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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法制推動為主要關鍵

主講人：溫麗琪 主任
日 期：2019.06.13

富邦全球化講堂暨臺灣風險社會論壇





全球暖化、環境惡化─
看不見的環境成本
 由中國智庫「清潔空氣創新中心」和英國諮詢機構

「TruCost」合作的這份報告，是中國第一份將企業外部
成本貨幣化的報告。

 中國32家上市水泥企業在2013年產生了近2000億元大氣污
染外部成本，占公司總收益的43%。 這一環境成本在商業
決策中被嚴重低估。外部成本是企業排放污染物造成的環
境和社會損失，通常企業並不承擔，也很難量化。

 正是由於近年來越發嚴重的大氣污染，中國2010年因為室
外空氣污染過早死亡人數達35-50萬。 不過，這些代價並
沒有計算到企業的頭上去。 。

 企業消極應對環境成本考量，在資本市場上可能會很被動。
中國工商銀行信貸與投資管理部處長胡桂斌負責水泥行業
的貸款，他說：「看了報告內容後，我也在擔心，如果把
這些外部成本全部讓企業承擔，水泥產業能否生存下去，
銀行對水泥的投資還能不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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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環境外部成本

 外部成本甚至高過產值

 食品、電力、礦業、海運、航

空環境成本超過50％

 2005～2020化學品所造成的

農藥成本900億，內分泌干擾

的疾病負擔1570億歐元，發展

中國家鉛暴露9,770億歐元

(UN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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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外部性(Externality)：
一隻看不見的手也無法有效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價
格

產品數量

D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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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SC=MPC+EC)

Q1 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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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市場

E'

E

 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社會在經濟上累積

財富；

 環境損害成本需要政府介入解決，如管

制、經濟誘因政策、總量管制、排放交

易等政策。



WWF: 自 1970 年代人類致 4,000 種動物群族減 60%，問題
根源是過度消費，我們不應再忽略當前不可持續的生產模式和
浪費帶來的影響。

法制趕不上環境惡化的速度，
永續發展似乎成為了奢想⋯

資料來源：立場報道 2018.10.30



EU ：環境外部成本是解決環境問題最大的挑戰，地球永續需要
制止各種污染來源；
OECD：2017~2060全球經濟體成長和生活品質提高，人類的
原物料使用量將成長兩倍，環境負荷也將增加兩倍；
GEF：全球廢棄物只有9％回收處理，生態系統的破壞已經明顯
傷害我們的健康。未來有三種明顯趨勢，值得觀察：
• 各種原料價格越來越高；
• 重新設計，引用新技術的商業機會增加；
• 沒有擁有權、只有使用權的產品服務化商業模式；
UNEP：我們需要把未來帶到現在，才能更明確我們要的新生
活，再讓新的商業模式將大家帶入一起，實現環境效益和資源
使用效益。

2018.10.22～24 World
Circular Economy Forum

地球需要每個人的參與和商業模式的改變



「消費者」從所有權轉為使用權；
「生產者」從製造延伸到服務、尋

找一個環境好、經濟好的商業模式；
「政府」系統性思考、跨部會合作

的法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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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下的商業模式

原生料

產品設計 原料加工

零組件製造

組裝

配送

使用

收集處理
廢棄物

維修
轉賣／重複使

用
／翻修

再製造

Closed-loop Recycle循環資源
供應商

再生材、副產物

材料回收再利用
＆熱能回收再利

用

其它循環 其它循環其它使用目的
再利用

共享平台／服務即商品

資料來源：資策會，IoT活用による資源循環政策・関連産
業の高度化・効率化基礎調査事業）調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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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再製」Recycle & Reuse
來自麵包廢料的生物聚合物PLA塑膠袋 ─ 
吃不完也不浪費，還可包裝下一個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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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Bundles公司提出「附上洗衣機的洗衣月租服務」，免費提供洗衣機到府安裝，再根據智慧
連網技術，以智慧插座監測消費者使用狀況作為收費基礎。家庭洗衣機透過此一分享機制，從過
去難以處理的大型廢棄物，搖身一變成為能徹底落實「搖籃到搖籃」之循環再利用產品。

租賃共享「商品即服務」Bundles到府組裝洗衣機，零廢棄



生產業者再生料比例強制性規定
創造市場需求，包括量和質的要求

消費者

回收處理
商

再生料
業者

製造商

再生料產製管理系統及
作業程序認證(TÜV)

•再生料存在性驗證
•再生料投入比例驗證【缺】
•再生料履歷(程序授權)【缺】
•再生料使用安全認證(質)【缺】

1.基管會回收系統
2.民間自行回收

策略：

1.先創造生產業者「量」需求

(強制或鼓勵自願公開承諾再

生料比例)；

2.視情境需求考慮「質」要求

(再生料之使用安全認驗證與

程序授權制度)



• 落實歐盟2015年12月通過之「循環經濟行動計畫」（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藉由改變塑膠產品設
計、製造、使用及回收再利用模式，使塑膠重回其生命週期循環，並促進歐盟塑膠產業發展領先全球的創
新科技及商業模式

• 通過特定一次性塑膠產品禁令

• 訂定再生料投入比例：自2025年開始，PET塑膠飲料容器至少應使用25％再生塑料；2030年開始，至少使
用30％；另歐盟執委會最遲應在2022年1月1日前制定相關行動方案及法令，以計算及核實前述再生塑料使
用目標

• 配套：

• 提升廢棄物之回收及分選能力，尤其加強塑膠廢棄物分類，避免不同類型塑膠間的相互污染，以確保再生塑膠品
質

• 訂定強制性的塑膠再生料投入比例目標，創造再生塑膠之市場需求

• 制定經濟獎助措施，以支持減廢及易回收的創新設計

• 制定環保生態標籤標準

• 制定再生塑料質量標準

• 制定綠色採購標準等

歐盟「塑膠循環經濟戰略」
塑膠再生料比例強制性規定

創造需求

提供誘因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運作

建立資源回
收系統

核定回收清除
處理費率

成立資源回
收管理基金

建立稽核認
證制度

資源回收
管理基金

付費

費率
申報營業量

依回收種類
數量補貼

費率審議
委員會

資源回收
管理基金
管理委員會

稽核認證
團體監督
委員會

管理權責及經費

補貼

稽核認證
團體

物品及容器之
製造、輸入、
販賣業者

回收責任

資源回收工廠
(處理業)

回收清除(回收業)

地方政府
社區學校
民間團體
販賣場所

回收系統



家戶垃圾量於隨袋徵收前為
2,970公噸/日，迄今降至986公
噸/日，減量66%

資源回收＋垃圾費隨袋徵收前後家戶垃圾量變化





臺灣綠色經濟倡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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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循環經濟獎頒獎典禮暨論壇

論壇邀請夥伴及獲獎企業出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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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流政策倡議
協助建立再生料認證制
度、產品再生料投入比
例要求，創造循環經濟
物質循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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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廢棄物政策發展趨勢
 生產者延長責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EPR）到循環經濟

為國際環保政策與法令趨勢。

 整體資源回收體系流程回歸責任業者，政府扮演監督角色。

 政府增加政策指標績效

 責任業者參與資源回收體系或自行負責回收。

 強調市場競爭、專業管理

 競爭原則：責任業者資源回收績效「競爭」、回收處理業者技術「競爭」

原則經營管理

 專業管理：決策者多為責任業者、以較具市場效率方式經營回收處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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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獎：產品、創新獎單一指標系統

建置引導性製造業循環經濟指標系統

• 引導責任業者提高二次料使用

• 引導回收處理企業提升資源回收產值

整體資源循環再利用率

=回收率 X 資源再生率 X循環利用率

• 回收率collection rate： 回收量／廢棄量

• 資源再生率recycling rate：二次料產生量／回收處理量

• 循環利用率Cyclical use rate：投入生產二次料量 / (投入生產二次料量 + 原生料量 )

單位資源回收產值

=整體資源回收產值 / 資源回收量

金獎 三福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TMAH回收系統

TMAH 100.00% H2SO4 99.08%

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S.Café®環保科技咖啡紗，利用寶特瓶和咖啡渣製造出的環保科技咖
啡紗，具有環保、除臭、快乾、紫外線防護、可利用性廣等幾個特
色，應用於紡織品纖維中，還可以增添織物機能性，同時不影響染
色效果。成為台灣環保機能性紡織品極具代表性的供應廠商，更致
力於創新研發。不但連續多年獲得台灣精品獎肯定，更獲選為建國
百年台灣百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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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標
第一層構面

（主要評估指標）
類型

第二層構面
（次評估指標）

定義

有效評估綠色
企業績效

環境永續

去物質化

原料 原物料消耗量占總使用量百分比。

可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占總能源消耗量百分比。

再生水（回收水） 再生水占天然水源使用量百分比。

去毒化

空氣品質
空氣污染排放，包括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等
有毒物質。

水質 水排放總量（生化需氧量, 化學需氧量和其他有毒物質）。

固體廢棄物 固體廢棄物和有害廢棄物材料總量。

生產力 一般生產力

勞動生產力 每年人均勞動力所創造的經濟價值。

能源生產力 每年單位能源消耗所創造的經濟價值。

水生產力 每年單位水消耗所創造的經濟價值。

材料生產力 每年單位材料消耗所創造的經濟價值。

社會貢獻 企業社會責任

社會投資 貢獻的投資總額。

安全（健康） 企業內外之職業意外次數。

綠色標章／認證 目前標章／認證數量。

客戶／消費者 任何客戶／消費者管道投訴數量。

循環經濟獎：企業、跨界獎 複合性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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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政策倡議
倡議綠色金融責任原則，評估企業永續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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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行動政策計畫

• EU為了能夠將資金可以真正導向永續，讓永
續成為各企業風險管理的主流，並且扶植透明
和長期性，做了以下建議：

• 發展環境活動分類法（Taxonomy 
Proposal）：將經濟活動依照其環境永續性
進行分門別類，讓投資人可清楚掌握經濟活動
的本質。

• 建立永續發展的標準（Benchmark 
Proposal）：特別是低碳的標準或碳正面衝
擊活動的標準。

• 釐清財務機構的責任（Disclosure 
Proposal）：包括 a. 投資者和資產管理者的
責任，以及企業如何揭露的責任。b. 更進一
步達成永續的整合以及透明性的要求。



金融機構
綠色金融原則

• 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 EPs）
• 金融機構承諾僅會為符合赤道原則條件（環境正面價值）的對象提供貸款。截至2018年4月，全球共有

37個國家、92家金融機構正式採用EPs
• 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 提供機構投資人永續經營與社會責任（ESG）投資原則，要求所投資之企業適當揭露 ESG 。目前全球
將近2000家參與、管理資產80兆美元

資料來源： https://www.unpri.org/pri/about-the-pri



 「環境-社會-治理」（ESG）已逐漸成為全
球機構投資決策的重要環節。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以下簡稱
TCFD建議書）

 涵蓋四項核心要素，分別為治理
（Governance）、策略（Strategy）、風險管
理（Risk Management）、指標和目標
（Metrics and Targets）。

 截至2018年12月中旬，全球已有513家支持
TCFD，其中457家為企業，另有56個參與者
為公協會組織或政府部門，累計企業總市值
高達7.9兆美元；其中，金融機構為287家，
如國際金融集團花旗、匯豐等，合計資產近
100兆美元。



綠色融資成功案例：
綠色投資銀行（Green 
Investment Bank，GIB）

• 綠色投資銀行是全世界第一個專門進行綠色投資的銀行，
包括離岸風力發電、廢棄物處理場、能源效率措施、生
質燃料、生質能、碳捕捉與儲存、海洋能源以及再生熱
能發電等。

• 綠色投資銀行利用其在特定部門的專業評估綠色專案的
風險與報酬，它的投入可以提高民間共同投資人對該專
案的信心。

• 可獲利的投資也意味著政府可以減低綠色基礎建設投資
的財政支出。

• 以英國為例，2012年運作後，2014年就已經開始獲利，
目前共支持100個綠色投資專案，平均1英鎊的投資可以
帶來3英鎊的第三人投資。英國政府向各界證明綠色投資
可以獲利之後，為擴大資金投入，旋於2017年4月宣布將
綠色投資銀行以23億英鎊高價售出。



法國環保部：「對未來
投資」

• 10年期計畫、29億歐元預算
• 政策推動程序上必須經過產業發展

規劃中之可能公私夥伴關係的商業
模式示範計畫

• 目前推動將近180個計畫



商業示範計畫公私夥伴關係（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公私夥伴關係的商業模式示範計畫政府出資比例僅1/10～1/2
 示範計畫讓私部門可獲得未來市場先行之獲利條件，進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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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流政策倡議

專法制訂「電力供應商」有義務主
動提供用戶電力使用量資訊，發展
及創新電力加值服務，如時間電價、
需量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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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用戶得向能源供應事業請求揭露其能源使用相關資
料，能源供應事業應依主管機關授權訂定之方法即時揭
露該資料。

一、為推動我國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有效整合運作，納入能源供應事業與用戶間資料提
供義務之考量與規劃。

二、考量能源用戶能源使用資料及其分析結果為能源用戶採取節能作為之重要依據，而
能源供應事業掌握完整詳細之資料，有賦予能源用戶請求其能源使用相關資料權之必
要，且即時性資料的提供及其分析結果，有助於能源用戶迅速了解並調整其用電行為達
成節電成果，可滿足調整用電行為所追求的時效性，即時能源使用資料的提供，將有助
於真正達成需求面管理，爰予增訂。

建議新增能源管理法第六條之二，作為電業
與用戶間資料運用之規範依據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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