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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背景
•冷戰威脅

•資源欠缺

制度
• Capacity 

• Embedded Autonomy 

意志、決心
•生存掙扎

背景
• 氣候變遷

• 經濟轉型

制度
• Capacity 

• Ideational Embeddedness

意志、決心
• 永續

• 氣候公民

新發展願景

發展願景



01 邁向低碳社會刻不容緩

02 國際能源轉型的趨勢

03 能怎麼轉？路線圖和建議

04 臺灣的下一步：轉型的結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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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中央社, 台灣英文新聞, 中時電子報, 台灣民報



今日的社會技術政體是奠基在化石燃料之上，
藉著燃燒不僅是供給能源，而是同時支撐了
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系統。

1973與2014年各種燃料發電量占比
資料來源：參照IEA, 2016a: 24

2016年台電發購電量結構
資料來源：台電，2017



邁向低碳社會刻不容緩

2016年初

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

啟動

01

190個國家

提送

自訂減量貢獻

02

2016年底

巴黎協定

生效

03

2138家企業

亦提出

自主減量行動

05

2508個城市

提出

自主減量行動

04

6



邁向低碳社會刻不容緩

各減量措施之貢獻度
WBGU最低風險路徑：避免CCS和核能的技術選項，提高再生能源發展和能源效率

資料來源：IE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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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GU轉型路徑圖：2010-2050年去碳路線圖

資料來源：WBGU（201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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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的最大障礙？

政治

1. 氣候政策目標入憲和入法

2. 公開、參與和審議

3. 氣候政策主流化

4. 未來世代代表

資料來源：WBGU, 2011



變革行動者 & 轉型的時間與動態變化

圖 觀念和行為的社會散播階段，以及變革行動者在轉型過程中的角色
資料來源：WBGU,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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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轉型的時間與動態變化
資料來源：WBGU, 2011



WBGU 所提出的能源轉型願景以及治理機制，其關鍵資訊如下：

1. 去碳化

2. 共同效益

3. 核能？

4. 積極國家、變革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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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是關鍵

2015年再生能源提供的就業人數
資料來源： IRENA, 2016。

全球能源效率市場現況
資料來源：IE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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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GU轉型路徑圖：Jürgen Schmid願景

資料來源：WBGU,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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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下一步：轉型的結構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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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鴻溝分析 – 願景面

面向 WBGU 台灣現行政策 轉型鴻溝

去碳化目標 2050去碳化 2050: 溫室氣體排放量較2005年減半
長期減碳目標積極性不足以達到
去碳化的要求

再生能源

2025: 太陽光電為2015年10

倍、風力發電為6倍。
2050：太陽能與風力佔比達
到近70%

2025: 太陽光電為2015年28倍，風力為
9倍。
2025: 再生能源佔比達到20%。

近期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與
WBGU短期進程相符，但應更
積極提出長期目標。

無煤時程 2030: 淘汰煤炭 2025: 燃煤發電降至30%
2025後減煤速度需極速增加，
方達WBGU建議值。

非核時程 2035: 全球核電除役 2025: 核電全數除役 與 WBGU願景一致

能源需求
全球年均用電成長率1%，已
開發國家應負成長。

2020年前:年均用電量成長抑制於1%以
內，但2016年用電量成長2.3%

現行政策目標與成效不及抑制電
力增長需求

建築部門 2030: 零耗能建築
僅有綠建築與建築隔熱標準提升目標
無零耗能建築的推動時程與目標

現行目標與政策力道均不及國際
能源轉型研究建議

運輸部門
2030: 新增運具不得為燃油
車輛

僅有短期電動車與大眾運輸推動目標，
無積極淘汰燃油運具的時程與目標

現行目標與政策力道均不及國際
能源轉型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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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鴻溝分析 – 政策工具面

面向 WBGU 台灣現行政策 轉型鴻溝

化石燃料補貼
2020年前中止所有化石燃料
補貼

參與國際同儕審查程序
尚未揭露，亦無明確改革
時程

碳定價
2020: 稅額應達每噸30美元，
2060: 應增加至260美元

碳交易制度尚未提出碳底價確
保碳價格
未提出能源稅推動時程

現行機制未能確保碳價格
具有充分政策效力

躉購制度
全球各國應儘速建構躉購制度
加速再生能源推動

2009: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建
立躉購制度

需持續檢討費率與行政程
序對於小型再生能源的鼓
勵作用

財政工具 應建立永續主權基金
國發基金將綠色能源列為投資
標的

尚未檢討類主權基金對於
能源轉型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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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鴻溝分析 – 治理面

面向 WBGU 台灣現行政策 轉型鴻溝

氣候政策目標入憲和
入法

憲法層級將氣候目標列為國
家目標

憲法增修條文提及環境權

推動環境權入憲時應強調
氣候變遷構面

訂定專法 2015年通過溫管法

擴大民眾參與 公民訴訟 -已有公民訴訟制度。
關鍵能源轉型政策尚未採
行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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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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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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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歷年核能發電量占總量的百
分比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5。



國際歷年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總圖

生質燃料、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的裝置量建設趨勢

資料來源：參照 REN21（2016），本研究翻譯。

說明：A. 生物燃料；B. 太陽光電；C. 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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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GU轉型路徑圖：2010-2050年去碳路線圖

資料來源：WBGU, 2016

22

2010-2020

無悔政策推行期
2020-2030

全力衝刺期
2030-2040

多重突破期
2040-2050

檢討與修正期

法制
工具

建立碳稅、碳交易系統、額
度系統、給產業提升能源效
率的誘因

大規模推動躉購費率制度
（FIT）
- 中止所有化石燃料補貼

此期間應將碳稅提升至每噸 30

美元

過去的化石燃料補貼金額轉向
再生能源

持續提升碳稅稅額 2060年時碳稅應提升至每
噸260美元

強化既有的成就和修正過去
的錯誤

潔淨
能源
技術

-提升電池和儲能效率
-發展飛機推進系統的潔淨替代
方案

-確保變動性再生能源儲存
率達到90% 

-電網傳輸最佳化
-漂浮式再生能源具突破性
發展

大部份的歐洲國家2040年
就應去碳，美洲和亞洲國家
則應該在2050年前達成能
源系統的去碳化。 -天然氣

於能源結構中尚有角色，然
需搭配碳捕捉封存技術

交通 促使新增運具中無燃油車輛 -道路應該轉為完全的移動

基礎設施：供應推進力並
降低磨損

財務 建立永續研究和發展的基金 由全球永續轉型研發經費投入
大幅增長至今日的十倍

城市
與建
設

多中心的架構中推動永續生活
型態與永續都會化

-零耗能建築發展
-建築部門應以木材、磚塊

等氣候友善建材替代鋼鐵
與水泥

其他 改變飲食習慣、降低食物浪
費

確保保護自然碳匯和碳庫、生
態系，搭配生物能源與碳捕獲
和儲存（BECCS）的投資，每
年大氣中碳匯移除量須達 1億噸

透過大幅造林和有限度的
BECCS使碳匯吸收量較前
期加倍。

持續去碳

資料來源：WBGU, 2016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ontrol variables for seven of the nine planetary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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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Steffen, W. et al.,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