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碳捕存再利用協會（TCCSUA ） 

中華民國105年9月13日 

民眾溝通對碳捕捉及封存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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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存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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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存簡介 

捕集 

將CO2從大型發電
廠、鋼鐵廠、化工
廠、水泥廠等排放
源分離收集起來並
壓縮。 

運輸 

經由管線、槽車、
火車及貨輪等運送
方式將捕集下來之
CO2到封存地點。 

封存 

將CO2注入於安全
及合適之場址，長
期將CO2與大氣隔
絕。 

Source: From L-R, Vattenfall, http://startupblog.files.wordpress.com, US DOE/NETL 

碳捕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簡稱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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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洩漏可能造成的影響 

•我們隨時都在呼吸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只有在濃度非常

高時才對人體有害。如果二

氧化碳是洩漏到開放空間或

平坦區域中，即使只有微風

吹拂，它仍然很快就會消散

在空氣中。 

對人類的影響 

•對海洋生態系統來說，二氧化

碳洩漏主要的影響會是讓區域

的PH値降低，影響的主要對

象是居住在海床面且無法搬離

的動物。但是影響範圍有限，

當洩漏的狀況緩和後，生態系

統很快就可以復原。 

 
對海洋生態的影響 

•當土壤裡的二氧化碳濃度超過

20-30%範圍時，可能會殺死

某些植物。不過即使是這樣，

影響只會侷限在很小的範圍內

，距離幾公尺以外的植物仍會

維持原有的健康強壯。 

對植物的影響 

•可能會讓水質酸化。但就算二氧

化碳會洩漏到飲用水層，影響範

圍還是很小。歐洲遍佈高C02濃

度的含水層，而且這些高二氧化

碳濃度的水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氣泡礦泉水」。 
 

對地下水質的影響 

•地下水的酸化可能會溶解岩層，

因此降低岩石結構的完整性或在

岩石中形成坑洞。但是這樣的影

響只會出現在很特殊的地質條件

下(例如地質構造活動劇烈、高流

動含水層或碳酸鹽含量高之礦物)

。 

 對岩石完整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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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鹽水層構造 

不可開採之煤
礦層 

注入CO2增產石
油 

枯竭油氣層 

挑選合適碳捕存場址 

2.岩層的孔隙很小，二氧
化就算漏出來也只有很少
的量且速度很慢，很快就
會消散在空氣中 

1.二氧化碳被
灌到非常深的
地底，上方還
有很多岩層覆
蓋，要跑出來
須通過層層關
卡 

資料來源：澳洲溫室氣體科技合作研究中心 (CO2CRC)；歐洲二氧化碳地質封存網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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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澳洲溫室氣體科
技合作研究中心 
(CO2CRC)；歐
洲二氧化碳地質
封存網絡組織 

碳捕存監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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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應用 措施 

避免或抑制藉由異常情
況造成的影響之散播 

碳捕集及封存(CCS)設施(捕集設施，
注入設施，管線，控制設施，等) 

 避免二氧化碳的洩漏 
 對設施損壞做出反應 
 避免人員傷亡 

避免或抑制對周圍環境
造成的影響之散佈 

鄰近地方政府  通知相關的主管機關 

情勢觀察及額外措施直
到異常情況解決 

 碳捕集及封存(CCS)設施 
 鄰近地方政府 

 異常情況及損壞的觀察 
 原因鑑定，並且執行必要及有效

的減損行動 
 提供資訊給鄰近的當地政府 

碳封存緊急應變計畫 

• 歐盟法規(碳捕集及封存(CCS)指令) 

– 第16條條文中的“在重大異常情況或洩漏的情形下之措施”，會員國應該確保在重
大異常情況或洩漏的情形下，操作者有責任要(1)通知主管當局，並且(2)採取矯正措
施。「矯正措施」之具體的內容及措施未顯示於此指令中 

• 美國地下注入控制方案(UIC)第六類井規範 

– 在條文§146.94規定，所有權人或操作者必須提供緊急和矯正因應計畫。確認證據
顯示注入的二氧化碳可能對飲用的地下水源造成危害，所有權人或操作者必須：
(1)停止二氧化碳注入；(2)採取所有必要的步驟因應，以鑑定並且特性化任何的滲
漏；(3)通知主管當局；(4)執行緊急和矯正因應計畫等 

• 日本碳捕集及封存(CCS)示範專案之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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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存民眾溝通的重要性 

資料來源： http://blogg.nhh.no/ene/?p=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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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能源總署(IEA)提出七大關鍵行動 

研訂完善的碳封存法律規範 

提出示範計畫及早期發展誘因機制 

實施鼓勵地質探勘及碳捕存發展政策 

提高公眾及利害關係者對碳捕存的認知 

提升安裝於電廠捕集設備之技術，以減少發電成本 

證實工業捕集技術已達示範規模階段 

鼓勵碳運輸基本設備之建設及發展 

 

資料來源： IEA, Technology Roadmap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2013 

應強化對公眾溝通，使其了解
CCS安全性及有效性，以增加
推動助益。 

國際碳捕存發展需克服關鍵 

10 



全球碳捕存研究院(GCCSI)提出碳捕存發展關
鍵障礙： 
政策支持度不足，配套法規及誘因機制缺乏。 

• 應建立標準化程序及方法學 

公眾接受度及參與度仍有待提升。 

成本及技術障礙 

• 捕集技術-搭配大型化石燃料發電廠尚待開展，捕集成
本高、影響發電效率。 

• 封存技術-長期封存二氧化碳之完整性及可能產生之風
險(誘發地震及洩漏危害)造成民眾疑慮。 

國際碳捕存發展需克服關鍵 

資料來源：GCCSI, The Global Status Of  CC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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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民眾抗爭而取消之碳捕存計畫 

• 荷蘭Barendrecht計畫因開發商缺乏民眾溝
通之準備，對民眾提出的疑慮回應太慢，使
民眾感覺經過審慎評估就進行計畫進而反對
，該計畫於2010年11月撤銷。 

• 美國Greenville玉米乙醇廠計畫為MRCSP 
(Midwest Regional Carbon 
Sequestration Partnership)之大型發展
CCS階段計畫，當地民眾成立之「反對二氧
化碳封存市民團體」，對CCS計畫發表了眾
多的評論並提出諸多疑慮，使得開發商被迫
宣布因為經濟的考量而取消此計畫。 

資料來源：https://sites.google.com/site/noco2wasteindarke/ 

台經院，101 年度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國際碳捕獲與封存 (CCS) 提升民眾接受度經驗分析及回饋 

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將二氧化碳封存在地下可能因不了解CCS計
畫而產生恐懼，進而反對、抗爭。國外亦有多數案例因民眾抗
爭下而取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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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能源技術」開發困境 
在臺灣，大型開發計畫通常被視為引發鄰避抗爭（Not in My 

Back Yard, NIMBY）的嫌惡設施，面臨在地居民的強烈反對。 
過往這些抗爭者被認為是理盲而自私的形象，社會大眾認為其

心態為「只要不在自家後院」，不必要的恐慌則是源自專業的
科學知識的缺乏。對此政府提出的解決之道即是對民眾宣導「
正確」的知識，化解反對的聲音。 

近年來，此論述已漸漸
失去主流地位，取而代
之的是民眾的話語權越
來越受到社會重視。許
多臺灣的環境抗爭研究
也聚焦於民眾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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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碳封存」開發困境 

環署104年9月公告「碳封存場址之開發，屬對環境有不
良影響之虞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草案，並
召開公聽會。 

臺灣水資源保育聯盟主任粘麗玉認為臺灣地質脆弱，有許
多地震，並不適合做碳封存。 

要健康婆婆媽媽團代表許心欣表示，臺灣地質跟歐洲不同
，歐洲可行臺灣未必可行，此外，她也憂心，推動碳封存
可能成為高耗能產業持續排碳的藉口。 

環保署表示： 
開發單位平時就應對民眾公
開溝通，不應把環評視作溝
通管道或是政府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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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媒體報導碳封存誘發地震言論 

 2013年6月25日蘋果日報引述Zoback之反對立場提出碳捕存
危險性報導。 

http://4.bp.blogspot.com/-roxBHsDgEXg/UckHQuemblI/AAAAAAAAA74/fSxsaAyJPGs/s640/CCS1.bmp 

資料來源：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625/35105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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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碳捕存民眾溝通經驗 
 CCS資訊推廣與教育訓練工作，可能比技術性工作更難推動，

且需要更多時間與資源。考量推動社會接受度提升所需之時間
，相關資訊推廣及教育訓練需現在即刻執行。 

有鑑於此美國能源部之國家能源技術實驗室(NETL)針對CCS之
民眾溝通，建立了CO2碳封存之民眾宣導與教育計畫(Public 
Outreach and Education for Carbon Storage Projects)。 

資料來源： https://www.netl.doe.gov/research/coal/carbon-storage/carbon-storage-infrastructure/out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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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碳捕存民眾溝通經驗 
英國DECC主導淨煤技術發展架構(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Coal, FDCC)，以協助決策程序，並將環
境報告併同諮詢文件一起發布，歡迎各界就該份報告提出評論。 

英國碳捕存研究中心(The UK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Research Centre , UKCCSRC )舉辦碳捕存互動式活動，邀請專
家學者進行碳捕存簡介及英國碳捕存發展現況外，現場還設有許
多攤位、活動、遊戲供民眾更瞭解碳捕存，透過此互動式活動除
了可以促進民眾對於碳捕存的認知外，也可以增加民眾對於碳捕
存技術的認同 

資料來源： https://ukccsrc.ac.uk/news-events/blog/reporting-carbon-conundrum-british-science-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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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碳捕存民眾溝通經驗 
中英（廣東）碳捕集、利用與封存中心

協同廣東省科技新聞工作者協會、澳大
利亞昆士蘭大學和英國愛丁堡大學進行
問卷調查，以瞭解公眾對CCUS這項技術
，以及廣東汕尾市海豐縣籌備當中的
CCUS示範專案的想法和建議。 

調查結果顯示，有58.95%的網民對廣東
省汕尾市海豐縣計劃建設的海上碳捕集
、利用與封存示範項目表示支持，持中
立態度者佔28.77%，另有12.33%的網
民仍對該項目存疑。 

有21.92%的受訪者表示，願意參加
CCUS項目開展的社區聯絡工作組，向身
邊更多的人普及科學環保知識。 

資料來源： http://www.gdccus.org/col.jsp?id=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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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碳捕存民眾溝通之努力 

資料來源： http://www.mpiuk.com/news-details.php?news_id=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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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各部會成立之碳捕存聯盟 

部會 聯盟/計畫 時間 重點推展項目 

環保署 CCS策略聯盟 
2011/03/28 

成立 

  技術推動 
 法規策略(政策環評推動、

環評試驗門檻訂定、法
規研擬) 

 公眾諮商(文宣製作、資
訊平台推廣、諮商座談) 

 國際合作 

經濟部 

CCS研發計畫 
2007/01 
啟動 

 捕集技術發展 
 捕集先導型示範廠建立 
 封存先導試驗推動 
 場址潛能及特性評估 
 監測技術開發 
 數值模擬與風險評估 

CCS研發聯盟 
2010/01/18 

成立 

科技部 
能源國家型計畫- 
淨煤主軸計畫 

2009/08 
啟動 

 淨煤/捕集技術研發 
 封存場址調查及風險評

估 
 社會經濟評估 

目前國內部會以「聯盟」的形式促進碳捕存資訊與技術交流。 

自
願
性
組
織
無
法
人
位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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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碳捕存法人組織 
台灣碳捕存再利用協會為國內產業、學界及ㄧ般
民眾等成員籌組之法人機構。 

成立宗旨為推動碳捕存再利用技術發展、提升適
法能力、協助產業減碳、擴展國際合作、及加強
民眾溝通，達成溫室氣體減量及減緩溫室效應。 

 

資料來源： http://www.tccsua.org/ 21 



國內碳捕存民眾溝通網站 

二氧化碳捕獲與封存技術網 
 由經濟部CCS研發聯盟維護，內容

主要為聯盟研究成果、相關活動資
訊及CCS知識館。 

碳捕獲與封存知識網 
 由科技部能源台灣第二期能源國

家型科技計畫維護，內容主要為
碳捕存問與答、相關文宣等。 

推動碳捕封技術資訊網 
 由環保署碳捕存策略聯盟維護，

內容主要為聯盟計畫進度、相關
籌辦活動及碳捕存知識宣導。 

資料來源： http://ccs.gov2.tw/ 

http://ccs.tw/ 

http://www.nepii.tw/KM/CCS/index.html 22 



國內碳捕存民眾溝通社群網站 
參考國外碳捕存粉絲專頁分享之資訊，透過臉書「分享」或「轉

載」等雙向互動之功能，分享資訊於碳捕存逗相報粉絲專頁。 
分享資訊內容主要包括碳捕存相關新聞、座談會及研討會、分析

研究報告、影片、產業成果、國際發展趨勢等，並包括氣候變遷
及全球暖化等議題訊息。 

資料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twccs/ 23 



碳捕存政策環評民眾諮詢會議 

於102年12月24日辦理碳
捕存政策環評民眾諮詢會
議 

 成功凝聚各界共識：近200名來
自產官學研及民間團體代表參加
，共計提出52項意見，強化碳捕
存政策推動之意見交流，可做為
我國長期減碳路徑規劃參考。 

 政策宣導成效優良：媒體露出網
路新聞及報紙新聞共7則，具宣
導價值及強化民眾對減碳議題之
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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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集各界發言意見共210條(原始發言資料)，刪除與CCS無相
關之意見14條，因此本次諮詢會議有效意見共196條。 
– 針對196條意見收斂歸納，並聚焦整併成十大議題。 

 

CCS技術內

涵及實施可

行性 

CO2封存永

續性及安全

性評估 

我國CCS推

動執行相關

法規之配合

與規範 

我國推動

CCS技術以

達成減碳目

標之必要性 

我國CCS推

動模式 

CCS成本效

益分析 

CCS對經濟

產業、環保

與社會的影

響 

CCS資訊公

開及全民參

與機制 

國際CCS推

動策略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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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民眾對碳捕存之關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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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CCS資訊推廣及教育宣導 

還能怎樣-公民的能源通識課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Pansci.tw 泛科學、經濟部能源局共同主辦。 

油氣能源的現在與未來議題由謝秉志副教授(成功大學資源工程
系)進行講座，其中包含能源的國際情勢以及臺灣利用的狀況與
減碳工程─碳封存技術之內容。 

資料來源： http://pansci.asia/archives/8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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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CCS資訊推廣及教育宣導 

由台灣經濟研究院主辦、中油公司協辦之能源
教育宣導活動： 
參訪中油永和山六號井之碳封存試驗場址。 
利用小蘇打粉與檸檬酸產生之二氧化碳氣體，並利
用地層模型介紹封存二氧化碳的方式。 

27 
資料來源：中油公司CCS研發聯盟 



擴大CCS資訊推廣及教育宣導 

 文宣定位：入門訊息、簡捷清晰、廣泛使用。 

 宣導對象：一般民眾、環保團體等。 

 文宣內容：暖化減緩，CCS貢獻，國內推行潛力，CCS安全監控
國際趨勢。 

 文宣規劃與內容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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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CCS資訊推廣及教育宣導 

透過製作碳捕存宣導影片並上傳至影片分享平台，使更多
民眾可以透過簡單的影片介紹，了解碳捕存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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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近年臺灣民眾意識抬頭，且碳捕存技術仍有
環境風險之疑慮，因此未來開發單位除了妥
善進行碳捕存相關風險及監測計畫外，更應
研擬民眾溝通之策略應並盡早執行。 

臺灣雖已展開相關碳捕存民眾溝通、宣導、
教育活動及文宣，但一般民眾對碳捕存技術
之認知度仍不足，政府及相關單位應加強碳
捕存技術宣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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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