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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明確揭示，為了達成 2025 年非核家園的目標，在未來電力燃

料配比組合規劃上，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之比率，由 2016 年的 4.8%提高

至 2025 年之 20%。此外，《電業法》修正案亦規定公用售電業銷售電能予

其用戶時，其銷售電能之電力排碳係數，應符合電力排碳係數基準，以期

達成向國際承諾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此舉將促使我國政府據以加速展開

能源轉型及綠能推動政策之規劃，並期望藉以帶動國內以離岸風電與太陽

光電為主軸之綠能產業發展。 

然要在短期內推動離岸風電與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產業能夠快速發

展與成長，所需資金相當龐大，惟鑒於國內目前也較缺乏代表性案例，例

如我國離岸風電發展屬於初期階段，需要大量的資金與國際經驗支持，且

發展離岸風電所涉及的技術複雜、初期投資龐大，投資回收期長，且並無

往例可以依循，再加上國內金融機構尚未累積一定的再生能源產業融資承

作經驗，導致國內再生能源及相關綠色金融發展有所受限。 

在此背景下，如何藉由綠色金融工具以促進國內綠能產業成長，極具

重要性。有鑑於此，本社結合中華經濟研究院團隊之財經研析專才，由熟

諳國際金融與經濟預測，並長期關注台灣金融業發展之吳中書院長，帶領

團隊合作執行「綠色金融如何配合綠色產業之發展」議題，從研究國際綠

色金融之發展出發，並針對我國離岸風電、太陽光電及 ESCO 產業進行研

析，找出發展困難之癥結，同時進行國際案例研究，掌握國際案例之資金

引入方式及商業模式等，並藉由與具實務推動經驗之業者進行訪談，深入

瞭解執行實況，完成探討我國以綠色金融配合綠能產業發展之研析，歸納

適宜我國進行的可行方向。此外，並舉辦一場「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發展

之風險與前瞻國際研討會」，除邀請國際業界專家，分享各國相關綠色金

融及產業實務經驗，另針對「規模評估與技術營運」、「產業發展、誘因及

環境社會」以及「融資授信及風險分擔」等多面向議題進行討論，最後更

前言 

財 團 法 人 中 技 社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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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產、官、學界之主管進行圓桌會談，進行總體宏觀的綜合討論與評析。

共 6 位外籍專家及 20 位台灣產官學研界共同分享相關經驗，內容豐富精

彩並具意義。 

特彙整相關研析與研討成果出版此專題報告，期望在台灣綠能相關發

展及綠色金融的經驗有深入解析，並產生多元連結，讓台灣再生能源的推

動有更多可借鏡之處，除促進國內金融業對綠色金融更進一步發展，並增

加國人對綠色金融商品的投資意願，更有助於 2025 能源轉型計畫能更加

順利，以協助政府達成「強化能源安全、創新綠色經濟、促進環境永續」

的再生能源整體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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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善用綠色金融工具促進國內綠能產業發展係當前重要的課題。有鑒

於此，透過國際經驗歸納出我國適用之綠色金融工具，並針對離岸風力、太

陽光電及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 等綠能產業之融資情況進行國內外個案研

析，找出國內綠能產業融資發展困難之癥結，同時藉國際案例歸納我國可借

鏡之處。 

綜觀國際案例可知，綠色證券化商品為一般大眾參與綠色專案融資的管

道，而離岸風力為主要的產業投資項目，歐美（以德國為例）及亞太地區（以

中國大陸為例）等國，皆遵循綠色債券原則發展綠色債券市場。我國則於2017

年4月18日發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綠色債券作業要點》以利

綠色債券市場參與者遵循，截至2017年底為止，已有5家金融機構、2家企業

發行綠色債券，實際發行金額共計約新台幣198.5億元。 

在離岸風力發展方面，由國際經驗可知主要投資階段為建置階段，係透

過專案融資方式募集資金，其又分為股權及債權兩種投資方式，參與投資者

即為專案風險承擔者及其報酬之分享者。另外除長期且明確的政策發展架構

外，規模評估、場址選擇、誘因機制、電網連結、風險分擔、專案融資導入、

風險定價乃至環評等議題，皆攸關綠色金融暨綠能產業之發展、風險與前

瞻。 

在太陽光電發展方面，美國SolarCity公司與電力公司簽訂購售電合約

(PPA)，以可預見的未來現金流收益為基礎進行資產證券化，透過非公開發

行鎖定特定投資者，提供專案融資者更長期的保障。而我國國泰世華銀行於

2010年設立「大型太陽光電系統專案融資」，2011年底再推出適用小家戶的

「小太陽融資專案」，永豐銀行則於2013年推出「太陽光電設備融資專案」；

政府則於2012年推動「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其為國內內需市場及太陽光

電設置者揭示明確且穩定之現金收益，在確保收入穩定及明確市場規劃等情

形下，有利於金融機構投入太陽光電設置融資業務，使整體太陽能產業發展

更加完整健全。 

在ESCO產業發展方面，國際在協助ESCO業者取得資金措施上，除了專

案補助或稅賦優惠外，在金融面亦推動循環基金模式來協助ESCO業者進行

專案推動時所需之融資問題，如韓國ESCO長期低利融資與泰國ESCO循環基

金。目前我國ESCO業者若欲取得服務及設備輸出融資，主要可經由政策優

惠貸款、信用保證基金、境外金融中心及國際創投等政府及民間融資管道，

取得所需資金。 

整體而言，我國現階段在綠能政策、建設、技術、金融與產業面尚缺乏

足夠實務經驗，其中綠色金融發展需要社會凝聚環境保護意識，同時要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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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政策，以及有公信力之綠色信貸評級指標，最後則是強制性ESG（環境、

社會與治理）資訊揭露等四大支柱緊密合作才能發揮綜效。 

我國離岸風力發展問題癥結，於國際研討會分為「規模評估與營運議

題」、「產業發展、誘因機制、環境與社會議題」以及「融資授信、風險與保

險議題」等三大面向進行分組討論，藉由國際研討會彙整各界先進的實務經

驗，可就前述三大面向進行總結： 

首先，在規模評估與營運議題上，擁有及妥善運用氣象資訊以降低風

險，「觀測資料」可使工程規劃與設計具開發效益，對運維作業亦有幫助，「預

測資料」則可協助實際施工、氣候窗(weather window) 評估、建造、運維、

電力調度與船隻調度等。其次，在各環節中有不同風險，尚能透過第三方驗

證單位和保險業者共同參與離岸風場開發，提高離岸風場建置及營運成功

率。再者，因再生能源被視為間歇性能源無法調度，艾波比公司認為離岸風

場案件需考量的議題有風機、海纜、變電站設備之選用與如何併入台電電

網，台電公司則認為可採取SCED調度、負載預測監視、實功、虛功之控制、

調整併聯技術法規以適合再生能源技術發展、開發快速升降載之燃氣複循環

機組、建置儲能系統與精進系統調度技術等方式，因應離岸風電大量增加。 

其次，在產業發展、誘因機制、環境與社會議題上，分為「治理面（產

業發展、誘因機制）議題」、「環境面議題」及「社會面議題」，各面向重點

歸納有二，治理面：其一為產業供應鏈發展與產業在地化，其二為躉購費率

與誘因機制設計；環境面：其一為離岸風場場址設置與海域管理規劃，其二

為保育與開發及對雷達運作之影響；社會面：其一為漁業權爭議，其二為水

下文化資產保存課題。 

最後，在融資授信、風險與保險議題上，綜合文獻與各位實務先進之看

法可知，資金引入的關鍵至少需包含長期、清楚且穩定的政策發展架構

(Regulatory Policies)，相關基礎建設與配套政策皆必須清楚列入政策規劃考

量，才能有效降低案件中斷執行之可能性，讓資金提供者安心進場；明確且

清楚透明的政府電力收購制度(Feed-in Tariff, FIT)，以合理的FIT反映政府理

性與負責的能源政策，亦是對離岸風力投資者的投資報酬保障，其售電價格

及保障期間將直接影響專案最終現金流量及報酬計算；具體電網連結策略及

復原機制，以避免當專案發起者或工程主辦者不具電網連結責任時，若未適

當連接，導致專案延遲與成本超支，使專案無法正常營運產生現金流量；引

入風險分擔或保證機制，如引入多邊開發銀行做為種子基金、出口信貸機構

降低違約風險、擔保或保固服務以降低施工風險，甚至引入保險與再保險公

司分攤風險等。由於機構投資者及資本市場投資者之風險承受度低，風險分

擔或保證機制能提高大眾資金或機構投資者的參與意願。 

綜上所述，離岸風電產業不應採用「化整為零」的方式推動，不僅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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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經濟，無法分享學習曲線，更無法有效分散風險。離岸風力專案近年在

融資層面遭遇的困難與挑戰並非缺乏資金來源，長期、清楚且穩定的政策發

展架構，並且能夠整體宏觀的掌握與評估相關風險、適切的風險定價，最後

針對各類投資人的要求報酬與風險胃納，擬定適合的融資模式與資金導入方

式才是關鍵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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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2017 年 1 月已三讀通過之《電業法》中，已明確揭示 2025 年非核家園

的目標，同時在未來電力資源組合規劃上，擬將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之比率

由 2016 年的 4.8%逐步提高至 2025 年之 20%，如圖 1 所示。此外，《電業

法》亦規定公用售電業銷售電能予其用戶時，其銷售電能之電力排碳係數應

符合電力排碳係數基準，以期達成向國際承諾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現階段

政府依據政策規劃，著手展開能源轉型，並期望帶動國內綠能產業發展，且

政策規劃中，以離岸風電與太陽光電為綠能產業主軸（見表 1），發展相關

產業所需資金龐大。惟鑒於國內目前缺乏代表性案例，以及我國離岸風電發

展屬於初期階段，再加上國內金融機構尚未累積一定離岸風力專案融資承作

經驗，導致國內再生能源及相關綠色金融發展受限，尚未達到充分發揮產業

潛能(potential output)階段。 

在此背景下，如何藉由綠色金融工具促進國內綠能產業成長極具重要

性，故本專題報告針對我國綠能產業之融資情況進行國內個案研析，找出發

展困難之癥結，同時進行國際案例研析，藉由國際案例之資金引入方式及商

業模式等，歸納適宜我國進行的可行方向。其次，將與具實務推動經驗之綠 

能產業業者進行訪談，深入瞭解執行實況。最後，透過舉辦座談會與研討會，

彙整專家、學者之專業意見與建議，完成探討我國以綠色金融配合綠能產業

發展之研析。 

 

 

資料來源：經濟部(2017b)。 

圖 1 我國能源轉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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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國未來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能源別 

2020 年 2025 年 

裝置容量 

（萬瓩） 

發電量 

（億度） 

裝置容量 

（萬瓩） 

發電量 

（億度） 

太陽光電 650 81 2,000 250 

風力 
陸域 80 80 120 29 

離岸 52 31 300 111 

地熱能 15 10 20 13 

生質能 76.8 56 81.3 59 

水力 210 47 215 48 

燃料電池 2.26 2 6 5 

總計 1,086.1 234 2,742 515 

註：發電量之轉換係數參見「106 年度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審定會－會議紀錄附件」

各類能源之參數值(經濟部, 2017a)。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2017b)、經濟部工業局(2016)。 

 

本專題報告除緒論外，第二章將說明綠色金融商品與服務，簡述綠色金

融概念，以及相關證券化應用；第三章則探討國內外綠色金融協助離岸風力

發展之案例及模式；第四章則就離岸風力實務運作議題進行深入討論，就「規

模評估與營運議題」、「產業發展、誘因機制、環境與社會議題」及「融資

授信、風險與保險議題」等面向，剖析我國離岸風力發展課題；第五章與第

六章，則分別彙整國內外太陽光電發展案例與融資架構，和參考國際能源技

術服務業成長經驗，歸納我國能源技術服務業發展與輸出之推動措施；最後

提出國內綠色金融發展之關鍵議題及提供後續推動策略規劃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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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綠色金融商品與服務概述 

一、綠色金融概念 

綠色金融概念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一為金融業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另

一層面則是金融業在進行相關金融活動時，將環境保護以及社會可持續發展

列入考量，亦即將與環境條件相關的潛在回報、風險和成本皆列入決策考

量。2003 由花旗集團(Citigroup)、荷蘭銀行(ABNAMRO)、巴克萊銀行(Barclays 

Bank)、與西德意志(West LB)等銀行，依據世界銀行的環境保護標準與國際

金融公司的社會責任方針，擬定著重環境和社會責任之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 EPs)。EPs 近年已成為大型銀行參與國際項目的「軟門檻」。綠色

金融所涵蓋之創新服務，主要可分為綠色融資(Green Financing)、綠色證券化

商品(Green Securitization)、綠色風險管理工具(Green Risk Management)以及

碳金融交易平台等四個構面，其內容項目如表 2 所示(王儷玲，2016)。 

 

表 2 綠色金融四大創新服務商機及其內容項目 

服務商機 內容項目 

綠色融資 

 綠能產業融資(Green industry Finance) 

 綠色房屋貸款(Green Mortgages) 

 綠色房屋改建貸款(Home Equity Loans) 

 綠色汽車貸款(Green Auto Loans)與綠色運輸貸款(Green Fleet 

Loans) 

 綠色信用卡(Green Credit Card) 

 綠色專案融資計畫(Green Project Finance) 

 綠色創投與私募股權(Green Venture Capital & Private Equity) 

綠色證券

化商品 

 綠色債券(Green Bond) 

 森林債券(Forest Bond) 

 綠色基金(Green Fund) 

 綠色指數(Green Index) 

綠色風險

轉移工具 

 綠色車險(Green Car Insurance) 

 綠色住宅保險(Green Home Insurance) 

 綠色商業責任保險(Green Liability Insurance) 

 綠色巨災債券(Green Catastrophe B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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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商機 內容項目 

 天氣衍生性金融商品(Weather Derivatives) 

 自然交換契約(Debt-for-Nature Swaps) 

碳金融交

易平台 

 碳基金(Carbon Funds) 

 碳保險(Carbon Insurance) 

 碳排放補償計畫(Carbon Offsetting) 

資料來源：王儷玲(2016)；中經院整理。 

 

為促進全球綠色金融之發展，綠色金融研究小組(Green Finance Study 

Group, GFSG) 於 2016 年 6 月在杭州 G20 領袖高峰會上發布「G20 綠色金融

綜合報告(G20 Green Finance Synthesis Report)」，關注 G20 國家金融系統發

展，以及其與國際組織合作和透過國際間合作之進展，同時意識到許多非

G20 國家亦採取相關行動。該報告概述七大方案如表 3 所示。 

 

表 3 彙整 G20 綠色金融綜合報告之七大方案 

方案名稱 內容概述 

提供策略政策

信號與框架 

策略政策訊號及框架有助於減少對綠色投資的知覺政策不

確定性(Perceived Policy Uncertainties)，補足許多廣闊的市場

和政策倡議，以履行或強化綠色金融，從而加速綠色金融之

發展。 

促進綠色金融

之自願原則 

自 願 性 原 則 (Voluntary Principles) 善用 以市場為導向

(Market-Led)之機會，使綠色金融在沒有潛在成本與因法規

而延宕之下向前推展。提倡自願性原則已成為眾多投資者中

的要項。 

擴大能力建構

之學習網絡 

學習網絡(Learning Networks)可促進綠色金融活動、改善資

訊流動性以及有助於提升分析能力。雖 G20 各國之國家進展

有限，但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夥伴關係 (Multi-Stakeholder 

Partnerships)在金融、保險和投資之間快速擴張卻顯而易

見。開發中國家需要建立一系列多方利益關係者的夥伴關係

平台以及綠色金融需求的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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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稱 內容概述 

支持綠色金融

市場在地發展 

除了銀行貸款與股權融資(Equity Finance)之外，綠色債券市

場為綠色金融提供一個長期融資替代來源。此方案在綠色基

礎設施投資(Gree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需求高，但長期

銀行貸款供應有限之國家別具價值。在七大方案中，此領域

發展非常強勁。各國政府在不同面向（如主權、國家及市政

等）發揮積極作用。政府在發展當地貨幣債券市場之努力，

全球綠色債券發行量自 2015 年 420 億美元至 2016 年迅速擴

增到 860 億美元。 

促進綠色債券

在國際間跨國

投資之合作 

綠色債券跨國投資機會有助於降低綠色債券融資成本，可能

增進全球投資者的回報，並支持在地債券市場之發展。國際

合作的進展較在地綠色債券市場發展更為緩慢，係因其需要

解決差異性問題，如各地定義、揭露要求和資本管控等障

礙。目前以雙邊合作(Bilateral Cooperation)的方式發展，特

別是在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之間會選擇此方式。 

鼓勵和促進環

境與金融風險

之知識共享 

環境及金融風險之發展能力通常涉及複雜且昂貴的技術與

挑戰，尤其對中小型金融業而言更是如此。知識共享因而具

有「公共財產(Public Goods)」的意味。開放且獨立的團隊一

旦開發知識物件及工具，可與所有感興趣的利益相關者分享

核心要素。 

改善綠色金融

活動措施及其

衝擊 

清楚明確的綠色定義、綠色金融資金流措施以及相關衝擊，

對於引導綠色投資資金流、政策制定者與監管者來說皆是很

重要的資訊，能夠幫助其達到政策目的。 

資料來源：G20 GFSG (2017)。 

 

二、綠色融資與綠色債券 

本節將說明綠色融資和綠色債券之相關定義與案例，提供國內業界參考

和應用，茲分述如後。 

 

(一）綠色融資 

1.綠色融資之定義 

國際間已分別對金融機構、機構投資人及保險業者建立「赤道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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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tor Principles, EPs)
1、「責任投資原則」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2及「永續保險原則」(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 PSI)

3

等綠色金融重要原則(郭涵如，2016)。其中，「赤道原則」適用對象為各產業

總投資金額在 1,000 萬美元(含)以上的新專案融資，或現有設備擴建或升級

可能對社會與環境造成重大影響之專案融資，係為綠色融資之範疇(郭秋榮等

人，2016；第一金控，2015)。此外，部分國家藉由政策金融機構或綠能融資

政策方案強化綠色融資(郭秋榮等，2016)。 

 

2.綠色融資國際案例說明 

德國政府對綠能產業的支持是全球有目共睹的，其綠色金融相關政策更

值得本文參考。以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KfW)為

例，其相關綠色金融的運作有四大特色：依據專法主導政策、透過政府擔保

降低資金成本、政府挹注長期資金承擔風險，以及運用政策補貼扶植綠色產

業，相關內容如表 4 所示。 

 

表 4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四大運作特色及其內涵 

運作特色 主要內容 

其依據專法

主導政策 

 於 1948 年設立，最初是為了二戰災後協助德國經濟復建而成

立，提供緊急融資資金及提供企業長期貸款。 

 基於《德國復興信貸銀行促進法》(KfW Law)，僅受聯邦財政

部(BMF)和聯邦經濟和科技部(BMWi)之監理。 

 而後著重於抵禦與適應氣候變遷與環境保護等永續議題上。 

透過政府擔

保降低資金

成本 

 資金來源：資本市場發債占 9 成，其餘來自政府預算。 

 由政府擔保發行之債券，因信評等級高且取得資金成本低，

使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能以低利再轉融資給商業銀行。 

政府挹注長

期資金承擔

風險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主要提供資本支出或生產性之政策

貸款，貸款期限約在 10 年或 20 年，且多為固定利率。 

 做法為轉融資給商業銀行再轉貸給借款人，而不對自然人及

企業直接放款，但其可直接投資或購買綠色債券。 

 年度盈餘一律轉存法定和特殊準備金，以供充實資本。 

                                                        
1
 用來確定、評估及管理融資對象的環境和社會風險的一套風險管理規範，採行赤

道原則的金融機構，承諾僅會為符合赤道原則條件的對象提供貸款。 
2
 提供機構投資人投資準則，讓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議題融入投資決策當中。 
3
 提供保險業者將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議題納入保險事業活動的全球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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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特色 主要內容 

運用政策補

貼扶植綠色

產業 

 德國財政部門委託銀行管理綠色政策貸款補貼機制，授權銀

行可獲得利息補貼並藉此開發不同政策性之低利貸款，提供

給其他商業銀行。 

 商業銀行再為發展再生能源、提升能源效率，以及防止或減

少環境污染等項目提供相關優惠利率貸款給企業。 

資料來源：張蕙嬿(2016)、郭涵如(2016)，頁 7。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透過政府擔保降低資金成本，從資本市場發債而來的

資金占 90%，其餘來自政府預算。資金運用係透過銀行承作優惠放款或專案

投資，對象包括個人、企業、非營利機構及市政府等，如圖 2 所示(郭涵如, 

2016)。 

 

 

資料來源：郭涵如(2016)。 

圖 2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運作模式 

 

3.我國綠色融資推動現況 

金管會已於 2014 年指示銀行公會將「赤道原則」納入銀行授信準則，

藉此提醒銀行重視貸款企業之社會與環境影響和風險(郭涵如，2016；李欣

怡，2015)。第一金控於 2014 年 2 月決議將其納入授信審查準則訂定「綠色

融資審查原則」，適用範圍為全體企業授信戶且不限授信金額，為國內首家

金融業將赤道原則納入授信審查，協助綠色產業獲得營運發展所需資金，相

繼推出「節能產業第一推手」、「再生能源創能貸款」及「綠色能源產業貸

款」等融資專案，支持節能產業發展(行政院環保署，2015；第一金控，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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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則於 2015 年採納赤道原則，以金流協助台灣低碳轉型，其對電廠

和家戶提供太陽能設備融資貸款等低利融資專案(李欣怡，2015)。  

在綠能產業融資方面，金管會已將綠色金融列為最重要推動政策之一，

目前已推動綠色金融相關措施包括協助綠能產業取得融資、引導保險業資金

投資公共建設、提供多元化籌資及取得資金管道以及強化綠色金融人才培

育，彙整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可知，在風險可控下，藉由「獎勵本國銀行辦

理新創重點產業放款方案」鼓勵銀行對新創重點產業（含綠能科技）提供融

資服務，並將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貸款成數自八成提高至九成，協助綠能產業

取得融資。另依「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

法」之規定，引導保險業資金投資電力等公用事業之設施。若修正保險法第

146 條之 5 能三讀通過完成立法，將使保險業可擔任被投資公司董監席次，

但以不超過三分之一為限，有助於引導保險業資金投入綠能產業，推動如綠

色債券、以投資綠色產業為主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及編製綠色股票/債券

指數等金融商品，擴展民間資金管道(金管會，2016)。 

 

表 5 金管會推動綠色金融相關措施 

推動色金融措施 措施要點 

協助綠能產業取

得融資 

 銀行公會擬訂「獎勵本國銀行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放款

方案」。 

 銀行公會已將赤道原則納入銀行授信準則。 

 鼓勵金融機構積極配合辦理節能減碳或綠能產業之

政策性貸款。 

引導保險業資金

投資公共建設 

 保險業資金可專案投資包括電力等公用事業之設施。 

 未來保險業可能可依法擔任不超過三分之ㄧ被投資

公司董監席次。 

提供多元化籌資

及取得資金管道 

 已建置上市櫃、興櫃、創櫃及股權群眾募資等多層次

資本市場。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定具市場性之綠能產業申請上

市櫃，得不受設立年限及獲利能力之限制。 

 研議推動綠色金融商品，讓社會大眾一同參與綠能產

業發展。 

強化綠色金融人

才培育 

 透過金融研訓院等金融周邊機構辦理相關課程，培育

綠色金融人才。 

資料來源：金管會(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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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色債券 

1.綠色債券及綠色債券原則之定義 

綠色債券(Green Bonds)係為具環境永續利益的新項目或既有項目募集

資金的融資工具，將籌集來的資金專門用於綠色專案(Green Projects)部分，

或全部之融資或再融資(Re-Finance)，可為任何形式的債券。綠色債券原則

(Green Bond Principles, GBP)為建議綠色債券市場透明化(Transparency)和資

訊揭露(Disclosure)的自願性程序指南(Voluntary Process Guidelines)，在綠色

債券市場之發展倡導誠信，旨在廣泛使用於各種市場參與者，並提供所需資

訊以增加資本分配，進而在無任一仲裁者(Arbiter)之下達到環境永續之目的

(ICMA, 2016b)。 

 

2.綠色債券原則四大要素及綠色債券種類 

綠色債券原則係由國際資本市場協會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Association, ICMA)制定，組成四大要素為發債所得資金(Proceeds)之使用規

範(Criteria)、專案項目(Project)評估及篩選之過程、發債所得資金之管理，以

及資金實際流向之報告，詳如表 6 所示(ICMA, 2016a)。 

 

表 6 綠色債券原則四大要素 

要素 主要內容 

發債所得資金

(Proceeds) 之 使

用規範(Criteria) 

發行債券所得的資金必須用於綠色項目，包括再生能源、

減排、持續發展、氣候變化相關等項目，並須在法律文件

上作適當披露。 

專 案 項 目

(Project)評估及

篩選之過程 

發行人須明確指出其選定綠色項目的過程、條件等。 

發債所得資金

之管理 

發行人須提供妥善追蹤有關款項的機制，設定程序確保該

筆資金用於綠色項目上。 

資金實際流向

之報告 

發行人應能隨時提供相關綠色款項配置的資訊，透過完善

的溝通機制盡量提高資金使用的透明度。 

資料來源：羅羽庭(2016)。 

 

此外，該原則建議揭露精準且完整之永續資訊與數據，發行人須向利害

關係者報告，並使投資者將相關資訊與數據用於策略決策(Strategic Decision 



14 

Making)，可透過外部認證確使綠色債券發行過程符合綠色債券原則，外部

認證方式有四，說明如下(ICMA, 2016b；官佳璿，2017)： 

(1) 顧問審查(Consultant Review)：發債過程由公認的環境永續或發行綠色債

券其他面向的專業顧問，對發債架構提出建議。「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s)可能歸於此類。 

(2) 驗證(Verification)：發行人可透過合格的驗證機構（如審計人員(Auditors)）

對綠色債券或標的資產(Underlying Asset)進行獨立驗證。相較於認證

(Certification)，驗證較著重於查核發行綠色債券過程與發行人內部標準

(Internal Standards)或索賠(Claims Made)的一致性。標的資產之環境永續性

評估可稱作「驗證(Verification)」，亦可參考外部準則(External Criteria)。 

(3) 認證(Certification)：發行人可透過外部綠色評估標準對綠色債券、綠色

債券架構以及合法的使用過程(Use of Proceeds)進行認證。由合格第三方/

認證機構測試其與準則之一致性，該準則由評估標準定義之。 

(4) 評級(Rating)：由合格的第三方評估綠色債券或綠色債券架構，第三方可

為專業研究機構或評等機構。綠色債券評級與發行人環境、社會與治理評

級(ESG Rating)不同，綠色債券評級通常適用於個人證券或綠色債券架構/

計畫。 

而現行之綠色債券有四種類型，分別為綠色用途債券(Green Use of 

Proceeds Bond)、綠色收益債券(Green Use of Proceeds Revenue Bond)、綠色專

案債券(Green Use of Proceeds Project Bond)、綠色證券化債券(Green Use of 

Proceeds Securitized Bond)，詳如表 7 所示，值得注意的是用來取代綠色債券

的債券需符合前述四個主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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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綠色債券類型 

類型 主要內容 

綠色用途

債券 

 基於債務責任，投資者對發行者具追索權。 

 籌得款項(Proceeds)將被記入子帳戶(Sub-Account)、轉移至子投

資組合(Sub-Portfolio)或是被發行者追蹤，並透過正規內部流程

證實其與發行者針對合格綠色專案之貸出和投資交易有關聯。 

 建議發行者向投資者報告尚未分配的籌得款項將暫時如何處

置。 

綠色收益

債券 

 基於債券之信用曝險(Credit Exposure)，意即抵押收益來源

(Revenue Streams)、服務費(Fees)和稅收等現金流，以及債券籌

得款項之使用未必投入綠色專案，投資者對發行者不具追索

權。 

 籌得款項將被記入子帳戶、轉移至子投資組合或是被發行者追

蹤，並透過正規內部流程證實其與發行者針對合格綠色專案之

貸出和投資交易有關聯。 

 建議發行者向投資者報告尚未分配的籌得款項將暫時如何處

置。 

綠色專案

債券 

 單一或數個綠色專案之債券，無論投資者對發行者具追索權

與否，投資者已直接暴露在綠色專案風險下。 

綠色證券

化債券 

 單一或數個特定的綠色專案，包含但不限於債券、ABS、MBS

及其他結構。 

 此類型含括太陽能屋頂和/或能源效率等資產證券化。 

資料來源：ICMA(2016b)。 

 

在專案項目評估及篩選過程方面，綠色債券原則適用領域於 2016 年更

新為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cy)、污染防治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自然資源永續管理(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Living Natural Resources)、陸生及水生生物多樣性保護(Terrestrial and 

Aquatic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清潔運輸(Clean Transportation)、永續水

資源管理(Sustainable Water Management)、氣候變遷調適(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以及具生態效益之產品、生產技術及製程(Eco-efficient Product,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nd Processes)，詳如表 8 所示，各項說明包含但不限

於簡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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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綠色債券原則之綠色投資類別 

項目 簡述 

再生能源 包含再生能源之生產、運輸、器械及產品等。 

能源效率 
如新建或翻新建築物、儲能、區域供熱、智慧

電網、器械和產品之能源效率。 

污染防治 

包含廢水處理、溫室氣體控制、土地復育、循

環利用廢棄物能源化、產品附加價值來自廢棄

物與再製以及相關環境監測分析。 

自然資源永續管理 

包含永續農、林、漁及水產養殖業，以及氣候

智慧型農場(Climate Smart Farms)引入生物保

護法 (Biological Crop Protection)或滴水灌溉

法(Drip Irrigation)。 

陸生及水生生物多樣性保護 包括沿岸、海洋及流域環境。 

清潔運輸 

如電動車輛、混合動力車輛、大眾運輸、鐵路、

無 動 力 車 輛 、 多 運 具 運 輸 (Multi-Modal 

Transportation)、潔淨能源車輛與有害排放減量

之基礎設施。 

永續水資源管理 

如淨水/飲用水永續基礎設施、都市排水系統

(Urban Drainage Systems)以及河流整治(River 

Training)和其他形式的防洪措施。 

氣候變遷調適 
包 含 情 報 支 援 系 統 (Information Support 

System)，如氣候觀測站和預警系統。 

具生態效益之產品、生產技

術及製程 

如對環境比較友善的發展與宣導、生態標章或

認證之產品、有效率的包裝及配送 

資料來源：ICMA(2016b)。 

綠色債券原則的參與者分為兩個層面，其一為參與綠色債券發行(Green 

Bond Issuance)之成員，分為發行者 (Issuers)、投資者(Investors)以及承銷商

(Underwrites)，2016 年共有 107 個參與者，其中有發行者占 22%、投資者占

27%以及承銷商占 51%(ICMA, 2016a)。對投資者與發債者而言，發行綠色債

券的優缺點如表 9。其二為其他有興趣參與的觀察者(Observers)，據統計 2016

年有 56個觀察者，其中服務提供者(Services Providers)與非政府組織(NG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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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各占 34%，法律/會計師事務所(Law/Accounting Firms)占 16%，銀行

占 7%，受監管市場(Regulated Markets)及保險業者(Insurance Cie)僅各占 2%；

綠色債券亦受國際及國家既有法規規範，因此，綠色債券原則委員會提供自

願性程序指南(Voluntary Process Guidelines)，建議綠色債券市場透明化及資

訊揭露；其次，當綠色債券符合綠色債券原則之定義，其認證受綠色債券原

則支持(ICMA, 20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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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綠色債券對投資者與發債者之利弊 

 優點 缺點 

投

資

者 

 投資者可經由環境效益平衡「風險調整後投

資報酬」(Risk-Adjusted Financial Returns)。 

 合乎「環境、社會及治理原則」(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要求及綠色投

資指令(Green Investment Mandates)。 

 在不透明的固定收益市場 (Fixed Income 

Markets)，透過發債所得資金用途報告提升

風險評估。 

 運用單一經營法(Pure-Play)、專案和資產擔

保證券(Asset Backed Securities, ABS)抵禦投

資組合之氣候政策風險 (Climate Policy 

Risks)，投資組合含括排放密集度資產。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認可非

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的「氣候行動」。 

 小型和新興市場（和流

動性可能較低的市

場），債劵規模小。 

 缺乏統一的標準將徒

增混淆，且假使債券之

綠 色 誠 信 (Green 

Integrity)受到質疑，可

能提高聲譽風險。  

 綠色誠信之法律強制

範圍有限。 

 缺乏標準化(Standardi- 

Zation)可能造成研究

複雜性，並需要進行實

質調查(Due Diligence, 

DD)，其未必能落實。 

發

行

者 

 示範與實施發行人對 ESG 議題之解決途徑。 

 投 資 者 需 求 強 勁 可 能 導 致 超 額 認 購

(Oversubscription)，並增加發行規模之潛力。 

 提升發債人之投資者基礎(Investment Based)

多元化，可減少暴露在債券需求波動中。 

 在綠色債券市場有更多買入持有型投資者

(Buy and Hold Investment)，其致使債券在第

二市場波動較低。 

 聲譽利益(Reputation Benefit)（例如市場推廣

可凸顯發行人的綠色證書(Green Credential)

與支持綠色投資）。 

 永續策略的清晰度及增強可信度（用行動證

明承諾）。 

 綠色債券初設過程中，大部分的發行成本達

到經濟規模。 

 一次性或連續性之交

易成本，標章及相關行

政、認證、報告、驗證

以及監控要求（成本估

算變化）。 

 假使債券的綠色證書

受到挑戰，將有聲譽風

險(Reputational Risk)。 

資料來源：OECD(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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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綠色債券國際案例說明 

在歐美國家方面，德國除了現行德國國有銀行（如德國復興信貸銀行

(KfW)和北威州銀行(NRW)）發債活動與投資活動（如 KfW 綠色債券投資組

合）之外，德國銀行公會(Association of German Public Banks, VÖ B)啟動「德

國綠色債券倡議(Green Bond Initiative Deutschland)」以提升民眾意識與支持

能力建構和知識共享。西班牙之馬德里自治區(Comunidad de Madrid)秉承綠

色債券原則 (Green Bond Principles) 與部分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發起 5 年以歐元計價之永續債券，2017 年 4 月

18 日已募資 7 億歐元。巴西永續發展商會(Brazilian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EBDS)在 2016 年 10 月發布「綠色債券發行指引

(Guidelines for Issuing Green Bonds)」(G20 GFSG, 2017)。 

在亞太地區方面，中國大陸 2016 年建立「建立綠色金融體制指南

(Guidelines for Establishing the Green Financial System)」。日本東京都政府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of Tokyo)宣布綠色債券發行規劃。南韓企畫財政部

(Ministry of Strategy and Finance)正在開發「綠色債券指南 (Green Bond 

Guidelines)」。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提

出「綠色債券資助方案(Green Bond Grant scheme)」鼓勵發行綠色債券。在此

方案下，符合條件的發債可抵消綠色債券獲得外部審查(External Review)之應

占成本。印尼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OJK)在 2017 年 2

月宣布將在 2017 年對綠色債券發行制定框架與法規。同時，發行再生能源、

能源效率、有機農作以及棕櫚油之「自願性融資指南(Voluntary Financing 

Guidelines)」(G20 GFSG, 2017)。 

綜觀全球綠色債券市場，歐美（如德國、西班牙及巴西等）及亞太地區

（如中國、日本、新加坡及印尼等）各國皆有相關舉措與發展，以下特以德

國與中國大陸為例，進一步說明其相關內容： 

(1)德國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支持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 (Responsible 

Investment)，在與環境相關的融資專業上已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具備全面性

永續途徑(Holistic Sustainability Approach)，在綠色債券投資者日益增長下，

該銀行發行綠色債券之目標有三：(1)為環境專案計畫籌集資金；(2)強化資本

市場的基礎設施以融通環境專案計畫；(3)積極捐助以對抗氣候變遷。期望能

促進資本市場的責任投資、強化與投資者的交流穩定性、吸引新的投資者，

以及透過新的品質標準與增加資產流動性以推動綠色債券市場(KfW, 2016)。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在全球環境、社會及治理 (Environment, Society, 

Governance, ESG)層面上係首屈一指，其發行之綠色債券為創新商品，德國

永續信用評等機構 Oekom Research 評定該綠色債券之信用評級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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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陸國際氣候與環境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in Oslo, CICERO)亦予以「深綠色」(Dark Green)評級，

意即可實現的最佳評級。其次，德國復興信貸銀行發行綠色債券對環境和社

會具正向衝擊，在環境方面，德國巴登符騰堡州太陽能與氫能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olar Energy and Hydrogen Research Baden-Württemberg, ZSW)進

行環境影響評估，估計每 100 萬歐元的綠色債券投資，可使溫室氣體減量 800

噸/年(此為該中心評估 2010-2014 年之平均值)；在社會方面，除了創造及保

障就業之外，同時減少德國能源進口和降低化石燃料燃燒成本與外部成本

(如：避免危害環境和健康) (KfW, 2016)。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推動「再生能源標準計畫」，為使用再生能源（如：

太陽能、生質能、氫能和風能）之發電廠（含汽電共生）提供專案融資服務。

該銀行發行綠色債券籌措資金，綠色債券以多種貨幣與規模發行，發債所得

資金係以先進先出法(First-In First-Out, FIFO)在綠色債券帳戶中進行管理，該

帳戶為一獨立帳戶資產(Separate Account)，只要符合「再生能源標準計畫」

的要求即可直接提領，款項自獨立內部帳戶(Separate Internal Account)扣除。

發債所得資金預設限於發行當年度使用，且須向投資者報告任何綠色債券發

債所得資金之流向，該銀行認為時至當年度末，發債所得資金將全部分配至

各專案計畫中。此外，該銀行亦認為其發行的任何綠色債券之到期日，不會

超過先前在「再生能源標準計畫」貸款協議之年平均債期。該銀行發行之綠

色債券遵循綠色債券原則，相關內容如表 10 所示。過去發行之綠色債券相

關資訊綜整如表 11 所示，另據 2014 年綠色債券年度報告顯示，依再生能源

產業與國別進行資金分配，占比最高者分別為風能(80%)與德國(75%)(KfW, 

2016)。另據奧斯陸國際氣候與環境研究中心 2015 年發布的報告顯示，OECD

國家與非 OECD 國家均在放款範圍內，但目前尚無放款給非 OECD 國家的

紀錄，且仍以德國國內為主，其占總貸出金額之 90%，剩餘 10%則借貸予其

他 OECD 國家(CICER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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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綠色債券遵循綠色債券原則 

綠色債券原則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之綠色債券 

發債所得資金

之使用規範 

 在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再生能源標準計畫」下之再生

能源專案計畫。 

專案計畫評估

及篩選之過程 

 透過「再生能源標準計畫」之貸款，證明透明度高。 

 奧斯陸國際氣候與環境研究中心(CICERO)予以「深綠

色」，意即最佳評級。 

發債所得資金

之管理 

 發債所得資金淨額分配至內部帳戶中，僅作為支付「再

生能源標準計畫」款項之使用。 

 CICERO 和 Oekom 皆予以信用好評，其中 Oekom 評定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綠色債券為「b
+」。 

資金實際流向

之報告 

 直至發債所得資金完全分配為止，以季報形式說明資

金流向。 

 基於德國巴登符騰堡州太陽能與氫能研究中心(ZSW)

提供的外部評估結果，每年提出最終影響報告。 

資料來源：KfW(2016)。 

 

表 11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 2014-2015 年之綠色債券 

年份 綠色債券類型及發債所得資金 

2014 
 發行歐元(EUR)及美元(USD)等兩種綠色債券。 

 發債所得資金淨額為 27 億歐元。 

2015 

 發行澳元(AUD)、英鎊(GBP)、歐元(EUR)、美元(USD)

及瑞典克朗(SEK)等五種綠色債券。 

 發債所得資金淨額為 37 億歐元。 

資料來源：KfW(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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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大陸 

國務院(State Council)在 2016 年 8 月批准「建立綠色金融體制指南

(Guidelines for Establishing the Green Financial System)」，激勵與促進綠色貸

款、綠色債券、綠色基金(Green Funds)、綠色保險(Green Insurance)與強制性

環境訊息揭露(Mandatory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s)等。中國證券

監督管理委員會(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公開鼓勵中

國投資者簽署「投資自願性原則(Principles of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隨著國內綠色債券商品與綠色債券指引之發布，國內外綠色債券發行量自

2015 年之 10 億美元攀升至 2016 年之 340 億美元(G20 GFSG, 2017)。 

在中國大陸發行綠色債券流程與一般債券類似，但更加強調治理

(Governance)、可追溯性(Traceability)及透明度(Transparency)之設計，以增強

投資者信心。荷蘭 KPMG 為國際著名的會計師事務所網絡，其在中國大陸

之會員（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企業諮詢（中國）有限公司以及畢馬

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簡易概述在中國大陸發行綠色債券之過程如圖 3 所

示，不同地區可能存有差異。 

 

 

資料來源：KPMG（中國）(2016)。 

圖 3 中國大陸之綠色債券發行過程 

 

4.我國綠色債券推動現況 

為了協助綠能科技產業籌資並促進環境永續發展，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建立我國綠色債券櫃檯買賣制度，金融監察管理委員會於 2017 年 4

月 18 日發布「綠色債券作業要點」以利市場參與者遵循，內容如表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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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綠色債券作業要點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協助綠能科技產業籌集資

金、促進環境永續發展，並建

立我國綠色債券櫃檯買賣制

度，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揭櫫本作業要點訂定之意旨。 

第二條 本作業要點所稱綠色債券係

指經本中心認可綠色債券資

格之有價證券。 

明定綠色債券之定義。 

第三條 發行人發行下列之有價證

券，符合第四條規定者，得向

本中心申請綠色債券資格認

可： 

一、依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

第六條、第七條或第十五

條規定，申請櫃檯買賣之

普通公司債或金融債券。 

二、依本中心外國有價證券櫃

檯買賣審查準則第三十

六條規定，申請櫃檯買賣

之新臺幣計價外國普通

債券。 

三、依本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

券管理規則第三條規

定，申請櫃檯買賣之有價

證券。但具股權性質之有

價證券除外。 

明定得申請綠色債券資格認可

之有價證券為其所募資金用途

範圍符合第四條規定，且不含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包含本國發

行人所發行之新臺幣或外幣計

價之普通公司債及金融債券、外

國發行人所發行之新臺幣或外

幣計價之普通公司債。 

第四條 發行人申請綠色債券資格認

可，應依其有價證券種類分別

符合下列資金用途： 

一、普通公司債：發行人所

募集之資金全部用於綠

色投資計畫支出或償還

綠色投資計畫之債務；外

國金融機構所募集之資

金全部用於綠色投資計

畫之放款。 

參考國際金融市場慣例，訂定

綠色債券資金用途應全部用於

綠色投資計畫支出、償還綠色

投資計畫之債務或綠色投資計

畫之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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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債券：發行人所募

集之資金全部用於綠色

投資計畫之放款。 

第五條 前條所稱綠色投資計畫係指

投資於下列事項，並具實質改

善環境之效益者： 

一、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

展。 

二、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

源節約。 

三、溫室氣體減量。 

四、廢棄物回收處理或再利

用。 

五、農林資源保育。 

六、生物多樣性保育。  

七、污染防治與控制。 

八、水資源節約、潔淨或回

收循環再利用 。 

九、其他氣候變遷調適或經

本中心認可者。 

前項綠色投資計畫須經政府

機關出具符合綠色投資計畫

之證明文件，由國內外認證機

構出具符合綠色投資計畫之

評估意見或認證報告，發行人

為本國銀行或具能源供應專

業之國營事業者，自行依國際

金融市場慣例之綠色債券原

則出具符合綠色投資計畫之

評估意見。 

本作業要點所稱具能源供應

專業者，係 指能源管理法第

四條規定之能源供應事業。 

一、明定綠色投資計畫之範圍

及認定方式。 

二、參考「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一

款至第九款有關溫室氣體

減量或氣候變遷調適之相

關項目，訂定本條第一款

至六款之綠色投資計畫範

圍，另參考國際資本市場

協會 (ICMA)及氣候債券

倡議組織 (CBI)所定綠色

項目之範圍，訂定第七款

至第九款及其他經本中心

認可之綠色投資計畫範

圍，以資周延。 

三、為客觀評估發行人所提之

綠色投資計畫具實質改善

環境之效益，爰訂定第二

項規定，規範綠色投資計

畫應經政府機關  出具證

明文件或由國內外認證機

構出具評估意見或認證報

告。 

四、考量本國銀行所發行之綠

色債券（金融債券），資金

用途係用於綠色投資計畫

之放款，並未直接參與或

申請綠色投資計畫，爰訂

定其得依循國際金融市場

慣例之綠色債券原則（如

國際資本市場協會(ICMA)

所定之綠色債券原則，包

括綠色投資計畫、計畫項

目的評估與篩選流程，及

環 境 持 續 性 目 標 等 原

則），自行評估其綠色投資

計畫並出具評估意見，以

代替外部機構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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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量能源供應專業之國營

事業，已具備多元化能源

及綠色能源相關科技之專

業知識與技能，且其預算

支出係為配合政府施政計

畫而訂定，另其資本支出

與公司債發行皆須依國營

事業管理法經行政院或立

法院審議通過，爰規範其

得檢附相關預算案等書

件，依循國際金融市場慣

例之綠色債券原則（如國

際資本市場協會 (ICMA)

所定之綠色債券原則，包

括綠色投資計畫、計畫項

目的評估與篩選流程，及

環 境 持 續 性 目 標 等 原

則），自行評估其綠色投資

計畫並出具評估意見，以

代替外部機構之認證。 

六、明定具能源供應專業之事

業者，係指能源管理法第

四條規定之能源供應事

業。（目前符合能源供應事

業之國營事業包含台電與

中油） 

第六條 本作業要點所稱認證機構，係

指依國際金融市場慣例或國

內實務狀況，具備評估或認證

綠色投資計畫、資金運用計畫

或資金運用情形之專業能

力，並具相關評估或認證經驗

者。 

認證機構所出具之評估意見

或認證報告有虛偽、隱匿之情

事者，本中心得撤銷或廢止經

其評估或認證之相關綠色債

券資格並於一年內拒絕接受

其出具之評估意見或認證報

告。 

一、考量綠色債券國際市場實

務，提供綠色債券認證之

機構範圍廣泛，包含會計

師事務所、環境評估機

構、科學研究機構、社會

責任諮詢顧問及評等機構

等，為與國際市場接軌，

爰於第一項訂定認證機構

之資格條件。 

二、為強化對認證機構之管

理，爰訂定認證機構出具

虛偽或隱匿之評估意見或

認證，報告等情形之處

置，俾利市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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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發行人申請綠色債券資格認

可，應檢具綠色債券資格認可

申請書（附表一及附表二），

連同應檢附書件，載明其應記

載事項，向本中心申請。 

明定發行人向本中心申請綠色

債券資格認可之申請書件與作

業程序。 

第八條 發行人申請綠色債券資格認

可，本中心於申請書件送達之

日起三個營業日內完成審

查。但有特殊情形，得簽報核

准後延長審查。 

經本中心審查前項書件齊

備，並符合本作業要點規定

者，本中心得出具綠色債券資

格認可文件；如審查發現有申

請書件不完備或記載事項不

充分者，應限期請其補正；逾

期未補正者，即簽報予以退

件。 

發行人應於前項認可文件發

文日起兩個月內向本中心申

請債券櫃檯買賣，逾期該認可

文件失其效力。 

一、為利審查作業之管理，爰

訂定第一項與第二項本中

心綠色債券資格認可申請

案件之審查要點、程序及

期限。 

二、為利管理綠色債券資格認

可文件之使用情形及維護

其參考性，爰訂定第三

項，規範綠色債券資格認

可文件之時間效力。 

第九條 發行人申請綠色債券資格認

可，應訂定綠色債券資金運用

計畫，且須經認證機構出具對

其綠色投資計畫具有可行

性、合理性及有效性之評估意

見或認證報告。但發行人為具

能源供應專業之國營事業

者，得檢附其經行政院或立法

院審議通過之預算案，說明其

預算案與綠色債券資金運用

計畫之相關性自行出具評估

意見。 

一、為確保發行人所募資金的

管理應符合綠色投資計畫

之用途，爰訂定發行人應

訂定綠色債券資金運用計

畫，且該計畫應經認證機

構評估對其綠色投資計畫

具有可行性、合理性及有

效性。 

二、考量能源供應專業之國營

事業，其專案投資計畫與

公司債發行，皆須經行政

院或立法院審議通過，且

國營事業管理法已規範其

須依指定用途使用公司債

債款，爰訂定其得檢附經

行政院或立法院審議通過

之預算案資料，說明其預

算案與綠色債券資金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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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之相關性，並自行出

具資金運用計畫可行、合

理及有效之評估意見，以

代替外部機構之認證。 

第十條 發行人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

綠色投資計畫或綠色投資計

畫之放款、認定標準、環境效

益評估、資金運用計畫及認證

機構之相 關資訊等內容。 

為利投資人了解綠色債券相關

資訊，爰訂定發行人之綠色債券

公開說明書應揭露綠色投資計

畫之相關內容。 

第十一條 發行人應於綠色債券存續期

間或所募資金運用期間，每會

計年度終了後三十日內，由認

證機構出具對資金運用情形

是否符合資金運用計畫之評

估意見或認證報告。但發行人

為具能源供應專業之國營事

業者，得依據相關預算案執行

情形之帳務明細，自行出具相

關評估意見。 

發行人應於前項期限內，將資

金運用情形及其評估意見或

認證報告輸入本中心指定之

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 

一、色債券存續期間使投資人

了解發行人所募資金之執

行情形，並考量資金可能

於債券到期前提前用畢，

發行人於所募資金運用完

畢後，得無須持續定期辦

理公告，爰訂定第一項規

定。 

二、為客觀評估發行人所募資

金是否依循資金運用計畫

確實運用，爰訂定資金運

用情形須經認證機構出具

評估意見或認證報告。 

三、考量能源供應專業之國營

事業，其資本支出與公司

債發行皆經行政院或立法

院審議通過，而決算書則

須經審計部審核且國營事

業管理法已規範其須依指

定用途使用公司債債款，

爰訂定其得依據相關預算

案執行情形之帳務明細，

自行出具資金運用情形是

否符合其資金運用計畫之

評估意見，以代替外部機

構之認證。 

四、為利市場投資人了解綠色

債券之資金運用情形，爰

訂定第二項規定，以規範

發行人須定期辦理資金運

用情形之市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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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發行人依第七條、第十條及前

條規定檢送之相關申請書件

或申報資訊，如有虛偽或隱匿

之情事者，本中心得撤銷或廢

止其綠色債券資格。 

發行人未依前條規定辦理申

報作業或資金用途不符合資

金運用計畫者，本中心得通知

發行人限期補正或改善，逾期

未補正或改善者，本中心得廢

止其綠色債券資格。 

發行人因資金用途變更，致有

不符合第四條規定之情事

者，應向本中心申請廢止其綠

色債券資格。 

一、為強化對發行人之管理，

爰訂定發行人所檢送之相

關書件或資訊申報作業有

虛偽、隱匿之情事者、以

及發行人未依前條規定辦

理申報作業或資金用途不

符合資金運用計畫者，本

中心得撤銷或廢止其綠色

債券資格之處置。 

二、明定發行人遇有資金用途

範圍變更，致不符合原約

定之綠色投資計畫者，應

向本中心申請廢止其有價

證券之綠色債券資格。 

第十三條 

 

本作業要點經報奉主管機關

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

同；作業要點中相關附表之增

刪或修正，則奉本中心總經理

核定後施行。 

訂定本作業要點之實施及修正

程序。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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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19 日綠色債券上櫃掛牌，首批發行綠債之銀行為玉山、凱

基、中國信託以及永豐銀行，東方匯理銀行則於 2017 年 7 月跟進，5 家金融

機構發債總額約為新台幣 87.5 億元(孫中英和王奐敏，2017；蔡怡杼，2017)。

此外，中油公司及台電公司亦發行綠色債券。中油公司於 2017 年 9 月 20 日

發行總額為 28 億元的綠色債券，為期 10 年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 1.16%，

所募資金將全數用於天然氣接收站相關擴增計畫，符合「溫室氣體減量」之

綠色計畫類別(林燦澤，2017)。台電公司則為了籌措能源開發及發展綠能所

需資金，2017 年 11 月 3 日經常務董事會通過預定於 12 月中旬發行「106 年

度第 4 期無擔保公司債」147 億元，其中，7 年及 10 年期公司債取得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綠色債券資格認可，規模高達 83 億元，所募得資金將

全數用於「溫室氣體減量」、「污染防治與控制」以及「再生能源及能源科

技發展」等三大類綠色投資計畫，發行條件如表 13 所示(台灣電力公司，

2017a)。截至 2017 年底為止，已有 5 家金融機構、2 家企業發行綠色債券，

實際發行金額共計約新台幣 198.5 億元。 

 

表 13 台電公司發行「106 年度第 4 期無擔保公司債」之條件 

 5 年普通公司債 
7 年普通公司債

（綠色債券） 

10 年普通公司債

（綠色債券） 

發行規模 64 億元 56 億元 27 億元 

發行利率 0.88% 1.04% 1.15% 

計息 採固定利率計息，每一年付息一次 

還本 
自發行日起屆滿第 4、5

年各還本二分之一 
到期一次還本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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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外綠色金融協助離岸風力發展案例 

一、英國綠色投資銀行 London Array 離岸風場 

依據綠色投資銀行 2016 年報顯示，2015-2016 年度直接投資總額為 7.699

億英鎊，投資組合以產業、投資方式及投資階段作為區分，如表 14 所示(UK 

GIB, 2016)。由該表可知，離岸風力是綠色投資銀行主要標的，投資方式以

股權投資為主，且建置階段占總投資的 75%。 

 

表 14 英國綠色投資銀行之投資組合 

項目 
投資組合 

類別 占比 

投資產業 

離岸風力 60% 

廢棄物與生質能源 23% 

能源效率 11% 

社區型再生能源 6% 

投資方式 

非槓桿權益(Unlevered equity) 43% 

槓桿權益(Levered equity) 7% 

債權投資 19% 

基金 27% 

管理帳戶(Managed account) 4% 

投資階段 
建置階段 75% 

營運階段 25% 

資料來源：UK GIB(2016)；中經院整理。 

 

英國倫敦陣列(London Array)係歐洲最大的離岸風力發電場，一系列環境

相關研究顯示泰晤士河(Thames Estuary)河口外為適合發展風力發電的區

域，因而催生「倫敦陣列計畫」，2003 年皇冠地產公司(Crown Estate)給予倫

敦陣列公司(London Array Ltd)50 年的場地(海域以及至岸上之電纜線路)租

賃，分別於 2006 及 2007 年核准離岸與岸上的工程規劃，離岸風場(Offshore 

Wind Farm)總發電量預定為 1GW，分為兩階段施工。第一階段之離岸施工期

間為 2010 年夏季至 2012 年 12 月，岸上變電站(Onshore Substation)則於 2012

年 10 月竣工，整個風力發電場於 2013 年 3 月起由營運與維護團隊接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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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量為 630MW。第二階段施工因環境影響評估及技術問題等不確定因子，

於 2014 年 2 月宣告終止4
(台灣船舶網，2014)。倫敦陣列風力發電場基本資

訊如表 15 所示。 

 

表 15 倫敦陣列風力發電場基本資訊 

項目 數據 

離岸區域 100 平方公里 

風力發電機組(Wind Turbines) 175 部 

離岸變電站(Offshore Substations) 2 個 

離岸電纜線(Offshore Cabling) 將近 450 公里 

岸上變電站(Onshore Substations) 1 個 

發電量 630MW 

供電量 每年可供應將近 50 萬個英國家庭用電 

二氧化碳減排量 92.5 萬噸 

資料來源：London Array 官網分頁資訊(http://www.londonarray.com/the-project-3/)。 

 

英國倫敦陣列專案總需募金額達 266 百萬英鎊。首先，由英國綠色投資

銀行(GIB)直接投資 58.6 百萬英鎊，再利用此筆投資再融資(Refinance)引入馬

斯達爾公司(Masdar)以持有 20%的股權(Equity Stake) (UK GIB, 2016)。其他

資金投入者包括三菱東京日聯銀行(Bank of Tokyo-Mitsubishi UFJ, BTMU)、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旗下的重建復興信貸銀行(KfW IPEX-Bank GmbH)、德國

西門子銀行 (Siemens Bank GmbH)以及三井住友銀行 (Sumitomo Mitsui 

Banking Corporation, SMBC)為共同放款人(Co-Lenders)。前述投資者則經英

國綠色投資銀行之優先順位債務承諾(Senior Debt Commitment)決定其優先

清償順序。後續電廠營運權及股份分別為 DONG(50%)、E.ON(30%)以及

Masdar(20%)共同持有。此投資策略在營業資產(Operating Assets)發展二級市

場(Secondary Market)，俾公用事業開發商將其資本再循環至新的離岸風電建

案上(Green Investment Group, 2013)。  

                                                        
4
 資料資料取自倫敦陣列風場（London Array）官方網站分頁資訊：London Array 

Limited, “The Project,” http://www.londonarray.com/the-project-3/ (accessed on 

March 30, 2017); London Array Limited, “ Construction Milestones,” 

http://www.londonarray.com/the-project-3/construction-milestones/ (accessed on 

March 30, 2017); London Array Limited, “ Phase Two,” 

http://www.londonarray.com/the-project-3/phase-2/ (accessed on March 3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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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國復興信貸銀行與 Global Tech I 離岸風場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KfW)以促進環境與氣

候保護為己任，該旗下有數家子銀行，依任務性質概略劃分為促進國內經濟

及發展國際業務。根據 Peter Schäfer & Andrew Eckhardt (2016)的資料顯示，

KfW 旗下負責國際業務的子銀行包括德國聯邦政府重建復興信貸銀行(KfW 

IPEX-Bank)、開發銀行(KfW Development Bank)，以及德國投資與發展公司

(DEG)，如圖 4 所示，其中，重建復興信貸銀行在氣候與環境保護項目下，

又提供離岸風力及太陽光電的專案融資經驗。 

 

 

資料來源：Peter Schäfer & Andrew Eckhardt (2016)；中經院整理。 

圖 4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集團組織架構圖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代表德國政府資助 10 項離岸風力計畫，以加速

德國離岸風力的擴展。在市場條件下提供貸款以資助投資成本，其共有 3 種

專案融資(Project Financing)方案如表 16 所示。因計畫經費有限，貸款係以銀

行財團承諾日為依據，採先來先得(First-Come First-Served)原則核發。在貸

款承諾之後，支付(Disbursement)期限一般不會超過 2.5 年(KfW, 2015)。德國

復興信貸銀行發起 Alpha Ventus 離岸測試區域建造以及離岸風能信貸計畫，

營運商可以市場利率借入資本(Borrowed Capital)解決資金短缺。該計畫有 50

億歐元可任意運用並支持首要 10 項風場專案。由於離岸風能產業涉及技術

較新穎，對銀行而言其投資風險難以估計，所以在借貸方面很謹慎，德國政

府因而創設「德國復興信貸銀行計畫」(KfW Programme)以蒐集重要的技術

竅門(Know-How)，並確認降低風力電廠建造成本之方法。在離岸信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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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架構下，Meerwind Süd/Ost 離岸風場同時獲得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及重建復

興信貸銀行(KfW IPEX-Bank)之貸款，分別為 2.65 億歐元和 1.95 億歐元。此

外，德國復興信貸銀行亦提供貸款給 Global Tech I 離岸風場和 Butendiek 離

岸風場，分別為 3.3 億歐元和 2.39 歐元(BMWi, 2015)。 

 

表 16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離岸風能計畫融資方案 

專案融資方案 主要內容 額度上限* 
債務

融資 
貸款期限 

方案 A：直接貸

款 (Direct 

Loan)，直接向

大型銀行集團

直接貸款。 

 一家或多家商業銀行以相

同 方 式 參 與 聯 合 融 資

(Syndicated Financing)，至

少要和德國復興信貸銀行

的內容相同。 

 此外，需推派其中之一的

商業銀行擔任財團的經紀

人。 

4 億歐元 50% 

最長 20

年，初期

寬限 3 年 

方案 B：融資組

合 (Financing 

Package)，德國

復興信貸銀行

直接貸款，再加

上該銀行向其

他銀行借款。 

 直接貸款不能超過出借貸

款(On-lent Loan)，意即上

限為 50%直接貸款。 

 商業銀行取得德國復興信

貸銀行資助，需上繳申請

文 件 。（ 申 請 銀 行

(Applicant Bank)）。 

7 億歐元 70% 

最長 20

年，初期

寬限 3 年 

方案 C：直接貸

款 (Direct 

Loan)，但僅在

成本超支時使

用。作為成本超

支融通，以彌補

在建造階段隱

藏成本。 

 一家或多家商業銀行以相

同 方 式 參 與 聯 合 融 資

(Syndicated Financing)，至

少要和德國復興信貸銀行

的內容相同。 

 只能在隱藏成本超支的情

況下使用該貸款。 

1 億歐元

(不含在方

案 A 或 B) 

50% 

該期限不

可超過方

案 A或方

案 B 

*註：一般而言，專案總資本性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的 30%應由股權資助。在

任何債務削減之前至少需付 20%股權（預付股權），10%則需作為發起人保證（投

資級）或銀行保證（至少 A 級）。 

資料來源：KfW(2015)；中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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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Tech I 離岸風場共有 80 台 Areva M5000 風機，總發電容量為 400 

MW，預期每年可產生 14 億度之電力，且計畫在 2012 年連結全國電網，並

在 2013 年全面完工。(John McKenna, 2011) Global Tech I 離岸風場投資金額

估計為 16 億歐元（20 億美元），截至 2012 年 7 月為止，開發商已投資 11

億歐元（14 億美元）在該項目上(Kable Intelligence Limited, 2017)。竣工後，

其造價(Stated Project Cost)總計為 18 億歐元(4C Offshore Ltd, 2017b)。 

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Purpose Vehicle, SPV)－Global Tech1 Offshore 

Wind GmbH 專案公司因應而生，該公司同時為 Global Tech I 離岸風場的開

發商及營運商(4C Offshore Ltd, 2017b)。據 2011 年 7 月 27 日報導特殊目的公

司在營建期(building)係由 Stadtwerke München 和 HSE AG (Darmstadt)兩個德

國市政公用事業、歐洲公用事業 EGL、Esportes Offshore Beteiligungs、

Norderland Projekt和Windreich兩個項目開發公司以及兩個在Windreich集團

下的 FC Windenergy 公司和 GTU I 公司所組成，資金規模為 2.53 億歐元股

權。同時，國際銀行財團(International Banking Consortium)承諾投資 10.47 億

歐元，該財團由 16 家商業銀行、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以及歐洲投資銀行

(EIB)所組成，承諾投資金額依序為 4.87億歐元、4.6億歐元以及 1億歐元(John 

McKenna, 2011)。 

2011 年 8 月 29 日另有報導指出德國復興銀行承諾貸款約 2.8 億歐元給

特殊目的公司，此為 2011 年 6 月發起之「離岸風能計畫(Offshore Wind Energy 

Programme)」的一部分。加上重建復興信貸銀行(KfW IPEX-Bank)投資的 0.5

億歐元，至此德國復興銀行總承諾量合計為 7.9 億歐元（含前述 4.6 億歐元）。

整體而言，Global Tech I 離岸風場總發電容量為 400MW，此再生能源可供

應約 44.5 萬家庭用戶，而該風場所需債務資本(Debt Capital)超過 10 億歐元，

顯得德國復興信貸銀行提供之貸款至關重要(KfW, 2011)。 

據台綜院蘇美惠等(2014)之研究報告，德國「Global Tech I 離岸風場」

(Global Tech I Offshore Wind Farm)在當時係最大的離岸風電專案融資計畫，

特殊目的公司自有權益(Equity)資金約占為 40%，透過融資管道籌得資金則

占 60%，主要由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EIB)與德國復興信

貸銀行(KfW)給予融資，其中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在貸款銀行比重占 40%，如

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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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蘇美惠等(2014)。 

圖 5 Global Tech I 離岸風場開發專案融資 

 

三、綠能投資公司 Typhoon Offshore 與荷蘭 GEMINI 離岸風場 

馮鈺婷等(2015)報告指出，鑒於過去的專案因規模小且區域分散而導致

成本過高，為簡化、加速開發專案的進行，荷蘭政府修訂離岸風能法案

(Offshore Wind Energy Act - Wet Wind opZee)，此法已於 2015 年 7 月 1 日生

效，並訂定離岸風電發展之五大步驟，如圖 6 所示。 

 

 

資料來源：馮鈺婷等(2015)。 

圖 6 荷蘭離岸風電規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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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海事工程承包商 Van Oord 與綠能投資公司 Typhoon Offshore 起草

擬定合約，於 2012 年動工建造荷蘭最大的 600MW 離岸風場－雙子星

(GEMINI)離岸風場，分成兩座 300MW 離岸風場建設(蔡瀚儀和馬利艷，

2011)。該風場由股權和債權方式募集 28 億歐元，其為 2014 年最大的專案融

資項目，專案預算有 70%來自專案融資(Shruti Shukla et al., 2014)。2014 年為

施工前階段，同年 5 月由西門子得標 15 億歐元訂單與 150 台 4MW 海上風機

(Shruti Shukla et al., 2014; 台灣風能協會，2014)。雙子星(GEMINI)離岸風場

於 2015 年開始興建，開發商為加拿大北方電力公司(Northland Power)、德國

的西門子(Siemens)及荷蘭海事工程公司Van Oord與廢污處理公司HVC組成

的聯營公司，持股占比依序為 60%、20%、10%和 10%，迄今雙子星風場已

於 2017 年 5 月 8 日正式營運(Shruti Shukla et al., 2014; 鹿特丹台灣貿易中

心，2017)。 

本文依計畫發起者或主要管理者、風場特性及資金來源，彙整英國倫敦

陣列(London Array)離岸風場、德國 Global Tech I 離岸風場及荷蘭雙子星

(GEMINI)離岸風場之綜合分析，如表 17 所示。 

 

表 17 國際離岸風場綜合分析 

 Landon Array Global Tech I GEMINI 

計畫發起者或主要管理者 

成立背景 

英國政府在 2010 年「執政聯盟

協議」提出設立綠色投資銀

行。2012 年《企業與法規改革

法案》賦予綠色投資銀行法源

依據、設立目的、資金來源及

獨立性，為全球首家由政府設

立之綠色投資銀行。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於

1948 年設立，初始任務

為二戰後實施歐洲復興

計畫，協助德國經濟復

建，提供緊急融資資金

及提供企業長期貸款。

亦將促進環境與氣候保

護為己任，該旗下有數

家子銀行，其中，重建

復興信貸銀行在氣候與

環境保護項目下，又提

供離岸風力及太陽光電

的專案融資經驗。 

荷 蘭 政 府 在

2015 年更新離

岸 風 能 法 案 

Offshore Wind 

Energy Act 及再

生能源補貼制

度 SDE+，藉以

提高離岸風電

投資誘因。 

法源依據 《企業與法規改革法案》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促

進法》 
- 

主要投資

方式 
股權（2015-2016 年度 50%） 債權 

募集資金方式

為股權和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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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don Array Global Tech I GEMINI 

主要投資

階段 
建置階段 - 建置階段 

風場特性(Chacteristics) 

位址取得 

2003 年皇冠地產公司 (Crown 

Estate) 給 予 倫 敦 陣 列 公 司

(London Array Ltd) 50年的場地

（海域以及至岸上之電纜線

路）租賃。 

- - 

施工期間 

分為兩階段施工，第一階段之

離岸施工期間為 2010年夏季至

2012 年 12 月，岸上變電站

(Onshore Substation)則於 2012

年 10 月竣工，整個風力發電場

於 2013 年 3 月起由營運與維護

團隊接手，發電量為 630 MW；

第二階段施工因環境影響評估

及技術問題等不確定因子，於

2014 年 2 月宣告終止。 

- - 

發電量 總發電量預定為 1GW。 總發電容量為 400 MW 600 MW 

資金來源 

總金額 266 百萬英鎊 18 億歐元 28 億歐元 

直接投資 58.6 百萬英鎊 10.97 億歐元（債權） - 

再融資 
引入馬斯達爾(Masdar)以持有

20%的股權。 
- - 

營運權股

權 

後續電廠營運權及股份分別為

DONG(50%)、E.ON(30%)以及

Masdar(20%)共同持有。 

特殊目的公司同時為開

發商及營運商，營運階

段的大股東為 ENTEGA 

AG(24.9%) 、 Stadwerke 

München 

GmbH(24.9%) 、 Axpo 

International S.A.(24.1%)

以及 Esportes Offshore 

Beteiligungs 

GmbH(10%)，其他股東

股權在 5%以下。 

開發商為加拿

大北方電力公

司(60%)、德國

的西門子(20%)

及荷蘭海事工

程 公 司 Van 

Oord(10%)與廢

污 處 理 公 司

HVC(10%)組成

的聯營公司。 

資料來源：4C Offshore Ltd(2017b)；馮鈺婷等(2015)；中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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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離岸風力發電產業扎根推動輔導計畫」 

據英國知名的離岸能源顧問與市場研究公司 4C Offshore 估測的「2000

年至 2009 年平均風速觀測」，顯示臺灣西部海域與離島澎湖擁有良好的風

力條件。另依據美國史丹佛大學「解決方案計畫」(Solution Project)，預估我

國 2050 年再生能源發電以離岸風力發電裝置為主，顯示我國離岸風電的發

電潛能高、效率佳，減碳效益亦居再生能源項目之冠(The Solutions Project, 

2017)。經濟部工業局推動「離岸風力發電產業扎根推動輔導計畫」，期望藉

此輔導國內廠商發展國產化機組與系統技術，以建立我國自主離岸風力機產

業。另一方面，離岸風電的建置，將可在離岸風電區域規劃漁場復育區，有

利於漁業資源的永續經營(中經院 WTO 及 RTA 中心，2016)。 

目前我國示範獎勵案件有三：福海公司與海洋公司分別於 2015 年 7 月

底及 8 月完成海氣象觀測塔主體結構之建置，2016 年底由海洋公司率先完成

2架示範機組建置；台電公司則於2015年底完成海氣象觀察塔主體結構建置，

目前正辦理示範機組電業籌設許可審查，預計 2020 年前完成示範風場之建

置，並達商業運轉。其中，台電更在 2016 年初宣示，未來十五年將投入新

臺幣 4,000億元發展再生能源，並且投入八成經費以上發展離岸風電(李又如，

2016；黃心豪，2013)。 

然而，我國發展離岸風電仍面臨一些待克服的挑戰，包括離岸風電基礎

設施不足(離岸專用碼頭、港口營運尚未建置完整）、缺乏工作船隻和碼頭管

理經驗、政府尚未成立專責單位並簡化申設程序、跨部會協調與溝通仍有進

步空間、漁業權協商不易、開發初期技術門檻高、設備造價與研發經費成本

高、目前離岸風電之設備及備品等仍以進口為主(雖然我國風力機設備及上中

下游產業供應鏈逐漸趨於完整），以及缺乏相關海事工程經驗與人才等。另

外，風力發電的建置與選址亦須兼顧海洋生態環境與海洋永續經營，如候鳥

遷徙、白海豚的洄游路徑等環評項目，發電廠和機具的景觀設計亦是關注重

點之一(中經院 WTO 及 RTA 中心，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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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離岸風力實務運作及政策啟示之探討 

在面臨國內外政經情勢及能源環境的快速變遷與挑戰，我國於綠能政

策、建設、技術、金融與產業面皆缺乏實務經驗的情況下，透過舉辦『綠色

金融暨離岸風電發展之風險與前瞻』國際研討會，匯集國內外專家學者結合

實務面之觀點，共同提出解決之道。此為國內首場將「規模評估與技術營

運」、「治理面（產業發展、誘因機制）、環境面與社會面議題」及「融資

授信及風險分擔」等議題同時列入討論的國際研討會。綜合與會產官學專家

對於離岸風電之實務運作經驗及待解決問題，提供政策建議之參考。 

一、規模評估與營運議題 

根據政府離岸風力發電發展目標，2025 年離岸風電裝置容量至少為

3GW。在發展過程中，如氣象條件等因素可能影響投資或專案預測結果，在

發電及運維階段則需要如風速、風向或浪高等氣象資訊，用以協助決策和降

低風險。 

此外，亦需關注於如何以技術細節、電力調度、第三方認證與保險機制

降低各階段風險，協助離岸風電發展。目前我國上緯公司已有 2 支離岸風電

示範機開始運轉，建置成本約新台幣 40 億，未來建置的規模、場所與成本

視台灣本土條件而定，也是發展過程中需考量的因素。 

鑑於推動離岸風電過程中在不同階段下有其對應之風險，為使金融業者

可以共同參與離岸風電發展，並明確瞭解其可扮演之角色，在規模評估與營

運議題部份，將就台灣氣象條件對離岸風電建置及營運影響、離岸風電風險

議題與管理探討，以及離岸風電併接電網與電力調度議題探討如下： 

 

（一）台灣氣象條件對離岸風電建置及營運影響 

因風場的氣象情況影響投資者/開發商是否能在投資風場後帶來收益，因

此如何掌握準確的氣象資訊協助決策，為選擇和建置離岸風電之首要條件。

呂威賢(2017)指出，氣象條件劃分為兩部份，其一為過去與現在的觀測資料；

其二為未來的預報資料。「觀測資料」對於離岸風場開發相當重要，歷史、

即時觀測之海氣象資訊可使工程規畫與設計具開發效益。「預測資料」則可

協助實際施工、氣候窗(Weather Window)評估、建造、運維、電力調度與船

隻調度等，其中氣候窗評估為利用氣候資訊評估適合施工的時段，如圖 7 所

示。 

其次，離岸風場開發可分為可行性研究、規劃與設計、建造與施工以及

運轉與維護等四個階段，如圖 8 所示。在「觀測資料」方面，因可行性研究

階段需確認場址之開發是否具經濟效益，及評估技術與財務上之可行性，故

觀測資料用於此階段。透過可行性研究，可確定海氣象觀測塔建造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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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設有海氣象觀測塔可降低風險，且需要至少一年以上海氣象觀測資料，

藉以衡量風場規劃與機組最佳化布置、預測年發電量等以供專案融資所需，

以及風機開發商選用風機（海氣象資訊以風速為主）等。 

 

 

資料來源：呂威賢(2017)，簡報頁 15。 

 

圖 7 氣候窗 

 

資料來源：呂威賢(2017)，簡報頁 4。 

圖 8 離岸風場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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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報資料」方面，因建置風場時有不同工序，不同工序所需海氣象

預報不同，如水下基礎與風力機運輸以波高為主，風力機與變電站吊裝以風

速為主，海底電纜鋪設以海流為主。其次，由於風力發電為間歇性發電，當

台灣海峽風力發電量超過 5~10GWh，對整體電網影響大，若能以預報氣資

訊預測發電量，對電力調度及管理有利。再者，離岸風場相較於近岸風場作

業時間長、風險大，若能擁有海氣象預報資訊對作業時間估計、運補有幫助。

此外，若保險公司要對離岸施工的工程進行保險，需第三方公證單位如海事

擔保調查(Marine Warranty Survey, MWS)，確認海上施工作業之安全性，審

核是否符合海氣象預報要求等級。 

另一方面，觀測與預報資料對運維作業(Health & Safety)要求有幫助，亦

可協助檢視購入之風力機是否符合廠商宣稱之性能（風力機性能曲線驗

證）。利用海氣象條件與地質條件可評估及選用技術上、財務上最適合的水

下基礎，而透過年發電量的估算，可以評估未來所需資金及投資回收期。表

18 整理離岸風場施工所需之環境預報參數。 

 

表 18 離岸風場施工所需之環境預報參數 

 

資料來源：呂威賢(2017)，簡報頁 13。。 

 

離岸風場投資者最關心離岸風場開發四個階段可能產生之風險，透過觀

測與預報資料有助於評估其風險。此外，若使用之調查資料不足，將為施工

與運維之最大風險，離岸風場開發之主要風險如圖 9。離岸風場具高投資、

高風險與高技術之特性，若能擁有精細、完整且高品質的海氣象資訊可減少

風險，圖 10 為海氣象預報需求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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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呂威賢(2017)，簡報頁 18。 

圖 9 離岸風場開發之風險 

 

 

資料來源：呂威賢(2017)，簡報頁 12。 

圖 10 海氣象預報需求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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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離岸風力風險議題與管理探討 

鑑於離岸風力在各環節中有不同風險，除了擁有及妥善運用氣象資訊以

降低風險外，尚能透過第三方驗證單位和保險業者，共同參與離岸風場開

發，提高離岸風場建置及營運成功率，其後茲就第三方驗證及保險議題說明

相關風險討議題。 

 

1.第三方驗證單位對離岸風力風險管理探討 

詹育褆(2017)提及，離岸風場具高投資、高風險與高技術之特性，開發

商與金融端如何透過第三方單位降低前述三高問題，如確認是否符合法規與

是否安全。廣義第三方指連結開發商與金融端（銀行、保險）之單位，性質

類似工程顧問。第三方如 WMS 確認工序是否符合業者宣稱的標準。連結開

發商與金融端，使兩方產生共鳴的行為稱為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在整

個開發流程中，也可能出現第二個第三方針對某部分作檢驗，對政府或開發

商負責。 

第三方將檢視整體工程之潛在風險，不論風場是新建或二手交易，都需

盡職調查。以下大致分成兩個領域作說明： 

(1)  工程領域 (Engineering Aspect)：建成一個風場，評估其使用年

限比如 10 年、20 年，這 10 年、20 年間可以拿到多少收益，即

一個風場生命週期中的收益 (Energy Yield Assessment, EYA)。在

作 EYA 時必需知道風力資訊、場址與陣列，才能納入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2)  融資領域 (Finance Aspect)：總體而言與金錢、檢視合約、合法

性（如環境影響評估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與

職 業 健 康 安 全 管 理 與 環 境 管 理 (Healthy,  Safety and 

Environment, HSE)）有關。  

專案驗證(Project Certification)之概念可用土木工程作比方，從一開始的

圖說(該如何建置）即需作確認，也會有調查人員親自到場確認建造之各環節

是否符合合約範圍。海事保證鑑定(MWS)由第三方確認流程是否合適，以及

親自到現場確定機具。搭船隻前去海上風場的人員，包含電機人員、打樁人

員、吊裝人員等，可透過第三方提供之海事人員訓練，取得海事人員資格。

第三方於風能領域之技術服務分為三類，分別為專案驗證、盡職調查與海事

保證鑑定，詳細內容見圖 11。另外，海事人員應符合相關訓練要求規範，例

如 SOLAS、MODU Code 等，詳見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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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左方區塊為專案驗證，右方區塊為盡職調查，下方區塊為海事保證鑑定。 

資料來源：詹育禔(2017)，簡報頁 5。 

圖 11 第三方於風能領域之技術服務 

 

表 19 海事人員應符合訓練要求 

 

資料來源：詹育禔(2017)，簡報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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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場開發透過確認(Check)、檢查(Inspect)與監督(Monitor)階段之稽

核降低風險，見圖 12，並建議應籌組風能檢測驗證團隊，並與國際接軌。專

業團隊如全國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TAF)、金屬工業

研究發展中心(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MIRDC)、中國

驗船中心(Classification Society, CR)、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Taiwan 

Electric Research & Testing Center, TERTEC)與台灣電子檢測中心(Electronics 

Testing Center, ETC)等各領域機構。 

 

 

資料來源：詹育禔(2017)，簡報頁 40。 

圖 12 第三方於風能領域之技術服務 

 

2.保險業者對離岸風力風險管理探討 

林信宏(2017)指出，慕尼黑再保險公司為世界上最大的再保險公司，其

認為離岸風場有超過 500 項可能風險。離岸風場之岸上工程、海上運送、海

上安裝與操作維護皆存在潛在風險，如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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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信宏(2017)，簡報頁 1。 

圖 13 離岸風場之潛在風險 

 

以保險業角度而言，離岸風場具有潛在風險，如地質與海床風險，若地

質調查未完善，軟弱地質未被調查出，後續將導致不只一根樁之倒塌，甚至

可能造成整座風機倒塌。其他潛在風險包括技術複雜及介面風險、運輸與吊

裝風險、氣候與海上安裝風險、碰撞風險、安裝測試風險、海纜風險、延遲

或營運中斷風險、勞安風險與第三人責任風險。離岸風場之潛在風險與對策

整理如圖 14。 

舉例而言，北歐某一案場在營運期間，因地質調查之疏忽致使十根樁倒

塌，為此而付出之成本有十根樁造價約 2 千萬歐元、移除與儲存十根風機之

3 千萬與 1 千萬歐元、拔樁 1 千萬歐元、新的十隻樁 1.2 千萬歐元及電纜鋪

設 2 千萬，總計 10.2 千萬歐元。技術複雜方面，適合台灣的風機基礎規格究

竟為歐美 IEC Class 中的 1A，還是日、韓的 T，或是設計者自己決定的 S。

因為台灣颱風多、地震多，尚需考慮 1A 或 T 可以符合需求。再者，Siemens 

SWT-3.6-120 於 2014 年商轉，2017 年即停售，時間短促，此是否也代表著

風機風險是保險業者會在意的。此外，就曾聽聞的看法是，5MW 以上即為

原型機，而原型機非為保險業所願意承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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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信宏(2017)，簡報頁 7。 

圖 14 離岸風場之潛在風險與對策 

 

海纜風險方面可參考圖 15，離岸風場的損失有 83%來自海纜之損失。若

是海床上電纜溝的深度或電纜上覆土不足，經海浪淘刷使海纜外露而遭受魚

咬，且漁船下錨或拖網也可能使電纜斷裂。台灣某海事工程公司非常關注土

壤液化，因土壤液化使土壤承載力降低，電纜下沉，若原來留有餘裕不足也

會讓電纜被扯斷。過去 7 年內，台灣離岸風場有 90 件海纜事故，平均造成

海纜鋪設 100 天之工期延宕，總損失金額超過新台幣 130 億元，平均每一件

的損失為新台幣 1.5 億元，全球離岸風場於 2015 年海纜相關損失超過新台幣

23 億元。若標準檢驗局要成立第三方驗證規劃團隊，就保險公司立場而言，

對於此事非常期待，若能有效執行離岸風場案件，保險公司可向再保人爭取

更好的費率。 

整體而言，當有越多驗證或審核單位加入離岸風場開發，協助降低各類

風險，則在資訊越清楚透明下，保險業者亦能減少保險費率，有助於增加離

岸風力業者資金運用效率，可產生加乘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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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信宏(2017)，簡報頁 6。 

圖 15 風險損失來源分析 

 

（三）離岸風力併接電網與電力調度 

因再生能源被視為間歇性能源，無法調度。若當我國離岸風力發電機建

置完成，以及隨著建置數量提高時，如何經由海纜線併入國內電網，和電力

併入電網後如何與既存電力系統產生較佳搭配，確保電網穩定性，為推動離

岸風力之另一重要課題。本文於『綠色金融暨綠色產業發展之前瞻與風險國

際研討會』中，邀請艾波比公司張榆青經理及台電公司吳進忠副處長，分別

就國際和國內觀點，剖析離岸風力併接電網與電力調度議題。 

 

1.離岸風力併接電網之國際業者觀點 

張榆青(2017)指出，艾波比公司自 2008 年起參與離岸風電，提及風電併

網流程，首先是架設風機，並且用陣列電纜(Array Cable)串聯風機之後，透

過海上升壓變電站升壓（中壓如 33KV、66KV），經升壓後傳輸效果較好，

當傳至岸上接收變電站再併入台電電網，如圖 16 所示。離岸風電高壓(High 

Voltage, HV)併網實體設計議題整理如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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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張榆青(2017)，簡報頁 4。 

圖 16 離岸風電併網流程 

 

 

資料來源：張榆青(2017)，簡報頁 12。 

圖 17 離岸風電高壓(High Voltage, HV)併網實體設計議題 

 

此外，離岸風場案件需考量的議題有風機、海纜、變電站設備之選用與

如何併入台電電網，通常依涵蓋範圍而有不同複雜度，例如包含風機、其他

電器設備、海事工程與安裝測試等。再者，建造海上變電站重量需適中，若



52 

重量過重則下面支撐需加強，造成成本增加；若重量過輕則可能導致設備不

敷使用，需再付出相同時間與金錢再蓋一座，且當架設多架風機時，需考量

是否架設子平台，故需於施工前作地質調查，若地質軟弱或過於堅硬則不適

合建設風機。 

以前風場在 50~300MW 會建議輸出電纜之電壓 72~150KV，而目前大部

分開發商規劃案場大，約 200~500MW，建議輸出電纜之電壓為 150KV 以上，

而發出之電力要併網，須符合台電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要點。惟廠商在處理相

關議題時，若所有項目均自己完成，則附加價值最高，但相對應地複雜度也

最高，而廠商也可以選擇將項目外包處理，減少複雜度，但創造的附加價值

也同等降低，如圖 18。 

 

 

資料來源：張榆青(2017)，簡報頁 5。 

圖 18 廠商工作複雜度和附加價值對照 

 

2.離岸風力併接電網對電力調度影響之國內業者觀點 

吳進忠(2017)提及，離岸風電發展最高的風險在前端維護上，至發電端

的風險相對較低。因再生能源具間歇性，併入電網時會影響電網品質，若要

發展再生能源，需透過工程技術、調度技術或先進設備提高容忍度等方式加

以因應。離岸風電由於量大且具高度集中性而具挑戰性，將其可能挑戰整理

如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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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吳進忠(2017)，簡報頁 3。 

圖 19 離岸風電併網之挑戰 

 

在未來的綠能優先與非核家園規劃下，離岸風電有其發展機會。核能發

電裝置容量為 5.14GW，在未來非核家園之情境下，此缺口以天然氣補足有

其困難性，也不可能以太陽能補足，而離岸風電恰可用以彌補此缺口。茲整

理國外再生能源併網經驗如圖 20，以 NYISO(New York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為例說明。 

 

 

資料來源：吳進忠(2017)，簡報頁 5。 

圖 20 國外風電併網經驗 

 

過去 2011 年至 2016 年再生能源發電，若排除水力發電，太陽光電於這

6 年間之發電量分別為 0.38 億度、1.2 億度、3 億度、5 億度、8 億度以及 11

億度，成長速度快，未來估計也可維持此成長速度。其次，過去 6 年風力發

電未含離岸風電，平均一年發電量為 15 億度，2016 年發電量則有颱風因素

導致風力發電量僅 14 億度，由此可知氣象因素對風力發電量具影響力，運

用氣象預報資訊相當重要。陸域風力則因地理條件限制，風機設置不可能集

中，單一風場也不大，而離岸風場通常為大容量的風場，則裝置容量可達

200-30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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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論及離岸風機之容量因素時，可用澎湖為例。澎湖島上風機對台

灣本島而言可視為離岸風機，過去幾年之容量因數約為 40%，比起一般陸域

風機容量因數 20%，約有 2 倍之多，故期待離岸風電併入電網後，得以補足

離峰之電源供應。再者，一個併接點會同時接收到不同風場輸送之電力，可

能造成壅塞情形，此時將會挑選配合度高、自己可儲能、穩定度高與各方面

反應好之離岸風力業者為優先。 

另一方面，氣候變化對風力發電量有影響，當風力發電占比高時，造成

電力調度會因風電發電量大而變困難，需有許多配套機組使發電穩定，這些

配套機組需有快速升降載能力，目前美國西德州即有採燃氣複循環機組作為

配套機組的案例，台電也朝此方向作準備。 

此外，由於電網容量有限，為讓再生能源併網容量極大化，需作規範，

比如併接點之電壓調整。當系統頻率偏高，風力機需具備向下調節的功能，

即自動發電功能，先進風力機皆有此功能。另一方面則需精準預測發電量，

當預測風電可發滿載時，會將支援用的傳統機組切離系統，然若實際上發不

了滿載，支援機組有可能無法即時併回電網，此部份在國外案例中是由專門

公司執行而非電力公司處理。 

最後，風力發電瞬間頻率降低太多時，因系統慣量不夠，無法自行調回。

頻率低時，可能有孤島效應，實務上應切離電源，不過在低電壓下切離電源

可能不適宜，此時需進行協調。因此，應鼓勵風場適度配置儲能設備以增加

發電穩定性。此外，未來電力市場之經濟調度(Economic Dispatch)需配合安

全限制(Security Constraint)。 

綜合前述，為因應離岸風電大量增加，可採取 SCED (Security Constraint 

Economic Dispatch)調度、負載預測監視、實功與虛功之控制、調整併聯技術

法規、開發快速升降載之燃氣複循環機組、建置儲能系統與精進系統調度技

術等方式（如圖 21 所示）。 

 

 

資料來源：吳進忠(2017)，簡報頁 10。 

圖 21 國內再生能源併網精進措施 



55 

二、產業發展、誘因機制、環境與社會議題 

根據過去幾年全球離岸風力發電迅速發展的經驗，有三項值得關注之趨

勢。首先，離岸風電裝置主要集中於歐洲，惟目前東亞和北美市場的需求亦

不斷提升。其次，離岸風電的發展有很大程度仍有賴於政策的穩定性和引

導。最後，離岸風電的發展成本正逐漸下降，以英國 2010-2016 年發展為例，

其成本降幅為三成(IEA RETD TCP, 2017)。 

臺灣自 2012 年開始推動離岸風電後，面臨許多開發障礙，如沿海漁場

的利益衝突、環保考量、本地供應鏈扶植與發展、誘因機制設計與水下文物

保存等，皆影響能源轉型與落實非核家園等目標的推動。因此，隨著技術的

成熟，將對成本和推廣有正面助益。 

首先，在本地供應鏈扶植上，雖臺灣在電機、鋼鐵、特殊材料等皆有相

當的基礎，但是離岸風電牽涉到特殊工作環境，尤其是臺灣常有颱風是歐洲

經驗無法借鏡之處，故如何利用臺灣既有的工業基礎，透過臺灣推動離岸風

力過程，發展本地離岸風機零組件之供應鏈，成為臺灣離岸風電產業長遠發

展的關鍵之一。 

其次，在躉購機制方面，臺灣目前躉購價格較歐洲國家優惠，雖然躉購

價格的穩定性和預測性對於業者投入是一項誘因，但以歐洲國家由逐步調降

躉購費率，及導入競標機制的發展經驗來看，導入競價機制似乎將逐漸成為

趨勢。臺灣在這段過渡期間應如何設計誘因機制，才能兼顧產業發展和國家

財政的平衡，係值得探究的議題之一。此外，在環境與社會面方面，除環境

影響評估、保育與漁業權議題外，水下文化資產的保存課題亦不容忽視。由

於水下文物調查牽涉到跨領域的專業技術，如歷史專家學者與海洋與及水下

科學技術方面的專家如何協同合作，以及相關專業人才的培養課題均有待解

決。 

最後，在漁業權與環保議題方面，目前離岸風力發電發展最大爭議之

一，即在如何透過加強溝通與建立補償及保育機制來化解漁民與環保團體的

抗爭。茲針對上述臺灣離岸風力發電發展所遭遇之實務問題，分別探討其具

體內容及其因應建議如下： 

 

（一）治理面（產業發展、誘因機制）議題 

1.產業供應鏈發展與產業在地化 

目前臺灣有關推動離岸風力發電的政策係依經濟部能源局於 2012 年 7

月 3 日公告之《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與 2015 年 7 月 2 日公

告之《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辦理，預計於 2017 年底公告

離岸風電區塊開發相關辦法，作為第三階段「區塊開發」之法源依據。2017

年 8 月行政院通過之「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涉及的離岸風力發電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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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包含漁業共榮、專用碼頭、併網變電站、產業園區、施工船隊等課題，所

以在推動離岸風電時，會面臨許多困難。目前經濟部設有「千架海陸風力機

計畫推動辦公室」，行政院則設有「能源與減碳辦公室」協助跨部會協調工

作的推動。 

根據經濟部工業局於 2017 年 5 月 5 日公告「離岸風力發電產業推動策

略」指出，我國離岸風電產業推動的願景目標是以臺灣風場為本土化練兵場

域，產業供應鏈在地化，搶攻亞太市場。推動策略有二：一為推動二大產業

聯盟，以中鋼為首，成立離岸風力機國產化聯盟(Wind-Team)，以及以台船

為龍頭廠，成立的離岸風電海事工程聯盟(Marine-Team)；二為建構區域性聚

落：運用我國地方產業特色，推動國際離岸風電開發商來臺投資與國內業者

合作，帶動地方投資與發展(經濟部工業局，2017)。茲彙整經濟部推動離岸

風力發電產業發展之五大措施如表 20 所示： 

 

表 20 我國當前推動離岸風力發電產業發展之五大措施 

五大措施  主要內容  

建立產業發展基礎

設施環境  

推動離岸風電專用碼頭（能源局）與產業園

區（工業局），並整體規劃及強化再生能源

輸配電線路（包含海上變電站、海纜廊道、

陸纜）（台電），促使國際標竿風電開發廠商

與國內業者建立合作關係。  

推動產業認證服務

（標檢局）  

建立大型風力機測試場及零組件測試認證

實驗室，推動臺灣本土抗颱耐震標準以及驗

證能量，離岸風電產業認證在地化，提升本

土產業利基。  

大 型 企 業 跨 業 整

合，建立產業供應

體系（工業局）  

推動大型事業公司（中鋼）籌組研發聯盟，

帶領國內供應鏈共同參與風力機國產化。  

水下基礎在地化製

造（工業局）  

推動國內大型鋼鐵廠（中鋼）與國外廠商合

作製造與組裝技術（合資或技術移轉），建

立本土化產線。  

建置後端運轉維護

基礎設施（台電）  

整合船隊（台船、國營會）、建立定期運維

零組件完全國產化（工業局）、及風場營運

服務在地化能力（能源局）。  

註：（ ）內表示負責之行政單位局、處、與公司。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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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我國離岸風力發電產業將透過上述五大措施，以遴選機制促使國產

化，將相關技術深植國內，帶動國內四大次產業的發展，包含：能源電力業、

設備製造業、海事工程業和商業服務業等，詳見圖 22 所示。 

此外，2017 年開始，由於政府的大力支持，國內有許多企業開始陸續關

注並且有意願投入離岸風電產業。目前國內離岸風力發電產業鏈與相關廠商

如圖 23 所示。 

 

 

資料來源：陳芙靜(2017)，簡報頁 27。 

圖 22 離岸風力發電產業結構與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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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芙靜(2017)，簡報頁 31。 

圖 23 離岸風力發電供應鏈與相關廠商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五所楊豐碩所長表示，歐洲離岸風電先進國家發展

時間已超過 15 年，而我國發展至今僅 5 年時間，預計我國離岸風電發展至

2025 年，應可完成基礎建設與產業鏈建置。由於可知，臺灣離岸風電產業尚

屬發展初期。「台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陳芙靜副秘書長認為當前產業發展

應由政府主導。政府可利用的政策工具包含躉購電價、補貼、優惠貸款與進

口關稅等以扶持國內供應鏈產業。而英國 ITPEnergised 的 Mark Leybourne

博士也認為發展離岸風電產業一定要利用當地供應鏈，不僅能夠降低成本，

未來發展也更為永續。在供應鏈的市場規劃上，應該以日、韓、東南亞等周

邊國家的市場潛力為目標，透過與國外廠商合作以降低成本。在政府採購

上，最好能包裹某一區域的風機數量，共同採購以提高對供應鏈廠商的議價

能力。此外，供應鏈廠商與開發商需要互相了解，才能夠發揮綜效。政府所

推動的政策也應該讓學術單位、研發法人和廠商等可以有實作的機會。 

在自製率要求的政策方面，各國都有其不同措施。Mark Leybourne 博士

表示，英國與法國都會要求開發商提出預定的採購方式，但英國著重於競爭

力提升，以避免納入不適任的廠商，亦強調創新支援與確認必要的技術等重

要環節，俾利發展完整的在地供應鏈。而法國則較著重於法國工廠的利用程

度（特別鼓勵新工廠的參與）、就業創造、給中小企業機會與訓練提供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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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整體來看，陳芙靜副秘書長則認為，目前臺灣是採遴選辦法，遴選不

僅可提供本地業者較多的機會，但也可能也是臺灣目前唯一的政策工具。如

何讓國內業者切進供應鏈，可能是未來尚需持續關注與克服的主要課題。 

 

2.躉購費率與誘因機制設計 

有關離岸風電躉購費率與誘因機制設計，係我國發展離岸風電產業時，

必將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五所楊豐碩所長指出，

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核心在於躉購費率，且臺灣的費率較歐洲高出

許多。這是除了臺灣風能資源豐沛外，另一個吸引許多外商願意至臺灣投資

的原因。由於再生能源發電有其間歇性和不可調度性，再加上臺灣用電尖峰

時間呈雙尖峰狀，第一個尖峰時間是在下午一點至三點，第二個則是晚上七

點至十點，故離岸風電在未來國內電力供應上應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而在全球再生能源誘因機制方面，楊豐碩所長認為，若依屬性可分為「非

貨幣性」(Non-Monetary)措施和「財務誘因」(Financial Incentive)措施。其中，

財務誘因又可分為兩種：基於市場型 (Market-Based)與非基於市場型

(Non-Market-Based)。非基於市場型係指與政府預算相關的措施；與溫室氣

體排放定價相關之活動如再生能源權證、碳交易、碳抵換等規定，則屬於基

於市場型，如表 21 所示。 

而以目前發展再生能源國家的誘因模式來看，若國民所得愈高的國家，

愈傾向使用「躉購機制」(Feed-in Tariffs, FIT)。若將再生能源的推廣制度簡

單分類：最常見的價格機制就是 FIT，而各國在 FIT 的實施上，也會因國情

而有不同微調。後來隨著歐洲國家電業自由化的推動，還實施所謂的「差額

補助」(Feed-in Premium, FIP)，即 FIT 的變形。而臺灣正在推的「再生能源

憑證」(REC)則是和「配比義務」(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RPS)有所連

結。「競標制度」現在也漸漸成為國際潮流（如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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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我國當前推動離岸風力發電產業發展之五大措施 

非貨幣

性措施  

財務誘因措施  

非基於市場型  基於市場型  

財政誘因  財政支援  法規  法規  

技術協

助、綠

色標章

等  

1.補助  

2.能源生產支付  

3.投資或生產抵

扣稅額  

4.加速折舊  

5.退稅  

6.減稅 /免稅  

1.投資  

2.保證  

3.貸款  

4.政府採購  

1. 配 額 義 務

或要求  

2.招標 /競標  

3.固定 FIT 

4.差額 FIT 

1. 再 生 能 源

權證  

2.碳交易  

3.碳抵換  

資料來源：楊豐碩(2017)，簡報頁 8。 

 

表 22 各國再生能源政策及制度比較（主要國家推廣制度） 

 

資料來源：楊豐碩(2017)，簡報頁 11。 

 

歸納而言，臺灣推廣離岸風電的主要三項財務措施，分別是躉購政策、

再生能源融資和示範獎勵措施。 

由近三年臺灣離岸風力發電躉購費率可以發現三項特色。第一是固定費

率與階梯式費率並呈；第二是費率逐年提升；第三是離島加成 15%。但未來

隨著技術進步、成本下降，裝置容量逐年增加，以及基礎建設與產業鏈的建

置完備，躉購費率應可與國際水準趨近。另根據經濟部於 2017 年 10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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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告之《預告訂定「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

算公式」》，2018 年起，對於現行政策目標外所規劃增加之設置量，將結合

市場競爭機制，以適度調整躉購費率及平衡國家財政支出(經濟部，2017c)。 

根據該草案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以費率作為競比條件者，電能躉購費

率適用競比結果之費率，其躉購期間自承諾完工之日起躉購二十年。但於承

諾完工之日前已完工者，自實際完工之日起躉購二十年。另外第二款規定，

除第一款規定情形外，電能躉購費率適用離岸型風力發電設備與電業簽訂購

售電契約時之公告費率，其躉購期間自承諾完工之日起躉購二十年。但於承

諾完工之日前已完工者，自實際完工之日起躉購二十年。 

對於承諾完工之日後完工之離岸型風力發電設備，第十三條規定，自該

設備實際完工之日起二十年內，且超過承諾完工之日起二十年內適用之電能

躉購費率，以該設備與電業簽訂購售電契約時當年度迴避成本或公告費率，

取其較低者躉購。 

整體而言，楊豐碩所長指出，從世界各國發展經驗來看，不論是先進或

是後進國家，再生能源的發展都有賴於政府的政策協助，同時市場機制在開

發初期亦並非主流。換言之，將來政府應提供明確政策目標，建立政府、銀

行與離岸風電廠商的溝通平台，藉由具體政策輔導產業發展，融資方面則可

透過銀行配合協助財務機制運作，以推動扶植離岸風電產業並提高其產值與

就業。 

 

（二）環境面議題 

1.離岸風場場址設置與海域管理規劃 

臺灣非核家園推動來自於 2002 年制訂的《環境基本法》第 23 條5
 ，但

是以目前的進度來看，2025 年達成非核家園，推動時程方面已越來越緊迫。

從「千架風機的規劃」可知，雖然當時規劃時，在航道與生態上皆做了許多

考量。但是法源規範並不夠具體。 

首先，以風力發電設置場址的規範來看，其設置目前並無法明確的納入

臺灣國土三法(《濕地保育法》、《海岸管理法》及《國土計畫法》）的規範

之中。根據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邱文彥教授指出，由於

現行離岸風力發電規劃的場址大部分並不在《海岸管理法》平均高潮線向 3

海浬之海域和以平均高潮線往海洋延伸至 30 公尺等深線的「近岸海域」範

圍之中(參見《海岸管理法》第 2 條），僅勉強可用《國土計畫法》內之「海

洋資源地區」來規範，但該法有關「海洋資源地區」的規範亦不明確。因此，

                                                        
5
 根據 2002 年通過的《環境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政府應訂定計畫，逐步達成

非核家園目標；並應加強核能安全管制、輻射防護、放射性物料管理及環境輻

射偵測，確保民眾生活避免輻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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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若能另立《海域管理法》補足 3 海浬至 12 海浬的部分，將有助於海域

空間進行更為合理的分配與規劃。 

其次，在海洋空間規劃(Marine Spatial Planning, MSP)上，目前聯合國和

歐盟正在推動該政策。根據 Mark Leybourne 博士表示，近年來歐洲為了能精

進環評各類環節，因而透過歐盟與相關各國聯合進行海洋空間規畫(MSP)合

作，檢視各自相鄰海域狀況，值得國內參考。中國大陸也有《海域使用管理

法》加以規範。該法第 3 條規定海域是屬於國家，第 4 條則提及海洋功能區

劃由國家實行之。對此，邱文彥教授認為，雖然臺灣目前尚未通過《海域管

理法》，但相關單位應該重啟推動建立海洋空間規劃法源依據的工作。未來

若能完成《海域管理法》的立法程序，應該能使國內在海域的空間規劃和海

域使用的管理法制上更為周延，而就長遠觀點來看，也有助於國內離岸風力

發電產業的長期發展。 

 

2.保育與開發及對雷達運作之影響 

首先，根據 Mark Leybourne 博士提出的觀點可知，包括與保育及開發息

息相關的環評議題，實係推動離岸風力發電設備建置中關鍵的一環，應著重

在與當地社會溝通。開發過程中，對於社會與環境之影響非常重大，因此不

論是環評(EIA)還是策略環評(SEA)均需要考慮社會接受度。溝通的單位須包

含漁港業、航太業、航空業等，並做整體考量，而非分開檢視。 

其次，在保育和開發之間的衝突上，邱文彥教授則指出由環保團體與開

發方在白海豚棲息地與候鳥飛行路線的爭議中可知，目前環保與開發兩造雙

方仍存在認知差異，由此反映國內對於海洋野生動物生存環境調查與環境影

響衝擊的評估仍有待加強，尤其是環境影響評估常需跨部會整合，以避免各

部會對於環保與開發取捨無法做出統一見解，進而影響開發商信心。對此，

Mark Leybourne 博士亦表示在離岸風電的開發過程中，各方利害關係人均須

了解對方需求，方能找到問題癥結或是關鍵，也才能真正降低環保相關的風

險。他舉英國為例，認為政府的角色應更積極。而英國政府為此也成立了「離

岸風電產業諮議會」（見圖 24），由英國能源部長與產業界共同主持，討論

業界重要議題。由於英國開發案向來是以開發商為主，但現在國家逐漸發揮

主導角色。以 Crown Estate 為例，鳥類觀察以及海洋哺乳類的調查與研究便

轉由政府出資來進行。因此政府協助不同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討論，實有助

於加快離岸風電政策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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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ark Leybourne(2017)，簡報頁 43；中經院整理。 

圖 24 英國「離岸風電產業諮議會」架構圖 

 

至於，另外一個較少登上新聞版面的議題，則是離岸風場對雷達的衝

擊。對此，邱文彥教授指出在國外為避免離岸風場對雷達的運作產生衝擊，

不少先進國家都會制定指導方針(Guideline)作為規範，例如英國的民用航空

管理局(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UK)，即為此訂定有關風力發電機的相關作

業規範）。但臺灣目前對此問題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作業程序，因此有賴

政府與相關利害關係人共同推動參與制定明確準則，以降低離岸風場對於國

內雷達運作安全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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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面議題 

1.漁業權爭議 

由於離岸風電在興建過程中的打樁和鑽孔工程與日後風機運轉所產生

的噪音造成漁民漁獲的損害，常引發漁民對興建離岸風場的抗議，但漁民損

失卻較難以客觀評估，導致雙方即便溝通也難以取得共識。以歐洲經驗而

言，除強化溝通外，對漁獲的損害與漁民工作權保障大部分採直接補償或是

雇用漁民進行風場設備維護方式因應，而政府亦會加強相關規劃及溝通機

制。 

對此，Mark Leybourne 博士即以英國為例指出，英國的「環境、漁業及

水產養殖中心「(Centre for Environment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主要即負責

對政府海洋環境議題提出建議。另外，由原英國商業企業暨法規改革部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terprise & Regulatory Reform)於 2002 年所成立的

「離岸與濕地可再生能源團體漁業關係室」(Fishing Liaison with Offshore 

Wind and Wet Renewables Group)則通常會指派一位關係室主任(Fisheries 

Liaison Officer)與一位漁業代表就場址選定與興建計畫內容進行磋商，以尋

求雙方皆可接受之開發計畫。他也指出，漁民捕獲的魚類數量、種類、分布、

存活數量等都必須要清楚，才能了解到底離岸風電對漁業環境影響多大。此

一溝通工作應及早進行，且非僅單方面運作，而是需要產業界與漁民互相合

作方能具體達成其溝通效果。 

 

2.水下文化資產保存課題 

目前國內關於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主要法源依據是文化部於 2015 年 12

月公布的《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針對離岸風場興建可能涉及的水下文化

資產保存課題，邱文彥教授指出，所謂「水下文化資產保存與調查」並不能

簡化為水下考古。事實上「考古」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在

發現文物後牽涉到列冊管理和監測。雖然文化部目前採取「原地(In Situ)」進

行實物保存之立場，只要發現疑似為文化資產就必須避開，但因尚牽涉到判

定其文化價值之過程，故此一過程可能會成為導致離岸風場開發計畫延宕的

原因之一。對此，邱文彥教授認為，雖然目前以技術面來看尚可勉強應付這

類問題的發生，但接下來的問題將會是如何判定該文物之文化價值，而這項

議題往往需要專責的機構與專業的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人員來進行評估。 

因此，有關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專業機構的設立與從業人才培育目前也是

刻不容緩的議題之一。基本上，水下文物保存係屬於跨領域的人才培育課

題。根據《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人才培育部分的規定可知，相關專業人才

總共分為五大類，包括：水下考古人員、科學潛水人員、海洋科學人才、保

存科學人才和其他。雖然新的水下考古發現、水下探勘技術不斷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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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現在很大的問題就是找不到技術人才，許多人才訓練後，無法留在該行

業內。建議未來若能將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之相關專業技術人員納入國家特考

範圍內，並設立有關海上之水下文物保存專責機構(類似目前專門負責陸上國

家級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專業機構─「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應

有助於達成水下文化資產領域之育才、留才與用才的具體目標，以使未來水

下文化資產保存的推動能夠更為順利，避免這類問題成為國內離岸風場開發

的障礙。 

 

（四）綜合討論與啟示 

由上述討論可以得到下列幾點結論與啟示。首先，不論是政策推動、產

業供應鏈扶植、誘因機制、漁業權、環境保育、海域空間管理到水下文化資

產保存等課題，皆需要政府在政策支持與協助建立對話機制上展開更積極的

作為，以加速離岸風電建置與產業在地化推動。因此在法規面上，政府可以

提高政策透明度，法規制訂的速度也要加快。政策規劃與意見溝通、環境監

測與控管都需要在開發案進行之前取得共識，以避免在開發案進行後產生抗

爭行為而勞民傷財，並對利害關係人各方帶來不利影響。 

其次，臺灣離岸風電規模有限，供應鏈發展需要配合國內已有的工業基

礎，並遴選具確切技術與可提升產業競爭力的廠商，並強化產業上下游之整

合以深耕技術。在市場方面，需結合周邊國家之產業界與市場，以打入全球

供應鏈為主要目標。 

第三，以臺灣目前大部分開發風險皆由開發商承擔的情況，若躉購價格

不具相當之誘因，可能難以推動產業發展。因此，未來走向競標制度之步伐

需視國內產業發展而定，並適時進行調整。 

第四，在海域管理規劃上，政府應儘速推動《海域管理法》以彌補目前

我國海域管理在 3 海浬至 12 海浬間管理法源上的不足，而此一立法工作的

推進亦將有助於我國海域空間進行更為合理的分配與規劃。 

第五，在漁業權與環保爭議上，通常為雙方在補助條件上之意見分歧與

溝通不良所致。除了前述政府積極協調外，應將各利害關係人納入環評(EIA)

或策略環評(SEA)的整體考量內，且溝通應及早進行，避免影響開發案之推

進。 

最後，在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上，政府應儘速公告水下文化資產判定標

準，設立專責機構並加強落實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人才之育才、留才與用才的

具體目標，以免國內離岸風場開發因受水下文物判定過程推遲而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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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融資授信、風險與保險議題 

離岸風力最大的挑戰已不是融資問題，而是如何降低投資者在不同階段

可能面對的風險，吸引資金進入。根據歐洲過去離岸風力發展經驗，最大的

風險與不確定性為政策風險(Regulatory Risk)以及電網連結風險。歐洲過去

2000 至 2004 年間，由於離岸風力風場規模仍小，且缺乏建置經驗，事前嚴

重低估專案成本，導致財務周轉不靈，直到 2004 年後以更謹慎的定價、持

續增加風場規模並以專案融資(Project Finance)方式吸引多樣投資者進入，才

讓離岸風力產業逐漸成熟。 

過去離岸風力多以單一投資的方式發展，然而受限於離岸風力投資期程

長、資金需求高的特性，如何吸引多樣的資金提供者參與計畫、分攤風險，

成為資金引入的重要關鍵。因此，現今離岸風力多以專案融資的方式，讓多

種類型資金提供者同時參與專案，並以整體宏觀的視野掌握並評估相關風

險，進一步訂定適切的風險價格(Pricing of Risk)，此外，需針對各類投資人

的要求報酬與風險胃納(Risk Appetite)擬定適合的融資模式與資金導入方

式，以吸引資金進入。 

常見的離岸風力資金提供者包括能源供應者、工程採購及建置中心、石

油與天然氣公司、基礎建設基金、多邊開發銀行與投資銀行、第三方投資者

等，各資金來源參與的期程及功能多有所不同，必須針對這些不同的風險胃

納、限制與資金配置需求來設計總體投資組合。綜整以上投資者特性及需

求，可發現資金引入之五大關鍵為：長期清楚穩定的政策發展架構、明確透

明的政府電力收購制度、具體電網連結策略與復原機制、引入風險分攤與保

證機制，以及專案融資資金流向與成本規劃應透明等。 

本次國際研討會金融面議題主要就「離岸風力徵授信重點、建議及商

機」、「離岸風力專案融資實務與風險評估」以及「國外離岸風力引入保險

與擔保之關鍵議題與實際案例」等議題進行實務面探討，節錄相關議題報告

如下： 

 

（一）離岸風力徵授信重點、建議及商機 

台灣國泰金控有多次參與電廠建置的經驗。國泰金控認為離岸風力應以

專案融資方式募集資金。台灣游資目前已超過十兆，融資理應不是問題，但

要如何降低專案融資所可能產生的風險，為銀行及借貸戶所應關心的。國泰

金控認為離岸風力徵授信項目可依時程區分為「開發期」、「建造期」及「營

運期」，不同階段包含不同風險。（參考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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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龔金源(2017)，簡報頁 5。 

圖 25 風險總覽 

 

開發期必須要遵循對接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 EPs)，以環境友善、

注重生態多樣性的方式評估專案融資案件，以降低專案融資風險與聲譽風

險。建造期應注重建設相關風險管理，完整保險設計考慮因子應包含檢視承

包商財務狀況、過去工程實績、EPCI 合約簽署、設備適用性，並將不可抗

力因素發生可能性，一併納入風險評估，此外，成本增加及工程延宕風險亦

應納入考慮。營運期則應注重營運風險、貨幣風險及利率風險，各風險說明

如下： 

1. 營運風險：包括實際風力發電營運狀況、設備妥善率、電網調度狀況、購

售電合約、營收及現金流是否如開發期所預估等。 

2. 貨幣風險：包括貨幣貶值、匯率風險，以及匯出匯入風險等。 

3. 利率風險：由於離岸風力營運合約期通常約二、三十年，必須針對利率波

動產生的營運風險進行控管。 

銀行在徵授信過程扮演協調的角色，整合不同簽署對手，以分散風險，

可分成承包、EPCI 合約、營運及保險等部份，說明如下： 

1. 承包(Offtaker)包含開發、建設及營運期間的承包，應注重於離岸風力專案

融資是融合不同專業，如何適度協調各承包單位各司其職，為徵信組合的

評估重點。 

2. EPCI 合約(EPCI Contractor)簽署，全球通過認證的離岸風力整合承包商占

極少數，有其獨佔性，選擇時應注重在其過去實績檢驗。 

3. 營運(Operator)部份，離岸風力合約期間動輒長達二、三十年，在營運者選

擇上也有其重要性，並保有事後合約調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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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險(Insurer)部份，雖然保險費用占總計畫費用比率一般不到 1%，卻是重

要的風險分攤措施，應將評估重點著重在保險承攬範圍，而非保險所需費

用。 

完整的授信架構應包含貸款人資格評估、環境保護評估、保險諮詢完整

性評估、經濟合作協議(ECA)、贊助端等的資格評估，銀行將上述架構進行

完整評選機制，以確保離岸風力專案融資的順利進行及風險控管，如圖 26。 

 

 

資料來源：龔金源(2017)，頁 11。 

圖 26 完整授信架構 

 

未來離岸風力專案融資發展，建議應將是否取得各國輸出信用機構

(Export Credit Agency, ECA)納入融資授信重點工作項目。此外，亦可透過夾

層融資增加融資的管道及可能性，降低借貸門檻，加速產業發展，健全台灣

離岸風力產業架構，如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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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龔金源(2017)，簡報頁 18。 

圖 27 離岸風力專案融資發展建議 

 

（二）離岸風力專案融資實務與風險評估 

根據與會兩位專家 Jérôme Guillet 於荷蘭雙子星案風場融資經驗以及

Charles Yates 於印度風場開發之經驗，彙整離岸風力專案融資實務與風險評

估之重點如下： 

1.專案初期決定技術提供者，以及電網連結方式將有助於專案後續執行，且

融資策略須將併網融資也列入考量。 

以荷蘭雙子星案風場為例，在技術方面主要以西門子的技術，採單樁式

基座。電網連結方面，在一些國家中，風場擁有者需要自己打造電網連結，

雙子星案中是採各方合作，一共打造兩條連線。最早期只有簽兩個合約，一

個是與西門子簽的風機合約，一個是與 Van Oord 簽的建置合約。西門子母

公司是德國，但簽約的是丹麥的西門子公司。風機以外其他的硬體設備就是

由 Van Oord 來負責建置，像是基座、採購、安裝，還有實體、硬體安裝與

採購，以及岸上變電所。專案初期即決定技術提供者，以及電網連結方式，

有助於降低後續風險並有助於專案後續執行。 

2.因應風場融資需求設計不同補貼制度。 

以荷蘭雙子星案風場為例，雙子星專案是最早使用「類似選擇權」、「永

續能源生產獎勵(SDE)
6 」制的離岸風電專案。SDE 是一種階梯式的稅制，在

市場上把生產的電賣出去後，所得到標準間的差距，就是由政府來補貼。換

句話說，政府會設定一個補貼標準，以「階梯式」補貼。由於包含政府補貼，

SDE 的風險比較容易承擔，風場的總營收相當穩定，就算發電量比較低，補

貼還是有一定的水準。發電量穩定後，補貼也就能比較持平，所以風場擁有

者對於未來營收能事先有所掌握，銀行與金融機構也比較願意提供好的融資

條件。 

                                                        
6
 荷蘭文為 Stimulering Duurzame Energieproductie (SDE)，英譯為 Sustainable Energy 

Production Ince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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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的投入與穩定、透明的法規制度，是離岸風力專案成功的關鍵。 

印度政府曾選定兩個場址，分別是 Gujarat 與 Tamil Nadu，目標是 2020

年要達到 175GW。但是因印度政府投入不足，導致計畫進度落後。若政府

沒有大力投入與承諾，且明確知道自己要什麼，是難以推動這麼大規模的目

標。相反的，如果長期價格被保證，且長期營收願景清楚，將有助於提高離

岸風力專案成功率。以荷蘭政府為例，荷蘭政府不僅給予價格穩定承諾，法

規也很穩健，推出很多風場許可與證照，政府有單一窗口專門發照與負責跨

單位協調，而且法規相當易懂、透明，皆是可提高離岸風力專案成功率的關

鍵。 

4.藉由經濟、法律、技術方面等跨領域團隊的建立，分享風場建置經驗。 

在專案規畫初期就讓承包商互相競爭，看最後要跟哪一家廠商合作，例

如，荷蘭雙子星案風場最後是西門子擔任承包商，並一起參與了計劃的草

擬。團隊陣容包含經濟、法律、技術方面等長才，且及早組成可以彼此交換

經驗。離岸風電的磋商可能要一兩年之久，早一點選定承包商，承包商就可

以儘早投入資源，派人參與談判、設計，讓計畫更為優化。這樣所有參與人

都可以從中受惠，而不是「你到底會不會選我」，充滿不確定性。團隊要早

點開始做盡職調查，同時要準備好能夠回答所有投資人的問題，包括技術

面、法規面、保險、模型驗證等，必須要用最高標準來檢視，這樣接洽銀行

時，才不會被問題考倒或是嚇到，以說服銀行出資進行融資借貸。 

5.明確且多元的融資策略以及再融資的導入。 

以荷蘭雙子星案風場融資經驗採用相當多元的籌資方式。在專案初期引

入多邊銀行、歐洲投資銀行(EIB)、丹麥出口信用機構(EKF)等。除了股本股

權投資，還有順位比較後面的夾層融資，以滿足不同投資者的風險胃納，看

大家是要達到高報酬或是要用不同風險來選擇投資管道。丹麥退休基金公司

(Pensionskassernes Administration, PKA)及丹能風電等業者因已經有參與離岸

風電融資做法，所以願意採取夾層融資這種風險偏高的融資渠道。 

此外，再融資的導入相當重要，可以降低融資成本。所謂再融資並不是

只指第一次聯貸案，還有再融資，而是一個把資金需求切成兩半很好的作

法。蓋風場的時候，不是所有風機都能同步上線，風機會分階段提供營收。

就算風場還沒有建置完，其實也會有初期的營收出來。融資策略須將併網融

資也列入考量。一開始融資時，就可以把再融資與更好的貸款條件等考慮進

來。再融資有兩個做法，一個是把原本聯貸案重新打造成條件更好的聯貸

案，或是以增貸方式來取得更多資金。因此各家銀行願意擴大聯貸規模，調

整長期資金需求、短期利率。 

6.別忽略商轉期風險。 

計畫剛開始執行時，大家都會關心營造期間的風險，剛開始，大家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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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成本超支怎麼辦？延遲上路怎麼辦？」。但是除此之外，風機營運商轉

時間長達 20、30 年之久，這麼長的時間有可能會出錯，例如政府收手停止

補貼、風機有問題、風力資源變得不豐沛等。因此，注重商轉期間的風險，

別忽略運轉期的風險。 

7.善用財務模型模擬工具。 

利用財務模擬工具可以讓大家了解經濟效益、投資報酬等。如果真的發

生問題，例如工程延誤六個月或是成本多一成，也可以透過嚴謹的財務模

型，來得到量化的影響。財務模型對於銀行也特別重要，因為可以掌握開發

商發生問題時，如延誤或是成本超支，對於計畫金流、收債等影響。 

8.保守看待風險，並用四個 T 來處理風險，分別是對待 (Treat)、忍受

(Tolerate)、終結(Terminate)與轉移(Transfer)。 

保守看待風險，因為不管利潤上漲空間多少，銀行業的利率都是穩定

的，但是如果壞事發生，銀行也依然希望你定期還款，所以保守看待風險便

是很重要。假設有船機到海場上去佈建風機，但海象卻比預期還要差很多，

導致風很大無法使用升降機，船機還要停兩、三個月，付出很多的租用費用。

在此情境下，「對待」是管理風險，把風險比較小，例如租比較大的船機來

抵禦艱困海象。「忍受」則是願意承擔風險，忍受這樣的困境。「終結」是

改租超大的船，無論海象多差，都要完成佈建。「轉移」則是例如保險，或

是跟船東簽約，約定好如果花兩個月完工，很棒，就付一億美元。如果要花

四個月完工，依然還是付一億元，天氣風險等於轉移房東。要小心的是，風

險轉移很好，但要確定對方可以管理風險而且口袋夠深，才可以承擔這份轉

移的風險。否則，風險無法永遠轉移，只能短暫轉移。 

 

（三）國外離岸風力引入保險與擔保之關鍵議題與實際案例 

透過引入國際具國際離岸風力之發展經驗之再保險公司，可以藉由其相

關經驗，有效評估風險並降低離岸風場專案之暴險程度。 

全球最大再保險公司瑞士再保險龔景漢認為，離岸風電發展技術與趨勢

所面臨之挑戰可分為兩大塊。其一為不同階段如前期工程與營運階段所會遇

到的風險，如圖 28，此部份如地質調查、現場評估之風險的累積與歷練相當

重要。若是地質調查報告不夠確實，則一路到設計、施工階段皆採用錯誤的

參數，可能造成施工時風機倒塌。不管是風險管理、保險與專案融資(Project 

Finance)都希望所有的資料愈透明愈好。其二為風機技術如單一容量、捕風

能力或轉換效率提升也會導致挑戰愈來愈大。全球趨勢為單一風機尺寸愈來

愈大，發電量愈大，插在海中支數相對少，目前如美國能源資訊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報告亦要求減少風場限地及支數（參考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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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龔景漢(2017)，頁 5。 

圖 28 離岸風力發電各階段風險 

 

 

資料來源：龔景漢(2017)，簡報頁 6。 

圖 29 離岸風力發電技術與趨勢 

  



73 

風場單機裝置容量 6.5~8MW；吊裝時，單一葉片重 35~85 噸，機艙重

約 400 噸等都造成建造時的困難，是保險業者與再保險業者會考量之處。圖

30 為單支風機裝置容量發展趨勢。台灣風機裝置容量目前大約 4MW。在風

機設計方面，颱風是考量之一。當單一風機變大時，以歐洲區域探討運輸、

安裝與適海性議題，歐洲風場離地 50 公尺，故皆為大型機組設備及物料，

其抗風浪及適海性高。中國大陸因為船隻大，單吊臂 1200 噸，風場距海岸

線不遠，約 5 公里內，不似歐洲採單片單片吊裝。韓國則是將陸機使用狀況

直接用於離岸風機，因此風險高。 

 

 

資料來源：龔景漢(2017)，簡報頁 7。 

圖 30 單支風機裝置容量發展趨勢 

 

在不同施工現場及場址，採用之設備與船隻不同，此時經驗與地質調查

相當重要。在環境適應性方面，歐洲北海的風機建造經驗應如何複製至亞

洲？歐洲過去 30 年最大陣風紀錄約介於 30~50m/s。一般風機設計標準為 IEC 

61400，依風機設計規格分 Class A、Class B，詳細分類見表 23。中國大陸於

2016 年風機設計規格可達 Class 1A。日本覺得 Class 1A 規格可能不夠，另外

針對颱風設計出 T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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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IEC 61400 風機分類 

 

資料來源：龔景漢(2017)，簡報頁 18。 

 

瑞士再保險公司目前正依照政府規定，積極提出作業規範及安全需求，

以及與能源局、勞動檢查處共同檢視作業參考手冊，用以推行風力發電。該

公司分析 3 千多件案件，分析出風險問題最多來自設計，其次為閃電及暴風。

採 EWTC (East- West Transport Corridor)資料，最大損失來自於電纜設計瑕疵

（參考圖 31）。 

 

 

資料來源：龔景漢(2017)，頁 23。 

圖 31 離岸與陸域風機損失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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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險管理應用於亞洲方面，海事風險作業守則，其係與廠商、設計商、

保險公司與再保險公司共同討論而成；其將風險列出，並作討論與整理。經

由風險管理將 66%之非常高風險（或高風險）降至 6%。另外風險管理將由

海事檢驗師介入，介入時間點為設計初期到交付(Handover)期間內（參考圖

32）。 

 

 

資料來源：龔景漢(2017)，簡報頁 24。 

圖 32 離岸風場損失綜覽 

 

（四）台灣發行綠色債券之建議 

KPMG 中國合夥人 Patrick Chu 認為，台灣金融債券市場規模雖相對較

小，但發行綠色企業債券並非不可行。以台灣經驗來說，兩年半前安侯建業

是第一家推動綠色債券公司，當時很多金融機構，都覺得綠債「叫好不叫

座」，因為發行成本比其他金融工具來得高。但是一年半之前，很多金融機

構開始對綠色債卷有興趣。所以，之前台灣綠色債券沒有成長，不是因為市

場不夠，而是因為大家認知還不足。TOYOTA 與聯合利華都曾發行過綠色債

券，一個是民生物資生產者，另一個是汽車製造商，所以其實不見得只有能

源產業公司才可以發行綠色債券，重點是綠色債券本質是否符合期望。蘋果

公司也積極推動綠債，蘋果公司近年開始重視供應鏈的綠色製造，也跟綠色

債券有關。 

KPMG 從全球發展綠色債券之經驗，對台灣發行綠色債券提出相關建

議。首先，綠色計畫要與綠色融資一起結合推動，目前一些開發銀行則扮演

綠色融資最大的發債機構。發債機構也必須要精確評估風險胃納度，針對不

同匯率波動擬定曝險的風險管理。有時候發行綠色債券並不是用本地貨幣發

行，而是用別的幣別計價，因此控管外匯風險真的非常重要。發債機構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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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均衡的風險評估。而且，因為綠色債券是中長期的公司債，如果有匯率

風險，將沒辦法預測短中期的利率波動。 

其次發行債券前的第三方驗證以及發行債券後的報告資訊揭露同樣重

要。綠色債券不論是品質或標的，即時揭露對於投資人都很重要。發債單位

應該重新檢視內控項目、如何管理利害人、股東關係等。 

再者，應有明確與嚴謹的法規制度。不論是中國、香港與新加坡，綠色

債券成長越來越快。可以看到亞洲國家越來越多，金融機構也積極想要搭上

浪潮，標準制定者也開始更積極的動作。應該藉由更嚴謹的標準，來避免「漂

綠」這樣的風險，也讓投資人有依據。 

最後，發行綠色債券若在本土發行，對本土、海外投資人都有吸引力。

台灣也需要吸引更多綠色資金才能進行再生能源投資。不過，很多台灣投資

人都在看海外市場，對本地參與度不夠。如果台灣綠色債券市場蓬勃發展，

台灣投資人會非常樂意進行投資，為永續環境盡一份心力。 

整體來講，綠色金融的生態系發展成長，需要四大支柱，分別是對於環

境保護意識、強而有誘因效果的政策、綠色信貸評級指標以及強制性 ESG（環

境、社會與治理）資訊揭露。這四大支柱需要緊密合作才能發揮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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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太陽光電產業國內外融資實例 

一、國際太陽光電產業融資實例 

以美國 SolarCity 為例，美國 SolarCity 是最大的住宅太陽能安裝商，在

2013 年 11 月宣布以太陽能資產創造之現金流支持證券化，為美國首家將太

陽能資產證券化的公司。SolarCity 與電力公司簽訂購售電合約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PPA)，此為可預見的未來現金流，故以購電合約為本，

將太陽能資產證券化，透過非公開發行鎖定特定投資者，SolarCity 首次證券

化規模為 5,440 萬美元，約有 5,000 個客戶要安裝住宅屋頂光伏(Photovoltaic, 

PV)裝置。此後，又發行了兩次證券，逐步擴大證券發行規模及購電合約數

量：第二次證券化規模為 7,020 萬美元，其由將近 6,000 個購電合約支持；

第三次證券化規模為 2.015 億美元，其由將近 16,000 個購電合約支持。

SolarCity 發行的太陽能資產證券票面利率如表 24 所示。 

 

表 24 美國 SolarCity 太陽能資產證券化之相關資訊 

發行日期 信用評級 票面利率(Coupon) 購電合約數量 
證券規模 

（美元） 

2013 年 11 月 BBB+ 4.80% 5,000 5,440 萬 

2014 年 4 月 BBB+ 4.60% 6,000 7,020 萬 

2014 年 7 月 
BBB+ 4.026% 平均

4.32% 
16,000 

79.36% 
2.015 億 

BB 以下 5.45% 20.64% 

資料來源：Sean Kidney et al. (2017)；中經院整理。 

 

另據我國工研院研究調查顯示，美國 Solarcity 推行太陽能資產證券化的

目的係提供專案融資者更長期的保障，此一融資模式詳如圖 33 所示，除可

確保融資財源外，若不幸 Solarcity 未能在合約期間履行應盡的服務（如破產

或其他不可抗力事故），接手支援的業者將負責後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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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沈崇瑞(2015)。 

圖 33 Solarcity 之太陽能資產證券化模式 

 

二、國內太陽光電產業及融資實例 

（一）國內太陽光電產業融資模式 

依經濟部(2014)資料顯示，2012 年行政院核定「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

進行太陽光電推展，其就法制面、市場面和資金面，設計系統性推廣做法，

其中在市場面係以建置示範案例作為宣導和教育之因應策略，而在資金面則

採導入太陽光電能源技術服務業(Photovoltaic Energy Service Companies, 

PV-ESCO)和專案融資等方式，如圖 34 所示。 

 

 

資料來源：經濟部(2014)，簡報頁 6。 

圖 34 太陽光電推廣系統性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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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V-ESCO 方面，因太陽光電 20 年固定躉購費率之特性，可結合金融

機構融資，屋主提供屋頂或空間並收取租金，再由 PV-ESCO 業者出資設置

與負責 20 年系統維運，最後則由台電依法保證收購太陽光電設備所需電力，

創造多方共贏局面，如圖 35 所示。 

 

 

資料來源：經濟部(2014)，簡報頁 10。 

圖 35 PV-ESCO 運作流程 

 

另一方面，由於在傳統融資方式裡，金融機構通常要求足額擔保品且通

常以不動產為主，或以機器設備借款為主，融資期間最長不超過 7 年，對於

推動太陽光電發展較不具誘因，故改以專案融資方式，金融機構改以太陽光

電設備為動產進行抵押設定，就其發電效益評估專案期間之現金流情況，有

助於 PV-ESCO 業者為用戶取得購置設備資金，用戶提供場所安裝太陽光電

設備，再由售電後收益攤提貸款予銀行業者，並最長給予 10~15 年融資期間，

如圖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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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2014)。 

圖 36 太陽光電專案融資運作流程 

 

另一方面，有相關國內研究提及，若能提升太陽光電發電轉換效率並降

低設置成本，且政府機關輔以供擔保協助投資者向銀行融資，並取得較優惠

之貸款成數與利率等獎勵措施。如此將可減輕投資者設置期初自有資金籌募

的比例，大幅提高誘因，而有助於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發展(林明村等，

2012)；其次，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為國內內需市場及太陽光電設置者揭示明

確且穩定之現金收益，在確保收入穩定及明確市場規劃等情形下，有利於金

融機構投入太陽光電設置融資業務，使整體太陽能產業發展更加完整健全(詹

惠英和王威凱，2016)。 

 

（二）國內太陽光電推動案例 

1.國泰世華銀行 

國內銀行界最早涉入太陽光電融資項目的業者為國泰世華銀行， 2010

年設立「大型太陽光電系統專案融資」，2011 年底再推出適用小家戶的「小

太陽融資專案」。此外，國泰世華銀行在 2013 年於高雄成立了國內第一家

裝設太陽光電設備的銀行，於約面積 41 坪的樓頂上裝置 80 片太陽能板，共

20.4 瓩的發電系統，估計每年約能提供 2.4 萬度電，其後再與天泰能源合作，

協助業者解決為終端用戶建置太陽能板時之資金融資問題，架構圖如圖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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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泰世華銀行(2016)。 

圖 37 國泰世華銀行太陽光電專案融資運作流程 

 

另依據國泰世華銀行(2016)資料指出，其案場類型涵蓋農業、蓄牧業、

工廠屋頂和機關、中小學等公有建物屋頂（見圖 38），且在多年的耕抎下，

國泰世華銀行目前是國內最大的太陽能電站融資銀行，市占率近 30%，所承

作的太陽能電廠案場授信案平均承作期間為 5 到 7 年(張心紜，2014；魏喬怡，

2017a)。 

 

 

 

資料來源：國泰世華銀行(2016)。 

圖 38 機關、中小學等公有建物屋頂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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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永豐銀行 

永豐銀行自 2012 年起即響應政府推動「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及現今

之「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以多元融資策略及專業團隊共同扶植台灣太

陽能產業(永豐銀行，2017)。例如永豐銀行於 2013 年推出「太陽光電設備融

資專案」，為民眾提供太陽光電設備擔保，最高可取得 80%融資之專案，架

構如圖 39 所示。其次，永豐銀行於 2014 年 4 月至 11 月底進一步推出「全

額貸款」太陽光電設備融資專案，其為大同公司和永豐銀行共同推出的新融

資專案，民眾可以全額貸款（即貸款額度可達 100%）、貸款年限最長到 16

年，不需不動產抵押設定，只需抵押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即可，年利率約

3.25%，作為加速臺南地區太陽光電系統的建置及發展之措施(魏喬怡和陳惠

珍，2014)。依曾君儒(2014)專訪指出，以 2013 年經濟部能源局公告的 175

百萬瓦而言，永豐就參與執行 25 百萬瓦，約占百分之 15 左右(曾君儒，2014)。

今年以來，隨著政府加速推展太陽光電發展，多家銀行推出綠能融資專案以

協助太陽光電普及。如玉山銀行、永豐銀行、台新銀行皆有綠能貸款專案，

陸續鎖定太陽能、LED、環保工程等，進行與綠能產業有關的授信(楊筱筠，

2017)。其中，永豐銀行除既有融資專案外，2017 年 3 月亦與新北市共推「永

續綠能．豐光新北」計畫，設立「過橋融資」專案，三階段分期撥款，助工

業區的工廠屋頂綠能覆蓋率達 5 成以上；其次於專案中核貸額度最高可達設

置費用八成，並可先行核貸額度最高兩成分攤前期設置成本，待系統建置完

成並與台電簽署購售電合約後，再貸予剩餘額度，貸款總期限最長可達 15

年(魏喬怡，2017a 和 2017b)。 

 

永豐銀行
併聯完工後放款

系統承裝業

台電公司太陽能電板

銀行融資80％
約15年分期
償還本利

系統安裝及
售後服務

併聯完工後
給付工程款

取得20年固定費率賣電收入

躉售電力

 

資料來源：永豐銀行(2013)；中經院整理。 

圖 39 永豐銀行太陽光電融資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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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濟部能源局之優良太陽光電系統光鐸獎 

為擴大推動陽光屋頂百萬座政策，提供太陽光電應用優良案例示範與金

融業創新金融模式，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推動辦公室自 2014 年起辦理優良

太陽光電系統之光鐸獎，藉由相互學習達到教育和宣導效果，以 2017 年評

選辦法為例，主要分為優良金融服務獎、優良系統獎及優良系統廠商獎。其

中，優良金融服務獎（自 2016 年之後才有此獎項）參選評比資格為需具備

推展太陽光電融資服務的金融服務相關產業(包含本國之金融控股公司、銀

行、票券金融公司、信用合作社、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外國銀行在台分行

或子行及租賃業等)；優良小型系統獎(<30kW)及優良中大型系統獎(≥30kW)

須符合系統併聯運轉已超過一年以上之系統；優良系統廠商獎則須為 2015

至 2016 年設備登記完成之系統，並具備提供至少 5 案且累計設置容量達

3MW 以上者，或提供案件數達 30 案以上者。 

近年優良金融服務獎得獎名單為永豐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優良系統獎

則涵蓋本島與離島之終端用戶，行業機關類別則有學校、農業、加油站、工

廠廠房等，茲彙整 2016 年案例於表 25 中。 

 

表 25 2016 年優良太陽光電系統案例與得獎名單 

申請者 
屏東縣李

長榮實業 

嘉義縣敏

道家園 

高雄市昱

鼎電業 

台中市昱

泰能源 

嘉義縣協

同高級中

學 

李長榮實

業股份有

限公司 

系統廠商 

李長榮實

業股份有

限公司 

沅碁光電

股份有限

公司 

昱鼎電業

股份有限

公司 

昱泰能源

股份有限

公司 

沅碁光電

股份有限

公司 

李長榮實

業股份有

限公司 

設置地點 
屏東縣里

港鄉 

嘉義縣朴

子市 

高雄市燕

巢區 

台中市外

埔區 

嘉義縣民

雄鄉 

屏東縣琉

球鄉 

設置容量 

(kWp) 
90 99.8 3356.74 199.68 29.845 19.2 

該案場 2017 年 1

至 6 月日平均發

電度數 

（度/天/瓩） 

3.41 3.76 3.96 3.73 3.64 3.92 

該案場 2016 年

日平均發電度數 

（度/天/瓩） 

3.35 3.58 3.59 3.74 3.55 4.00 

該案場 2015 年 5

至 12 月日平均

發電度數 

（度/天/瓩） 

3.66 3.86 4.03 4.08 3.97 4.19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優良太陽能光電系統光鐸獎網站；中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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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國際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融資研析 

Vine 和 Da-li 等皆提及融資難易程度是影響 ESCO 產業發展之重要因

素，Sorenson 則認為在推動 ESCO 產業融資上，無論是透過專案融資或是創

投資金引入，政府扮演關鍵性角色。(Gan Da-li, 2009; George Sorenson, 2004; 

Edward Vine, 2005) 而國際在協助 ESCO 業者取得資金措施上，除了專案補

助或稅賦優惠外，在金融面亦推動循環基金模式來協助 ESCO 業者進行專案

推動時所需之融資問題。目前初步以韓國 ESCO 長期低利融資與泰國「ESCO

循環基金」為例，說明內容如後。 

一、韓國 ESCO 長期低利貸款 

韓國政府自 1993 年起，開始針對 ESCO 投資案件提供長期低利貸款，

如表 26 所示。在長期低利貸款方面，僅適用於「合理能源使用」、「大量

能源供應」以及「替代能源之推廣」等三大類專案，ESCO 創業之種子基金

及設備投資係歸屬於「合理能源使用」之下，貸款僅能支付安裝成本與營運

資金之支出，安裝成本為購買與建置節能設備之支出，包含設備翻新、設計

以及試營運之支出，但不包括購買土地及房屋建造之成本；營運資金則為設

備剛開始運作之最初 3 個月所需之相關支出。韓國低利融資之放款流程如圖

40 所示。 

 

表 26 韓國 ESCO 長期低利貸款 

項目 主要內容 

長期低利貸

款 

 ESCO 之主要項目包含工業用或大型建築之廢熱發電設

備、生產高效能產品、節能設備之安裝、非電力冷卻系統、

地區能源發展專案、能源技術服務業、自願減量協議。 

 貸款條件（2006 年）： 

1. 貸款僅能支付安裝成本與營運資金之支出。 

2. 還款期限為 8~15 年（寬限期 3~5 年）。 

3. 利率為 3.5~5%，約為市場水準之 50%。 

4. 每個 ESCO 專案貸款上限為 50 億韓元（約 1.35 億台幣），

貸款額度上限為專案投資金額之 100%。 

資料來源：中經院(2013)；中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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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經院(2013)。 

圖 40 南韓 ESCO 融資流程圖 

 

ESCO 專案之融資金額也從 1993 年的 1 佰萬美元成長至 2009 年的 113

佰萬美元，專案件數則是在 2001 年達到最高點 548 件，2007 至 2009 年則維

持在約 100 件之水準，如圖 41 所示。 

 

 

資料來源：Su-Young Huh(2010)。 

圖 41 南韓 ESCO 融資金額及件數 

  

韓國能源管理公司 

(KEMCO) 

申請者 

(Applicant) 

金融機構 

(Financial Institution) 

1. 申請貸款 

2. 推薦 

2. 通知 

3. 申請貸款 

6. 放款 

4. 申請資金 

5. 撥予資金 

$ 
原油及部分石油產品

之進口及銷售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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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國「ESCO 循環基金」 

ESCO 循環基金由泰國替代能源發展與能源效率局 (Department of 

Alternative Energy Development and Efficiency, DEDE)設立，並由泰國能源節

約基金會(Energy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of Thailand, ECFT)和能源環境基金

會(Energy for Environment Foundation, E for E)進行管理，目的在於鼓勵私部

門參與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投資專案。另一方面，ESCO 循環基金主要針對

能源密集型服務與製造業領域之中小企業、ESCO 業者、能源效率及再生能

源投資者，採共同投資方式協助發展潔淨能源、再生能源、能源效率以及建

築改造計畫。 

其次，ESCO 循環基金之融資方案包含股權投資(Equity Investment)、

ESCO 創投(ESCO Venture Capital)、設備租賃(Equipment Leasing)、信用擔保

(Credit Guarantee Facility)、溫室氣體計劃(GHG Project Facility)、技術援助

(Technical Assistance)，基金架構及融資流程如圖 42 及圖 43 所示。 

 

 

資料來源：E for E (2012)；中經院整理。 

圖 42 ESCO 循環基金架構 

 

 

資料來源：Erica Jue et al. (2012)；中經院整理。 

圖 43 ESCO 循環基金融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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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施成效上，泰國「ESCO 循環基金」於 2008 年開始實施，截至 2017

年為止共有四期，每期皆由節能推廣基金(Energy Conservation Promotion 

Fund, ENCON Fund)挹注 5 億泰銖7。前三期成果如表 27 所示。個別項目投

資部分，以第一期（2008 年至 2010 年）為例，其總投資金額為 33.34 億泰

銖，主要投資項目為設備租賃約占總投資比例 76%，其次為股權投資約占總

投資比例 24%，如圖 44 所示(Erica Jue et al., 2012)。 

 

表 27 ESCO 循環基金前三期(2008-2014)成果 

 E for E ECFT 總合 

計畫數目 81 45 126 

總投資（百萬泰銖） 4,136.36 1,090.89 5,227.25 

ESCO 循環基金投入（百萬泰銖） 524.25 370.92 895.17 

節能量（千公噸油當量） 21.99 18.73 40.72 

節能量（百萬泰銖） 662.59 362.76 1025.35 

資料來源：Pongphat Munkkunk(2017)；中經院整理。 

 

 
資料來源：Erica Jue et al. (2012)。 

圖 44 ESCO 循環基金第一期(2008-2010)成果  

                                                        
7
 第一期：2008 年 10 月至 2010 年 9 月；第二期：2010 年 10 月至 2013 年 3 月；

第三期：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7 月；第四期：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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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 ESCO 循環基金雖具備多種推動型式，但仍以股權投資和設備租賃

為主，故以下簡述兩項模式內容： 

1.股權投資：專案計畫者可將部分計畫內容分包給其它業者，以換取確定之

收益。融資部分，ESCO 循環基金可投資於能源效率或再生能源計畫，融

資金額占總計劃 10-50%，但金額限於 5,000 萬泰銖內，且不能成為主要股

東，還款期限不得大於七年。架構及流程如圖 45 所示。 

 

 

資料來源：E for E (2012)；中經院整理。 

圖 45 股權投資架構及流程 

 

2.設備租賃：ESCO 循環基金提供長期低利貸款予企業，以用於購買能源效

率或再生能源設備，利率固定為 3.5%，融資金額最高可達到 100%之設備

購買金額，但不得超過 2,500 萬泰銖，還款期限不得超過五年，寬限期不

超過六個月。架構及流程如圖 46。 

 

 

資料來源：E for E(2012)；中經院整理。 

圖 46 設備租賃架構及流程 

 

三、ESCO 輸出融資管道研析 

（一）ESCO 融資管道 

一般而言，目前我國 ESCO 業者若欲取得服務及設備輸出融資，主要可

經由政策優惠貸款、信用保證基金、境外金融中心及國際創投等政府及民間

融資管道，取得所需資金。茲就各融資管道具體規定分述如下，並提出 ESCO

產業融資之執行建議。 

首先，在政策優惠貸款方面，我國政府目前已推動包括「強化貿易金融

貸款方案」、「海外投資融資(第九期）貸款」，以及「機器設備輸出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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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優惠貸款措施，希望藉此降低業者輸出業務運作成本，並強化產業輸出能

量，以達提升我國廠商出口競爭力之具體功效。表 28 列舉「強化貿易金融

貸款方案」及「機器設備輸出貸款」之貸款提供機構、目的辦法、對象、流

程、利率以及聯絡窗口等資訊，提供 ESCO 業者參考。 

其次，在信用保證基金方面，ESCO 業者在推動輸出時亦可透過國內「中

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與「海外信用保證基金」等途徑取得融資。特別是由

於我國 ESCO 業者多為中小企業，提供擔保品能力相對有限，藉此途徑將可

協助業者降低因融資擔保品不足，而無法順利取得融資情況的發生，並同時

提高金融單位融資意願。表 28 列出國內「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及「海

外信用保證基金」之貸款提供機構、貸款目的/辦法、對象、流程、利率，以

及聯絡窗口等資訊，提供 ESCO 業者參考。 

此外，在境外金融中心方面，國內 ESCO 廠商也可參考我國各大銀行所

提供之境外金融中心(Offshore Banking Unit, OBU)等融資管道，在海外獲得

全面性及完整性之融資服務。表 29 列出國內銀行境外金融中心融資之貸款

提供機構、貸款目的/辦法、對象、流程、利率，以及聯絡窗口等資訊，提供

ESCO 業者參考。 

最後，在國際創投融資管道方面，隨著有關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降低能

源密集度之技術服務，逐漸受到國際市場重視，ESCO 產業亦存有許多發展

潛能，不少國際創投公司瞄準此趨勢積極導入民間資本，提供資金供各國欲

參與當地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商機業者，推動及承接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專

案之進行，表 30 係參考歐洲投資銀行集團(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Group)

推廣之「全球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基金」 (Global Een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Fund, GEEREF)列表，並依據我國 ESCO 產業具輸出潛力

之市場，列舉 Armstrong Asset Management 及 MGM Innova Capital LLC 此兩

項國際創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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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ESCO 輸出融資管道分析 

 優惠貸款 信用保證基金 

項

目 

強化貿易金融

貸款方案 

機器設備輸出

貸款 

海外投資融資

（第九期）貸

款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提

供

機

構 

中國輸出入銀

行 

中國輸出入銀

行及國內公、

民營銀行 

本貸款委由銀

行辦理貸放事

宜，並得遴選

經理銀行辦理

融 資 管 理 業

務。 

國內各大銀行（包括臺灣銀行、合作

金庫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華南商業

銀行、彰化商業銀行等） 

國內外各大銀行（包括臺灣銀

行、臺灣土地銀行、中國輸出

入銀行、合作金庫銀行、兆豐

國際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

行、華南商業銀行、Amerasia 

Bank（紐約第一銀行）、Cathay 

Bank（國泰銀行）等）。 

目

的

/

辦

法 

為配合政府政

策，協助廠商

拓展外銷，中

國輸出入銀行

與經濟部開辦

「強化貿易金

融 貸 款 方

案」，協助出

口廠商取得資

我國行政院國

家發展基金管

理會為配合政

府推動經濟政

策，以協助業

者擴大各項機

器設備輸出業

務，支援中國

輸出入銀行辦

為協助我國廠

商前往海外投

資，以拓展國

際市場或掌握

重要資源及增

進國際經濟合

作，提供中長

期融資，行政

院國家發展基

1.該基金以提供

信 用 保 證 為 方

法，盼促進中小企

業融資，以排除中

小企業申請融資

時擔保品欠缺之

障礙，並提高金融

機構辦理中小企

業融資意願，進而

2.為配合政府推

動新南向政策，協

助赴新南向國家

投資之中小企業

取得所需資金，該

基金匡列 20 億元

做為保證融資額

度，辦理新南向政

策 信 用 保 證 方

1.該基金係由中央政府及金融

機構捐助成立，為非營利性財

團法人組織，隸屬我國僑務委

員會主管，對具發展潛力而欠

缺擔保品之僑民、僑營事業及

臺商事業提供信用保證，協助

其順利自金融機構取得所需

資金，提升營運績效，增加國

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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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貸款 信用保證基金 

項

目 

強化貿易金融

貸款方案 

機器設備輸出

貸款 

海外投資融資

（第九期）貸

款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金融通，並規

避貿易風險，

以拓銷海外市

場。該方案總

資金為新臺幣

60 億元。適用

短 期 出 口 貸

款、一般出口

貸款及中長期

出口貸款。實

施期間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

至 109年 12月

31 日止。 

理「機器設備

輸出貸款」，

期能藉由該融

資計畫，協助

出口廠商取得

資金融通，以

拓 銷 海 外 市

場。該貸款總

額度為新臺幣

200 億元整，自

開 辦 日 起 至

107年 12 月 31

日為止，每筆

貸款由行政院

國家發展基金

出 資 三 分 之

二，承貸銀行

出 資 三 分 之

金管理會特定

「海外投資融

資（第九期）

貸款」。 

配合有關輔導機

構擴大輔導效果。 

案。授信額度以申

貸企業投資所需

總金額之百分之

七十為限，且單一

企業申請本項貸

款信用保證之授

信額度最高以新

臺幣五千萬元為

限，不受現行本基

金對同一企業保

證融資總額度上

限之限制。 

2.每一授信戶及其同一經濟利

害關係人送保案件授信額度

最高為 150 萬美元； 

3.新南向地區者（東協、南亞

及紐澳國家）最高為 200 萬美

元（若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均

設於新南向地區者，合計最高

為 250 萬美元）。 

4.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係指

授信戶負責人、相同負責人之

企業、企業間一方對他方持股

或出資超過 50%、企業間之股

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為 50%以

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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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貸款 信用保證基金 

項

目 

強化貿易金融

貸款方案 

機器設備輸出

貸款 

海外投資融資

（第九期）貸

款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一 ， 搭 配 貸

放。 

對

象 

凡依我國法律

設立登記之廠

商或貿易商均

可申請本方案

項 下 出 口 貸

款。 

特定事業之國

內出口商、國

外進口商、本

國整廠整案、

系統整合輸出

業者或國外業

主。其中，特

定事業包括：

單 體 機 器 設

備、綠能設備

（包括太陽光

電 、 風 力 發

電 、 生 質 燃

料、氫能及燃

料電池之再生

自該基金管理

會通過該項貸

款後，取得政

府主管機關核

准或核備前往

海外投資之我

國廠商。 

1.生產事業： 

(1)依法登記，獨

立經營，領有營利

事業登記證及下

列證照之一之企

業： 

A.領有工廠登記

證之製造業。 

B.領有營造業登

記證書或土木包

工業登記證之營

造業。 

(2)實收營業額在

新臺幣六千萬元

以下。 

符合該基金「保證

對象要點」第二點

之中小企業，且具

備下列資格者： 

1.申貸企業之本

國人資本超過百

分之五十，且在國

內仍有營業實績

及事實。 

2.新南向國家投

資計畫應經經濟

部核准或核備。 

3.申貸企業直接

或間接（例如，透

過子公司）持有國

1.僑民：持有下列文件之ㄧ者 

(1)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

分證明書。 

(2)中華民國護照內辦理僑居

身分加簽。 

(3)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

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

構驗證之華裔證明文件。 

(4)其他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證

明文件。 

2.僑營事業：我國僑民(裔）持

股或出資合計超過全部股份

或資本額百分之五十之事業。 

3.臺商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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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貸款 信用保證基金 

項

目 

強化貿易金融

貸款方案 

機器設備輸出

貸款 

海外投資融資

（第九期）貸

款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能源系統與電

廠、LED 照明

光電、智慧電

網 、 電 動 車

輛、提供節能

服務等所需相

關軟硬體設備

及系統）、產

業設備、整廠

或整線機器設

備 、 整 廠 整

案 、 系 統 整

合、爭取或承

接國際採購標

案、其他資本

財與輸出機器

設備有關必要

器材配料等。 

(3)連續營業以達

半年以上。 

(4)本國人資本超

過百分之五十。 

2.一般事業： 

(1)依法登記、獨

立經營、領有營利

事業登記證之企

業，但金融保險

業、煤礦開採業、

土地開發業、房地

產買賣租賃及經

紀業、特許娛樂業

除外。 

(2)最近一年營業

額在新臺幣八千

萬元以下，三百五

外投資事業出資

額不得低於百分

之二十（含本次對

外投資），且國外

投資事業須為申

貸企業之從屬公

司或關聯企業（參

照公司法或企業

會計準則第六號

公報）。 

(1)我國國民或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股或出資合計超過全部

股份或資本額百分之五十之

事業。但當地法令限制外資持

股比例，其已達上限，且能證

明對該事業具實質控制權，經

本基金同意者，不在此限。 

(2)我國國民，係指持有中華民

國身分證或有效護照。 

(3)我國公司，係指持有中華民

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經濟

部核准或備查之投資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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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貸款 信用保證基金 

項

目 

強化貿易金融

貸款方案 

機器設備輸出

貸款 

海外投資融資

（第九期）貸

款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十萬元以上。 

(3)連續營業已達

一年以上。 

(4)本國人資本超

過百分之五十。 

3.小規模商業： 

最近一年營業額

未達新臺幣三百

五十萬元，符合一

般事業其他要件

之小規模企業。 

流

程 

貸款申請人須

備 妥 以 下 資

料： 

1. 貸 款 申 請

書； 

1.本貸款作業

準則由承貸銀

行訂定之； 

2.承貸銀行依

據申請人貸款

計畫，審查其

1.本貸款作業

準則由銀行訂

定之。  

2.銀行依據申

請廠商投資計

畫，審查其計

1.向銀行申請 

(1)中小企業向金

融機構申請融資。 

(2)金融機構辦理

徵信及審核，倘企

1.投資計畫先取

得經濟部投審會

核准後再投資 

(1)中小企業向投

審會遞交投資計

1.申請人與開辦海外信保業務

之金融機構洽談後，檢具相關

文件，向金融機構提出申請。 

2.金融機構辦理徵信調查，經

審查符合規定，將「信用保證

申請書｣連同相關文件送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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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貸款 信用保證基金 

項

目 

強化貿易金融

貸款方案 

機器設備輸出

貸款 

海外投資融資

（第九期）貸

款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2.與國外買方

簽訂之銷售合

約 或 訂 單 影

本； 

3.國外買方基

本資料 (公司

名稱、地址、

FAX 和電話號

碼、聯絡人）

及主要往來銀

行 名 稱 、 地

址、電話、FAX

號碼； 

4.貸款申請人

最近三年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書 (或

計畫可行性及

償還能力等據

以核貸； 

3.貸款適用範

圍若有不易認

定者，由承貸

銀行洽經理營

行協助認定； 

4.本要點如有

未規定事項，

悉依照承貸銀

行相關規定辦

理。 

畫可行性及償

還能力等據以

核貸。 

業 擔 保 品 不 足

時，始移送該基金

保證。 

(3) 該 基 金 審 核

後，出具保證書予

金融機構。 

(4)金融機構融資

予企業，並將計收

之保證手續費匯

存本基金指定帳

戶即完成送保程

序。 

2.向中小企業信

用保證基金申請  

(1)企業填具申請

書及檢附相關文

件向信保基金申

畫書。 

(2)待投審會核准

後向金融機構申

請授信。 

(3)金融機構向本

基金申請保證。 

(4)待本基金同意

保證後，金融機構

始對中小企業授

信(撥款)。 

(5)中小企業前往

新南向國家投資

（外匯銀行） 

※本國企業除透

過金融機構送保

外，亦得直接向該

基金申請。 

金。 

3.該基金審核通過後，簽發信

用保證書予金融機構。 

4.金融機構與申請人簽約及辦

理貸放，並於簽約或貸放同時

代該基金向申請人收取保證

手續費，匯入該基金指定之帳

戶。 

5.金融機構將授信後文件送該

基金。 



97 

 優惠貸款 信用保證基金 

項

目 

強化貿易金融

貸款方案 

機器設備輸出

貸款 

海外投資融資

（第九期）貸

款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經會計師簽證

之 財 務 報

表）、營利事

業登記證、工

廠登記證等各

種證照影本、

公司章程、股

東名冊、董監

事名冊； 

5.貸款申請人

徵信資料表； 

6.其他本行要

求 之 必 要 文

件。 

請。 

(2)信保基金辦理

徵信及審核作業

後，發函承諾保證

或婉拒企業持承

諾書向金融機構

申請貸款。 

(3)金融機構向信

保基金申請確認

額度，經確認後出

具保證書予金融

機構。 

(4)金融機構融資

予企業並完成送

保程序。 

3.向合作單位申

請（以 ESCO 推動

2.完成投資後（投

資後 6 個月內）取

得投審會核備 

(1)中小企業於新

南向國家完成投

資(外匯銀行)。 

(2)中小企業向投

審會出據投資證

明文件。 

(3)待投審回核備

後(1 月內核備)向

金融機構申請授

信。 

(4)金融機構向該

基金申請保證。 

(5)待該基金同意

保證後，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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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貸款 信用保證基金 

項

目 

強化貿易金融

貸款方案 

機器設備輸出

貸款 

海外投資融資

（第九期）貸

款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辦公室為例） 

(1)企業填具申請

表，向 ESCO 推動

辦公室申請推薦。 

(2)ESCO 推動辦

公室經技術審查

後，同意推薦並出

具推薦函。 

(3)企業檢附申請

相關表件向信保

基金申請。 

(4)信保基金辦理

徵信及審核作業

後，承諾保證並出

具承諾書。 

(5)持承諾書向金

融 機 構 申 請 貸

使對中小企業授

信(撥款)。 

※本國企業除透

過金融機構送保

外，亦得直接向該

基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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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貸款 信用保證基金 

項

目 

強化貿易金融

貸款方案 

機器設備輸出

貸款 

海外投資融資

（第九期）貸

款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款，金融機構向信

保基金申請確認

額度，經確認後出

具保證書予金融

機構。 

(6)金融機構融資

予企業並完成送

保程序。 

利

率 

逐案洽商給予

優惠利率。 

逐案洽商給予

優惠利率。 

1.新臺幣貸款

利率依 180 天

期票券次級市

場均價利率加

碼 2.25%或郵

匯局 2 年期定

期儲金機動利

率加碼 1.8%或

臺灣短期票券

0.75% （ 外 銷 貸

款、商業本票保

證、一般貸款、政

策性貸款、購料週

轉融資、小規模商

業貸款、自創品牌

貸款、青年創業貸

款、發展貸款） 

0.5%（履約保證） 

逐案洽商給予優

惠利率。 

由金融機構依市場利率自行

決定。 

另需收取保證手續費，其計算

方式如下： 

1.保證手續費率： 

(1)保證期間第一至二年，保證

手續費年率為 0.625%。 

(2)保證期間超過二至四年部

分，保證手續費年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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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貸款 信用保證基金 

項

目 

強化貿易金融

貸款方案 

機器設備輸出

貸款 

海外投資融資

（第九期）貸

款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報價利率指標

(TAIBIR)加碼

2.25% 或台北

金融業拆款定

盤 利 率

(TAIBOR) 加

碼 2.25%為上

限 ， 機 動 調

整； 

2.美元貸款利

率按六個月期

LIBOR 或六個

月期 TAIFX3 

OFFER RATE

採固定或機動

計息，加碼後

之利率以六個

月期LIBOR加

0.25%（進口稅捐

記帳保證） 

0.5%。 

(3)保證期間超過四年部分，保

證手續費年率為 0.1%。 

2.保證手續費之計算： 

(1)保證手續費＝授信額度×保

證成數×保證手續費年率×

授信期間 

(2)保證期間未滿整年之畸零

月數部分，以月為計算單

位，畸零日數部分以一個月

計；新貸案未滿半年者，以

半年計。 

3.保證手續費之收取：保證手

續費以一次總繳為原則，金融

機構應於簽訂授信合約時，代

本基金向授信戶收取保證手

續費，並於代收之翌日起十五



101 

 優惠貸款 信用保證基金 

項

目 

強化貿易金融

貸款方案 

機器設備輸出

貸款 

海外投資融資

（第九期）貸

款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碼 3%或六個

月期 TAIFX3 

OFFER RATE

加碼 3%為上

限； 

3.其他外幣貸

款利率按六個

月期LIBOR採

固定或機動計

息，加碼後之

利率以六個月

期LIBOR加碼

3 %為上限。 

個營業日內匯入本基金指定

之帳戶。嗣後如授信戶提前解

約或清償，保證手續費不予退

還。 

聯

絡

窗

口 

中國輸出入銀

行「強化出口

貸款方案」專

線  : 

中國輸出入銀

行業務專線 

總 行 業 務 專

線  : 

行政院國家發

展基金管理會 

(02)2389-0633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客戶服務部陳

民埼副理 

(02)2321-4261#563 

臺灣銀行(02)2349-3456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02)2375-2961 

海外信保國內及海外簽約承

辦之金融單位名單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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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貸款 信用保證基金 

項

目 

強化貿易金融

貸款方案 

機器設備輸出

貸款 

海外投資融資

（第九期）貸

款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02)2321-8284

、2392-5235 

(02)2321-8284

、2392-5235 

新 竹 分 行 ：

(03)658-8943

、(03)658-8312  

台 中 分 行 ：

(04)2322-5756 

台 南 分 行 ：

(06)593-8999 

高 雄 分 行 ：

(07)224-1927 

泰國曼谷代表

人 辦 事 處 ；

66-2-286-2896 

合作金庫銀行(02)2740-0628 

第一商業銀行(02)2348-1111 

華南商業銀行(02)2371-3111 

彰化商業銀行(02)2536-2951 

http://www.ocgfund.org.tw/abo

ut_list/37/4。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2012)、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2015a)、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2015b)、中國輸出入

銀行網站、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網站、海外信用保證基金網站；中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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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ESCO 輸出管道分析-境外金融中心 

提供機構 國內各大銀行（包括臺灣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合作金庫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等） 

目的/辦法 

為因應企業國際化潮流，滿足全球臺商資金需求，提供其境外公司全面性、完整性之授信金融商品，遂開辦

境外綜合融資業務，原則以企業及其境外公司中，選擇最具資力或主要財務調度之公司或企業為本項額度申

請人，並以其往來之營業單位為該項額度受理及申請單位。 

對象 

(1)我國境外之個人：持有外國護照且在我國境內無住所之個人。 

(2)我國境外之公司：依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法人，但經我國政府認許在我國境內營業之分支機構不在其內。 

(3)我國境外之政府機關。 

(4)金融機關。 

流程 

負責人須向銀行境外金融中心(OBU)簡送之基本文件包括：1.依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證明文件；2.負責人資格

之證明文件；3.董事會或相當機構會議所作有關辦理開戶決議之會議紀錄或授權書；4.組織章程；5.負責人身

分證明文件；6.董事名單；7.股東名冊。（各銀行可能有些許差異）。 

除上述文件外，銀行另根據貸款性質（有週轉金貸款、設備資金貸款、計畫型貸款、保證及其他等五類）、廠

商實際商業模式及經營行為等評估面向，要求申請人增附如資產負債表、經會計事務所簽核之財務報表等相

關文件，以掌握申貸風險及追蹤資金流向。償還辦法則由銀行與借款人議訂。 

利率 以臺灣銀行為例，按 SIBOR（新加坡銀行同業拆款利率）、LIBOR（倫敦銀行同業拆放利率）、TIBOR（東京

銀行同業拆款利率）等加碼若干為年息計算。 

聯絡窗口 

臺灣銀行(02)2191-0025 

臺灣土地銀行(02)2348-3577 

合作金庫銀行(02)2740-0628 

第一商業銀行(02)2348-1422 

華南商業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02) 2371-3111#3009-3011 

資料來源：第一商業銀行網站、臺灣銀行網站、MoneyDJ 理財網網站、中經院電訪第一商業銀行諮詢貸款流程；中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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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ESCO 相關國際創投案例 

創投公司

名稱 
Armstrong Asset Management（阿姆斯壯資產管理公司） MGM Innova Capital LLC 

公司背景 阿姆斯壯資產管理公司總部位於新加坡，係由 GEEREF

（全球能源效率和再生能源基金，Global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等機構出資成立，係

為投資東南亞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計畫的私募基金。 

MGM Innova Capital LLC 為私人資產創投公司，聚焦

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之再生能源、潔淨技術、

創新及自然資源永續經營等能源效率三基線投資

(Triple Bottom Line Investments in the Fields of Energy 

Efficiency)。 

投資項目 聚焦泰國、菲律賓、印尼和越南等東南亞區域之創能及

環保與節能專案。在創能方面，主要投資小規模再生能

源發電；而在環保與節能方面，主要針對淨水供給、廢

棄物回收、能源效率等專案，提供綠色能資源應用與市

場開發資金。 

除了水力、太陽能及風力相關技術應用投資外，該基

金主要聚焦下列各領域之能源管理、節能升級措施等

能源效率專案。 

住宅領域：有關綠色產品之融資； 

商務領域：飯店、醫院及其他大型建築； 

都會領域：節能街燈更換。 

聯繫窗口 info@armstrongam.com、bizplans@armstrongam.com 1-786-437-2335、contact@mgminnovacap.com 

資料來源：MGM Innova Group 網站、Armstrong Asset Management 網站、GEEREF 網站；中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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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SCO 產業融資之執行建議 

回顧國內 ESCO 產業發展概況可知，雖然 ESCO 產值年年成長（2005

年國內 ESCO 產業產值為新臺幣 3.7 億元，2016 年產值達 117 億元，2017

年預估可達 140.6 億元），但由於國內 ESCO 業者還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約

半數業者之營收在新台幣 1,000 萬元以下(經濟部能源局，2016)。因此如何

協助中小型企業取得輸出融資成為推動 ESCO 向外發展之主要課題。基本上

除前述四項 ESCO 業者輸出融資管道外，國內銀行業者在處理授信案件時，

有不少係採信貸「5P」原則來評估貸款人資格。所謂信貸「5P」原則即係從

借款戶(People)、資金用途(Purpose)、還款來源(Payment)、債權保障(Protection)

及授信展望(Perspective)等五大面向進行評估。爰此，建議 ESCO 業者在採用

任何海外融資管道時，皆應先從前述五大面向檢視自身貸款資格，俾利順利

爭取輸出融資。茲具體分述其要如下： 

1. 在借款戶方面，多數 ESCO 業者為中小企業，財務報表未交由大型會計事

務所協助處理，故銀行業者會將企業負責人資歷（信用）占整體貸款評估

之比重提高，甚至可達 50%左右。 

2. 在資金用途方面，ESCO 業者需交代清楚資金使用流向，不可更改支付名

目甚至挪用至非本業業務項目上。例如，若當初借款目的為購買工程配

料，則即需將貸款用於該名目上，否則可能會面臨依據貸款合約必須改以

適用較高借款利率或其他違約處罰的不利情況。 

3. 在還款來源方面，銀行業者重視 ESCO 業者在營收、營運現金流量及稅後

利潤等表現，且不傾向將節能績效列入考量，因銀行業者通常缺乏將節能

表現轉化為經濟效益之工程專業知識。但若欲另請第三方驗證機構提供認

驗證服務，則可能會因此拉高整體借貸成本，故專案的規模亦須隨之擴

大，方符合成本效益。因此，可能會對不具經濟規模之 ESCO 業務借貸帶

來融資上的困難。 

4. 在債權保障方面，借款人債權標的之追償難易度為銀行業者的考量重點之

一。以國內信用保證基金為例，因其大多仰賴國內各大行庫捐助款，若企

業借款人在信用保證基金下發生倒帳時，銀行仍會面臨損失，故一旦債權

標的追償難度較高，銀行業在授信時的意願將有可能隨之降低。 

5. 在授信展望方面，銀行業者於授信時亦會考量借貸者所屬產業之市場發展

性。以 ESCO 業者為例，因該產業符合當前國際節能減碳發展要求，且係

我國政府主推之重點政策，產業展望前景可期，若未來電價上漲，並因此

增加國內節能設備銷售、服務與節能專案業務需求，從而帶動 ESCO 產業

的成長，將更有助於銀行業者在對 ESCO 業者進行放貸時的授信展望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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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鑒於國內銀行業者的授信模式與注重要點相似，ESCO 業者

應根據前述 5P 原則強化自身貸款條件與資格，並時時檢視自身商業模式，

以期增加經營利潤、降低經營風險與提升銀行業者的放款意願。至於，政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可就 5P 原則，訂定相關產業融資輔導政策，協助創造

ESCO 產業海外輸出融資所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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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專題報告之研究目的在於研析綠色金融工具促進國內綠能產業發展，

並盤點我國綠能產業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之困難和挑戰，同時藉由舉辦綠色

金融暨離岸風電之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就實務層面，提出風險

環節和因應之道，促進國內金融業對綠色金融更進一步認識。依據研究目的，

綜整結論如下： 

 

（一）離岸風力營運議題 

1. 完整和高品質海氣象觀測資料是業者降低各階段風險、確保投資效益之重

要參考資料，且精準與在地化海氣象預測，是確保海上作業安全及降低施

工/運維成本之必要資訊。 

2. 第三方驗證於離岸風電中主要服務範疇包含專案驗證、盡職調查、海事保

證鑑定，且作業人員應符合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和移動式近海鑽探裝置

建造及設備章程。 

3. 業者運用保險機制可以讓專案發生損失或延遲時取得補償，且有保險的專

案在貸款時能強化信用評級。 

4. 離岸風電併接電網時需考量的風險包含人員風險、設計風險、環境風險、

運維風險和執行風險等。 

5. 離岸風電建置完成後，因發電量大且集中，將使併網點系統衝擊提高、出

力變動劇烈、輸電系統壅塞、系統穩定度與可靠度降低及運轉情境複雜等

挑戰。 

 

（二）國內外推動離岸風電發電經驗 

國際推動離岸風力發電政策可從治理面、社會面、環保面等三方面來探

討： 

1. 治理面主要包含(1)市場規模和能見度；(2)場址開發；(3)電網連接；(4)誘

因機制；(5)供應鏈發展；(6)創新支持等六大重點支柱。 

2. 社會面包含當地居民和漁民的抗議與水下文化資源保存。面對民眾抗議，

須強化雙方溝通以了解雙方需求；在水下文物保存上，歐洲各國皆有相關

的法令規範，並設立文化資產資料庫。 

3. 環境面部份則採行類似「環境影響評估」或公聽會等開發監控機制，將各

方利害關係人納入開發評估的程序，減少開發時對環境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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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離岸風力之金融面議題 

1. 現階段最大挑戰已不是融資問題，而是如何降低投資者在不同階段可能面

對的風險，吸引資金進入。根據歐洲過去離岸風力發展經驗，最大的風險

與不確定性為政策風險(Regulatory Risk)以及電網連結風險。 

2. 現今離岸風力多以專案融資方式，讓多種類型資金提供者同時參與專案，

並以整體宏觀的視野掌握並評估相關風險，進一步訂定適切的風險價格

(Pricing of Risk)。 

3. 需針對各類投資人的要求報酬與風險胃納(Risk Appetite)擬定適合的融資

模式與資金導入方式。 

4. 常見的離岸風力資金提供者包括能源供應者、工程採購及建置中心、石油

與天然氣公司、基礎建設基金、多邊開發銀行與投資銀行、第三方投資者

等。 

5. 台灣金融債券市場規模雖相對較小，但發行綠色企業債券並非不可行，重

點在於民眾認知程度是否足夠，和綠色債券本質是否符合期望。 

 

（四）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之輸出研析 

1. 目前我國 ESCO 業者主要可透過優惠貸款、信用保證基金、境外金融中心

與國際創投等管道進行 ESCO 輸出融資： 

(1) 優惠貸款包含「強化貿易金融貸款方案」、「機器設備輸出貸款」及「海

外投資融資（第九期）貸款」。 

(2) 信用保證基金目前包括「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及「海外信用保證基

金」等，另外政府亦推出「新南向政策信用保證方案」，俾利包括 ESCO

產業在內之國內中小企業取得赴「新南向國家」發展時所需之股本投資

與企業併購業務資金。 

(3) 國內各大銀行均有提供境外金融中心(OBU)之融資管道服務，亦可做為

國內 ESCO 業者輸出海外時之資金供給來源 

(4) 因國際創投資金開始布局再生能源、能源效率與節能業務工作的推展，

國內 ESCO 業者赴海外發展時，可爭取與這類創投公司之項目投資基金

合作。 

2. ESCO 業者之主要輸出與融資問題包含(1)ESCO 業者需要可協助其進行海

外徵信之資源；(2)ESCO 業者希望能夠朝群集模式大規模投資發展；(3)

政府可否協助業者降低輸出營運成本以強化出口競爭力；(4)如何協助業者

降低輸出的匯率風險；(5)政府是否能夠提供機會給予金融業者更多發揮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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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依據結論，研提建議如下： 

（一）離岸風力營運議題 

1. 應鼓勵業者與學界及國內氣象單位合作，藉以取得完整和高品質海氣象資

訊及運用技術，協助業者降低開發風險。 

2. 善用第三方驗證制度以降低離岸風電開發風險，並籌組風能檢測驗證團隊

及與國際合作接軌。 

3. 於離岸風電開發過程中引入保險機制可適度轉嫁風險，且應注重保險之保

障範圍。 

4. 為因應大量再生能源併入電網系統及能順利調度，需有良好的調度程序，

並對發電能做預測及監控，同時需具備合適的再生能源併聯技術法規，輔

以燃氣複循環機組和儲能系統，並精進系統調度控制技術。 

 

（二）治理面（產業發展、誘因機制）、環境面與社會面之因應措施 

1.強化政府在離岸風電中的政策引導角色。在衝突解決機制上應尋求於政府、

開發商與利害關係人間建立具一致性及穩定性的政策。當環保、能源、經

濟及海域空間管理等政策間產生衝突時，政府如何協助強化彼此間對話機

制的設立及運作，不致因為選舉或執政黨變化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而出

現政策變動，係政策推動能否持續順暢的關鍵。 

2. 我國宜尋找具有競爭力廠商與建構具誘因及透明度的躉購電價制度以促

進臺灣離岸風電產業發展。臺灣目前大部分開發風險皆由開發商承擔，若

躉購價格不具相當誘因或透明度，開發業者可能難以掌握未來現金流量，

同時銀行也不易評估專案融資風險，故未來離岸風電電價收購走向競標制

度之步伐，需視國內產業發展情況而定，並適時進行調整。 

3. 及早溝通以化解離岸風場開發可能面臨之環保面與社會面爭議。漁業權與

環保爭議通常為雙方在補助條件上之意見分歧與溝通不良所導致之認知

差異，故應將各利害關係人納入環評(EIA)或策略環評(SEA)的整體考量內，

且溝通應及早進行，以避免影響離岸風場開發案之推進。 

4. 強化海域管理與水下文物資產保存。在海域管理規劃上，政府應儘速推動

《海域管理法》以彌補目前我國海域管理在 3 海浬至 12 海浬間管理法源

上的不足，同時應儘速公告水下文化資產判定標準，設立專責機構並加強

落實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人才之育才、留才與用才的具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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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離岸風力之金融面建議 

1. 綠色計畫要與綠色融資一起結合推動，開發銀行扮演綠色融資最大的發債

機構，而發債機構必須要精確評估風險胃納度，針對不同匯率波動擬定曝

險的風險管理。 

2. 發行債券前的第三方驗證以及發行債券後的報告資訊揭露具同等重要性，

發債單位應該審慎檢視內控項目、如何管理利害人、股東關係等。 

3. 應有明確與嚴謹的法規制度，藉由更嚴謹的標準來避免「漂綠」風險，也

讓投資人有依據。 

4. 綠色金融的生態系發展成長，需要四大支柱，分別是對於環境保護意識、

強而有誘因效果的政策、綠色信貸評級指標以及強制性 ESG（環境、社會

與治理）資訊揭露。 

 

（四）我國能源技術服務業輸出策略 

1. 在客戶徵信問題上，廠商可請銀行透過國際應收帳款承購商聯盟(Factors 

Chain International, FCI)查證，亦可透過國際徵信公司（如鄧白氏或科法斯

資料庫取得該客戶之付款能力、經營年限等資料）。 

2. 在融資利率上，雖目前臺灣資金利率價格低，但各國金融環境都有其特殊

性，無法直接以國內資金成本水準轉供 ESCO 業者於海外融資使用，因此

建議 ESCO 業者可經由國內母公司採取「股本投資」方式匯到目標市場（如

「新南向國家」）。 

3. 在匯率避險上，業者應直接洽詢各銀行專業部門尋求協助，但須注意由於

部分東南亞幣別在國際上欠缺流通性，因此部份幣別可能尚無相關匯率避

險服務。 

4. 在授信評估上，不少銀行業者並不知道 ESCO 產業整體的經營模式，亦不

確定風險程度，故需揭露產業規模、業者營運模式、對金融產品的需求等

資訊。 

5. 在節能改善驗證上，須經第三方公正單位予以驗證，方能精確判斷 ESCO

專案的執行成效，廠商在關於如何驗證及避免與國外業主的商業糾紛上，

須於雙方合約敘明清楚，做為將來取得銀行信用依據。 

6. 建議 ESCO 業者先整合彼此，公會可扮演整合角色，朝 Super ESCO 及

ESCO 產業聯盟方向發展。 

7. 國內金融業者尚未完全了解 ESCO 業者的營運模式，而 ESCO 業者也不甚

清楚銀行能提供的服務，若有政府的支持將會提高銀行貸款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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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綠色金融暨綠色產業發展之前瞻與風險國際研討會」紀要 

 

研討會當日上午由行政院施俊吉副院長擔任致詞貴賓，緊接由五位國際業界

專家開場，分享各國相關綠色金融及產業實務經驗。下午場則分別針對前述三大

議題進行分組討論。最後，中華經濟研究院吳中書院長將與台電楊偉甫董事長、

金管會銀行局王立群副局長以及國泰金控李長庚總經理等產、官、學界之主管進

行圓桌會談，針對前述議題進行總體宏觀的綜合討論與評析。 

茲就研討會議程、新聞稿、活動剪影和媒體採訪報導等內容整理如後。 

 

一、研討會議程 

『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發展之風險與前瞻』國際研討會 

時間：2017 年 11 月 14 日 (星期二) 

地點：中華經濟研究院蔣碩傑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大安區長興街 75 號)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技社、中華經濟研究院  

時間 議  程 

08:30~09:00 報到 & 接待聯誼  

09:00~09:30 

致歡迎詞：潘文炎董事長（財團法人中技社） 

吳中書院長（中華經濟研究院）  

貴賓致詞：施俊吉副院長（行政院） 

09:30~10:10 

專題演講（一） 

講題：離岸風電專案融資：荷蘭 Gemini 離岸風場之案例研究 

講者： Jérôme Guillet, Managing Director, Green Giraffe 

10:10~10:50 

專題演講（二） 

講題：中國大陸綠色債券發展之現況與趨勢—從第三方鑒證角度談起 

講者：朱文偉合夥人  (KPMG 畢馬威中國) 

10:50~11:30 

專題演講（三） 

講題：政策與法規在降低臺灣離岸風力發電風險與成本之角色：國際經驗  

講者： Mark Leybourne, Associate Director, ITPEnergised 

11:30~11:50 

專題演講（四） 

講題：從風場開發商看離岸風電專案融資  

講者： Matthias Bausenwein, General Manager, Asia-Pacific; Chairman, Taiwan, Ø rsted 

(DONG Energy) 

11:50~12:10 

專題演講（五） 

講題：眾人之力- 有力之眾 

講者：Bart Linssen, Managing Director, ENERCON Taiwan Ltd. 

12:10~13:10 午 餐/休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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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議程 主題：『推動綠色金融以促進離岸風電發展』  

13:10~15:20 

【主題一】 

規模評估與營運議題 

【主題二】 

產業發展、誘因機制、環境

與社會議題 

【主題三】 

融資授信、風險與保險議題 

場地:B003 場地:B006 場地:蔣碩傑國際會議廳 

引言人兼主持人：鄭睿合分

析師（中華經濟研究院） 

引言人兼主持人：葉長城助

研究員（中華經濟研究院） 

引言人兼主持人：陳馨蕙助

研究員（中華經濟研究院） 

子題 1-1  

臺灣海氣象條件對離岸風

電建置及營運影響 

子題 2-1  

臺灣離岸風力發電在地化

產業之推動與規劃 

子題 3-1  

離岸風力徵授信重點、建議

及商機 

報告人 1-1  

呂威賢經理（工業技術研究

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報告人 2-1 

陳芙靜副組長/副秘書長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台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 

報告人 3-1 

 宋天祥合夥律師 

（理律法律事務所） 

 龔金源副風控長（國泰金

控） 

子題 1-2 

離岸風電風險議題與管理

探討 

子題 2-2  

我國離岸風力發電推動策

略與躉購機制 

子題 3-2 

離岸風力專案融資實務與

風險評估 

報告人 1-2 

 詹育禔組長（中國驗船中

心企劃處風能組） 

 林信宏協理（富邦產物保

險公司損害防阻部） 

報告人 2-2 

楊豐碩所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五

所） 

報告人 3-2 

Charles Yates, Managing 

Director, CmY Consultants 

Limited 

子題 1-3  

離岸風電併接電網與電力

調度 

子題 2-3 

臺灣離岸風場之發展：回顧

與挑戰 

子題 3-3 

國外離岸風力引入保險與

擔保之關鍵議題與實際案

例 

報告人 1-3 

 張榆青市場經理（艾波比

公司) 

 吳進忠副處長（台灣電力

公司電力調度處） 

報告人 2-3 

邱文彥教授（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

所） 

報告人 3-3：  

龔景漢副總經理 

（瑞士再保險公司 

大中國區工程險核保） 

【主題一】綜合討論 【主題二】綜合討論 【主題三】綜合討論 

15:20~15:40 茶敘聯誼  

15:40~15:55 3 位主題主持人分別進行 5 分鐘重點摘要報告 

15:55~17:40 

圓桌會談 

主持人：吳中書院長（中華經濟研究院） 

與談人：楊偉甫董事長（台灣電力公司） 

王立群副局長（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李長庚總經理（國泰金控） 

黃耀輝教授（臺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 

Jérôme Guillet, Managing Director, Green Giraffe 

朱文偉合夥人 （KPMG 畢馬威中國) 

Mark Leybourne, Associate Director, ITPEnergised 

Matthias Bausenwein, General Manager, Asia-Pacific; Chairman, Taiwan, Ø rsted 

(DONG Energy) 

註：主辦單位保留變更議程順序、內容及相關事項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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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稿 

 

《新 聞 稿》 

『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發展之風險與前瞻』國際研討會 

發布記者會 

財團法人中技社 

中華經濟研究院 

提供 

2017 年 11 月 14 日 

2017 年 1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電業法修正案，宣示「2025 非核家園」目標。依

據政府之規劃，臺灣 2025 年預定將完成離岸 3 GW、合計約 500~750 支離岸風機的

設置目標。綜觀國際離岸風力發展經驗可知，除長期且明確的政策發展架構外，規模

評估、場址選擇、誘因機制、電網連結、風險分擔、專案融資導入、風險定價乃至環

評等議題，皆攸關綠色金融暨綠能產業之發展、風險與前瞻。然而，截至 2016 年底

臺灣僅完成二架示範機組建置，合計耗資 40 億元台幣。面臨國內外政經情勢及能源

環境的快速變遷與挑戰，臺灣在綠能政策、建設、技術、金融與產業面皆缺乏實務經

驗的情況下，如何達到「2025 非核家園」並兼顧國際減碳承諾的目標? 

有鑑於此，中技社與中華經濟研究院訂於 2017 年 11 月 14（星期二）上午 9:00

假中華經濟研究院蔣碩傑國際會議廳舉行『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發展之風險與前瞻』

國際研討會。這將是國內首場將「規模評估與技術營運」、「產業發展、誘因及環境

社會」以及「融資授信及風險分擔」等議題同時列入討論的國際研討會。研討會當日

上午由行政院施俊吉副院長擔任致詞貴賓，緊接由五位國際業界專家開場，分享各國

相關綠色金融及產業實務經驗。下午場則分別針對前述三大議題進行分組討論。最後，

中華經濟研究院吳中書院長將與台電楊偉甫董事長、金管會銀行局王立群副局長以及

國泰金控李長庚總經理等產、官、學界之主管進行圓桌會談，針對前述議題進行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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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的綜合討論與評析。 

以下節錄「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發展之風險與前瞻」之重要內容: 

根據國際離岸風力發展經驗可知，離岸風電發展最大的風險與不確定性為政策

風險（Regulatory risk）以及電網連結風險（Grid connection risk）。例如不明確或持

衝突立場的政策法規、不明確的電網連結計畫、缺乏長期的市場穩定度以及長遠明確

的政策架構。相對之下，融資的取得（Availability of financing）已不再是近年離岸風

力發展的主要限制。國際離岸風力發展初期，常因事前嚴重低估專案成本，直接或間

接導致供應鏈相關企業財務周轉不靈。近年離岸風電發展則趨向更謹慎對離岸風場進

行定價（Pricing）。2010 年後，隨著技術提升與融資經驗的累積，歐洲風場規模的

倍增，資金的來源也越來越多樣及全球化。 

常見離岸風力資金提供者包含能源供應者（Power producer）、工程採購與建

置公司（EPCI, OEM Contractors）、基礎建設基金（Infrastructure Fund）、多邊開發

銀行（MDBs）、投資銀行與出口信貸機構、及第三方投資人（包含機構投資人、債

券市場資金與股權投資者），然而不同類型投資人有其不同風險胃納（Risk Appetite）、

限制與資金配置需求。其中，扮演離岸風場成功關鍵參與者的銀行機構投資者以及資

本市場投資者則較為風險趨避，對於現金流量、政策不確定性與資訊透明度等議題尤

其重視。此外，是否導入有政府政策支持的銀行、出口信用機構與多邊開發銀行，並

擔任種子基金的角色，以有效降低後續進場的第三方投資人與公眾資金所需承擔的風

險，亦是離岸風力建置成功的重要關鍵。 

資金引入的關鍵至少需有以下幾點: 

一、 長期、清楚且穩定的政策發展架構（Regulatory Policies） 

長期、清楚且穩定的政策發展架構才能讓資金提供者安心進場。「長期」

意指政策支持、保證與涵蓋期間必需長於風場專案本身期間。此外，相關基

礎建設與配套政策皆必須清楚列入政策規劃考量，才能有效降低案件中斷執

行之可能性。以環評政策與政府立場為例，2017 年 6 月齊柏林墬機事件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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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行政院宣布擱置現有 42 件礦權申請及展延案，並規劃將《礦業法》修法

為附加礦權展延需經環評條款，且環評期間礦場需停工。此非預期性的法規

轉變恐讓業者面臨斷料危機，產生營業損失。而臺灣離岸風力可能面臨的環

境面議題包含生態保育（鳥類、白海豚保育與漁場復育）、水下文化資產保

護、環境污染與資源效率等。政府的政策是否對環境面議題與環評機制有明

確定義或規範，也影響到案件非預期中斷的機率，也影響資金提供者的要求

報酬。 

二、 明確且清楚透明的政府電力收購制度（Feed-in Tariff, FIT） 

合理的 FIT 應反映政府理性與負責的能源政策，亦是對離岸風力投資者

一個投資報酬的保證，其售電價格及保障期間直接影響專案最終現金流量以

及報酬計算。為吸引多種資金提供者投入專案，FIT 的計算應導入資金成本概

念，也就是各類投資人投資資本的要求報酬，並把風險溢酬（Risk premium）

列入考量。台灣剛開始發展離岸風力，缺乏相關經驗，相關建置費用應該會

高於其它相同規模之風場。台灣 2016 年 20 年期 FIT 5740 台幣/MWh ，2017

年則將 20 年期 FIT 調高至 6043.7 台幣/MWh。前述 FIT 偏高或偏低目前仍無

定論，但 FIT 需考量政府、公用事業部門（如台電）、能源供應者等所支付

保費（Premium payment）、擔保費用、政治風險與資金成本等。簡言之，不

同的融資架構、專案模式與資金提供者，有不同的資金流量需求與風險胃納，

間接也決定合理的 FIT 範圍。 

三、 具體電網連結策略以及復原機制 

當專案發起者或工程主辦者不具電網連結責任時，若未適當連接，將造

成專案延遲，成本超支無法正常營運產生現金流量。執政者在制定電網連結

計畫扮演重要角色，電網連節責任歸屬不僅影響專案風險評估，也攸關投資

人出場機制以及現金流量。此外，電網連結計畫應在決定債權結構與資金導

入模式前就有清楚規劃，而不宜在未明確歸屬責任前倉促執行離岸風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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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四、 引入風險分擔或保證機制 

引入風險保證機制如引入多邊開發銀行做為種子基金、出口信貸機構降

低違約風險、擔保或保固服務以降低施工風險，甚至引入保險與再保險公司

分攤風險等。由於機構投資者以及資本市場投資者之風險承受度低，風險分

擔或保證機制能提高大眾資金或機構投資者參與意願，惟不同的風險分析和

損失情境（如技術與天災）、電網連接和輸電之法律架構、融資安排、可行

成本與風險胃納將對應保險種類、保險涵蓋範圍與保費。此外，引入保險機

制雖然可以降低資金來源者承受風險，但也某種程度增加了專案費用。因此，

當離岸風場專案規模小，引入保險機制其成本佔比相對偏高。而隨著計劃規

模增大，以及資金來源的多樣性增加，引入保險機制的成本占比也將下降。

是故離岸風產建置不應採用「化整為零」的方式進行，不僅不具規模經濟，

無法分享學習曲線，更無法有效分散分險。為此，本研討會榮幸邀請到全球

再保險龍頭瑞士再保險公司大中國區工程險核保龔景漢副總經理與我們分享

相關經驗以及對台灣發展離岸風電的建議。 

五、 專案資金流向與成本規劃要有一定透明度 

離岸風力專案資金流向與成本規劃需具有一定的透明度，亦即相關 FIT、

現金流量與權益義務等都必須有相對應文件確實記載與揭露，才能引入大眾

資金。尤其當引入債權資金投入或發行綠色債券資金流向透明度與資訊揭露

（Transparency and disclosure）尤其關鍵。KPMG 畢馬威中國朱文偉合夥人來

與我們分享從第三方鑒證角度談綠色債券發展，以及實務上如何達成透明度

與資訊接露。 

綜上所述可知，離岸風力專案近年在融資層面遭遇的困難與挑戰並非缺乏資金

來源，長期、清楚且穩定的政策發展架構以及整體宏觀的掌握與評估相關風險、適

切的風險定價，以及針對各類投資人的要求報酬與風險胃納，擬定適合的融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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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金導入方式才是關鍵因素之一。因此，本研討會是國內首場將「規模評估與技

術營運」、「產業發展、誘因及環境社會」以及「融資授信及風險分擔」等議題同

時列入討論的國際研討會。 

下午場「規模評估與技術營運」、「產業發展、誘因及環境社會」以及「融資

授信及風險分擔」三場次重點節錄如下: 

一、 規模評估與營運議題 

政府規劃離岸風電設置量與規模，影響施工期資金規模以及後續維護費用等，相

關技術風險評估亦為金融業者提供風電開發商或營運商資金時之首要考量因子。離岸

風電建置過程中包含評估潛在風能區域、建置時之施工排程和運轉、維護以及發電能

量等，均受到海氣象資訊及條件之影響，掌握海氣象資訊對離岸風電將有助於降低開

發風險。故此場次主題一將於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呂威賢經理就此議題

進行探討。再者，我國目前僅有兩支示範風機運轉發電，以 2025 年前達到 3,000MW

之設定，臺灣需建立之風機數大約在 500 支到 750 支之間左右的規模下，許多事項尚

處萌芽和探索階段。為釐清各項風險所在與對應之管理方式，中國驗船中心企劃處風

能組詹育禔組長和富邦產物保險公司損害防阻部林信宏協理將接續討論第三方驗證下

離岸風電之風險所在與管理風險，以及保險業如何運用保險機制協助業者轉移風險。

此外，當離岸風電建置完成後，後端的發電與輸配電端是否有足夠的併接點可併入本

島電網，以及在整體電網的電力調度上會如何與風電業者進行合作、協調，皆將影響

離岸風電廠商之發電收益與營運，尤其攸關金融業者評估投資回收期間的重要考量因

素，故艾波比股份有限公司張榆青市場經理和台灣電力公司電力調度處吳進忠副處長，

將就國際經驗與國內因應方式提出相關分析與建議。 

二、 產業發展、誘因機制、環境與社會議題 

國內目前推動離岸風電建置在產業發展、誘因機制、環境與社會議題面，仍有許

多困難與挑戰尚待解決。首先，為了解臺灣離岸風電產業供應鏈，如海事工程、發電

機組等相關技術與設備、俾利連結國際離岸風電產業，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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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發電產業協會陳芙靜副組長（副秘書長）以臺灣離岸風力發電在地化產業之推動

與規劃為題，介紹目前國際離岸風力發電產業發展現況與各國發展政策，對照臺灣離

岸風力發電產業推動現況做一深入比較分析，並提出未來發展策略。其次，由於臺灣

離岸風力發電產業剛起步，開發成本甚高，若無適當誘因機制協助恐難健全發展，因

此特邀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五所楊豐碩所長以我國離岸風力發電推動策略與躉購機制

為題，就全球再生能源發展誘因措施，包含推廣制度、躉購機制各再生能源類別風險

加以說明，並針對臺灣離岸風力發電推廣的主要三項財務措施提出建議。最後，在環

境與社會議題面，由於國內離岸風電開發常碰到環保團體與漁民權益之爭議，導致開

發案延宕不前，特別邀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邱文彥教授就

臺灣離岸風場之發展回顧與挑戰剖析非核家園政策、千架風機的規劃、環境基本法與

海岸管理法之間關係，以及針對開發與環境保育的衝突、補償與承諾事項、水下文化

資產的保存與相關人才培育等議題，提出法規設計與政策施行之建議。 

三、 融資授信、風險與保險議題 

國際離岸風場建置專案多以專案融資（Project finance）方式設立特殊目的公司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進行資產負債表外融資，並因其有限追索權特質間接設

定投資者風險承擔上限。專案融資可利用不同契約類型，引入多種類型資金提供者，

綜合搭配股權、債權與再融資結構等，讓整個離岸風場計畫融資結構更為彈性、多樣

與可靠。然而，實務上離岸風場規模大小、執行期間與各契約融資架構複雜，需兼顧

不同類型投資人之風險偏好與租稅需求，建立一個長期高度結構性的專案融資需要有

國際化的銀行與成熟的資本市場來支應。有鑑於此，本研討會分別在上午場專題一與

此場次 3-2 請兩位英國實務專家 Jérôme Guillet, Managing Director, Green Giraffe 以及

Charles Yates, Managing Director, CmY Consultants Limited 分享他們專案融資的實務經

驗。同時此下午場次主題三也分別請國內金控龍頭龔金源副風控長以及律師事務所翹

楚分享其過去在國內參與專案融資的經驗與困境。最後，全球再保險龍頭瑞士再保險

公司大中國區工程險核保龔景漢副總經理與我們分享相關經驗以及對台灣發展離岸風

電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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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剪影 

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中技社高級顧問詹火生及中經院院長

吳中書開幕致詞及合影。  

 

專題演講、分組討論及圓桌會議之與會先進側錄。  

 



 

130 

專題演講、分組討論及圓桌會議之與會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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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體採訪報導 

1. 發展綠能 政院編 278 億預算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115000084-260202 

2017 年 11 月 15 日 04:10 工商時報 呂清郎／台北報導  

中技社與中華經濟研究院 14 日舉辦「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發展之風險與前瞻」

國際研討會，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表示，為推動再生能源發展，力促能源以及產

業轉型，政府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訂三項重點，且共編列 278 億元預算。 

施俊吉指出，非核家園是國家的重大建設，行政院落實 2025 年非核家園目標，

積極發展綠色產業、推動能源轉型，離岸風電產業的發展以及金融業資金投入，

成為能源轉型關鍵，並且帶動相關產業創新。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三項綠能

包括 89 億元建置離岸風電發展、145 億元打造綠能科學城研發示範平台、44 億

元成立再生能源第三方檢測中心的驗證及融資平台。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則表示，立法院 1 月三讀通過電業法修正案，宣示非

核家園目標，依規劃，台灣 2025 年預定完成離岸風電 3GW、合計約 500～750

支離岸風機的設置目標，但截至 2016 年底，台灣僅完成兩架示範機組建置。他

指出，離岸風機遭遇困難及挑戰，並非欠缺資金來源，應有長期且穩定的政策發

展架構，針對各類投資者要求報酬與風險胃納，擬定適合的融資模式與資金導

入，才是關鍵。 

中技社高級顧問詹火生指出，根據國際發展經驗，離岸風機發展不單單考慮技

術、法律、財務等，也要評估是否有長期且明確的政策發展架構，誘因機制、規

模評估、場址條件及選擇、產業發展規劃乃至環評等，都攸關產業的發展。 

2. 全球 20 頂尖風場台灣有 16 個 行政院力推離岸風力發電 

https://kairos.news/90763 

馮紹恩  2017-11-14 風向新聞  

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今（14）日出席「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發展之風險與前瞻國

際研討會」時表示，發展離岸風電產業及金融業資金的投入，可促進台灣能源轉

型，也帶動相關產業創新，邁向新經濟發展。希望各部會及民間共同努力，落實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綠能建設，以達成「2025 非核家園」目標，讓我國擁有

安全、永續及穩定的供電環境。 

施俊吉表示，「巴黎協定」引領全球重視綠色能源、低碳經濟及環境治理；台灣

是國際社會的一員，應善盡環境永續的責任。為達成蔡總統的非核家園目標，行

政院於今年 1 月推動通過「電業法」修正草案，優先開放綠電，未來將分階段鬆

綁電業，加速國內再生能源的發展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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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能源轉型方面，施俊吉指出，政府將透過創能、節能、儲能及智慧系統整

合等面向，提高再生能源占比及能源使用效率，積極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強化台

灣國際競爭優勢，打造我國成為安全、潔淨及永續的綠能矽島。 

施俊吉強調，「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針對綠能建設有三項重點：第一，綠能技術

及工作平台方面，將投入新台幣 89 億元的預算，建置離岸風電發展所需的水下

基礎及重件碼頭，打造高雄海洋科技產業與台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專區。第二，綠

能研發及示範平台方面，未來投入 145 億元打造沙崙綠能科學城。第三，綠能驗

證與融資平台方面，預計投入 44 億元，成立「再生能源第三方檢測驗證中心」，

並與國際驗證機構合作，提供具公信力的資訊，作為金融業者專案融資及風險管

理的依據。 

施俊吉表示，台灣發展離岸風電具備先天優勢，全球頂尖的 20 個風場，有 16 個

在台灣海峽。但我國的離岸風電產業目前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需大量資金及國

際經驗，加上所涉及的技術複雜、投資回收期長且須克服地震、颱風等天然災害

的挑戰，除透過民間力量或市場機制外，政府也會排除困難，建構友善的綠能環

境。金管會正積極推動「綠色金融行動方案」，短期目標是協助離岸風電業者取

得風場籌設及興建前期所需的資金。 

施俊吉指出，政府除了完善基礎建設及法規制度，也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加強與

民間合作、推動產業技術升級，並引導資金進入再生能源產業，創造市場機制及

商業模式，讓綠色產業蓬勃發展。 

3. 中經院院長吳中書：我綠能缺乏實務經驗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2817543 

2017-11-14 15:41 聯合晚報 記者葉卉軒／台北報導 

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今天表示，為落實「2025 非核家園」目標，以及針對綠能建

設，未來政府施政主要有三項重點，包括離岸風電、沙崙綠能科學城等，總計將

投入 278 億元預算。 

施俊吉指出，首先政府將投入 89 億元預算，建置離岸風電發展所需的基礎建設，

並打造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專區、台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專區，提升綠能技術及基礎

建設。 

此外，也投入 145 億元，打造沙崙綠能科學城作為產業研發技術和綠能示範專區。

綠能驗證及融資平台方面，則預計投入 44 億元，成立再生能源第三方檢測中心，

並與國際驗證機構合作，提供具有公信力的專業投資風險管理依據。 

施俊吉表示，離岸風電產業的發展，以及金融業資金的投入，是促進台灣能源轉

型的關鍵，也是帶動相關產業創新，邁向新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動能。 

中經院今天舉行「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之發展風險與前瞻」，中經院院長吳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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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吳中書指出，今年 1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電業法修正案，依據政府的規畫，

台灣 2025 年預定將完成離岸 3 GW，合計約 500~750 支離岸風機的設置目標。 

吳中書提醒，截至去年底台灣僅完成二架示範機組建置，合計耗資 40 億元台幣，

但目前台灣卻面臨國內外政經情勢及能源環境的快速變遷與挑戰，且台灣在綠能

政策、建設、技術、金融與產業面皆缺乏實務經驗。 

他強調，離岸風力專案近年在融資層面遭遇的困難與挑戰並非缺乏資金來源，長

期、清楚且穩定的政策發展架構及整體宏觀的掌握與評估相關風險、適切的風險

定價，以及針對各類投資人的要求報酬與風險胃納，擬定適合的融資模式與資金

導入方式才是關鍵因素。 

4. 學者：離岸風機發展問題在金融機構缺經驗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711140093-1.aspx 

發稿時間：2017/11/14 11:31 最新更新：2017/11/14 11:31 中央社記者蔡怡杼 

中技社高級顧問詹火生及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今天連袂表示，台灣離岸風

機發展的挑戰不在於資金來源，問題出在金融機構缺乏經驗，無法整體宏觀掌握

及評估相關風險。 

中技社與中華經濟研究院今天舉辦「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發展之風險與前瞻」國

際研討會。 

詹火生會中表示，台灣離岸風電發展尚處初期階段，這是由於離岸風電專案複雜

度遠高於太陽能光電，且單一專案金額也高，使得台灣離岸風電專案在融資方面

遭遇相當多的困難及挑戰。 

詹火生指出，上緯在竹南外海架設兩架離岸風機，完成台灣最早的離岸風機，但

其籌資來源是企業貸款，而非專案融資。 

詹火生說，國內離岸風電發展面臨的挑戰並非是國內缺乏資金來源，而是在於國

內金融機構缺乏承作經驗，無法整體宏觀掌握及評估相關風險，提出適切的風險

定價，以及合適的資金導入方式。 

詹火生表示，根據國際發展離岸風電經驗，離岸風機的發展不單單要考慮技術、

法律、財務、會計等，也要評估是否有長期且明確的政策發展架構，同時，誘因

機制、規模評估、場址條件及選擇、電網連結、產業發展規劃，乃至環評等皆攸

關產業的發展。 

吳中書表示，立法院今年 1 月三讀通過電業法修正案，宣示非核家園目標，依規

劃，台灣 2025 年預定完成離岸風電 3GW、合計約 500 至 750 支離岸風機的設置

目標，然而，截至 2016 年底，台灣僅完成兩架示範機組建置，合計耗資新台幣

4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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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中書指出，離岸風機發展要讓資金引入的關鍵至少有以下 5 項，首先、長期清

楚且穩定的政策發展架構；其次、明確且清楚透明的政府電力收購機制；第三、

具體電網連結策略以及復原機制；第四、引入風險分擔或保證機制；第五、專案

資金流向及成本規劃要有一定透明度。 

吳中書表示，離岸風力專案近年在融資層面遭遇困難及挑戰，並非欠缺資金來

源，長期、清楚且穩定的政策發展架構，以及整體宏觀的掌握與評估相關風險、

適切的風險定價，加上針對各類投資人得要求報酬與風險胃納，擬定適合的融資

模式與資金導入方式，才是關鍵因素之一。 

5. 施俊吉：三路衝刺綠能建設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2819126 

2017-11-15 04:32 經濟日報 記者潘姿羽／台北報導 

蔡政府強調 2025 年達到非核家園的目標，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昨（14）日強調，

將以綠能技術及工作平台、綠能示範場域及綠能驗證與融資平台為三大重點，預

計共砸下 278 億元、投入能源轉型。 

施俊吉昨（14）日出席「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發展之風險與前瞻國際研討會」時

表示，發展離岸風電產業及金融業資金的投入，可促進台灣能源轉型，並帶動產

業創新；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也將投入 278 億元發展綠能建設，以達 2025 年再生

能源發電量二成的目標。 

施俊吉說明，綠能建設發展將分三重點，一是綠能技術及工作平台方面，投入 89

億元預算，建置離岸風電發展所需水下基礎及重件碼頭，打造高雄海洋科技產業

與台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專區。 

其次，綠能研發及示範平台部分，擬投入 145 億元打造沙崙綠能科學城。第三，

綠能驗證與融資平台預計投入 44 億元，成立「再生能源第三方檢測驗證中心」，

並與國際驗證機構合作，作為金融業者專案融資及風險管理的依據。 

施俊吉表示，政府除了完善基礎建設及法規，也扮演領頭羊，加強與民間合作、

推動產業技術升級，並引導資金進入再生能源產業；如金管會現正積極推動「綠

色金融行動方案」，可協助離岸風電業者取得風場籌設及興建前期所需資金。 

6. 施俊吉：政府拚再生能源 推三重點/編 278 億預算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ddfa3a7e-9323-4919-8e

bd-cbd5f0d402e3 

MoneyDJ 新聞 2017-11-14 13:16:35 記者 新聞中心 報導 

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今（14)日表示，為推動再生能源發展，落實「2025 非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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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的目標，未來政府施政有三項重點，並將編列 278 億元預算。 

中技社和中華經濟研究院今舉辦「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發展之風險與前瞻」國際

研討會。施俊吉在會中指出，為推動再生能源發展，未來施政有三項重點，共將

編列 278 億元預算。首先將投入 89 億元預算，建置離岸風電發展所需之基礎建

設，並且打造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專區、台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專區，提升綠能技術

與基礎建設。 

施俊吉也指出，政府計劃投入 145 億元，打造沙崙綠能科學城為產業研發技術和

綠能示範專區。而在綠能驗證及融資平台方面，預計將投入 44 億元，成立再生

能源第三方檢測中心，和國際驗證機構合作，提供具公信力的專業投資風險管理

依據。 

7. 推離岸風電 施俊吉：政府會排除困難 

https://times.hinet.net/news/20989948 

中央廣播電臺 2017/11/14 11:40 

台灣國內推動綠色能源，離岸風電受限於環境保護以及環評機制，發展不如太陽

光電順利。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今天(14 日)出席「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發展之風

險與前瞻」國際研討會時指出，離岸風電必須克服像是地震、颱風等台灣天然災

害挑戰，無法只靠民間力量或市場機制就能達成，因此，政府會全力排除困難，

積極建構友善綠能環境。 

中華經濟研究院 14 日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希望藉由各界在國際發展離岸風力

發電成功經驗，提供台灣建議。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在會中表示，非核家園是國

家的重大建設，行政院積極發展綠色產業、推動能源轉型，其中，離岸風電產業

的發展以及金融業資金的投入是促進台灣能源轉型的關鍵。 

他也指出，政府提出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針對綠能有 3 項重點，其中針對離岸

風電，將投入新台幣 89 億元的預算，建置所需的水下基礎及重件碼頭，並打造

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專區、台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專區，以提升綠能基礎建設。他也

強調，政府瞭解發展離岸風力發電，業者所遇到的困難會比其他綠色能源多，因

此會盡力排除。施俊吉說：『(原音)台灣的離岸風電產業還在初期，需要大量資金，

初期投入的資金龐大，回收期限長，得克服地震以及天然災害的挑戰，政府會全

力排除困難，友善綠能環境，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加強與民間合作，領導資金進

入再生能源產業。』 

施俊吉也表示，全球有 20 個具有發展離岸風電優勢的風場，其中之一在台灣海

峽，因此台灣發展離岸風電，指日可待，他也呼籲各界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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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經濟》政院：積極推動離岸風電、綠色金融發展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114003362-260410 

2017 年 11 月 14 日 13:42 時報資訊 記者林資傑／台北報導 

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今（14）日表示，發展離岸風電產業及金融業資金的投入，

可促進台灣能源轉型、帶動相關產業創新，邁向新經濟發展。希望官民共同努力，

落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綠能建設，以達成「2025 非核家園」目標，擁有安全、

永續及穩定的供電環境。 

施俊吉指出，「巴黎協定」引領全球重視綠色能源、低碳經濟及環境治理，為達

成蔡英文總統的非核家園目標，行政院 1 月推動通過「電業法」修正草案，優先

開放綠電，未來將分階段鬆綁電業，加速國內再生能源的發展與應用。 

施俊吉表示，在推動能源轉型方面，政府將透過創能、節能、儲能及智慧系統整

合等面向，提高再生能源占比及能源使用效率，積極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強化台

灣國際競爭優勢，打造台灣成為安全、潔淨及永續的綠能矽島。 

施俊吉強調，「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對綠能建設有三項重點。 

首先，在綠能技術及工作平台方面，將投入 89 億元預算建置離岸風電發展所需

的水下基礎及重件碼頭，打造高雄海洋科技產業與台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專區。 

第二，綠能研發及示範平台方面，將投入 145 億元打造沙崙綠能科學城。 

第三，綠能驗證與融資平台方面，預計投入 44 億元成立「再生能源第三方檢測

驗證中心」，並與國際驗證機構合作，提供具公信力資訊，作為金融業者專案融

資及風險管理的依據。 

施俊吉表示，台灣發展離岸風電具先天優勢，全球頂尖的 20 個風場有 16 個在台

灣海峽。但台灣離岸風電產業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需大量資金及國際經驗，加

上涉及的技術複雜、投資回收期長，且須克服地震、颱風等天然災害的挑戰。 

施俊吉指出，除了透過民間力量或市場機制外，政府也會排除困難，建構友善的

綠能環境。金管會正積極推動「綠色金融行動方案」，短期目標是協助離岸風電

業者取得風場籌設及興建前期所需的資金。 

施俊吉強調，政府除了完善基礎建設及法規制度，也扮演領頭羊角色，加強與民

間合作、推動產業技術升級，並引導資金進入再生能源產業，創造市場機制及商

業模式，讓綠色產業蓬勃發展。 

9. 政府力推離岸風電 建構友善綠能環境 

http://www.ydn.com.tw/News/264063 

青年日報 記者郭曉蓓／臺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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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昨日出席「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發展之風險與前瞻」國際研

討會時指出，離岸風電必須克服像是地震、颱風等天然災害挑戰，無法只靠民間

力量或市場機制就能達成，因此，政府會全力排除困難，積極建構友善綠能環境。 

施俊吉表示，發展離岸風電產業及金融業資金的投入，可促進臺灣能源轉型，也

帶動相關產業創新，邁向新經濟發展。希望各部會及民間共同努力，落實「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的綠能建設，以達成「2025 非核家園」目標，讓我國擁有安全、

永續及穩定的供電環境。 

施俊吉指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針對綠能建設有 3 項重點，綠能技術及工作

平台方面，將投入新臺幣 89 億元的預算，打造高雄海洋科技產業與臺中港離岸

風電產業專區。綠能研發及示範平台方面，未來投入 145 億元打造沙崙綠能科學

城。綠能驗證與融資平台方面，預計投入 44 億元，成立「再生能源第三方檢測

驗證中心」，並與國際驗證機構合作。 

施俊吉表示，「巴黎協定」引領全球重視綠色能源、低碳經濟及環境治理；我國

是國際社會的一員，應善盡環境永續的責任。為達成非核家園目標，行政院於今

年 1 月推動通過「電業法」修正草案，優先開放綠電，未來將分階段鬆綁電業，

加速國內再生能源的發展與應用。 

10. 投入 278 亿 施俊吉提绿能建设 3 重点 

http://www.epochtimes.com/gb/17/11/14/n9838649.htm 

更新: 2017-11-14 10:04 PM 大纪元记者郭曜荣台北报导 

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 14 日出席活动时表示，为落实 2025 非核家园的目标，政府

提出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将投入新台币 278 亿元，致力打造台湾成为安全、洁

净、永续的绿能硅岛。 

中华经济研究院与中技社 14 日举办“绿色金融暨离岸风电之发展风险与前瞻”

国际研讨会，施俊吉在致词时表示，针对绿能建设，主要有 3 项重点，首先是在

绿能技术及工作平台方面，政府将投入 89 亿元预算，建置离岸风电发展所需的

水下码头，并打造高雄海洋科技专区、台中港离岸风电产业专区，以提升绿能技

术和基础建设。 

其次在绿能研发和示范平台方面，投入 145 亿元，打造沙崙绿能科学城，作为产

业研发基地与绿能示范社区。第三点是在绿能验证及融资平台方面，预计投入 44

亿元，成立再生能源第三方检测中心，并与国际验证机构互动，提供具有公信力

的验证资讯，作为金融业者专业融资及风险管理的依据。 

施俊吉提到，日前行政院已核定绿色金融行动方案，该方案的短期目标，在于协

助离岸风电业者取得风场筹设、兴建所需的资金，目前金管会也积极推动中。台

湾的离岸风电产业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资金以及国际经验，由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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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风力所涉及的技术复杂，初期需要投入的资金庞大，投资回收期间较长，加

上必须克服地震台风等天然灾害的挑战，并非单靠民间力量或市场机制就能达

成，因此政府会全力排除困难，除了完善基础建设及法规制度，也会扮演领头羊

角色，加强与民间合作，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同时引导资金进入再生能源产业，

并创造出可行的市场机制及商业模式，让绿色产业可以蓬勃发展。 

11. 金融投資離岸風電卻步 中經院：需擴大誘因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379609 

時間：2017-11-14 11:16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陳林幸虹 中央廣播電臺 

推動「2025 非核家園」，政府預計完成離岸風機設置約 500 至 750 支，達到 3GW

的發電目標，但截至 2016 年底，台灣只完成 2 架示範機組的建置。政府智庫中

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以及財團法人中技社顧問詹火生今天(14 日)在一場研討

會上都指出，離岸風力是較其他綠色能源風險較高的產業，牽涉較多的環保議

題，如何吸引金融業投入，讓業者在資金需求無後顧之憂，就必須有政府長期、

清楚且穩定的政策支持。 

由於政府推動新能源政策目標明確，金融業也一改過去投資綠色金融較為保守的

態度。財團法人中技社顧問詹火生 14 日在「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發展之風險與

前瞻」國際研討會上指出，在政府各相關單位的支持下，台灣國內太陽光電逐漸

成熟，已有金融機構和太陽光電製造商合資成立公司，但相較於太陽光電，離岸

風電卻仍屬於初期階段，也使得業者在融資方面，遭遇相當大的困難與挑戰。詹

火生說：『(原音)例如國內上緯公司在竹南外海完成台灣最早的 2 座離岸風機，籌

資方式是企業貸款，而非專案融資，其實台灣離岸風力專案融資，並非國內缺乏

資金來源，而是國內金融機構，缺乏承做經驗。』 

詹火生也指出，從國際經驗來看，像是荷蘭離岸風力發電 Gemini 或德國的 roller 

take one 的融資案，除了開發商有技術、保險，財務等顧問外，國際銀行團也有

對等的顧問團，協助風險評估。 

中經院院長吳中書則指出，離岸風力是較其他綠色能源風險較高的產業，得考慮

鳥類、白海豚、漁場復育以及水下文化資源保護等環境議題，因此政府長期、清

楚且穩定的政策發展架構，才能吸引金融業投資。吳中書說：『(原音)不只是單純

建一個風機在海上，牽涉很多相關的風險，包括漁址，漁權等，有些風險的釐清，

誰要負責，政府要清楚界定。』 

吳中書也指出，政府對於環境面議題以及環評機制的定義和規範，將會影響離岸

風機在建置過程中非預期中斷的機率，所以也必須擬定退場機制，以釐清無法繼

續執行時的責任歸屬，避免金融業承擔過度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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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能源轉型擬砸 278 億 施俊吉：有 3 大重點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711140067-1.aspx 

發稿時間：2017/11/14 10:35 最新更新：2017/11/14 13:01 中央社記者蔡怡杼 

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今天表示，為推動再生能源發展，力促能源以及產業轉型，

政府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有 3 項重點，共編列新台幣 278 億元預算。 

中技社與中華經濟研究院今天特別舉辦「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發展之風險與前

瞻」國際研討會。 

施俊吉會中表示，非核家園是當前社會多數的共識，也是國家的重大建設，行政

院以落實 2025 年非核家園為目標，積極發展綠色產業、推動能源轉型，其中，

離岸風電產業的發展以及金融業資金的投入是促進台灣能源轉型的關鍵，也是帶

動相關產業創新，邁向新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動能。 

施俊吉指出，政府提出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針對綠能有 3 項重點，首先，投入

89 億元預算，建置離岸風電發展所需進行水下基礎及重件碼頭，並打造高雄海洋

科技產業專區、台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專區，以提升綠能基礎建設。 

其次，在綠能研發示範平台方面將投入 145 億元打造綠能科學城，作為產業研發

基地以及綠能示範特區。 

第三，在綠能驗證以及融資平台方面將投入 44 億元，成立再生能源第三方檢測

中心，並與國際驗證機構合作，提供具有公信力的驗證，作為金融業專業融資以

及風險管理的依據。 

施俊吉表示，台灣離岸風電還在發展初期階段，需要大量資金以及國際經驗，由

於離岸風電所需涉及技術複雜，初期投入資金龐大，且投資回收期較長，加上台

灣地理條件特殊，必須克服地震、颱風等天然災害挑戰，無法只靠民間力量或市

場機制就能達成，因此，政府會全力排除困難，積極建構友善綠能環境。 

施俊吉最後強調，台灣有絕對的信心發展離岸風電以及綠色金融，希望各界共襄

盛舉，期待在各部會以及民間共同努力下，實現 2025 非核家園，落實能源以及

產業轉型的目標。 

13. 離岸風場金融 知名顧問公司：達到一定標準就很容易談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2817174 

2017-11-14 10:53 聯合報 記者高詩琴╱即時報導 

為了發展離岸風電，經濟部推動離岸風場採 3GW 遴選、2.5GW 競標，不過，離

岸風電的金融環境也成議題。中華經濟研究院今天舉行研討會，全球知名再生能

源財務顧問「Green Giraffe」主管 Guillet 指出，「市場的資金相當充裕，重點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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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服銀行把資金借給你」。 

Jerome Guillet 指出，為了吸引銀行投資，要把專案設計地比較有吸引力，但是「一

開始不要太積極」，或是過度，才能確保銀行接受提案。至於融資方式，包括專

案融資、結構式融資、夾層融資等，都需要經過討論。 

Jerome Guillet 表示，因為北海天氣比較不穩定，所以工程要分階段完成，有些是

夏天進行，有些是冬天。一開始銀行希望備用金可以拉到 20%這麼高，但是因為

他們有兩條與主要電網連結的電纜，銀行最後還是允許用比較低的準備金。 

Jerome Guillet 指出，以市場上來說，投資在離岸風場的資金絕對是足夠的，重點

是如何說服銀行。他們雖然一開始是比較小的開發商，但現在幾乎變成史上最大

規模的融資案。這種專案融資有一定標準，「只要達到一定標準，銀行都會非常

容易跟你談」。 

Guillet 也指出，他建議可以採用再融資方式，因為這時候銀行已經看到實體設

備，未來收入也比較穩定，貸款條件會變得比較好。「這是可以把資金需求切成

兩半很好的方法」。 

Green Giraffe 為全球知名的再生能源財務顧問，在過去七年內參與過 80 件以上再

生能源計畫，並協助不同計畫執行盡職調查，取得將近 150 億歐元的融資，其中

參與協助離岸風場開發的相關經驗高達 40 件以上，為全球離岸風電顧問市場的

主要領導者。 

14. 政院：推動發展離岸風電及綠色金融 達成 2025 非核家園目標 

https://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ms=99606A

C2FCD53A3A&s=CEFCF2B5E74953E8 

日期：106-11-14    資料來源：新聞傳播處 

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今（14）日出席「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發展之風險與前瞻國

際研討會」時表示，發展離岸風電產業及金融業資金的投入，可促進台灣能源轉

型，也帶動相關產業創新，邁向新經濟發展。希望各部會及民間共同努力，落實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綠能建設，以達成「2025 非核家園」目標，讓我國擁有

安全、永續及穩定的供電環境。 

施副院長表示，「巴黎協定」引領全球重視綠色能源、低碳經濟及環境治理；台

灣是國際社會的一員，應善盡環境永續的責任。為達成蔡總統的非核家園目標，

行政院於今（106）年 1 月推動通過「電業法」修正草案，優先開放綠電，未來

將分階段鬆綁電業，加速國內再生能源的發展與應用。 

在推動能源轉型方面，施副院長指出，政府將透過創能、節能、儲能及智慧系統

整合等面向，提高再生能源占比及能源使用效率，積極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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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競爭優勢，打造我國成為安全、潔淨及永續的綠能矽島。 

施副院長強調，「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針對綠能建設有三項重點：第一，綠能技

術及工作平台方面，將投入新台幣 89 億元的預算，建置離岸風電發展所需的水

下基礎及重件碼頭，打造高雄海洋科技產業與台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專區。第二，

綠能研發及示範平台方面，未來投入 145 億元打造沙崙綠能科學城。第三，綠能

驗證與融資平台方面，預計投入 44 億元，成立「再生能源第三方檢測驗證中心」，

並與國際驗證機構合作，提供具公信力的資訊，作為金融業者專案融資及風險管

理的依據。 

施副院長表示，台灣發展離岸風電具備先天優勢，全球頂尖的 20 個風場，有 16

個在台灣海峽。但我國的離岸風電產業目前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需大量資金及

國際經驗，加上所涉及的技術複雜、投資回收期長且須克服地震、颱風等天然災

害的挑戰，除透過民間力量或市場機制外，政府也會排除困難，建構友善的綠能

環境。金管會正積極推動「綠色金融行動方案」，短期目標是協助離岸風電業者

取得風場籌設及興建前期所需的資金。 

施副院長指出，政府除了完善基礎建設及法規制度，也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加強

與民間合作、推動產業技術升級，並引導資金進入再生能源產業，創造市場機制

及商業模式，讓綠色產業蓬勃發展。 

15. 蔡英文非核政見會跳票？关鍵在離岸風電 

http://news.dwnews.com/taiwan/big5/news/2017-11-13/60023394.html 

2017-11-13 21:40:37 撰寫：吳姿賢 

2020 非核家園是蔡英文重要政見，目前台灣政府與民間大力推動的離岸風電发

展，其成敗將是非核家園是否跳票的关鍵之一。台灣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說，全

球 20 個最好風場有 6 個在台灣海峽，台灣具发展離岸風電先天優勢，政府將完

善基礎建設、法規制度，加強與民間合作、推動產業技術升級、引導資金，讓綠

色產業蓬勃发展。 

財团法人中技社與中華經濟研究院 11 月 14 日舉辦“綠色金融暨離岸風電发展之

風險與前瞻”國際研討會，是台灣首場將“規模評估與技術營運”、“產業发

展、誘因及環境社會”、“融資授信及風險分擔”等議題同時列入討論的國際研

討會，并邀請荷蘭、英國等專家業者分享綠色金融及產業實務經驗。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認為，綜觀全球在離岸風場經驗，成功促進此產業发

展必须有几個特定條件。第一，制定明確長期政策架構，降低政策改弦易張的不

確定性，第二，審慎評估風力发電規模的選址標准和誘因機制，以及專案融資導

入、風險定價和環評相关事宜，所有面向都會影響綠色金融、綠色能源產業未來

发展風險與展望。 

他強調，台灣截至 2016 年僅布建 2 部離岸示范風機，支出成本 40 億台幣，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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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在國內面臨不同挑戰，無論是政治經濟情勢，還在綠能建設科技融資產業发展

上缺乏實務經驗，他認為，台灣必须自問是否能真正達到 2025 年非核家園願景，

但又要恪守台灣對國際降低碳排的承諾。 

施俊吉表示，巴黎協定引領各國重視綠色能源及低碳經濟環境，台灣是國際社會

一員，理当善尽環境永續責任，非核家園也是当前社會多數共識，因此行政院自

蔡英文上任以來，就將落實 2020 非核家園作為具體目標，積極发展綠色展業，

推動能源轉型。 

施俊吉指出，以非核家園目標來看，其中離岸風力发展是促進能源的轉型关鍵，

也是產業創新、邁向新經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動能，而為達非核目標，行政院

于 2017 年 1 月推動通過《電業法》修正，優先開放綠電，未來將分階段穩健推

動、加速再生能源发展及應用。在推動能源轉型方面，政府將透過創新、節能的

智慧系統，整合提供再生能源占比及能源使用效率，也會積極促進相关產業发

展，強化國際競爭，打造台灣安全、潔淨的永續綠能系統。 

在整體的政策框架方面，施俊吉談到“前瞻基礎建設計划”，指出其中有 3 點是

針對綠能建設，第一，是綠能技術及工作平台，政府預計投入 2.9 億美元（89 億

新台幣）預算建置離岸風力发展的碼頭與相关建設，并打造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專

區、台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專區等。第二，在綠能研发及示范平台方面，計划投入

4.8 億美元（145 億新台幣）打造沙侖綠能科學城 產業研发基地和綠能示范區。

第三，是綠能驗證融資平台，投入 1.4 億美元（44 億新台幣）推動再生能源第三

方檢測中心，借由與國際檢測機構合作，提供具有公信力的驗證資訊，作為金融

業者專業融資風險的管理依据。 

此外，對于業者需要政府協助解決的資金與風場問題，施俊吉說，行政院核定的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將協助離岸風電業者取得風場和所需資金，金管會也正積極

推動当中。台灣離岸風電目前還在初期发展階段，需大量資金跟國際經驗支持，

因離岸風力不僅涉及复雜技術，且資金龐大、投資回收期間長，除此之外，台灣

還得克服地震、台風等地理環境災害問題，因此不是單靠民間或市場就能達成。 

施俊吉強調，政府將全力排除困難，建構友善綠能環境，完善基礎建設、法規制

度，扮演領頭羊角色，加強與民間合作、推動產業技術升級、引導資金，創造可

行市場機制商業模式，讓綠色產業蓬勃发展。施俊吉指出，台灣发展離岸風力具

備先天優勢，全球最好的 20 個風場有 6 個在台灣海峽，依照規划落實政策，相

信離岸風電產業发展與安全永續穩定的供電環境，都是指日可待。 

16. 綠色金融助力離岸風電 專家獻策 

經濟日報 A20 風電與金融研討會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8 日 星期一 劉美恩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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