查分析、衝擊評估以及結果闡釋。 

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係指產品、服務或某事件在生命週期中，因人為活動而在全球釋放或

累積的所有溫室氣體排放量。產品之碳足跡計算可藉由生命週期評估技術進行，包含製程前端的開採、

處理、運輸，和後端的產品使用、再生、維護、回收，以及最終丟棄等過程(Wiedmann & Minx, 2007; 

吳昆城，2011)。 

為取得產品碳足跡（或稱產品的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量），需要有一套一致性的方法來引導與

規範計算的過程，碳足跡標準制定之目的，在於使碳足跡所建立之排放資訊具有可比較性。因此自

2008年英國標準協會公布第一個針對產品碳足跡計算的規範—PAS 2050後(Trust, 2011)，也是第

一份針對產品與服務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而制定之規範，亦成為國際標準組織（ISO）發展碳足跡

準則之參考文件，同時也是目前我國計算產品碳足跡時，最多也最常被採用的標準(工業技術研究院，

201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0)。 

依據 PAS 2050，建立碳足跡應先界定計算邊界。邊界設定方法可分為從企業到消費者 B2C 

(business-to-consumer)及從企業到企業 B2B (business-to-business)兩種。B2C包括從搖籃到墳

墓各階段(cradle-to-grave)，即產品從原物料開採、擷取、運送、產品製造、配送、消費者使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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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廢棄階段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均需納入計算項目；B2B 則是計算從搖籃到大門(cradle-to-gate)的

各項排放源，即從原物料開採囊括至該產品運送到下一個工廠或企業大門前的各階段）。界定計算邊

界後，須檢視邊界內應量化之項目。依據 PAS 2050要求，計算碳足跡時至少應包含產品在生命週期

中有關能源使用、燃燒、化學反應、冷卻劑的溢漏或氣體逸散、操作、提供服務、運送、土地利用變

更、畜牧或其他農業過程，以及廢棄物等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依據 ISO/CNS 14040及 PAS2050:2011對於生命週期評估的描述：從產品原料取得、製造、

使用與廢棄等階段，評估其產生的環境衝擊。因此，依生命週期評估的概念，復建工程的碳足跡應包

含：緊急清淤、工程設計、材料生產、運輸、施工、使用、維修以及設備老舊拆除等後續廢棄處理或

再生利用等流程，以此作為整體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評估才算完整的生命週期碳足跡。其碳足跡範疇界

定如圖 1： 

 

圖 1 復建工程碳足跡生命週期系統邊界示意圖 

Fig.1 Life cycle system boundary of carbon footprint concerning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本研究為簡化計算流程，針對大鳥社區復建工程中最主要的二個階段：緊急清淤及復建工程施工

進行碳足跡估算。以土石流災害復建工程為案例，進行碳足跡估算方法研究，以期能探討災害和排碳

量之關聯性。未來可進一步研究藉由既有投入機具、動員人員旅次、來往距離、維生需求、空間破壞

的生命週期等等估算，並以此來比較減災工作與復建工作的差異，作為日後防災業務之參考。 

三、大鳥社區復建工程碳足跡分析 

1. 大鳥復建工程介紹 

台東位處台灣東南部由於地質脆弱，地震頻繁，在每年侵台之颱風及豪大雨作用下，常導致嚴重

之土砂災害發生。2009年莫拉克颱風於 8月 9日下午 2點 30分登陸，編號東縣 DF097之土石流

潛勢溪流上游源頭坡地滑動，大量土砂下移至河道中游出谷口處，溢流並衝擊下游大鳥村聚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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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戶民宅淹埋、毀損；而部分沿原河道下移之土砂，因下游橋孔堵塞，致使土石流於民宅大鳥村 237

號後方河道產生二次溢流，土石流沿村內巷道往河道右岸住戶漫流，造成大鳥活動中心等多戶民宅遭

土石侵襲。依據相關調查成果報告(水土保持局台東分局，2011)顯示，大鳥社區上游山坡地崩塌面積

為 6.81公頃，崩塌土方約為 32萬方，扣除上中下游進行之緊急清疏土方 26萬方及自然流出量 2.7

萬方，於上游山坡地區留有崩塌土方約 3.3萬方。 

規劃之排水系統復建工程，大鳥溪部份，於 2009年已於茅卡場段進行護岸工程施作及農東武 004

農路相關之復原工程，其護岸部份因河床淤積甚快，部份已淤埋至土砂之下，在農東武 004農路部份

已進行全面混凝土路面復原及護欄施作。在境內受損情形嚴重之北一溝，已由上而下進行整體性、全

面性之治理復建工程包含：梳子壩、防砂壩、沉砂池、導水擋土牆、整流渠道及瓶頸段橋樑改建等。

南一溝部份，針對 2009 年莫拉克風災北一溝土砂溢流所形成之渠道破壞，已進行一部份改建，改建

工程有：護岸、固床工、透水性渠底及橋樑等。復建治理工程內容包含： 

(1) 部落上方堆積土砂清疏 7萬立方公尺、階段整坡排水、導水擋土牆 2座及梳子壩 1座、防砂壩 2

座、沉砂池 2座。 

(2) 野溪整治 1,790公尺及橋梁改建 6座。 

(3) 崩塌地植生復育 6.8公頃。 

(4) 社區道路改善施作 1,927公尺、社區水溝改善施作 250公尺。 

2. 碳足跡計算說明 

碳足跡之計算，可依照下列五個步驟進行： 

(1) 建立流程圖：由管理者、供應商、運送商以及消費者共同合作定義建立產品生命週期流程圖。 

(2) 檢查邊界及優先順序：可利用產品類別規則(Product Category Rule, PCR)確認邊界之認定無

誤。單一排放源之排放量若低於總排放量 1%可以排除，排除總量不得超過該產品生命週期溫室

氣體排放量的 5%。 

(3) 蒐集資訊：應蒐集活動數據與排放係數兩種資料，並依照 PAS 2050的要求與建議開始蒐集細節

資訊。所蒐集到的初級或次級數據應註明時間、地理區域、採用之技術、資料準確度、資料變異

程度，並確認資料量化的完整性、分析方法的一致性，以及提供的資訊可供第三者重複驗算。 

(4) 計算碳足跡：使用基本公式「某活動的碳足跡＝活動數據(質量/容積/千瓦小時/公里) × 排放係

數(每單位二氧化碳當量)」並予以加總。 

(5) 檢查不確定性：非強制要求項目，廠商可自行選擇是否進行不確定性分析。 

本研究參考前人研究蒐集各項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以作為後續計算時之參考資訊。在原料處理

耗能方面：原料開採、製程生產其所耗用的化石燃料能源的主要成分是碳化合物，燃燒後會產生 CO2，

因此可由能源的使用量與其含碳量推估其 CO2排放量。在原料運輸耗能方面：依運輸的方式有公路、

鐵路、航海及航空等四種運輸模式，目前台灣在材料產品的運輸上主要以公路方式為主。材料公路運

輸階段能源的消費量與 CO2排放量計算，主要參數有車種、油耗率及平均運距等項目，透過材料的平

均運距與平均燃油效率等資訊，我們便可以估算出建材單位重量運輸的耗油量與 CO2排放量。為簡化

計算方便，假定營業用大貨車使用的燃料為柴油，其油耗率可參考吳昆城(2011)之研究，取油耗率 2.8 

km/L作為柴油營業用大貨車油耗率。 

砂石原料開採時，砂石業者通常會於開採地點附近設置砂石處理場及暫時堆置場，故生產階段之

砂石搬運距離屬於近運，與一般運至拌合廠利用之運距差距甚大。本研究使用吳昆城(2011)提供之數

據，天然砂石粒料之單位碳排放量為 55.75 kg-eCO2/m3。同樣地，水泥亦為混凝土原料之一，國內

尚無原料開採與運輸相關研究數據，目前亦採用吳昆城(2011)估算之水泥單位碳排放量 819.27 

kg-eCO2/T。混凝土拌合廠生產水泥混凝土時，除各項材料耗能及排碳外，於製程中主要耗能及排碳

項目為電能及水。水泥混凝土與再生水泥混凝生產設備一樣，故耗能方面只需計算拌合廠耗電量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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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以總生產量與總耗能量得知產品製程之單位耗能，本研究參考吳昆城(2011)統計水泥混凝土廠

製程碳排放盤查之結果，取水泥混凝土製程與運輸單位碳排放量合計為 6.64 kg-eCO2/m3。根據普

通混凝土配比設計，每m3混凝土中之水泥、砂及粗骨材體積分別約為 0.124 m3、0.255 m3與 0.45 

m3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1994)，因此參考上述比例估算預拌混凝土之單位碳排放量為 78.19 

kg-eCO2/m3。 

鋼鐵工業主要有兩種煉鋼方法，一是高爐煉鋼；另一是電弧爐煉鋼。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高爐煉

鋼主要原料由鐵礦砂冶煉，而電弧爐其原料為廢鋼再熔煉，在能源使用上兩者方法存有很大的差異。

由於難以分辨所用鋼材是何種煉鋼法所製，因此本研究參照吳昆城(2011)作法以所有的鋼材最初皆是

由鐵礦砂所煉製而成（亦即高爐鋼胚製品），常用的鋼鐵類加工產品如鋼筋、型鋼、不鏽鋼等製品皆

以高爐鋼廠的原始產品耗能為代表，又考慮到鋼鐵類產品高回收再生的特性。因此在實際應用上，吳

昆城(2011)將鋼鐵的回收率與回收廢鋼的能源效益值（兩種煉鋼結構的能源差值）假設為八成，此排

碳量計算值結果約介於高爐及電弧爐兩種不同煉鋼法產品之間。在此以鋼筋為例，並假設以鋼鐵廠到

台東大鳥社區，其運距為 115 km，計算得到鋼筋(含運輸)的單位碳排放量為 898.77 kg-eCO2/T。 

3. 碳足跡計算結果 

本研究之碳足跡估算主要為考慮緊急清淤及復建工程施工為主，依據水土保持局台東分局(2011)

的調查報告顯示，大鳥社區莫拉克颱風所造成之土石流災害其緊急清疏土方約 26 萬立方公尺。雖然

各時期不同區域之清疏方式不同，此處為簡化計算，假設均適合以溪流疏濬之方式估算。參考水土保

持局及水利署的「水土保持工程預算書編製原則及工料分析手冊」與「水利工程工資工率分析手冊」(水

土保持局，2007；水利署，2011)以估算緊急清淤之碳足跡，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1) 假設條件：疏濬地點與填土區之距離為 3.12 公里，其中包括溪旁便道 1 公里長(平均車速為 25 

km/h)及一般道路 2.12公里長(平均車速為 40 km/h)。鬆方運輸量 = 260,000 m3  1.11 = 

288,600 m3。採用 0.7 m3之開挖機配合總重 20T之傾卸貨車進行挖土疏濬。 

(2) 工作量計算： 

每裝一貨車所需之時間： 

t = (90秒 + 8 m3  0.7 m3/斗 20秒/斗) = 319秒 = 5.31分 

開挖機之工作量(每小時實際工作時間以 50分鐘計算)： 

W = (50分/5.3分)  8 m3  f  K  E = 38.42 m3/h 

其中：f = 土石方由鬆方換算為自然方之體積脹縮係數、K = 推土及刮運作業時之 K值、E = 工

作效率及工地因素，f、K及 E參考水利署(2011)的「水利工程工資工率分析手冊」分別取 0.8、

0.85及 0.75。 

貨車總重 20T(8 m3，淨載重 12.8T)工作量： 

CM = t1 + t2 + t3 = 5.3分+1.5分+(1km25km/h+2.12km40km/h)60分/h=12.39分 

其中：CM=循環時間、t1=裝卸時間、t2=等待時間 1.5分、t3=運載往返時間。 

W = 60分  12.39分/車  8 m3/車 = 38.74 m3/h 

(3) 施工機械工作小時計算： 

開挖機 0.7m3：(260,000 m3)/(38.42 m3/h) = 6,767 h 

貨車總重 20T (8 m3，淨載重 12.8T)工作量：(288,600 m3)/(38.77 m3/h) = 7,450 h 

(4) 工作組日及工作天計算： 

開挖機 0.7 m3 (10部)：6,767/(108) = 85天 

貨車總重 20T (8 m3，淨載重 12.8T，11部)：7,450/(118) = 85天 

工作天為 85天，如需趕工則施工機械加倍可縮減工期一半。 

(5) 施工機械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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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挖機 0.7 m3，假設柴油油耗為 10 L/h、柴油一公升 CO2的排放量為 2.78 kg 

6,767 h  10 L/h  2.78 kg-eCO2/L = 188,122.60 kg-eCO2 

傾卸貨車總載重 20T，平均車速=3.12/(1/25+2.12/40)=33.55 km/h，油耗為 2.8 km/L 

7,450 h  33.55 km/h2.8 km/L  2.78 kg-eCO2/L = 248,162.16 kg-eCO2 

合計為 436,284.76 kg-eCO2 

(6) 人工碳排放量： 

參考吳昆城(2011)計算現場混凝土澆置人員之排碳量為 0.108 kg-eCO2/h，假設特種技工(開挖

機操作手)及一般技工(貨車駕駛員)皆與其相同，則人工碳排放量為 

(10+11)  85天  0.864 kg/天 = 1,542.24 kg-eCO2 

(7) 總計碳排放量：(436,284.76 + 1,542.24) = 437,827 kg-eCO2 

平均單位碳排放量：437,827  260,000 = 1.68 kg-eCO2 

 

有關大鳥社區災害復建工程之碳排放量計算，本研究假設除了緊急清淤外，其他最主要的碳排放

量項目為混凝土工程與鋼筋工程，其他項目先暫予忽略。因此蒐集「大鳥部落野溪復建工程」設計預

算書整理出主要混凝土與鋼筋數量並參考前述蒐集資料整理如表 1，從表中可以看出，以台東大鳥部

落土石流災害案例為例，混凝土之排碳量佔了約 65%，其次為緊急清淤的排碳量約佔 27%左右，而

鋼筋排碳量最少僅有 8%。因此，使用傳統工法之災害復建工程，混凝土仍是碳排放量最大的項目，

未來若需考慮減碳效益，應儘量減少混凝土用量或增加再生材料。 

 

表 1 大鳥復建工程碳排放量估算 

Table 1 Carbon footprint estimation of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Daniau Community. 

工程名稱 單位 數量 單位排碳量

(kg-eCO2) 

總排碳量(kg-eCO2) 

緊急清淤 M3 260,000.000 1.68 437,827.00 

預拌混凝土 M3 13,493.000 78.19 1,055,017.67 

鋼筋 T 132.369 898.77 118,969.29 

合計    1,611,813.96 

 

四、結  論 

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可被定義為與一項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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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自然災害例如洪水、土石流等，很難直接由其生命週期來估算碳足跡，僅

能透過災後復建工程計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來間接推估其碳足跡。本研究主要利用營建工程工資工料

分析方法來估算台東大鳥社區土石流災害復建工程之碳足跡，其中緊急清淤部份初步估計約為

437,827 kg-eCO2，而其他復建工程若僅考慮混凝土與鋼筋工程工項則為 1,173,986.96 kg-eCO2。

在本案例中可假設緊急清淤部份為土石流災害之碳足跡，而為了因應該土砂災害進行復建工程之碳足

跡約為 2.5倍左右。未來若是能透過相關防災計畫減輕土砂災害影響的範圍或數量，或是在進行復建

工程時儘量選擇可減少混凝土使用量之工法，相信可減輕碳排放量，未來亦可透過數值境況模擬再進

一步估算其影響範圍以獲致更精確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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