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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人人享有永續能源十年

計畫對台灣的啟示 
 
●王塗發／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 

 
 
 

壹、聯合國宣布「人人享有永續能源十年」的背景 

  人類自產業革命之後，工業快速成長。由於工業生產消耗大量的資源，且排放大量

的污染物，工業化的結果，乃對全球自然資源與環境生態產生相當大的負面衝擊，如臭

氧層的破壞、酸雨、毒性廢氣物之擴散、海洋與河川的污染、熱帶雨林及森林的濫伐、

野生生物的滅絕等，大氣中二氧化碳（CO2）等溫室氣體的濃度也急速增加，產生愈來

愈明顯的全球增溫、冰河加速融化、海平面上升及全球氣候變遷加劇的現象。全球暖化

的溫室效應問題，更已成為198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最關注的環境議題。 

  有鑑於上述環境生態問題將對未來的經濟發展產生制約的作用，聯合國大會在1983

年12月就決議成立「世界環境暨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針對全球發展逆退與環境惡化的問題詳加調查，並研擬一套長期的環

境策略。該委員會調查研究的結果，於1987年提出一份報告書—「我們共同的未來」

（Our Common Future）（俗稱布蘭德報告書），特別強調「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重要性。依據該報告書的定義，「永續發展」意指滿足當代人的需求而

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需求的發展；是兼顧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並考量跨世代間的社

會公平正義之發展型態。 

  根據該定義，「永續發展」涵蓋經濟、社會與環境三個系統，兼顧經濟發展、社會

公平與福祉（包含消除貧窮）、以及環境保護三個面向。其真諦則在於，經濟發展必須

以「社會公平與福祉」及「環境正義」為基礎，而社會發展也同樣必須立基於「環境正

義」之上。 

  而這三個系統的發展，都與能源有密切的關係。由於產業的生產活動需要使用能源

作為其投入要素，所以能源可說是促進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關

鍵要素。能源服務可以滿足人類食、衣、住、行等基本需要，也可透過對教育與大眾健

康的改善來促進社會發展。不過，在開發利用與消費能源時，則會破壞與污染大自然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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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降低環境的永續性，例如在使用煤、石油與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的過程中，同時會排

放出硫氧化物（SOx）、氮氧化物（NOx）等對環境有害的污染物，以及二氧化碳

（CO2）等溫室氣體。環境的破壞與污染，加上化石能源的耗竭性與有限性，終將對經

濟持續發展產生制約的作用。因此，自1980年代起，西方工業先進國家就特別關注經濟

發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能源節約（ energy conservation ）與環境保護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三者之間的平衡問題（即所謂的三E問題）。此三E問題可說

是「永續發展」的核心問題。 

  因此，在1990年代，世界各主要國家在追求與環境友善的經濟發展時，都極為重視

能源問題，也都單獨為能源制訂政策。能源政策乃成為重要的公共政策。而與經濟發展

和環境保護息息相關的能源政策，則幾乎都由著重「開源」（供給面）轉為以「節流」

（需求面）為主。尤其為了因應地球暖化的溫室效應問題，世界各國莫不積極節約能

源、提升能源效率與發電效率，並推展汽電共生；在「開源」方面則以低含碳的天然氣

與無碳的風能、太陽能、生質能、地熱、海洋能等再生能源（永續綠能）來取代含碳量

高的煤炭與石油。至於核能，則因安全問題與核廢料無法妥適處理而逐漸被淘汰。 

  為了抑制人為溫室氣體的排放，防制氣候劇烈變化，聯合國於1988年11月成立「政

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IPCC），

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作通盤的探討，評估其影響，並提出因應策略。之後，聯合國又於

1992年6月初在巴西里約舉行「地球高峰會議」，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簡稱UNFCCC），對人為的

溫室氣體排放做出全球性管制的宣示。會中共有一百五十五國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原則性管制二氧化碳（CO2）等溫室氣體之排放。 

  此後，每年召開一次締約國大會。為落實溫室氣體排放管制工作，1997年12月於日

本京都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COP3），通過「京都議

定書」（Kyoto Protocol），以規範工業國家未來之溫室氣體減量責任，包括針對三十八

個已開發國家訂出減量標準，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

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等六種溫室氣體排放量

平均削減到比1990年低5.2％的水準；減量期程為公元2008至2012年。如何因應日益嚴重

的全球暖化問題，實已成為二十一世紀全人類最大的挑戰。 

  在1992年6月間於巴西里約舉行的「地球高峰會議」中，「永續發展」即為一百五十

多個與會國家所共同關切的焦點。此後，「永續發展」即成為世界各主要國家所追求的

理想目標。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在南非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舉行的「里約加

十」（Rio+10）世界高峰會更直接以永續發展為名，而稱為「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簡稱WSSD）。追求「永續發展」，儼然成

為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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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能源問題為「永續發展」的核心問題，自2001至2011年間每兩年，聯合國大會

的決議，都會強調推廣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重要性。聯合國大會非常關切發展中國家有

二十六億人依賴傳統生質能炊飯和取暖，十三億人沒有電可用，而且即使有能源服務，

數以百萬計的窮人也負擔不起，並體認到增加使用與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新能源與再生能

源，攸關消除貧窮與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的落實，乃於2012年12月21日第六十一次全

體會議決議，宣布自2014年起至2024年止為「人人享有永續能源十年」（2014-2024 

Decade of 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1聯合國2012年12月21日的大會決議，強調增加使

用和推廣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可以對實現永續發展和包括千禧年發展

目標在內的國際上同意的發展目標做出重要貢獻；也強調提高能源效率、增加新能源和

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組合中的比例、以及更清潔和高能效技術（ energy-efficient 

technologies）對永續發展十分重要。2 

  聯合國希望藉此活動，鼓勵各國政府在各層面努力創造和發展有利環境，確保推廣

和利用新能源和再生能源；也促請各國政府以及相關國際和區域組織將增加使用新能源

和再生能源、更有效地使用能源、進一步依靠較清潔的化石燃料技術等先進能源技術、

以及可持續地使用傳統能源等辦法結合起來，進而可以較長期地滿足日益增長的能源需

求，實現人類永續發展的目標。 

  聯合國宣布，自2014年起「人人享有永續能源十年」，凸顯追求人類永續發展是當

前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這項宣布應該給台灣帶來令人深省的啟示。然而，在馬英九主

政下的台灣，卻與國際潮流背道而馳。在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核能災變之前，馬政府

提出的「能源發展綱領政策」，根本就是假「建構低碳能源發展藍圖」之名，行「擴張

核能發電」之實。所謂「建構低碳能源發展藍圖」，是將核能發電視為低碳能源，作為

能源供給規劃之選項，並規劃核四廠一號機組於2011年開始商轉、二號機組於2012年底

開始商轉，且既有核能機組要延役二十年。即使在福島核能災變之後，馬政府仍堅持其

能源（核能）政策不變，只宣示已提出延役申請的核一廠不予延役而已。福島核災對全

球造成的危害，也撼動不了馬政府的核能政策！而目前正在籌劃的「全國能源會議」，

議題的設定也早有預設立場，仍繼續擁抱核能，企圖將核一、核二、核三廠延役。馬政

府只是想利用「全國能源會議」，來為其核電廠延役背書而已。 

貳、台灣能源政策的檢討 

  面對永續能源的國際潮流，台灣陳舊的能源政策實該徹底檢討翻修。台灣的能源政

策自1973年制訂之後，曾於1979、1984、1990及1996年四度修訂。1996年版的能源政策

有六項政策方針，包括穩定能源供應、提高能源效率、開放能源事業、重視環保安全、

加強研究發展及推動教育宣導，看似四平八穩、面面俱到，但仍與之前的版本一樣，以

「確保能源穩定供應」為首要政策目標，各政策方針下之政策措施亦多相互矛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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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既有的能源政策，可以發現其至少造成下列諸多問題： 

 一、能源市場的獨占造成效率不佳 

  台灣是個傳統化石能源匱乏的國家，自1990年以來，96％以上的能源必須仰賴進

口；而能源（原油、天然氣、煤）的進口來源又集中於少數地區與國家。這種高度的能

源對外依存度，且集中依賴少數國家的情況，極易產生能源供應不穩定，而影響經濟成

長、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的問題。在1974年與1981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即可證明。因此，

政府著重能源之穩定供應，實乃無可厚非。然而，在強調「穩定供應」為首要政策目標

的前提下，能源政策條文明定要維持適當的「能源安全存量」及合理的「電力備用容

量」。為了便於掌控，政府乃將能源事業交付台灣中油公司（以下簡稱中油）與台灣電

力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兩家國營企業，分別獨占油氣與電力之生產與經營。獨占經營

的結果，當然容易造成效率不佳的問題。 

  政府限制民間廠商進入能源事業，可說完全違背能源事業自由化與民營化之世界潮

流。目前在台塑公司加入油品市場後，雖已打破中油的獨占局面，但形成兩家公司聯合

壟斷，仍與獨占無異，對中油的效率改善有限，只凸顯中油的經營效率遠不如台塑公司

而已。當中油虧損時，台塑還是賺錢的；當中油透過「超漲少跌」設計的黑箱「浮動油

價公式」，向全民大揩油而轉虧為盈時，台塑則隨之賺翻天。3 

  在電力方面，台電擁有發、輸、配、售電之獨占權。雖然政府自1995年初已開放民

營電廠之興建，但限制民營電廠之興建必須先經台電同意，且其所生產之電力只能依契

約按一定的價格賣給台電，而不能直接賣給消費者，形成台電在電力市場上既獨買又獨

賣的完全獨占地位，仍是特權保護台電，實質上仍違背電力事業自由化的精神。如此完

全獨占的地位，自然導致台電經營缺乏效率。 

  在強調「穩定供應」的前提下，政府對能源的管制不僅限制民間廠商進入能源產

業，而且也管制能源價格，故市場價格機能無從發揮，自然會導致能源生產與使用缺乏

效率。台灣的能源及其產品之價格並非由市場機能來決定，而是取決於中油與台電兩家

國營公司。台灣的能源價格一向肩負甚多的政策任務，包括穩定國內物價、維持產業競

爭力、對某些特定用戶給予優惠之價格補貼等。而這些不同的政策任務，則與節約能源

的政策任務相互衝突。其中，能源價格肩負維持產業競爭力的政策任務，則導致工業用

電價格遠低於民生用電價格；前者大約是後者的七至八成。至於對特定用戶給予能源價

格補貼，主要是軍事機關及軍眷用電可以享受異於一般用戶相當大的優惠折扣。這種優

惠價格極易造成電力的浪費，與節約能源的政策目標大相逕庭。 

 二、獨占的電力事業造成過度投資與資源浪費 

  在電力市場居獨占地位的台電，負有達成「穩定供電」的政策任務。而台電為國營

企業，若經營績效好，大部分盈餘須繳國庫，經營者的薪資與能夠分享的盈餘有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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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民營企業經營者的薪資與能分享的盈餘可隨經營績效提高而增加；若經營不善而虧

損，只要能達成「穩定供電」的政策任務，經營者也不必下台負責。這就很容易產生代

理人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問題。因此，在眾多可達成「穩定供電」政策目標的策

略中，台電會選擇一項最容易但具高虧損風險的策略，那就是拚命蓋電廠，讓電力供給

遠大於電力需求。只要電力供給遠大於電力需求，就不用擔心經營效率差會影響到「穩

定供電」政策目標的達成。 

  電廠的興建往往耗時多年，尤其大型電廠（如核能電廠與燃煤電廠）耗時更長。因

此，為了要達成「穩定供電」的政策任務，台電會進行十年以上的長期電源開發方案規

畫。而在進行長期電源開發方案規畫時，對未來電力需求的預測以及「合理電力備用容

量率」的假設，則是相當關鍵的兩項因素。台電為了要拚命蓋電廠，向來都先高估未來

十年，甚至更長期間的經濟成長率與電力需求，並假設需要維持偏高的電力備用容量率

（約20％），遠高於「合理電力備用容量率」（約8％～10％）。結果，當然就造成電力

過度投資與資源的浪費。 

  例如，在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核能災變之後，經濟部曾於2011年9月，根據台電

提供的資料，對外宣稱：「依預測2011～2018年平均經濟成長率5％，估算至2025年，每

年電力需求成長約3.75％。依此情境估計，倘若沒有核四，2014年備用容量率僅4.5％，

有核四8.5％，2015年沒有核四將降至2％多，全台各地有斷電危機，一年中至少一百天

會斷電，以北部地區缺最大，限電危機升高。」惟查2000～2009年間台灣平均經濟成長

率僅3.4％；馬執政前四年間（從2008年第三季到2012年第二季）平均更僅2.7％。經濟部

與台電竟依2011～2018年平均經濟成長率5％，推估未來電力需求成長至2025年，每年約

3.75％，顯然是刻意大幅高估，以作為核四非續建不可的藉口。4 

  在「合理電力備用容量率」的假設方面，台電之所以長期堅持要維持偏高的備用容

量率，乃是對其本身的經營管理能力缺乏信心，擔心一旦備用容量率不夠高，便無法達

成穩定供電的政策目標；而維持20％左右的備用容量率，則即使經營管理鬆散，也可輕

易達成穩定供電的政策目標。 

  依台電的定義，所謂備用容量是指系統規劃淨尖峰能力（裝置容量扣除廠用電後之

最大出力）與系統小時尖峰負載（一年中某一天某一小時最高峰用電量）之差；而備用

容量率則是指備用容量占系統小時尖峰負載的比率。這些備用發電容量，是為了因應在

用電高峰期間用電需求突然大增，或萬一電力系統中某些機組發生意外事故，致無法發

電時，作為遞補發電之用。如以台灣電力系統中三個最大的獨立機組的裝置容量占全系

統的比重作為「合理的備用容量率」，則8％～10％的備用容量率已是綽綽有餘，5超過

10％將造成電力過度投資的資源浪費。尤其是投資於大型電廠（如核能電廠）的浪費更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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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在1990至1996年間，台灣的電力備用容量率僅維持在4.2％至7.4％之間，就

算偶爾發生停電（未必是電力不足所致，也可能是輸電系統的問題或其他因素造成

的），也沒有造成大斷電的危機；就算偶爾一、二天的停電損失，也遠小於浪費投資的

大損失（如核四的浪費投資損失就超過3,000億元）。而且該期間的平均經濟成長率

（6.94％）比2000年以後備用容量率維持在12％以上的十年間之平均經濟成長率（3.42

％）還高出一倍多。備用容量率與經濟成長率兩者之間顯然並沒有正相關！  

  近年來，台灣的電力市場一直是處於大量供給超過需求的狀態，在2009、2010、

2011與2012年的電力備用容量率分別高達28.1％、23.4％、20.6％與22.7％。2011年電力

系統的容量因數（即電廠產能利用率）為59.28％，表示一年平均閒置可發電電力占總可

發電電力的40.72％。這充分顯示，台電浪費的投資太多，導致電力大量供過於求。核四

廠兩部機組的裝置容量2.7GW（十億瓦），若加入商轉，將使電力系統提高約5％～6％

的供電能力，使原已處於大量供過於求的電力，徒增備用容量率而已，對於滿足電力需

求的邊際貢獻幾乎等於零。很顯然的，建核四廠完全是浪費的投資。6 

 三、獨占的電力市場結構阻礙再生能源發展 

  如前所述，台電在電力市場上居於既獨買又獨賣的完全獨占地位。雖然政府自1995

年初已分三階段開放民營電廠之興建，但限制民營電廠之興建必須先經台電同意，且其

所生產之電力只能依契約按一定的價格賣給台電，而不能直接賣給消費者。而三階段開

放民間興建電廠的裝置容量，乃是由台電所決定。台電則是由其對未來電力需求的預

測，加上需要維持20％的備用容量率之假設，來估計未來必要的電力裝置容量，就其超

過台電本身的裝置容量部分，開放給民間電廠設置。由於台電高估未來的電力需求，加

上要維持偏高的備用容量率（20％），故其估計出的未來必要的電力裝置容量所能產生

的發電量遠高於實際的電力需求量。而根據台電當初與民間電廠所簽訂的契約，即使在

電力供給過剩時，台電仍須按契約所定價格購入民間電廠所生產的發電量，台電自己的

一些電廠就得停機閒置，成為備載機組。這是造成近年來（2008～2012年）台電電力備

用容量率都超過20％、電力系統的容量因數（電廠產能利用率）不到六成的主要原因，

也是造成台電自2006年以來連年虧損的原因之一。 

  同時，由於台電過度投資的浪費太多，致其累積負債不斷膨脹，迄今已超過1.3兆

元。每年利息負擔加上過度投資的電廠之折舊費用就要好幾百億元，更加重虧損之惡

化，迄今累積虧損已超過2,200億元。在此種情境下，要透過台電來發展再生能源，無異

是緣木求魚。依現行制度，再生能源所生產的電力也是要由台電購入後再輸送出去，且

原則上要以較優惠的價格購入。在總電力需求（台電總售電量）固定，且電力供給已過

剩的情況下，要台電再增加支出去購入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又無法增加台電的收入，只

會造成台電虧損的擴大。因此，台電自然會想盡辦法百般阻撓再生能源的發展，以免其

虧損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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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過去二、三十年來，台電一直鍾情於興建核四廠。核四廠兩部機組的裝置容

量2.7GW，若加入商轉，將使電力系統提高約5％～6％的供電能力，使原已處於大量供

過於求的電力市場之備用容量率更大幅提高，也更壓縮再生能源的發展空間。 

  在如此惡劣的電力市場結構下，再生能源的發展自然是困難重重。就近十年來國際

上發展最快速的風力發電與太陽能發電來看，到2012年，台灣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的裝

置容量分別為571MW（百萬瓦）與222.5MW，僅分別占總發電裝置容量48,423.8MW的

1.18％與0.46％；其發電量更僅為1,413.5百萬度與173.1百萬度，分別占總發電量

250,385.5百萬度的0.56％與0.07％。比起我國再生能源的發展潛能，這些實屬微不足道。

例如，目前台灣太陽能電池產能已超過10GW，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中國，但99％以

上都輸出國外，自己卻用不到1％。 

參、台灣需要非核永續能源政策 

  基於聯合國「人人享有永續能源十年」給我們的啟示，以及上述對我國能源政策的

檢討，我們認為，台灣必須建立一個「高效率、低污染」之永續發展的能源政策。我們

必須導正過去「開源重於節流」的觀念，而建立「節流重於開源」的新觀念。因此，台

灣的能源政策，必須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與節約能源的「節流」措施為最優先，以減少

污染環境的能源使用。同時，必須製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以落實能源市場自由化。

在「開源」方面，能源的開發與利用必須與環境相容，以符合永續發展的精神。根據此

一原則，台灣必須積極開發風能、太陽能、海洋能、生質能、地熱能、燃料電池…等潔

淨能源，並停止興建核四廠，以建立一個非核國家。7以下說明此非核永續能源政策的構

想：8 

 一、提升能源效率，加強節約能源 

  提升能源效率與節約能源，是國際上公認成本最低，也是最符合永續發展精神的

「無悔」（no regrets）策略。我們認為，台灣每年應提高能源效率2％以上。 

  要提升能源效率與節約能源，各部門可採行的措施很多。在工業部門方面，應繼續

推廣汽電共生，並促進節約能源技術之研究與發展（如燃料電池、冷凍空調技術等）；

政府應透過各種獎勵措施，鼓勵民間進行節約能源技術的研發，並積極運用節約能源技

術，來達到節約能源之目標。政府也應取消對能源密集產業的獎勵與優惠，包括水、電

的優惠，並推動綠色環境稅制（如能源稅），使污染環境的外部成本內部化，以促進產

業結構調整，緩和高能源密集產業的成長，而利於低能源密集產業的發展。 

  在交通運輸部門方面，應積極建立健全的大眾運輸系統，以抑制私人運具的快速擴

張，並推動採用省能的運具，例如引進燃料電池公車，或獎勵電動車輛之購買等。 

  在住宅商業部門方面，應積極推動綠建築，建築節能設計技術規範、空調系統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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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規範、建築節能標準與標章制度、建築設備能源使用效率檢測體系等，都應加強建

立與執行；既有建築物省能、低碳化，並優先補助中低收入戶提升住宅能源使用效率，

以營造節能減碳居住環境。另應在照明設施方面，推動以省能燈具（如LED）取代白熾

燈具。同時，為了落實提升能源效率措施，必須加強教育宣導。 

  此外，電力部門必須提升現有發電廠的發電熱效率，強化發電機組效能，使我國發

電熱效率達到國際水準。 

 二、積極推動能源事業自由化，建立有效率的能源市場 

  能源效率的提升，不僅可以節省能源，而且具有降低污染的效果。因此，能源效率

的問題應是我們最優先要解決的問題。一般而言，在沒有外部性時，市場價格機能之運

作，最能真正反映能源使用的成本與效率；而在外部性存在時，能源的價格必須反映其

社會成本，才能提升能源效率。因此，如何建立公平競爭的能源市場，使價格機能發揮

作用，並能真正反映社會成本（外部性），為提升能源效率的重要方法之一。 

  而自由化則是促進市場競爭、發揮市場價格機能的必要條件。真正的能源自由化，

一來可以讓市場價格機能充分發揮，而達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目的；二來可以提供足

夠的能源投資機會（因為沒有進入障礙），促進能源生產來源多元化，而使能源供應獲

得較高的安全保障。 

  在自由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強調掃除特權獨占的重要性。特權獨占乃是落實自由

化的最大障礙；只要特權獨占不排除，自由化便無法落實。因此，必須先廢除對中油與

台電的特權保障。而輸配電系統則應與發電、售電業分離，以消除一家綜合電業特權獨

占所造成的無效率，並排除發展再生能源的障礙。同時，也應分割核能發電與其他發

電。輸配電系統屬自然獨占、大水力屬國家資源，此兩者皆可保留為國營型態。 

 三、建構全台智慧型電網及電錶，加強電力需求面負載管理 

  政府應責成台電或電力市場自由化之後的輸配電系統經營者，以先進資訊、通訊與

電力電子技術建構全台智慧型電網，並全面換裝智慧型電錶，創造一個優質、高效率、

服務導向及環保之電力網路，提高能源使用效率。並應配合智慧型電網及電錶之建置，

檢討修正時間電價制度，降低用戶簽約門檻，使其普及於一般民生用戶，增加可停電力

方案，擴大離尖峰價格差距，以縮減離尖峰負載差距，改善負載管理。 

  智慧型電網及電錶之建置，不但可以改善負載管理，也有助於小型分散式電力系統

（含再生能源發電）之發展，減少集中式大型電力系統長程輸電之電力耗損，亦有助於

資訊、通訊產業之發展。此外，透過配合智慧型電網及電錶之建置，建立綠色電力市

場，推動綠色電價制度，也可以促進綠色再生能源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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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積極開發再生能源，調整能源結構，提高能源安全保障 

  永續發展的能源政策，在「開源」方面，基本上是調整能源結構，增加無碳或低碳

能源，而減少高碳能源的開發與使用。在這方面，歐、美、日等高所得國家大多以提高

再生能源與天然氣發電的比重為主，而降低燃煤與燃油發電的比重。 

  再生能源不僅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永恒能源，而且是對環境友善、符合永

續發展所需的無碳潔淨能源，故可稱為「永續能源」。這些永續能源具有多方面的效

益。在能源方面，它們是真正在地的自產資源，可提高能源自主性，並促進能源多元

化，而增強能源的安全保障（energy security）。在經濟方面，它們可以創造投資機會，

建立新的產業，並創造許許多多的就業機會。在環境方面，它們是環境友善的無碳潔淨

能源，可以有效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與酸雨等環境污染。因此，積極發展綠色潔淨的再

生能源，才是邁向永續發展應走的康莊大道。 

  台灣的再生能源蘊藏非常豐富，無論風力、太陽能、生質能、地熱或是海洋能，都

具有雄厚的開發潛能。9尤其台灣發展太陽能發電的條件與潛力遠優於高緯度的德國與日

本（目前發展太陽能發電最積極的國家），且七、八月高峰用電期間正是台灣太陽能發

電可以發揮最大效率的時候，也就是說太陽能在夏季尖峰用電期間最來電，發揮的邊際

效益最高。而地熱則完全不受天候條件的影響，供電穩定性非常高，更值得開發利用。 

  台灣的再生能源蘊藏充裕，若政府能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發展計畫，則再生能源要在

十年內大量取代傳統能源，譬如將其占發電系統比重由6.0％提高到20％以上（還遠低於

德國2020年的30％）並不難，是政府要不要做，以及有無決心與魄力的問題。這些綠色

再生能源若能充分開發利用，將可提高我國能源供應的獨立自主性與能源的安全保障，

進而增強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發展綠能也可創造出一項重要產業，有助於改善產業結

構，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並創造許許多多的就業機會，正足以壯大台灣。 

 五、積極推動綠色稅制改革 

  由國際上各先進國家對溫室氣體減量的因應策略及節能減碳的經驗，我們不難發

現，各國除了採取提升能源效率及節約能源、調整能源結構及產業結構等策略外，還透

過立法手段，運用配套的政策工具，來推動落實這些策略。因此，與綠色稅制改革相關

的法案，如「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能源稅條例」及「溫室氣體減量法」等，有必要

積極推動，早日完成修法或立法。而這些法案則須以改善產業結構、調整能源結構、提

升能源效率，以達成節能減碳之目標為其主要的立法目的。 

  （一）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是獎勵發展再生能源的法源基礎，但目前的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仍存在諸多問題，包括收購價格的制定方式、由綜合電業者（台電）收購電力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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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基金收取方式…等。因此，「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必須修訂，而且相關子法也應儘

快完成制定。 

  （二）能源稅條例 

  能源稅（綠色環境稅制）的實施，不僅可使污染環境的外部成本內部化，以促進能

源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也是促使能源價格合理化，以達成節約能源目標的最佳手段。

因此，能源稅條例的制定可說是台灣落實永續發展的能源政策之關鍵。 

  此條例之制定目的，應是為了綠色稅制改革，將環境外部成本內部化，而不是為了

加稅，故應秉持稅收中性原則，明定所徵收能源稅淨額用於提高綜合所得稅之薪資所得

免稅額、調降營利事業所得稅（或企業負擔勞工勞保的比率）及獎勵研究發展（如節約

能源、再生能源、二氧化碳減量技術之研究發展）等，以落實促進經濟發展與改善自然

環境品質之「雙重紅利」（double dividend）效果。同時，為避免重複課稅，應明定施行

期間停止課徵貨物稅油氣類課稅項目及公路法第27條汽車燃料使用費，而將這些稅、費

納入該條例的課稅項目內。能源稅之課稅項目及其稅額，則應以含碳量為課稅基礎，採

從量課徵，逐年調增。而核能因會產生輻射污染，亦應納入課徵。 

  （三）溫室氣體減量法 

  溫室氣體減量法與能源稅條例具有同樣的功能，一方面可使污染環境的外部成本內

部化，以促進能源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另一方面可促使能源價格合理化，以達成節約

能源的目標。兩者可以分別實施，也可搭配實施。 

  此法應明定我國的減量基準年與目標年，政府應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分階段訂

定減量目標，並將應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分配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且於本法施行後

三年內建立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可參考英國部分核配量進行拍賣之方式，中央主管機關

應保留各階段預定核配量之部分額度（如15％）公開拍賣釋出，拍賣淨所得繳入國庫統

籌運用，部分額度（如15％）保留給新廠商，其餘部分用於排放量核配。 

 六、2025年前告別核電，實現非核家園理想 

  基本上，台灣並沒有發展核能的條件。核能發電是不安全、不永續、不經濟的能

源。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核災已充分曝露出核能發電的不安全性，也徹底粉碎了「人

定勝天」的神話。基於核能發電是不安全、不永續、又不經濟的能源，而且逐步達成

「非核家園」目標又是朝野的共識，早已明定於2002年12月完成立法的環境基本法第23

條條文中，我們認為台灣應在2025年前告別核電，達成建構「非核家園」的目標，才能

保安台灣。 

  那麼，不僅既有核電廠不可延役，更應提早除役，而核四廠是「拼裝又泡水」核電

廠，比核一、核二、核三廠的核安問題更令人擔憂，則不可填裝燃料、不可商轉，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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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作為核能發電展示館。核電廠在運轉超過二十五年後，其機件、管線等老舊、銹蝕

問題，將會造成較高的核安風險；而美國十九部已停機及除役的核能機組之平均運轉時

間僅約二十年（遠少於二十五年），就是因考量核安風險升高，導致成本增加，而提早

除役。但台灣既有核電廠的營運執照卻長達四十年；而核一、核二、核三廠都已運轉超

過二十五年，全都進入核安高風險階段，實不該延役，而應如期於2025年之前除役。 

  事實上，依能源局的資料，台灣自2008年以來的電力備用容量率都超過20.5％，而

核能發電的裝置容量僅占10.5％至11％；這表示即使把三座既有核電廠全部關閉，還有

10％以上的合理備用容量率，台灣並無缺電的問題。再加上前述五項具體措施若能落

實，一方面節能有成，一方面開發綠能有方，則在2025年前告別核電絕對可行，也不會

有「缺電、限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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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註 4。 

7. 見拙著，〈永續能源與產業發展〉，發表於 2013 年「台灣前途」懇談會（無對外公

開），2013 年 11 月 22～24 日。 

http://www.escj.or.jp/


    專 題 論 述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68期／2014.12.30 28   

8. 以下構想，大部分摘自拙著，〈永續能源與產業發展〉，發表於 2013 年「台灣前

途」懇談會（無對外公開），以及本人為新台灣國策智庫所撰《台灣國家願景 我們

的主張》之《能源政策》小冊，2011 年 10 月。 

9. 根據國科會在 2008 年所推動能源型國家科技計畫報告書，台灣地熱的發電容量估計

可達 7.1GW，相當於 2.6 座核四廠的發電容量（2.7GW）。根據英華威公司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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