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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智庫功能� �

� 推動產業創新

中技���� 1959年，�一甲�的時間，�乎是�國�����同���；�別是

在 60年代國�需�重大��時，中技�積�配�政�政策��石���技�、�

�工���、��科技��，協助�動��工業����各項��的開�。1980年間，

為�動並提升國��業政策，��成���研�中�、工業污染��技�服�團、��

服�團、�保科技中�等�門，提供政���間相�技�服�。10年前，�著國��

業升�轉型���永���的需�，轉型成�����智�，專������、��保

�、��污染等永���相��題的��，不僅���知技�，也從�提供���研溝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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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功�，促成��、�保的相�� (� )�，�揮�間智����策的重�功�。

���半���來��國�����，��從���生�國���，�一不���

永�、����的����相�，而�年來����、��或���題更為��大��

��，��電價��、����、替代����、科技��物���範�理、��開�

�有����查，���域��協���等�何理性��；����元�主，����

��必須付���的��成�，而�個代價也必須����代��共同來��。此�，

有�開拓��的�題，也值得��重�。��是地�永��轉、�類��得�生�的�

�，�業���有責任、���有��，��研��力，�動��智��業��、活�

����，�是面�未來����業��的��。

中技�從�期��工�、科技研�服�，轉型為����智�，�期�來已樹��

����智�的典範。�此，個��常��為�，�肯�中技��有����揮�大�

���，默默付�不���、不�����任事，在 10年智�有成�時，���專刊更

有其�義，一�面��中技�智���倡�的重��題，��面前��劃未來�何��

�共同克服������。期�未來中技���在�保��、科技��或其他�域，�

��更專業��、前�可行的政策��，尊重科�、專業、���理性風行成為��共

�，���的��再��破先��������的�制，�我們的��期待更��的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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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能環危機� �

� 開拓綠能商機

中技�  �事�

中技�成�以來，������目的���，掌���動�，��國�趨�，順�

��國內��提升�場��力。面���、�����的�������，��

� 2006年�，以「科技��．��永�」�劃��，�������技����輔��

十年��積的�力��量，轉�為以����科技智�的��，開����入知���

服務的���域。

2009年 4月，��中技��事�，由�我�期從事����的�����，�以�

���相��題十���。��智�成����滿十年，�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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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期間，���動��土������理、再生

��、��開�、智����，�動車��陽�������，以�石��國����

值��主題；�行兩岸���相���研的�����，並��國內�趨�，彚���

政�研������，作為政���，以��������。

由���暖�����生�的��，各國在����成�的同�，��生����

�的「����」�入�先�量。丹�自 2011年��「��������」，��積�

��再生��，�成以基�不�的����量����的成�，����轉型的成功典

�。��������形，�� 98%以上�賴�口，�果拓���、�伏��再生��

為輔的������，不但可以���力的��，�可開���的����。��科技

��盛二十�年，�而未來十年�面���力、���革、��供����；��，未

���，�在必行。其�����基�工���，�果�入科技�用，�����量，

��可以重�����的����。

中技����一甲�，��是國內��專����力的��代�。面�國����

�相�的������，期�����智�不但在國內���揮����的功�，日�

���積���國�相���，在�動������界先�同��力拓�減排的���

�成��式的同�，��提升��的使用��並�����的開�。

�年來，�界各先�國�力開拓���，相�技�����破；�括頁岩開採、�

��油、�封�、�����，�陽�或�力�成�����拓��技�。����智

��年來先��行各項拓��技�的研����，��見相����成果��受���

各界�重���用；�見����的願��劃，必�成���而解的��大�。��期

�，十年�成，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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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平台� �

� 樹立法人典範

由�溫���������，��生���的正常�作���的永���，�而�

��為溫���排���，2005年 2月正式����律�力的「�都��書」，�

���使用從��入�史�革的��代。我正�在同年 9月��中技��事�，��中

技��期�力�����的技�服務，足以在�����，����、��科技智�的

��，�向知���服務的�里��。

2009年 4月，個�專���中�������元�布局，中技�則由�曉����

的����事���。��年，中�秉�專�、��、團�、��的��理�，��成

中�工�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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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值得�賴的��工�團�」的願���，由�油石��域�入���、��、�

���石�工�，由國內���國�，在國��場上佔一���。

    ��年來，中技���智�在��事�的�劃�中，�����現況��，以��

助�����的�題，�����的������知，�由��相�國��國內研�

�、�����，����成果，作為政��門的政���，以�提供��界中�務�

的����。

回�����十年，智��������的�題�行研�，��價��政�、��

制�、����、����問題�，早已�����題，��的��������俱

�，��是在��的研��畫，以���的�用��，�國����都���形或�形

的貢�；不但��各���並��為����的�佳典�，�值�����。

而�����的��、��的��、技�的��，以��場的��，未來頁岩��

成為���角�一，而��智��更是�������升�必走�路，��都是智�可

��以研���題，以更����更貼�現況為目�。���可�重�������技

科技�知��重，相��國����都�更�助�。

    中技�從事��技������的成���作，日��更���並更形��。��

是����未來��的�門�題，或者��技�的�破，�值得����。��十�暑

的�力，中技���智��構的���研平�，在國內已���以取代的專���；面

������場的�動，或可����������相�智�的��，積��足��國

�相�研���，�以��技��用的成功��，�而兼��現����、拓����

���的����。��開來、��永�，相�在��事�的�����下，中技��

�智�必�得以在������的轉�點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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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 沿革
��以��科技�知，��科技�

�，協助國內��������我國生�

事��生��力為����，成�以來，

��國�重大����，先��成觸�研

�中�，��、��、���技���中

�，協助政�����、���政��，

提供��技����輔���；����

�、���，�助各項��活動，���

�����，�動國內科技研��潮。成

�����為三個�期，自��的 20年

期間為「��工�服務期」(1959年 ~1979

年 )，��國內�石��油����，�

��� 70個大小石�工�的��或��

工�，協助�生國內石�工�；成�「工

���研�基�」，����、�動��

研�；並轉����「中�工� (� )�

司」，�向國����。�二�期為「研

����技�服務期」(1980年 ~2005年 )，

期間�入污���、��、��技���

�輔�，提供政�����，促���升

�，並�������並�助相���活

動。2006年�入「知���服務期」，�

������國��間的�知�差，並希

��我們��的����更�更�的貢

�，���技����輔�轉型為一個�

���的�����智�，����科技

�研�，������服務。

二. 業務轉型
�����中����中�轉型為�

����智�，做�上，先���動智�

的基��則、目�，�年��國內���

���性的��、��、自������

��、�����相��題，以���開

�的��，��國內�科技、��、�律

專��行研���，並�國內���門以

�其�智����研��構�作，��各

�的現況、�知�技�，以研��、研�

�、���、����、��刊物��式

��研�成果，同����題相��國�

專�來�，��研�活動，����，�

���看���見，�構���務���

專���的智�平�。研�成果並�以�

�，向政����界提���，期使�我

國��、再生����������，�

�助�，���揮����永����智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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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CI Foundation

三. 智庫運作

(一 ) 成立目的

���是��生���不可或�的�

�，�����來�的掌�，一�是��

各國���，並�為戰�性的�題，我國

������，而��供� 99％以上�

賴�口，��況在��未必是�一，但�

��是����的��。�以��是一個

獨�的��，自成一���供���，�

������可供的�項，�形中受�

更�的�制，必須��取�。�以��都

希��更佳的��品�、更�的����

��，同��希����的������

�的����，但���、��、��、

�知差異，而�其�先順�、�重�不同

��；而政�不同�門��掌、�務、�

�不同，�成����行�現相�矛��

況；����� (���平 )��為��制

�點，��易���、��，��易�左

右、��。��為滿足政�、��界、�

研界、�����而成�智�，���、

��門橋�，提供各界溝����平�，

����大�期�並�助�減�衝��矛

�。

(二 ) 推動歷程

成��期，�量智�類型�異頗大，

���國 9�智�，�����料，瞭�

各單��工作範疇、�作模式、����

相��題研�情形、��品轉��用�授

�事�，�����作��等，����

��智����、目標、功���作模

式，並�年���正，�持�精�。

1. ��：����智�。

2. 目標：自���，獨��作，秉持

�正��的�場，��中�、專

業、�益形�，成為可�����

��專業智�。

3. 功�： 政���間(��研)����

���的平�，並向政���業界

提���。

4. �作模式：先���題，���研

�作��，再�成果���開。

(三 ) 推動方式及策略

在智��題挑�上，以自主性�，�

��題��政��功�為主��動��；

在�行�成果����面上，力�貼��

����的��。

1. �題�劃���

(1) 兼顧前瞻性及即時性議題

(2) 以環境、能源議題及與經濟、社

中技社智庫10年回顧與展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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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面向競合之議題為主軸

(3) 跨領域、跨部會之整合性議題

(4) 與產業相關

2. �行�式

(1) 秉持�正��的�場，提�專業

��

(2) �國�其他智�、研��構、�

��構�作

(3) ��國���作��

(4) �重�國��大�的�����

���作

(5) 政���間(��研)������

�的平�

(6) ���岸�業���青年���

�，���岸���平�

3. 成果�散

(1) �理研��、���

(2) ��專題�告或書籍(�國�標�

書�ISBN)

(3) 提���

(4) �構�頁

四. 智庫成果
��自轉型智��來，已走� 10個

年頭，�年在有�的����力下，��

6-10個�國�前�性���性的��、�

����相���題，��國��專��

行研���，��已�積� 80項�題，

研�範疇可��為��政策、��政策、

����、���理、�業��、�岸

���大主軸，�題���括再生��、

二���、���、��污染、工業�、

����、�電、��、��永��理、

����、�生�、��築、智��築、

GDP、電力業、�����等。已�行�

題��大主軸�類�下：

(一 ) 環境政策

1. 建構國內環境認證及驗證體系之

必要性(2006年)

2. 推動國內企業界建構企業永續報

告(2006年)

3. 建構國內區域性環境永續指標

(2006年)

4. 土壤及土地管理(Ⅰ) (2007年)

5. 土壤管理(II)(2008年)

6. 低碳社區及生態城市推動策略

(2008年)

7. 環保與經濟之平衡(2009年)

8. 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探討

(2009年)

9. 環評制度之關鍵議題(2010年)

10. 如何評估進步—GDP檢討及修正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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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台灣能資源與環境之未來發展趨

勢評估(2011年)

12. 再生���品�永�性�估(2012

年)

13. ������的期�(Ⅰ)(2012年)

14. �����題�我國�衝��戰

���(2013年)

15. ������的期�(Ⅱ)－���

�保�的回����(2013年)

16. �������制�的��(2014

年)

17. ����品���(2015年)

(二 ) 能源政策

1. ����動��量(2006年)

2. 煤�的�用���政策(2006年)

3. ���開�����(2007年)

4. ��油價���地�暖����

價�政策(2008年)

5. 從���災�思����政策

(2011年)

6. 電力�門��政策����我國

����配����(Ⅰ)(2013年)

7. 電力�門��政策����我國

����配����(II)(2014年)

8. ��基����研�(2015年)

(三 ) 氣候變遷

1. 溫���(GHG)減量策�(2007年)

2. ����－減����(2008年)

3. ������的國土�劃�開�

策��估(2010年)

(四 ) 資源管理

1. ��國�物�������架構

並�構未來研��向(Ⅰ)(2006年)

2. 物������(II)(2008年)

3. 永����理�動中�(Ⅰ)(2009

年)

4. 永����理�動中�(Ⅱ)(2010

年)

5. �構��型��－從����正

���有��理(2010年)

6. 用��理���生���開�

(2010年)

7. 永����理�動中�(Ⅲ) (2011

年)

8. ���生���開�(2011年)

9. ������理策��估(2014年)

10. ����的��趨����策�

(2015年)

(五 ) 產業發展

1. �車����料(DDF)���動策

中技社智庫10年回顧與展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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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2. ��「�都��書」���業�

��研��向－�石�料��

二����捕捉����用技�

(2006年)

3. ��「�都��書」���業�

��研��向-生�柴油供��面

面�(2006年)

4. 工業�再�(2007年)

5. �保�業前����(2008年)

6. �業永���科技研��劃(2008

年)

7. 再生����策�(2008年)

8. 國�需積���研�的前���

科技(2008年)

9. �����業策�(2009年)

10. 促���服�型�業��(2010年)

11. ���業�動��策�(2011年)

12. ��再生�����向�政��

�(2012年)

13. 促����������業��

(Ⅰ)(2012年)

14. ��“2012能源”��(2012年)

15. 智���築��作�(2012年)

16. �����電力業�挑戰���

(Ⅰ)(2012年)

17. ����業的挑戰���(Ⅰ)(2013

年)

18. �����電力業�挑戰���

(Ⅱ) (2013年)

19. 促����������業��

(Ⅱ) (2013年)

20. 石�工業國����值�(2013年)

21. ��事業����研�(2013年)

22. ���業的價值����力(2014

年)

23. ����再生�業的現況���

(2014年)

24. 我國電動車�業��研�(2014年)

25. �����電力業�挑戰���

(III) (2014年)

26. ��事業����研�(II) (2014年)

27. ��業服��(2015年)

28. �工�����劃��(2015年)

29. ���力石�專���(2015年)

30. �陽�電�業技���趨���

(2015年)

31. �業��提升�回����(2015

年)

32. ���力����趨����

(2015年)

(六 ) 兩岸交流

1. ���岸����理���(200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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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岸������題研���專

�(Ⅰ)(2009年)

3. �岸������題研���專

�(Ⅱ)(2010年)

4. �岸油���的挑戰���(2011

年)

5. �岸������題研���專

�(Ⅲ)(2011年)

6. ���岸��品�研��(2012年)

7. �岸�霾(PM2.5)污染現況�未來

�作��(2014年)

8. ���岸青年����平�

(2010~2015年)

智���題�動��中，�得國��

���研各界專��者的協助，���積

智�量����，�成果�現上，�年�

��題�性，�不同�式�現，����

知傳播、��、政策或技���，則��

研�� ;��國�政策��，則����、

��、提���� (或 )��專題�告；

��未來趨����，則��專題�告。

�� 2014年�，已�積�� 211場研�

�、���、研�����，� 9千��

��，相���������附�一，共

�行 5��書� 31�專題�告，其中 26

項議題已彙整重要結論，並向相關單位提

出建言。

��智�以������域為主，�

國內其�專�智�以���題為主，��

��，���在�必�性，且��自��

�，獨��作，��更�的�件提供政�

�正��的��。目���積���其成

�，未來������������性

�，�何��其��式得�政��構的�

同�重�，提升�政�政���力，是�

��力��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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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智庫建言 /建議摘要列表

範疇 研討議題(研討年度) 建言/建議

環境政策

建構國內環境認證及驗證體系之
必要性(2006)

1.積極擴大推廣GPMS
2.GPMS訂為國家標準，與國際簽署多邊認證協定(MLA)。
3.建置與國際接軌之全球化平台
4.整合及重視法規動向以因應國際指令或規範之管理系統
5.提升綠色競爭力

推動國內企業界建構企業永續報
告(2006)

1.宣導與教育企業界對CER/CSR有正確認知，並建立具備誘因之
法規制度，引導企業積極參與資訊揭露活動。

2.上市上櫃公司優先納入環境資訊揭露對象
3.落實推動ISO 14000，創造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雙贏之契機。
4.建立CER/CSR公開登錄資訊平台
5.積極參與國際CER/CSR組織，提高國際能見度。

建構國內區域性環境永續指標
(2006)

1.建構與國際接軌之區域環境永續指標
2.地方人士參與建構區域環境永續指標
3.建構可量化、可評析且簡明易懂之區域環境永續指標系統。
4.編定區域環境永續指標手冊，提供縣市制訂指標參考。

土壤及土地管理(2007)

(一)建立土壤管理目標之共識:
1.充分利用土壤之環境承載力及涵容能力
2.土壤依使用用途做分級管理或管制
3.整合各級政府及研究機構之資源以建立土壤背景值資料庫
(二)土壤污染預防
1.鼓勵資源化，兼顧預防土壤污染。
2.調和各項管制項目及標準
(三)土壤污染整治
1.推動土壤污染分級整治
2.選定污染場址做整治示範
3.引進市場交易機制，提高企業整治動機。

如何評估進步—GDP檢討及修正
(2011)

1.GDP仍有其重要性，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指標。
2.先設定目標，再討論指標。
3.重視人民的主觀感受
4.增加環境永續指標及社會包容指標，以補充GDP之不足。
5.建立一套獨立、全新且優於GDP的指標。

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探討
(2009)

1.落實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在環評制度中之功能，並作為分工的
原則。

2.修訂環評法施行細則，規範環評委員否決權之範疇。
3.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產業政策、水資源開發政策、土地釋出

政策等先行審查，以避免環評審查範疇失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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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研討議題(研討年度) 建言/建議

環境政策

社會因素對環評制度的影響
(2014)

1.加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責任
2.調整環評委員會組成
3.提升資訊透明度及提供完整資訊
4.強化利害相關者的參與
5.提升審查及決策過程之效率
6.建構多元溝通模式
7.建構社會影響評估模式
8.發揮風險協商之功能

對環境資源部的期望(Ⅰ)(2012)

1.環資部的定位與戰略架構要明確
2.水資源應朝永續利用及變遷調適方向規劃及管理
3.落實土地資源永續利用及保育管理之精神
4.健全自然災害預防及應變體系
5.強化資源循環提升資源生產力

能源政策

能源稅推動之考量(2006)

1.考量國情，釐清實施能源稅開徵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2.加強單位稅額訂定原則的理論與實務研究
3.妥善規劃能源稅的運用方式
4.重視能源稅相關政策工具間的整合

煤碳的應用與能源政策(2006)

1.將汞納入污染排放規範
2.加強國際合作引進優良的技術
3.引進國外淨煤技術前應做全面評估與分工協調
4.在研發或承攬階段應有業界參與

因應油價飆漲及地球暖化之能源
價格政策(2008)

1.能源價格需回復到市場機制並適時反映成本
2.考量弱勢族群避免增加太大負擔
3.加強教育宣導建立能源價格合理化觀念
4.油電公司協助能源用戶推廣節能工作

從福島核災省思台灣核能政策
(2011)

1.以限制需求方式規劃電力需求
2.加強推動節能減碳並將能源價格合理化
3.所有替代核能之方案及經費與配套規畫都應向民眾說清楚

氣候變遷

溫室氣體(GHG)減量策略(2007)

1.擴大溫室氣體盤查範圍
2.重視國際溫室氣體碳資產化趨勢
3.推動國內清潔發展機制(CDM)
4.結合產業節能與溫室氣體減量，提高企業減量動機。

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2008)

1.成立高階專責單位統籌規劃
2.依國情做長期持續性規劃，並整合跨領域調適政策。
3.凝聚共識確立政策
4.建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情境與氣候變遷情境模擬系統
5.加強研究或引進評估技術工具。

資源管理 探討國內物質循環及碳循環架構
並建構未來研發方向(Ⅰ)(2006)

1.建置標準化資料庫系統，讓資料得以整合。
2.建立物質流一致性分析方法，以利交流研究結果。
3.優先推動毒性物質之物質流分析，以掌握流向並有效管理。
4.建立資源帳，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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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研討議題(研討年度) 建言/建議

資源管理

物質流與碳循環(II)(2008)

1.物質流管理之觀念及作法納入國家政策
2.推動「國家永續物質管理計畫」
3.建置標準化資料庫，指定跨部會專責單位。
4.優先推動重要資源之物質流評估，掌握流向並有效管理。
5.加強國際合作，遵循國際規範。

永續資源管理推動中心(Ⅰ)
(2009)

1.建請經濟部門及製造業優先推行永續資源管理
2.政府指派專責機構或支持委託計畫，作為政府決策單位、研究

機構、產業界三方之橋樑。
3.重視物質流分析工具之標準化及推展以掌握及面對國際競爭壓

力
4.藉由物質流分析工具，合理歸屬生產端及消費端之碳足跡。
5.以物質流分析做為生命週期評估(LCA)的中樞，釐清物質之社會

價值。

台灣水資源管理策略評估(2014)- 
「農業用水效率化管理節水移轉
利用」

1.針對灌溉系統漏失情形進行調查，並策訂分段分年輸配水系統
改善計畫。

2. 鑒於灌溉系統損失量約佔供水量之35％，建議訂定效率化改善
目標以能達到降低目前供水量的20％；並逐年依各分年改善減
漏之漏失量，將該水權量移轉為民生、工業利用，以有效減低
南部民生、工業缺水問題。

3. 依每年輸配水設施減漏損改善所衍生移轉之水權量，酌收水資
源費以補償水利單位，供做聘請掌水工之工作費。

4. 加強掌水工之訓練及考核，以達效率化管理。

台灣水資源管理策略評估(2014)- 
「自來水資源利用效率化」

1.建請及早依法籌設「自來水水費評議委員會」
2.配合水價調整，組織自來水輸配水管線老化汰換監督委員會。
3.自來水費之調整，應兼顧國民生活正義與永續經營。
4.建請台灣及台北兩自來水系統，擬定區域自來水系統短、中、

長期改善措施與管理計畫。

台灣水資源管理策略評估(2014)- 
「民生及工業用水資源利用效率
化」

1.建請主管機關協助推動並落實在地化部門配合，結合各區處與
在地行政單位設置推廣組織，提升推動效率及成效。

2.建請主管機關採法令、經濟與管理輔導政策工具之整合性管理
模式。

3.建請主管機關針對關鍵工業用水領域提出包括資訊掌握、技術
輔導及管理強化之重點策略。

4.建請政府設定具企圖心的節約用水目標。

產業發展

生質柴油供應鏈面面觀(2006)

1.生質柴油之來源應多元化
2.相關法案應盡速完成立法
3.評估我國推動生質柴油之環境衝擊
4.擴大評估能源作物之種植區域

再生能源發展策略(2008)-太陽光
電

1.慎選目標集中資源支持
2.以台灣優勢為基礎與主流產業相結合
3.應有專責單位長遠規劃
4.協助業者提升太陽光電系統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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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研討議題(研討年度) 建言/建議

產業發展

再生能源發展策略(2008)-LED照
明標準

1.成立專業國家實驗室積極參與國際驗證認證與國際接軌
2.由工研院結合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制訂一套完善

之產品標準及測試規範
3.由公部門率先使用擴大內需
4.推動LED產業策略聯盟整合上、中、下游產業

國內需積極投入研發的前瞻能源
科技(2008)

1.台灣的兆元能源產業發展，應以進入國際市場為最終目標。
2.亟需與國際共同合作，並應長期經營才易達到成效。
3.在積極開發新能源產業之同時，也應重視節能產業的發展。
4.需一併考量儲能設備

低碳能源產業策略(2009)-太陽光
電

1.提高政府推動層級以落實太陽光電兆元產業
2.結合業者與城市之示範案例創造多重效益
3.明確且一致的政府採購標準
4.盡速建立國內認/驗證機制
5.合理的進口關稅以保障國內業者
6.欠缺整合機制有賴政府出面協調
7.以電能躉售電價補助做為主要之獎勵優惠政策
8.落實BIPV自創品牌為我國產業長遠規劃目標

低碳能源產業策略(2009)- LED照
明

1.重新考量政府公共工程之採購政策與招標方式
2.應盡速建立產業標準與維修規範
3.選定特定案件作示範案例
4.加強LED技術之學術研究
5.獎勵或補助購置LED照明產品
6.政府出面整合國家資源

台灣再生能源發展方向與政府投
入(2012)-太陽光電產業推昇與發
展

1.產業整併一定要有配套措施並有賴政府協助
2.資金支援期程與規模期望能放大
3.修改電業法，放寬農林牧地使用與壽險投資限制。
4.透過兩岸搭橋機制，促使大陸共同維護太陽能產業市場秩序。
5.投入研發經費，拉大與大陸產品的差異化提昇競爭力。
6.建議由台電擔當太陽能電廠營運主導角色，帶動產業鏈整體發

展。
7.加強援外計畫與太陽能產業的連結

台灣再生能源發展方向與政府投
入(2012)-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發
展贏的策略

1.基於國內DSSC技術能量充足與國際落差小，建議政府可參考
NEDO做法，積極主導由上而下的發展佈局。

2.以產品為導向，連結產學研合作與上中下游異業整合。
3.期望集合專業力量，儘速建立完整專利地圖。
4.依照DSSC特性，鼓勵後端創新應用開拓新契機。
5.建議政府相關產學計畫能更有彈性

台灣再生能源發展方向與政府投
入(2012)-離岸風電策略與相關產
業發展

1.離岸風電是值得政府提高層級，積極考量之能源選項。
2.加強國產化政策，推動整個離岸風電產業鏈。
3.離岸風電之環評應單純化與制度化
4.加強離岸風電產業相關資訊之評估與研究
5.期望國內能有一個較完整的人才培育訓練計畫

中技社智庫10年回顧與展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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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研討議題(研討年度) 建言/建議

產業發展

台灣鋼鐵業的挑戰與機會(2013)
鋼鐵產業的價值鏈與競爭力
(2014)

(一)市場面
1.建請儘速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消弭關稅差異，提升出口競

爭力。
2.建請加速簽署對等公平之ECFA貨貿及服貿協議
3.建請加速推動鋼品國家標準驗證制度
(二)社會面
1.建請政府輔導產業公會建立上、中、下游產業鏈，落實企業社

會責任，重視環保與工安，並協助產業與社會大眾作良性溝
通。

2.建請政府率先積極推廣應用鋼品於節能減碳的社會以及智慧型
城市發展

(三)環境面
1.建議政府訂定相關環保暨節能減碳政策時，以單位產品污染(含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為環保暨節能減碳管制依據，避免衝擊我國
鋼鐵產業之競爭力。

2.建議積極統合相關部會業務及資源，規劃國家層級資源化計
畫，從建置資源循環相關法規制度著手，研發提升回收再利用
技術，建構我國完整之資源再利用體系。

(四)技術面
1.建請政府透過生命週期評估(LCA)及碳足跡(CFP)，規劃最佳減碳

策略，並協助整合上、中、下游推動上述產業，以帶動國內鋼
鐵產業持續發展。

2.建請政府協助宣導綠色鋼材之減碳效益，鼓勵使用綠色鋼材，
提升外部減碳效益。

3.建請政府協助提供及整合建立電動車、風機、高效率電器、健
康醫療器材產業及產學研發聯盟所需資源與技術，以提升產業
研發與創新之動能。

二氧化碳捕捉與封存技術發展
(2006)

1.政府成立專責機構統合能源及GHG議題
2.建立研發聯盟夥伴關係
3.促進CO2捕捉封存關連產業發展

台灣資源再生產業的現況與發展
(2014)-「稀貴金屬管理及戰略貯
存」

1.發展多元化之資源供給管道
2.開發減量與替代技術 
3.建立稀有資源儲備制度 
4.建構稀有資源循環之社會

台灣資源再生產業的現況與發展
(2014)-資源循環產業發展策略

1.推動資源再生產業策略聯盟，取得海外市場先機。
2.加強動靜脈產業鏈結
3.妥善管理配套以降低環境負荷

工業區再造(2007)

1.工業區再造活化應列為國土規劃與產業政策的一環
2.進行全國工業區環境現況調查，以利再造之推動。
3.選定一至二個工業區做再造示範
4.工業區再造應以地方為主，中央為輔來配搭。
5.以基金法人結合政府與民間力量共同改造及訂定清潔生產製程

標準，做為產業升級與工業區再造標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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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研討議題(研討年度) 建言/建議

產業發展
建構國內環境認證及驗證體系之
必要性(2006)- ESCO節能效率驗
證與溫室氣體減量驗證之整合

1.積極培養種子人員
2.ESCO與GHG合併驗證，提高企業節能誘因。

兩岸交流

兩岸能源與環境議題研究交流專
案(2010)-兩岸節能標章與第一類
環保標章

1.兩岸產業之互動緊密，確有產品相關標章配合執行的需求，建
議未來兩岸可優先考量技術面之整合。

2.建議未來兩岸可相互採認文件或共同建置資料庫，減少廠商文
件重複提交，提高產商申請標章之便利性。

3.建議探討兩岸節能標章與第一類環保標章相關檢驗項目及方法
之差異，及未來相互認可執行方式可行性。

兩岸能源與環境議題研究交流專
案(2010)-兩岸碳交易共同市場芻
議

1.建議兩岸可先合訂「排碳密集度」的上限，並逐步建立「排碳
密集度標準憑證」的交易市場。

2.評估將總量管制暨排放交易改成與碳稅混合的新體系之可行
性。

3.共同市場的預告存續期至少應有15年。並設置為期5年以下的試
驗市場。

4.共同市場在原則上應容許排碳權的儲存和預借，以降低減碳成
本、並減少碳價的波動。

5.原則上不對市場外國家做貿易調整。

兩岸霧霾(PM2.5)污染現況與未
來合作展望(2014)-「兩岸霧霾未
來合作」

1.兩岸可合作項目包括：(1)封閉式空間之模擬實驗；(2)新能源汽
車的發展；(3)淨煤技術的推動。

2.建議設立兩岸監測及預報資訊交換平台，即時取得中國大陸空
氣品質監測及預報資訊，提升台灣空氣品質預報及因應霧霾預
警能力。

3.建議積極推動兩岸空氣品質管理觀摩交流，提供中國大陸借
鏡，協助改善其空氣品質，包括：(1)管制法規之架構、手段及
措施；(2)空氣品質監測系統之建置、管理及操作；(3)環境稽查
之運作模式。

兩岸霧霾(PM2.5)污染現況與未
來合作展望(2014)-「我國霧霾管
理新思維」

1.建議依據排放源之特性，採以縣市為單位之差異化治理策略，
以強化管制成效。

2.國家空氣污染排放清冊顯示衍生PM2.5之前驅物氮氧化物主要
來自移動污染源，建議加嚴國內既有移動污染源之氮氧化物管
制。

3.檢討使用天然氣發電廠之氮氧化物排放標準，分析徵收空氣污
染防制費之可行性。

4.建議適度降低燃料油含硫量標準。
5.建議加強濁水溪在東北季風期間河川裸露地揚塵管理。

中技社智庫10年回顧與展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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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成效

本
社環境與能源智庫主要目的為滿足政府、產業界、學研界、及民眾需求，成立迄

今，選定之議題以符合本社成立宗旨，並與環境、能源及與經濟相關之環境與能源

議題為主，概分為環境政策、能源政策、氣候變遷、資源管理、產業發展、兩岸交流六大

主軸，議題總數多達 78 項。

過去 10 年，本社雖因人力資源有限，需借重產官學研各界的協助，但對各項議題，

不管在新知傳播、推廣、政策、技術交流及國內政策引導，甚至未來趨勢及發展，皆扮演

公、私部門橋樑，提供各界溝通與討論平台，更向相關單位提出近兩百條建言，無不希望

對我國環境與能源永續發展，有所助益，發揮環境與能源智庫之功能。以下除就本社智庫

過往所研討之議題重點、方式以及成果，依六大主軸進行摘要回顧，並對其所帶來之效益

進行評析。

一. 執行成果

(一 ) 環境政策

��������題�疇��，從�

����友��，�括�品������

���制�、�������、永��

�，�括������、GDP��、��

品�現況、土��土��理、�����

���間的平�、��制�、再生���

品�永�性�估�、以����未來��

�期�，�括�����動、�����

未來��趨�、��������務�願

�、�����題�來�衝������

���，���下。

1. �業���友��

先�國�政��積��持科技研�

�，更�技��範主�國���保�工

作，��盟�制電��電���中有�物

�的使用�保��類��，並���業界

保����物��行回���理，�保�

��。����歐盟環保指令及產品與管

理系統等�題�我國��活動有重大��

�，�此�其��現況、���則��場

需�各�面，����，希�提供目的事

業主������業界持��動���。

� 2006年 7月 11日�平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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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盟�保指�相����策��

�」��，�中�����技�� GPMS

��的可��性� GPMS� IECQ-HSPM QC 

080000在�業界�用時�何�量、此模式

��� EuP/REACH�可行性 (前�性 )�

��盟指�在����上，我國政���

間�何���工�作�����等�題�

行�見��，並��共�，向���標

���局等 4單�提�：1.積��大��

GPMS；2.GPMS訂為國家標準，與國際簽

署多邊認證協定 (MLA)；3.���國��軌

����平�；4.���重���動向�

��國�指�或�範��理��；5.提升

����力共 5項��。

�，�著國�間���大���保

『知的��』（right to know）��的不�昇

�，�業己���受��開自�����

的�力，並���力�������的提

昇。『�業�����告』�是�業�行

自我提昇��������業形�，並�

�������溝�����理工�。當

時，��大型�業中大���已�行『�

業���告』(CERs)，並����為『企

業社會永續報告』（CSRs）。但，國��業

��永��告�風�尚不��，而國��

���問�司，已��把各�業���保

�����必���項目�一，�當作�

���標的的�量，更作為�估�業��

�現的指標。

�此，��� 2007年 1月 17日辦理

研討會，分享國內外推動企業永續報告之

發展現況與如何建構我國企業環境暨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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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揭露制度��國��業���告��

���；18日辦理研習會，經濟部政務�

��自主持，���國知�智�「未來�

�研��」（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RFF）

��研�員，�國�前 100大�業主�、

政�、��研界��「��日��自願性

�畫��性���成��估」；23日更�

平面���作，��一場「�動�業界�

構�業永��告」��，�����動�

業�� /永��告�現況�政�單�協助

�業�� /永��告�策��行�見��，

並向行政����、行政������理

�員�等 8單�提�：1.������業

界� CER/CSR有正��知，並�����

����制�，���業積������

露活動；2.上�上��司優先�����

��露��；3.落��動 ISO 14000，��

��保�����������；4.��

CER/CSR�開����平�；5.積���

國� CER/CSR��，提�國��見�等 5

項��。

2. 永���

永���是�構在��保�、���

�����正義三大基�上，�得知�

�是否永�，指標���品����重

�，當時，「永���指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或「永�性指標」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在國���有�

常快�的��，且��力日��大，再�

上地�永���（local sustainability）為當

時��界的重�趨�，而我國�有�半�

��已�行相��畫，但��不��揮功

�，����國�須�早�構��動一�

�有��力、前�性、同時���地��

��政策��功�的地方永續發展指標，

��國��、國��永���指標相��

�時，提供��指標或共�性��，並作

為自我�量�手�，��現�域���性

指標��，嗣� 2007年 1月 16日�理研

��，�各界��我國�域��永�性指

標�����構�����域��永��

量制��各��政策�動�向；25日更�

平面���作，��一場「�構�域��

永�性指標」��，����永�性指標

���何種�式，��我國地�政��政

�畫�地�永���行動中�我國�域�

�永�性指標��括�些重�指標等�題

�行�見��，並向行政����、永�

�等 6單�提� 4項建言，包括：1.�構

�國��軌��域��永�指標；2.地�

�士���構�域��永�指標；3.�構

可量�、可��且簡�易懂��域��永

�指標��；4.���域��永�指標手

冊，提供��制�指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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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保�署自 1987年成立至今

已有近 28年，環境品質已大幅改善，但

有必要以公正客觀的角度，持續性的檢視

國內環境品質變化趨勢，故� 2015年�

劃「台灣環境品質評析」�題，�由�先

�國���，���一���的�向��

間。

GDP是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在

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狀況和發展水準

亦有相當重要性，台灣 GDP計算方式，僅

表現經濟方面之成長，對社會及環境面向

欠缺評估機制，未納入民眾主觀的感受及

環境成本之計算等，為達到永續發展之目

標，本社認為有需要針對 GDP指標，增加

社會及環境之指標及計算，於是針對「如

何評估進步－ GDP檢討及修正」��題�

行研�，�平面��共同�� 3場「GDP

指標���正」封閉式��，�����

��已���華，�別刊��知��理�

�������。�一�� 2011年 7月 18

日先��「��面���面」召開；�著

� 8月 22日��「��面���面」召開

�二�；��� 9月 9日��「GDP��

正���」�理�三�����。���

現行 GDP的�算�式，不����現��

永�的現況，尚����、��面向的�

估�制，����主�的�受等有���

�，���� 3���重��點，向��

�、���、行政������員�、行

政�主��、行政�勞工�員�、行政�

�保署�� 20個��政�提� 6項��，

�括：1.GDP仍有其重要性，是目前最具

中技社智庫10年回顧與展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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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指標；2.先��目標，再��指

標；3.重���的主��受；4.����

永�指標��� GDP�不足；5.����

��指標，��� GDP�不足；�� 6.�

�一�獨�、��且優� GDP的指標。

��地�����稀�，���為

�，�������局的���料，��

在 2010年��供�量有 99.39%來自�口，

僅 0.61%為自�，�������口��

的����未來�面�有���枯�的問

題。��再生��，且��永�性的再生

���是未來趨�。�，�������

�品是否�永�性，必須��一��估�

�，永�主��估�式為�用生��期�

點，����估�活動或�品���面、

��面和��面三大面向�衝�，也�是

生��期永�性�估。相��國��重

�，我國������研�著���，�

此，� 2012年���單��作，�用生�

�期永�性�估����再生能源產品之

永續性評估��，並�由�國�生��陽

�電�品��業�作，�理�����，

�一��估目前國��陽�電�品 -�晶

��陽�模�永����現況，提供國�

�估再生���品��、�����衝�

�������，並提�未來��再生�

��域�挑戰���，��由��� 2014

年 12月��「�品生��期�永�性�

估」專題�告。

��地狹��，土地��有�，�

此，有�的土地�用並�土地永��得�

重�，�括���用�有開�土地、受污

染土地回復�未受汙染土地污染預�等。

��當時�土�污染�理未有共�，故�

�� 2007年 10月 24日��研��，從「土

壤及土地管理」�題���國�土�污染

�理架構、��國�污染場址��制�回

復�制��土�污染預���理策�等面

向�行研�，由行政���保�署副署�

��主持，���荷�專��污染場址開

��用��國專��污染場址���開�

�用作專題��，國�專�並��上面向

提��告。

10月 25日下午，並��污染土地�

開���用�題�平面���作，��土

�污染預��理�污染場址��或開�再

�用�估等主題�� 1場���，由行政

���保�署副署�主持，國��專��

者�行�����，並�����研��

��，�中有�項�������，由�

�向行政������員�等 7個政�單

��中華�國�國工業��等 6個協 (� )

�、���業�司土地開��、��中

油 (� )�司� 23��政�等單�提� 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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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項��，�括：1.��土��理目標�

共�，����用土������力��

��力、土��使用用�做���理或�

制、��各�政��研��構�����

�土�背�值�料�；2.在土�污染預�

上，�勵���，兼�預�土�污染��

和各項�制項目�標�；3.在土�污染�

�上，�動土�污染����、��污染

場址做��示範����場�易�制，提

��業��動�。

�������保��輕�重，�乎

永���。國�為������的同時�

成��的破����的不�，有���制

把�，此�制也���我國��保��揮

��止���破�的作用，但����責

任落在���員�上，�國�先�國��

����目的，旨在提供目的事業主��

�作成�可���需「������」

不同，且�業���為�查制�����

�範��制�性「����」�成��

��並��開�時�，是�成其決���

�否�大的不����，�此，在制��

�上，��、������間�何�捏，

�得平�，��重�。�� 2008年在�

��嘯衝�下，�����成��負成

� 8.36％，是當時有史�來��的��，

�上�生�件重大開����，�國�石

�、中科�期等，大��乎把矛頭指向�

����，���為�事�大，自 2009年

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題��研�，

8月 6日、10月 26日及 12月 9日先�理

3場���，�����年我國���查

中技社智庫10年回顧與展望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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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並���保署署�、�

�、開�單�代�����員，����

制�中�查標����、�查��一�

性、��查時��理�共 3項�題�行�

�，�中��：1.落�風��估�風��

理在��制�中�功�，並作為�工的�

則；2.������行�則，�範���

員否決��範疇；� 3.目的事業主��

����業政策、���開�政策、土地

釋�政策等先行�查，������查範

疇失�等。同年��環保與經濟之平衡�

題�行��，並� 10月 9日��理「重

大開����衝�」�「�����估制

�」研�����，��香�大�專��

�「香��劃����的�惑��路」，

由國�政�、��、�律��保等專��

者，�������估制�在�����

的衝�中的功����等�題，�由��

�理�����、政��������作

���，並提供各��見陳�����

�，��並由��� 2010年 2月�行「�

���、��保���主��」專書1冊。

�� 2009年 3場���中���：�

落�風��估�風��理在��制�中�

功�，��� 2010年 5月 5日舉辦一場全

天「風險評估及風險管理在環評之功能」

座談會，行政�政��員��指�，�保

署署�專題��，並��專��者��風

��估�風��理的��、功����、

��其在��制���制��主題�行�

����，�有時任���員、�保團

�、主���代��業界代�一���。

��由���行「�����估制���

� -風��估���」專題�告 (2011年

10月 )，���當時��制�行政��，

��當�������告�，並��各界

見��提�����，此�告�貴���

���� 3個����，供各界�思，期

��������業永�有�助�。

�����估制��作��國��生

������重�性，為���制�性

「����」�成����並��開�時

�，�尋�「����」的正面價值，而

��負面�溫���的������性，

����制�不再是開�單���保團

�的戰場。2014年���������

�估�題�行研�，�國�「社會因素對

環評制度的影響」�行專題��，���

���的��、理�面���制���的

��，並�國�活��保團�����，

��向 34個���制�相����單�

提� 8項��，�括：1.�重目的事業主

���的責任；2.�����員��成；

3.提升������提供����；4.�

33
貳、執行成效

中技社10年回顧專刊_19x26cm.indd   33 2015/12/4   下午 02:29:41



CTCI Foundation

環
境
政
策

���相�者的��；5.提升�查�決策

�����；6.�構�元溝�模式；7.�

構�����估模式；8.�揮風�協��

功�，並��「�������制�的�

�」專題�告。

3. ���未來���期�

暖�、����、��耗�等問題日

��重，地�正面��重��。����

一百年來，溫�上升一點三�，暖���

是��平�值的��，且�������

�，�����口，�此，����未來

�何�走，��是否減��些衝���相

�。面�暖�，首重減�，由��力行�

�生活，�地�得�永���，生生不

�，�動低碳社區生態城市已是未來的趨

�，�此���別� 2008年 7月 6日、7

月 16日、8月 26日� 12月 30日�理 1場

���� 3場���，��������

動�向、��築、��生���等�行�

見��。

�，�������政策�策�受�

項�在����，各項�����快��

大，����一��未來中、�期的��

預測��估�制，�可協助制�更��的

�����政策�策�。�此，���

2011年�國�重���智��戰�模擬�

構�作，評估台灣能資源與環境之未來發

展趨勢，��可���我國國�決策��

業���向的�個重�面向，��政�、

��、��、��、科技�國���等，

預先����可�的未來事件��，並

��相��域�者專�的�濾���，形

成�有��相�性���性的未來趨��

�地��未來戰����� (2011-2015)，

並�理 2場��提���������未

來趨���策���，�括：1.����

是未來必須�面�的�題，其中�重�的

����；2.��目標������，不

���躁�，可積��動但時����；

3.�構�������減�更��；4.面

�����，������業�，�業�

構��更形重�；5.���、�業�糧�

�題�����；6.�、�������

是永�的三大��，面�各國開�保�自

己��，���思��何面�挑戰；7.�

�����，�����把���重�減

��則；� 7.�����估等制���

行政失� (Administrative Failure)，�何�用

�����成���，重���行政��

等。

政��劃� 2013年成������，

�期�����散的�理業�，��行�

��更有�的�理，但是�����併�

界面���，並�揮�有�功�，�是更

中技社智庫10年回顧與展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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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挑戰，�此，��� 2012� 2013�

��年對環境資源部的期望�行研�，�

一年�����成���何����一

����決各����生���問題的⻆

�，���何走在前�主�各��，�各

��在��永�的架構下，��願��目

標，減���問題的�生，� 11月 21日

辦理一場與環保署署長及相關主管討論會

議，由本社董事長主持，對環資部成立後

面臨挑戰��向署�提�����，並�

2012年 12月提出研討成果，出版「對環境

資源部之期望」專題報告，同時向政��

員、���、研��、�劃�����的

相�署局�、� (� )政�等共 41單�提

� 5大項 14小項��，�括：1.���的

���戰�架構���；2.�����永

��用������向�劃��理；3.落

�土地��永��用�保��理�精�；

4.��自�災�預������；5.��

����提升��生�力等。�二年則�

��保署�������保��⻆�，在

���、��品������、��物�

�物�理、土��理�������估制

��為�各項��、政策、策�或措�

等，���、�業、����來����

�，並�����品����提���，

供���政����保署未來���保政

策時，�何��保、�����三者�間

�行����三��有�助�。重�成果

已�現� 2013年 9月��「������

的期� (Ⅱ )－台灣環境品質的變遷與展

望」專題�告中。

���已是不可擋的趨�，而��地

��洲大���平��界���，自��

��為有�，石��料�括石油、煤、�

��等�乎���口，一��物�主�糧

�����口。一旦�生���、糧��

�，��必�受��脅。�此，���

「全球關鍵議題對我國之衝擊與戰略因

應」�題�行研�，�����個�面�

�重大�傳����題，�括����、

����、����、��������

�等，�重��專��成工作團�，並�

�戰�模擬���工作團����題相�

���研共 70��行����，�括策

��劃����、策��劃的標�作業�

�、策��劃的基����願�的擬�，

�策��劃的標�作業���作��，�

估���的衝��面�的挑戰，並提��

向�策�，成果已由��� 2013年 12月

����「�傳����題�我國�衝�

�估���」專題�告。

(二 ) 能源政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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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從智�成���，

�����開徵�開��，������

���用、��價�，以�������

題�行研�，更� 2011年 3月��事件

�，�開一��的���力政��研�活

動。

1. ������

���是一����，相當��的�

題。查已�動國���量，旨在����

使用��，並促���的永���。�著

�石��的日趨���溫�����的�

�，已有�來��的國�相�著手研擬或

預期�動。而我國� 2006年 7月在「�

���永�����」中，�����的

�動�為一項�得共�的決�，由���

賦����，�我國����重大，故�

2006年�畫「能源稅推動之考量」�題，

��專�����������使用�

�����構、我國�業��力�各項財

�����用����行研�，且研擬�

�����用範疇��有配�措�，��

提�「����我國�業�����的�

�」和「�������動��劃」��

專題�告。

並� 2007年 1月中旬，���「�洲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sts, 

EAERE）理事�和�國「未來��研�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RFF）的國�

知����������來�，� 1月 16

日���國�研��中，����各國�

動���的�������趨�，並� 1

中技社智庫10年回顧與展望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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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8日����「���開���」��

�，�國�政�首�和�者�一���，

�我國開����的倡�提���，��

相��點刊��平面��。並��重��

�，提�：1.�量國情，釐������

開��必�性��理性；2.��單���

���則的理����研�；3.���劃

���的�用�式；4.重����相�政

策工�間的��等 4項��，行�財政�

賦�署等 12個單�。

而在草�研擬��中，在��年�、

���品、����、年���、��用

�⋯等等�項�範，�野��都未��共

�，故 2007年再��劃「能源稅開徵深入

對話」�題�研�，希��提供一個��

平�，�����見，�期有助�行政單

�在研�時���更��而��的不同�

點。

� 2007年 5月 23日舉辦研討會，�

��業界��研單�，�����開��

共������異點大者，做更��的

��。在各������溝���，�

成若干共�。基�上�業界是不��開�

���，但希�政��有積�有�的配�

措�。此�，��在��目的、��、�

�、���用�式等�不�有相左��，

��項臚��，提供���������

行政�門研�配����，行����等

7個單�、5個�業代�。並�相��點刊

��平面��。

2. 煤�的�用���政策

������ 99%�上���口，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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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價��，而���電��性

大，使用再生��則受��������

�大，且現������尚不足。而煤�

��有 200�年的��量，���石油�

40�年����� 60�年。由�其相�

價�且��量豐��期價���，�疑的

�為��國�����著重�的⻆�。�

��何�煤�使用��提昇����用，

或轉�為����，�提供����的�

�供�，為一重�的�題，故�劃「煤炭

的應用與能源政策」�題��，從煤�在

�、中�我國��供���的��思�，

�而����而���用煤�需���

�，��有��我國�����技���

�向，��提�「���煤技���現況

���」專題�告。

並� 2007年 1月 16日�中技���

���國�研��中，���國 RFF�

大���煤������專����國和

大��煤技����，��國�專���

2006年�研�成果，並���煤技��行

�、中、�三地現����狀況�國��

�政策願�做��。

而� 2007年 2月彙整「煤炭的應用與

能源政策」議題重要結論，提出：1.��

��污染���範；2.��國��作��

優�的技�；3.��國��煤技�前�做

�面�估��工協�；4.在研�或���

��有業界��等 4項��，行�國科�

等 4個單�� 4個�業代�。

3. ��價�政策

自 2003年下半年� 2004年���，

煤�、石油�����場從買��場��

轉�為賣��場，我國���口成��著

國���價���而大幅��，由���

��國��生��，其供�價��易受�

��干擾或政��量，故而�成��價�

未����場���作，且���時��

成�做�理��。�此，不但�成國�事

業�損必須由��買單，且�生�使用者

付����得重�配現�，更����目

標��成�有��������。

故� 2008年 4月 23日��「因應油

價飆漲及地球暖化之能源價格政策」��

�，��油價���地�暖������

�������價�政策�理���量等

�題�行��，�����研界專�，提

�：1.��價�需回復��場�制並�時

�映成�；2.�量���������大

負�；3.����������價��理

���；4.油電�司協助��用����

�工作等 4項看�，�中���提供 5月

上任的�政���，並為���大��

瞭，有��相�政策��動，��重��

中技社智庫10年回顧與展望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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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刊��平面���為�傳。��提�

「��油價���地�暖����價�政

策」專題�告。

��量電力為����不可或���

�一，且電價��������成��物

價有一�������，更�����大

�用電����業��力，但�� 99%�

��需��口，�是�����，�何在

國�生�、����、�������代

生�間�得平�，�理電價���更�得

重�。故��希���三�⻆�，不預�

任何�場，� 2014年��「���是�

理電價」���，提供一個��平�，

����業、�業、消�者、�者��電

等 9�代�，���消���需�，從�

生負�、�業需����正義，���理

電價�量��，並尋���理電價的共�

��制，��代��同���電價��理

��，都����業、�生負��電力�

��業的永���，�希�政�政策��

持「電力價����員�」的成�，回�

專業思�。�為�����，�����

見，刊��平面��，提供政��大�做

��。

4. ���題���

2011年 3月日本東北發生大地震並

引發大海嘯，導致福島核災，反核聲浪接

踵而至，也使得核電的發展政策成為各國

檢視的焦點。我國天然資源稀缺，加上地

小人稠，產業生存發展需高度依賴對外貿

易，同時也面臨溫室氣體減量壓力不斷的

增高。此外，原油價格攀升、再生能源無

法穩定供應等挑戰，更使得我國能源政策

面臨多重挑戰的局面。

而我國是否�持����電，是項�

���而�肅的�題。使用�電，�必可

減�我國的溫�����，有�����

�������再生����成���。

�果不使用�電，基���������

���間�制，�油電價��溫����

��乎不易��，����也可��易受

國�政�情���������，���

�的大幅提升���供�的疑慮��業生

���，���業也是不�的��，尤有

�者，�期可��成������，失�

�有��力。

故� 2011年�劃「從福島核災省思台

灣核能政策」�題，��當時國�的重�

��政策�場��向，並��國��野�

電�替代���主�，�而�各種主��

��採行����配�措��行��，�

成�種模擬情��我國����、�業、

物價和溫��������。��提�

「���時代��電力問題����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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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告。

而��需��量決��國���的生

����，也決����的生活����

式，而��的供�為��需�，有�種的

��，�在風���需付�也不同，故�

2011年 8月 2日，主�一場 ｢ ���時代

��電力問題�� ｣��，����、�

�、��技�、�保等各�域�專��者

�行��，����生�����電力需

�、供���生�����電力需�可�

�項、不同時��件����的挑戰等 3

個主題�行研�，提�：1.��制需��

式�劃電力需�；2.���動��減�並

���價��理�；3.�有替代����

�����配��畫都�向�����等

3項看�，希��點�我國在��的供需

上各面向的問題，����大�在思�我

國��政策走向時，有一個��面��的

��，並��中�點刊��平面��，�

為�傳。

2013年���題�為����預算而

�上�面，並����大�的��。是年

2月行政���更�布�����式�決

������，而��的��和��，�

決�此項�共政策���果，��須有�

�且��的��，找�問題、瞭�問題，

������。故������智�相�

研�成果，�同年 5月針對核四商轉與否

對供電安全、減碳目標、經濟展望的影

響，��各�的�見、�料��告，��

「�����題�告」，提���的看�

���，提供各主�單��各界��者�

�，�而促成主���傳����國��

���，��正�的�知���。

5. 我國電力����配�

政�� 2011年 11月提��的�電�

門��政策�劃，�我國未來的�電�門

��配��有相當幅�的��，且�未來

電力供�情�可��來��不同的面�。

但相��劃的��自政�提��，並未有

��的��，相�政策的未來�����

是否有其�可�的���向，也���相

�的��。為��配�政�� 4年���

�我國電力�門���政策�需�，故�

2013年�開�年的「電力部門能源政策之

展望與我國最適能源配比之探討」�題研

�，希��我國電力�門的���政策為

�點，��相����項的����相�

�動可�性�其��，並研�是否可�有

�在的替代或����，且在�行相��

估�，可�瞭��夠�符�我國��供�

��慮�的 Availability, Reliability, Affordability, 

Sustainability之精�的�項，而��提供政

��行未來��政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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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供需狀況�價

�趨��行��，並研�國������

挑戰�相�成��估，���用����

������量模型，�估���種��

�可��口情����電價、����、

個別�業、���溫��������，

��情�模擬�現相���，提��項�

����，並�成果��成冊，��「�

��大���使用��估」專題�告。

���一年�研�，�二年�估未來

各項��成��動下，����電力�門

��配�的可�情�，���構可�行電

力�門相�政策�估���������

��量模型，研�在成��小��件下，

我國各類�電技����電�配�，同時

�一��量�����成��不同���

���時，�各類�電技���配���

和��，並�成果��成冊，��「我國

電力����配����」專題�告。

6. ��基��

2015年 1月�成����國����

召開，�中��我國���題提� 158項

共同�見，但�有 201項�見尚�共�。

目前國���相��律，��有��性的

目標�工���制性��，������

範��政策�向、�則�政策�動�需基

�制��政策性��，常����政策在

制���行��中，���中央政�的指

��則�����，而��有��成共

�，並找�平�點。

故� 2015年�劃研�我國��「能

源基本法」�必�性�其��架構，�從

�個面向著手，一為�日���相���

為主，輔��盟��指�，�照國���

相���，�����國����決��

未決事項，�行���研�；二為���

��、����、國���等面向，��

相�專��者，���場����，必�

時，並����性�題��研�，���

���面向工作，提�有���基��架

構���，並����專題�告，提供政

��相�單���。

(三 ) 氣候變遷

為�制�為����溫����量，

�而������，��國� 1992年��

��國��������，1997年在日�

�都�召開�� 3���國��時���

都��書，並� 2005年 2月 16日生�，

主��制 38個工業�國���盟 (附件一

國� )� 2008� 2012年間�溫�����

�� 1990年����，開�中國�在此�

�期間並�減量責任。

�����國�員，���署�都�

41
貳、執行成效

中技社10年回顧專刊_19x26cm.indd   41 2015/12/4   下午 02:29:44



CTCI Foundation

氣
候
變
遷

�書；��������������制

(CDM)，�二����減量��一大挑戰，

且附件一國�為�行減量義�，在 WTO�

則下，可�採行���易措�，使國��

業��國��場�力。

��轉型智���二年，當時行政�

�保署已提�溫���減量�草�，其�

工�得���，中央主���負責的��

中，�行措��配�����，業者��

���配量��，�在著不��性，且�

�����，減量工作動�不足，�有�

�動溫���減量，�有���制���

�種��，二����理是������

�理�ㄧ�，��國�上�作��國�各

��目前�溫���減量�畫或策�上是

否已��，尚未�勒��，�此�智��

量�題�時性且��業相�，���溫室

氣體減量策略作為研��題，�期有助�

行政單�在研�政策時��慮更��而�

�。

� 2007年 5月 23日�理「中技� 96

年��������研��」，�� 4位國

�專�，從國�����理現況��，�

�業界�何��轉�成一種��，而不是

成�負�，並�平面���作，刊�當�

��研���。����重���向��

�等 7個政��門��電等 7��業提�

4項��，�括：1.�大溫����查範

�；2.重�國�溫�������趨�；

3.�動國������制 (CDM)；4.��

�業���溫���減量，提��業減量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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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間持�積��力��為溫�

����的減量��，也必須開����

慮�何��「���暖�」的��狀�，

���有的生活����作�式，�面�

�乎已���轉的��暖������現

�。�此，�智��2008年��氣候變遷 -

減緩及調適作為研��題，希��由��

�相�������研�，��專���

�����研���，提�我國����

��架構���風����作�制�行政

協�架構��，��我國政�制�溫��

�減量���策��研���理�制相�

�題�工作��，�期有��別我國�優

先���域�範疇�各�脆�性�域��

策��制�，並提供我國政�����有

�、�重平��減量���策��理架構

���。

2008年 11月 11日辦理「中技� 97年

�秋������國�研��」，��國

�重���智��團����專����

題研�成果�行專題�告，����盟、

荷�、英國�專�來�專題��。為�思

��並���題��，� 11月 12日下午

��「���� -��」���，���

�國���策�、����政策��架構

��何��各�門����力等�題，由

行政���保�署副署�主持，並��國

���、�、�、研等 10���首��專

��者����，�行���溝�，並�

平面���作，刊�當���研���。

����重點��，向���等 13個��

� 2�行政�政��員提� 5項��，�

括：1.成���專責單��籌�劃；2.�

國情做�期持�性�劃，並����域�

�政策；3.��共���政策；4.��未

來������情������情�模擬

��；�5.��研�或���估技�工�。

並� 2008年 11月 13日上午，邀請英

國氣候變遷計畫 (UKCIP)知識推廣經理針對

英國氣候變遷計畫中發展出來的 3項工�

�行��，�目前研擬國�������

政策�政����研單�相��劃�員，

�英國在����的��思�有�一��

瞭�，�期做為政��政�劃���。

2009年發生 8月 8日莫拉克颱風襲台，

當時��決夏�旱災�����苦，但是

��成中南�災情�重，雨量�大固�是

重���，國土�用未�順�自��件�

制，�是主�的��。在���樣一個�

�����常��的��上生活，�歷�

���界的���災，和��可��生的

�����項��災�，更������

正面�著��的問題，也使得未來���

���，各項��策��形重�。�智�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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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變遷的國土規劃及開發

策略評估�題，並� 2010年 1月 22日�

平面���作�理一場「88水災之省思－

國土開��永���策�」���，��

行政���保�署副署�、�����員

�主任�員、��署署�、�����共

4�政�首�� 4�專��者����，

副����指�，�國土開��何兼�生

�保�、國土開��何�������、

��������，�何���域�理等

�題�行�見��。 

(四 ) 資源管理

���界�口�������活動�

���，����的問題�日趨嚴重，�

��何��的�用、�理��，以�向永

���已成為一重��題。���括物

�、�、�土��。�物�的�理，��

的�點早先���物���理��不足，

����物減量以���回�再�用來減

����理的負�。而我國未來的���

��面��口�物�成�上升、����

供���������，�����在�

���的�����場先�，��助�我

國��面���，再�提升��力；��

����理，������但��不�，

為��界排��十����國，�現�更

���其�理�重�性。

1. 物����理

��智�� 2006年下半年，��物

����理�重�，且����大量的消

耗����物問題已�大幅超�大自�的

��力，減����消耗和��物�的�

�，提�物�������，構成��型

��，�是�向永���的基石。而為�

����型��，首先���現�的�類

活動���供需行為��成�物��動，

有一��且��性的瞭�。�樣的瞭��

��活動��������來，����

制�有�的���理政策，故先��國�

物質循環及碳循環架構，�構物����

��，掌�物��動。物��研�在�、

�、奧等國�相當盛行，荷�、�國、�

國、日�、奧地���洲 6大國�，�元

�、��物等�何在�界�動，在自己國

��動，�作�精����。為��國�

��，��� 2007年 1月 17日����

���國�研��，��奧地��日��

�國�物��專���專題��，��物

���算��，並� 1月 18日�理一場�

��，����前行政�政��員主持，

��� 6�國��者��物���行研�

成果�告，由��國�物��專����

北��保局��任����，更�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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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專����首�，��國�型物�

��算的理� /�用 /需�等主題���

���，��由��向國科�、���、

主��共 8個政����中�、中油、�

電�司提��括：1. ��標���料��

�，��料得���；2.��物��一�

性����，����研��果；3.優先

�動�性物��物����，�掌��向

並有��理；4.�����，��永��

�的目標等 4項��。

2008年本社認為上開基礎課題對我國

未來發展「節能減排」實務具重要性，以

及對提出之建言�有更���作�，希�

�一�，�由一�性的����，���

�����，優先��大型����業�

��自行�構各別事業�物� /��基�，

並���行��減����，更希��促

�政�相��構，�構���物� /��

基�。研�期間，先� 6月 11日辦理「中

技� 97年��������研��」，�

���專��國科�永��，���減�

��點，�行物���估����，��

���年的研�成果，���業界專題

�告����，範��括�石、����

�業��，研���束�，為��題��

��動，�理一場節能減排—物質流未來

展望��，��政�、�業、�界在物�

�����理的⻆��工、�中��策�

�劃��作�制等��，�����研�

�，�行�項溝����。� 11月 10日

舉辦一場國�研��，副����指�，

並由奧地�專��物質流評估��用現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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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專題��、國� 4位專家��

����物�向�����料���做專

題�告、2位國營事業代表提供自�工�

�用物�����行��������

�，���國、日�、�洲�專���物

���估�用�����；11月 12日舉

辦一場「物質流評估」座談會，針對物�

����理��、中、�期�劃、政��

�業�門���⻆�����未來��國

�物��研�的可�性等主題，���、

�、�、研界，�行���溝�，並�平

面���作，刊�����，��，��

重���，向���、行政�主��、

行政������員�等 7個政���提

�：1.物���理����作���國�

政策；2.�動「國�永�物��理�畫」；

3.��標���料�，指����專責單

�；4.優先�動重����物���估，

掌��向並有��理；5.��國��作，

��國��範等共 5項��。

� 2009年，「物������用」�

題已��受�重�，���為��更積�

�式在國��動，�此�� 3年 (2009-2011)

�動永續資源管理�題，�括 1.��國�

���平�、2.�動��或國�策�、3.示

範��研���用成果��、4.����

�物���估技�手冊����籌劃物�

��估�用�料�，並��專書，��物

���估���成果。 

在��國����平�上，� 2009年

3月先由���召�研單�共同成�「永

����理�動中�」(�擬中� )，2011

年協助��大�成����動中�，�奧

地�、�洲、日�、大�等地�專��行

��。�一年�理 2場��� 3場國�研

��。6月 9日上、下午各辦理一場永續

資源管理座談會，針對如何加速推動永續

資源管理工作－目標及方向、政府部門

的角色及功能、產業的需求及推動方式、

如何整合國內專業團隊 -分工及合作、如

何與國際接軌 -項目及方式等議題進行座

談，並�10月5日�10月6日�理3場「永

����理研��」，�����研界�

士��，�����、國科����工業

局副局�����場指�，由來自�國知

�智� Wuppertal Institute物������理

��理、奧地�物���域知��授、日

�國���研��物������物�理

研�中��等 3�國�專�主�，��國

�上永����理�動現況�趨�、政�

���⻆��功�、�業�動策���式

提�看����，����向���共 6

個政��門、工���中�等 4個�間�

業提��括：1.�����門���業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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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永����理；2.政�指�專責�

構或�持���畫，作為政�決策單�、

研��構、�業界三��橋樑；3.重�物

����工��標������掌��

面�國����力；4.�由物����工

�，�理��生���消����足�；

5.�物����做為生��期�估 (LCA)

的中�，釐�物����價值等5項建言。

�二年，�日�、大�、�洲專��

����，��理 1場國�研��、1場

���� 1場成果���。2月 1日日本

���智��構「地���戰�研��

(IGES)」專� (東亞地區 3年研究計畫之計

畫經理 )來訪，12月 7、8、9日 3天，日

本「地球環境戰略研究院 (IGES)」3��士

來�，���政��業界��，����

�動��回�制�時，中央政�、地�政

��業界的��看�，��希��由��

���作，�� 3R�題東��域�作��

動模式、��標�作業�� (�括��、

技�、��等 )、��理��研��活動等

各項�作�畫；5月 28日大陸中國科學院

(瀋陽 )應用生態研究所教授來訪，與推動

中心成員進行交流，���指��劃�陽

100平��里生�工業��；7月 13日�

洲�南�爾�大�土木�工��授來�，

�成由奧地��也�科技大�、�洲�南

�爾�大�、日� IGES�中國中科�都�

�生�研�� (�門�� )�成一�作團

��共�，��不同年代城�，�括奧地

��也�、�洲�梨、���北、日�橫

�或�都、��中國�門等城�，��都

�採� (Urban Mining)���物回�再�用

等�題�行�作。��日�東北大���

科�研�科�授��國�魯�科技大�生

�、���服�再��域副�授來�，�

3月 2日�理一場「永����理研��」

� 3月 3日上午�中��司共同�理一場

「物����業中��用」���，��

日���回��工業生���用��國工

業��等�題�行��。10月 22日��

成果��� -「2010�����研�� -永

����理」研��，�保署署����

場��，��������題�行�成果

�，並��中��司、友��電�司、大

同�司、��大��陽�����中科�

2�專�共�盛�，�����業重�物

���研�、中國����促���永�

���理�動現況等�行����。

�三年，在國��作中��理���

��有��用�是��業��有�，我們

更�理����已使用�的��都��在

��物中，�上��地狹��、��負荷

沈重、��不豐，且���重��、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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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口，而��是�業��的一

項�制��，�此再�理 3場國�研��

��，主題�括���保�、��保��

�����為目標�「都�採�」、「��

��」�「����」等。10月 21日辦

理「都會採礦」研討座談會，邀請奧地�

�也�科技大��授、�洲�南�爾�大

�土木�工��授��首���的日��

都大���保�中�中��共 3�國�專

�、1�政��員、2��研界� 4�業

界代��行專題�告。國�專���國�

都�採�的��歷�、未來�����動

都�採��現況��動策�；國����

研界，�目前都�採�的作����提�

���，�行����。����時間提

�，1.相�����豐的國�，��稀�

的國�相�重�都�採���題，�日�

��洲重�；����的回�持��用，

一��符����則，不����問題�

�上�，否則政策或策���持久；2.政

��持���基�����，�此��有

���來制���策�；3.使用物�的�

���來�業、�來�足，�須��，重

�的是��、��；4.���是��技�

��來�決��稀�的問題等。10月 31

日�理「����」研����，���

洲�南�爾�大�土木�工��授、日�

東北大��授��日�早�田大��授共

3�國�����專�、1��研界� 1

�業界代��行專題�告。國�專���

�����理政策、策��技�����

������回���中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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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界，�������物�

�������理�������行��

��；����則������的永��

理��政��業界的��、�作�式�主

題，釐�����中，�些�作是暢�，

�些�作有問題，再����的�理。11

月 2日辦理「磷資源」研討座談會，邀請

澳洲�南�爾�大�土木�工��授、日

�東北大��授共 2�國�專��� 2�

國�專��行專題�告，�中提�，�年

消�量來算���� 100年��用盡，而

現在���的用量為�前的 4�、���

有不可再生、不可替代��復�狀���

的�性，����量早����消耗用盡

�可預期的，故政�單���早���的

重�性並�此作���措�。

在�動���國�策�上，提�政�

單��永����理上���的�向��

�，�括 1.�����理政策；2.促��

���共同��、責任����作��；

3.��永����理指標��估��；

4.�劃永����理�料�；5.����

成為������再生技�中�，���

�已� 2012年 12月由����永���

�理政策白皮書中�現。

在示範��研���用成果��上，

�成國������� -永����理指

標��；2個�域 /�業����：���

�也�物�使用狀況������汽車�

��業�物����模式；�� 1個�業

���� -中���物���理。

在�����物���估技�手冊�

���籌劃物���估�用�料�上，已

� 2013年 12月�成專題�告「永���

�理技�手冊」，並首��得�國重�研

��構同�，由��翻���「��生�

力的 7個��－�何���生���的�

品�服�，同時��其物�足�」專題�

告 (2012年 2月 )。

永����理�題�動期間，正值

2010年 1月 7日立法院一讀通過「廢棄物

清理法」修正案，其目的為�����物

��理，但也�減���物�再�用��

�，���業��物�再�用制�衝��

大，��國��構����型��，故�

�� 3月 25日��召開一場「�構��型

�� -從����正���有��理」�

��，希���何有��理��物���

物�、�何�勵�業界�動��物再生、

�何促���回��業����何�國�

潮��軌等�題，��政�主���首�

��題相���研界��，���物��

��理提���，����已��刊��

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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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保��力下，

�動����已成為各國�業轉型��向

永���的重�手�。����政���

��工作主���其�保��，�而�何

��有�、��且��的政策�劃��

動，�揮����的����，為我國轉

型����的重���，�此，2015年

選定「循環經濟的發展趨勢與關鍵策略」

作為研��題，����為基�，�中國

大�、日�、荷�、英國等標竿國�作為

研�����，��各國�動����現

況，�括�理制�、���作���成�

等�面，並研擬國�轉型������動

目標���策�，提��業界�����

���基、�動策����模式。

2. ����理

��為��界�二�的�雨國�，但

受��、地形�地�等�����，��

���不易，�雨��，但�配不�，為

��界���十����國。在各種��

�件�制���保�政策�量下，政��

�動��措�，也開�尋�����，�

�決�期�在���問題。�年，地�溫

�����，������成為常�，面

�������來��災、旱災風�，更

���������重�性，�此，��

��生���開����������配

��用等�題�行研�，�開��，�國

�有�的����行����配�使用，

�決���不足的問題。

2010年 10月 15日舉辦「用水合理化

與新生水水源開發」��，���署署�

專題���� 16�國�已��相��域

�時的專��者，������下���

風�、���需�面�理策�、用��理

�策�措�、�生���������

力、��淡�、工業用再生��動、雨�

������生������動策�等�

題，�行�����。��������

時間，不�是���、������者，

�用��理���生������題��

技�性問題有����，尤其�目前��

的��價，�動�再生是否為不可�的任

�、污�下�������估需一兆�

�，在��������等種種���量

下，是否�持���，是否����都�

型城���？在�力�動�生���前，

是否�先�決自來��漏���問題？�

有�動任何政策，在政�採購���制

下，�何�破�界�為��的問題等。�

�，�� 8����專��者�當��提

��個��點，���形式��，由��

��成冊，� 2011年 6月���二���

智��書「����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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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括� (污 )�回�再�

用、雨������淡�，其中雨���

���供�易受地域�制，��淡�受制

��業�����������不佳，而

� (污 )�回��再生�用�����，技

�成�，為現行��������可行性

且���減����開��式。但，��

地�，���工業��再生，目前���

淡�作為�生用�。�智�基�協助�業

����場，提供����平�，� 2011

年 7月 21日�理一場「新生水水源開發

推動成功案例分享」研��，�� 5�業

界，����工業��回�再�用���

��，���有���劃����淡��

��域� (污 )�回�再�用等�行���

工��問�司 5�代��行專題�告，�

場�並有 6幅�示��，�相��理技�

�其成�������業��，協助業界

儘早������。�� 8月 25日��一

場「����下������－�動�生

���開�」��，從政策、��、技�

��受�來看��開��生����前�

���，��當�重��點�括：1.��

價�再生��業的�����不足；2.�

��再生�用並�不�代價，�此���

�和技�面需有配�，�再生�用���

附�價值為�向；3.技�上，���理相

��膜�研��是��；4.�受��動�

面，需�������制，提升「���

用」的可��。重�����已刊��平

面��。為�此�����成果，�為周

知，提供�者��，�智�������

�，����研������當����

�，� 2011年 10月���三���智�

�書「�動�生���開�－成功���

�」。

2014年本社智庫開始探討總體水資

源利用分配及現行調度利用機制，�括�

��地��業用��量�轉���用策�

�回��制；其���生為主的自來�為

��，����量提升�������策

�，同時��自來���理���價制量

�策��行��；��，�工業用�為�

�，��工業用�������耗��

業，����、石�、�����等�業

���量。

2014年 6月 18日辦理「�業用��

�轉��用」��，���括��署署�

共 6�專��者，��������用�

理�制、枯���業用����用�制�

成���業用����用��目標��策

�等主題�行�����；2014年 9月 3

日�理「�構自來��理���提升供�

有��」��，���括自來��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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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8����研，��自來����

供�損漏現況������策�、自來�

�理�價、�����價制量���財�

���策���自來���������

理����行�����；2014年 11月

6日�理「�生�工業用�����用」

��，���括�����署共 7�政�

代��專��者，��期�動��用��

��成��其�制和提升的策�、�期�

動工業用������回�再�用�成�

�其�制�未來策���動�耗��大�

用��業����向�策�等主題���

��。3�������國�現況、政策

�向、國����政策��，����價

值，為��������一��散�一�

��，�智���三場�������，

� 2014年 12月��「��������

�用策�」專題�告，期�各界����

�告更��的掌�國�����用�面�

的挑戰�����。�，�����政

策，並��� 3個主題�別向相�單�提

���，「�業用���轉��用」主題向

�����署等 6個��單�提� 4項�

�；「自來����用���」主題向�

����署共 6�政���、自來��司

�� 6位立法委員辦公室提� 4項��；

「�生�工業用����用���」主題

向�����署共 8單�提� 4項��。

(五 ) 產業發展

促�國內����，為����以來

��秉�的���目��一，�何���

的��、�務技��點，以�政�政�的

思�，���一個相�����入��的

��，一�是智�成�以來，�行���

�相��題研�的主��向。在����

�題中已���� 30個�題，�括��相

當��，大�油��力��用��事�、

向下�������、��再生����

�，一����石�、��、�動車��

別，都是���疇。而��的面向�括�

�面�技�面，��面向以����溝�

平�為主，技�面向則以傳�國�趨�、

��技�現況����力為主。

1. 油�電力�用��事業

����趨�是������重��

題，��一國未來�������劃。�

何在��的形�下，��國���情��

未來挑戰，�����技���、���

��構��提升����技�，�落��

�永�����，為當前�面�����

耗��問題提供一個�決��，�為各國

在研擬��政策�開����技�的重�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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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 2012 年 7 月 4 日 � � Exxon 

Mobil、BP、Shell� BG Group等國�大型石

油�司�專�代�來�，��「2012油氣

能源論壇」，������供需趨��行

專題��，並��一場「��傳���、

生��、再生�����」的��，��

�中���國�專�����、�傳��

�、再生�����技�等重��題�行

�見��，期�國���������用

研�有更��的瞭�。

而 2012年政��動油電��，�期�

���理�映國����動的��情況。

但政策一�����不���，�使中

油、�電的�革成為國��目的�點。有

����個��國�����、�生��

�的���司，��各界�或都有必�一

���下來�思���。需����何�

予�理的����，�何跳���的思�

�輯，�構一個���有�的���制，

�予不受干擾而�獨�自主����制，

�為當前�不����題。

故� 2013年�劃「公營事業經營發展

研究」�題，從政策��、���理，�

�溝�協�三面向�行研�，共�� 8場

����，共 40���研界專��者��

����，�����有��，��「�

�事業���� -政策��、���理、

溝�協�」專題�告。

有別� 2013年從事業�⻆���，

2014年則���油氣公營事業之經營管

理，且為���大���目前國�油��

司����理模式�����，�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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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5日��一場「國�國�油��司�

��理」研��，�中���馬來��國

�石油�司（PETRONAS）�行副�和�

國����司（KOGAS）副��理，��

�國油��業的��策�，��業�制和

開���政策；����麥肯��情�問

�司 (Wood Mackenzie)國���專����

種不同��型�的國�油�司，提�必須

�由提���保��決策自主，��提昇

�司的技������力。此�，研��

也��國� 17�專��者，從��國�事

業��的����，����國�事業當

前����面�的挑戰，並提供�司�理

��理��。且為���大���目前國

�油��司����理模式�����，

��平面���作，刊�研�����

�，��研�成果��見��理��。

����研��中，��國��司�

���理�題，從各面向提��元見��

��，��「��事業���� (II)-國�

國�油��司���理」專題�告，��

政�主���首��相��域���研專

��者��。

��量���������，主�挑

戰�一則為我國電力未來的供需狀況�電

價的�理�，�在����、����、

���永��間�得平�。�此，自 2012

� 2014年間�行「台灣能源及電力業未來

發展共同之挑戰及機會」�題研�，�年

��電力業相�主題�行研�。

�一年��：1.我國電力成��構�

價�策�；2.我國�力�電未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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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國電力供������構���

性；4.我國電力需���理；5.�料��

� (Data Center)需���理 (����� )

相�����；6.我國再生���電未來

��情�；7.我國電力事業��減�目標

�策�；8.�電�司任����的轉�等

8大主題，共�� 8場���，並���

�重點，����：1.�電�司� IPP間

���義���；2.�電�司在�動��

��⻆�；3.�用電力的�理性；4.電業

�������破等 4項外界對台電公司

營運存在疑慮之部份，刊登於平面媒體，

提供民眾正確、完整資訊。更彙整所有與

會專家論述，出版「台灣能源及電力業之

挑戰與機會」專題報告。

�二年則����生、�業用電��

相��主題，��：1.�動「�動電價」

的前提��件��「�動電價」���式

��式��理性；2.��減��電力供�

���；3.智�電���動再生��的�

�；4.供電可���電價的��；5.�動

智�電�策�����估；6.時間�別電

價�用��的��等 6大主題，共�� 6

場���，並���有��專���，�

�「�����電力業�挑戰��� (II)」

專題�告。

�三年則��「二���受�污��

制�電業���������」�「電業

自由�」�大主軸，��：1.國�間��

污��制二������趨�；2.二��

�受�污��制�國�電力������

可���；3.���動電業自由��思�

�可�模式；4.��電力自由�電業��

相��������；5.�電�司��電

業自由��策��構想；6.電業自由��

���估等 6大主題，共�� 6場���，

並���有��專���，�別��「�

����電力業�挑戰��� (III)-二��

���污�」和「�����電力業�挑

戰��� (IV)-電業自由�」專題�告。

2. ���������業

2005年 6月全國能源會議，我國將以

發展生質酒精、生質柴油及廢棄物發電為

主；同年 12月行政院能源科技小組提出

生質酒精與生質柴油應並行推動，而生質

柴油最大的特色能完全適合現有柴油引擎

的使用，完全不需更改引擎的設計，考量

生質柴油發展趨於成熟，故於 2006年規劃

「生質柴油供應鏈面面觀」��題，��

����生�柴油供��������動

��������重點，並� 2006年 7月

13日��一場「國�生�柴油��模式�

�」，��重���，刊��平面��，

�提�：1.生�柴油�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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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盡��成��；3.�估我國

�動生�柴油���衝�；4.�大�估�

�作物�種��域等�項��，行�行政

����、�����局等 4個單�，�

提供目的事業主�����業界持��動

���。

2008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再生能

源發展，期推動再生能源立法、推動研究

發展與推廣應用、推動設置太陽光電示範

系統與示範陽光電城、推動設置示範風力

電場、推動結合生活、觀光及地方產業之

地熱公園。此外，全國性能源會議並規劃

2010年之總再生能源目標為占總發電量

10%。而我國再生能源配比規劃方面，我

國經建會研究成果中亦有其建議目標。

�量我國不��、�、日等先�國

�，有相等的主���件，�此也不可�

�他們漫��地的��行各項再生��的

研�。�何���作、�工，��性的�

�，�而找�����且���性���

性的項�����，� 99％的���須�

��來�石��的我國而�，不但是一項

不�易的任�，更是需���研�不��

�的�題。

故� 2008年�劃「再生能源發展策

略」和「國內需積極投入研發的前瞻能源

科技」��題�研�，��一����

�，提供一��平������研專�，

提�看����。

� 2008年 7月 4日��「���陽�

電�業�未來���向」���，提�：

1.���目標�中���持；2.���優

�為基��主��業相��；3.�有一專

責單����劃；4.協助業者提升�陽�

電�����力等�項��。

同日下午��「國�可積���研�

的前���科技」���，從��國��

�研��前���項目、未來�����

業的��、政��������配、�何

����指標、�何�����研�國�

單�，共同研�等主題�行研�。

12月 11日舉辦「LED照明標準規範與

產業發展」座談會，邀請相關部會首長、

國內專家學者及相關產業代表出席與談，

提出：1.成�一個專業國����積��

�國������國��軌；2.由工研�

���、�、�、研專��者共同��制

�一�����品標��測��範；3.由

��門�先使用�大�需；4.�動 LED�

業策��盟��上、中、下��業等作

�。

12月 23日舉辦「兆元能源產業發展方

向之省思」座談會，針對優先發展項目之

抉擇、人力物力需求與因應、市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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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M,ODM,自有品牌、國際策略與有效國際

合作、部會署協調機制等主題進行溝通，

提�：1.��的兆元���業��，��

��國��場為��目標；2.�需�國�

共同�作，並��期���易��成�；

3.在積�開�����業�同時，也�重

����業的��；4.需一併�量���

�等共�。

2009年 4月 23日行政院通過「綠色

能源產業旭升方案」，分兩波推動「能源

光電雙雄」與「風火輪計畫」，能源雙雄

所指即是太陽能與 LED。更可看出政府對

新能源的技術開發與產業發展，可說是蓄

勢待發，準備立即啟動。故本社於 2009年

�劃「低碳能源產業策略」�題，���

陽�電和 LED照��項���業為��主

軸，�陽�電�題�落��陽�電兆元�

業政策為主題，������業為主，�

研為輔，先��三場����，��業界

�見，���，更� 7月 31日�平面�

��作，�����研共同召開「落��

陽�電兆元�業政策」���。LED照�

�題則�落� LED兆元�業政策為主題，

� 9月 23日��「落� LED照����用

��業��」���。�由�理����

式，��業界專���者，�����業

落���提�看����，��並��業

⻆���：1.提�政��動���落��

陽�電兆元�業；2.��業者�城��示

範�����重��；3.��且一�的政

�採購標�；4.盡���國�� /���

制；5.�理的�口���保�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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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制有�政��面協�；7.�

電�躉�電價�助做為主���勵優惠政

策；8.� BIPV自�品�為我國�業���

劃目標等 8項落����陽�電兆元�業

政策��，行�行政����等 16個單

�；��提�：1.�重��量政��共工

��採購政策�招標�式；2.�盡���

�業標�����範；3.�����件作

示範��；4.�� LED技����研�；

5.�勵或�助購� LED照��品；6.政�

�面��國���等 6項落� LED照��

��用��業����，行�行政���

�等 15個單�。

自 2008年政��佈永���政策��

� 2012年已有 3年�的時間，其間�生�

2008年的��風暴，各國為����不積

�����〝����〞�域，再生��

�業��年也已��生�大��，而�在

������未���，2011年下半年，

���揚���〝�債風暴〞，國�再生

���業�再�面���的風�。�此國

�在�動再生����的��，可�更需

���在�件��在情���貼�，�時

��。

有��此，故�� 2012年�劃「台

灣再生能源發展方向與政府投入」�題，

���晶�陽�、染料���陽�、生

��技�和�岸風力�電�大主題，提

供一個��平�，�����研代�，

� 10月 4日��「我國生������

向���」的小型��，�別���中油

生���開�研�、生������技�

的�題、����酒精為�－��生��

料政策措�、生���品技���等�

個面向提��告。� 11月 2日��「�

��陽�電�業�昇������」，�

������見��的功��，也�揮�

做為政��業界間����橋樑的功�，

����：1.�業�併一��有配�措�

並有�政�協助；2.���援期���模

期���大；3.��電業�，���林牧

地使用�壽����制；4.���岸�橋

�制，促使大�共同���陽��業�場

秩�；5.��研���，�大�大��品

的�異�提昇��力；6.��由�電�當

�陽�電���主�⻆�，�動�業��

���；7.��援��畫��陽��業的

��等 7項��，行�行政��共工��

員�等 19個單�。� 11月 8日��「�

�染料���陽�電池���的策���

�」，�����染料���陽�電池�

業，提��點重�看�，��：1.基�國

� DSSC技��量�足�國�落�小，�

�政�可�� NEDO做�，積�主�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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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的��佈局；2.��品為�向，��

��研�作�上中下�異業��；3.期�

��專業力量，儘�����專�地�；

4.�照 DSSC�性，�勵�����用開

拓���；5.��政�相����畫�更

有�性等 5項��，行�行政�國科�等

6個單�。� 12月 18日��「�岸風電

策��相��業��」���，相��域

����研專�，面�面��研�。並�

�：1.�岸風電是值得政�提���，積

��量����項；2.��國��政策，

�動�個�岸風電�業�；3.�岸風電�

���單���制��；4.���岸風電

�業相�����估�研�；5.期�國�

�有一個���的�������畫等 5

項��，行�行政����等 13個單�。

�為���知，� 10月 26 ~ 28日�

國科�、�大��物��前�科技研�中

�、�大��研�中�、成大、中研��

��等 6個單�共同主�「Dye-sensitized 

and Organic Solar Cells」國�研��，��

�染料���陽�電池的��者等 6�國

��知��者專��任主題���，��

此技���趨�。

有���陽��業受惠�我國半��

�業��的技���，在������

下，我國�陽�電池�業���為���

二，目前在��技��面，在���陽�

�業中，����力。��已有基�，�

一��構可�可久的������，�有

��國�������。且� IEA研��

告，� 2050年�陽��電量�大����

需的 10%，�陽�電技�，�括 c-Si、thin-

films、CPV，�� Novel PV Concepts��持�

��，面��樣性的技��域，���研

�����，�有����揮�大功�，

�持���我國�陽��業在�界上�足

輕重的地�。

故� 2015年持��劃「太陽光電技術

發展趨勢」�題���，擬����並�

�不同類型��陽�電技���現況�趨

�，提供政��業界���。

3. 石��業

我國石��業自 1960 年代開���，

2011 年�值����� 1.92兆元，�供�

��、��、���品、電�、汽車�業

�需�大�石��材料為主，��石�上

中下��值���� 4.3 兆元，其�值占

������業� 30%，為我國重���

�業。

國�石����畫�，為�劃我國未

來 10 年國�石��料需�而�動，但 2011 

年 4月��慮���大城鄉當地生��生

不可�����，政��布不�持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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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場。面� 2015 年中油�

輕��，�期國�石��料��供��有

��，���持石��業�永���，�

�石��業���行�值�轉型是�常重

��題，�是�業�����。

此�，�年由��國頁岩�開�技�

的成功，不�從��價�或�物料⻆��

量，�國都�成為��石�業��的�地

�，�國政�政策也是��個�向�動，

希��由�動��業，�決�國的�業問

題。��������，���乎���

��口，同時我們也不��可�的�需�

場，�值��品技�也不���日等國，

頁岩�的大量�現，�可�為我國石��

業�來更��的生�挑戰，但政�並未�

石��值�工作���劃�慮。

我國石��業���十年的��，�

業��構�上下��工��，業者�積豐

�的生���操作�力�行���，有些

���積研��力���技�；�此同時

我國有��、�國�更��的電�、�

電、��等下��業，��值�石��品

�有需�。�此�����料、����

場相����下，��大有可為，��在

��何做��而��的��、�何��有

�的����，���而��的行動。

故� 2013年�劃「石化工業國際化

與高值化」�題，����石��業��

料暨�場����構、技������和

國�頁岩油�開�等主題，召開����

�，�由��平�的功�，�����見

�，� 11月 25日��「石��業國��

��值�」�����，並�� 40���

�專��者���，��「石��業國�

���值�」專題�告，提供政�在��

石��值����面向�����。

此�，�由����的��，有��

業界�常提�基��工����是���

頸，������事件，更�示�工基�

����的重�。故� 2015年為���工

界���模擬�優�技�在大型����

���的�用�瞭�，��������

有��司和�國艾��技��司�作，�

�艾��技��司���問來�開�一�

����，有��地從��������

物理、�����的物性������力

�、����工�、��現�，����

�制��算�輔助��等��，����

石油�工�業界工�師們使用��模擬技

����。

2014年 7月 31日高雄氣爆事件後，省

思到隨著都市人口擴張，與其漸進式的發

展，導致我國原有石化產業早期所鋪設物

料傳送管線，許多位於人口聚居地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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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安全考量，宜另行規劃設置專區。故

為協助我國石化產業永續發展，並維持國

際競爭優勢，在目前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架

構下，思考建構具競爭力石化專區之可行

性。

� 2015年�劃「具競爭力石化專區」

�題，研�國��石�專�優�、��國

�石�專���破作���構國�石�專

����構想，期���共�，提供政�

相��門��並�動。

4. ���業

�類��的�������相�，�

目前��用範疇，�����的�用性、

��性�重�性，也�����是不�易

��代的材料。而����業�� 60�

年的��，�業�構相當��，�有��

上、中、下���，並在國����場佔

有一��地。且�����業年�量、�

值、�業�下�相��業而�，����

�貢���，�是����業的��，�

國�是�常有貢���有價值。

但������品和���業�有不

同的看�，�同���品的�用性�重�

性，�����業則��為是��耗、�污

染、不�保的�業。但是��現�的��工

業和������已大不同，尤其�三十年

來��業早已不再是��耗，其��使用�

��頗�。�此，2013 年�劃「台灣鋼鐵

業的挑戰與機會」�題研�，並�����

����作，共同�劃������業，�

�性的研�，�劃：1.�����的價值�

功�；2.���������業�貢��⻆

�；3.��業在�������生�力�提

昇策�；4.��業������的目標�策

�；5.��業的技�������材；6.�

�業的挑戰���等 6個主題，�括��、

��、����、����、��技���

��材、�未來��等�面，���悉國�

�����專��者����業界代���

��、�行��，���、中�、開�的�

�重�����目前的��業，提����

業現況���面�的問題，找����業�

�的����。

並� 11月 8日召開「���業��

���策�」��，��「��業在��

�����生�力�提昇策�」、「��業

������的目標�策�」�「��業

的技�������材」主題，共同��

����業未來�向。��並��研�成

果，��「����業的挑戰���」專

題�告。

�� 2013年「����業�挑戰��

�」�題����業���功�、���

業貢�、�������技���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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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業是國��業�����的

重���，�而���業面��量�剩、

升�有�、��力不足等問題，未來��

何�決��何�行�是一項重�的挑戰。

故 2014年再����������

作，����提升「鋼鐵產業的價值鏈與

競爭力」為目標，共同�劃：1.���業

面����������作�；2.提升�

��業供��國���力的��策�；

3.��國��易�礙��岸��協�，�

�業�何�破並拓��局；4.�����

��業���面��挑戰���策�；

5.���業�值����力提升策�；

6.���業在����������⻆

�；7.�����業優��業形�的��

策�等 7項主題召開����，並��重

���，��「���業的價值����

力」專題�告。

�歷�年������各界專��者

�����業面�的問題，��提升��

力和�業形�，����場、��、��

�技�面向政策��，行����等 11個

政�����國工�等 6個�間單�。

5. 智��業

現����共同面�著����、生

�失�、��枯�三大�題，故��築物

��科技生活�、永��保�智��等相

��業技�，已成為先�國��築��的

趨�。�� ICT�業在國�間占有一��

地，���� ICT�業��築物��減�

的��築，�而�動��、��、科技等

�業的�業��，期可提升���築業的

��力，形成智���築�業，��國�

�場，������。

而行政�在 2010年開��動「�大智

�型�業」；�括「��科技」、「智��

�築」、「智�電動車」和「專��業�」，

而「��科技」�「����」�「智�

�築」是相輔相成���科技�業，�

量智��築�在��築�基�上，�一

��用智��材�智�科技元件���，

�����算�����科技，����

�路、���路、��有���缐電��

路，提供���、������「智�服

�平�」，��「智��築」�業，�是

�「��科技」�「�����技�」�

���的生活��中。故� 2011年 11月

22日��「節能減碳 -智慧綠建築」研�

�，把三個不同�業��不同專業�域�

�、�、�、研相��員，��一堂，旨

在促��� ICT�業���築���，提

供一��平�。

� 2011年「節能減碳 -智慧綠建築

研討會」引起各界注意；為了使我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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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進一步結合政府推動之「雲

端科技」及「數位匯流發展」政策，並結

合產、官、學、研相關產業鏈，逐步加速

推廣導入我國之住宅、商務大樓、百貨商

場、旅館、飯店、辦公廳舍、乃至於工廠

等建築，2012年再次舉辦「智慧建築與雲

端科技、數位匯流應用實務研��」，希

��此活動的��，�我國政�現有� e

�電�政�服���，�������科

技�����技�，��築�相��，同

時�我國�有國���力�「電��政�

服�」、「�����科技」�「����

科技」（��品、���服�）等�業��

�技�服�業（��築師、技師、工�技

��問業、��技�服�業、電���服

�業、����服�業、��照�業 ...）

���，開啟�作開�，��業�有更�

的���間�更��國���力，�而�

�大��東南� ...等國�巿場，從而�

�國�更���業��。�為��智��

築���科技、����相����，�

更�����，故��研����，��

成���，�平面���作，�����

�。

而在智�電動車��，�相��傳�

車�，��更佳的��使用��，且��

���石�料的�重�提�再生��等等

�����的��來提供電力，可���

�������成的傷�，使得����

��保��的電動車，�而�來�受��

�，各國政�已開��力��電動車，希

����替代傳�����，但現��在

63
貳、執行成效

中技社10年回顧專刊_19x26cm.indd   63 2015/12/4   下午 02:29:55



CTCI Foundation

產
業
發
展

各國都�����中的技���業，�在

相當�的挑戰���。

��成�前�可期的��電動車�

場，我國��可�已�有���力。�我

國並未在傳�車��車的�業��上占有

優�，�而我國在車���件�業上，已

�有相當�的��成果；而在電動車�業

���面，我國�年也有一些電動車��

件供��，已��國�知�電動車��供

��，有�不�頗���的��，��成

�前�可期的��電動車�場，我國��

可�已�有���力。

為��我國電動車相��業����

�，有��政����的�力�作，�劃

我國電動車相��業未來��策��目

標，����的�劃�戰���，協助我

國���力的������，��在未來

使我國電動車相��業走���，��並

布局��電動車�場。

故� 2014年�劃「我國電動車產業發

展」�題，從我國電動車������挑

戰、從�業⻆���我國��電動車��

��向�目標、我國電動車�業�可�作

�等 3個主題��研�，並�� 4場專�

����，共有� 40���專��者�

�，����得����，�成「我國電

動車�業��研�」專題�告。

6. �����業

��「�都��書」2005年 2月生�，

�界上各主�國����動��相�措�

或��已�行的��。��國�下���

�����行的���年�����，�

�二���捕捉���的各個面�研�

��，�為�可�是一��而��的減

�����的��。而�，在���年�

(COP8)正式責成 IEA��國�構�行研�，

並在 2005年 11月��的 COP11�行�首

���單元的�告�研�。

��二���的捕捉���，���

�國�面開�著手�力�，��國���

為首，�召��界十�個國�成� CSLF�

�在�動；�盟��國��已積���，

並�期���國��研�，其中��更已

�其���域�行二�����工作。�

由�界上 8個主��油、電力�司��國

�����盟��力�動一項 CCP�畫，

��大量��，�行技�開�工作。日�

�面更早� 90年代�已成�相當�模的專

責研�單�，從事相�技��政�面向的

研�。

而當時國�並���二���捕捉�

��各面向為主軸的���或研��，�

���題國�已積�研�，在國�則尚未

����重�，�此首開先�� 2006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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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7日召開一場「二氧化碳捕捉與封存

技術發展��」，��國�相����代

�，��我國��二���捕捉�封�技

��域各面向�行�見��，協助釐�國

��� CO2捕捉����用�可行性�相

�技����向���。

並� 2006年 7月 18日��一場「二

���捕捉�封�技���研��」，�

��國知� Battelle研��二���封�專

�，主��國��盟二���捕捉���

技�政策�策�，和其��面面�，��

日�電力中央研�� (CRIEPI)專�，主�

��可����的技�，並���專��

者��，����傳播相����國��

研�工業界，��大�一同���項�題

���。����相���，��國��

�二���捕捉����用�可行性�相

�技����向��業��提�：1.政�

成�專責�構����� GHG�題；2.�

�研��盟����；3.促� CO2捕捉封

����業��等 3項��，行����

��局等 9個單�。

回�國�� 40年來��的��思潮已

��形成�的���知��範，�有�保

��生����的永���，���保�

類��的永���。且�年來，中國��

再生�業�模���大，中國“十二�”

�劃已���再生��為未來��和��

��的優先�業，��提�“大力���

���，�動��再生�用�業�，��

����典型模式”的�動政策。

而���業界��研�構���年的

�力，已成�����物的再�用技��

服���，��掌�各�業��物種類、

成�、�性�再生技��料�，並研�再

生�品標�提�消�者���，使得��

��再生�業��服��量。��中國�

�再生的��需���大�場，�何協助

��������，開拓中國�場��為

當前重��題。

故� 2012年� 2013年�劃「促進台

灣資源循環體系發展」�題研�，���

回��業為��，�括����再生�場

�制、�����稀有���業、大��

�再生�業政策��場���礙等 3項主

題，�一年��現況、問題�挑戰�行�

����；�二年則提�相��策。

為����中國大������業狀

況，� 2012年 7月 6日�大��州��江

��保���「促��岸�����業�

�」�研��，並�����再生���

作，召������、中�、中�、捷�

等���������成��團��「促

��岸�����業��」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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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大��州當地������，�

地��相���。

�� 1年的�����研�，�二年

�畫��，�� 2013年 3月 28日��「稀

有����再生�未來�挑戰」���，

�����研界代�，�此�題��問�

��，��「���� (戰�物��理 )」

�「促������業��」�項主題�

行�見��，此�，�提��一年研�成

果��二年研��向�行�告���。

�為有��小��落�，促�大專�

����研��構�國��業共同��前

�性技�研�，�����技�研�、�

業標��������，� 10月 11日召

開「������大�盟」��，���

研界��業界共同籌�團�，期�決業界

面�技���場�頸為首��題。

���年研�成果，� 10月 31日�

行 2013年「稀有�����用�未來�

�」研��，�「��稀有���理策

�」�「�������業的挑戰��

�」�題�行簡�，�開�����。並

��研�成果，��「��稀有����

��策�」�「�������業��策

�」��專題�告。

而�著��需�持�上升，在���

�����的情況下，先�國�為�兼�

��需�、�業�����保�的永��

�，積�落�����的��。����

���有�並���生�為主���活動

的我國而�，�����用的�力更代�

��業在���場下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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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2012� 2013年��國���

�再生�業�各國稀有��的�查研�，

在�有成果�基�上���大研�，�

2014年再��劃「台灣資源再生產業的現

況與發展」�題，�歷年研�成果落�為

���業�用，�提���再生�業��

策�、�動國�再生技�研��盟���

國���業�作為目標。

故���動�業�盟�題，� 2014年

5月 15日召開一場「����再生技�研

�平�」���，���括�研�構、�

�事業�再生�構等代�，��國���

�再生�業現況�籌��業平�等�題�

行�告，並由��事業�再生�構�別�

�其�業�性、���理現況����量

��等�行�見��。��單�一��同

籌���再生平�的重�性�必�性，並

提�在策�面、政策面、技�面��場面

的�重�量。

�量國���再生業者目前面�由�

料�不足而�����動��的��，政

�嘗�������協助�業�得料��

���保團�的����，故�別� 10月

29日召開「��再生�業��」���，

���保團�、動��業����業等代

���，��我國是否開�稀貴���其

��模式�行��。��中���各��

代������題�行�見���，��

的促成����首�的���動，協助共

�的��。

並��「稀貴���理�戰���」

政策面向�「�����業��策�」等

��題�政策��共 11項，行�行政��

保署等 10個單�。

此�，���政�����，�保署

�升�為�����，故�����年研

�成果�大成，首先� 2009年� 2011年

等三年間��「永����理」、「�構�

�型��」�「���未來趨�」�題研

���積��域知����為基�，並�

� 2012年� 2014年等三年��「稀有�

�」�國�「�����業��」等��

性�業研���現���，�盡可��

������題相����，也從策��

劃的⻆�，闡�政�、�業��研�構三

者在國�轉型�����⻆��工，��

「��������業��」專題�告，

供相�單���。

7. 其他�業

�上��業�，也�����業面向

�永����行研�，�永��業�研�

策���括為���業生�問題�研�策

�，���在��問題�決�研�策�。

而我國�業界由��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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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性趨�����動

�為��，���有��的��措��，

尚須�有永��業�����技�。有�

�此，2008年�劃「產業永續發展科技研

究」�題，���業界��現況�行背�

���問題��，瞭��業永�����

問題，掌�需��，可制�研�策��研

�項目。並�����研代�，�其�永

��業技�研��相��題，���開、

����，�生��、��共�，研�符

�國情�國�趨�的�業科技研�主題，

供政��門��，��業永����目

標。��提��動���業策�和�動�

���回���理�制：生��工業� 2

��告。

有��我國��工業��開�，自

1960年��已有 47年歷史，不但為��

���奇蹟��重��基�，相�開�制

�，�為��國��相�����。�而

�著�業的��，�������，��

的工業�已�生��期的��期，不��

��上或在����上的功�性，�已不

符�需�。尤有�者，��工業�由�都

�����故，在�域����的��也

面���的必�性。

故��� 2007年 10月 23日��「工

業區再造」研��，從提升�有工業�服

���、工業���業轉型����工業

�土地�用重���等三大主題��研

�，由行政������員�主任�員�

�指�，���日、英專���日�北�

州 EcoTown�劃�英國阿伯丁�業��翻

��再開���，並��國�專��三大

主題�行�告���。

10月 25日上午並��工業�再��

題�平面���作，���業轉型���

�工業�需��工業�土地�用重���

二項��主題，由行政������員�

主任�員��主持，國�專�����研

����，�見��，並由������

重������，向行政������員

�、行政���保�署等 11個中央政��

�、中華�國�國工業��、23個��政

�� 50個工業�服�中�提� 6項��，

�括：1.工業�再�活���為國土�劃

��業政策的一�；2.�行�國工業��

�現況�查，��再���動；3.��一

�二個工業�做再�示範；4.工業�再�

��地�為主，中央為輔來配�；5.�基

�����政���間力量共同����

���生���標�，做為�業升��工

業�再�標的。

���業�����保������

��何符��保��，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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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污染��動力，僅�符�

�������為目標，但�著����

�、�����的����，�保�業正

在向��和����，其��和��在不

���，���保�� (�品 )的生�和�

�、�����用、�保服�、���品

生�等�個�域。早期�業�保，��末

���，已不符時�，21���從來�著

手，�是�動�保�業，而一個�業形成

的先決�件，需�有��，也�是���

保�品。�業�保�何提升��保�業，

是值得��的�題。

�，�何��保�業提升，�國��

軌，�是重�的�題，���業為�，從

��、有��用，�而提升品�；���

回��業為�，��物�為一種��，�

�回��何提昇�業價值，����品�

��保�業中；���業���保�業�

一�，� LED照�、�築��、��材標

�等，�是值得��的�域。

為���估�保�業�������

件，� 2008年�劃「環保產業前景與展

望」�題研�，�重專��者�國��現

況�行研�，��理�����式，��

���研�見，��保�業��前�從�

�、技�、��面向提���。

��在 1998 年 6 月 10 日行政��

2582�����「�國�������擬

採行措�」，���劃��服�業 (ESCOs)

�制�，協助�間�業����服�業

(ESCOs)，可惜���動��中�����

��，未�落�，�� 2005年 2月�都�

69
貳、執行成效

中技社10年回顧專刊_19x26cm.indd   69 2015/12/4   下午 02:29:58



CTCI Foundation

產
業
發
展

�書生��，�國各界�����理��

重�，而�動 ESCO也成為�在必行�行

動��。

當時，��尚未有 ESCO�����

��，而�界�動 ESCO服��國�也僅

有�國有一� ESCO�����作業，希

����國的架構為基�，������

�的 ESCO�������。�此，��

�� ESCO�������技�需���

場作�估�，� 2006年 7月 14日�平面

���作，��一場「ESCO�����

��溫���減量�������」��

�，�� ESCO�������溫���

減量��模式間�������可行性、

政�單�有� ESCO�������溫�

��減量����作模式�劃構想、�業

界�何��溫���減量���動 ESCO

模式���工作等主題�行�見��，並

向�����局、標�局�行政���

保�署提��括 1.積���種��員；

2.ESCO� GHG�併��，提��業��

�� 2項��。

而提昇���������用是��

����的基�工作，且國�上�研�，

不� IEA���減��力��或國科��

�麥肯��中���國�情況�做研�，

��白�示，提升����，����是

減�溫����有���，而且��面的

作為是�����������。

��此，2010年 1月 20日�平面��

�作，共同��「促進能源服務型產業發

展」���，�由��平�的功�，��

��服�型�業���行研�，����

�見，�期����服�型�業價值�，

������服�型�業品�，����

力。

��業��面�各種挑戰，�括科技

��快�，使�品生��期��；��國

��、自由�的趨�，使����日��

�，�上各種國���保�相�����

範也����，尤其有��������

的��，更�挑戰。面�����時代�

來�������減��重�，先�國�

消�者��保��日益提升，��品�範

���保�量已成為�範��趨�，也間

�促使相�業者重�消�者��保��。

為協助����業�服�業��國�

��快���、��快���、�品��

�元��消�型����情況下，面��

保�永���需�，��動���策�為

何，� 2011年�行「台灣產業推動綠色策

略」�題，��工��問服�業、�電�

業、電力業、工��問服�業��電�業

共���場���，��相���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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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行現況���策��劃

�行�����，作為未來��其他��

業�服�業擬���策����。

而為�動國��業轉型，行政�在

2012年 9月���的三業���動�畫中

�「��業服��、服�業科技��國�

�、傳��業���」等�題為主軸，�

��有��成功��，但��中����

業。��中小�業而�，其�作����

抽�，�此需���更�的模式����

�，���動�業轉型。故� 2015年�

劃「產業轉型及創新」�題，目的在��

����中專�������業��的�

�，提升國��業���業轉型���的

�知，��一����業模式的轉�。

而政��期�行提升����政策，

我國������年已�現下�，但��

��價���，不���業或���域的

��工作，�年���一���的��。

同年��劃「產業能效提昇之回顧與

展望」�題，����各先�國�相��

�措���技��行情形，��並���

�各國相�措��動作����，�其優

點並提供�當��，尋�當前我國�一�

提升����的�間�可行做�，��未

來我國在地���措��技���研擬�

制��動作��採。

�著��平���������使得

�����������，��國�未來

���成重大的衝�。從�口�構量��

動趨�來看，������而�，由�

2015年已���國勞動力�口的���，

未來�持�下�，���衝���業��

���撫�。����為國�已面�的重

大挑戰，行政�� 2010年�布�����

��，中央研��也� 2011年��國�重

���共同��「����」，��未來

��何�一�提升����力��何��

勞動�口減�，�面�國����力，成

為重��題。

儘�行政�� 2013年�布����

�、������為重點的�口政策白皮

書，同時國����員�、科技�、��

���生���等單����口相��題

都��行相�研�，�而研���政��

��掌為範疇，����口�題的��性

����，且未��映��口、�力��

���趨���我國�業�����衝

�。故� 2015年�劃「台灣人力資源發展

趨勢及影響」�題，目標在���前�的

研��口，����性��掌��口趨�

��各面向的��，並挑�����業�

�����的�題�行����。

71
貳、執行成效

中技社10年回顧專刊_19x26cm.indd   71 2015/12/4   下午 02:29:58



CTCI Foundation

兩
岸
交
流

(六 ) 兩岸交流

自智�成�以來，已������中

國大�專��者來���，並���由�

��召�團下，�中國大������，

更� 2010年�����大�「中國���

���研�中�」�署�作���，��

項���題�開共同研����的�里�

�。

��，為��兩岸青年學子之交流，

� 2010年開��中國科協�作�理，兩岸

理工���碩�士����兩岸�研單�

和��活動，��已������。

�兩岸���題�行�成果���

下：

1. 碳資產管理與發展

�類��活動，����溫���，

已�科�������暖������有

����，為有�減�溫�����，政

���間�年�積��劃�動溫���減

量措�。����國�佈�料�示，中國

大�在�力�動������，�期�大

力配�國�溫���減量�行措�，在�

�生��制 (簡� CDM)的��上，�有

相當����。��岸���來日���

��，更���目前需�待�決的相�問

題，相��行����。��此，2008年

9月邀請到代表中國大陸參加聯合國氣候

變遷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談判，並連續

四次被選為聯合國 CDM執行理事會之委

員，以及大陸國發會能源所所長、社科院

副主任、清大 CDM研發中心主任等 7��

CDM�����中國大�專��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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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為�業界� CDM���動有��的�

�，� 9月 30日��「CDM�動��」研

��，由��戰��豐�的大�專�傳授

����，�國�中�、中油、����

電�大�司 80��專業技��員�行�向

溝��專業��，���國��動���

�理有��幫助。

並� 10月 1日��「���岸��

��理���」��，向各界��此�題

�大�簡���生��制 (簡� CDM)�

���易基�政策，並��大��動 CDM

�����。同日下午並召開「�岸�動

����作模式」���，��國�主�

�員、4大�司業�主��專��者，�

大�專��者���岸未來�作���

模式，��動�岸��制�可行性。��

並��相���，���為重����的

���共�，�「�動����岸�作�

制」�「大�專������動減�工作

���」���向國�政�相�首��

�，提供相�����。

2. 兩岸能源與環境議題研究交流專案

有������面��制����有

助��岸��政策的����，並���

域性��問題損�，且����保�是�

�相扣，�此在 2009年時，�劃「�岸�

����政策研�專�」，�行��，為

周��岸�作模式�劃，� 2009年 2月�

�一場「�岸����回����」��

�，��「���岸����甘苦�」、

「未來�岸��重點��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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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主題�行�見溝����。��主�

共��括：�口單�需��而�、�面性

���性的政策����的重�性、促�

�保���標��軌等�有 8項；���

�作�題�提��「��減� (� )」�

「����用�理」等�題。���岸�

作�大�向，成��岸��中��，7月

�由團�成員�團前�中國大��� 11個

政������智�、4�大���� 2

個地���，共 17個單�，���岸��

中���目的��劃，尋��作��，並

積����岸相�活動，�地�行���

溝�。

同時�開����岸��平�，��

���作����制，�瞭����岸�

���理需��，並著手��未來��情

����研�，� KAYA��式�開�我

國在各種情�下的溫��������。

為促��岸�����政策研擬�工

作�動的����，做為彼此提供��，

同時也希��動���岸在��工作�一

����作。� 2009年 10月��「�岸

���������」�題，��為期�

�研��，共��中國大������

�、���等大�政�代���研專�共

6�� 9�國�專������，�岸在

��永����永�、��������

���題，��租�政策��動����

����功�等 3主題�看�。

而���劃�行�一年��成果，�

2009年 11月��「�������永��

���業的��情���」���，��

��未來� 2100年������基�情�

��的架構��估�果，�行溝���，

並作為���正�����未來��情�

���基�����。

���一年成果，��北��大「中

國�����業中�」為�口單�，��

�溝��協�，� 2010年 5月順����

�署�作���，���向大中華�共同

�場可行性、�岸��標�共同��、電

���物回��理成��查�制���、

照����理技�，���岸����研

�等5個主��向開����作研�工作。

為�地����需�，並�����

������題���，2010年 10月��

大�蘇州����地，�理 2場����

��，主�����提昇���回���

理政策����行����。

2010年 12月針對雙方合作研究成果，

舉辦兩岸能環交流議題研討會，共有 6位

大陸研究團隊來台與 6位台灣研究團隊成

員分享與交流，兩岸在綠色新政、能源環

保標示、資源回收再利用、循環經濟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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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看�。

���二年�研�成果，向政���

�首�提�「�岸��標�」、「�岸�一

類�保標�」、「電���物回��理制

�」、「�標籤��足�」�「�岸��易

共同�場��」等 5項�題���。

持��岸���題��作研�，�三

年��共同��「十二�」�畫����

�政策�劃下�岸���業�����研

�、���業—����再生�研�、�

足���估 -��技���品��足��

估，�����品����制�等 4個主

��向共同研�。

2011年 9月再赴大陸蘇州舉辦一場

「兩岸產業綠色節能與管理研討會」，共

有 7位團隊成員出席與會，分別發表兩岸

與國際的節能技術與管理趨勢。並彙整研

究成果，共出版「綠色產業資源循環再生

之研究」、「綠色產品認證驗證制度」、「綠

色產業綠色技術與產品之碳足跡評估」、

「十二五」計畫能源與環境政策規劃下兩

岸綠色產業交流契機」等 4�專題�告。

��三年的���作研�，��岸研

�團��作研��成果，��成冊，共�

���研�團� 7����大�研�團�

9���，��「2011�������減

�」��研��書。

3. 兩岸油氣能源的挑戰與因應

��日�稀�的油���情�，�量

�岸在策�上����面，�有�作的面

向�作�，故� 2011年 11月 14日��一

場「�岸油���的挑戰���」��，

���由中石���技�研�����

�、由中石油��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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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油��司��理助理��� 3�中

國大�主�油�司代�團來�，���中

油�司代�和國�����專��者，不

�是從技�面或�理面，或是基����

地�的�量，���岸油���需�在未

來可�面��挑戰�行研�。��更��

�����專��者�提�促��岸油�

�����，��岸油�事故相��援�

盡快�署並正式�作、從政������

的�����岸油�����作，���

��岸油品��口���，並開�相��

�、相���業�等，提��基���。

4. �岸��品�

東�為 21����������活力

的地��一，由����岸同��東�中

�，�著����而來的��污染問題日

��重，�共同�決。故為提升��污染

模式相�研����，�����岸��

污染相��者�������作，� 2012

年 5月 28日��北大����、北��大

����、中科�大�物理�等��中國

大�專��者來�，���專��者，共

同���岸在��品�研�、�理��、

�估模式等作��思��行�����。

並� 29日召開一場「海峽兩岸空氣

品質管理交流」���，���岸共同研

��污模式���、�用���傳���

岸的�����當的��策��行�見�

�，並�����岸政��提供相��測

��作為模式���用，且�岸���先

從��研�開�，研�項目��徑小�等

� 2.5�米����� (PM2.5)為主，同時

朝向建立一致性的監測方法、訂定相同之

空氣污染排放標準，或共同監測合作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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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結論。

2012年 5月 14日環保署宣布將細懸浮

微粒 PM2.5����品�標�，� PM2.5 24

小時值訂為 35μ g/m3。2014年 1月 21日

國���品�受大�霾���，PM2.5霾�

����大���，�岸相�理���相

������，共同���污減量、��

��量等�作，��預��制，同時��

����業的技�����作，����

PM2.5污染的目標。故� 2014年 9月 22日

��一場「兩岸霧霾 (PM2.5)污染現況與未

來合作展望」研��，��大�專��者

來�，���專��者，����岸�霾

成����理�制�看�。

並� 23日召開一場「兩岸霧霾污染現

況�未來�作��」專����，���

岸�霾�題�行�見��，並提�未來�

岸在�霾�題�作的策��向。���岸

�霾研���������，提��岸�

霾�作的政策和我國�霾�理�思���

策���，行��保署等 9個單位。最後

並彙整研討內容，從長期策略的思維撰寫

「台灣治理 PM2.5的�思�」、「大� APEC

藍的省思」及「大陸治理霧霾的��」等

��，�簡單易懂的�式，闡��岸��

�的�題，�成「�岸�霾 (PM2.5)污染現

況與未來合作展望」專題報告之出版。

二. 綜合效益
��成������智�，在�題�

�上，���秉�����，�����

��相��題，促�國內�����，並

�����性、��性���域性��題

�行研�；在成果�現上，���各界

(國內�國�間以��間�政�間 )溝�

���平��橋�，為�研�成果�為�

知，��理研��，�以專書或專題�告

型式��，更為�揮政���功�，向相

�單�提���。� 10年間，����各

界重�並�揮��。

(一 ) 匯聚共識引導政策推動

在�動提升�業��友��的作為

上，���智����我國�品����

�制��倡�，政�已協助�業有不�積

��作為，���年來已協助�����

��業� GPMS���品�理��，��

��國��軌��������平�，�

�快������，協助���得國��

快�且正�的相���，並作為協助��

���品符��盟指����。並�國�

標� QC080000為��，�� GPMS��行

��，�� CNS15071國�標�。同時，�

��盟��等國��範，��國���已

�行�估�正；��保署�酌�盟 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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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理�制，� 2014年���性��

物��理�，�提升����力。

在�業����制��動上，�智�

���，也協助促成�����局�工業

局的重�，�而積��動����保�專

�示範���助、�動�團��業先期�

��� ESCO、協助��專�����、

��國�����量測���專業�員�

�、�� ESCO 專�開�技���、協助

�業�� ISO50001國際能源管理系統，�

使促� ESCO�業的��、�場、���

專業��等各�面的�����，�使�

���得���業的�理制�，從而��

ESCO 業務持續發展�積���。

在�動�業��暨永������露

上，���智���國�專��國�百大

�業�政�和�研界共同研�，並���

�作�行����，和向政�提���制

�、�開��等��，�有�協助提��

業��永��告的�知��義，幫助我國

�業提升��永��告書的�力，且促�

我國�年�業永��告書�量的提升，目

前��� 350����業有�行永��告

書 (��是上���否 )，此也成為�持我

國����制��上���司�年必須�

行 CSR�告書的��基�，2015年須�

制�行的上���業有 203� (佔 13%)，

2016年�� 305� (佔 20%)，預����

面���向��。相���並協助促成國

�責成主���或 NGO�� CER/CSR�

開��平�，�括����制��的�告

書上�平�、工業局�業永������

��、�業永���協�、CSROne等，

提供�業界�露相���，促��業彼此

��、�����������國��一

的���口，��國��業���理�平

�國��軌，並提升國��業����露

工作��。

在工業�再�上，���智���國

�專�����研共同��並提�工業�

再���動示範、����生���標�

������門力量等重�������

�。��，政��成�「工業�再生示範

�畫�動小�」�「工業�再生示範輔�

中�」，由�������共同提�「工

業�再生示範�畫�動��」，����

基�大武�工業���中�大甲�獅工業

� 2�，�開政�示範�理工業�再生；

��政�也�動�業����，在其中�

七�「�業永�����」，�括式的�

���生���，同時也�有永����

助�輔�������再生���品�查

����，做為�業升��工業�再�標

的；�在�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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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開�單�得在百���十�下�配

超成�的�� (�� )，���工業�開�

都�政�基�的�式做財���的工�，

�政���預算�向�行�貸為主，為財

�操作���破性的做�。在土��土地

�理上，�由�智���國�專��國�

���研共同研�並提��中央�地�政

�和�業界提����，促成政��相�

政策��上的更�重�。尤其�保署已�

�提��正����土��制標���測

標��草�並持��行各界��中，尋�

持�提升��國���風��生活��品

�，並兼�我國�地再生�用，期���

理使用並有��制�目的；此�，並已開

����再�����，研擬���一，

�減����間����漏�重疊��，

��污染土���場�理�再�用，��

�予�蹤�制��，����物�蹤�理

��，���勵���，但也兼�預�土

�污染。

在�����估制���上，��其

�����的���重�性，�智�自

2009年開�，持���並��積�提��

�，從而協助政�����制�����

向�動力。�年來，��目的事業主��

� (����工業局���局、���等 )

已���開��向�保署提����件

前，�主�事項�行�查，並�政策�技

�問題予�輔�，��業者�耗�年��

現��不可�開�。�，行政��保署�

年來已在研������估�則，��政

策���個���間���、���員�

�事�範��責義�、風��估、���

��制等�題�行��並��或��相�

��。開�單��年來也已������

查��保團�、地����溝�工作。

在�劃���成�的��中，�智�

������有��制為主�思�，�開

�����的大�局，而��保署�相�

�門����中，相���已����

�；�有�������提升��生�力

���，目前已������劃���。

��各�������，���在���

三����待�成。

在���開��題上，�智�� 2007

年提���量國情，釐������開�

�必�性��理性，����單����

��則的理����研�等��，�為各

界持���溝��基�。而�智���

�，也協助政�單�在����動上，提

����力��向，從而間�促成�年�

��持���國�智�，�用�����

量模型，研�開�����相���用�

等配�措�，和財��勵（�優惠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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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減�）等政策工����、�業�溫

��������，並已��掌���

�不同�����。而�保署����年

��國�智�，���國����下國�

������生��期�估模型，並�行

�面�土�工作，已������油品、

電力等���品�行���土生��期耗

�、��污染�溫������行�估；

����需��其�替代����估，�

��行更���研�，��成不同政策�

���估，����成���。�政��

�未開������，但同����減�

��的��三�，�括 2009年完成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的立法����理����，

再� 2015年�成溫���減量��理��

��；���果��減�共���成形，

��有��國������相���工作

大�����。

在煤��用政策上，� 2007年提�

�����污染���範���。在�智

�提����，�保署也����各界�

行標��正���、草�提��提���

研�，�� 2014年 12月�正�布�「電

力����污染物��標�」，����

�標�，����電力����照「固�

污染���標�」�������標��

�（有��為 10ug/Nm3，���為 50ug/

Nm3）�情況，成為電力���符���

「電力����污染物��標�」中��

10��上的標�（����為 5ug/Nm3，

����為 2ug/Nm3），有�提升��煤電

������制。

在�理電價�倡�上，自 2008年�

智����價��理�政策提�呼�，�

2014年再倡�電價��理��，並同時�

�「電力價����員�」。而�智�相

��點，也�成各界的共�，� 2015年初

立法院朝野��協�，����料成��

動����動電價�式，����電價�

����電價���員���制，�使電

價�理���動，�得��落�。

而��面�����，���式首

重溫���減量。��智�� 2007年�

�動相��題�研�，並提�在�動溫

����理相����同時，�著手�行

�面性��量�查、��國� CDM�動

國��制，����業���溫���減

量等�向���。在�智�提�����

�����面，行政��保署已�動國�

主�����行溫����查，和協助�

��國溫������料�，有助��劃

國�減量策�；�，行政��保署已��

國� CDM�作模式��理�制，�動我

國先期專����專�；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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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積��動��工作���服��

業 (ESCOs)等���業���，並為��

�國��業��工作，�動在溫���先

期專����專�中����措����

�，使相���工作�二���減量��

可�其���得溫�����，提��業

�溫���減量的動�。此�，�� 2015

年 7月 1日溫���減量��理�已�成

��工作，待�����成�，��先期

專�已告一�落，���的��專�，�

可在���的持�提����性��的情

況下，持��大�動��減�的成果。

在���������政策上，�智

�� 2008年提��國情做�期持�性�劃

並��域����政策、��未來���

���情������情�模擬��、�

�研�或���估技�工�等��，而相

����研�成果，也成為政��政�劃

���。科技� (�國科� )自 2009年�

�動����研��盟�������科

技�畫，���界的��，��國�在模

式�力�構、�測�脆���估等�量。

國����員� (���� )於 2010年 1

月 29日共同成立「規劃推動氣候變遷調適

政策綱領及行動計畫」專案小組，���

����「��������政策���

行動�畫���」成果，研擬「國���

����政策��」，提�我國����

��行動�畫 (2013-2017年 )，主��括三

大�����畫，並�照�������

大�域，由科技�、���、���、�

政�、���、����別成�� 8個�

�工作小�，研� 399項各���域行動

�畫，並�一�篩�� 64項優先行動�

畫，作為未來�行重點。2012年由行政�

������政策���，���耗時�

年，持��地��各���行溝�，�括

�年�理北中南東研��，並且����

��英國�荷�的行動���構模式，制

��������行動�畫。

在物����理上，�智�自 2007

年開��動永�物��理�來，��召�

研界成�「永����理�動中�」，�

國�相��構������，並����

�國����成果，從而促使政�單�、

�研界、�業界���問�司，��物�

��估�題，從��陌生，�現在�乎�

�理�其重�性，並�政�相��門��

��理的主�重點工作���政重點，�

�����國�政策中。�在��保��

面，�保署���已�其�為未來���

�司的�政主軸；而國����劃的��

��政策��，��物���理����

其中。�，�保署�����年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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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永�物料�理�畫，目的�為���

�的物��料� (�括�業�物料�品、

����，��物��的�料，並���

�物�理���料 )，同時�物���估�

�標��，���劃�理策�，�三項重

點工作可��行永�物�或���理的�

�，而�些���為��智�自 2007年開

��期�動永�物��理的開��果，�

��年的理�傳�、研�成果��，��

國�重��構�專�的��，使得政�已

�����題的重�價值，��持��持

專項�畫��，也正在研擬國���的永

�物料�理制�，做為�政��。永��

��理相�的理��來主�從��保��

域的�理�門��，但����門���

的供需�使用有�大的��力，故���

主�的⻆�。����智��年的理�傳

�，���門��重��項�題，開��

動相��畫，�國���劃����政策

��、工業局��洲生�力���作�動

�洲生�力����卓�中�相�業�。

在����理上，�智�自 2010年

�，�年來持������相���，更

在 2014年�理 3場����行�����

�理策��估�題�研�，�� 1�專題

�告，且�別���業用�、自來���

生�工業用�等���主題提���，而

相���也已���政�採�，�括：(1) 

���� 2015年成��價���員�，並

� 6、7月召開二�����，����

「�北自來�事業��價�算�式���

項目」�正�，���一�價�算�式，

並����年��一��價�制；(2) 2015

年 8月 10日核定新水價公式，兼顧生活基

本用水量，同時對用水量大者，採累進費

率，以抑制用水量，並達公平及提高節水

成效；(3) ���已�「104年�工作�成

���點」中，����司���、��

漏����目標值，���自來�事業單

����理；(4) �����署�� (已�

��� )���制採用��標��品，�

���用�目標。

在我國�霾�理�思�上，�智��

2014年一併在�岸�霾�作的政策��中

提�，相����括：���為單���

異��理策����制成�；��國��

有�制模式��動污染����物�制；

重���使用���料未�����物�

�標�制�；��河川�露地揚���

等。而�智�上���策���，大��

也已���保署�保�未來�政�向。

在協助��電力業��上，�智�也

自 2012至 2014年間，����電業自由

�等電力業相��題�行��，並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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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在��政��動電業自由�

政策����面，2014年�����研擬

電業��正草���行政���，2015年

初及 2015年中依審查意見進行修正，至

2015年 7月 16日��行政���正式��

「電業�」�正草�，並已������

�。電業自由�作����，�現行��

電業「�電�司」����行� 5� 9年

���為�電�司�電力��司，且彼此

不得��持�。

在�陽�電����業�動政策上，

�智�先� 2009年提�儘���國�� /

���制、政��面協����制、協助

�築��型�陽�電 (BIPV)��等��；

�再� 2012年提����林牧地使用��

�。����智����政��政相�措

�的��，������制�面，���

標���局� 2011年 9月在��大電力研

���中�啟用「�陽�電���測��

平�」中����，提供�陽�電模��

測���二�基��陽電池�正服�，並

��國、�國、日�等國����構�行

�作，業者可�由「一���」�服�，

�國�快��成相�測�項目，有助��

陽�電�業��，��國���力；��

�也� 2013年 9月�告「�陽�電模��

品��作業�點」，並��「�陽�電模

��品��」��，�申���者��品

相��������，�開其�品��。

�� 2015年 7月���的�陽�電模��

品�量已�破 3,000件，提供�陽�電模�

�品����。��政������制�

面，�����局� 2012年 3月成�「陽

��頂百萬��動���」，�����

礙提供專業協助，提供國�業者、��政

�、��者���決��，������

�成�，並�� PV–ESCO(�陽�電��

技�服�業 )�動模式，�����躉購

���制，�動國�����、保�、�

�等相��業，��工作��並促��陽

�電�業��；2013年 3月政�更成�

「陽��頂百萬�南��動���」，�

�協助南��、�政��動陽��頂��

�服��業���，���陽�電��在

南�的��。在協助 BIPV���面，��

�� 2010年 4月��「再生���電��

示範�勵��」，�陽�電��作為��

購��助���一，凡�陽�電�電��

���式��築物��或�附����式

�代���材 (BIPV)，����量超� 10

��，��品��，可申��勵�助。在

���林牧地使用�面，2013年 10月農委

會修訂〈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

用審查辦法〉，放寬於特定農業區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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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區的農業生產設施可以申設附屬的綠

能設施。

在 LED產業政策上，�智�� 2009

年提��重��量政��共工��採購政

策�招標�式、�盡����業標���

��範、�����件作示範��、�

� LED技����研�、�勵或�助購

� LED照��品、政��面��國���

���。而在�智�提�相��動�向上

����，也看�政�在相��政上�類

��向上���。在政��共工�上，看

������局自在��已���動 LED

路�示範�畫�基�上，同��構�品標

����制�，更� 2012年至 2014年配

合「經濟景氣因應方案」，辦理「全台設

置 LED路燈」措施，協助地方政府換裝

約 28.4萬盞 LED路燈。在�業標���範

上，在�先���技���動成�「LED

照�標��品�研��盟」，�大業者�

�制� LED照�標��範，提升 LED�品

品��附�價值�基�上，� 2014年 7月

開始實施 LED燈泡最低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管制，為亞洲第一個實施 LED燈泡強制性

能源效率管制國家。並同步將 LED燈泡納

入強制性檢驗範圍，依據 CNS國家標準實

施強制檢驗。另依據經濟部能源局委託工

研院調查分析，地方政府採購設置之 LED

路燈，國產化程度達 94%，有效促進國內

產業鏈整合，LED路燈發光效率平均超過

100流明 /瓦，遠高於國際標準 Energy Star 

所定規範 75流明 /瓦，顯示國產 LED路燈

品質與性能極佳，已可作為我國進軍國際

市場之利基。在加強學術研究�面，已�

LED照��用���元件����國�型

�畫研�重點�一。在�勵或�助 LED照

��動�面，�����局�� 2012年 10

月��「LED��照����畫」，�一採

購 50萬顆��� LED����予�國中

��������、���構等，�協助

其��照�用電，並落���減�政策、

�������促� LED照��業��。

在政��面��國����面，����

��先已有�「AC LED�用研��盟」，

而��� LED�用��，促�國� AC LED

�業上、中、下�的技�����盟，�

成�� AC LED先期的��專�佈局，掌

�專�自主���，更� 2010年 1月，

工研��� LED業者籌�「LED路��業

�盟」，希��由�盟的成�，在未來�

界各國��減�的共同��下，���土

LED路�業者���岸和國� LED路��

場；2012年 12月工研院協調整合國內 LED 

元件、照明模組、控制系統與路燈業者，

擴大「LED路燈產業聯盟」轉型成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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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LED照明產業聯盟」，有效整合產業界

資源與運作，建立產業交流與合作平台，

創造商機，促成產業與國際間之合作，達

到 LED照明產業永續發展之目標。

在�����業��上，政��量國

���再生業者目前面�由�料�不足而

�����動��的��，嘗�����

��協助�業�得料�����保團�的

����，�智��� 2014年 10月 29日

召開「��再生�業��」���，��

�保團�、動��業����業等共 9�

代���，��我國是否開�稀貴���

其��模式�行��。��中���各�

�代������題�行�見���，�

重�的是促成����首�的���動，

協助共�的��。

(二 ) 引進新知推廣新概念

���������的重�，�早

�� 2001年 UNFCCC ����員國大�

(COP7) ��中，提�國��������

畫 (NAPAs) 的��，��� 2005 年，�

國政�提���政��構 (Adaptation Policy 

Framework, APF)作為�構國������

�政�的基�；2007年������則

�� (MCA)�������項�單��估

�式，並�劃國�����；2008年，

��智�預先����������題�

重�性，��先�行相�研��，���

國�上���價值�研�團�，�括�

國 (UKCIP)、������������畫

(ADAM)�專��者來���其政��劃�

�，供國內相�研��構����，並�

�國內���������相�研���

���。

�此，��政��構從 2009年開�正

�����，並�����相��題�行

研�，�括 2009年�保署�行國����

����研�、2010年國科�開�持�性

�助������的基�科�研�、2010

年�����中研�研擬國�����政

策����、2011~2012年�������

����政策���畫，�行�����

�������，自 2011年開�，由各�

���������政策����工，�

���動����衝����策�。

為��兼����生�，國�專�

提���生�力 7個�����，故�

�智�� 2012年�向 Wuppertal Institute for 

Climate, Environment and Energy�構授�翻

�「Resource productivity in 7 steps– How to 

development eco-innovative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improve their material footprint」， 並 � �

「��生�力的 7個��－�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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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服�，同時��其物�足

�」專題�告，供�業界，不�是��

師、工�師等��何提升�品或服���

�生�力等一個��的��，�用���

��來提供��或服�，提供國�業界�

�。此�開啟�國�智��構���作�

��。

自 2007年開�，�智�也開�積�

�動永�物��理，��物���向�業

永��������來，政�單�、�研

界、�業界���問�司，�年來��物

���估從��陌生，�現在�乎��理

�其重�性。�動�年�來，已����

�、有�、稀貴物�，�成頗�的物��

��研�，�積�可�的成果����相

�的��。

在�技���上，�智�� 2006年�

���國�日�的二���封���附專

�來�，並��研��，��國�在二�

��封���附的����技�趨�，並

提���研��盟�����促� CO2捕

捉封����業��等��。在此�前，

國�僅�電�司和��大��授從事�星

�二���固��回�再�用�研�，此

研���相�����政�相�單�、國

�油電�業���大�的��。2009年�，

政��二���捕捉封�����國�型

�畫研�重點�一，而�����保署，

�、�����題�動��

95 96 97 98 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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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別� 2010年� 2011年成�二���

捕��封�研��盟����技�策��

盟，���一� 1.9MWt��路捕� CO2先

�型���更� 2013年 6月�工，開�

�行相���轉測�工作，且� 2014年 8

月�成同�模��小時 1� CO2����

��，而���路捕���������

�，成為�夠一貫�理生��� CO2的�

�首�。

染料���陽�電池技�，則是�

智��年�一�技���研�的重點。

在 2012年，�智��國科�等�個�研

單�，共同��染料���陽�電池的�

�者，����此技�國�知��者專

�，來���染料���陽�電池的��

技�����用，更����代����

��，並��相��見向政�相�單��

�，�此也協助促使��在染料���陽

�電池技����研�上，在國�上佔有

一��地，��促成國�������相

�染料�生�，和��相�模����，

相�量測技�更已得�國�上的肯�，並

也�國����軌，可���染��陽�

電池技�的上中下��業已�成形，��

再��使用���用，一個染料���陽

�電池����業是可期待的。

在生�柴油�業��上，2006年向政

�相�單�提����，2007年����

���行政�域示範�畫�動，復� 2008

年�面���� 1%�生�柴油 (B1)；並�

2010年�面�� B2生�柴油。嗣� 2013

年由���車����油����映 B2

��濾���，��車�熄�問題，��

�� 2013年 9月�成技�專�小���研

�，2014年 5月�量未來可�����行

車��、業者��損耗，決�在�持�動

生��料政策下，���範車�義�使用

生�柴油，�供��車�使用；政��成

�專��畫，尋��行相�問題�釐�並

提��決�策，作為��周��動生��

���。

(三 ) 廣納多方意見匯集專業資訊

��地狹��，��相當有�，尤其

在��的政策上，�兼�����和��

保�，常常需�有�����周�，而有

���且��的��，��找�問題、瞭

�問題，也��做������。

� 2013年 2月�����預算而再�

成為�國���點，�上同月 25日當時的

行政����布，��是否�轉�付��

決�，�間更� 3月 9日�動 309��大

�行，�����大� 10萬��上，是目

前為止�����行中��的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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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來������配��電力�相��題�

�成果，��電�任何預��場下，� 6

月��「�����題」專題�告，��

���，���的衝��相���措�等

����的�現。

��� 2014年�成����題�研

�，提�不同���價�情������

��、物價、���溫�������

�，���未來���供�的可�不同�

���；�� 2015年�成��電力�門�

�配�在未來各項��成��動下�可�

情�，並���構可�行電力�門相�政

策�估�����������量模型，

研�在成��小��件下，我國各類�電

技����電�配�，同時�一��量�

����成��不同������時，�

各類�電技���配���和��。提供

��大�����在���項上�挑戰，

��須相�付��代價。

而一項政策的�動，一��有正負�

面���，故������性��題，�

�時��相���，��專題�告，提供

��大���，希��由����的�

�，傳�不同看�和��，間�����

想��溝�。

2012年 3月政府提出油電雙漲方案，

國營企業之經營管理，引發社會大眾之討

論，本社隨即召開系列座談會，彙整 40多

位產官學研界之專家學者觀點，從不同角

度與觀點進行論述，於 2013年 12月出版

「��事業���� -政策��、���

理、溝�協�」專題�告，提供相�單�

作為國�事業�革���，同時���知

���事業�動�革的�力�成果，挽回

日��曲的��事業形�，�而�大��

事業的���持力量。

更�一�� 2014年��國��專��

者��一堂，共同��國��司����

理�題，從各面向提��元見����，

� 12月��「��事業���� (II)-國�

國�油��司���理」專題�告，有助

�油���事業��������革��

�，�為��國�政策���。

在������上，���力、石

�、��、����、�動車，以��生

���開����，��專題�告，��

���研相��見，提供政�相�政�制

�，��間�界���������。

(四 ) 與國內外單位建立合作平台

為��永����理，� 2009年先�

��成�一個�擬「永����理�動中

�」，��行 2年，期間�成相�政策�

中技社智庫10年回顧與展望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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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並���場���、研��和

研��，����專題�告，作為成果�

�。� 2011年協助��大��工�成�永

����理�動中�，持�相��題研�

���，目前由�大����「污染預�

��制技�研�中�」作為�動���理

相�工作�單�，成為���永����

理�動中�。

在�岸���題��上，2009年由

��籌���研�團�，��一年���

�、��、溝�，順�� 2010年�北�

�華大�「中國�����業研�中�」

�署�作���，�中�是��中國大�

〝�����〞� 2009年 7月成�，由中

國大����、���、科技�、工��

等單�指�，有一�的政���，��我

��作是�一個���作��，�中�相

當看重此�作��，且�����業��

����、�����業，也�常符��

��旨���面向。�此，�岸�個智�

溝���的��，��岸���題���

����作��，有一��助�。��在

�岸��標�相��可上，目前在技�面

(�括�員��、��、查�等 )���

已有����。並已可相�採���查�

��件，減��件重�提�，提�申�標

��便�性；��在�岸��易��上，

2015年 6月���中國大��行��岸�

間�一筆「自願性減�」的���易。�

�是賣�，買�是湖北的一��業。

在�岸��品��理���面，則是

���智� 2012年的「���岸��品�

�理��」���為�點，協助�動�岸

��界，共同研��污模式���、共同

�測�作、�用�研���傳���岸的

�����當的��策�，並同時協助�

構�岸��在��品��理��的��；

�此，�岸� PM2.5的污染�測、模擬、

�制措��作為，��彼此��的��，

��的相�瞭����彼此協助��作�

�，已有�足��，��岸未來� PM2.5�

制���生相當的��。

而在�岸青年�����上，自 2010

年 3月 15日�北��中國科�協�的下�

單�「���用技���促��」(簡�

促�� )�����岸年����活動�

作���，開啟�作��。中國科協是中

國大�科�技�工作�主�的�間團��

一，下� 167個�國性��和 31個��科

協，�有 430�萬�員的科技團�。中國

科協�其��單���� 240�個國��

間科技��，有 100��中國大�科��

在�些��的專業�構中任�。在��已

���作�理��共���岸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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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由�相當肯�����平�的

����，故��� 2014年 3月 14日再

������岸年����活動�作協�

書，�一��������作。�岸青年

�����上，��已�成��十��岸

����活動��理，目前�����活

動��岸��，�已成��路�� (��

書、QQ)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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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展望

一. 現階段運作模式

(一 ) 目標設定上，為成為國內可

信賴的環境及能源專業智庫。

(二 ) 在功能及定位上，為成為國

際與國內的橋樑以及政府與

民間 (包含產業 )的橋樑。

(三 ) 在推動策略上，採行下列措

施：

1. 提升整體執行能力及作業能量：

成立常態顧問團、擴大延攬外部

專家及加強與國內其他智庫、研

究機構、學術機構合作。

2. 建立議題引導政策之功能：議題

選定以前瞻性、時效性、跨領

域、與產業有關等為篩選原則，

聚焦部分重大議題及提出建言。

3. 建立國際合作關係：邀請與議題

相關之國外專家參加研討會，建

立初步合作關係。

4. 宣傳成果及提供資訊：辦理研討

會及座談會、刊登媒體以及建立

網頁。

��成������智���已 10

年，10年來，��國內�專��行研�，

並�國內���門、��單�以�其�智

International Thinktank Forum, Japan, May 2005，曾提出一個真正的智庫應具備獨立

的基金、客觀及可信賴之特性。同時，還須具備執行多領域分析之能力、引導國家

議題、發掘政策方案之問題、扮演國際窗口、提供討論平台及外界取得知識的平台等條

件。

本社為一公益法人，有感於產業與國家之間思維的落差，因此，因應社會變遷的需

求，及考量本社財務獨立，於 2006 年轉型，將環境與能源業務部分轉型為智庫型態，

成立環境與能源智庫，成立初期，為了解智庫之運作模式，曾參訪美國 9 個智庫，並成

立智庫諮議委員會，針對智庫運作模式，包括功能及定位、議題選擇、執行方式、對外

互動機制等，吸納多方經驗，並考量本社人力及財務等條件，找出適合本社之最佳運作

模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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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作，��各�的�知�技�，

以研�、����、����、��刊物

��式��成果，��共�，則�以��

�，向政����界提���。一�以

來，�秉��正、��的�場，並在自�

且��的����力下，�揮�大的智�

功�。��年，為��智�功�，��不

���，�作�式���修正�下：

(一) 為提升���行�力�作��量，

����國內其�智�、研��

構、���構�作，但�量智��

務已���入正軌，已取�常��

問團。

(二) 為���題��政��功�，��

������性，��性、��

域、�����題為主，但���

�����。

(三) 為���傳�果���提供功�，

����理研��，並��題�

性，����性，則�理��或�

����，並�����頁內�。

但�量����果，��減���

��刊�，轉而以��刊物�式�

現研�成果。

二. 下一個10年運作模式
�年��智�成� 10年，為����

�，希�不�在願�、目�、功����

��作�式，�重���並��，��下

一個 10年，一���向�正的智���。

(一 ) 願景

成為國內重�且�正、���值得�

賴���、�����專�智�，盡力�

�國������政�，在國���、�

��������三者間取得平�，並促

�������得��大��。

(二 ) 目標

1. 符合中技社成立宗旨：以引進科

技新知，培育科技人才，協助國

內外經濟建設及增進我國生產事

業之生產能力為目的

2. 成為重大環境與能源與產業政策

議題的導航者

3. 提供產業發展策略的知識與分

析，協助產業發展

4. 成為國內外重要環境與能源領域

之交流平台，引領政策思潮

(三 ) 功能及定位

1. 國際與國內的橋樑

2. 政府與民間(產學研)資訊交流與媒

合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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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環境與能源智庫之運作模式，

包括議題篩選、優先探討議

題、議題推動方式等

1. �題���則，���：

(1) 國�趨�(前�性)�國�需�

(時�性)

(2) 兼�科技������量

(3) ��域、������性�題

(4) �業相�

2. �先���題

�國���巴馬 2015年 6月 2日�

布�動�國��保�署的一項提�：在

2030年�前，把�國電�的二�����

量，� 2005年的標�減� 30%；而中國�

���的「十三�」���劃，預期��

提�����和��消��量�制的「�

�」目標，�煤技������的提升�

成為未來國�風潮。�，國��油價�自

� (2014)年 6月下旬開啟一波跌�，��

(2015)年 8月�已從�年的�桶 110�元下

跌��剩下 40�元，預期��衝�再生�

�的使用���，而石油價���跌，�

生�國�消�國各有�弊，�形成�一波

�����憂。PM2.5已受��都���

目，�霾的成�或�制�成為��污染�

制�重��題。

�，������的智��趨�為生

活��業�來�種種的可�性，我國�業

�����生�為主，�何���一波�

�智��轉型的�潮，��技�升���

業模式�����，���更���業價

值並提升在���場的��籌碼，�是�

業成功轉型���。

由��知�科���成的團�在

2009年《自�》期刊、2015年《科�》

期刊上��的��「地���」(Planetary 

Boundary) 的研�指�，��持可供�類�

�的地�，有�項����指標：���

�、生物���性�失、���消失、�

���、生物地�������、土地使

用��、����使用、大�����、

�物�的��，尤其是其中的�項指標：

生物�樣性、生物地�����中的��

�����、土地使用等，都已超��地

�可�受的界�，�是��������

更值得��的�題。

在����有����保��力下，

�動����已成為各國�業轉型��向

永���的重�手�，而提升��使用�

�是�動�����一�，且在��稀�

的��更形重�，�此，��使用���

���業而��更���力。

2015年 8月 12日發生大陸天津大爆

炸，造成重大傷亡，根據當地環保局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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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驗收文件，事發倉庫被設計用於存放

電石、硝酸鉀、硝酸鈉等化學品。此事件

凸顯化學品管理之重要，一旦發生爆炸，

不只造成人員傷亡，對環境不管是空、

水、土壤造成污染，進而對人類健康造成

威脅。因此，對化學品或有害廢棄物管理

相當重要。

���上�����未來��趨�，

���優先����霾、�煤、��、�

土、����、再生��技�、大���

用��業、������等相��題，

�括：1.�霾的成�或�制；2.�煤技�

���；3.��指標；4.���汽車��

�；5.再生��技��破；6.智���用

�石�、��等�業 ;7.�����得；

8.土地使用�糧���；9.��使用��

指標��；10.��品�有���物�理策

�等。

3. �題�動�式

��研��員，提升自主研��力，

並����國內�智�、��專��者�

�界量�，共同�行�題��，以研��

(Conference)或�� (Forum)�式����。

�政���性��題，以�理小型��

� (Roundtable)�式，���先����提

�，並���������，���揮�

���功�，��題�成��性��形成

��������，再�主����員�

�，作為政���間 (��研 )����

���的平�；����性�題，值得研

�或����，則以�理研��或研��

(Workshop)�式�動，其為��國���並

�入�解��佳��。

4. �界�動

可�����國內�智��構�國�

相��構��作�制，������或�

��域��題，可�國內其�智�單�共

同�作研�、�理研���，可�排國�

專��者來���。 

5. 成果�現

(1) �理���，是��並�決問

題��佳平�。

(2) �理研��，是�現研�成

果、��各界重���佳�

式。

(3) �理研��，是���知或國

���並������佳�

�。

(4) ��品－�時�性��期�

題，�時提����專題�

告，但��力�����，�

揮���果。

(5) ����刊－便�各界�時查

��下�各�題�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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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歷年智庫各項研討論壇活動概況
場次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名稱 日期 地點 總人數 產 官 學

001 「歐盟環保指令相關對策與發展」論壇 95/07/11 聯合報 10 9 0 1
002 「國內生與柴油發展模式」座談會 95/07/13 聯合報 16 3 5 3

003 「ESCO節能效率驗證與溫室氣體減量驗證之整合
探討」座談會 95/07/14 中技社 15 7 2 1

004 「國內二氧化碳捕捉與封存技術之發展」論壇 95/07/17 聯合報 13 5 2 2

005
「因應『京都議定書』台灣產業機會及研發方
向－化石燃料排放二氧化碳之捕捉儲存與利用技
術」研討會

95/07/18 台北福華國際
文教會館 242 122 8 112

006 「公車改裝DDF及加氣設施檢驗技術與營運模式」
座談會

95/09/11
09/27 中技社 36 19 14 3

007 「公車改裝DDF整體推動政策」論壇 95/10/27 聯合報 11 3 3 4

008 96年「環境與能源國際研討會」－能源稅、淨煤
技術 96/01/16 台灣科技大學 266 126 7 133

009 環境與能源國際研討會－物質流、永續報告、永
續指標 96/01/17 台灣科技大學 173 81 9 83

010 「能源稅開徵探討」座談會 96/01/18 台北福華國際
文教會館 56 0 8 11

011 「物質流」座談會 96/01/18 台北福華國際
文教會館 29 － 6 12

012 「自願性制度研習會」研習會 96/01/18 台北福華國際
文教會館 66 39 5 22

013 「推動企業界建構企業永續報告」論壇 96/01/23 聯合報 11 5 2 3
014 「推動區域環境永續性指標」論壇 96/01/25 中技社 9 3 4 3

015 96年春季「環境與能源研討會」－能源稅開徵、
GHG減量策略研討會 96/05/23 台北福華國際

文教會館 146 79 17 50

016 96年秋季「環境與能源國際研討會」－工業區再
造 96/10/23 台灣科技大學 225 95 66 64

017 96年秋季「環境與能源國際研討會」－土壤及土
地管理 96/10/24 台灣科技大學 129 74 29 26

018 「土壤及土地管理」座談會 96/10/25 台北福華國際
文教會館 26 8 5 4

019 「工業區再造」座談會 96/10/25 台北福華國際
文教會館 22 2 6 9

020 「土壤管理(II)議題」座談會 97/03/31 中技社 15 5 7 3

021 「因應油價飆漲及地球暖化之能源價格政策」座
談會 97/04/23 中技社 7 3 1 3

022 「新政府環境政策研商」座談會 97/05/18 台灣大學 6 0 1 5
023 「環保產業前景與發展」座談會 97/05/23 中技社 17 5 2 10
024 「土壤管理(II)議題」座談會 97/05/26 中技社 15 5 7 3
025 「新政府環境政策研商」座談會 97/05/30 台灣大學 6 0 0 6
026 「新政府環境政策研商」座談會 97/06/06 台灣大學 5 0 0 5

027 春季環境與能源研討會 節能減排－物質流評估案
例分析 97/06/11 文化大學

大夏館 140 52 23 65

028 節能減碳－物質流未來展望 97/06/11 文化大學
大夏館 17 5 3 8

029 「台灣太陽光電產業之未來發展方向」座談會 97/07/04 中技社 9 4 1 4
030 「國內需積極投入研發的前瞻能源科技」座談會 97/07/04 中技社 14 3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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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CI Foundation

場次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名稱 日期 地點 總人數 產 官 學

031 「低碳社區及生態城市推動策略」座談會 97/07/16 內政部
建研所 25 13 5 7

032 「土壤管理(II)議題」座談會 97/ 08/08 中技社 15 5 7 3
033 「環保產業前景與發展」座談會 97/08/11 中技社 17 5 2 10
034 「低碳社區及生態城市推動策略」座談會 97/08/26 中技社 25 13 5 7

035 「CDM推動實務」研習會 97/09/3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 90 － － －

036 「海峽兩岸碳資產管理與發展」論壇 97/10/01 中華經濟
研究院 243 － － －

037 「兩岸推動碳資產合作模式」座談會 97/10/01 中技社 28 － － －

038 秋季「環境與能源國際研討會」－物質流評估 97/11/10 中華經濟
研究院 222 81 27 114

039 秋季「環境與能源國際研討會」－氣候變遷 97/11/11 中華經濟
研究院 197 47 16 98

040 「物質流評估」座談會 97/11/12 中技社 15 2 2 10
041 「氣候變遷－調適」座談會 97/11/12 中技社 15 1 2 8

042 「氣候變遷－調適」研習會 97/11/13 中華經濟
研究院 33 1 13 19

043 「LED照明標準規範與產業發展」座談會 97/12/11 中技社 16 8 3 5
044 「環保產業前景與發展」座談會 97/12/12 中技社 17 5 2 10
045 「兆元能源產業發展方向之省思」座談會 97/12/23 中技社 17 3 4 10
046 「低碳社區及生態城市推動策略」座談會 97/ 12/30 中技社 25 13 5 7
047 「兩岸交流經驗回顧與展望」座談會 98/02/27 中技社 15 11 0 4
048 「永續資源管理推動中心」 諮商會 98/03/05 中技社 9 1 0 8
049 「永續資源管理推動中心」 諮商會 98/03/27 中技社 9 0 1 8
050 「永續資源管理」座談會 98/06/09 中技社 30 5 12 13
051 「落實台灣太陽光電兆元產業政策」座談會 98/07/14 中技社 13 6 0 7
052 「落實台灣太陽光電兆元產業政策」座談會 98/07/16 中技社 13 5 0 8

053 「落實台灣太陽光電兆元產業政策」座談會 98/07/17 中技社 16 6 0 10

054 「永續資源管理推動中心產業案例」研商會 98/07/30 中技社 22 8 1 13

055 「永續資源管理推動中心產業案例」研商會 98/07/31 中技社 22 8 1 13
056 「落實台灣太陽光電兆元產業政策」座談會 98/07/31 中技社 42 25 6 11
057 「永續資源管理推動中心產業案例」研商會 98/08/04 中技社 22 8 1 13
058 「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座談會   98/08/06 中技社 22 5 8 9
059 「中國大陸節能減碳政策探討」座談會 98/08/31 中技社 10 0 2 6
060 「永續資源管理推動中心產業案例」研商會 98/09/01 中技社 22 8 1 13
061 「落實台灣太陽光電兆元產業政策」座談會 98/09/23 中技社 42 25 6 11
062 「落實LED照明推廣應用與產業發展」座談會 98/09/23 中技社 20 18 1 1

063 「永續資源管理」研習會 98/10/05
~10/06

台大嚴慶齡工
業研究中心 116 － － －

064 「重大開發案設置衝突與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研
討會 98/10/09 中華經濟

研究院 88 － － －

065 98年秋季「兩岸低碳經濟與社會發展」研討會 98/10/13
~10/14

中華經濟
研究院 429 163 53 138

066 「中國大陸節能減碳政策探討」座談會 98/10/26 中技社 10 0 2 6
067 「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座談會   98/10/26 中技社 22 5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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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名稱 日期 地點 總人數 產 官 學

068 「因應氣候變遷之永續能源與產業的社經情境分
析」座談會 98/11/23 中技社 6 0 0 6

069 「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座談會   98/12/09 中技社 22 5 8 9
070 兩岸能環中心座談會 98/12/11 中技社 9 3 3 3

071 「污染場址處裡技術」專題演講 98/12/14 台大嚴慶齡工
業研究中心 43 － － －

072 「促進能源服務型產業發展」座談會 99/01/20 中技社 15 9 4 2

073 「88水災之省思－國土開發之永續發展策略」座
談會 99/01/22 中技社 11 2 5 4

074 外國專家交流座談會(日本) 99/02/01 中技社 6 2 0 4

075 「環境與能源國際研討會」－永續資源管理 99/03/02 台北福華國際
文教會館 107 38 5 51

076 「物質流於產業中之應用」座談會 99/03/03 中鋼公司 31 31 0 0

077 「建構循環型社會－從廢清法修正談資源有效管
理」座談會 99/03/25 中技社 12 6 3 3

078 「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在環評制度之功能」座談
會 99/05/05 台北福華國際

文教會館 28 2 4 9

079 外國專家交流座談會(大陸) 99/05/28 中技社 4 0 0 4
080 外國專家交流座談會(澳洲) 99/07/13 中技社 2 0 0 2

081 「用水合理化與新生水水源開發」論壇 99/10/15 台北福華國際
文教會館 103 44 13 36

082 「打造低碳創意水都」研討會暨「節能減碳趨勢
及應對」論壇 99/10/22 蘇州 294 － － －

083 外國專家交流座談會(日本) 99/12/07
~12/09 中技社 8 2 2 4

084 「環境與能源國際研討會」－兩岸交流 99/12/21 中華經濟
研究院 296 129 19 124

085 「環境與能源研討會」－永續資源管理 99/12/22 中華經濟
研究院 264 99 22 127

086 「後福島時代台灣電力問題探討與對策分析」座
談會 101/04/06 中技社 8 1 0 7

087 「GDP環境面與經濟面的檢討及修正」座談會 100/07/18 天下93巷
人文空間 5 1 0 4

088 「新生水水源開發推動成功案例分享」研討會 100/07/21 中華經濟
研究院 323 215 29 61

089 「我國工程顧問服務業推動永續策略之探討」座
談會 100/07/25 台灣科技

大學 17 12 0 5

090 「後福島時代台灣電力問題探討」論壇 100/08/02 中技社 10 1 0 9
091 「我國光電產業推動永續策略之探討」座談會 100/08/08 台灣科技大學 12 8 0 4
092 「GDP社會面與經濟面的檢討及修正」座談會 100/08/22 市長官邸 5 1 1 3

093 「氣候變遷下之水資源調適－推動新生水水源開
發」論壇 100/08/25 中技社 11 6 3 2

094 「兩岸能源與環境」論壇 100/09/01 蘇州尼盛
萬麗酒店 16 － － －

095 「兩岸產業綠色節能與管理」研討會 100/09/01 蘇州尼盛
萬麗酒店 80 － － －

096 「能資源未來事件表及策略分析」座談會 100/09/08 中技社 9 4 1 4
097 「環境未來事件表及策略分析」座談會 100/09/09 中技社 7 2 1 4

098 「GDP之修正及建議」綜合論壇 100/09/09 天下93巷
人文空間 5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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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CI Foundation

場次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名稱 日期 地點 總人數 產 官 學

099 第一屆「國際CIGS太陽電池與電子材料」研討會 100/10/14 台灣大學
化學系 142 47 0 95

100 「都會採礦研討」座談會 100/10/21 法鼓人文
社會學院 75 4 2 7

101 「金屬資源研討」座談會 100/10/31 法鼓人文
社會學院 48 1 0 6

102 「磷資源研討」座談會 100/11/02 中技社 11 0 1 4

103 「兩岸油氣能源的挑戰與因應」論壇 100/11/14 台北福華
文教會館 176 109 8 40

104 節約能源-智慧綠建築」研討會 100/11/22
~11/23

中華經濟
研究院 562 254 47 159

105 「我國電」力業推動永續策略之探討座談會 100/12/15 台灣科技
大學 8 3 0 5

106 「我國工程顧問服務業推動永續策略之探討」座
談會 100/12/15 台灣科技

大學 17 12 0 5

107 「我國光電產業推動永續策略之探討」座談會 100/12/29 台灣科技
大學 12 8 0 4

108 「智慧建築與雲端科技、數位匯流應用實務」研
討會

101/04/19
~04/20

中華經濟
研究院 486 306 44 103

109 「我國電力成本結構與價「格策略之探討」系列
座談會 101/04/20 中技社 20 11 0 9

110 「水資源」主題座談會 101/05/16 台灣大學
環工所 11 1 0 10

111 「我國火力發電未來發展情境之探討」系列座談
會 101/05/18 中技社 20 11 0 9

112 「海峽兩岸空氣品質管理交流」研討會 101/05/28 台北福華
文教會館 171 1 3 9

113 「土地資源利用對環境資源之影響及保育管理」
主題座談會 101/05/29

環境資源
研究發展

基金會
15 1 0 14

114 「海峽兩岸空氣品質管理交流」座談會 101/05/29 中技社 11 1 1 8

115 「水資源」主題座談會 101/05/31 台灣大學
環工所 11 1 0 10

116 「自然災害預防及應變體系」主題座談會 101/06/06 中技社 5 0 3 2
117 「環境資源部定位」主題座談會 101/06/11 中技社 19 2 7 10
118 「環境資源部定位」主題座談會 101/06/18 中技社 19 2 7 10

119 「土地資源利用對環境資源之影響及保育管理」
主題座談會

101/06/19 環境資源
研究發展

基金會
15 1 0 14

120 「我國電力供給系統能源結構及安全性之探討」
系列座談會 101/06/27 中技社 20 11 0 9

121 「環境資源部定位」主題座談會 101/06/29 中技社 19 2 7 10

122 2012油氣能源論壇 101/07/04 台北國際
會議中心 249 159 10 52

123 「促進兩岸資源循環產業發展」研討會 101/07/06 杭州
大華飯店 90 8 2 5

124 「我國電力需求端管理之探討」系列座談會 101/07/20 中技社 20 11 0 9

125 「土地資源利用對環境資源之影響及保育管理」
主題座談會

101/07/20 環境資源
研究發展

基金會
15 1 0 14

126 「資源循環」主題座談會 101/08/06 中技社 17 4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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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名稱 日期 地點 總人數 產 官 學

127 「土地資源利用對環境資源之影響及保育管理」
主題座談會 101/08/07

環境資源
研究發展

基金會
15 1 0 14

128 「資源循環」主題座談會 101/08/20 中技社 17 4 1 12

129 「資源循環」主題座談會 101/08/29 成功大學
環工系 17 4 1 12

130 「資料庫系統(Data Center)需求端管理(效率及節
約)相關系統建置之探討」系列座談會 101/08/31 中技社 20 11 0 9

131 「我國再生能源發電未來發展情境之探討」系列
座談會 101/09/21 中技社 20 11 0 9

132 「我國生質能源發展方向討論」論壇 101/10/04 清華大學
化工館 65 20 0 45

133 「我國電力事業節能減碳目標及策略之探討」系
列座談會 101/10/19 中技社 20 11 0 9

134 Dye-sensitized and Organic Solar Cells國際研討
會

101/10/26
~10/28 台灣大學 253 － － －

135 「台灣太陽光電產業推昇與發展」座談會 101/11/02 中技社 8 5 1 2

136 「台灣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發展贏的策略」座談
會 101/11/08 中技社 13 5 1 7

137 「我國電力事業管理相關法規體系與相關立法政
策之檢討」系列座談會 101/11/12 中技社 20 11 0 9

138 「電力業發展的機會與挑戰」座談會 101/11/12 中技社 15 7 0 8
139 「對環境資源部的期望」研商會 101/11/21 中技社 9 1 4 4

140 「生命週期永續性評估架構」專家諮詢會 101/11/28 台北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 8 2 0 6

141 「再生能源產品之永續性評估」成果宣導會 101/12/12 台北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 9 8 0 1

142 「離岸風電策略與相關產業發展」座談會 101/12/18 中技社 12 5 2 5

143 「推動『浮動電價』的前提及條件以及『浮動電
價』計費公式及方式之合理性」系列座談會 102/03/22 中技社 14 7 0 7

144 「稀有資源循環再生之未來與挑戰」座談會 102/03/28 中技社 15 7 2 6
145 「鋼鐵對社會的價值與功能」系列座談會 102/04/02 中技社 15 11 0 4
146 「空氣品質及氣變遷」主題座談會 102/04/15 中技社 14 3 6 8
147 「穩健減核對電力供應之影響」系列座談會 102/04/19 中技社 14 7 0 7
148 「廢棄物管理及土壤管理」主題座談會 102/05/10 中技社 5 1 1 3

149 策略規劃訓練 102/05/21 文化大學
大新館 70 15 35 20

150 「時間差別電價對用戶端的影響」系列座談會 102/05/24 中技社 14 7 0 7

151 「鋼鐵對經濟發展與就業之貢獻與角色」系列座
談會 102/05/28 中技社 15 11 0 4

152 「空氣品質及氣變遷」主題座談會 102/06/13 中技社 14 3 6 8
153 「供電可靠度與電價的關係」系列座談會 102/06/14 中技社 14 7 0 7
154 公營事業經營發展研究「經營管理面向」座談會 102/06/14 中技社 8 5 0 3
155 公營事業經營發展研究「政策定位面向」座談會 102/06/18 中技社 9 4 2 3
156 「飲用水及水體品質」主題座談會 102/06/20 中技社 4 0 3 1

157 「鋼鐵業在環境績效與資源生產力之提昇策略」
系列座談會 102/06/28 中技社 15 11 0 4

158 「頁岩油氣對石化產業國際化與高值化之影響與
因應」座談會 102/07/16 中技社 15 7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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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活動內容 參加人數

名稱 日期 地點 總人數 產 官 學

159 「原料暨市場與環境建構對石化產業高值化發展
之影響與因應」座談會 102/07/18 中技社 16 9 4 3

160 「推動智慧電表策略及效益評估」系列座談會 102/07/19 中技社 14 7 0 7
161 公營事業經營發展研究「政策定位面向」座談會 102/07/22 中技社 8 2 2 4
162 公營事業經營發展研究「經營管理面向」座談會 102/07/25 中技社 9 5 0 4

163 「鋼鐵業因應氣候變遷的目標及策略」系列座談
會 102/07/26 中技社 15 11 0 4

164 「煤化工在台灣發展的商機探索」座談會 102/07/30 台北科技
大樓 9 4 0 5

165 公營事業經營發展研究「溝通協調面向」座談會 102/08/02 中技社 9 3 0 6
166 公營事業經營發展研究「政策定位面向」座談會 102/08/07 中技社 10 4 1 5

167 「經濟安全」主題座談會 102/08/09 台灣經濟
研究院 26 8 4 14

168 「技術引進與投資對石化產業國際化與高值化之
重要性」座談會 102/08/09 中技社 17 11 3 3

169 「經濟安全」主題座談會 102/08/26 台灣經濟
研究院 26 8 4 14

170 公營事業經營發展研究「經營管理面向」座談會 102/08/16 中技社 10 5 0 5
171 公營事業經營發展研究「溝通協調面向」座談會 102/08/29 中技社 7 3 0 4
172 「鋼鐵業的技術創新與綠色鋼材」系列座談會 102/08/30 中鋼公司 15 11 0 4
173 「經濟安全」主題座談會 102/09/05 中技社 7 3 0 4
174 「智慧電網對推動再生能源的影響」系列座談會 102/09/06 中技社 14 7 0 7

175 「資源安全主題座談會 102/09/13 文化大學
大新館 5 0 3 2

176 資源循環產學大聯盟論壇 102/10/11 中技社 22 14 1 7

177 「稀有資」源循環利用與未來發展研討會 102/10/31 台北科技大學
綜合科館 150 － － －

178 「鋼鐵產業能源與環境策略」論壇 102/11/08 高雄大學 15 11 0 4
179 「石化產業國際化與高值化」總結座談會 102/11/25 中技社 18 12 3 3
180 「鋼鐵業的挑戰與展望」系列座談會 102/12/04 中技社 15 11 0 4
181 「台灣天然氣進口之挑戰及未來可能選項」論壇 102/12/18 中技社 13 7 1 5

182 國際間以空污法管制二氧化碳之發展趨勢」系列
座談會 103/03/21 中技社 17 11 0 6

183 「我國電動車產業發展研討議題」諮詢會 103/03/25 中技社 9 1 2 6
184 「社會因素對環評制度的影響」民間團體座談會 103/04/10 中技社 9 5 0 4

185 「二氧化碳受空污法管制對國內電力經濟之影響
與可能因應」系列座談會 103/04/17 中技社 17 11 0 6

186 「鋼鐵產業面對能源環境法規之因應作法」系列
座談會 103/04/28 中技社 28 20 0 8

187 「關鍵資源再生技術研發平台」座談會 103/05/15 中技社 14 10 0 4

188 「台灣推動電業自由化之思維及可能模式」系列
座談會 103/05/23 中技社 17 11 0 6

189 「提升鋼鐵產業供應鏈國際競爭力的關鍵策略」
系列座談會 103/05/26 中鋼公司 28 20 0 8

190 「水資源綜合調度運用」論壇 103/06/18 中技社 7 0 5 2
191 「電業自由化之影響評估」系列座談會 103/06/19 中技社 17 11 0 6
192 「我國電動車產業之可能作法」座談會 103/06/24 中技社 19 0 8 11

193 「因應國際貿易障礙及兩岸貨貿協議，鋼鐵業如
何突破並拓展新局」系列「座談會 103/07/14 中技社 28 2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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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日期 地點 總人數 產 官 學

194 「台電公司因應電業自由化之策略及構想」系列
座談會 103/07/18 中技社 17 11 0 6

195 「我國電動車發展之機會與挑戰」座談會 103/07/25 工業技術
研究院 13 8 0 5

196 「台灣螺絲螺帽產業發展所面臨之挑戰與因應策
略」系列座談會 103/07/28 中鋼公司 28 20 0 8

197 「因應電力自由化電業法及相關法令之修訂建
議」系列座談會 103/08/22 中技社 17 11 0 6

198 「鋼鐵產業高值化與創新力提升策略」系列座談
會 103/08/25 中鋼公司 28 20 0 8

199 「水資源利用效率化」論壇 103/09/03 中技社 8 2 5 1

200 「國際國營油氣公司經營管理」研討會 103/09/05 台北福華國際
文教會館 182 120 8 30

201 「我國電動車產業發展研討」座談會 103/09/15 中技社 10 5 1 4

202 「兩岸霧霾(PM2.5)污染現況與未來合作展望」研
討會 103/09/22 文化大學

大新館 115 38 19 26

203 「兩岸霧霾(PM2.5)污染現況與未來合作展望」專
家座談會 103/09/23 中技社 12 2 5 5

204 「鋼鐵產業在資源循環經濟所扮演之角色」系列
座談會 103/10/06 中技社 28 20 0 8

205 「我國電動車產業之可能作法」座談會 103/10/07 中技社 19 0 8 11
206 「什麼才是合理系列電價」座談會 103/10/14 中技社 12 8 0 4

207 「營造鋼鐵產業優質產業形象的關鍵策略」系列
座談會 103/10/27 中技社 28 20 0 8

208 「台灣資源再生產業的現況與發展」諮詢會 103/10/27 中技社 6 1 0 5

209 「臺灣資源廢棄物產業之現況與未來發展」座談
會 103/10/29 中技社 11 10 0 1

210 「水資源利用效率化」論壇(II) 103/11/06 中技社 7 1 2 4
211 「台灣資源再生產業的現況與發展」諮詢會 103/12/24 中技社 6 1 0 5

212 「我國能源政策選項對未來電力供需情勢及電價
之影響」座談會 104/01/23 中技社 9 2 1 6

213 「電源配比模型專家」座談會 104/02/16 中技社 13 2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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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歷年智庫各項議題執行成果概況
年度 議題名稱 成果方式 (單位：篇/冊/項數)

刊登媒體 主題報告 出版品 提出建言
095 1. 建構國內環境認證及驗證體系之必要性 2 3 0  7

2.  因應「京都議定書」台灣產業機會及研發方向-生質柴油
供應鏈面面觀 1 2 0  4

3.  因應「京都議定書」台灣產業機會及研發方向－化石燃料
排放二氧化碳之捕捉儲存與利用技術 1 3 0  3

4. 公車改裝雙燃料(DDF)整體推動策略 1 0 0  0
5. 推動國內企業界建構企業永續報告 1 3 0  5
6. 建構國內區域性環境永續指標 1 3 0  4
7. 探討國內物質循環及碳循環架構並建構未來研發方向(Ⅰ) 0 2 0  4
8. 能源稅推動之考量 1 2 0  4
9. 煤碳的應用與能源政策 0 1 0  4

096 10.溫室氣體(GHG)減量策略 0 4 0  4
11.能源稅開徵深入對話 2 0 0 15
12.土壤及土地管理(Ⅰ) 1 1 0  8
13.工業區再造 1 1 0  6

097 14.海峽兩岸碳資產管理與發展 0 1 0  0
15.物質流與碳循環(II) 0 2 0  5
16.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 1 3 0  5
17.土壤管理(II) 0 2 0  0
18.環保產業前景與展望 0 3 0  0
19.產業永續發展科技研究規劃 0 2 0  0
20.因應油價飆漲及地球暖化之能源價格政策 1 1 0  0
21.再生能源發展策略 0 1 0  0
22.國內需積極投入研發的前瞻能源科技 0 2 0  0
23.低碳社區及生態城市推動策略 0 1 0  0

098 24.永續資源管理推動中心(Ⅰ) 0 1 0  5
25.低碳能源產業策略 1 1 0 14
26.兩岸能源與環境議題研究交流專案 (Ⅰ) 0 5 0  0
27.環保與經濟之平衡 0 8 1  0
28.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探討 0 1 0 10

099 29.永續資源管理推動中心(Ⅱ) 0 2 1  0
30.促進能源服務型產業發展 1 0 0  0
31.兩岸能源與環境議題研究交流專案 (Ⅱ) 0 6 0  5
32.因應氣候變遷的國土規劃及開發策略評估 3 0 0  0

099 33.環評制度之關鍵議題 2 1 1  0
34.建構循環型社會－從廢清法修正談資源有效管理 1 0 0  0
35.用水合理化與新生水水源開發 0 8 1  0

100 36.永續資源管理推動中心(Ⅲ) 0 2 2  0
37.兩岸油氣能源的挑戰與因應 0 0 0  0
38.兩岸能源與環境議題研究交流專案 (Ⅲ) 0 2 5  0
39.推廣新生水水源開發 1 0 1  0
40.如何評估進步—GDP檢討及修正 2 2 0  6
41.台灣能資源與環境之未來發展趨勢評估 0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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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議題名稱 成果方式 (單位：篇/冊/項數)
刊登媒體 主題報告 出版品 提出建言

100 42.台灣產業推動綠色策略 0 1 0  0
43.從福島核災省思台灣核能政策 2 1 0  0

101 44.台灣再生能源發展方向與政府投入 0 0 0 17
45.海峽兩岸空氣品質研討會 0 1 0  0
46.促進台灣資源循環體系產業發展 (Ⅰ) 0 3 0  0
47.舉辦”2012能源”論壇 0 0 0  0
48.對環境資源部的期望(Ⅰ) 0 0 1 14
49.智慧綠建築推廣作法 1 0 0  0
50.台灣能源及電力業之挑戰及機會 (Ⅰ) 1 0 1  0
51.再生能源產品之永續性評估 0 1 1  0

102 52.台灣鋼鐵業的挑戰與機會(Ⅰ) 0 0 1  0
53.台灣能源及電力業之挑戰及機會 (Ⅱ) 0 0 1  0
54.全球關鍵議題對我國之衝擊與戰略因應 0 0 1  0
55.促進台灣資源循環體系產業發展 (Ⅱ) 0 2 2  0
56.對環境資源部的期望(Ⅱ)－台灣環境保護的回顧與展望 0 0 1  0
57.公營事業經營發展研究 0 0 1  0
58.電力部門能源政策之展望與我國最適能源配比之探討(Ⅰ) 0 1 1  0
59.石化工業國際化與高值化 0 9 1  0
60.核四關鍵議題報告 0 0 1  0

103 61.鋼鐵產業的價值鏈與競爭力 0 0 1 10
62.台灣水資源管理策略評估 2 3 1 12
63.社會因素對環評制度的影響 0 3 1  8
64.台灣資源再生產業的現況與發展 0 0 1  7
65.兩岸霧霾(PM2.5)污染現況與未來合作展望 0 0 1  8
66.公營事業經營發展研究(II) 1 0 1  0
67.電力部門能源政策之展望與我國最適能源配比之探討(II) 0 1 1  0
68.我國電動車產業發展研討 0 3 1  0
69.台灣能源及電力業之挑戰及機會 (III) 1 1 2 0

— — — —
104 70.循環經濟的發展趨勢與關鍵策略 — — — —

71.產業轉型及創新 — — — —
72.台灣人力資源發展趨勢及影響 — — — —
73.台灣環境品質評析 — — — —
74.化工製程設計規劃訓瑓 — — — —
75.具競爭力石化專區探討 — — — —
76.產業能效提升之回顧與展望 — — — —
77.太陽光電產業技術發展趨勢探討 — — — —
78.能源基本法內涵研究 — — — —
總  計 33 113 36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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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歷年智庫議題合作或參
與單位誌謝 (按名稱筆畫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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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 

�華大� ��工���．�����研�

中心．低碳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

所．產業���趨�研�中�

財團��中華��研��

財團������研��

財團������研��

財團����工業策��

產業 

中國����有��司

��石���有��司

��中油��有��司

��自來��司

��電力�司

友��電��有��司

社會團體 

中��國工�技��問��同���

中��國�國工���

中��國�國��師��

中��國��開���同����國���

中��國��技師��

中��國��工���

中�智�型����協�

中國工�師��

中國科�技�協�

��土���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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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協�

���石油��工�同���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資通訊產業

聯盟

��科�工���科�工�同���

��智���協�

����再生工�同���

��������協�

����工�服務�

����技���協�

�����理協�

����工業同業��

��戰�模擬��

英國�易���事� (2015.5更名為英國在

台辦事處)

看���協�

智�����間�業�盟

財團������生�力基��

財團���國�科技��基��

財團���岸共同�場基��

財團����品���基��

財團�������基��

媒體 

工�時�

中國時�

��日�

���

�見．�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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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CI Foundation

附錄四  歷年協助智庫議題之顧問專家誌謝
類別 參與人員

環境政策

王　鑫　王本壯　王茂松　王根樹　王毓正　王鐘銘　丘昌泰　左峻德　申永順　朱少華　朱文生　
朱益君　朱興華　朱雲鵬　江東亮　阮國棟　呂理德　呂翊齊　何忠賢　何明修　李育明　李哲全　
李永展　李崇德　李俊璋　李錦地　李賢源　李鴻源　汪靜明　余範英　余騰耀　吳先琪　吳金和　
吳再益　吳明竑　吳俊儀　吳輝龍　杜文苓　杜悅元　谷家嵩　林文集　林子倫　林金生　林宏端　
林奇剛　林祖嘉　林裕彬　林俊全　林建元　林建甫　林健枝　林健榮　林襟江　林鎮洋　林憲德　
周晉澄　邱百琴　邱明中　邱榮興　於幼華　勇興台　洪智杰　洪榮勳　范玫芳　范建得　柯明賢　
柯建成　施顏祥　翁得元　翁震炘　馬鴻文　孫維謙　高正忠　高希均　高伯宗　徐光蓉　徐世榮　
夏家承　陳　筆　陳小紅　陳光雄　陳吉宏　陳玲慧　陳昭義　陳家榮　陳瑞玲　陳榮俊　陳琪璜　
陳良棟　陳亮伃　陳高山　陳偉聖　陳曼麗　陳錦煌　黃正忠　黃光輝　黃孝信　黃偉鳴　黃錦堂　
黃福華　黃萬居　黃煥彰　黃博怡　莊天基　曹賜卿　康世芳　郭年雄　許仁澤　許志義　許銘熙　
梁啟源　符樹強　巢志成　曾迪華　張西龍　張子敬　張克致　張育傑　張承呂　張皇珍　張能復　
張長義　張榮豐　張國龍　張添晉　張祖恩　溫清光　溫麗琪　鄒燦陽　湯京平　湯德宗　彭劭琳　
游棠海　童益民　詹火生　詹志宏　詹順貴　詹炯淵　詹滿容　楊之遠　楊日昌　楊永年　楊宗燈　
楊致行　楊偉甫　楊鎧行　楊振榮　楊萬發　葉俊宏　葉俊榮　葉欣誠　葉肇檉　賈儀平　談駿嵩　
廖述良　潘　欽　樊國恕　劉宗勇　劉柏立　劉益昌　劉振宇　劉國忠　蔡志亮　蔡宏明　蔡俊鴻　
蔡振球　蔡玲儀　蔡敏行　蔡瑄庭　蔡勳雄　蔡博文　鄭福田　鄭期霖　鄭修佳　鄭顯榮　盧幸成　
鄧民治　鄧家基　蔣本基　賴瑩瑩　賴爾柔　駱尚廉　薛承泰　蕭代基　蕭江碧　謝茂傑　歐陽嶠暉
謝燕儒　謝顯堂　簡慧貞　顏慧欣　顏鳳旗　顧　洋
Abraham S.C. Chen, Paul Römkens, Richard D Morgenstern, Stephen H. Rosansky.

能源政策

王惠生　王佑萱　王建敏　王運銘　王穆衡　石志祥　甘薇璣　申永順　朱文成　朱少華　朱興華　
朱証達　呂文芳　呂宗昕　何明錦　何岳泉　何美玥　李　敏　李亮三　李正明　李堅明　李君禮　
李俊隆　李漢申　汪雅康　余騰耀　吳再益　吳榮華　杜悅元　林公元　林茂文　林美真　林聖忠　
林聖芬　林聖賢　林澤勝　洪德生　范良銹　范振誠　施顏祥　翁樸山　馬小康　高惠雪　高毅民　
徐永耀　徐真明　徐振哲　陳志仁　陳彥君　陳明真　陳昭義　陳柏嘉　陳家榮　陳振川　陳揚仁　
陳政民　陳重仁　陳敏璋　陳誦英　陳輝俊　陳錫銓　陳傑源　陳慶利　陳斌魁　黃正忠　黃柏榕　
黃宗煌　黃耀輝　郭年雄　郭禮青　郭瑾瑋　郭博堯　許志義　梁啟源　張四立　張西龍　張芳民　
張皇珍　張清添　張清華　張祖恩　張盛和　溫琇玲　鄒燦陽　楊日昌　楊致行　楊善真　楊晴雯　
楊錦懷　萬其超　趙宏耀　葉惠青　廖惠珠　廖慧燕　葛復光　劉有倫　劉邦裕　劉國忠　蔡勳雄　
鄭乾池　鄭期霖　鄭睿合　盧信沖　鄧家基　賴正文　蕭代基　蕭萬長　蕭慧娟　謝俊雄　蘇漢邦
Frank J.Convery,Kenji Yoshino(吉野賢二), Nishioka Kensuke(西岡賢祐), Richard D Morgenstern,
S. Ikeda(池田茂),Sakurai Takeaki(櫻井岳暁), Sinozaki Kazuo(篠崎和夫),Takashi Minemoto(峯元高志),
Usami Noritaka (宇佐美徳隆).

氣候變遷
呂鴻光　申永順　李鴻源　汪明輝　吳敦義　柳中明　邱文彥　翁得元　孫大川　麥瑞禮　童慶斌　
張桂林　楊之遠　楊偉甫　蔡明華　蔡勳雄　鄭期霖　蔣本基　蕭代基　謝正倫　顧　洋
Ekko C. van Ierland,Gerry Metcalf ,Henry Neufel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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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參與人員

資源管理

王文山　王藝峰　牛銘光　甘薇璣　申永順　朱文生　朱敬平　朱興華　朱雲鵬　沈世宏　宋國君　
阮國棟　呂喬松　呂穎彬　何美玥　何燦穎　李公哲　李丁來　李育明　李後昆　李錦地　李建平　
李穆生　李霽芳　余範英　余騰耀　吳約西　吳素珠　吳陽龍　吳致呈　吳俊儀　杜悅元　杜紫軍　
杜歡政　林文印　林全貴　林明儒　林盛隆　林俊旭　林嘉佑　林群超　周宜裕　邱文琳　邱正東　
於幼華　洪克銘　洪志銘　洪明龍　洪碩廷　洪瑞彬　洪榮勳　范良銹　施勵行　胡經武　胡憲倫　
翁得元　涂茂園　馬　中　馬鴻文　馬念和　孫　震　耿　涌　陳守達　陳弘凷　陳伸賢　陳良棟　
陳信榮　陳彥全　陳律言　陳筱華　陳瑞鈴　陳俊達　陳敏雄　黃金山　黃孝信　黃英傑　黃彬泓　
黃雪娟　黃琳鈞　黃靖修　莊宜剛　莊順興　曹世亮　康世芳　廖朝軒　商能洲　郭乃文　郭昱青　 
郭郁中　許明倫　許家偉　許勝雄　張　正　張子敬　張西龍　張承呂　張敬昌　張慶源　張國強　
張能復　張祖恩　張振章　張益誠　張晨宇　張添晉　溫麗琪　童慶斌　彭韋鳳　程柏瀚　詹火生　
楊致行　楊偉甫　楊錦釧　楊慶熙　趙幼梅　葉欣誠　廖述良　劉子衙　劉安之　劉昌振　劉榮宗　
劉國忠　劉惠綺　蔡東和　蔡辛慈　蔡敏行　蔡振球　鄭日賢　鄭元良　鄭建鴻　蔣士宜　諸以翌　
諸鳳北　賴啟民　賴建信　駱尚廉　薛水添　蕭代基　蕭登元　蕭萬長　蕭綱衡　謝明昌　歐陽嶠暉
謝嘉榮　簡茂勳　闕蓓德　魏憶琳　譚昌維　顧洋
Bengtsson, Kazuyo Yokoyama, Paul H. Brunner, Peter Heck, 
S. Kojima, Seiji Hashimoto, Serge Rohmer, Shinichiro Nakamura,
Shin-ichi Sakai(酒井伸一), Stefan Bringezu,Stephen Moore,T. Yano, 
Tetsuya Nagasaka, Y. Hotta, Yasuhiro Fukushima(福島康裕), Yuichi Moriguchi.

產業發展

刁秀華　王文伯　王正健　王京明　王克舜　王怡蓁　王凱中　王裕光　王佑萱　王長瑩　王晉元　
王啟賢　王健全　王嘉慶　王銀龍　王國禧　王鎮海　王華耀　王漢英　王運銘　王耀庭　尹大中　
尹啟銘　尤泳智　孔祥雲　孔憲法　方戍江　方信雄　左峻德　甘俐玲　石柏修　石育賢　石聰賢　
申永順　田進富　田振陽　朱少華　朱景鵬　朱雲鵬　朱國和　朱慶榮　江青瓚　江東法　江惠櫻　
沈文備　沈尚弘　沈世宏　沈維正　沈維斌　伏和中　宋餘俠　呂正華　呂執中　呂德宗　何天河　
何玄政　何明錦　何長慶　何美玥　何國川　何寶中　李　雄　李仁貴　李允傑　李公哲　李永清　
李宏台　李若淳　李啟志　李清榮　李清華　李建平　李金惠　李宗龍　李宇琦　李君禮　李書和　
李紹唐　李訓良　李榮馨　李漢申　李麗玲　李豪業　李鍾熙　李鴻源　汪時民　余光華　余炳盛　
余騰耀　吳一民　吳汝瑜　吳天基　吳玉祥　吳志泳　吳宗權　吳明竑　吳明機　吳林茂　吳榮宗　
吳榮彬　吳界欣　吳再益　吳春桂　吳惠林　吳榮華　吳財福　吳家昌　吳沛霖　吳建興　吳照麟　
吳敦義　吳銜晉　吳耀勳　杜悅元　杜紫軍　林　桓　林立偉　林正良　林正義　林江財　林明儒　
林明禮　林長庚　林昌源　林茂文　林法正　林東毅　林宏端　林美真　林盟智　林榮盛　林棋越　
林勝益　林德培　林建山　林建元　林建村　林建甫　林武煌　林聖忠　林福銘　林坤讓　林坤豐　
林崇成　林輝政　林澤勝　林陽泰　林猷治　林肇睢　林鑫堉　來新陽　周必泰　周志龍　周秀麗　
周揚震　邱文彥　邱求慧　邱詩茜　邱媛媛　於幼華　季　昀　金　屏　金崇仁　胡大民　胡明輝　
胡庭思　胡經武　胡劭德　胡勝雄　胡憲倫　胡耀祖　洪克銘　洪芳興　洪紹平　洪傳獻　洪德生　
洪嵩輝　范良銹　范建得　柏雲昌　苗豐強　柯耿誌　施顏祥　唐　桓　袁建中　翁得元　范姜正廷
翁芳裕　翁聰哲　翁建慶　翁國樑　涂偉華　馬　凱　馬小康　馬念和　馬鴻文　孫健仁　高世平　
高惠雪　高銘汶　高鴻翔　徐　震　徐英傑　徐真明　徐建民　徐美秀　徐振榮　徐龍耀　郝晶瑾　
陳一成　陳一香　陳文瑞　陳正宏　陳金生　陳金德　陳再福　陳志恆　陳志勇　陳怡之　陳宜佳　
陳信宏　陳信榮　陳明輝　陳明漢　陳重裕　陳森龍　陳彥亨　陳彥良　陳松薰　陳柏嘉　陳輝俊　
陳凱聲　陳偉聖　陳清良　陳建任　陳國金　陳家榮　陳昭宇　陳尊賢　陳誠亮　陳斌魁　陳洋惠　
陳玲慧　陳崇憲　陳錫銓　陳麗瑛　陳寶郎　陳寶瑞　陳龍吉　陳繼仁　黃　鋰　黃一鈺　黃士宗　
黃文芳　黃中一　黃文星　黃丙喜　黃北豪　黃正利　黃正忠　黃世晟　黃志宏　黃伯仲　黃財旺　
黃孝信　黃宗煌　黃振家　黃振隆　黃茂榮　黃來和　黃炳照　黃順義　黃啟峰　黃傳先　黃萬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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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參與人員

產業發展

黃議興　莊宜剛　莊春發　莊伯仲　許士軍　許志義　許來發　許季安　許欽堯　曹　申　郭年雄 
郭宗雄　郭有福　郭春煌　郭肇中　郭博堯　梁元豪　梁乃悅　梁啟源　梁國源　梁博傑　梁郭國　
梁鐵民　陸大元　粘麗玉　項國寧　賀陳旦　傅偉祥　傅佩文　甯一勤　馮立屏　景虎士　曾文良　
曾裕峰　曾堯宣　曾盛誠　曾繁銘　張　璠　張文輝　張玉山　張四立　張西龍　張正武　張光偉　
張宏展　張永吉　張咀亮　張明杰　張柏齡　張芳民　張芳賓　張培仁　張柏森　張桂林　張長義　
張進福　張依依　張承濂　張啟達　張瑞珍　張瑞宗　張善政　張祖恩　張添晉　張豐志　張簡國禎
張慶輝　張博文　溫蓓章　溫琇玲　溫麗琪　鄒易達　湯奕華　彭成鈺　彭素玲　彭錦鵬　鈕則勳　
崔金童　游文光　游仁傑　游銘祥　游勝傑　游朝晴　詹文鑫　詹中原　詹政良　楊之遠　楊介仙　
楊志清　楊品正　楊宗勳　楊致行　楊松齡　楊錦懷　楊儒泰　楊豐碩　楊鏡堂　萬其超　趙幼梅　
葉至城　葉欣誠　葉豐國　雷　倩　葡浩志　談駿嵩　廖述良　廖惠珠　廖海瑞　廖慧燕　廖耀宗　
潘家鑫　樊國恕　劉本中　劉有倫　劉炳忠　劉瑞隆　劉明潭　劉仲明　劉孔中　劉彥蘭　劉紹樑　
劉漢台　劉國忠　蔡文綺　蔡志孟　蔡志亮　蔡宗宏　蔡宗勳　蔡岳勳　蔡育源　蔡科學　蔡松雨　
蔡松釗　蔡敏行　蔡揚宗　蔡玲儀　蔡錫津　蔡顯修　鄭　優　鄭光傑　鄭西顯　鄭英洲　鄭英圖　
鄭明正　鄭信義　鄭家鐘　鄭富雄　鄭政利　鄭際昭　鄭萬枝　鄭運和　鄭武順　蔣本基　蔣念祖　
盧采霞　盧宏惠　黎志建　賴杉桂　賴明誼　賴祥蔚　薛乃綺　薛承泰　韓傳安　韓榮裕　韓義忠　
韓選棠　蕭代基　蕭金益　蕭富峰　蕭萬長　蕭輝煌　蕭朝印　蕭慧娟　瞿宛文　謝和霖　謝明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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