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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為當前最重要的環境議題，於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通過後，2005年京

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對於如何緩解氣候變化及應對方式等做出規定，並提出減量目標。

最新之發展則為2015年之巴黎協定，重點為升溫限制在2°C以下並以1.5°C為目標、成立綠

色氣候基金及各國每5年提交報告及檢討。

國內為因應國際趨勢發展已制定相關法令及提出具體作為，在工程方面提出道路工

程碳足跡管理機制，並進而影響供應商進行碳足跡盤查，上下游共同思考減碳策略，此

亦為碳足跡議題的國際趨勢，期許未來能建置更完整的本土化碳排放係數資料庫。

本文同時亦針對目前水利署及工業局正極力推動之水足跡盤查方式與引用標準擇要

說明，水足跡係以生命週期評估(LCA)技術為基礎，評估產品生命週期中各項活動對於水

之耗用狀況，與碳足跡用於評估產品之碳排放量觀念相似，未來道路工程亦可藉由系統

性之水足跡盤查進行全面性評估。

1 2 3 4 5 6 7 8

壹、前言

隨著氣候異常及地球暖化現象加劇，氣候

變遷已成為全球最嚴峻的考驗。緩和氣候變遷

亟需世界各國共同努力，1992年於聯合國總

部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後，自1995年起，締約國每年均召開公約締約

國大會(COP會議)，提供談判磋商的平臺。2005

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對於如何緩解氣候變化及

應對方式等做出規定，並提出具有法律效力的

減量目標，成為扭轉全球氣候變遷的重要議

定書。

2009年UNFCCC第15次締約國大會(COP 

15)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哥本哈根協定要求

附件一國家之量化減量目標承諾與非附件一國

家之國家適當減緩行動(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NAMAs)皆需要進行可量

測、可報告與可查證(Measurable, Reportable 

and Verifiable, MRV)行動。2014年UNFCCC第

20次締約國大會(COP 20)在秘魯利馬召開，利

馬氣候行動則呼籲締約國於2015年巴黎舉行

UNFCCC第21次締約國大會(COP 21)前，提交可

展現最大減碳企圖心並符合各國國情的「國家

自定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

2015年召開之巴黎氣候會議(COP 21)已順

利達成一份涵蓋所有締約方且具法律約束力的

新氣候協議，為全球對抗氣候變遷奠立更厚實

的互信基礎與合作機制，後續作業將限期開放

各國簽署巴黎協定，生效門檻則為55個締約國

且其溫室氣體排放量須佔全球55%。該協定之

重點為(1)升溫限制在2°C以下，以1.5°C為追求目

標；(2)募集每年1,000億美金綠色氣候基金；(3)

各國每5年提交報告及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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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環保署提出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已於2015年7月公布施行，自此正式邁入減

碳新時代。該法明定我國2050年長期減量目標

及以五年為一期的階段管制目標，搭配具經濟

誘因的管理措施，逐步建立從免費核配到有價

配售的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未來將以減緩、

調適及綠色成長3大主軸，推動臺灣因應氣候變

遷的具體作為。

環保署於2015年9月在行政院院會提報我

國INDC報告書，該報告書設定2030年溫室氣體

排放量為依現況發展趨勢推估情境(Business as 

Usual, BAU)減量50%，相當於2005年排放量再

減20%。配合「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公布

施行，此INDC設定的2030年排放目標恰可作為

此法在2050年將排放量降至2005年50%以下的

階段性目標。

目前政府在相關法令已制定完善，更結

合產業發展調整，除要求高耗能產業等重要碳

排放源每年進行溫室氣體申報及提出減量外，

工程碳足跡管理概念亦陸續受重視，主要由交

通部公路總局率先提出道路工程碳足跡管理機

制，並將碳足跡盤查正式導入工程中。

貳、工程碳足跡發展趨勢

國際碳管理整體發展係由組織型碳盤查管

制開始，逐步將盤查範圍擴展至相關供應鏈，重

視產品與服務碳足跡，以掌握完整生命週期之溫

室氣體排放。各國由過去強調組織營運的組織型

碳盤查，轉為全生命週期考量的碳盤查，亦即

碳足跡盤查(詳圖1)；期藉由全生命週期碳足跡

盤查，找出生命週期中最具成效之減碳方法，

以提出具體而有效益的碳足跡、碳中和等作為。

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計算已逐漸成為

排碳量與削減的重要評估項目，長遠係配合排

放源付費的觀念釐清碳排放量歸屬。實務上以

全生命週期進行活動行為(包含原物料、生產過

程、運輸及廢棄物處理等)之碳排放量評估及檢

視污染者與排放源，才能透過系統性之供應鏈

關連方式，有效帶動整體的節能減碳。

碳足跡管理已成為不可逆之趨勢，而工程

碳管理亦日漸受到重視，國際計算碳足跡之標

準，採PAS 2050：2011與ISO/TS 14067並行，

在技術層面上，透過碳足跡計算的國際標準，

將可有效評估工程生命週期之溫室氣體排放狀

圖1 國際對溫室氣體管制之要求及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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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數據描述及質量要求等，與環保署公告

之PCR尚無明顯差異；惟我國之PCR在功能單位

宣告上皆註明有寬度、斷面積等，以利區別不

同寬度或斷面積之基礎建設。

在國內，行政院環保署已公告多項工程相

關之碳足跡邊界設定文件，包括基礎建設-道

路、隧道、橋梁與建築物PCR，內容定義包含基

礎建設之系統邊界、生命週期範圍。針對原料

取得階段、施工建造階段及管理營運階段之一

級數據、二級數據之來源與情境皆詳列規範，

以作為未來基礎建設-道路、隧道、橋梁等工程

及建築物計算碳足跡之依據。

上述工程類別PCR為未來國內同類型公共工

程於執行碳足跡計算及碳盤查工作時之參考依

據，目前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台9線南

迴公路、西濱快速公路等公共工程已展開碳足

跡之盤查計算工作，期藉由碳排放之清查與管

制，落實公共工程節能減碳，達到永續發展的

目標。參考環保署資料，摘錄道路工程PCR生命

週期範圍詳圖4。

況，藉以進行碳排放之管理。碳足跡計算過程

中，須設定相關之邊界條件，隨著國內外工程

相關之碳管理文件之齊備，工程碳管理的全面

導入亦將成為工程設計施作之重要工作項目。

國外實務上，瑞典運輸管理局於2014年經

由國際EPDs系統正式公告公路、街道及道路產

品類別規則(Product Category Rules, PCR)，為國

際道路碳盤查之先驅準則。內容包含總則、產

品定義、功能單位宣告、內容聲明、單位及數

量、系統邊界、截斷原則、分配原則、數據描

述及數據質量要求、環境產品宣告內容、環境

產品宣告之有效性、PCR修改等12節。其道路

PCR宣告單位為公里/主要道路-年，生命週期範

圍如圖2所示。

挪威公路局及LCA實驗室於2013年經由國

際EPDs系統正式公告橋梁及高架道路PCR，內容

同樣包含12節。此橋梁PCR宣告單位為公尺/年

(參考服務年限)，其生命週期範圍如圖3所示。

以上經由International EPD® System公告之道路、

橋梁PCR，經檢討其主要原則如系統邊界、截斷

圖2 瑞典道路PCR生命週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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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挪威橋梁及高架道路PCR生命週期範圍

                          圖4 國內道路工程PCR生命週期範圍

參、目前國內碳足跡盤查現況及
執行成果

本團隊目前負責執行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

善後續計畫安朔草埔段與金崙大鳥段委託工程

碳管理暨碳足跡盤查輔導及查證服務工作，相

關盤查範圍及工作內容分述如下。

一、計畫目標

本項工作整體構想及目標如圖5所示，執行

方式如下：

(一)  先行進行資料蒐集分析及制度建立，

由國內外資料蒐集確認本計畫工程盤

查輔導邊界、程序、內涵及制度；並

依本計畫執行經驗，提供訂定我國工

程碳足跡盤查作業程序建議，並依環

保署通過之道路工程PCR續辦。

(二)  而後於碳足跡盤查輔導及查證階段，

經由實際盤查數據建立國內道路工程

等活動資料；並由生命週期軟體、資

料庫及材料供應商配合盤查提供之數

據，建立國內工程碳足跡計算之本土

化參數資料庫。相關資料取得及確認

後，進一步量化本工程各標碳足跡；

於工程完工後，經由查驗機構查證並

取得碳足跡查證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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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情形

碳排放量係由活動數據及碳排放係數計算

而得，即碳排放量=活動數據×碳排放係數，圖

8所示為台9線南迴公路金崙大鳥段案例。

(三)  最後在整體計畫執行長期目標方面，

透過計畫執行，掌握工程重大碳排放

源，由碳排放量與工程特性關連性瞭

解工程碳足跡影響因子，將可供其他

工程計畫於規劃設計階段進行排碳量

或減碳量推估之參考，並作為後續工

程施工及採購規範擬定參考。

二、工作內容及範圍

碳盤查工作內容包括文獻資料蒐集及碳

足跡盤查制度與程序之建立、各標工程細部設

計成果之碳排放量評估、建立各標工程排碳資

料庫、實際工程碳足跡輔導及盤查、查驗及查

證、計算工程碳排放總量、總體碳匯變化量調

查、碳排放量評估及研擬減碳成效成果報告。

其中碳足跡盤查、排碳量彙整與碳匯調查三個

項目，係將施工期間承包商相關活動行為、燃

料、外購電力及植栽移除等均納入碳盤查範

圍，工作範圍詳圖6。

三、工作流程

依據前述之工作範圍與內容，並參考國內

其他道路工程碳足跡盤查案例及道路工程PCR，

研擬碳盤查作業流程如圖7。

圖5 計畫執行目標 圖6 碳盤查工作範圍

圖7 碳盤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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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數據取得

 為符合PAS2050及ISO14067之規定，

同時遵循道路工程PCR之相關規定，本團隊

依據各標段實際情形，分別研擬客製化之

碳足跡盤查表單，藉由表單填報取得施工

過程之活動數據。

 道路工程施工階段應納入碳排放量

估算的項目包括施工過程現場機具設備等

使用燃料之直接排放及外購電力之間接排

放；另有來自工區範圍外工程材料的生產

排碳，施工機具設備、材料及人員的運輸

排碳；及在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及登錄管

理原則提及之碳匯變化量。道路工程碳足

跡盤查系統邊界如圖9所示。

(二) 碳排放係數取得

 盤查過程原物料之碳排放係數以國內

業者自行盤查之成果、環保署公告、內政

部公告建築材料、國內外生命週期軟體資

料庫等為選取係數之主要來源。針對大宗

原物料則盡量進行實地盤查，期藉由碳足

跡盤查計畫之執行，推動各級原物料碳足

跡盤查作業，藉以強化本土碳排放係數資

料庫。

(三) 碳排放量之計算

 工程承包商依每日施工行為蒐集活動

數據，將數據資料填入碳足跡盤查作業表

單，連同佐證資料上傳至碳足跡管理系統

中，乘上經本團隊蒐集整理之排放係數，

即可得到道路施工階段實際排碳量，計算

方式示意如圖10。

       圖9 道路施工階段排碳量計算範圍

圖8 道路工程施工階段之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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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6月30日止已施作數量為1,538支，累

積完成進度達95%。彙整本標自102年11月

開始施作全套管基樁之日起至104年6月止

所有施作全套管基樁之工程材料、施工機

具加油量及運輸油耗等資料累積計算，得

出全套基樁之碳足跡。

 B1標至104年6月止施作全套管基樁之總長

度為15,968.85m，期間耗用之混凝土、鋼筋、

試驗測管、材料運輸及機具用油之碳排放量

計算如表1及圖11所示，計算出本標直徑約1.2

公尺之全套管基樁碳足跡為815.05 kgCO
2
e/m。

(四) 初步盤查成果

 台9線南迴公路碳足跡盤查計畫自102

年起執行迄今，除每半年定期彙整工程施工

之碳排放量外，亦開始針對已完成工作項目

進行碳足跡單元分析，目前已分析成果有

全套管基樁及消波塊等，分別說明如下。

1.  金崙大鳥段B1標-全套管基樁碳足跡盤查

成果

 B1標全套管基樁設計數量為1,609支，至

圖10 碳排放量計算示意圖

表1 B1標全套管基樁碳足跡計算表

耗用材料與能源名稱 使用量
單
位

單程
運距
(km)

碳排放
係數

單位 碳排放量 單位
單位碳
排放量

單位

結構用混凝土(水中)，設
計強度210kgf/cm2 (Ⅱ型
低鹼水泥)，水灰比≦0.5

18,061.19 m3 　 219.74 kgCO
2
e/m3 3,968,765.89 kgCO

2
e 248.53 kgCO

2
e/m

鋼筋材料，SD280W 17,247.00 kg 　 0.886 kgCO
2
e/kg 15,280.84 kgCO

2
e 0.96 kgCO

2
e/m

鋼筋材料，SD420W 8,220,769.00 kg 　 0.907 kgCO
2
e/kg 7,456,237.48 kgCO

2
e 466.92 kgCO

2
e/m

基樁完整性試驗測管 53,647.84 kg 　 6.1 kgCO
2
e/kg 327,251.81 kgCO

2
e 20.49 kgCO

2
e/m

全套管基樁鑽掘機組油耗 
(柴油)

275,306.02 L 　 3.45 kgCO
2
e/L 949,805.79 kgCO

2
e 59.48 kgCO

2
e/m

混凝土運輸 42,443.80 t 20 0.194 kgCO
2
e/tkm 164,681.93 kgCO

2
e 10.31 kgCO

2
e/m

鋼筋運輸 8,238.02 t 115 0.137 kgCO
2
e/tkm 129,789.94 kgCO

2
e 8.13 kgCO

2
e/m

試驗測管運輸 53.65 t 245 0.279 kgCO
2
e/tkm 3,667.10 kgCO

2
e 0.

2
3 kgCO

2
e/m

合計 815.05 kgCO
2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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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武漁港養灘工程-消波塊碳足跡盤查成

果(C標)

 大武漁港養灘工程使用消波塊進行北

突堤、北離岸堤、南突堤及南離岸堤之構

築，其中又分為A型方塊、B型方塊、C型

方塊、5T截頭塊、10T消波塊、15T消波塊

及30T消波塊共七類，各類消波塊使用數量

及碳排放量如表2及圖12所示，以30T消波

塊為例，其材料、運輸及機具之各項碳排

放量分布情形如圖13所示。

肆、工程碳足跡擴大至供應鏈廠
商之效益

本團隊工作內容除依國際規範盤查道路工

程碳足跡排放量外，亦包含提出道路工程減碳

的有效及可行之建議。

以104年上半年度金崙大鳥段B1標碳足跡盤

查結果而言，其中材料使用所造成之碳排放量

佔本工程建造階段總碳排放量之89.11%，故可

推論藉由選用較低碳排放量之材料所達到的減

碳效益對本工程總量最為顯著。有鑑於此，本

團隊認為對工程主要原料供應商推廣碳足跡與

節能減碳觀念為必要工作，故於計畫執行期間

圖11 B1標全套管基樁碳排放量情形

表2 大武漁港養灘工程各類消波塊碳排放量計算

      結果      

   註：上表為實際現場統計資料，非結算資料

圖12 大武漁港養灘工程-消波塊碳足跡盤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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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30T消波塊之各項碳排放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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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主要材料供應商的產品碳足跡盤查。

目前已經完成之原物料盤查包括103年完

成東和鋼鐵高雄廠鋼筋碳足跡盤查，及104年完

成磐興與礐興預拌廠之預拌混凝土與噴凝土盤

查、台泥蘇澳廠之II型波特蘭水泥盤查，其中

東和鋼鐵高雄廠之鋼筋碳足跡更通過國際第三

方公證機構之認證。在供應商碳足跡盤查輔導

過程中，本團隊除提供完整的碳足跡教育訓練

外，亦對盤查結果之分析與供應商討論可能之

減碳策略。

本團隊執行此計畫提出之供應商材料碳

足跡盤查推廣除可增加本身工程碳足跡之一級

數據占比，使碳足跡盤查結果可信度更高外，

亦間接協助國內各項工程碳足跡的盤查活動，

建立可靠的本土工程材料碳足跡資料庫，且藉

由本身的能量擴散並影響供應商進行碳足跡盤

查，上下游共同思考減碳策略，此亦為碳足跡

議題的國際趨勢，期許未來能建置更完整的本

土化材料碳排放係數資料庫。

伍、國內外水足跡發展現況及趨勢

氣候變遷已確定為未來幾十年內各國政

府、企業與人民面臨的最大挑戰，國內在碳管

理方面已漸上軌道，水足跡則尚屬起步階段，

有待各界之共同努力。參考The Global Risk 

Report 2015，其指出Water crises 蟬聯全球重

大風險之一(如圖14)，不論從民生或從企業的

角度，用水危機皆為需要高度關注的議題，並

指出，“The world faces a 40 percent global 

shortfall between forecasted water demand and 

圖14 The Global Risks Landscap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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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supplies by 2030.”，這也說明若不妥

善管理水資源，2030年全球將有40%左右的水

資源供需無法平衡，我們的生存也將面臨威脅。

水資源的管理成為現今經營管理上須面

臨的問題，水資源的風險同時也對財務產生影

響，有效的水資源管理可以提高企業的價值及

降低營運風險。全球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威脅及

天然資源的短缺，將使營運問題更為複雜，隨

著近年來全球化的趨勢，企業不僅須降低營運

成本，更須要管理非直接的營運如供應鏈的管

理。(水資源管理趨勢如圖15所示)。

若要全面性的管理水資源的各項風險，首

先應識別各項與水資源相關之風險，並建立水

資源相關管理策略，從而建立可運用之水資源

相關優勢(水資源管理策略步驟如圖16所示)，水

足跡的揭露與運用，則是建立水資源管理策略

的重要基礎工作。

相對於碳足跡計算及標示已在國際社會上

推動數年，各界對水足跡相對陌生，但由於全

球水資源管理議題面臨的挑戰日益嚴峻，在產

品碳足跡的綠色消費理念被普遍認同之後，水

足跡將與碳足跡一樣成為重要環境資訊揭露項

目之一。水足跡的概念與生態足跡和碳足跡的

概念相似，為探討人類用水需求對環境的負荷

指標，乃由John Anthony Allan教授在1990年代

圖15 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圖16 水資源管理之策略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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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稀少性足跡(water scarcity footprint)。水

足跡以生命週期評估技術為基礎，評估產品生

命週期中各項活動對於水之耗用狀況，原物料

階段主要在蒐集產品生產過程中所需要使用之

各項原物料間接耗水情況，而在製造階段，則

主要評估製造過程中之直接水消耗狀況，進而

依據ISO 14046：2014之要求評估出產品水資源

相關潛在環境衝擊。

計算水足跡之過程中，除直接水足跡需要

計算，間接水足跡亦需要明確計算，其中包含

產業所能使用之能資源，於前端自天然資源狀

態經過轉換成產業可用能資源狀態耗用之水足

跡資訊，如發電每度所耗用之水足跡，及自來

水供水一度所耗用之水足跡。透過水足跡之盤

查，可協助與世界環保趨勢接軌，並透過直接

與間接水之盤查計算，瞭解水源消耗情形，進

初期所提出的「虛擬水資源」(virtual water)概念

衍生而來，並由Arjen Y. Hoekstra教授於2002年

提出此一名詞(Hoekstra，2003)。

為推廣水足跡概念並落實水足跡的估算， 

Hoekstra教授成立了WFN(Water Footprint Net- 

work)，並先後在2009年和2011年公布二版水足

跡評估手冊：「水足跡手冊」(Water Footprint 

Manual)和「水足跡評估手冊—全球標準之制訂」

(The Water Footprint Assessment Manual–Setting 

the Global Standard)(Hoekstra et al.，2009、

2011)。WFN出版的兩本手冊是國際上較完整的

水足跡評估手冊，也是國內在ISO 14046：2014

公布前估算水足跡的重要參考依據和準則。

水足跡的概念提出後，很快受到國際組織

和國際大廠的重視與推廣。ISO組織自2009年開

始著手制訂水足跡的國際標準ISO 14046，並於

2014年8月1日出版正式國際標準ISO 14046：

2014。由ISO 14046：2014的標題「環境管

理-水足跡-原則、要求和指引(Environmental 

management–Water footprint–Principles,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來看，水足跡被

ISO界定為環境管理之一環。

水足跡評估的主要目的在於增加對水資源

相關潛在環境衝擊的瞭解，並以生命週期評估

做為產品、製程和組織水足跡評估之基礎。水

足跡評估應包括生命週期評估的四階段：界定

目的和範疇、水足跡盤查分析、水資源衝擊評

估和結果闡釋。而水足跡盤查研究應包含生命

週期評估之三階段：目的與範疇界定、水足跡

盤查分析和結果闡釋。(如圖17)

ISO 14046：2014對水足跡的界定與WFN

有所不同，強調水足跡的評估或盤查是由生命

週期分析的觀點評估水資源相關的環境衝擊。

只有當其評估是完整的，其結果才能稱為「水

足跡」，否則必須加以標示水足跡的特性，例

資料來源：ISO 14046:2014

圖17 水足跡評估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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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掌握內部用水之分布，做出適度的管理與節

約，建置完整用水管理系統，以達到降低水資

源依賴之目標。

陸、結語

一、 辦理工程碳足跡盤查工作，是走在時代前

端且正確的道路上；藉由實際的工地盤查

工作，可瞭解各個工項及工料的碳排放

量，標定重大之排放源，進而發展減碳策

略，達到減碳工法及低碳材料之目標。

二、 目前交通部公路總局已有5個以上之工程

碳足跡盤查計畫執行中，其他機關如國工

局、鐵工局也開始辦理工地實務碳盤查計

畫。公路總局依據目前實際盤查程序及內

容，參考國際規範及產品類別規則，於103

年5月向環保署申請通過國內道路、橋梁、

隧道之CFP-PCR(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

成為國內相關工程碳足跡盤查計畫辦理之

準則及依循。未來其他類型工程計畫(如軌

道工程、水利工程等)發展適用之CFP-PCR

後，相關規則依循將更為完整。

三、 依據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工程計畫碳盤

查工作初步成果，直徑1.2公尺之全套管基樁

碳足跡為815.05 kgCO
2
e/m，30噸消波塊碳足

跡為3,366.19 kgCO
2
e/塊，陸續已建立部分工

項之本土化單位排放係數，未來隨著計畫進

度，可盤查出更多工項之排放係數(如橋梁

基礎、墩柱、上部結構、或路基填築等)，

供後續工程於設計階段推估排碳量參考。

四、 1.2公尺全套管基樁與30噸消波塊碳排放量

之組成占比不同；1.2公尺全套管基樁工料

與機具(含測試)碳排放量之占比約為88%：

12%，30噸消波塊則約為98%：2%，顯示

不同施工項目之碳排放量組成比例不同。

以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工程計畫現階

段成果，初步分析橋梁工程工料與機具之

碳排放量約93%：7%；隧道工程約84%：

16%。前述利用目前碳足跡盤查成果分析

出該工程或工項之材料用量與機具能耗之

碳排放量比例，可作為後續減碳策略決定

之重要參考數據。

五、 工程材料之碳排放量為工程主要排放源，

盤查期間針對大宗材料如鋼筋、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型鋼、預力鋼腱(錨座)等，進

行材料供應商之產品碳足跡盤查，以掌握

及建立本土化碳排放係數資料庫。

六、 預期水資源供需分配將為另一個高度關注

的議題，目前水利署、工業局等機關已開

始重視水資源平衡議題，多家企業已導入

水資源管理經驗。水足跡係以生命週期評

估技術為基礎，評估產品生命週期中各項

活動對於水之耗用狀況，與碳足跡用於評

估產品之碳排放量相似。且ISO 14046已將

水足跡界定為環境管理之一環，對於地球

日益枯竭之水資源，以及其對環境之潛在

衝擊影響，實有必要透過全生命週期之水

足跡盤查，瞭解大宗耗用水資源之產業，

進而有效管理及改善各階段之耗用水量。

道路工程對於水資源之管理，未來亦可藉

由系統性之水足跡盤查進行全面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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