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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中氣候變遷、食品安全、環境污

染等風險社會議題頻傳，政府、產業與民間彼此

對立、不信任，使得問題如滾雪球般地擴大直至

難以解決。對此，本中心倡議因應鉅變時代，唯

有強化風險治理研究，提升公眾風險感知，並將

其落實於有效的政策風險溝通，進而提升政府、

公民與產業三方面的信任，如此才能突破困境，

為難解的議題提出解決方案，即「聚焦風險治理

研究，強化風險溝通實踐」。

鑑此，臺大社科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

心致力於研究「全球低碳社會經濟、能源與社會

轉型」主議題，在此架構下延伸四個子議題「氣

候變遷能源轉型」、「低碳創新綠色經濟」、「食

品安全」與「新社會風險」。這些議題為當前臺

灣社會轉型的關鍵。本中心以進行研究來提供政

策參考，建立長程政策論述與規劃建言外，本中

心亦企圖將這些學術研究成果轉譯為企業、政府

與公民易懂的知識內容，進行有效知識傳播，打

破學術與社會藩籬，全面強化風險溝通實踐。

序



為了讓學術不僅只是知識生產，並且實踐知識轉譯，本中心自 2015年

開始年度working paper系列出版，突破學術藩籬讓知識公開傳散。今年 (2017

年 )以一年三期的系統性規劃，並依照中心研究議題和相應重要時事而發刊。

「聚焦風險治理研究、強化風險溝通實踐」是條漫漫長路，唯有邁開步伐、

進行典範轉移，使臺灣能面對鉅變世代下的發展危機，傳散風險溝通知識來

紮根下一世代，才得以突破臺灣社會轉型困境。

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從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卓越的學術位置出發，

希望藉由《THE WORKING PAPER OF RSPRC 2017》系列叢書的出版，一同

為突破臺灣社會轉型的困境努力！聚焦風險治理研究與強化風險溝通實踐，

促進臺灣社會轉型的想法，仰賴深植臺灣社會、經濟且高瞻遠矚的閱聽眾來

支持。讓我們不僅正視問題也共同面對挑戰，同時將希望的種子紮根於臺灣

社會。希望藉由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來打造更永續的世界，一同朝向臺灣低

碳、美好未來。

風險社會與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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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前氣候變遷已給全球帶來難以避免且複雜龐大的風險，臺灣不

單需要配合調適及積極因應，更要重新定位國家發展的核心價值，並

深刻地思考如何在國家、經濟、社會及自然環境之間訂定新的「社會

契約」。我們倡議這個新契約的約定即是「必須朝向低碳社會與能源

轉型一起行動與學習，而且刻不容緩」。本文先說明目前國際最新邁

向低碳轉型的主要趨勢，並分析國際相關政策及治理方向。經比較後，

本文認為德國全球變遷諮詢委員會 2011 年提出的深入詳盡報告《變

遷中的世界：一份永續社會契約》最具前瞻性及可行性，應做為臺灣

新發展願景的重要參考。接著，本文蒐集及分析當前我國社會脈絡下

低碳轉型之現況、政策與案例，最後依此進一步對我國未來發展提供

若干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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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氣候變遷可說是人類社會當今所面臨最嚴峻的複合性風險。其規

模影響之巨、尺度之廣，除令人怵目驚心的環境風險外，也將牽一髮

而動全身地引發健康風險、科技風險、政治風險等，捲動人類社會難

以承受之複合性大災難。由於氣候變遷帶來的複合性風險，均非單一

民族國家、單一學科領域或單一方法論取向，便可畢其功於一役。這

個棘手又亟待解決的共業，需要有全球各階層與專業、不同行動者攜

手，才有可能從政治、經濟、環境、生活方式上，共同推動重大變革。

臺灣作為國際社會一份子，也無法自外於這個必須要承擔的國際群體

責任：啟動低碳轉型到社會轉型，成為我國未來發展的願景。因為畢

竟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而我們大家都在同一艘船上。 

2015 年 12 月 11 日依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在法國巴黎召開

第 21 次締約國大會（The 21st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21）通過

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各締約國承諾共同致力於追求全球平

均升溫幅度不超過 1.5℃以上的水準，以阻止全球暖化加劇。截至 2017

年 3 月 15 日，這項協定已有 134 國完成其國內批准程序，占溫室氣

體總排放量八成以上，並已於同年 11 月 4 日正式生效。協定要求各

國需以五年為週期，定期盤點減少排放量目標適切性，同時也要求已

開發國家在 2020 年前共同籌措 1,000 億美元的基金，協助開發中國

家達到減碳目標。 

這項協定堪稱全球國際社群為減碳所做的歷史性通力大合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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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世界氣象組織（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2016）

近五年的氣候變遷體檢報告卻顯示，2016 年的年均溫較工業革命之

前增加 1.2℃，成為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極端氣候現象，例如海

平面持續上升、熱浪、某些地區極端冷熱、長期性乾旱、毀滅性的洪

水、颱風、氣旋等這些環境風險，在可預見的未來都將情況加劇，甚

至成為常態。大自然反撲速度之迅速，顯見國際社會即使朝向低碳轉

型跨出一大步，卻仍遠追不上在既有高碳發展模式下的暖化速度。倘

若我們再坐視不管，任憑全球均溫上升 2℃，屆時將引發洪水、生物

多樣性改變、糧食不足等複合性風險。因此，邁向低碳社會與能源轉

型已經不是人類永續生存發展的選項之一，而是唯一的選擇，更是我

們人類對於僅有的地球所必須要作出的承諾。 

為面對上述嚴肅且迫切的議題，本文目的在提倡低碳能源轉型的

願景，即在臺灣科學、政治、經濟與公民社會中形成一個新的「社會

契約」，與當前全球國際社群邁向低碳永續經濟體系的承諾接軌。所

謂「社會契約」指的是此一變革的幅度已經遠超過科技和技術官僚的

漸進改革所能達到之規模，必須由上到下大家一同捲起袖子共同來承

擔人為因素造成極端氣候變遷的非預期後果，同時為減緩與調適此後

果分擔生態的責任、民主的責任與對後代子孫的責任。這個新的「社

會契約」所倡議的即「我們必須朝向低碳社會與能源轉型一起行動與

學習，而且刻不容緩」。 

為達上述低碳轉型之倡議目的，本文首先提供相關行動的國際趨

勢與實務、國內相關轉型工作的事實基礎，作為邁向新「社會契約」

與整體社會價值轉型的第一步。其次，研究方法上，我們以「德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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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變遷諮詢委員會」（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下

文皆以其德文名稱 WBGU 稱之）2011 年提出的《變遷中的世界：一

份永續社會契約》（World in Transition: A Social Contract for 

Sustainability）的架構進行標竿分析（benchmark analysis）。由於文

明發展與自然環境間之複雜的因果關係，全球各國的減碳行動必須基

於跨學科的科學實證知識，建立一個大型且包含各種價值目標的架構，

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形成建立風險感知的共同事實基礎，才能協助政府

與民間建立共識，繼而凝聚共同願景，集思廣益提出減緩與調適的對

策。 

WBGU 的成員來自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社群，並與聯合國氣候

變遷政府間專家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息息相關，在國際間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這份標竿報告，

建議人類需儘速在能源系統、都市發展，以及土地利用等三個領域進

行系統性轉型，才能及時邁入低碳、永續的社會（WBGU, 2011）。

本研究為邁向低碳轉型社會契約之第一步，先聚焦於能源系統的議題，

因為能源系統為一切發展之基礎核心。 

本文以下各節將簡要討論當前國際減碳趨勢、WBGU 的邁向低

碳社會與能源轉型架構、臺灣歷年來如何應對這些國際趨勢，再精要

地蒐集當前各國能源供需發展之現況，統整國際重要組織的相關觀點。

接著，本研究即蒐集及分析當前我國社會脈絡下低碳轉型之現況、政

策與案例，再依此對我國未來發展提供若干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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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邁向低碳社會刻不容緩 

巴黎協定已經在 2016 年 11 月 4 日生效，不同層次的氣候行動的

動力正持續增強（Marrakech, 2016）。除了 190 個國家已提送其自訂

減量貢獻，全球現亦有 2508 個城市 2138 企業提出其自主減量行動，

皆展示對於推動全球去碳化（decarbonization）的努力（NAZCA, 2017）。

值得注意的是，因應全球暖化與極端氣候挑戰很重要，但長遠發展路

徑的核心議題則是永續發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所設定的 17 項目標，1 便涵蓋當代社會

發展，幾乎從開發中到已開發國家的問題皆可被納入（United Nations, 

2016）。氣候變遷與永續能源也是全球永續發展挑戰的一環。 

不過，也正因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是一個相當寬廣的架構，所

以任何一個國家、地區、城市、組織、個人都需要試圖從這個架構中

重新定位自身處境，發展出應對的技術，同時也架構出最適切的願景。

因此，從實務面及策略面來說，世界上各主要國家包括臺灣，都透過

將優先發展願景設定為「低碳社會」，而跨出明確的一大步。 

在本節當中，我們將由國際社會自京都議定書中所打開的國際減

碳合作爭論，到巴黎協定的所形成的國家自訂貢獻路徑間的轉折，側

寫目前的國際氣候變遷議題之趨勢。其次，則是透過作為對德國聯邦

政府和國會諮詢機構的WBGU，其為2012的第三次地球高峰會（Earth 

                                           
1  17 項目標請參照 United Nations 網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17 goals to trans- 

form our world.”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2016/11/11

檢索。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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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it）所提出的全面報告：《變遷中的世界：一份永續社會契約》，

以指出其核心思維定位為低碳轉型的必要性與可行性；並在此前提下，

提出對能源系統、土地利用、都市化等轉型核心領域之建議（WBGU, 

2011）。最後，則是綜述臺灣面對氣候變遷的國際參與努力和困境，

以及未來的突破點。 

 

一、國際減碳的行動 

國際減碳行動的核心原則，乃是基於 UNFCCC。然而 UNFCCC

缺乏拘束性，因此，國際間嘗試以 1997 年簽訂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來形成具有拘束力的機制。由於京都議定書並未成功形成

全球共同減碳的約束性機制，而後續多次的公約締約國大會的焦點也

持續落在機制和減量的數量之討論上。誠如前述，直到 2015 年底通

過巴黎協定後，終於揭開了全球共同對抗氣候變遷之新頁，2促使全

球一起承諾平均升溫幅度不超過工業革命前水平之 2℃，並努力達到

1.5℃之長期氣溫目標（long-term temperature goal）。 

（一）從京都議定書到巴黎協定 

1. 緣起：京都議定書 

UNFCC 於 1992 年簽署成立，目標將大氣中溫室氣體之濃度，穩

定維持於一個防止人為干擾會危及氣候系統的標準上，並要求公約各

                                           
2  相關 COP 決議，請參考聯合國 UNFCCC。http://unfccc.int/documentation/document_lists 

/items/2960.php。2016/11/22 檢索。 

http://unfccc.int/documentation/document_lists%20/items/2960.php
http://unfccc.int/documentation/document_lists%20/items/296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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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方採取溫室氣體減緩（mitigation）與調適（adaptation）之措施。

惟各締約方並未承擔任何具體減量責任，增加了公約目標成就的高度

不確定性。 

對此，各國決議藉由具備法律拘束力之文件，具體規劃出溫室氣

體減量貢獻。1997 年於 COP 3 簽署成立之「京都議定書」要求已開

發國家先行採取作為以對抗氣候變遷之行動；然而，京都議定書下承

擔具體減量承諾（2008 至 2012 年之人為總二氧化碳當量（CO2e），  

3 應至少以 1990 年排放量作為標準，削減 5%的排放量）之締約方，

僅限於已開發國家，無法拘束因經濟發展快速而產生大量溫室氣體排

放之開發中國家，例如中國及印度等。此外，有部分已開發國家不願

接受這項拘束，例如身為經濟強權之排放大國：美國，亦逸脫於京都

議定書之規範外。 

從 2007 年 COP 13 之峇里島行動計畫（Bali Action Plan），以及

2009 年 COP 15 之哥本哈根協定（Copenhagen Accord），都可以發現

國際討論中企圖擴大減量的趨勢。除了要求已開發國家繼續提出具體

溫室氣體減量承諾的目標，也透過「國家適當減緩行動（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NAMA）」，促使開發中國家彈性提

出具體之減量貢獻。例如中國、印度兩大溫室氣體排放大國，都在與

美國會面討論後，提出具體溫室氣體排放承諾（Broder, 2009）。4  

因此，哥本哈根會議後，除確立開發中國家於國際溫室氣體減量

                                           
3  二氧化碳當量（CO2e,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是測量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s）的標

準單位。概念是把不同的溫室氣體對於暖化的影響程度用同一種單位來表示。如此一來，可

以將不同碳足跡的溫室氣體來源都以單一的單位來表示（洪美惠，2011）。 

4   開發中國家之國家適宜減量行動，請參：http://unfccc.int/meetings/cop_15/copenhagen 

_accord/ items/5265.php。2016/8/19 檢索。 

http://unfccc.int/meetings/cop_15/copenhagen%20_accord/%20items/5265.php
http://unfccc.int/meetings/cop_15/copenhagen%20_accord/%20items/526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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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之角色與貢獻外，更牽動各國於 2011 年 COP 17 中對於形塑適

用全體締約國協議之決心，並且開啟各國對於巴黎協定簽署的契機與

協調。為促使巴黎協定通過，COP 19 要求各國著手準備其「國家自

定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

以利於提升對於具體承諾之明確性、透明度以及對於溫室氣體減量承

諾之理解。 

2. 對抗氣候變遷之新頁─巴黎協定之簽署 

2015 年 12 月，COP 21 於各國提交之「國家自定預期貢獻」基

礎上，通過拘束全體締約方之巴黎協定，並確立達成長期氣溫目標。

巴黎協定將於 2020 年取代京都議定書，強化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內

容。根據巴黎協定第 4.2 條之規定，協議各締約方應編制、通報並維

持其下一期預計實現的「國家自定貢獻」。 5 

各國所應提交之國家自定貢獻內容，得按各國情之不同，包含溫

室氣體減量目標（量化資訊）、規劃期程（time frame）、目標涵蓋

範圍、目標進程以及相關計算人為溫室氣體排放之方法論等。此外，

各國須說明其國家自定貢獻乃按其國情而具公允及企圖性（fair and 

ambitious），並說明該國將如何達成 UNFCCC 公約第二條之穩定溫

室氣體濃度目標。 

                                           
5  INDCs與NDCs二者雖在內容上皆屬各國依其國情而提出之氣候變遷政策及溫室氣體減量目

標等資訊；但前者乃僅為滿足 COP 19 之決定，所提出之「預期」（intended）初期減量提

案（initial offer）；而後者乃依巴黎協定之要求所提出之減量承諾，並於締約方會議中審查

通過後，成為各國正式之溫室氣體減量承諾文件。惟 NDCs 之於巴黎協定而言之效力地位，

乃影響各國是否具體承擔溫室氣體減量責任。詳參：South Centre, Policy Brief on INDCs, 

Climate Policy Brief, No.17, at 3. (May 2015) 



 

9 

 

雖然巴黎協定乃屬具備國際法律效力之條約，但針對各國具體溫

室氣體減量義務而言，僅以國家自定貢獻的方式，決定各國「非」具

國際法律效力之溫室氣體減量承諾。意即，國家自定貢獻僅具軟法

（soft law）的效力地位，6 無法實質的牽制各國確實履行巴黎議定書

下之減緩義務（Meyer, 2016）。事實上，巴黎協定僅就減緩與否提出

規範，但對究竟應有多少具體減量並無實質拘束力，只能期待各締約

國出於善意地（good faith）達成國家自定貢獻之目標貢獻（Rajamani, 

2016）。 

依此，巴黎協定下就不存在具有國際法效力之國際溫室氣體減量

承諾。不過，巴黎協定雖無減量額度的法律效力規定，但各締約方仍

應定期報告各自執行國家自定貢獻進展資訊。特別是五年一度的清點

與修正，促使各國仍需在資訊公開的壓力下做出具體行動。因此，國

家自定貢獻對於溫室氣體減量成效與趨勢，仍具相當程度影響力。 

 

二、德國全球變遷諮詢委員會建議新訂一個永續社會契約 

國際減碳行動是一個大型的合作架構。雖然各國根據當前的巴黎

協定提出了更加具體的目標，而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等也提

出各種衡量改革成效的關鍵指標，但各國如何去落實與偏重於何面向

目標，則必須根據各國的發展脈絡與挑戰提出不同策略。當前，德國

作為已開發國家中一個同時兼顧經濟成長與永續發展的模範，其轉型

                                           
6  硬法與軟法的區別，乃於協議之當事者是否具有創設國際法律上之權利義務關係之意圖，若

有則屬硬法，而具條約之拘束力；反之，則為軟法，國家對於此類文件沒有法律上之拘束力

（丘宏達，2011：15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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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背後的原則與思維，可以借鑑於前述WBGU的 2011年度報告《一

份永續社會契約》觀察。從 WBGU 的成立及報告的主架構，可以瞭

解一個國家如何訂立策略，從能源轉型去啟動社會轉型，在應對全球

氣候變遷挑戰的過程中，同時滿足在地社會脈絡的需求與轉型。 

（一）德國全球變遷諮詢委員會 

在對人類生活與發展的自然基礎持續提高關注下，德國聯邦政府

於 1992 年 4 月里約地球高峰會前夕成立了 WBGU，作為瞭解人類活

動干預自然環境與氣候變遷在全球尺度上實際情況之獨立科學諮詢

機構。WBGU 成立的宗旨在於描述文明發展與全球環境間的複雜因

果關係，並提供跨學科的科學實證指引，協助聯邦政府及歐盟環境部

門能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做出決策。而針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系統的不可

逆危害，WBGU 還須能夠依據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options）進行

辨認。7 WBGU 通常每年提供聯邦政府與國會一份旗艦報告（flagship 

report），以《變遷中的世界》（World in Transition）為系列名稱，

並摘錄重要的事實報告及相關政策建議給予決策者。 

WBGU 由九位具有特殊領域專業知識的成員所組成，經聯邦教

育與研究部（BMBF）和聯邦環境部（BMUB）共同任命產生。其首

任（1992-1994）8 主席 Hartmut Graßl 早在 1980 年代就開始對全球暖

化提出警訊，是氣候變遷研究的泰斗。而自 2009 年以來即擔任主席

                                           
7  WBGU 任務介紹。 http://www.wbgu.de/en/about-us/ 

8  原任期為 1992.06.01-1996.06.30，但 Graßl 於 1994 年又被任命為「世界氣候研究計畫」

（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e, WCRP）的執行長，故 1994 年後由 Horst 

Zimmermann 與 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 分別擔任正、副主席。 

http://www.wbgu.de/en/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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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亦是跨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IPCC）

的核心要角，顯見 WBGU 的意見在國際之間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 

（二）《一份永續社會契約》 

《一份永續社會契約》是為了 2012 年 6 月於巴西里約舉辦之「聯

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CSD; 又稱為 Rio+20 高峰會）所準備的年度報告。

當時眼看全球排碳路徑就要超出地球可承受範圍（planetary guard 

rails），遂大聲疾呼在能源系統、都市發展及土地利用等三個領域進

行系統性轉型，期能及時邁入低碳、永續的社會（WBGU, 2011）。 

報告開宗明義地指出，人類迄今以排碳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已

危及地球生態與氣候系統的穩定，並將對後世子孫帶來不可逆的嚴重

後果。如何發展出長期導向的管制架構、確保在地球生態界限的考量

下實現繁榮、民主與安全，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的共同目標。這場邁向

永續社會的「鉅變」（great transformation），其規模與影響堪比人類

歷史上的新石器革命與工業革命。 

然而不同的是，國家（state）必須積極主動地在緊湊的時間內設

定轉型的優先順序，同時增加公民參與管道，以賦予經濟產業、科學

技術等轉型關鍵因素所應具備的正當性（legitimacy）。先考量經濟

面，包括低碳轉型所面臨的經濟結構改變及轉型社會所須的資金，再

評估未來科技發展性，如跨學科研究（圖 2-1）。 

轉型永續社會，即在於形成一個奠基於個人、公民社會、國家、

國際社群之共同責任上的新社會契約，將「關注的文化」、「參與的

文化」，以及「對未來世代負有義務的文化」整合在其中。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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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GU 推動的不是一場對氣候變遷的危機管理，也不只是一個能源

系統的轉型，而是藉由氣候變遷議題，帶動整個社會系統的轉型。透

過改造社會系統，以因應人類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核心問題。 

 

圖 2-1、WBGU 所擘劃的轉型基礎：新社會契約 

資料來源：WBGU, 2011: 274-275 

在策略上，這份報告認為人類雖已具備去碳（decarbonization）

的技術潛力，但問題乃在於如何克服對現有制度及經濟上的路徑依賴，

以及抵抗眾多的否決者和利益結構。對此，除了聚焦在土地利用、都

市化與能源系統三個轉型領域，WBGU（2011）也提倡結合不同層次

的措施，透過「多重變革的共時性」（concurrency of multiple change）

來創造足夠的社會動力。從變革行動者、到國家、再到國際社會，都

必須在這十年內展開有效的氣候變遷反制行動。 

為了加快全球轉型的步伐，WBGU 提供了具有綜效的十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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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bundles）：包括「一、透過擴展參與機會來增強積極國家」、

「二、推動全球碳定價」、「三、提出一個共同的歐洲能源政策」、

「四、透過政府電力收購制度加速全球層級上的再生能源推動」、「五、

在開發中與新興工業化國家中促進永續能源供應服務」、「六、引導

當前世界快速都市化現象朝向永續發展」、「七、提升氣候友善的土

地利用」、「八、鼓勵並加速進入低碳願景的投資」、「九、國際氣

候與能源政策」，以及「十、在國際合作上追求一場革命」（WBGU, 

2011: 278-318）。 

在這十個政策組合內，每個政策組合再分別訂出三種低中高企圖

心標準（low/medium/high ambition level），以因應不同國家發展脈絡

的差異性。例如，在「六、引導當前世界快速都市化現象朝向永續發

展」政策組合中，低企圖心標準為改善全球溝通與資訊，即先透過科

學方法將全球都市化趨勢概念化，以提供足以因應氣候變遷所導致的

脆弱性（vulnerabilities）之調適策略。中企圖心標準，則訴求若干特

別適合使用於都市的科技與再生能源形式，應獲得聯合國、世界銀行

等國際建制或跨國合作的大力支持，達成一個永續性的都市化。而高

企圖心標準則期望發起大規模的引導性計畫（Beacon Projects）與倡

議行動，例如在亞洲地區啟動低碳都市化的倡議，又或者是將於 2020

年在柏林舉辦的國際建築博覽會（International Building Exhibition）

也是展現氣候政治一個很好的舞臺（WBGU, 2011: 294- 299）。 

這份報告透過這十個採多中心（polycentric）和三種不同企圖心

層次的轉型政策組合，打造出從國家、區域和全球的政策願景。根據

這樣的發展策略，每一個國家都並非單獨走在減碳之路上，而是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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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鑲嵌於國際趨勢和全球價值變遷中。藉由結合國內外願景來做出

適當的策略調整，在區域上形成聯盟，並建立轉型誘因結構。如此，

即可更輕易地克服報告中所說的路徑依賴、短視近利等轉型障礙，避

免改革發生反彈效應、功敗垂成。此外，發展策略更核心的關鍵，在

於正視從基礎來進行改革。在檢視減碳技術選項中，WBGU 承認「碳

捕捉與儲存技術」對化石燃料發電的改善潛力，也指出某些國家以核

能取代傳統火力發電作為改善碳排放之作法。然而，WBGU 堅決地

指出，從根本的改革來看，碳捕捉與儲存技術處於邊緣，而當核廢料

最終處置以及核災風險未能有好的解決方案前，擴大再生能源使用才

是減碳策略的核心。 

可惜的是，雖然聯合國環境部門的多位高級主管皆大力推崇

WBGU 對全球環境治理的貢獻，9 但 Rio+20 大會的結果卻讓 WBGU

大失所望。WBGU 主席 Schellnhuber 就批評這是一場雜音遠多過於問

題解決的會議，所展現出的誠意反而不及 20 年前的地球高峰會。

Rio+20 最後通過的〈我們希望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文

件亦無拘束力及開創性可言。10 由於適逢全球經濟衰退的大環境因素，

從這裡或可看出各國政府仍將經濟發展視為優先於環保價值的政治

立場。儘管如此，Rio+20 會議的兩大主軸及七個優先關注領域，11 仍

                                           
9  聯合國官員對 WBGU 報告之評價。http://www.wbgu.de/en/stimmen-zu-wbgu-gutachten/。

2016/11/22 檢索。  

10  WBGU 對 Rio+20 的回應。

http://www.wbgu.de/en/press-appointments/press-releases/2012-06-22-presseerklaerung-

engl/。2016/11/22 檢索。 

11  Rio+20 的兩大主軸為「永續發展及消除貧窮下的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 with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及「永續發展的體制架構」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七個優先領域為就業、能源、永

續城市、糧食安全與永續農業、水資源、海洋、災難準備等。參考林子倫、李宜卿（2012）。 

http://www.wbgu.de/en/stimmen-zu-wbgu-gutachten/
http://www.wbgu.de/en/press-appointments/press-releases/2012-06-22-presseerklaerung-engl/
http://www.wbgu.de/en/press-appointments/press-releases/2012-06-22-presseerklaerung-en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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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地呼應了 WBGU 歷年的報告主題與倡議內容。 

直到 2015 年底，COP 21 通過「巴黎協定」，其課予簽署國義務

的做法也大致獲得 WBGU 的肯定，尤其是將地球可承受範圍調整為

努力達成工業革命前水準的 1.5℃以內，也和 WBGU（2011）所強調

的重點如出一轍。足見 WBGU 具前瞻性的社會企約價值倡議時機已

臻成熟，也使得這份在 2011 年就已提出的永續社會契約之願景在今

天更具意義。另外，隨著地方政府自 Rio+20 以來參與形式的彈性化，

以及日趨重要的次國家體系角色（林子倫、李宜卿，2012），WBGU

最新的年度報告（2016）也在探討如何釋放城市的轉型能量，期能為

全球的永續發展治理提供新的可能。 

 

三、臺灣應對國際趨勢 

（一）中央因應政策 

為即時掌握國際因應氣候變遷與減碳管制的最新發展動向，我國

由行政院環保署負責邀集相關部會、業界、學術機構等組成代表團參

與了 COP 21 之各項周邊會議與展覽（行政院環保署，2016；經濟部

工業局，2016）。透過雙邊會議向友好國家政府代表介紹我國氣候變

遷政策綱領與行動計畫、綠色經濟等相關政策（國發會，2016），我

國代表團期望藉由參與此次大會，作為制定因應未來氣候變遷之政策

的方針，並強化與邦交國之合作關係。 

臺灣的氣候變遷減緩政策主要由行政院環保署負責，而調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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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發會推動。12 以 2015 年政府部會組成的 COP 21 考察團來說，

負責減緩任務的部會還有經濟部工業局、能源局、行政院農委會林務

局及交通部等；而負責調適任務的部會，還包括衛福部和交通部氣象

局。 

作為此次考察團隊裡調適任務的主導部會，國發會曾於會議結束

後提交出國報告（國發會，2016）。報告中的首要建議，是主張將目

前國內既有的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包括〈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行政院經建會，2012）及〈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國發會，

2014），納入當前 COP 21 參照的國家自定預期貢獻，擬定在國家自

定預期貢獻的目標下，持續推動國內的氣候變遷調適計畫。13  

而國內重要的非營利環境團體之一，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在 COP 

21 之後，提及當前臺灣推動的國家自定預期貢獻研擬程序仍有改進

空間。例如它缺乏巴黎協定要求的完整性和透明度，亦即國家自定預

期貢獻研擬時應該廣邀公共諮詢、舉辦公聽會，以納入多方的意見（彭

瑞祥，2015）。如何真正落實國際的氣候變遷政策，也成為當前臺灣

的一大考驗，更有待相關部會在各項措施與方案的改革。國內的氣候

變遷調適政策在 COP 21 之後，雖已強調將既有的調適政策納入臺灣

                                           
12  2010 年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成立「規劃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計畫」專案小

組，於 2012 推動「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2014 年，行政院經建會與研考會合併，

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並推出「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作為進一步的氣候變遷調

適政策。（行政院經建會，2012；國發會，2014） 

13  臺灣在 COP 21 之後研擬的 INDCs 計畫，最初是由行政院環保署邀請各部會，成立行政院

INDCs 專案小組執行，目標擬定於 2030 年以全國為範疇，達成溫室氣體減量 50%，同時結

合既有的法制化目標來推動，包括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能源管理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行政院，2016）。具體的措施規劃則區分為「減緩」與「調適」兩大項目，其中，調適項

目的施行內涵，便是立基於上述從行政院經建會提出的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至國發會推

動的行動計畫（國發會，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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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國家自定預期貢獻（行政院，2016），然而如何建立更實質的調

適措施或核心主張，才是當前需要努力的目標。 

（二）地方參與行動 

低碳社會與能源轉型除仰賴中央政府部會推動外，地方縣市政府

的主動參與也可能是推動改變的契機。WBGU（2011）報告指出，城

市占有全球最終能源需求與溫室氣體排放的四分之三，因此其在邁向

低碳社會轉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再加上臺灣本身不是聯合國成

員，又受制於對岸影響的特殊政治立場，因此在參與國際場合上經常

受到限制。城市本身跳脫了國家主體的界線（廖卿惠，2015），意味

著更有彈性的發展空間。 

由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高雄市以及屏東縣所組成

的「中華臺北城市代表團」在 COP 21 上展現了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

關注與熱誠（楊順美，2015；ICLEI, 2015）。不過，參與全球氣候峰

會的本質是在於強化自身應對氣候變遷的韌性，進而在減緩、調適與

能力建設等層面上執行最具體的作為。雖然環保署提出許多理由，但

德國看守協會（Germanwatch）所提出的 2017 年氣候變遷績效指標，

臺灣仍然排名倒數第十（Burck et al., 2016），顯示出無論是中央或地

方政府，在減碳等作為上都還有進步空間。 

此外，中央與地方的協調與合作顯得格外重要。我們建議中央政

府以公開、能見度更高的方式，定期召集國內各縣市代表，共同檢討

全國之自定預期貢獻達成狀況，並檢視各縣市是否針對全國自定預期

貢獻進行內部的政策調整與實施。在我國採用「溫室氣體減量與管制

法」作為呼應國際減碳之核心法規的同時，各縣市政府也應依據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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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推動與落實地方的「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三）突破國際政治現實：非政府組織（NGO）的重要性 

臺灣的 NGO 也在參與國際氣候變遷及環境治理議題上，扮演重

要角色。歷年來三屆的地球高峰會，國內的環境 NGO 都有參與，並

企圖在高峰會中，表達臺灣對於永續發展概念的肯認與努力。 

在 1992 年於南非舉行的第一屆地球高峰會中，來自臺灣的參與

者估計有 40 人以上，除了有三張國會議員論壇的請帖或參加證外，

大部份的與會者皆參與全球論壇（王俊秀，1992）。第二屆地球高峰

會除了官方代表團由行政院政務委員葉俊榮率領與會，民間則分別由

不同團體，如醫界聯盟、曲冰布農族及臺灣非政府組織行動聯盟參與

（李永展，2002）。14 至於第三屆於里約舉辦的地球高峰會，民間

15 人代表團是以綠領台灣為主軸，呼應大會綠色經濟與制度建構的

主題（王俊秀，2012）。 

藉由聯合國爭取自願承諾永續行動的機會，以及當時聯合國秘書

長潘基文努力引進公私部門的資金承諾，協助推動「人人可享有的永

續能源」的倡議計畫之契機，意味著我們若能研擬適當提案，展現臺

灣對於全球永續發展的重視，將是另一種實質參與方式的可能（趙家

緯，2012）。 

綜觀上述三屆地球高峰會的參與情況，由於臺灣非聯合國成員，

均無法派任國家級代表，僅能以觀察團或者民間 NGO 的方式參與。

                                           
14  臺灣非政府組織行動聯盟當年主要由台東永續發展學會、台南環境保護聯盟、台灣二十一世

紀議程協會、台灣綠黨、台灣環保聯寶、台灣環境行動網、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綠色公民行

動聯盟等民間團體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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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氣候變遷所引發的並非僅止於「減碳」，更是全面的「發展」

議題。臺灣如何跟上國際腳步並落實具體措施很重要，實質參與全球

永續發展進程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眼光放遠：如何透過在氣候

變遷議題上建立轉型能耐，使得臺灣在國際舞臺、區域治理舞臺上重

新站穩腳步，更是我們必須要審慎思考的問題。 

（四）建置公私協力網絡 

永續發展已然成為國際上的基礎發展準則。但根據研究，臺灣在

處理國內環境事務上，仍狹隘的把環保放在經濟對立面思考，並依靠

諮詢性質的行政院永續會或相對弱勢的環保機關，執行永續發展的指

標建構與考核評量，沒有整合性的要求各部會將永續發展議題納入政

策議程，成效難以顯現（杜文苓、李翰林，2008）。然而，根據前述，

國際環境事務的參與，其實仍有多元的管道可突破，不論是官方/非

官方、國際性/區域性的大小活動都可以嘗試關注。臺灣需要整合公

部門與民間的力量，才能一同突破淺碟式的國際環境事務參與的困

局。 

在思考臺灣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如何提升的問題時，我們可參考

WBGU（2011）的建議，以國家之力結合不同層面之資源、人力或跨

單位之部會機關與研究機構，創建氣候變遷調適之發展架構與策略，

以發展出臺灣未來依循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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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正在改變的能源供需 

減碳需要各種努力，根據 WBGU（2011）的觀點，減碳需要從

能源、土地利用及都市化三個領域開始啟動轉型。其中，最直接、最

基礎的便是能源系統轉型。特別是從國際改善減碳的實際作為來看，

能源體系乃是整體發展的基礎設施，也是產業轉型、運輸轉型等全方

面轉型的核心。根據前章節整理的國際減碳趨勢，目前各國實務上的

作為也都是從能源體系的改變開始啟動。因此，本節將以當前溫室氣

體排放情勢和未來趨勢作為背景，綜述在能源供應系統上有關化石燃

料、核能與再生能源發展上的潛能與風險、變革與未來發展。再輔以

國際組織的觀點，整理未來的可行路徑與限制。 

 

一、全球能源供需結構變化趨勢 

目前約有 80%的能源供給來自於燃燒化石燃料（IEA, 2016a），

15 同時也是二氧化碳主要排放源，因此若能大幅減少化石能源即可顯

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一般來說，除了提升現有化石能源生產效率外，

改善製程也可以大幅減排溫室氣體。此外，利用核能與再生能源降低

燃燒化石燃料，則多被認為是更重要的替代途徑。因此，即便 2011

年福島核災後，仍有若干國家嘗試維持或增加核能發電，不過核能發

電則仍存有爭議，例如核廢料處置與核能運作安全等議題，引起許多

見解相左的討論，對於再生能源的利用還是絕多數國家的共識。因此，

                                           
15  化石燃料能源供給：石油 31.3% +煤 28.6% +天然氣 21.2% = 81.1%（IEA, 20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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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GU（2011）建議減碳的核心策略不應仰賴核能解決，根本的策略

仍然是以再生能源發展為基礎。以下就分就化石燃料、核能、再生能

源與能源效率等四大技術類別盤點其最新的發展趨勢，以俾思索因應

地球的承載上限下，全球能源轉型的方向。 

 

 

圖 3-1、全球人為能源相關溫室氣體排放（按類別表示）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5a: p25 

（一）化石燃料 

煤炭、原油以及天然氣皆被稱為化石燃料，因為他們都源自生長

於數百萬年前的植物與動物。不同於能夠在幾十年間就被新長成的樹

所取代的木柴，這些燃料在幾百萬年間累積並成形於沉積岩之中。18

世紀後期，煤炭受到大規模的使用，便開始了化石燃料的世代（Cuff 

and Goudie, 2009: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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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燃燒化石燃料可區分為發電與非發電兩大使用目的，而

前者的份額與影響範圍皆較為廣泛，因此若能將以發電為目的的化石

燃料燃燒大幅降低，排碳量即會顯著下降。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於其 2016 年發表之統計數據中，呈現出全世界

於 1973 年與 2014 年二個年度的各種能源載體的發電量占比（IEA, 

2016a），在圖 3-3 中會發現，化石燃料載體在世界總發電量中始終

超過 60%。 

 

圖 3-2、1973 與 2014 年各種燃料發電量占比 

資料來源：參照 IEA, 2016a: 24，本研究自行整理與單位轉換16   

說明：地熱、太陽能、風能、熱能等屬於「其他」發電方式。 

2014年全球燃料燃燒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共有323.81 億噸（Mt），

                                           
16 原資料所採用單位為 TWh（兆瓦小時），1TWh 等同於十億度電。本研究將原資料採用的單

位 TWh 轉換為億度。例如，原資料的 1,973 年總發電量為 6,131TWh，在本研究即轉換為

61,310 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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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石燃料載體所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則占所有能源載體的

99.5%（圖 3-45）。其中以中國的排放量最為顯著，共占有全球排放

量的 28.2%，而 OECD 國家共占有全球 36.6%的排放量（圖 3-6）。 

  

圖 3-3、2014 年各種能源載體燃燒之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 

資料來源：參照 IEA, 2016a: 44。 

 

圖 3-4、2014 年全球各區域能源燃燒之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 

資料來源：參照 IEA, 2016a: 45。 

說明： 

1.「其他」包含非 OECD 美洲國家 3.6%、非洲 3.4%與油艙（國際航空油艙與國際海上油艙）3.5%。 

2. 原資料中的歐亞大陸國家包含除了中東國家以外的中亞、西亞及跨歐亞國家。 



 

24 

 

依據 IEA（2016b）所發佈的中程煤炭市場分析報告（Medium- 

Term Coal Market Report ），其連續五年調降對全球煤炭需求量的預

測，預估未來每年成長幅度將從過去的每年 2.5%降至 0.6%。特別是

在煤炭消費量占全球 50%的中國因產業結構調整所產生的影響之下，

未來五年間煤炭消費量近乎持平所致。而在天然氣方面，IEA 則預測

其近期需求量年均成長率約達 1.5% ，相較過往年均成長率 2.2%為

低，主因乃是全球能源需求成長的趨緩以及再生能源的蓬勃發展。而

在石油方面，雖然近年油價下滑有刺激消費增加的效果，但因過往車

輛燃料效率規範的推行，故全球石油需求量成長在 2022 年前僅會緩

步增加。 

前述 IEA 的市場分析報告均未納入各國減量政策對化石燃料需

求的影響，然而依據「碳追蹤計劃」（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 的

分析，再考慮太陽光電、電動車發展與各國履行減量目標的條件下，

全球的煤炭與石油需求量均將於 2020 年達到頂峰值，之後均將持續

下降（CTI, 2017）。 

（二）核能發電 

因應減緩氣候變遷的緊迫性，核能的需求逐漸被關注。相較於燃

煤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600~1200 g CO2eq/kWh，核能所造成的排放量

顯著較少，平均約為 65 g CO2eq/kWh（Lenzen, 2008）。而 IPCC（2014）

則指出其相較於傳統化石能源，核電是個溫室氣體排放量較低的基載

電力選項，但安全、武器擴散及核廢料，依然是其作為減碳選項的限

制因素。 

國際能源總署提供 1971 至 2013 年核電占全球發電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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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指出核能占總發電量逐漸降低（World Bank, 2015）。截

至 2017 年 2 月為止，全世界有 449 組反應爐以及大約 390 GW 的

裝置容量正在運轉中，多集中在北美、東亞及西歐（表 3-1），但歷

年核電裝置容量趨勢卻無顯著變化（圖 3-6）（IAEA, 2017）。不過，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統計約有 60 座反應爐正在興建中，但超過

一半在東亞及南亞，其中中國占了 20 座，而印度則是五座，預計有

59.9 GW 裝置容量。17 

 

 

 

圖 3-5、歷年核能發電量占總量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5。  

 

                                           
17 請參考國際原子能總署（2016）

https://www.iaea.org/PRIS/WorldStatistics/UnderConstructionReactors ByCountry.aspx。

2016/12/1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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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015 年各區反應爐數量 

地區 反應爐數量 

非洲 2 

南美洲 7 

北美洲 118 

東亞 110 

中東及南亞 27 

中歐及東歐 70 

西歐 115 

總計 449 

資料來源：參照 IAEA, 2017，自行整理。 

 

 圖 3-6、核電裝置容量趨勢 

資料來源：IAEA, 2017。 

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提

出核能運作安全須注意安全（safety）、保全（security）及保衛

（safeguards）：安全為預防事故；保全是防止可能傷害核電廠的蓄

意行為或核材料之盜竊；保衛則是預防核材料轉用於核武器（IAEA, 

2010）。基本上，核原料取得及核電廠運作等相關層面屬保全，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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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毀即是一種嚴重的保全缺失。有關核廢料處理、貯存及輻射污染防

治則歸類安全範疇。 

1986 年蘇聯車諾比因機組缺陷及員工操作錯誤，造成反應爐內

功率劇增導致爆炸，釋放大量的放射性物質至環境中（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2016）；1979 年美國三哩島核電廠因機械故障及人為疏

失，使二號反應爐發生爐心熔毀，造成核泄漏事件（U.S. NRC, 2008）；

2011 年日本巨大海嘯使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冷卻系統失靈，接連引發

三座反應爐的燃料棒過熱，導致後續的氫爆及輻射外洩事件（張國暉，

2013；何明修，2015）。福島核災再次引發全球對核能技術安全的辯

論與關注，包含嚴重的損害、核廢料仍未解決的議題、不易掌控的擴

散危險，以及這些問題所付出的昂貴代價（WBGU，2011；張國暉，

2013）。天然災害與人為疏失，是導致核災的兩大元兇。 

在管理及處置放射性（或其他）廢棄物方面，其主要目標是保護

人和環境。這意味著分離或稀釋這些廢棄物，使任何放射性核素回到

生物圈的過程必須是無害的。美國存有大量高能核廢料，體積有數千

萬立方公尺米，成分高度多樣化且複雜，主要來源有商業及研究反應

堆廢料、商業處理後產生之液體廢料、核武產生之廢料（Ewing et al., 

1995）。大多數廢料需要化學處理、加工及固化成永久處置的形式，

如何有效且長期地控制固體廢棄物輻射為一個關鍵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就近年的核廢料治理趨勢來說，核廢料處置政策

的政治可行性與技術安全性趨於同值。例如，1999 年德國新政府成

立核廢貯存場選址程序委員會，改變原有的傳統技術官僚策略，亦即

放棄「決定-宣布-辯護（decide-announce-defend）」的架構。新政府



 

28 

 

透過同時尊重技術適切性（technical suitability）、安全（safety）及

公共接受（public acceptance）三大原則，重新選擇貯存場址。技術與

非技術層面都必須進入選址程序的考量當中，主張所謂「將地質學與

社會合起來考量」（bringing geology and society together）。其中，「公

共接受」的實踐方式在於必須知悉不同社會團體的偏好，試圖將它們

綜合起來化為可行方案（張國暉，2014）。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透過對瑞士核廢貯存處理的案例發現，

雖然「技術」與「參與」看似兩種截然不同的途徑，但兩者應該且其

實是能夠相互搭配。其中，所謂「安全第一」的立場，不僅是技術社

群的前提，也是社會的前提。再者，技術風險評估向來被認為是專家

導向的事務，不過在公眾審查的意義上，其透過從不同角度詢問關鍵

問題來挑戰技術專家，可能刺激技術社群找到最佳解決方案。然而，

這並不意味著專家的工作可以被取代。公眾參與也並非與技術管理者

競爭，相反地，它可以被看作是導致更強健的技術解決方案的互補元

素（張國暉，2014）。 

雖然採用核能可為降低碳排提出重要貢獻，但有許多國家對於採

此方式降低減碳躊躇不前，特別是核電相關議題同時涉及政治可行性

及技術專業考量。前者的討論與過程在近年國際趨勢中已占有實質影

響力的作用。即便是就純技術考量的範疇，也有重要爭議。WBGU

（2011）即明白建議不該繼續擴大使用核能，尤其是因為前述安全及

保全造成的風險。18 而 IPCC（2014）亦指出若欲提升核電占比雖可

                                           
18  WBGU 於 2011 年 World in Transition－A Social Contract for Sustainability 中回應：

mThe ‘fossil-nuclear metabolism’ of the industrialized society has no future. The longer we 

cling to it, the higher the mprice will b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工業化社會的「化石與核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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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減碳排放量，全球也在此同時亦將承擔核電廠運轉的核災風險、鈾

礦開採風險、財務與管制的風險、無解的核廢料管理、核武擴散疑慮

等風險的增加。並分析全球若不新增核電興建計畫，仍可藉由其他能

源效率提昇以及再生能源發展等措施達到減碳目標，報告亦明載「將

核電排除在減碳選項以外僅會導致減碳成本的些微增加」

（ … .excluding nuclear power from the available portfolio of 

technologies would result in only a slight increase in mitigation costs）。 

（三）再生能源 

與化石燃料比較起來，利用再生能源製造電力，可顯著地排放較

少的溫室氣體，每產生一度電力，僅製造大約 25 g CO2eq （WBGU, 

2011）。最新統計指出，2015 年再生能源發電容量約為 147 GW，19

是歷年最高，其中再生能源熱容量增長了約 38 GW，生物燃料總產

量保持增長態勢，而風能及太陽能新增的發電容量連續第二年創下新

紀錄，20 占新增發電裝機容量的 77%，剩餘的 23% 以水電裝機容

量為主（REN21, 2016）。但面臨歐債危機，各國再生能源的補貼持

續縮減，如德國估計，至 2030 年將花費超過 300 億歐元，因此針

對太陽能躉購價格進行調降，21 而西班牙、法國、意大利及英國亦降

                                                                                                                         
持續使用」是沒有前途的。我們堅信，它存在的時間越長，子孫後代便需要付出越高的代價。 

19  電量單位：十億瓦特（吉瓦）TW=10^12 瓦特（=兆瓦）；GW=10^9 瓦特（=吉瓦）；MW=10^6

瓦特（=百萬瓦）；瓩=10^3 瓦特（=千瓦）。 

20  太陽能發電（solar power）技術分為：太陽能光電（photovoltaic, PV）及聚光太陽能熱發電

（Concentrated solar power, CSP）。太陽能光電系統，亦稱光生伏特，是指利用光電半導

體材料的光生伏打效應而將太陽能轉化為直流電能的設施。而後者則是通過使用反射鏡，以

集中（聚焦）太陽的能量，並將它轉換成高溫熱產生電力。 

21  另參經濟部能源局，於 2016 年發行〈再生能源躉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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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再生能源獎勵措施，日本則為填補核能缺口，自 2012 年實施固定

價格（Feed-in Tariff, FIT）躉購再生能源（陳中舜，2013）。再生能

源技術的昂貴花費，為綠色能源發展困難之處。   

即使如此，國際上再生能源發電比逐漸上升（圖 3-7），德國自

1986 年以來，再生能源發電量歷年升高，而天然氣則逐漸下降（圖

3-8）（IEA, 2015a）。其中主要的再生能源為風力及太陽能，其風力

發電技術已發展 20 餘年，太陽能則與南歐與非洲國家進行中長程的

發展計劃，另外還有地熱能及生質能技術，也持續茁壯中（ECSES, 

2011）。美國目前最大發電量的再生能源為水力發電，總裝機容量為

79 GW，而太陽能熱力、太陽光電、生質能及風力發電技術，也在過

去十年逐漸發展，尤其風力所占發電量大幅增長，截至 2013 年達到

了 60 GW 以上（IRENA, 2015）。中國主要為太陽能發電，2014 年

電容量為 9.5 GW，2015 年則增加至 15 GW，其主要原因為：太陽能

光電的自動化製造、2014 年剩餘的太陽能光電板庫存，以及鞏固大

型供應商/廠商的市場份額，而第二大供電之再生能源，則為水力發

電（IRENA, 2016）。在我國，再生能源發展受阻，其中以風力及水

力最為嚴重，主要因素包括發電成本、選址爭議、地域分布不均及氣

候與季節特性等（蔡禹擎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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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各國歷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資料來源：IEA, 2015a，本中心能源數據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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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德國 1986 - 2014 年天然氣與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 

資料來源：IEA, 2016a，本中心能源數據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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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再生能源政策網（Renewable Energy Policy Network 21, 

REN21）依據目前再生能源技術，分別提出 2005 至 2015 的十年間，

太陽光電、生物燃料及風力成長趨勢圖（圖 3-9），並比較 2014 及 

2015 年再生能源投資金額、電力容量的變化情形（表 3-2、圖 3-10），

顯示各國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逐年增高，尤其中國又以新增最多

（REN21, 2016）。國際再生能源總署（The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亦估計 2015 年全球再生能源使就業機會增

長了 5％，人數達 810 萬，其中 130 萬人從事大型水電工程（圖 3-11），

人數最多的國家依序為中國、巴西、美國、印度、日本及德國（圖

3-12）（IRENA, 2016）。足以見得，再生能源興起除降低能源排碳

量外，也促進就業機會及科技發展。 

 



 

34 

 

 

圖 3-9、國際歷年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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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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各國 2015 年再生能源發電新增裝置容量總圖 

資料來源：參照 REN21（2016），本研究翻譯。 

說明：A.太陽光電；B.水力發電；C. 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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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015 年再生能源指標 

 2014 年 2015 年 

投資 

再生能源電力和燃料的

新增投資 （年度） 
10 億美元 273 285.9 

電力 

再生能源裝機容量 

（總計，不包括水電） 
GW 665 785 

再生能源裝機容量 

（總計，包括水電） 
GW 1,701 1,849 

水電裝機容量 GW 1,036 1,064 

生物質發電裝機容量 GW 101 106 

生物質發電電量 （年度） TWh 429 464 

地熱發電裝機容量 GW 12.9 13.2 

太陽能光電裝機容量 GW 177 227 

集中式光熱發電 

裝機容量 
GW 4.3 4.8 

風電裝機容量 GW 370 433 

熱能 

太陽能熱水器裝機容量 GWth 409 435 

交通 

乙醇產量 （年度） 10 億公升 94.5 98.3 

生物柴油產量 （年度） 10 億公升 30.4 30.1 

資料來源：參照 REN21 （2016），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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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1、2015 年再生能源提供的就業人數 

資料來源： IRENA, 2016。 

 

 圖 3-12、2015 年再生能源在各地區提供的就業人數 

資料來源：IREN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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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蓬勃發展的能源效率市場 

相較於化石燃料、核能與再生能源，全球能源效率的發展較不受

重視。然依據 IEA 分析，能源效率為抑制全球增溫低於 2℃中最關鍵

的減量措施。因此 IEA 自 2013 年起，每年發布能源效率市場報告

（Energy Efficiency Market Report），如同分析石油、煤炭等傳統能

源的需求變化與波動一般，掌握全球於能源效率投資上最新發展與政

策效果。 

 依據 2016 年能源效率市場報告，2015 年時全球節能投資達到

2210 億美元以上，較 2014 年成長 6%，在建築、工業與運輸三部門

中，則以建築部門節能投資成長 9%最高（IEA, 2016c）。 

 

 

圖 3-13、全球能源效率市場現況 

資料來源：IEA, 2016c。 

節能投資的增長，讓全球 2015 年時得以能源價格下降，能源密

集度（初級能源總供給/GDP）能較 2014 年削減 1.8%，改善幅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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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3 年平均降幅 0.6%的三倍。由於能源密集度大幅改善， IEA

會員國於 2015 年削減了 45 億公噸油當量的能源需求，相當於該年能

源消費量的 13%，節能效益高達 5400 億美元。 

且 IEA（2014a）更強調，能源效率提升除削減能源使用量以外，

兼有「刺激總體經濟發展」、「挹注政府財政」、「公共健康與福祉」、

「工業生產力的提升」、「有助能源供應端的營運」、「創造就業機

會」等多重效益。以「工業生產力的提升」為例，研究指出若可提升

工業的能源效率，除可以節省能源成本以外，尚能增進競爭力、獲利

率、產品品質、改善工安環境。此類生產力方面的效益，可達能源成

本削減總額的四倍，亦即若將共同效益納入節能投資評估時，節能設

施的投資回收期可縮短為原預估的四分之一。在就業機會方面，以美

國為例，其 2015 年能源效率創造的就業機會達到 190 萬名，為再生

能源就業機會的四倍以上。（Environmental Entrepreneurs, 2016）。  

若從政策趨勢分析，最低能效標準（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 

Standards, MEPS）、效率改善節能目標等強制性能源效率規範涵蓋全

球能源消費量，過去 15 年來年均成長 9%。涵蓋比例已從 2000 年的

11%提高到 2015 年的 30%，其中以工業部門涵蓋比例成長最高，主

因爲中國大陸和印度兩耗能大國推動工業節能目標所致。非住宅建築

強制性政策涵蓋能源消費之比例的成長次之，這是因為新興國家建築

能效規範多半先從非住宅建築開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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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2000 年和 2015 年全球部門別最終能源消費受強制性能源效

率政策影響的比例 

資料來源：IEA, 2016c。 

雖在投資金額與政策力道上均有顯著的增長，但 IEA 指出依照

各國提出國家自主貢獻（NDC）政策內容，預估今日至 2030 年間全

球能源密集度年均降幅仍將僅與 2015 年削減幅度相仿，若欲達到減

碳目標，則全球能源密集度年均降幅須達 2.6%以上。且由於能源價

格走勢的波動將會影響節能誘因，為降低此轉型風險，IEA 建議政府

仍應持續擴大強制性能源效率規範的管制範疇，以確保能源效率的加

速提升。 

（五）全球能源轉型挑戰－排碳仍獲補貼 

目前有近三分之二的溫室氣體排放與能源相關。根據圖 3-1所示，

雖然國際上一直不乏氣候變遷問題的討論與倡議，但從 IPCC 誕生第

一份報告、里約地球高峰會、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簽署以及京都議定

書生效到 2014 年，國際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仍不斷上升。2008 年後，

曾有下降的情形，但原因並非國際協定的作用，而是因為 2008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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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導致對於各種能源部門的投資下降（IEA, 2009: 5-6）。然

而，隨著 2010 年的景氣反彈以及發展中國家強勁的能源需求，碳排

放又再次上升（Peters et al., 2012）。因此，2015 年的「巴黎協定」

雖然為應對氣候變遷挑戰打開新的局面，但距離全球轉型目標的達成

仍有待時間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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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2014 年特定區域之能源相關二氧化碳排放量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5a: 24



 

43 

 

若要加速全球能源系統的去碳化，首要之務為矯正現行溫室氣體

的外部成本未被充分反應至市場的困境。由圖 3-15 可以清楚看見，

有大量源自於化石燃料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基本上不受到碳定價

（carbon pricing）管制，甚至有相當的比例還獲得補貼。依據 IEA 的

估計，2014 年時全球納入碳定價管制範圍的排放量僅占 11%，而其

平均價格為每噸 7 美元左右。另一方面，全球 13%的排放量是可還獲

得政府提供的化石燃料補貼，且補貼額度高達每噸 115 美元（IEA, 

2015a）。若是這些未被中和或未取消的補貼機制仍繼續運作，則全

球減碳將從源頭受阻而難以實現，需建立一能源治理架構，改變前述

趨勢。 

 

二、WBGU 能源轉型路徑圖 

若要抑制全球增溫在有 2℃以下的機率高於三分之二以上，則從

今至 2050 年時，全球化石燃料所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得超過

7500 億公噸（WBGU, 2011）。然而，若未有任何政策介入，任憑化

石燃料的持續開採，則依照估計，當現存的化石燃料全數開採時，其

溫室氣體排放量間達到 7 兆噸。且倘若維持現有的排放水準，全球二

氧化碳限額（budget），大約將在 25 年內的時間就被用盡。為扭轉

上述情形，引領政策變化， 許多國際機構與研究計畫均就全球未來

能源情境進行分析，最為知名的能源情境研究為 IEA 的能源技術展

望（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等。依據其於 2016 年 6 月出版

《2016 年能源技術展望：邁向永續都市能源系統》（Energ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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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2016：Towards Sustainable Urban Energy Systems），若欲

達到抑制增溫在攝氏 2 度以下的減量目標（既 2DS 情境），則於須

將未來初級能源需求量年均成長率由一切照常情境（既 6DS 情境）

的 1.5%，削減至 0.5%，亦即未來初級能源密集度年均下降率須達 3% 

（最終能源消費密集度為 2.7%）。而在供給面上，2050 年時化石燃

料於初級能源的占比，則須由 2013 年的 80%，大幅降至 45%，另一

方面再生能源占比則須達 44% 。若就各個減量措施的減量貢獻度加

以分析，能源效率的貢獻度為 38%、再生能源為 32%、碳封存捕集

（CCS）為 12%、核能則為 7%。  

 

 圖 3-16、各減量措施之貢獻度  

資料來源：IEA, 2016d 

然而 IEA的情境中，則納入了核能與碳捕捉封存等兩個被WBGU

認為具有風險的技術選項，且低估迅速能源轉型的可行性，此舉導致

相關的政策法規僅達到漸進性改善的成效。為引領全球能源系統根本

性的轉型，WBGU 提出了「Jürgen Schmid 願景」，擘畫全球於 2050

年時淘汰化石燃料的轉型路徑（WBGU, 201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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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所示，「Jürgen Schmid 願景」的核心在於藉由能源效率的

提升抑制全球能源需求量。該情境指出提升建築隔熱效率提升、工業

製程改善、電氣化等措施，可使全球空調衍生的能源需求量零成長，

並將運輸和全球電力需求成長年均成長率抑制在 1%以內。在運輸部

門上， 2030 年新增運具不得為燃油車輛，並且在 2050 年時完全被

電動車和電力轉化為天然氣（power-to-gas）的運輸工具所替代。故

全球初級能源需求量可在 2020 年達到 542 EJ 的頂峰後逐步削減，至 

2050 年時，全球初級能源需求量可削減至 402 EJ，相較今日削減 20%

以上。 

在供給面上，全球應在 2020 年後迅速削減煤炭的使用，並於 2030

年淘汰煤炭的使用。石油方面，則因難以短期完全替代，故其將採漸

進式的削減，於 2040-2045 年間方淘汰其使用。而天然氣作為過渡選

項，故其於全球能源結構的占比在 2035 年前均將維持 20%以上，於

2050 年時方被充分替代。而核電方面，WBGU 鑑於其安全風險，故

力主應於全球核電廠應於 2035 年時全部除役。從整體趨勢分析，由

於現存的高額化石燃料補貼，導致轉型初期化石燃料僅能緩步削減，

然於 2020 年後其需快速下降。再生能源方面，生質能因其目前技術

成熟的碳中和發電選項，故短期間成長迅速。然而為因應建築材料低

碳化的需求，故其對於木材需求量將增加。因此其於能源結構中於

2035 年達到高峰後，便應逐步削減其使用，以期可在生質材料的永

續潛能（sustainable potential）下，滿足建築部門的需求。水力和海

洋能發展，也受限於它們的永續潛能，在 2025 年便已完全開發。而

在 2050 年時，太陽能與風力於能源結構的占比將達到近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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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Jürgen Schmid 願景 

資料來源：WBGU, 2011; 2016 

 為落實此能源轉型願景， WBGU（2016）進一步提出「十年低

碳路徑圖」（Decadal carbon roadmap），將由今日至 2050 年間，以

十年為界區分為「無悔政策推行期」（No brain） 、「全力衝刺期」

（Herculean efforts ）、「多重突破期」（Multiple breakthroughs ）、

「檢討與修正期」（Revisions and reinforcements ），逐期分析各階

段的政策重點。 

「無悔政策推行期」上，應大力推動對碳稅與碳交易以及移除化

石燃料補貼等已證明極具策效力的政策工具。「全力衝刺期」則應著

力於交通部門的改造，促使新增運具中無燃油車輛，而藉由全球永續

轉型研發經費投入大幅增長至今日的十倍，促使電池與儲電技術突破、

發展新建材、飛機推進系統的潔淨替代方案等。「多重突破期」除側

重於零耗能建築發展外，道路設計應導入具有產能功能的舖面技術，

建築部門應以木材、磚塊等氣候友善建材替代鋼鐵與水泥。20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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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50 年的「檢討與修正期」，若前述個階段的政策工具與技術發

展均可落實，歐洲應已達成經濟體的去碳化，美洲與亞洲亦接近此目

標，各國應強化既有的措施並修正過去的錯誤，以達成 2050 年成功

去碳化。各階段低碳路徑圖的重點彙整如表 3-3 所示。 

表 3-3、WBGU 所提出的 2010-2050 年碳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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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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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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作者整理 

若要落實前述的路徑圖，財政工具甚為關鍵。WBGU（2016）則

建議可建立「轉型主權基金」（transformative sovereign wealth fund ） ，

使國家成為永續轉型在市場上投資者，好克服對「二氧化碳的依賴」。

特別是傳統的主權基金往往是透過出售資源如石油、天然氣來換取收

入。相反地，「轉型主權基金」乃基於污染者付費、歷史責任與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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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世代三原則，透過碳稅、碳交易、遺產稅等籌措此基金，用於投

資於轉型根本的關鍵產業、社會和結構性對於轉型的政治支持、國內

氣候友善的基礎建設之計畫性投資並發揮槓桿效應帶動私部門資本

投資以及合作性的國際氣候計畫。而此類基金還可藉由累進遺產稅來

實現社會公平。 

綜合而言，前述低碳路徑圖所搭配的政策工具，主要目的為重新

引導創新（innovation）方向與其擴散速度，使得經濟發展能夠維持

在地球限度之中，同時打造可吸引氣候友善投資（Investment）的制

度架構，以促使全球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可應該迅速地邁向

為去碳化、提升資源效率。且此同時，這些目標應該在社會包容

（Inclusive）的原則如平等和參與下進行引導（WBGU, 2016）。故

要落實 WBGU 所擘畫的去碳化願景，則需打造一新的能源轉型治理

架構。 

 

三、能源轉型治理 

WBGU（2011）強調轉型的最大障礙乃為政治，由於「短視近利

與拖延為戰略的政治文化」、「遊說集團與利益團體對轉型的抵抗」、

「行政體系零碎化與缺乏延續性及協調性」、「代表赤字

（Representation Deficit）與欠缺認同」 等四大因素，阻礙了相關政

策的推動。因此 WBGU 所倡議的轉型治理架構中，首要為打造一具

有暢通民眾參與機制的積極型國家（Proactive State with Extended 

Opportunities for Participation）來克服前述政治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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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積極型國家 

WBGU 指出自從 1970 年代以來，廣泛的去國家化與去管制化的

新自由主義，導致國家角色的弱化。然而 2007 ～2009 年間全球經

濟與金融危機明顯地驗證了去管制化市場機制的失敗，凸顯其缺點。

特別是談到注重環境品質時，企業在自由市場已無法將其商業模式和

科技應用對環境長期影響納入考量，讓國家無可避免地必須承擔起環

境管制的責任。然而，應該注意的是由上而下的政府治理規劃只是個

幻象，國家本身並不知道最佳的選項，但國家被賦予的任務是帶動企

業、公民社會以及行政系統的潛能，同時避免限制其本身在多元民主

社會中僅扮演緩和及補救的角色。而在主權國家層級中，WBGU（2011）

指出應採用下列四種管道建立此類具有暢通民眾參與機制的積極型

國家： 

1. 氣候政策目標入憲和入法  

藉由於憲法中納入因應氣候變遷為新的國家目標，並制定氣候變

遷專法，展現國家因應此議題之決心與擬定整體制度架構。 

2.擴大資訊公開與公民參與  

 如果政策制定者做出迫使公民接受的相應措施的決策，其一個

轉型過程將注定會失敗。故應藉由在行政程序擴大公民參與機制，讓

決策可即早納入公民意見。另外公民訴訟與獨立專家監察員

（Ombudspersons）制度，則可從法律上保護民眾權利。而以審議民

主方式，協助建構橫跨不同團體與階層的轉型社會論述，有助於氣候

政策「去政黨化」，超越過往的左派/右派的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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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政策與議會政治中氣候政策主流化 

如同推動性別主流化一般，低碳轉型亦須仰賴各項政策與法規研

擬時均將對氣候變遷的影響納入考量，如可仿效奧地利建立強制性的

氣候衝擊評估機制，確保各相關法規有助因應氣候變遷。且應進行行

政部門與立法機關的內部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的培力，如成立各部會應

設有處理低碳轉型的委員會，議會鍾意可設立跨黨派的低碳轉型諮詢

小組。 

4.建立「未來世代代表」制度  

為改善現行代議政治中世代代表性結構的缺陷，於政策研擬與諮

詢時，可引入能反映孩童權益的投票機制，如引入德莫尼投票法

（Demeny Voting）。 

（二）變革行動者 

轉型是多層次、多點共時發展的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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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同時支撐了政治、

社會、文化和科學等各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穩定且獲利者，並沒有

吸引力輕易轉向其它的政體（WBGU, 2011）。因此於能源轉型的推

動中，仰賴對於改變既有體制具有信念的行動者，此既變革行動者

（change agent）。所謂的變革行動者是指對於變革有使人能信服的

理念，以及使其實現的初步構想。他們建立網絡關係並獲得其他重要

的參與夥伴，以這種方式設法為變革爭取關鍵多數。隨後，他們共同

一步步地推動理念發展。整個過程可以總結為習慣與架構條件改變、

建立新體制以及典範轉移（Kristof,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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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變遷是由一些利基層次的變革行動者所推動，他們可能是在

地的企業或科學家，也可能是國際組織和媒體，他們逐漸使得原來穩

定的政體不再穩定並漸漸開放。特別是今日關於低碳社會發展的概念

已經不再停留於紙面，而是在許多國家和地付諸實行的典範和政策，

這使得這個政體必須要適應這些壓力，並且進行轉型。而新的政體則

同時反過來影響整個世界的宏觀局勢。 

 

 

圖 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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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2011, p. 262) 

從圖 3-18 中，可以看見變革行動者往往一開始都身處社會意見

的邊緣，並且需要透過各種討論議程的設定、意見的否決與否等社會

溝通階段，才能漸漸與其它創新的網絡彼此相連結，甚至開始引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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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轉為主流意見。最終，一開始處於邊緣的概念甚至變成社會習以

為常的部份。要達成這一個，WBGU 明確指出這些變革行動者需要

扮演化「促進者」（promoter）的角色，反覆說明並實踐他們的理念

之可行性。 

然而，僅僅有變革行動者還不夠。完整的能源轉型治理架構則如

圖 3-19 所示，一個積極國家可藉由提供資金、倡導對話、創造機制

建立氣候友善框架，促成變革行動者的主流化。國家的介入，是為了

推動市場和公民社會的力量朝向轉型，而且一個積極國家同時也是一

個賦權國家（enabling state）。積極國家與傳統的大國家和小國家之

爭論不同，而是指出：更多的國家介入，就必須由更多的公民以新社

會契約的方式參與（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2011, 

p. 204）。這個虛擬契約的關鍵，在於藉由以共同的福利目標和全球

的集體共善來給予政府與公民社會行動者對於未來生態的責任，並授

予政府與公民社會行動者權利與義務。 

 

 圖 3-19、轉型的時間與動態層級 

說明：在整個轉型中的核心乃是能源體系的去碳化，X 軸顯示減碳的程度。在中間的灰色部份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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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積極國家和變革行動者是其中的關鍵要角。要使變革行動者獲得關注，他們必須要從邊緣移動

到中心，並且增加他們的影響力。而 Y 軸顯示時間，邁向轉型的行動方針務必要在下個十年內

啟動，才能順利在後續的 30 年間即時轉型為低碳社會（綠線）。過度補償的情況則表示氣候保

護無效，轉型失敗（黃線）。而繼續路徑依賴則引發全球氣候危機（紅線） 

資料來源：WBGU (2011, p. 269) 

前述積極型國家與變革行動者間的協作對於推動能源轉型的助

益，德國的再生能源發展為最佳例證。 80 年代末期，德國既已有零

星的社區規模的再生能源倡議計畫。1991 年時，並訂定《德國饋入

法》（German Feed-in Law），透過法律要求能源供應商有義務購買

自其供應區域所產出的再生能源。但法中並未就不同再生能源量身設

定價格，因此僅對陸域風機的發展較有誘因。然而直到 2000 年的再

生能源法（Erneuerbare-Energien-Gesetz, EEG）通過，確保再生能源

的優先饋網權，提供不同能源類別長期穩定的收購價格，提供業者和

社區強而有力的誘因，並且大幅削減投資風險，促成其蓬勃發展。包

括德國舍瑙（Schönau）地區的電力公司 EWS，其原本僅是自喻為「舍

瑙電力反叛軍」在地反核人士集結推動的社區再生能源倡議計畫，現

在已成可供給當地 10 萬戶家戶用電的永續電力公司。辛根（Singen）

地區的 Solarcomplex AG，也在 2000 年由 20 個在地居民成立，現已

成長為包含進行研究的諮詢委員會和超過 1000 位股東的企業

（WBGU, 2011; 247）。這種發展情況可以在第參章中的圖 3-12 看出

明顯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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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能源轉型關鍵指南 

WBGU（2011）提醒我們，社會價值的改變，才是這場大規模轉

型的核心。因此，國家的角色亦應同時確保民眾在政策過程中有更大

的參與機會，從而形成一個「新的社會契約」，賦予經濟產業與科學

技術等轉型關鍵領域更大的「正當性」。這被認為是有利於科技與社

會創新的前提條件，以及促發各個層次、領域的行動者展開活動的槓

桿。任何一種低碳或永續社會的成功轉型，皆需新技術的發展，但國

家的積極功能除促進產業發展外，更須顧及多方利益的匯聚與整合

（WBGU, 2011: 73, 265-266）；轉型的本旨，即社會共識的工程。若

回過頭來審視我國政府當前的種種治理及政策，除了必須在產業面的

扶植，也需要在創造願景與社會價值，並讓民眾實質且充分的發揮能

源轉型過程中的角色。 

除了經濟技術取向的科技產業開發外，強化對社會的溝通，營造

「新的社會契約」也是臺灣加速能源轉型的有效做法，應當加以重視。

當社會普遍具有對能源轉型的共識，並對使用再生能源投以正面的態

度時，國家所需要做的，不過就是幫忙「推一把」（nudge）：像是

降低電網中的非再生能源供應比例、提升再生能源供應比例等這類矯

正態度與行為間落差的臨門一腳（WBGU, 2011: 67-74, 78, 188）。因

此，政府在建立、修正相關法制的同時，亦應由下而上創造低碳社會

及能源轉型的共同願景，並將經濟產業發展優先的邏輯，提升成能源

轉型的系統思維，自然能帶動新一波的綠色成長。 

 本章彙整了全球整體能源供需最新的變化趨勢，指出雖然再生

能源與能源效率的發展已益獲重視，然依現行趨勢，仍不足以避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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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危機。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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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氣候的能源系統去碳化是可實現的，並且可以透過各種技

術混合達成;  

2.全球能源系統去碳化的長期經濟成本加總起來，對全球經濟影

響占比甚微;  

3.基於能源效率的改善以及再生能源的擴張的能源轉型策略，除

可避免氣候危機外，更可產生實質上的共同效益，特別是對人的健康

和能源供應安全，並且將削減長期的燃料與氣候變遷調適的成本。 

4.有企圖心的全球氣候變遷調適是可能的，即使沒有核能也行。

WBGU 建議不要使用核能。然而，核能的逐步汰除不應當導致更大

地依賴煤。 

5.轉型治理機制落實前述能源轉型願景的關鍵，而此轉型治理機

制的關鍵核心為具有暢通民眾參與機制的積極型國家，方能串連各層

次變革行動者於決策之中，促成體制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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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灣下一步發展:立基在低碳社會與
能源轉型 

2015年底召開的COP 21企求大幅度地減少全球碳排放來減緩氣

候變遷，淘汰燃煤發電這種較高碳排的發電形式，並建請各國未來都

需謹慎應對之課題。若要參照 WBGU 所致力確保的 2 ℃ 可承受範

圍，則勢必要減少使用排碳量較高的能源。IEA（2014b）的《世界

能源展望 2014 計畫》（World Energy Outlook 2014）中，提出在 2040

年以前將全世界的再生能源供應由 1,700 GW 提升到 4,550 GW 的目

標，等於正式宣告能源轉型（energy transition）將成為世界各國努力

的政治場域與趨勢。其 2015 年報告更進一步扣合當年油價下跌與

COP 21 的主題，強調設定長期減量目標以推動低碳轉型，同時在過

程中強化能源部門的供應安定性，特別是在煤炭相關行業雖然處於衰

微，但天然氣作為過渡能源的成長仍有些不明確因素時（ IEA, 

2015b）。 

臺灣自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快速工業化進程，以及火力發電廠

的陸續興建等因素，使得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斷攀升。根據國際能源總

署 2016 年度報告統計，臺灣自 1990 年以來燃燒化石燃料所產生的碳

排放持續呈現出上升的趨勢，在 2010 年時達到了最高峰，約有 254.3

百萬噸，十分可觀。其中以燃煤所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最為顯著，其

1990 年至 2014 年間的增幅高達 259.2%（IEA, 2016c: 81），而同期

間全世界的平均增幅則為 79.5%（ibid.: 79），相較之下臺灣燃煤所

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相當顯著。至於天然氣燃燒的部分，其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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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氧化碳始終呈現上升的趨勢。在天然氣機組持續增設的背景下，

1990 年至 2013 年燃燒天然氣所產生之二氧化碳增幅高達 956.7%

（IEA, 2015c: 59）。相較之下，燃油的比例則不再成長，其所產生之

二氧化碳明顯呈現下降的趨勢。 

從上述及圖 4-1 的數據可以大略推測出，臺灣近年有持續試圖降

低對於燃油能源的依賴，並且逐步提高天然氣能源的使用率。然而，

臺灣對於燃煤能源的依賴程度依舊偏高，也因此我國化石燃料的溫室

氣體排放量始終居高不下。 

 

 

圖 4-1、臺灣燃燒化石燃料之整體二氧化碳排放統計 

資料來源：IEA, 2015c: 51-59；IEA, 2016c: 76-87，自行整理。 

要提高燃煤發電效率，便涉及到煤炭燃燒的效率問題。近年來，

臺灣對於禁燒生煤與石油焦的爭議不斷。一般來說，生煤是燃燒效率

較低、成本較便宜的煙煤，而石油焦則是煉油的產物，臺灣只有六輕

用來發電。禁燒生煤與石油焦的爭論，便源自於能源不當使用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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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及能源轉型問題。此外，國際貨幣組織（IMF, 2013）的報告

中指出，臺灣在先進國家的評比上，竟然使用了 GDP 份額的 0.3%在

化石燃料的補貼上，其甚至用「不可忽略的」（non-negligible）來形

容這高得嚇人的補貼份額。且若將空污、氣候變遷等外部成本納入評

估，則臺灣化石燃料補貼額度更高達 GDP 的 5.4%。 

當各地的反空污團體將抑止空污的壓力點集中在燃燒生煤的火

力發電時，政府更應迅速地盤點與調整能源排碳、空污與產業轉型的

路徑與資料，提出積極的治理方針（周桂田，2016a）。對此，除了

管制較高污染的生煤與石油焦外，也應該調整發電結構，朝向能源轉

型的低碳社會，而再生能源便是轉型的重點。再生能源的推廣應用，

除了可善用本土的自產資源促進能源多元化，提供具成本效益且符合

環保的永續發展所需能源外，在環境方面，則可有效地減少全球及區

域的溫室氣體排放與酸雨等環境污染；於經濟方面，亦可以創造投資

機會、促進產業發展與創造眾多的就業機會。 

但臺灣的再生能源占比一向偏低。臺灣從 2001 至 2014 年再生能

源占全國發電量比例一直在 3%至 4%上下擺動；更令人驚訝的是，

一旦扣除慣常水力，這 13 年來，再生能源占全國發電比只有進步約

1%（周桂田，2016a）。再生能源占比偏低，所造成的影響便是國家

碳排偏高，不僅加劇全球氣候變遷，在國內更是會影響國人健康與生

活品質。 

本節將主要分成三個部份，首就臺灣我國整體能源結構概況、發

電結構的變遷、再生能源的發展現況，其次則簡述我國相對應的能源

政策發展，最後提出在我國公私部門已經逐漸成型的各種行動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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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前章節所梳理出的全球發展趨勢，以及我國各種試圖變革的行動，

低碳社會與能源轉型目標的各種策略已然浮現。  

  

一、我國現況 

（一）整體能源結構 

如 2015 年能源流所示，臺灣總體能源供給中，再生能源僅占 2%

以下，石油占比達到 48%，煤則達到 29%，天然氣則為 13%，化石

燃料占比相較於 2005 年時幾近相同。若從需求面分析之，臺灣工業

部門之能源消費與非能源消費之占比達到近 60%，為主要耗用部門，

且過往十年來增加的能源消費量中，工業部門的增長貢獻度更達到

110%，顯見工業部門結構對臺灣整體能源供需影響甚鉅。然而若就

產業結構進行分析，近十年來鋼鐵、石化等能源密集工業實質生產毛

額占全國總 GDP 的比例則是從 4.73%增加至 5.72% 。此趨勢與歷年

公民團體於全國能源會議時屢次提出的產業結構低碳化倡議相悖。 

而若與全球相比，臺灣工業於總能源消費之占比名列全球第四，

僅次於千里達、加彭與新加坡等國。而由於工業能源消費量需求甚殷，

再生能源發展遲滯，致使臺灣的煤炭總消費量排名全球第十一位，淨

進口量更名列第四位。而如前國際趨勢所述，若全球煤炭消費量於

2020 年達到頂峰，臺灣勢必須面臨能源結構的急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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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臺灣 2015 年能源流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6 

（二）發電結構的變化 

電力消費占臺灣總能源消費的 50%左右，而三分之二的煤炭用於

發電，故如何邁向低碳電力結構為臺灣達成減量目標之關鍵。如圖所

示，燃煤發電量於 2012 年達到年毛發電量 911 億度的高峰後，近年

來呈下降趨勢，而燃氣發電之占比於 2015 年首次突破 30%。近年以

燃氣替換燃煤的趨勢背後的驅力包括了民眾對於燃煤火力空污之關

注、電力部門因應減碳以及近年天然氣價格下跌等三大因素。在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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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2016 年時因機組停機之故，其發電占比降至 12%，為近 35 年

以來占比最低的一年。 

 

 

圖 4-3、臺灣近年電力結構變動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6a），自行整理。 

新政府為因應非核家園與減碳需求，提出 2025 年時燃氣占比達

50%、燃煤降至 30%、再生能源達 20%之結構調整目標。然而若檢視

台電現行提出的電源開發計畫，台電公司將於未來幾年中持續追加興

建燃煤與燃氣機組。在燃煤機組方面，其淨新增量將達 1500MW，燃

氣部分淨增加量為 13685MW。依循現行火力機組的容量因素與熱效

率推估，現行台電電源開發方案中的火力電廠若全數開發，則將導致

臺灣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約4700萬噸左右，將與臺灣減量承諾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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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宜就台電電源開發計畫之適切性進一步檢驗其是否與能源結構低

碳化的目標相符。 

 

圖 4-4、105-116 年大型火力、核能機組除役及新增情形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2016）。 

（三）再生能源的發展 

臺灣於 2009 年 7 月 8 日公布施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後，並

於 2010 年首次訂定再生能源設置目標，該目標為 2030 年時達到

10,858 MW。2015 年時，則透過加速太陽光電及離岸風力的成長，將

總體發展目標提升 1.5 倍至 17,250 MW。其中，太陽光電因發電特性

符合電網負載特性，且近年發電成本大幅下降，並可帶動國內產業發

展，因此擴大太陽光電設置以每年 500 MW 為目標，至 2030 年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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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將由原 6,200 MW 提高至 8,700 MW（台灣電力公司，2015）。

離岸風力部分則根據臺灣海域氣象特性、水深地形、海底斷層等自然

環境，避開應予保護、禁止或限制、規劃或開發中等區域；並考量海

域利用情形及區塊劃設完整性，配合國內相關產業發展進程及趨勢，

審慎劃設具開發潛力之區塊場址，將 2030 年離岸風電目標由 3,000 

MW 提高至 4,000 MW（ibid.）。2016 年民進黨執政後，則更進一步

將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設定為 2025 年時須達成裝置量 27GW，年發電

量 500 億度以上之目標，為先前的兩倍以上。而細部檢視其規劃上，

則可見主要成長將來自太陽光電與離岸風力，增長貢獻度分別占 60%

與 25%。  

表 4-1、我國擴大各類型再生能源推廣目標-裝置容量/發電量  

（單位：MW） 

項目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MW） 再生能源發電量（億度） 

 
2015 2020 2025 2015 2020 2025 

太陽光電 842 6,500 20,000 9 81 250 

陸域風力 647 800 1,200 15 19 29 

離岸風力 0 520 3,000 0 19 111 

地熱能 0 150 200 0 10 13 

生質能 741 768 813 36 56 59 

水力 2,089 2,100 2,150 45 47 48 

燃料電池 0 22.5 60 0 2 5 

總計 4,319 10,861 27,423 105 234 515 

資料來源：吳馥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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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前述目標，新政府預估需於 2025 年前投入二兆元資金，

故其研商綠色金融政策，敦促金管會提出融資、投資及籌資等辦法，

如國泰金控及第一銀行開始推動綠色金融，包括信用卡、保險、債卷

及基金，鼓勵大眾參與綠色產業（邱金蘭，2016）。行政院長林全即

指出，「金融證券保險業在綠能發展上要扮演相當角色，否則產業就

會像貧血的人一樣很難健康」（尹俞歡，2016）。為達 2025 年再生

能源總發電量達 20%，臺灣離岸風力發電投資進入加速期。經濟部於

2016 舉辦「2016 風力發電國際招商大會與綠能產業展」，邀請丹麥、

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等歐商來臺，以階段式策略推動離岸風力發

電，引進國際企業協助（經濟部能源局，2016b；劉禹伸，2016）。

經濟部表示，臺灣海峽為國際公認離岸風電資源最佳的區域，政府決

定將開發風能的重心從陸域推向海域，並以階段式的策略推動，使我

國離岸風能發電能夠快速發展，於 2025 年達成非核家園的目標（吳

哲豪，2016）。行政院長林全更宣示，「我們除了往前走（發展綠能），

沒有其他選擇」（尹俞歡，2016）。 

在法制面上，2017 年 1 月立法院完成《電業法》修法，開放民

間發電業與售電業進入市場，但外界對財團化及高電價有所疑慮，因

此經濟部改採行二階段修法。第一階段已於 2017 年 1 月 11 日晚間三

讀通過，將開放再生能源自由化，使各團體或自然人均得申請設置，

透過代輸、直供及售電業等方式銷售予用戶，第二階段才開放其他傳

統能源的直供及代輸（經濟部能源局，2016c；陳文姿，2016）。而

此次修法雖提供綠能直供此類選擇，但其實際對再生能源增長之助益

仍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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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政策發展 

為有效減緩工業革命以來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1997 年 12 月在

京都舉行的 COP 3 大會上，簽署「京都議定書」，以「共同但有區

別」（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的方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量。我國

雖非議定書之簽署國，但仍希望能與國際共同積極地善盡保護地球環

境之責任，故於隔年（1998 年）舉辦了首次全國能源會議，討論臺

灣能源政策與產業結構如何因應京都議定書。其後於 2005、2009 以

及 2015 年，分別因京都議定書生效、政黨輪替以及核四封存等外在

因素，舉辦全國能源會議，邀各方討論臺灣未來的整體能源供需政策

推動方向。 

而依據現行法規，我國最高位階之能源政策乃為能源管理法第一

條授權中央主管機關為確保全國能源供應穩定及安全,考量環境衝擊

及兼顧經濟發展，應擬訂「能源發展綱領」。能源發展綱領初次核定

為 2012 年，其以「安全、效率、潔淨」三原則，就「供給端」、「系

統端」、「需求端」提出六大方針作為政策方向，此次綱領中首度賦

予主管機關可就能源供應總量進行管理（經濟部能源局，2012）。而

2016 年民進黨執政後，經濟部能源局（2016d）則重新啟動能源發展

綱領之修正，明確以「確保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續及社會公

平之均衡發展,期達成 2025 非核家園目標,實現能源永續發展」為願

景，目前修正草案中與前一版本除在核能方面，從「穩健減核」進展

至明定「非核家園」外，其亦將空氣品質列為環境永續層面須考量的

事項，回應近年眾所關注的減煤議題。另外發展目標中納入「社會公

平」一項，強調將推動「能源轉型政策之資訊公開與能源治理風險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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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提高能 源政策研擬與推動之透明性，並建立公眾參與機制，中央

及地方政府共同合作完善能源治理。」且相較於過往除了僅有綱領，

而無實際相互扣連的行動方案導致其無實質效力之困境，本次能源發

展綱領修正案完成後，將進一步搭配「能源轉型白皮書」之研擬。故

能源轉型白皮書研擬過程中是否可充分履行前述社會公平之原則，邀

集多方利害相關人充分協作，擬定具有前瞻性的目標，乃為臺灣建構

能源轉型治理架構之契機。 

 

三、各界行動者 

目前國內學界在能源轉型的議題上，多集中於臺灣能源轉型或再

生能源發展的困境（周桂田，2016b；范玫芳，2016；楊儒穎，2016）

及策略面（林子倫，2016a；賴芬蘭，2014；蔡岳勳、王齊庭，2014；

劉明德、徐玉珍，2012）等較為規範性的討論，而有關辨識能源領域

「行動者」（identifying the actors）之研究仍少見。行動者，或被稱

為「變革行動者」（change agents），係指社會變革的先行者，他們

傳遞對於變革機會的覺察，經常扮演新技術與思維的引介者，並能對

變革過程的催生與型塑發揮重要的影響力（WBGU, 2011: 243）。行

動者可說是一場成功轉型的重要元素，甚至是前提條件。欲解決當今

臺灣能源轉型所面臨之困境，也必然要談及行動者能在哪些領域、並

如何催生與型塑轉型（ibid.: 246）。辨識出這些領域的行動者即成了

關鍵的第一步。 

綜合 WBGU（2011）的觀點，辨識行動者的工作之所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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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以下理由。首先，邁向一個低碳、永續社會的轉型，此目標甚

為宏大，時間表也相當緊湊，行動者卻太少。轉型的速度及成功與否，

很大程度取決於參與的行動者是否能夠利用既有的機會結構。為了成

功達到轉型，政府必須要協助重要的行動者建立網絡，有助於行動者

擴大其行動範圍（ibid.: 241-246）。此外，若要在轉型治理的過程中

賦予不同的行動者不同的任務，亦須先了解各個行動者在角色、特性

及可用資源等方面的差異，以有效利用各領域、各層次的行動者網絡

（ibid.: 242-244; 262）。最後，電力作為成長最快速的能源終端形式，

其消費者－即一般大眾－必須體會到能源轉型對人類生活環境的意

義與重要性，行動者指認的政策意涵，便是透過行動者賦權

（empowerment），希望他們能妥善扮演好「促進者」（promoter）

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培養民眾的公民資格（citizenship），使由下

而上的轉型得以成功（IEA, 2014a; WBGU, 2011）。 

（一）非政府組織與社區協作 

1986 年 4 月，蘇聯車諾比核災的輻射塵籠罩在歐洲上空之際，

在德國南部巴登符騰堡邦（Baden-Wü rttemberg）的黑森林小鎮

Schönau，Ursula Sladek 和一群居民成立了「無核未來家長聯盟」

（Parents for a Nuclear-Free Future），開始提倡節能，並要求當時該

地區的電力供應商「萊茵電廠」（Kraftübertragungswerke Rheinfelden, 

KWR）提供獎勵節電的優惠電價，卻遭 KWR 拒絕。這次的拒絕也

宣告了 KWR 作為該地區供電商黃金時期的終結。透過兩次地區公投

及全國募資活動，這群「電力反抗者」（electricity rebels）買下自己

的電網並在鎮上的建築物屋頂安裝太陽能板自給發電，成為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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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能源市場自由化之前即開始自行供電的案例。現在，這座 Schönau

公民電廠（Elektrizitätswerke Schönau, EWS）已為德國全境超過 10

萬戶的家庭與企業提供綠色能源（WBGU, 2011: 247）。成為 EWS

經營負責人之一的 Sladek 說，他們將自己視為能源的政治性團體，

選擇他們的不只是顧客，更像是攜手非核的同志（Isenson, 2005）。

2013 年 10 月，Sladek 代表 EWS 獲頒德國聯邦環境基金會（Deutsche 

Bundesstiftung Umwelt, DBU）德國環境獎，肯定其對地方能源民主化

的貢獻。 

類似的故事似乎也在臺灣不起眼的角落裡醞釀著。2015 年 9 月，

在民間團體、立委及政府相關單位的協助下，一場「百分百綠能部落」

的實驗，正在臺東縣卑南鄉的達魯瑪克（Taromak）部落展開。實驗

企圖藉由當地日治時期興建的小型水力發電廠及每年近 1,000 小時的

日照時數，完全實現能源的在地化與自給自足。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及

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是其中重要的民間協力者。台灣環境保護聯

盟秘書長陳秉亨坦承在水力發電量不大的情況下，有一半的村民需要

架設太陽能屋頂，同時配合節能，或是成立部落電力公司，目標就是

設法發展出一個發電大於用電的綠能部落（劉如意，2016）。台灣再

生能源推動聯盟理事長高茹萍認為，德國 Schönau 與臺東達魯瑪克部

落的案例雖都具有啟發性與示範效果，卻也擔憂《電業法》的修法方

向若只顧及廠網分離，未能保障公民電廠的售電優先，恐怕會被財團

所壟斷，阻礙社區電廠的發展（ibid.；經濟部能源局，2004）。 

這場被比擬為「鉅變」的能源轉型，不單純是資源使用技術的改

變，亦包括社會文明與價值系統的根本性變化，更揭示了「能源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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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democracy）的政治意義：從大型、集中式的壟斷模式，轉

向分散式、地方型的能源結構（林子倫，2016b）。事實上，有研究

發現（Szulecki et al., 2015），全民參與、分散式的能源創新，因具有

因地制宜的彈性，且易獲得地方民眾的支持，較能為能源轉型帶來成

功。社區型能源或公民電廠的實踐，於是成為能源轉型的重要課題。

2014 年 5 月由汗得學社及其他公民團體之幹部、志工共 16 人所發起

的「一人一千瓦」社會企業，是臺灣第一個公民電廠，以「自己的用

電自己發」為口號，透過有錢的出錢（太陽股東）、有屋頂的出屋頂

（太陽房東）的協力方式，在全臺各地的家庭屋頂裝設太陽能板，推

廣太陽光電，並藉此逐漸提升參與者對能源議題的認識，進一步能以

行動實踐能源轉型（王美珍，2014；黃麗如，2015）。汗得學社秉持

著西諺「從來沒有好事情，除非有人做了好事情」所代表的精神，希

望「先做再說」，以翻轉臺灣社會長久以來的無力氛圍。22 一人一千

瓦計畫，截至 2015 年 11 月，共有 76 位股東、19 位房東，發電容量

174.4KW、累積發電度數達到 96,000-97,000 度（高淑芬，2016：

191-193）。 

社區型能源或公民電廠的成功，至少須仰賴行動網絡（尤其是與

地方政府的互動關係）與政策（指提供實物或財務誘因）的支持

（Seyfang et al., 2013: 985-988）。而地方政府正是與社區型能源關係

最密切的公權力組織，其功能角色近年來在全球氣候治理及能源轉型

領域備受重視（林子倫、李宜卿，2012）。林子倫（2016b：170-173）

依據歐美各國能源系統之運作及功能差異，區分出公共模式、市場模

                                           
22  關於汗得學社更多資訊，可參考其官方網站 http://www.han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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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夥伴關係模式，以及公民參與模式，可對應到地方政府在能源轉

型過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UNEP, 2015）（表 4-6）。行政院於 2016

年 10 月 13 日決議將《電業法》修法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著重於多

元供給，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售電業，並限制傳統發電業之電力只

能授予公用售電業，即「綠電先行」，企圖營造友善綠電環境。因此，

2017 年 1 月完成三讀的修正案，只是供電穩定與電業開放的暫時妥

協過程。待電業管制與配套成熟後，再有條件啟動第二階段修法，完

成真正的電業自由化（唐佩君，2016）。屆時，地方政府、社區以及

再生能源廠商等，便可共同成立再生能源公司，實現地方式、分散式

的能源結構。 

表 4-2、地方能源公司的運作模式 

運作模式 公共模式 市場模式 夥伴關係模式 公民參與模式 

組織結構 地方政府主導 私部門主導 公司協力 社區主導 

策略目標 公共利益 利潤 
利潤及 

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 

風險分擔效果 集中 分散 分散 分散 

地方政府角色 
規劃者與 

管制者 
協助者 

供給者與 

消費者 

合作者與 

倡議者 

實際案例 

荷蘭

Amsterdam、 

挪威 Bergen 

丹麥 Thisted 

、羅馬尼亞

Botosani 

瑞典 Växjö、 

法國 Paris 

德國

Frankfurt、 

匈牙利 Vep 

資料來源：林子倫，2016b：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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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人們多已認知到低碳經濟是避免極端氣候的必經之路，卻也

不代表人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擁抱再生能源，尤其從前幾年的離岸與

陸域風機設置爭議中可發現，當設置再生能源機具的決定，與環境及

生態保育價值發生衝突時，即使是綠色能源，其在民眾心目中的正當

性也將大受打擊（呂欣怡、劉如意，2017）。因此有學者建議，應仿

效丹麥風能合作社（wind co-operatives）的經營模式，透過向當地居

民出售風電項目的一定比例股份，有效補償居民因設置風機所造成的

負面影響，並將居民利益與風電的經營予以整合，以獲得在地民眾的

支持（蔡岳勳、王齊庭，2014）。但我們認為，這種「能源合作社」

（energy co-operatives）的概念（房思宏，2016），至多僅能適用在

單純的鄰避設施案例中，倘若涉及諸如彰化離岸風機與白海豚棲地之

類似爭議，這種以「股權」犧牲「環保」的作法，在價值及道德上仍

有疑義。 

（二）能源供給面的行動者 

經濟部能源局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11 條第二項之授權，

於 2012 年頒訂「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鼓勵民間業者

設置離岸示範風場。目前已評選出三案，為彰化縣芳苑鄉外海之「福

海示範案」、「台電示範案」，以及苗栗縣竹南鎮外海之「海洋示範

案」，分別由福海公司、台電公司與海洋公司簽約經營，其中，因台

電風場規劃以國產風機為示範機組而備受矚目。2015 年，中國鋼鐵

公司（中鋼）與於 2010 年研發出 2 MW 大型風力發電機的國內家電

製造商東元電機合資，成立「新能風電股份有限公司」，目標瞄準臺

灣西部沿海共 4,000 MW 潛力的離岸風力市場，並積極爭取台電離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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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風場標案，計畫在臺中港建置第一支 5 MW 抗颱功能的大型離岸

風機進行測試（沈美幸，2016；經濟部能源局，2015）。風電設備國

產化聯盟不僅促進風電產業紮根臺灣，除中鋼與東元外，台塑、華城、

永冠等零組件供應商的加入，也能降低生產成本，有助提升市場競爭

力（馬振基，2011）。 

2006 年 1 月 10 日由工研院結合國內風能產業界及相關研究單位

共同成立的台灣風能協會，顯然成為這次籌組「國家隊」的重要知識

生產者之一。該協會舉辦過多場兩岸及國際再生能源交流研討會以及

增進技術的討論會，並與經濟部、科技部合作，於 2015 年 10 月 27

日的「建構臺灣自主離岸風力發電產業鏈」研討會上，邀請國內風電

業者及歐洲、日本學者分享實務經驗。行政院環保署為配合行政院推

動再生能源之發展，同意就海上之風能電廠之興建計畫採取「政策環

評」（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的方式，以具有商業規模基

礎的 36 處廠址為包裹審查，有別於傳統對個別計畫的分別審查，以

利離岸風場之加速開發。加上因應核四廠封存，核一、核二廠未來相

繼除役而將離岸風電規模由 3,000 MW 提升至 4,000 MW，此舉勢必

吸引龐大外資搶進，國內廠商更無將眼前的商機拱手讓人之理。 

對於資本額不雄厚、規模不大而無法競標大型工程的中小型新興

風機業者，政府亦應協助其拓展國內市場。中小型風機製造商以同樣

成熟的綠電技術，為鄉鎮道路、學校、公務機關等安裝小型發電系統，

為環保盡一份心力。目前，像是「新高能源科技」、「耀能科技」等

風機製造商，已在離島、雲嘉地區取得不少成功經驗，甚至向日本、

德國輸出風機。這些中小型風機業者，可能是普及國內再生能源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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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的重要行動者（劉明德、徐玉珍，2012）。政府應積極協助其建

立生產與行銷網絡，並提供其研發創新上所需的融資及誘因，重點尤

其在於如何研製讓風力發電普及至社區居家的新式風力機（呂辰龍等，

2011）。 

源於政策的技術問題，是供給面的行動者（尤其是新能風電）所

遭遇到的主要困境：荷蘭廠商 Darwind 遭中國湘電集團收購，因而面

臨中國技術移轉的爭議，使得風機百分之百國產的目標破功（黃佩君，

2016；林筑涵，2016）。但這也未必會影響西海岸風電廠的建設，台

電再生能源處表示，新能風電只是投標廠商之一，並未預設立場。當

前「國產風機」政策的前景不明，一方面中鋼正在尋找新的合作對象，

並成立 W-Team 與台灣國際造船公司的海事工程聯盟 M-Team，分別

負責彰濱第一期離岸風力風機零組件與工作船的設置；另一方面經濟

部亦轉向丹麥的國際大廠丹能風力（DONG Energy），希望藉外商投

資來引進風機製造技術，但是否可行仍有待觀察（林筑涵、黃佩君，

2016）。 

（三）節能產業 

在再生能源的開發及對能源效率的追求下，能源技術服務產業

（Energy Services Company, ESCO）已成為國際間興起的新興服務產

業。根據經濟部商業司（2011）之定義，能源技術服務業係指，從事

新淨潔能源（包含太陽能、生質與廢棄功能、地熱、海洋能、風力、

水力）、節約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或抑制移轉尖峰用電負載之設

備、系統及工程之規劃、可行性研究、設計、安裝、施工、維護、檢

測、代操作、相關軟硬體構建及其相關技術服務之行業。簡言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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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既有能源設備、工廠或房屋等提供節能服務為主要業務之企業

（李涵茵，2007）。 

綜觀 ESCO 產業在美國、中國、日本、韓國之發展概況，可發現

在溫室氣體減量的日益重視，以及用戶端期望 ESCO 專案能帶來更多

效益等因素之下，其仍維持快速成長之趨勢，各國政府亦常以各種政

策規範、節能績效測量標準及融資的方式，促進 ESCO 產業之發展。

相較之下，我國雖於 1998 年即開始為提升工業部門之能源效率研擬

具體的行動方案，2005 年成立「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

（台灣 ESCO 協會）做為業者間的溝通平台，並由經濟部能源局委託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綠基會）成立「能源技術服務業推

動辦公室」，藉著媒合能源用戶（例如製造業或公部門）與 ESCO 廠

商，發展臺灣節能市場。2005 年其產值為 3.7 億元，至 2015 年已提

升至 117 億元，並以節能效益分享模式、節能設備銷售，以及節能改

善工程為主要項目（楊顯整、陳鳳惠，2015：24）。惟迄今臺灣 ESCO

產業所面臨之瓶頸仍有待突破，包括（經濟部能源局，2016d）： 

1、市場面挑戰:國內能源價格較為低廉,專案自償性不足,降低能

源用 戶導入之意願。 

2、資金面挑戰:ESCO 產業多屬中小企業自有資金不足,向金融機

構辦理 融資時,常因擔保品不足及融資利率偏高等因素,難以取得專

案營運 所需資金,造成專案承接量有限。 

3、技術面挑戰:節能技術缺乏量測驗證標準以及量測驗證專業人

才不 足,專案引入節能範疇有限。 

4、環境面挑戰:能源用戶對專案運作機制不瞭解,於節能績效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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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驗 證較難與 ESCO 業者取得共識,於專案執行上易衍生爭議。 

Kindström 和 Ottosson （2016）認為，從市場成長的速度看來，

ESCO 產業是受到限制的。他們藉由案例分析，找出有助於地區型能

源服務公司發展的重要商業活動，認為能源服務公司必須更新其過去

以產品為基礎（product-based）的商業模式：不論是透過最小風險化

的漸進式（incremental）或避免組織惰性的分進式（separate）途徑。

而國內對於能源服務公司發展的討論，多以台電公司為主體，分析台

電在電業自由化後的 ESCO 推動策略及角色（綠基會，2015；李涵茵，

2007；李涵茵、楊正光，2007），但關於近年來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的

綠能公民團體之發展策略及角色則較少著墨。 

其實，能源服務的發展，與能源需求端（即社會）的態度也有很

大的關係，行動者間的跨領域知識互動是使態度改變的關鍵。像是德

國氣候服務中心（Climate Service Center Germany, GERICS）這樣的

智庫組織，23 對於將氣候知識轉化為氣候相關服務就扮演著重要角色。

他們根據對特定地區氣候與社經模式的研究，做成氣候變遷報告書

（Climate-Fact-Sheets），說明產業與經濟的配置與提升如何受到氣

候變遷的影響，並發展出城市因應對策（toolkit）與企業因應對策，

提供政府與企業為相關決策時所需的服務與諮詢。這種新興的「顧問」

即有助於工商業能源用戶形成關於未來經濟模式的共同認知。 

自業務性質觀之，能源服務的成功，對於傳統能源製造（發電）

的收益而言，將會產生不利影響，因為良好的能源服務正降低了顧客

的能源需求（Kindström and  Ottosson, 2016: 498）。是以能源服務與

                                           
23  德國氣候服務中心官方網站，請參考 http://www.climate-service-center.de/。 

http://www.climate-service-cent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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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應不太可能完全由同一家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進行。但楊顯整、

陳鳳惠（2015：27）觀察國外經驗，發現亦有供電業隨著電業自由化

而轉投資 ESCO 子公司，以提升對客戶的服務性與競爭力，而 ESCO

子公司多以電業的強項，提供分散型能源、重型電氣設備、冷熱能供

應、能源零售等相關服務的例子。為了強化我國能源服務產業的體質，

除了能源服務公司應在商業模式上謀求創新外（Kindström and  

Ottosson, 2016; Engelken et al., 2016），政府亦應積極研擬配套法規並

健全相關機制，例如政府亦可主動成立類似智庫或法人單位，投入能

源服務業務，以應未來電業自由化之所需。 

（四）因應能源轉型的新商業思維 

除前述綠能與節能產業以外，既有產業如何面對能源轉型時是否

能擬定新的商業思維，將會決定其是否為積極的變革行動者，或是轉

型阻礙者（Veto Players ）。 

如鑒於網際網路的快速興起，同樣屬於市場部門的資通訊企業，

亦是這能源轉型過程中不可輕忽的實際行動者。國際綠色和平組織

（Greenpeace, 2017）鑑於全球資通訊企業年耗電量已達全球的 7%，

故自 2010 年起既推出《點擊綠》（Click Clean）倡議專案，呼籲臉

書（Facebook）、蘋果（Apple）、谷歌（Google）等企業巨擘為首

的資通訊業，應就其資料中心或數位設備運作用電來源的低碳化提出

承諾。其 2017 年的報告中，亦針對宏碁、華碩、中華電信、台灣大

哥大、遠傳電信等國內資通訊業進行評比，其共通點為在能源透明度

上評分較高（但仍只有 C），而在再生能源使用以及再生能源公共政

策倡議等面向上分數皆低（落在 D 或最低之 F）（ibid.: 9, 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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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後《電業法》時代，這些企業一方面應直接購買再生能源，不但

為品牌樹立良好形象，亦可增強國際貿易競爭力。另一方面亦須意識

到能源系統的轉變中，大企業應發揮倡議力量，積極參與能源轉型政

策的推動。 

 除了綠電以外，企業面臨到能源轉型常見的落實為認為外部

成本內部化，會影響到其企業經營成本，故其對於能源稅等措施多有

抗拒。然而依據國際碳揭露計畫（CDP, 2016），臺灣目前共有友達、

台達電、達方電子、精成科技、旺宏電子、揚昇照明、臻鼎科技控股

公司等七家廠商表示其已應用內部碳價格（internal carbon price） 於

其商業決策之中，雖然現行其碳價格僅止於每噸 10 美元以下，然此

舉表示前述知名大廠對於外部成本內部化的各項治理機制已正面回

應，推動能源稅等議題上的共同行動者。 

 

四、轉型鴻溝分析 

前一節就臺灣能源轉型中各層級行動者加以盤點，進一步可以先

區分出全國層級的行動者與地方層級的行動者，兩個層級又可再進一

步依實際涉入程度概略區分出實際行動者、政策倡議者，以及知識論

述者，俾與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所各自形成的治理網絡相互配合

（Rhodes and Marsh, 1992）。舉例而言，全國層級的實際行動者就包

括前文提及的汗得學社（一人一千瓦）以及綠點能創等社會企業；政

                                           
24  報告本文對國內資通訊業評比所做出的建議，可參考台灣綠色和平之整理：

http://www.greenpeace.org/taiwan/zh/press/releases/climate-energy/2017/energy-perform

ance-of-ICT-in-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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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倡議者則有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綠色公民

行動聯盟、地球公民基金會等民間社會團體；知識論述者即如台灣大

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就地方層級而言，在屏東、彰化及臺東

等地，有越來越多的社區發展協會透過節能競賽方式，喚起地方民眾

對於能源使用的省思，甚至是發展出結合在地資源與特色的環保發電

技術。 

政府若能建構適切治理架構，結合各層級行動者的利基，建立行

動者網絡，方能有效發揮「多重變革的共時性」（concurrency of multiple 

change）（WBGU, 2011: 269）。本節則以 WBGU 所提出的能源轉型

願景、政策工具以及轉型治理架構三層面建議，比對臺灣現行政策，

鑑別三面向所存在的轉型鴻溝（transition gap），以利協助此類治理

架構之建置。 

（一）願景 

     WBGU 鑑於負排放技術的前再風險，故其提出的能源願景

中，目前為在 2050 年時達成能源系統去碳化、全球碳中和，此願景

相較於<巴黎協定>中第四條所宣示的本世紀下半葉達到碳中和提早

三十年左右，其並指出因應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需求，歐美與亞洲

先進國家應於 2040 年時既達成此目標。若以此目標比對臺灣現行的

「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2005 年減半」的減量承諾，顯不足肩負

全球減量責任。若以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院所建構的氣候公平分析器

（Climate Equity Reference Calculator）估算，若欲使全球抑制增溫於

1.5℃以下，臺灣減量目標應為 2030 年時相較 2005 年削減 30%，而

現行國家自主貢獻僅承諾削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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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更分析個別能源類別的政策時程，則可見雖然在再生能源與無

核時程上，符合 WBGU 的建議，但在無煤時程以及能源效率上則見

顯著落差。更有甚者，若以目前規劃的 2025 年再生能源占比目標達

20%以及年發電量達到 500 億度，則唯有 2025 年時全臺灣電力消費

量較今零成長方可達成。但目前經濟部宣示的節電目標僅及 2020 年

前年均用電量成長抑制於 1%，若未修正此目標，不僅無法落實綠能

目標，亦將無法達成原設定的減煤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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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願景面鴻溝分析 

面向 WBGU 臺灣現行政策 轉型鴻溝 

去碳化目標 2050 去碳化 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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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太陽光電

成長至 2015 年

10 倍、風力發電

為 6 倍。 

2050 太陽能與風

力於能源結構的

占比將達到近

70% 

2025 年太陽光電成長

至 2015 年 28 倍，風

力成長至 9 倍。 

2025 年再生能源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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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 2030 年淘汰

煤炭的使用 

2025 年電力結構燃煤

發電量降至 30% 

2025 後減煤速

度需極速增

加，方達

WBGU 建議

值。 

非核時程 全球核電廠應於

2035 年時全部除

役 

2025 年核電全數除役 與 WBGU 願

景一致 

能源需求 全球年均用電成

長率應抑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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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零耗能建

築 

僅有綠建築與建築隔

熱標準提升目標，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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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新增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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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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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工具 

WBGU 指出轉型的關鍵乃為政府須以政策工具因應市場失靈，

故其歷年報告中均強調儘速移除化石燃料補貼與推動碳定價（carbon 

pricing）等政策工具的重要性。而在目前兩政策工具推動上，臺灣雖

於 2015 年底既表示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的化石燃料補貼同儕審查程序，

然迄今尚未揭露全國的化石燃料補貼額度與流向，亦無明確改革時程

（趙家緯，2017）。另在碳定價方面，WBGU 強調不僅要建立碳交

易或是碳稅制度，更需確保碳價格達到每噸 30 美元的水準。臺灣雖

已於溫管法中賦予建構碳交易的法制基礎，但現行碳交易制度設計中，

尚未汲取歐盟之經驗，納入碳底價（carbon floor price）制度，確保碳

價格足以提供減碳措施充足誘因。而在碳稅方面，歷年來行政部門與

國會均廣泛討論，公民團體積極倡議，亦同時被列入 2012 年兩黨總

統大選時的政見，然而時至今日，其仍未具見任何推動時程的規劃。 

在財政工具上，WBGU 建議妥善應用碳稅、碳交易、遺產稅所

徵得稅收建立轉型主權基金，以此主權基金用於國內氣候友善的基礎

建設之計畫性投資。臺灣目前雖尚未成立主權基金，但現行國發基金

亦有類似主權基金的功能。但相較於國際上已見主權基金從化石燃料

撤資之趨勢，以及 WBGU 的轉型主權基金之倡議，目前國內尚未就

國發基金的投資組合是否有助能源轉型，加以檢驗， 顯見其尚未思

考此類基金作為政策工具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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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政策工具面鴻溝分析 

面向 WBGU 臺灣現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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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時稅額應達每

噸 30 美元，2060 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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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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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整理 

 （三）治理架構 

轉型治理架構的核心乃為積極型國家如何運用適當的機制與政

策工具串聯各類變革行動者，促成根本性的變革。然 WBGU 指出建

構積極型國家的要件包括氣候政策目標入憲和入法、擴大民眾參與、

氣候政策主流化、建立未來世代代表機制等四大重點。目前臺灣雖已

於溫管法中標列減量目標，然在憲法層級並未如多明尼加、厄瓜多、

突尼西亞等國將氣候變遷明文入法，現僅有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二

項所載「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可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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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解釋為與氣候變遷有關。而在擴大民眾參與上，WBGU 提出的管

道包括公民訴訟、獨立監察員制與審議民主等積極性的參與機制，而

非僅限於徵詢公聽會或座談會。如德國制定「氣候行動計畫 2050」

（Climate Action Plan 2050）時，既先採行採用「社會對話程序」

（Dialogprozess zum Klimaschutzplan 2050），從 2015 年起陸續針對

聯邦、地方政府、利益團體和公民辦理多場會議及論壇，探討各部門

在氣候議題上的行動可能及風險，最後聯邦政府再以討論結果為基礎

研擬最終計畫（BMUB,2016）。若檢視臺灣現行狀況，雖在相關人

士與團體多年來努力下，已建立公民訴訟與審議式民主等積極性的參

與機制，但現於能源轉型政策研擬程序過程中，尚未應用此機制。如

2015年國家自主減量貢獻的研擬過程中，未曾舉辦過任何的公聽會。

而 2016 年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僅於草案擬定後辦理公聽會，

被動性回應民眾意見，缺乏健全的參與機制促進公眾對話（周桂田，

2016）。 

WBGU 希冀可藉由衝擊評估機制與各部會設置相關委員會達到

氣候政策主流化之目的。若比對臺灣現行機制，現行所設置的政策環

境影響評估制度，原是可扮演要求經建計劃研提時既須先考慮對於氣

候變遷與能源轉型之衝擊，然而若檢視臺灣現行完整的耗能產業政策

環評，其未將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列為方案研擬時應依循的限制條件，

僅有相對性比較各方案排放量之差異，故實難促使經建部門提出積極

創新的低碳產業發展路徑。而在未來世代代表上，臺灣現僅設有行政

院青年諮詢委員會，但對於積極參與各類能源轉型公民行動的親子共

學團此類的年輕父母代表，尚未引入適當的機制可將其意見反應至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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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代議政治之中。 

表 4-5、治理面鴻溝分析 

面向 WBGU 臺灣現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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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專法 

-憲法增修條文提

及環境權 

- 2015 年通過溫管

法 

推動環境權入憲

時應強調氣候變

遷構面 

擴大民眾

參與 

-公民訴訟 

-審議民主 

- 已有公民訴訟制

度。 

-已有多個公共政

策採行審議討論 

關鍵能源轉型政

策尚未採行審議

程序。 

氣候政策

主流化 

-衝擊評估機制 

 

- 耗能產業、能源

政策應採行政策

環評程序，氣候變

遷為政策環評項

目之一。 

政策環評未將氣

候目標強制化，且

欠缺法規衝擊評

估制度，將氣候變

遷納入法規成本

效益分析項目之

中。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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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結 

2016 年底時，全年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已達 400ppm，平均溫

度已較工業革命前增加 1.2℃，眼看全球排碳路徑超出地球可承受範

圍所允許的額度已迫在眉睫，全世界各地熱浪、融冰、枯水、極冷等

氣候異常狀況不斷，難以忽視。這些異常現象再再顯示全面社會轉型

已經刻不容緩，各國應透過具體政策組合設計與誘導，淘汰燃煤發電

這種較高碳排的發電形式，帶動全民加入轉型低碳社會進行減緩氣候

變遷的行列。低碳能源轉型已非決策者「能不能」的問題，而是「做

不做」的問題。面對當前的氣候變遷和永續發展議題，低碳社會是一

個可實現的願景。但這個願景需要能源系統、運輸系統、產業、土地

利用、城市治理乃至於國土規劃的全方面轉型。 

反觀國內，臺灣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從 1990 年（136.18 百萬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到 2013 年（284.51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成長

108.93%。而土地面積僅有全球土地 0.02%、人口僅占全球人口總數

（約 73 億）0.3%的臺灣，根據行政院環保署的資料（2014），至今

能源使用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仍高達 249.66 百萬公噸，人均排放量為

亞洲排名第 11 位、全球排名第 19 位（10.68 公噸）。COP 21 會議中，

世界各國都已承諾朝能源轉型邁進，逐步淘汰燃煤電廠、利用再生能

源發電或者提高排碳標準等等。然而臺灣目前總發電量仍有近五成以

燃煤發電做為主要基載電力供應來源，且每年運用 GDP 份額的 0.3%

在補貼化石燃料。以燃煤發電為能源基礎的經濟模式，應當依照世界

各國的趨勢，儘速規劃能源轉型，淘汰目前高碳排的發電形式。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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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使用方面，雖然核電是相對而言碳排問題較少的能源，但是在目

前核廢料最終處置以及核災風險爭議不斷，同時沒有全球尚無可負責

任的解決方案之前，若使用核電來達到低碳社會的目標，恐怕治絲益

棼，難以達到永續的目的，禍延下一代。日本福島核災的後遺症迄今

難以處理。因此，本研究建議核能不應成為我國低碳轉型的選項，應

逐步減少核電使用，審慎規劃廢止核電使用過渡期的程序與作為。 

WBGU 指出衡量各類技術的風險，應以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推

動能源系統去碳化。雖然近來，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碳交易制度法制

化的工作已有長足的進展，然而我國再生能源目前再生能源發電量約

占台電系統 4.2% （2015 年），遠低於世界大多數國家再生能源占其

總發電之比例。政府雖已宣示要在 2025 年達成再生能源發電量達

20%（經濟部能源局，2016b）。不過，再生能源生產法源尚未完成、

商轉誘因不足，要達成這項目標，還有相當長遠的路要走，並非單一

利害相關方能夠獨立達成。 

本研究建議，臺灣政府在加速能源轉型的目標時，應參考 WBGU

的建議。有效做法乃是由「國家」積極主動地設定轉型的優先順序與

時效，形成一個奠基於個人、公民社會、國家、國際社群之共同責任

上的「新社會契約」。一方面由政府建立與修正相關法制，打造低碳

社會及能源轉型的共同願景。另一方面國家則應強化社會溝通、增加

公民參與的管道，形成社會普遍對於能源轉型之共識，賦予經濟產業、

科學技術等轉型關鍵因素所應具備的正當性，帶動公私協力，以有效

整合「關注的文化」、「參與的文化」，以及「對未來世代負有義務

的文化」。面對這個快速變遷中的世界，重視能源轉型問題僅僅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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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開端，被啟動並且需要高度社會投入並形成共識的，將是一場關於

如何扭轉臺灣發展路徑的社會轉型。 

面對前述揭示的轉型鴻溝與挑戰，本研究群將會接續開展「許一

個臺灣新發展願景（Taiwan in Transition, TWiT）」的研究計畫，分析

適切的轉型策略，並邀集產、官、學與公民團體共同對話，擬聚共識，

提供跨越可能面臨之轉型鴻溝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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