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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技社董事長潘文炎：為國家前瞻提建言

財團法人中技社（CTCI Foundation）於1959年創設，

以引進科技新知，培育科技人才，協助國內外經濟建

設及增進台灣生產事業的生產能力為宗旨，成立以

來，參與國家重大經建發展，先後組成觸媒研究中

心，綠色、能源、環境等技術發展中心，協助政府擬

定環保、能源施政策略，提供產業技術諮詢與輔導，

也有設置講座、獎學金，贊助各項學術活動，表揚

傑出優秀人才，帶動國內科技研發風潮，一直朝「科

技創新．公益永續」的願景邁進。

對於沒有申請政府經費，自費製作《2016 台灣資源

效率暨環境品質報告》，就是起源於中技社對台灣

未來的關懷。中技社董事長潘文炎說：「過去中技

社以技術服務為主，十年前轉型為能源、環境和經

濟議題的智庫，希望能夠引進新觀念，引發台灣民

眾對環保及能資源的重視。《2016 台灣資源效率暨

環境品質報告》就是用指標評估台灣資源使用效率

及環境品質現況，瞭解政府做到了什麼，還有哪些

進步空間。產業界是可以配合政府政策進行改變，

像是中油公司燃料油之硫含量從 3.5% 降到 0.5%，就

歐陽嶠暉：台灣重視水體水質 提升河川飲用安全

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名譽理事長、中央大學榮譽教

授歐陽嶠暉表示：「每個國家對水資源的重視不同，

像是美國重視生物性、水遊憩活動、飲用的安全性；

英國與日本重視船運、觀光、生活使用，台灣則是

向先進國家看齊，努力提升河川從改善污染到可以

安全飲用及景觀活動，希望從環境整治，達成台灣

對水資源的保護。」

歐陽嶠暉說：「《2016台灣資源效率暨環境品質報告》

是台灣環境的指標，能夠看出台灣環境的進步狀況，

藉由與國際其他都市的比較，讓民眾知道台灣尚有

努力的空間，瞭解水資源的應用及水質狀況，也是

對科普知識的推廣。」

PM2.5 污染 台灣人的新恐懼

台灣空氣品質一直是國人重視的一環，國際癌症研究

組織（IARC）發布細懸浮微粒（PM2.5），是一級致

癌物，引發台灣社會的重視。當微粒粒徑大於 10微

米（PM10），鼻子可以過濾；大於 4.7 微米氣管可

以排除；但是在 2.5 微米以下（PM2.5），就會進入

肺泡，若內含重金屬，如鎘進入骨頭內，就會變成

「痛痛病」，所以空氣污染關係著居民的身體健康。

世界各國對空氣污染排放管制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

台灣於 1960 年代開始經濟發展，管制政策以技術為

導向；1980 年代民眾飽受污染之苦後，環保意識高

漲，認為汙染皆應去除，以品質管制為導向；1990

年代之後，管制策略以成本效益為導向，朝技術可

行、經濟可行及影響環境最少之方向進行。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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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台灣資源效率暨環境品質報告》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這是一句常見的口號。台灣對賴以維生的空氣及水體品質非常重

視，近年來，也開始重視資源運用，讓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利用價值，但在國際上到底是

前段班、中段班還是後段班 ? 財團法人中技社定位為台灣環境及能資源智庫，除針對關鍵及

新興議題進行探討外，為釐清國內資源使用效率及環境品質現況，嘗試以公正客觀的角度，

製作《2016 台灣資源效率暨環境品質報告》，希望從水質指標、空氣污染指標、資源效率

指標，與先進國家及國際大城市的相比，見證台灣的進步與努力。

是配合改善空氣品質，綠色能源是全球發展的方向，

即便要發展經濟，產業界也會配合環保。」

潘文炎表示：「中技社的出版品都會送到國會、部會

等，成為政府政策參考的重要指標，中技社希望能夠

為台灣提供更多的建言，讓台灣產業與世界潮流同

步發展，所以從水質、空氣品質、能源效率等指標，

為台灣發展的各面向進行『健康檢查』，讓台灣民

眾能夠更安心的生活在這片土地。」

財團法人中技社

潘文炎  董事長

水質指標 從污水到飲水的過程

水是人類生存的重要依靠，世界各國的重要都市，大

部份都是倚靠在水源旁邊。像是台灣的台北淡水河、

高雄高屏溪、台中烏溪、及美國華盛頓波多馬克河、

英國倫敦泰晤士河、日本東京隅田川、韓國首爾漢

江、中國北京海河等，《2016 台灣資源效率暨環境

品質報告》即是透過比較，瞭解台灣水環境品質與

其他先進國家的差異，才能明白台灣的改進空間。

以河川生物需氧量（BOD）及溶氧（DO）年平均濃度

作為評比之水質指標；非水質指標則是以自來水供

應人口比率、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及污水處理率（公

共污水下水道接管率）為主。

根據《2016 台灣資源效率暨環境品質報告》顯示，

台灣過去 10年來，BOD濃度已下降 16.3%，顯示台灣

治理河川已經有成果，但是仍可以努力和日本、英

國、韓國更接近。流域的部分，淡水河 10年來 BOD

濃度顯著下降 36.6%，高屏溪及烏溪下降程度不明

顯；在 DO年平均濃度上，淡水河成長幅度最多，高

達 137%，烏溪增加 2.6%，高屏溪增加 2.9%，這 3條

河川與漢江相比，仍有一段努力空間。

非水質指標比較上，台灣自來水供應人口比率過去

10年成長 1.57%；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過去 8年之用

水量已達穩定，未持續上升；公共污水下水道接管率

過去 10年增加 25.4%，而污水處理率增加 38.6%，但

與英國、南韓相比，台灣的污水處理還有進步空間，

許多城市的建設還需要再改進。

國家層級 -河川 BOD年平均濃度比較

資料來源 :2016 台灣資源效率暨環境品質報告

遠見雜誌-中技社環境報告w420*h280mm.indd   1-2 2016/12/26   下午1:04



遠見廣編企劃製作

成功大學

陳家榮  名譽教授

財團法人中技社《2016台灣資源效率暨環境品質報告》    

網址：http://www.ctci.org.tw

台北、台中、高雄 皆有改善

台灣與日本、韓國、美國及德國相較下，PM10 及

PM2.5 的表現較差，但持續改善中。台北與洛杉磯、

東京、香港、首爾、北京相較下，PM2.5 及硫氧化物

的表現普通，氮氧化物與臭氧的表現中上，除臭氧

外之其他指標項目皆有改善。台中與舊金山、京都、

新加坡、上海相較下，PM2.5 的表現較差，氮氧化物

表現普通，硫氧化物表現中上，且都有改善，臭氧的

表現雖最好，但沒什麼改善。高雄與釜山、休士頓、

神戶、天津相較下，PM2.5 的表現較差，且改善成效

不大，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的表現普通，但改善幅

度顯著，臭氧表現雖最好，但未見改善。

臺灣與其他國家 PM2.5 年平均濃度 10 年間變化情形

資料來源 :2016 台灣資源效率暨環境品質報告

提高資源使用效率 增加國家競爭力

提高能資源使用效率可提高國家及企業的生產力及

競爭力。像是英國企業資源利用效率提升，每年可

省下230億英鎊的成本，在資源和能源使用上可減少

10-20％，亦可促進經濟成長、創造就業機會、提高

環境效益及生態系統的應變能力。資源效率的大幅

提升也將是全球性結構變化的驅動因素之一，為下

一個經濟增長期帶來機會。

陳家榮：台灣能源使用效率佳 未來要看CO2 排放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名譽教授陳家榮表示：「除了

資源回收外，《2016台灣資源效率暨環境品質報告》

內容已經非常完整了，從過去的台灣趨勢變化，再到

現在的國際比較，台灣能源使用效率和國際相比還不

錯，但是CO2排放目標及非核家園會是未來的問題。」

 

根據報告的研究結果，陳家榮提出建言供政府參考：

「因為台灣電價長期偏低，所以每個人使用的電是比

其他國家高的，再加上未來溫室氣體的減量目標，總

統蔡英文的非核政策及電價政策，會對日後供電產生

影響。建議政府應讓所有人的電價能真實反應用電成

本，徵收能源稅讓外部成本內部化，並且盡量讓能源

政策具一致性，如此台灣的能源效率必可再提升。」

政府、產業、學界等必須一同努力，才能夠讓台灣

的資源效率指標更優化，為台灣有限的資源做更有

效的運用。

《2016 台灣資源效率暨環境品質報告》是給政府建

言，促進國家進步，對產業有幫助，如同潘文炎說：

「中技社目標就是對國家、產業有幫助，所以中技社

所有出版之專題報告公開在網站上，全部免費提供，

就是希望引起民眾和產業對於環境及資源的關心，

歡迎到網站直接下載。」

臺灣大學

鄭福田  名譽教授

鄭福田：台灣資料不足 難確切驗證

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名譽教授鄭福田表示：

「台灣早就開始注意空氣品質問題，但是目前仍採

用美國初期的標準，健康應該要用最高標準檢視。

台灣目前非常缺乏相關資料，像是『煙流擴散模式』

參數驗證，只有 40幾年前在大林及林口電廠作過煙

流追蹤，氣象參數可能引用離污染源很遠的氣象站

資料，都是需要改進的。建議環保署追查空氣內有

多少顆粒，台灣若是沒有相關資料，也可以從就醫

人數是否增加來觀察。」

鄭福田認為：「空氣對人很重要，台灣有數千個儲

槽、數十座燃燒塔、幾百萬個設備元件，這些都是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排放源，台灣十分欠缺本

土資料。環保署是花小錢辦大事，所以很辛苦的在推

廣空污防制。台灣和其他國家相比較，除了氣象不利

擴散，是很努力在防制空氣污染的，大部份時間空

氣很舒服，但若是遇到紫爆，民眾宜減少戶外活動，

也必須要讓空污降低。」

為了具體了解台灣在資源使用效率的情形，中技社針

對能源、金屬、非金屬、及水資源等 4類資源，揀選

具代表性的資源使用指標(主要為密集度指標，即經

濟體每產生一單位GDP所需的資源使用量)，分析台灣

在資源使用效率的歷史發展趨勢，並與先進開發國家

進行比較，瞭解台灣與國際間之差異，更希望能藉由

國際比較發掘台灣未來進一步發展的潛力。

在能源使用效率的跨國比較中可以發現，台灣在人

均電力消費量指標偏高，在初級能源密集度及最終

消費能源密集度居於中間，但在初級能源二氧化碳

排放係數比較上則明顯優於大多數國家。整體而言，

台灣各項指標綜合表現並不遜於先進國家。

在金屬資源效率部分，除了計算金屬資源使用生產力

外，另以金屬材料業之附加價值率作為評估指標。在

2013年的金屬資源生產力的部分，最有效率的國家是

日本 26.2( 美元 /10kg)，其次是瑞士 20.1，台灣僅

為3.5。從金屬產業附加價值來看，可發現2004年至

2013年來，平均附加價值率最高的是瑞士，其次是荷

蘭，最低的則是中國大陸與台灣，均處於後段。

在非金屬資源部分，以非金屬礦物資源使用密集度作

為資源使用效率指標。整體而言，在過去10年間，

各國的非金屬礦物資源使用密集度皆呈現下降趨勢。

台灣2006-2014年非金屬礦物資源使用密集度逐漸降

低，從2006年0.39(公斤/美元)降至2014年0.20(公

斤/美元)，顯示台灣非金屬礦物使用效率穩步提升。

若與世界各國進行比較，台灣約處於中段。

水資源效率指標設定為水資源利用指數（年取水量 /

年長期平均可再生水資源量）、國家用水密集度(總

取水量 /全國 GDP)、水資源生產力（分農業用水生

產力和工業用水生產力），以及人均生活用水取水

量。從水資源利用指數來看，可發現2008年至 2012

年間美國、日本、法國、英國、荷蘭、澳洲都是水資

源利用指數小於20%，屬「水資源壓力低」的國家，

只有台灣跟西班牙超過20%。在此期間的水資源使用

密集度的部分，用水最有效率的國家是英國，每1美

元GDP僅取用0.003 m3 水，台灣為0.04 m3 水，僅較

台灣環保署積極投入空氣品質改善，針對點、線、

面施以不同行政管制工具或經濟誘因策略，促成空

氣污染物濃度大幅降低。為了解台灣空氣品質改善

成效與世界主要國家、城市之差異，《2016 台灣資

源效率暨環境品質報告》選定 6項公開且具代表性

之監測項目，包括 PM10、PM2.5、硫氧化物、氮氧化

物、臭氧及二氧化碳作為共同比較的指標項目。

報告中除與日、韓、美、德比較外，針對台北、台

中、高雄 3城市，參考美國 BROOKINGS 組織公布之世

界各大城市的產業結構分布，挑選出城市背景條件

相似者，進行不同城市間之比較，像是台北與洛杉

磯、東京、香港、首爾、北京；台中與舊金山、京都、

新加坡、上海；高雄與釜山、休士頓、神戶、天津，

透過相似特質城市的比較，才能夠瞭解台灣城市空

氣品質的現況好壞。

中國大陸和馬來西亞有效率。近10年間，農業用水、

工業用水、或是生活用水，台灣單位用水量皆有改善，

但與其他國家相比效率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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