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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減碳壓力逐步增加，越來越多國家已設定 2050 碳中和的時程，並紛

紛訂定相關碳管制政策，我國蔡英文總統也在今(110)年國慶談話中宣示台灣 2050

淨零排放的目標，同時各政府部門目前也正積極檢討各自的淨零行動，力求跟上

國際腳步。另外以歐盟為例，其規劃將於 2023 年起試行、2026 年正式實施碳邊

境調整機制（CBAM），要求進口商針對鋼鐵、石化、水泥等高能源密集度產品

申報其碳含量，碳含量高於歐盟所訂門檻者，未來需購買「CBAM 憑證」，即碳

關稅的概念。歐盟為台灣第 4 大出口國，年貿易額達 505 億歐元，初期納入產品

範疇雖然有限，但未來勢必將逐步擴大，且美、日等國也可能跟進實施類似制度，

未來必然會對我國的出口產生明顯影響。 

此外，許多跨國企業面對碳中和時程之壓力，紛紛設定更積極的目標，以

Apple 為例，其設定 2030 年所有產品皆需達到碳中和；Microsoft 更設定於 2030

年達到負碳排放（減少的溫室氣體大於增加的量）。這些大型企業除宣示自身節

能減碳目標之外，也要求供應鏈比照辦理。在此情況下，台灣相關之供應鏈廠商

勢必面臨減碳壓力。而國內目前也增訂用電大戶綠電條款，造成企業購買綠電的

需求快速增加，像是台積電即加入 RE 100（加入之企業必須承諾在 2020 至 2050

年間達成 100%使用綠電），積極提升使用綠電比例。 

我國已訂定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之政策目標，台灣企業將除了面

對碳管制壓力外，還須面對我國電力市場轉型帶來的影響，其中在逐漸增加太陽

光電與風力發電占比情況下，台電供電品質勢必受到衝擊，更促使企業需重新審

視及制定維持自身電力品質和因應用電大戶綠電條款等挑戰之策略。為此，企業

可透過執行節能、分散供電來源、加裝儲能系統等措施來因應供電品質及法規等

外在環境之演變，降低營運風險與成本。 

另一方面，2017 年電業法修法開放綠電並規劃導入電力市場機制，電力市場

的重大轉型，讓製造業或服務業可有多元購電選擇，甚至投入發電業，或參與輔

助服務等，運用生產性消費者角色積極參與新市場機制，藉此創造新商機。例如

能源技術服務公司，除了運行已久的節能服務外，亦可利用電力市場轉型之機會，

跨入創能、儲能、用能等服務，並且透過能源數位化，變革既有技術與發展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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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據以推動跨項目之系統性整合服務，創造國內創新能源產業新商機。 

爰此，中技社今年度規劃本議題，報告首先探討國際碳管制趨勢、我國碳管

制現況，以及國內外碳管制對企業之影響與因應；接著探討我國電力市場轉型的

法規制度發展，以及電力市場轉型對企業之影響；最後研析我國發展創新能源產

業之商業模式與商機。藉以協助企業擬定因應碳管制法規、產業鏈承諾及電力市

場轉型的策略，並提出我國發展創新能源商業模式面對之挑戰與對策。 

本專題報告得以完成，特別感謝能源局葉惠青前局長、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

環境管理研究所張四立教授擔任召集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鄭福田董事長擔

任議題顧問，並邀集 9 位碳管制及電力市場領域之特聘專家，分別為中華民國企

業永續發展協會莫冬立秘書長、環科工程顧問公司余志達副總經理、台灣環境規

劃協會趙家緯理事長、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林泉興執行副總經理、工

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黃奕儒資深研究員、台灣綜合研究院研究五所賴

靜仙副所長、台灣科學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水電氣委員會楊水定顧問、台汽電

綠能股份有限公司黃義協董事長、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陳宗逸處長（依章節作

者順序排列）等與本社同仁郭博堯資深研究員及郭佳韋助理研究員等共同研討並

提出建議，供政府施政及產業等各界參考。 

財團法人中技社 董事長 

潘 文 炎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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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問題及目標 

隨著越來越多國家提出 2050 淨零排放的目標及相關法規政策，我國蔡英文

總統也在今(110)年提出同樣的目標宣示，顯示我國政府力求跟上國際腳步。同時

跨國企業紛紛設定更積極的減碳目標，並且要求供應鏈比照辦理。在此情況下，

以出口為主的台灣企業勢必面臨來自政府及供應鏈的減碳壓力。另一方面，公私

部門積極推動電力市場轉型、企業綠電條款、供應鏈綠電使用承諾，將打破過往

垂直壟斷的電力市場，同時也為企業創造跨入創能、儲能、節能、用能等創新能

源產業新商機，但也可能對企業電力可靠度帶來衝擊而需要妥適因應。 

綜上所述，企業如何面對碳管制與電力市場轉型之策略，以及如何克服發展

創新能源產業商機之挑戰，仍有諸多值得探討的議題。有鑑於此，本專題報告將

研析國內外碳管制發展趨勢與台灣電力市場轉型進展，並分析企業面對挑戰，同

時提出國內企業面對碳管制與電力市場轉型之策略與商機。 

二、研究範圍及內容 

本報告第一至三章首先探討國際碳管制趨勢、我國碳管制現況，及對企業之

影響與因應；四至五章探討我國電力市場轉型的發展，以及電力市場轉型對企業

之影響、因應與商機；六至七章為研析我國發展創新能源產業之商業模式與商機，

以及挑戰與策略；第八章則為結論與建議。 

三、研究結論 

(一)碳管制現況與發展趨勢 

目前許多區域/國家都提出 2050 淨零政策，相關實務經驗可為台灣規劃之參

考；其中歐盟綠色政綱涵蓋了：1)排放管制政策；2)產業創新政策；3)金融/財政

政策；4)貿易政策等四大政策領域內容，值得我國參考，但也要注意台灣自身條

件，不宜陳義過高。另一方面，跨國企業要求供應商參與例如 RE100/EP100/EV100

等氣候行動倡議，使氣候議題轉變成為商業經營考量重點，企業了解碳及氣候風

險並妥為因應，以免未來訂單來了，看得到卻吃不到。 

在我國政府現行溫管法規體系中，第一階段管制期執行成效存在用電成長幅

度控制成效不彰、缺乏政策工具、部會整合不足、再生能源裝置容量不如預期等

挑戰，顯現相關作為有待透過修法等方式進行強化，以提升成效。 

從企業的角度，在現有企業減碳動力仍需提升前提下，可藉由引進四大減碳

管理策略來達成淨零排放目標：1)導入碳盤查與能源管理系統，精準掌握碳排放，



企業面對碳管制與電力市場轉型之因應與商機 

2 

協助目標設定與內部碳有價化；2)投入低碳高成效創新科技以達成減碳目標；3)

透過綠色金融工具協助減碳行動及籌措資本，以協助綠色轉型；4)面對營運過程

難以減少的碳排放量，透過購買綠能憑證、碳交易等進行碳抵減。 

(二)電力市場轉型現況與發展趨勢 

在台灣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及電業法陸續修法後，重新定位電力產業，打破過

去電力產業垂直整合商業型態，以綠電先行概念將發電、輸電配電、及售電強制

分離，並開放綠能售電業申設，使綠電需求與交易逐漸成長；同時也設立公開透

明的電力交易平台，且其商品規格設計需維持電力可靠度要求，協助電網有足夠

彈性來因應能源政策目標及用電變動之需求。根據國外的經驗，儲能系統、用戶

端的需量反應、用戶端的自用發電設備等都是良好的輔助服務來源。電力交易平

台同時透過合格交易者制度，維持交易專業性、降低民間資源進入門檻，有利於

整合小型資源。 

至於企業本身在面對電力市場轉型所帶來供電品質不穩定的挑戰方面，也需

重新審視及制定維持自身電力品質之策略。而關於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以平日

日間為主要用電時段之企業為例，在不考慮建置面積需求及綠電供給是否充足的

情況下，最具經濟效益之方案應為自行設置太陽光電設備、其次為購買綠電(含憑

證)、再次為自建儲能設備，繳納代金最不划算。但企業仍應先檢視其生產用電是

否合理，以及是否具備節能潛力等條件，再進一步評估用電契約容量及時段電價

費率等因素，最後才進行方案選擇。 

(三)創新能源產業發展之模式、商機與挑戰 

參考國外推動經驗，配合國內能源轉型議題，搭配電業自由化、ICT 技術的

廣泛應用、分散式能源的建置等趨勢，目前有有 9種商業模式已在國內展開應用：

(1)節能領域有「智慧化能源建置及代管服務」及「即時/補充備轉容量電力交易

商」，其發展挑戰則分別來自於現行電價偏低以及易與其他需量反應措施產生競

合；(2)儲能領域有「調頻備轉容量電力市場開發商」、「用戶電能管理」、「智慧社

區用能建置及管理服務商」，發展挑戰在於儲能設備單價仍高，在現行電價結構

上，較無經濟誘因，需額外提供資源；(3)創能領域則有「再生能源發電業」、「再

生能源售電業」，發展挑戰在於再生能源供電來源，發展上需兩者合作；(4)微電

網領域有「區域電能管理中心」及「分散式能源整合供應商」，發展挑戰在於許

多商業模式尚無足夠經濟效益，為能普及，需要額外政策之驅動。 

四、改善對策及建言 

(一)碳管制因應 

1. 建議政府以更系統化的思維來規劃淨零路徑：強化各級政府不同行政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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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責，同步修正調整六大部門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明確各政策推行期程；

並將企業的參與納入整體政策，帶動更多、更大規模的創新與轉型，以利

引導產業的中長期低碳投資布局。 

2. 建議政府研擬合理、可負擔、可反映外部成本、可與國際制度接軌、維持

產業國際競爭力之碳定價機制：研擬碳定價機制到實施過程，宜綜合考量

各國實施作法及我國國情，並確立管制目的、管制對象；碳定價必須合理、

可負擔、可反映溫室氣體外部成本、可與國際接軌，避免對我國產業於國

際間競爭力造成過度衝擊。企業普遍認為碳定價機制中，碳市場機制成本

效益高於碳費，也建議修先推動有益於國際碳關稅減免之機制，而進口產

品也應承擔相當之減碳成本。政府宜同步設置獎勵機制，提供減碳成效優

異的企業減免或獎勵；並且建置透明完善的抵換額度交易制度，鼓勵企業

利用自願交易市場工具，推動符合成本效益的減碳措施。 

3. 建議政府加強推動企業溫室氣體管理輔導：建請政府除針對耗能產業、用

電大戶外，應率先鑑別易受供應鏈管理要求的產業別，加強推動溫室氣體

管理輔導，提供營運模式、製程、技術轉型的專業協助與獎勵，並協助強

化推動「以大廠帶小廠」的產業同盟，甚至是跨產業合作，支持企業淨零

轉型。 

4. 建議企業及早建立因應國際減碳趨勢能力：台灣企業需及早建立因應相關

氣候行動要求的能力，包括對 SBTi、RE100、EP100、EV100 等知名國際

企業氣候行動倡議的參與條件的認識、自身範疇 1、2 及 3 溫室氣體排放

的盤點，以及碳抵減的來源品質要求等，都該建立或提升內部應對的能

力。 

5. 建議企業設定減碳目標、導入內部碳定價、建立減碳財務機制：建議企業

盡早設定溫室氣體的絕對減量、再生能源使用比率等目標，同時導入內部

碳定價，強化其減碳投資決策，並與利害關係人共同合作投入再生能源、

能源效率提升等計畫，跨界合作建立減碳財務機制，整合政府資源以發揮

最大效益，確保企業在淨零排放浪潮下，保有高度永續競爭力。 

(二)電力市場轉型因應 

1. 建議政府建立確保供電品質之電力市場：當再生能源逐漸加入電力系統，

所需的系統平衡就必須增加其彈性之幅度。可從三個面向思考：(1)傳統

火力機組的運轉模式將從過去基載電源轉變為彈性資源；(2)開設即時交

易市場，以利市場可因應再生能源的即時變動，整合當下最具成本效率的

資源；(3)再生能源提供系統裕度，同時容量市場持續運作。 

2. 建議政府電力市場應建立短中長期規劃：短期發展目標著重在設置電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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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平台，開啟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輸配電業可透過日前輔助服務市

場採購多樣化輔助服務資源來維持系統可靠度。中期發展規劃應朝向開放

電能不平衡市場及增加電網彈性，意即希望系統中具有較多升/降載快速

之資源。長期發展規劃應配合國家碳中和目標，未來市場設計可引入更多

低排放或零排放的資源。 

3. 建議企業安裝儲能設備及建立急電備援管理計畫：面對再生能源占比逐步

提高的電力市場轉型階段所帶來的供電品質不穩定之挑戰，企業可以規劃

自行安裝如 UPS（不斷電系統）、DC Bank（直流電池庫）與超級電容等

儲能設備，並建立完善的急電備援管理計畫，同時落實保養與演練。 

4. 建議企業儘快規劃取得穩定的綠能供給來源：由於未來我國綠電市場供給

增加量恐不及需求增加量，且各能源大用戶之產業特性、發展條件及需求

各有不同，因此當務之急應是儘快取得穩定的綠能供給來源，或諮詢專業

顧問團隊獲得分析建議進行超前部屬，進而規劃其履行方案之策略，取得

早鳥折抵義務容量的優惠，也有利於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三)創新能源產業商機 

1. 建議政府透過碳定價機制以及提供適度補助誘因，以協助建立商業發展環

境：由於國內電價偏低，目前部分商業模式缺乏經濟誘因，建議政府可推

動作法包含加速推動碳定價機制以及提供適度補助誘因，以協助建立能源

產業創新商業發展環境。 

2. 建議政府加速智慧電表建置以掌握歷史用電資訊，降低儲能及創能等評估

成本：建議政府及台電公司可加速智慧電表建置，協助用戶掌握歷史用電

資訊，據以協助用戶及業者降低儲能及創能等評估成本。 

3. 建議政府明確化需量反應市場分工以及擴大尖離峰價差，以創造分散式能

源發展環境：建議台電公司可推動包含「明確化需量反應市場分工」及「擴

大尖離峰價差」等，據以創造出適合分散式能源發展的環境。 

4. 建議政府提供綠色融資、產業人才培訓等輔導，帶動我國相關產業成長：

未來我國電業自由化發展至開放「容量市場」及「日前市場」的情況下，

政府可提供如綠色融資、產業人才培訓等輔導，進而帶動我國相關產業成

長，為我國發展海外市場創造重要利基。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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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國際碳管制趨勢 

一、國際減碳趨勢與政策現況 

(一)氣候緊急狀態下的全球碳管制走向 

2015 年 12 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1 屆締約國大會(COP 21)制訂了巴

黎協定，並於 2016 年 11 月 4 日(COP 22 舉辦前夕)起正式生效。巴黎協定第二條

中明文其目標的履行包括：「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準以上低於

2℃之內，並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準以上 1.5℃之內，…」，為全球

設立了明確目標，也成為各界在訂定氣候方案所奉行的圭臬。然而，巴黎協定所

訂目標的實現道路卻充滿荊棘。在巴黎協定下，全球的減碳架構係由各國自行訂

定其自主減碳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然根據各國所提

交之初始 NDCs，最好的結果也僅能將升溫控制在 2.7℃，顯然離 2℃目標仍有相

當差距。此外，儘管各國提出自主減碳貢獻並規劃相應的國家減緩方案，然全球

碳排放在這 5 年間仍持續成長，且成長速度並未減緩(參見圖 1.1)。受全球化擴張

影響，2000 年後大氣層中二氧化碳濃度之年平均增長更加快速，2011-2020 這 10

年間，每年平均增加 2.23 ppm(參見表 1.1)。如以 2020 年大氣層中二氧化碳平均

濃度 413.94 ppm 為基準，以近 10 年(2011-2020)年平均增幅計算，我們離 2℃目

標所對應的大氣層中二氧化碳濃度 450 ppm 上限值僅餘約 16 年，而如果碳排放

增長幅度持續擴大，我們剩下的時間將不滿 15 年。 

 
資料來源：https://sioweb.ucsd.edu/programs/keelingcurve/ 

圖 1.1、1958 年起大氣層中二氧化碳濃度走勢 

  

https://sioweb.ucsd.edu/programs/keeling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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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每十年大氣層中二氧化碳濃度年增長幅度(ppm/year) 

年度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80 1991-2000 2001-2010 2011-2020 

年均增長 0.80 1.24 1.40 1.40 1.90 2.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原始資料：

https://scrippsco2.ucsd.edu/data/atmospheric_co2/primary_mlo_co2_record.html)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自巴黎協定生效後，持續追蹤全球溫室氣體排放，

在其 2019 年發布的「2019 排放差距報告」 (Emissions Gap Report 2019)中觀察到

幾個不容樂觀的現象： 

1. 儘管科學研究結果提出許多示警，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也進行政治承諾，

然每年溫室氣體排量放仍持續上升，過去 10 年，每年平均排放增幅約 1.5%，

其中最大因素來自於能源使用與工業製程中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每年

排放增幅約 2%。 

2. G20 會員國的排放總和約佔全球排放量的 78%。總體來說正朝著其 2020

坎昆承諾(Cancun Pledges)所訂的目標前進，但有 7 個國家目前無法符合其

國家自主貢獻所訂的 2030 年減碳承諾，另有 3 個國家未加入坎昆承諾。 

3. 雖然宣布 2050 達成淨零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的國家數量正在增加中，但僅

少數國家將其長期達成策略正式提交給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 

4. 與達成目標間存在著巨大的排放落差。在 2℃的目標下，2030 年年度排放

量需較目前降低 150 億二氧化碳當量公噸；而在 1.5℃下，更要較目前減

少 320 億二氧化碳當量公噸的溫室氣體排放。 

5. 2020 年必須大幅提升各國 NDCs 中所訂減碳承諾。各國必須將其減碳目

標提升 3 倍才能滿足 2℃的目標，而若在 1.5℃目標下，各國減碳目標要

提升 5 倍。 

此外，全球氣候狀態仍持續惡化，且不可逆的問題與可能性也逐步上升。世

界氣象組織(WMO)的「2020 全球氣候狀態」(State of the Global Climate 2020)，記

錄了包括溫室氣體濃度、不斷上升的陸地和海洋溫度、海平面上升、融冰和冰川

後退以及極端天氣事件都顯示，如無法遏止，人類和地球都將付出極大的代價。 

IPCC 於 2018 年所發布的特別報告-「全球暖化 1.5℃」(Global Warming of 

1.5℃)，比較了 1.5°C 與 2°C 兩種不同升溫情境下所形成之衝擊的差異。雖然在

升溫 1.5°C 下仍具嚴重的氣候衝擊，但較更高的升溫狀態，毀滅性的衝擊已降低

許多。超過 1.5°C 後每上升些許溫度，都將帶來更糟的衝擊，對生命、生計與經

濟造成更大的威脅。包括珊瑚礁消失、授粉媒介-昆蟲棲地的消失、海平面大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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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極端天氣事件的發生頻率與強度都增加等。 

此報告也逐漸讓聯合國及前瞻性的政府、企業和倡議團體，轉而追求控制升

溫 1.5°C，因此衍生出了 2050 年前達成淨零排放(net zero emissions)的具體目標。

所謂的淨零排放代表必須將所有人為產生的溫室氣體從大氣層中移除，這是透過

減量措施，再以自然與人為的碳匯(sink)移除溫室氣體(此部分視為負排放)而達成

淨零排放。 

1. 國家淨零/碳中和目標宣示情況 

根據 Energy & Climate Intelligence Unit 此機構的追蹤，截至 2021 年 12 月 4

日的查詢結果，全球共 136 個國家承諾淨零目標，並分析這 136 國目前的淨零目

標狀態。其中 2 個國家已達成淨零目標，13 個國家將淨零目標訂於法律中，53

個國家訂於政策中，3 個國家擬進行立法，76 個國家仍在進行淨零目標內容的討

論(部分國家項目有所重複)。 

另一機構 ClimateWatch 的 Net-Zero Tracker 則採取是否透過其國家自主貢獻

(NDC)、長期低溫室氣體排放發展策略(LTS)、國內法律/政策，或政府層峰的政

治承諾，對外宣示他們的淨零目標，作為統計的基準。截至 2021 年 11 月 26 日

的資料顯示，共 74 個巴黎協定締約方(共代表 81 個國家，其地理分布如圖 1.2)

透過上述方式，對外宣示其淨零目標；其中 13 個締約方的淨零目標出現在法律

中，35 個出現在政策文件，26 個則是政治宣示。此 74 個締約方的溫室氣體排放

總和占全球的 73.8%。表 1.2 係 Net-Zero Tracker 從不同的目標覆蓋類別，分析目

前所宣示之淨零排放目標的覆蓋範疇概況。 

  



企業面對碳管制與電力市場轉型之因應與商機 

8 

表 1.2、淨零目標之覆蓋範疇概況 

目標覆蓋範疇 覆蓋指標 締約方個數 

國內部門 覆蓋所有國內部門 43 

覆蓋部分國內部門 0 

未清楚交代或未決定 31 

溫室氣體種類 覆蓋所有溫室氣體 31 

覆蓋部分溫室氣體 8 

未清楚交代或未決定 32 

包含國際抵減(offsets) 包含國際抵減 8 

不包含國際抵減 10 

未清楚交代或未決定 56 

包含國際船運和空運 包含國際船運和空運 2 

不包國際船運和空運 12 

未清楚交代或未決定 60 

包含減量總額和減量淨

額兩種目標 

僅淨額目標 68 

分別有淨額和總額目標 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原始資料：Net-Zero Tracker, Climate Watch, 

https://www.climatewatchdata.org/net-zero-tracker) 

表 1.2 顯示了目前 74 個宣告淨零排放目標的締約方，在是否使用國際抵減和

是否包含國際船運與空運，可能仍處於摸索階段，以致大多數為「未清楚交代或

未決定」。 

 

資料來源：Net-Zero Tracker (https://www.climatewatchdata.org/net-zero-tracker) 

圖 1.2、宣布淨零目標的國家 

https://www.climatewatchdata.org/net-zero-tracker
https://www.climatewatchdata.org/net-zero-tracker


第一章  國際碳管制趨勢 

9 
 

2. 全球能源部門的淨零路徑圖 

國際能源總署 IEA 於 2021 年 6 月發布的旗艦報告「2050 年前淨零：全球能

源部門的路徑圖」(Net Zero by 2050 – 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在

達成淨零目標的前提下，臚列了全球能源消費與生產的轉型過程中，不同時間軸

(從現在到 2050 年)的重要里程碑，這些里程碑包括了： 

1. 2021 年起無新的油氣田、無新的煤礦開採或擴大開採既有的煤礦 

2. 2021 年起停止建造所有的新燃煤電廠，除非此燃煤電廠附帶建立了碳捕

捉(carbon-capture)技術 

3. 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從 2020 年的 29%提升到 2050 年的 90% 

4. 2025 年前禁止販售新燃油與燃氣鍋爐給建築物供暖使用 

5. 2030 年前全球汽車銷售的 60%為電動車、2050 年前全球重型卡車銷售幾

乎皆為電動車或燃料車。 

6. 2035 年前發達經濟體全面使用淨零排放電力  

7. 2035 年前禁止販售新的內燃式引擎汽車 

8. 2040 年前關閉所有未安裝碳捕捉技術的燃煤電廠。OECD 國家 2030 年前

禁止燃煤。 

9. 2040 年前將 50%的飛機燃油轉換為氫氣或生質燃料。 

10. 2050 年前 70%的電力產自於太陽能和風能。 

義大利電力公司 Enel 的執行長 Francesco Starace 表示：「IEA 這份報告是一

份令人振奮的研究成果，指出了如何達成願望的努力方向。此報告是重塑全球能

源產業旅程中的一項里程碑，他不僅是一份報告，更是清晰傳遞了對於迫切行動

的呼籲。」截至目前，IEA 尚未提供任何全面性工具，來導引已經承諾 1.5°C 目

標之國家和企業的投資方向。IEA 執行董事/秘書長 Faith Birol 保證，此報告核心

的情境將整合至 IEA年度鉅著 2021世界能源展望(2021 World Energy Outlook)中，

作為回應一直以來向 IEA 表達將 1.5°C 作為 IEA 分析核心的 OECD 國家政府、氣

候倡議團體、企業與投資人的訴求。 

在這份報告的序言中，IEA 執行董事/秘書長 Faith Birol 表示，要滿足報告所

規劃的各項目標將十分艱難。「在邁向 2050 年淨零目標，從些許的可能性走到實

際可行的過程中，全球將面臨巨大的挑戰。由於經濟從去年新冠疫情衝擊中復甦，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已快速回彈。各國政府早該行動，並果斷的加速轉型至清潔能

源。」他強調 IEA 將使用此路徑圖來引導未來的工作，IEA 願意做任何事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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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政府，就 IEA 所提出的見解開展行動，建構國家的路徑圖並實施必要的

政策以達成其淨零目標。 

IEA 這份報告清楚指出，「沒有更廣泛的國際合作，2050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

放將不可能降至淨零水準」。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呼籲主要經濟體必

須團結一致，在國內採取有力的行動並提供技術與財務支援，以確保關鍵技術與

基礎設施有效布建與應用。 

(二)區域及國家之減碳政策現況 

1. 歐盟： 

(1) 歐洲綠色政綱 

歐洲執委會於 2019 年 12 月發布歐洲綠色政綱(European Green Deal)以來，歐

盟整體的政策樣貌有了很大的轉變，但同時也迎來因新冠疫情而導致歐盟地區

2020 年 GDP 下滑 6.1%的結果。由於各國持續進行疫苗接種運動，並將施政重心

放在經濟復甦，期待此地區的經濟得以反彈，國際貨幣基金(IMF)預測歐洲的 GDP

有望在 2022 年回到疫情爆發前的水準。 

歐洲綠色政綱不僅旨在確保短期內經濟的復甦，同時也扮演處理長期氣候變

遷威脅的關鍵角色。綠色政綱旨在達成三項目標：第一，透過能幫助削減所有部

門排放的具體策略，達成淨零排放。這些具體策略特別集中在能源部門，因為此

一部門的排放佔歐盟 27 個會員國溫室氣體排放的 75%以上，其目標在於提升歐

盟能源組合中再生能源的佔比。 

第二，將經濟成長與資源開採進行脫鉤。雖然歐洲的排放量在過去 10 年已

達峰值並開始下降，然而歐洲仍是全球資源消耗的主要貢獻者。達成此目標將不

僅需要依賴技術的進展，也必須對生活型態、社區與社會的發展進行重新考量。 

第三，透過公正轉型機制(Just Transition Mechanism)，在 2021-2027 年間提供

650 億-750 億歐元的資金來減輕轉型的社經衝擊，以扶持一個具包容性的綠色轉

型，在轉型中不遺漏任何人(leave no one behind)。 

綠色政綱的內容共橫跨 8 個政策領域 – 生物多樣性、永續食物系統、永續

農業、清潔能源、永續工業、建造與翻新、永續交通、消除污染和氣候行動。綠

色政綱代表了一項前所未有的大工程，將檢視超過 50 項的歐洲律法，並重新設

計公共政策。為推動此一龐大工程，歐洲執委會就綠色政綱的推動，設想了一兆

歐元的投資需求，其中半數來自於歐盟預算和歐盟排放交易系統(EU ETS)，另一

半則來自於投資歐洲計劃(InvestEU Programme)。這些投資基金將直接支持永續投

資，創建支持性政策架構來鼓勵公部門和私部門進行此類投資，並提供在辨識、

結構化與執行綠色投資中所需要的行政規範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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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綠色政綱中揭櫫的 2050 年前碳中和目標，歐洲執委會近期提出新的

永續金融策略，引導私部門的資金流到相關的永續經濟活動中。歐洲執委會也已

經推出高品質的自願性準則 - 歐洲綠債準則(European Green Bond Standard)，鼓

勵更具雄心的大規模投資，在符合嚴格的永續性要件時也同時保護著投資人。 

綠色政綱目前的推動進展有幾項值得關注的里程碑，包括： 

1. 歐洲氣候法(European Climate Law)，讓歐盟的 55%的排放減量目標對會員

國具有法律約束力； 

2. 歐盟裝修浪潮(EU Renovation Wave)，此為預期 2050 年前將有 2 億 2000

萬棟建物進行改造，從推行綠建築提升建物的環境績效，並讓持有者節省

其支出 

3. 歐盟責任食物業務與行銷實務的行為準則 (EU Code of Conduct on 

Responsible Food Business and Marketing Practices)，已有 65 家組織簽署，

目的在於提升健康且永續食物的可得性與可負擔性 

4. 歐盟邁向空氣、水及土壤零污染行動方案(EU Action Plan : Towards a Zero 

Pollution for Air, Water and Soil)，此行動方案旨在減少肇因於空氣汙染的

早產兒死亡數 55%、減少海洋中的塑膠廢棄物 50%，和減少於都市生活

廢棄物 50%。 

5. 歐盟調適與氣候變遷策略(EU strategy on Adapt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此策略之目標在於強化歐盟的調適能力，並降低對氣候變遷的脆弱性。 

(2) 歐盟「Fit for 55」包裹法案 

2021 年 7 月 14 日，歐洲執委會通過了一項重大決定，藉著推行歐盟「Fit for 

55」包裹法案，進行歐洲經濟的轉型。這些相互關連之立法提案，讓歐盟的氣候、

能源、土地利用、運輸和稅務政策，與 2030 年前至少較 1990 年水準減少 55%溫

室氣體排放此一目標緊密配合。此劃時代的包裹法案其實反應了歐盟的一個新野

心，也就是歐盟在文件中描述的，「成為一個由市場引領的全面性革命，讓歐盟

在這 10 年間轉向，使全球暖化達到遠低於 2℃的結果」，但前提是這個野心必須

轉譯成為法律內容。執委會接下來將進行很多外交努力，讓會員國同意並實施這

些提案措施。在 COP 26 舉辦前顯露出此一野心，其實傳遞了一個強烈訊號，就

是歐盟將自己定位為淨零排放競賽(Race to Zero)的全球領先者，並將被其他國家

緊密關注。 

「Fit for 55」包裹法案提出一個野心十足的目標，並計畫在 2030 年前達成。

其中一個關鍵的成分在於對歐盟排放交易系統(EU ETS)的目標和碳價訊號進行

修訂與強化，以滿足所提出的 2030 目標。歐盟總體排放將更低，且其年減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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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2%提高到 4.2%，這需要搭配著許多延伸性措施與目標，包括： 

1. 針對建築物與道路運輸的個別排放交易系統，並將目前的排放交易系統擴

大到特定的海事排放。 

2. 從 2023 年起就進口業務逐步導入碳邊境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來避免在水泥、鋁、鋼鐵、肥料與特定電

力產業的「碳洩漏」(carbon leakage)發生。 

3. 來自於車輛行駛的排放在 2030 年前要減少 55%，2035 年前減量 100%，

這相當於禁售內燃機式引擎新車。 

4. 再生能源佔比的目標從 32%提升到 40%，以及計畫簡化特定的許可程序

並處理其他障礙。 

5. 新的 2030 年能源效率改善目標，終端能源使用效率改善 36%，初級能源

使用改善效率為 39%。公部門於其建築物的能效改善義務為每年 3%。 

6. 實施新能源稅原則，基於能源內容和環境績效對電力和能源產品課稅。 

7. 設定車輛與加熱使用之燃料、電力，以及民航、船舶與船運燃料的最低稅

率。 

8. 2035 年前就土地使用、林業與農業達成氣候中和。 

9. 創造自然正向(nature-positive)的經濟，保護和修復退化的生態系，在 2030

年前提升歐盟的自然碳匯到 310 百萬公噸 

10. 定義對歐盟會員國具法律拘束力的目標 

此包裹法案共有 13 項立法提案，其中 8 項是既有法律的修正，5 項為全新的

法案，內容則包含了數個具體的量化目標，以及對經濟進行脫碳並推動綠色能源

的措施。13 項法案如表 1.3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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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歐盟「Fit for 55」包裹法案內容 

歐盟既有法律的修正提案 全新的立法提案 

歐盟排放交易系統(EU ETS) 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 

再生能源指令(RED) ReFuelEU Aviation (永續航空燃料) 

能源效率指令(EED) FuelEU Maritime (使用低碳燃料於海洋

運輸) 

能源稅指令 新森林策略 

汽、貨車二氧化碳排放管制標準 氣候行動社會設施(Climate Action 

Social Facility) 

替代性燃料基礎設施指令(AFID)  

修訂減量責任分配規定(Effort Sharing 

Regulation, ESR)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改變與森林

(LULUCF)法規 

 

資料來源：EU Fit for 55 Package – Summary brief for business, WBCSD, 2021. 

歐洲執委會於 2019 年 12 月 11 日發布的歐洲綠色政綱中，設立了高水準的

氣候目標，讓歐盟成為全球第一個提出氣候中和目標的大陸。具拘束力的歐洲氣

候法(European Climate Law)在 2021 年實施，將歐盟的氣候中和承諾以及 2030 年

前溫室氣體排放較 1990 年水準至少減少 55%的中期目標，奉為圭臬。歐盟自 1990

年至今在經濟成長約為 60%的情況下，藉由其能源與氣候法規的推動，仍能產生

溫室氣體排放較 1990 年水準下降 24%的貢獻。「Fit to 55」包裹法案旨在建立為

讓歐盟經濟能適應達成其 2030 目標之挑戰所需要的法規政策架構。歐洲執委會

在法案提出前花數月時間執行全面性的衝擊評估，評估綠色轉型的衝擊、成本和

機會。這些衝擊評估所形成的科學基礎，讓歐洲執委會提出了調高歐盟 2030 年

減量目標的議案，也就是目前所採行的 55%。 

歐盟 2030 年 55%的減量目標已於 2020 年 12 月通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UNFCCC)，作為歐盟為達成巴黎協定目標的自主貢獻。歐盟將在 COP 26 向各

國分享其法案內容，此將帶來許多正面的影響，不單僅對其歐盟會員國，對於需

要提升其國家自主貢獻(NDCs)與相關執行計畫的國家而言，也將帶來正面的影

響。 

執委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一再強調，歐盟綠色政

綱是歐盟的成長策略，並表示：「歐洲是第一個宣告 2050 年達成氣候中和，並且

是最早將具體路徑圖放在檯面上供公眾檢視的大陸。歐洲透過創新、投資與社會

補償來執行我們的氣候政策。」 

歐洲企業領袖組織(Corporate Leader Group Europe, CLG Europe)讚賞執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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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此一包裹法案，並認為對氣候好的就是對經濟好，然而，GLC 總監 Eliot 

Whittington 提醒，企業與政府必須一起合作來確保歐盟可以掌握淨零競賽的機會，

在提升經濟與社會效益(創造工作機會)之時對經濟進行改造。 

由於必須由會員國共同批准，接下來的 12-30 個月將會在歐洲議會與歐盟會

員國間出現高強度的辯論，其中有些國家會認為相關措施破壞力太大，但另外一

些國家則可能認為不具備足夠的野心，兩者必然將產生激烈拉扯，此時外交協調

工作尤顯重要，若歐盟無法堅持進行困難重重的協商談判，包裹法案也就難以實

現。接下來的 6 個月是歐盟與其他國家和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會商，討論氣候與

貿易議題的機會。其所提出之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將成為 COP 26 的討論主題

之一。歐盟也將在 COP 26 中向其他國家分享此一包裹法案的內容。一旦包裹法

案內容付諸實施，產業界與創新內容被認為就是投資與佈建新解決方案時，最寶

貴的策略夥伴。 

長期而言，歐盟的預算將支持未來 7 年的綠色轉型。在 2021-2027 多年財務

架構和下世代歐盟(Multiannual Financial Framework and NextGenerationEU)的 2兆

歐元中， 30%是專屬於支持氣候行動；用來資助會員國在下世代歐盟

(NextGenerationEU)下之國家復甦計畫，7,238 億歐元的復甦與韌性協助基金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其中 37%分配給氣候行動。 

2. 北美 

(1) 美國 

美國總統拜登於 2021 年 4 月 22 日、23 日所舉行的全球氣候峰會上宣示，美

國將在 2005 年的排放基礎上，於 2030 年前減碳 50- 52%。為實踐減排目標，拜

登政府將透過多種具成本效益之途徑來推動，例如提升建築物效能及減少運輸活

動等，及預計在 2035 年前達成發電淨零排放 (Reach 100 Percent Carbon 

Pollution-free Electricity)之目標。 

部門別的 2030 減量路線 

美國在其國家自主貢獻(NDC)此文件中，考量了各產業的排放減量路線，每

一政策考量的減量也是個提升公平性並支持好工作的機會。在 NDC 的產業減量

路線中，美國將進行能源產業脫碳化，包括減少能源浪費；轉換至零碳電力；車

輛、建築物和工業零件的電動化並提升效率；擴大新能源應用規模並使用氫能。 

3. 亞洲 

(1) 中國 

2020年 9月 2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中宣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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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

2030 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 2021 年 3 月 5 日的全國人大開幕式上進行政府工

作報告時，在 2021 年重點工作內容報告中表示，要紮實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各

項工作。這些工作包括： 

1. 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 

2. 優化産業結構和能源結構； 

3. 推動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大力發展新能源，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積極有序

發展核電； 

4. 擴大環境保護、節能節水等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範圍，促進新型節能環保

技術、裝備和産品研發應用，培育壯大節能環保産業，推動資源節約高效

利用； 

5. 加快建設全國用能權、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完善能源消費雙控制度； 

6. 實施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專項政策，設立碳減排支持工具； 

7. 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 

目前中國尚未就 2030 年碳排放達峰，以及 2060 年碳中和之達成，提出具體

的行動方案或策略藍圖。另於「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

提出與減排相關之規劃： 

1. 重點控制化石能源消費； 

2. 實施以碳強度控制為主、碳排放總量控制為輔的制度； 

3. 推動能源清潔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深入推進工業、建築、交通等領域低碳

轉型； 

4. 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盲目發展，推動綠色轉型實現積極發展； 

5. 推動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潔高效利用； 

6. 推動城市公交和物流配送車輛電動化； 

7. 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實施綠色技術創新攻關行動。 

中國排放交易制度： 

中國國家級碳排放交易制度（以下簡稱中國 ETS）於 2021 年開始運作，中

國 ETS 旨在為中國有效控制並逐步減少碳排放，為綠色低碳發展做出貢獻，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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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在 2030 年前達到碳排放峰值、2060 年實現碳中和的政策工具之一。 

中國 ETS 涵蓋超過 40 億噸二氧化碳，約佔全國碳排放量的 40%，是全球最

大的碳交易市場。借鑒其在中國八個試點碳市場的執行經驗，於 2021 年 7 月 16

日在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SEEE）運營的交易平台上開始交易，碳排放配額(CEA)

的開盤價為每噸 48 元人民幣（7.41 美元），收盤價為每噸 51.23 元人民幣（7.89

美元），總交易量達到 410 萬噸，總金額約 2.1 億元人民幣（2212 萬美元）。不過

外界認為現在只是起始階段，未來中國大陸在此市場設計上應會持續進行調整。 

(2) 日本 

2020 年 10 月 26 日，日本首相菅義偉在一場政策演說中，宣布 2050 年達成

碳中和的目標。日本經產省(METI)大臣梶山弘志在這場演說後的記者會上表示：

「日本已採行一個新的成長策略，將我們的資源發揮到極致來創造一個經濟與環

境的良性循環，以因應碳中和的挑戰。」 

日本的綠色成長策略係一產業策略，旨在創造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的正向循

環，並與企業界共同合作推進。此綠色成長策略的目標在於設立有野心的目標，

並全力支持私部門邁向碳中和。此策略包含 5 項用以支持相關措施的跨領域的政

策工具，包括撥款資助、稅務誘因、金融指引政策、法規革新和國際合作。各項

策略所包含的重點內容，參見表 1.4。此外，綠色成長策略制定了針對 14 個產業

的行動方案，並持續更新。行動方案所涵蓋的 14 個優先產業，請見表 1.5。 

表 1.4、跨領域的 5 項政策工具 

撥款資助  綠色創新基金：10 年 2 兆日圓 

 誘發民間研發與投資的金額達 15 兆日圓 

稅務誘因 利用稅務誘因誘發 10 年 1.7 兆日圓的民間投資，包含

3 項稅制： 

 創設促進投資碳中和之稅制 

 對於從事經營改革的企業，創設特例予以提高稅損

結轉的抵減上限 

 擴充研究開發稅制 

金融指引政策 制定轉型金融指引，並建立一個有利息補貼的長期融

資方案(3 年 1 兆日圓)，吸引全球的 ESG 投資 

法規革新  在氫能、離岸風電、交通/電池等領域進行法規革新 

 關於排放交易、碳稅和碳邊境調整機制之相關政策

的討論 

國際合作  在創新政策、包含第三國的聯合專案、標準化與規

則制定、以及提供各種脫碳解決方案，與各種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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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合作，包括已開發和新興國家。 

 透過「Tokyo Beyond-Zero Week」向全球推廣日本的

成果 

表 1.5、綠色成長策略行動方案所涵蓋的 14 個優先產業 

能源 運輸/製造 住商 

離岸風電產業 

風機、零件、漂浮式風機 

汽車及蓄電池產業 

電動車(EV)、燃料電池車

(FCV)、次世代電池 

住宅・建築物產業／次世

代太陽光產業 

（鈣鈦礦太陽能電池） 

氨燃料產業 

發電用燃燒器 

（邁向氫能社會之轉型期

的燃料 

半導體及資訊通信產業 

資料中心、節能半導體（需

求面效率） 

資源循環相關產業 

生質物料、循環物料、廢

棄物發電 

氫能產業 

發電渦輪機、氫還原製

鐵、運輸船、水電解裝置 

船舶產業 

燃料電池船、電力推進

船、瓦斯燃料船 

生活型態相關產業 

地區的脫碳化事業 

核能產業 

小型模組化反應器(Small 

Modular Reactor, SMR)、

核能製氫 

物流、人流、基礎設施產

業 

智慧運輸、物流用無人

機、燃料電池營建機械 

 

 糧食及農林水產業 

智慧農業、木造高層建築

物、藍碳 

 

 航空器產業 

混合電力、氫能航空器 

 

 碳循環產業 

混凝土、生質燃料、塑膠

原料 

 

(3) 韓國 

韓國總統文在寅在 2020 年 10 月 28 日對國會的演說中，宣布韓國將透過 2050

碳中和策略，追求實現碳中和目標。綠色新政表達向一個淨零社會邁進的企圖，

但沒有設定一個達標的時間點，而 2050 碳中和策略則設定在 2050 年前達成碳中

和的明確目標。碳中和策略將支持達成碳中和的創新氣候技術，同時所有的努力

都向讓韓國成為達成碳中和的領導性案例前進。 

韓國的碳中和策略有五項關鍵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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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部門擴大使用清潔電力與氫氣； 

2. 大幅改善能源效率； 

3. 碳移除和其他未來技術的商業布局應用； 

4. 擴大循環經濟規模以提升工業的永續性； 

5. 增強碳匯。 

碳中和策略將支持像是為了穩定電力供應的儲能系統(energy storage systems, 

ESS)，以及作為輔助電力來源的氫燃料電池。韓國計畫淘汰燃煤電廠或將其轉換

為液化天然氣電廠。此外，碳捕捉利用與儲存(CCUS)技術將應用於燃煤電廠，使

溫室氣體排放減到最少。碳中和策略旨在幫助能源密集工業達成低碳轉型，並協

助在交通運輸領域實施工業 4.0 技術的發展。透過管制措施與誘因，碳中和策略

嘗試藉由提升能源效率至最高並供應低碳能源，將建築部門的能源使用降至最低。

自 2020 年起，所有新的公共建築物將受制於零能源建築物標準的管制。廢棄物

與農業部門也將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韓國政府企圖脫離中心化、單向的能源系統，

並以去中心化、參與式且多向的電網系統。透過新增供休閒使用的城市綠色空間、

恢復退化的林地，以及在未充分利用之土地上種植樹木這些行動來增加碳匯，與

此策略的抵減二氧化碳目標相連結。韓國政府導入碳定價機制，將氣候和環境的

外部性內部化，並鼓勵經濟活動的參與者降低其排放。此策略還包括結合地方社

區提升氣候變遷認知，並協同綠色金融策略以產生更大效益。 

韓國設定了 2030 年較 BAU(Business As Usual)減少 37%的減排目標，並於

2016 年推出減碳路徑圖，規劃了詳細的策略與部門別政策工具以達成目標。之後

此路徑圖持續進行更新，以確保可以充分對應政策與科技發展的最新趨勢。 

部門別策略： 

在韓國設定目標的要求下，制定所有部門的最適減緩策略與行動： 

1. 減少目前能源組合中煤的占比，同時於 2030 年前提升再生能源比例至

20%。 

2. 暫停發放許可證給新燃煤電廠，並淘汰舊燃煤電廠。 

3. 透過提供更智能化的工廠，支持生產製造面的創新。工廠能源管理系統

(Factor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FEMS)可能是其中的一個選項。 

4. 將車輛與空調適用的冷媒轉換成生態友善的冷媒，並在 2030 年前將此行

業的最佳實務複製到其他部門。 

5. 擴大零能源要求到所有的新建物，並提倡綠色改造(green remodeling)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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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改善建築物能源效率。 

6. 提供市場更電子化與氫能化的運具，並就公共運輸提供更低碳的選項，如

城際鐵路網 

7. 減少廢棄物來源並提倡回收，透過實施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產品階段的行

動計畫，實踐循環經濟。 

再生能源： 

2019 年 5 月所擘畫的第三次能源總計畫中，韓國政府宣布 2040 年前 30-35%

的電力生產來自再生能源並逐步淘汰核能。碳中和策略設定再生能源目標為

「2050 年前成為主要的電力來源」，韓國政府將依靠持續的技術發展來降低再生

能源的生產成本。根據韓國能源經濟研究院(Korea Energy Economics Institute)，

太陽能和風力的發電成本，雖然目前仍高於化石燃料發電，但在 2030 年將可與

煤、液化天然氣和其他化石燃料一較高低。韓國正在西南端離岸水域建構全球最

大的風場(8.2 GW)，並期許於 2030 年成為全球前五大離岸風電國。 

2021 年 4 月，韓國政府就其於 2012 年首次導入的國家再生能源配比義務制

度(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RPS)政策進行修訂。RPS 計畫要求 13 家最大的電

力公司(發電裝置容量大於 500 MW)，於其總發電中穩定增加其再生能源比例，

目標從 10%提升到 25%。 

第九次電力基礎計畫： 

2020 年 12 月，第九次電力基礎計畫(basic plan for electricity, BPE)中，為了將

韓國電力組合的燃煤占比從 2019 年的 40.4%降至 2034 年的 15.6%，計畫於 2034

年前將現有 58 燃煤電廠減少到 37 個。此計畫也確認了韓國政府將裝置容量共約

12.7GW 的 24 座國有燃煤機組調整為燃氣機組的意圖，並將燃氣發電從 2020 年

的 41.3GW 增加至 2034 年的 58.1GW，發電佔比從 2019 年的 25.9%提升至 2034

年的 31.8%。在第八次電力計畫中已表達淘汰核能的政策承諾，在第九次計畫中

規劃在 2034 年前，核電將從目前運行的 24 座機組（23.3GW）減少到 17 座

（19.4GW）。再生能源部分則規劃 77.8GW，其中太陽能 45.6GW、風能 24.9GW，

燃料電池 2.6GW，較第八次電力基礎計畫增長 3.5 倍，發電佔比也從 2019 年的

6.5%增加至 2034 年的 41.9%。 

排放交易方案(ETS)： 

作為工業部門排放減量的一項主要工具，韓國的排放交易方案(emissions 

trading scheme)於 2015 年開始施行於全國。目前全國超過 70%的溫室氣體排放已

涵蓋在此方案下。總排放許可中，拍賣比例不斷升高，以確保此方案作為碳定價

系統的功能。目前使用基準法(benchmarking)來決定排放許可的配額，根據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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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技術(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來獎勵能源效率裝置。 

調適： 

韓國的平均氣溫每年約上升 0.18℃，升溫趨勢較世界其他地區更快。極端天

氣事件，包括熱浪和冷浪的發生愈加頻繁。為快速調適此變化中的氣候，韓國環

境部將重點放在建立國家層級的調適能力上。此外，環境部也致力於強化城市具

氣候韌性的基礎設施。針對脆弱者的調適方案，以擴大保護孩童、老人、低收入

民眾和在處於極端天氣條件中的戶外工作者為主。 

二、國際企業依循之氣候倡議介紹、認定方式與參與情況 

政府在推行國家層級的減碳政策與措施，往往為了顧及多元利害關係人的關

注焦點，而陷於遲緩或保守的困境。然氣候相關風險已真實反應在許多行業中，

企業為了降低氣候相關風險所帶來的實質或潛在衝擊，並掌握未來商機，透過參

與國際氣候行動倡議，並開啟與供應商的對話與合作，讓企業成為近幾年氣候行

動的主角。 

(一)UNFCCC Race to Zero Campaign 

Race to Zero 係由聯合國在 2020 年 6 月 5 日所發起的全球性運動，主要號召

非國家政府組織，包括企業、城市、地方政府、金融和教育機構，一同採取嚴謹

且立即的行動，在 2030 年前減少全球一半的排放，並達成一個更健康、更公平

的零碳世界。所有的參與成員承諾相同的重要目標：依從巴黎協定所定目標，搭

配透明的行動方案和可靠的短期目標，迅速且公正的降低所有範疇的排放。Race 

to Zero 也邀請這些國家政府之外的組織，參與聯合國秘書長 2019 氣候行動高峰

會(Climate Action Summit)中所成立的氣候雄心聯盟(Climate Ambition Alliance)。 

Race to Zero 係一個將各個領導性淨零倡議行動匯集一起的聯盟，截至 2021

年 12 月 4 日查詢結果，已成功號召 31 個地區、733 個城市、3067 家企業、622

家高等教育機構、173 個投資人參與。所有參與者，必須滿足將帶領他們啟動淨

零排放競賽的條件。以參與氣候雄心聯盟的 120 個國家來說，必須承諾在 2030

年前減少 50%的排放，且於 2050 年前達成淨零排放。 

Race to Zero 的參與者有二類，其一為夥伴(partner)，與氣候行動相關的倡議

或聯盟；其二為參與者(actor)，受邀加入 Race to Zero 夥伴(氣候行動倡議或聯盟)

的個別實體(企業、城市、大學、地區等)。 

Race to Zero 的綜合條件包含四項： 

1. 承諾：承諾盡快達成(淨)零，並就您在 2030 年前減量 50%的應得份額，

設定一個中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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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於 12 個月加入，說明為達成中期和長期承諾，將採取哪些行動； 

3. 執行：就短期和長期具體目標，採取立即性且有意義的行動； 

4. 公布：每年透過在公開平台上，發布目標推進的進度報告。 

此外，目標必須覆蓋所有的溫室氣體排放。對企業和投資人而言必須包括範

疇 3；對於城市和地區來說，必須包括所有境內排放。 

對於剩餘排放，Race to Zero 要求： 

1. 抵減(Offsets)不得包含於排放減量的計算中； 

2. 任何剩餘排放的中和必須轉換至永久、可同比(like-for-like)的移除； 

3. 鼓勵對自然碳匯(sink)的保護與修復立即進行貢獻。 

視為 Race to Zero 的兄弟運動 Race to Resilience，在 2021 氣候調適峰會

(Climate Adaptation Summit)上成立。此同為聯合國支持的全球性運動，旨在促使

氣候韌性的大幅躍進，將追求氣候韌性之時，把人與自然放在首位，不僅要在氣

候衝擊與壓力下存活下來，也要蓬勃發展。 

(二)G20 金融穩定委員會(FSB)之 TCFD 

由於低碳經濟的需求，全球經濟及各行各業於近期越來越關注此重大轉型，

甚至認為可能發生顛覆性的變革。金融政策制定者特別關注在此情況下，全球金

融體系所面臨的影響，尤其是如何避免金融混亂以及突發性的資產減損。G20 財

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敦請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進行調研，

發現理性明智的投資、貸款和承保決策有賴高品質的資訊為根基，透過了解和分

析氣候相關的風險和機會，才能支持企業在邁向低碳經濟的過程中，能平穩的轉

型，避免出現金融混亂的情況。 

因此，FSB 於 2015 年 12 月 4 日，成立由企業界組成的氣候相關財務揭露任

務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幫助市場建構

了解氣候相關風險之「統一」的資訊揭露建議。TCFD 所發展的建議揭露架構，

其目的在於： 

1. 在更充足的資訊下進行投資、融資與核保的決策； 

2. 讓利害關係人更了解碳相關資產在金融行業中的比重，以及金融系統對於

氣候相關風險的曝險狀況； 

TCFD 所建議的揭露架構主要圍繞在四項核心元素，治理、策略、風險管理、

衡量指標與目標，從此延伸了 11 項建議揭露項目，此 11 項揭露項目之內容，參



企業面對碳管制與電力市場轉型之因應與商機 

22 

見表 1.6 TCFD 的揭露架構。 

表 1.6、TCFD 的揭露架構 

治理 
 
策略 

 
風險管理 

 
衡量指標與目標 

揭露圍繞在氣候

相關風險與機會

的組織治理 

 揭露氣候相關風

險與機會對組織

的商業、策略和

財務規劃的實際

和潛在的衝擊，

且具重大性的資

訊 

 揭露組織如何鑑

別、評估及管理氣

候相關風險 

 揭露用以評估及

管理有關聯之氣

候相關風險與機

會的衡量指標與

目標，，且具重大

性的資訊 

建議的揭露項目 

 

建議的揭露項目 

 

建議的揭露項目 

 

建議的揭露項目 

a) 描述董事會對

氣候相關風險

與機會的監管 

 a) 描述組織鑑別

出之短、中、

長期的氣候相

關的風險與機

會 

 a) 描述組織鑑別

與評估氣候相

關風險的流程 

 a) 揭露組織用以

評估氣候相關

風險與機會關

聯之策略和風

險管理流程的

衡量指標 

b) 描述經營階層

在評估和管理

氣候相關風險

與機會中的角

色 

 b) 描述氣候相關

風險與機會對

組織的商業、

策略和財務規

劃的衝擊 

 b) 描述組織管理

氣候相關風險

的流程 

 b) 揭露範疇 1、範

疇 2，及，若適

用，也揭露範

疇 3 的溫室氣

體排放和相關

風險 

   c) 描述組織策略

的韌性，考量

不同氣候觀情

境，包括 2° C

或以下的情境 

 c) 描述如何將鑑

別、評估及管

理氣候相關風

險的流程，整

合至組織總體

的風險管理中 

 c) 描述組織用以

管理氣候相關

風險與機會的

目標，以及對

應目標的績效 

截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TCFD 已獲 2732 家組織的簽署承諾，成為其氣候

資訊建議揭露架構的支持者(supporters)，其中來自日本的支持者最多，共 584 家，

這與日本政府大力倡導與支持國內企業應用 TCFD 有關，除經產省(METI)與環境

廳接連發布技術指引來協助日本企業之外，自 2019 年起，經產省與世界企業永

續發展協會(World Bus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和

TCFD Consortium 合作，於每年 10 月舉辦 TCFD Summit，除日本首相親臨開場

外，透過邀請全球政界與商界領袖，評論與分享 TCFD 相關應用，推動日本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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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 TCFD。截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台灣共 64 家組織簽署成為 TCFD 支持者。 

TCFD 每年定期發布狀態報告，分析目前全球企業的應用狀況。在其最近一

次的 2020 年現況報告(2020 Status Report)中，雖然 11 項揭露項目的資訊揭露比例

逐年上升，但在「策略的韌性」此項目的進展緩慢，僅由 2017 年的 4%上升至 2019

年的 7%，顯示企業對於應用情境分析此工具於規劃企業氣候相關商業策略，仍

存在許多障礙。此外，「將氣候風險管理整合至企業總體風險管理中」，揭露率

也相對偏低，2019 年僅 17%的公司進行揭露。 

目前應用 TCFD 揭露架構進行揭露仍屬企業自願性行為，然一些國家正進行

氣候資訊強制揭露的立法準備，包括英國已就強制上市公司揭露氣候相關財務資

訊提出法案內容，並進行公開意見諮詢。美國證券與交易委員會(SEC)也在其執

法司(Division of Enforcement)中設立氣候與 ESG 任務小組(Climate and ESG Task 

Force)，討論上市公司揭露氣候與 ESG 資訊，並進行公開諮商。根據公開諮商結

果，75%的金融界專家贊成強制揭露氣候與 ESG 資訊，因此目前 SEC 傾向於 2021

年底前實施。此外，香港證券與期貨委員會(SFC)、瑞士政府也都對外表達，將

要求上市或大型公司依 TCFD 揭露架構，揭露氣候相關財務資訊。 

(三)世界經濟論壇之 Climate Action Platform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在 2021 年成立氣候行動平台

(Climate Action Platform)，旨在加速氣候行動、轉型以達成更遠大的減排目標。

此平台係一為因應淨零排放下的挑戰而形成的一個全球公私協力平台，協助企業、

政府與民間組織，加速提升減排目標和建立必要的夥伴關係，始能實現一個永續

且包容的未來。 

氣候行動平台採取一個三管齊下的方式，協助達成將人、自然與氣候放在首

位的未來世界，此三管齊下的方式係： 

1. 推升企業的雄心 – 激發領導人提升其對氣候目標的承諾與雄心； 

2. 催化轉型 – 與合作夥伴協力建立並擴大公私倡議行動，透過行動讓雄心

壯志得以實現； 

3. 讓改變發生 – 針對創新者和改革者提供一個規模化解決方案的平台。 

目前此氣候行動平台已和 34 項由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的專案展開合作，專

案內容如表 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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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WEF 氣候行動平台的各項專案 

實現淨零聯盟 

(Getting to Zero Coalition) 

讓任務成為可能夥伴關係 

(Mission Possible Partnership) 

碳移除氣候行動小組(Carbon Removal 

Climate Action Group) 

氣候治理倡議 

(Climate Governance Initiative) 

1 億農作者:轉型至淨零、天然有益的糧食系

統(100 Million Farmers: Transitioning towards 

net-zero, nature positive food systems) 

全球減塑行動夥伴關係 

(Global Plastic Action Partnership) 

發動新興經濟體的清潔能源投資(Mobilizing 

Investment for Clean Energy in Emerging 

Economies) 

為未來淨零轉型提供資金(Financing the 

Transition to a Net Zero Future) 

製造業淨零倡議(Net-Zero in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 

加速潔淨氫燃料的倡議 

(Accelerating Clean Hydrogen Initiative) 

淨零產業聚落 

(Net Zero Industrial Clusters) 

創新及潔淨能源 

(Innovation and Clean Energy) 

衡量利害關係人資本主義：實現永續價值創

造的通用指標及一致性報告(Measuring 

Stakeholder Capitalism: Towards Common 

Metrics and Consistent Reporting of 

Sustainable Value Creation) 

淨零排放城市:一個整合的方法(Net Zero 

Carbon Cit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明日的潔淨天空聯盟(Clean Skies for 

Tomorrow Coalition) 

化學產業低碳技術合作創新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or Low-Carbon 

Emitting Technologies in the Chemical 

Industry) 

1 兆棵樹社區平台(1t.org) 
自然行動議程 

(Nature Action Agenda) 

公路貨運淨零排放 

(Road Freight Zero) 

蛋白質的未來 

(The Future of Protein) 

綠色貿易 

(Green Trade) 

氣候行動消費者 

(Consumers for Climate Action) 

可循環汽車倡議 

(The Circular Cars Initiative) 

全球新型運輸聯盟 

(Global New Mobility Coalition) 

運輸的未來融資 

(Financing the Future of Mobility) 

為了全球環境共享的科學根據目標

(Science-Based Targets for the Global 

Environment Commons) 

潔淨空氣聯盟:催化環境空氣污染防制行動
(Alliance for Clean Air : Catalysing action on 

ambient air pollution) 

目的性創新：糧食創新中心(Innovation with a 

Purpose: Food Innovation Hubs) 

自然氣候解決方案聯盟 

(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 Alliance) 

轉型領袖網絡 

(Transformation Leaders Network) 

CEO 氣候領袖聯盟 

(Alliance of CEO Climate Leaders) 

海洋行動之友 

(Friends of Ocean Action) 

糧食行動聯盟 

(Food Action Alliance) 

熱帶雨林聯盟 

(Tropical Forest Allianc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原始資料：

https://www.weforum.org/platforms/climate-action-platform/projects 

 

https://www.weforum.org/platforms/climate-action-platform/projects


第一章  國際碳管制趨勢 

25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其 2020 排放差距報告(Emission Gap 2020)中除了延續

2019 年報告所提，未來十年的三大減碳路徑 – 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終端能源

使用電氣化之外，進一步提出支持零排放技術、減少化石燃料補貼並禁建新燃煤

電廠、恢復地貌並植林和與自然共生四個策略。從 IPCC 近期發布的氣候科學報

告中，也明確表達目前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並未真實反應人為碳排放的結果，原

因是過去數十年，地表與海洋每年約吸收了 56%的人為二氧化碳排放，凸顯了維

護地球自然碳匯是邁向淨零排放的重要策略路淨。因此可觀察到在 WEF 所推動

與合作的專案中，有 6 項是與近期興起的議題，自然氣候解決方案(Nature Climate 

Solutions, NCS)相關。 

WEF 與 WBCSD 藉由成立自然氣候解決方案 NCS 聯盟，加速擴大經濟可行

之自然氣候解決方案的應用，以實現巴黎協定的氣候目標。這些自然氣候解決方

案包括植林、護林和消除毀林、畜牧、動物和土地管理以及沿海濕地和泥炭地復

育，以及一系列具有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 

NCS 聯盟將公私部門的利害關係人聚集一起，鑑別在現有和未來新市場上投

資碳信用額度的機會和遭遇的障礙，以提高對自然氣候解決方案的投融資。該聯

盟並作為知識共享和技術能力建置的論壇，以確保自然氣候解決方案在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減緩氣候變遷方面發揮其全部潛力。 

(四)We Mean Business Coalition：鼓勵企業參與其所推出的 11 項氣候行動 

談及國際間最知名與重要的企業氣候行動倡議時，”We Mean Business”絕對

是最有影響力的項目之一。We Mean Business 結合了七個國際永續推動組織，包

括企業社會責任組織 BSR、碳揭露專案 CDP、環境責任經濟聯盟 Ceres、歐洲企

業領袖組織 CLG Europe、B 團隊 The B Team、氣候組織 The Climate Group 與世

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BCSD，其目標在於「催化商業與政策行動，在 2030 年前

降低一半的排放，並加速進行共融轉型，於 2050 年前達成淨零排放經濟」。We 

Mean Business 認為採取氣候行動係本世紀最重要的商業機會，因此推出了 11 項

氣候行動，作為企業承諾轉型至低碳經濟的具體作為。這 11 項氣候行動區分為

經濟、能源、運輸、土地、建築環境與工業和促進者(enabler)六個領域，11 項氣

候行動的內容，如表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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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We Mean Business 推出的氣候行動 

經濟  設定科學根據減排目標(SBTs) 

 1.5℃的安全營運空間(SOS 1.5) 

能源  RE100：轉換為 100%的再生能源電力 

 EP100：提升能源生產力 

運輸  EV100：加速轉換至電動車輛 

土地  擴大正向農業(positive agriculture)：全球食物

系統轉型 

建築環境與工業  EP100：實現淨零排放建築物 

 SteelZero：生產 100%淨零排放的鋼鐵 

促進者(enabler)  碳定價 

 企業就氣候政策進行負責任的議合 

 實施 TCFD 氣候資訊揭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原始資料：https://www.wemeanbusinesscoalition.org/business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全球共有 2388 家企業承諾執行共達 3760 項氣候行

動，作為其轉型至零碳經濟的開端，這些企業的市值總計達 24.8 兆美元。 

上述行動中，碳定價、TCFD、SBTs、RE100、EP100 和 EV100 在企業界的

應用最為廣泛，前兩者已於其他段落進行說明，以下就 SBTs、RE100、EP100 和

EV100 四項氣候行動的參與現況與參與條件進行說明。 

1. 科學根據減排目標(Science-based Targets, SBTs)： 

科學根據減排目標(SBTs)是由碳揭露專案(CDP)、聯合國全球盟約(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及世界

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ound, WWF)等領導機構共同創立之「科學根據減排目標

倡議」(Science-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平台，並於 2017 年起積極推動與制

定 SBTs 相關配套措施。科學根據減排目標倡議(SBTi)提供了許多免費的線上資

源，對於企業各項目標進行審核並加以宣傳。 

訂定科學根據減排目標的方法，是以達成全球控制暖化趨勢在 2℃以下的總

碳排(或稱碳預算 carbon budget)為基礎，藉由科學方法及權重計算方式，計算在

全球碳預算的情境下，特定產業、特定公司合理的排放(減碳)額度。科學基礎減

排目標可用來幫助公司評估氣候相關的風險和機會、推動創新、提升能源效率，

並提升與利害關係人間的信任度。 

參與科學根據減排目標倡議的流程，主要分為四個步驟： 

步驟 1：承諾。欲設定 SBTs 的公司，參照 SBTi 網站可下載的承諾書範本，

向 SBTi 提交承諾書。承諾書分為標準版、中小企業版和 1.5℃企業雄心版三個版

https://www.wemeanbusinesscoalition.org/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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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標準版中就油氣行業與金融行業另設計了特別版本。SBTi 對於中小企業的定

義是雇用員工人數小於 500 人的獨立非子公司，亦 SBTi 要求企業應訂定企業或

集團層級的 SBTs，故個別子公司應統一納入母公司的目標範圍中。SBTi 為鼓勵

中小企業設定 SBTs，也考量其資源較為不足，故設計一簡化流程來幫助中小企

業完成 SBTs 的設定。一旦提交承諾書，組織必須在 24 個月內完成所有的流程，

否則將會從 SBTi 網站的組織參與名單中移除。 

步驟 2：發展公司的 SBTs。公司於提交承諾書後，在發展自有 SBTs 時，應

先選擇設定 SBTs 的方法。SBTi 目前提供兩種設定 SBTs 的方法學，其一為絕對

基礎法(absolute-based approach)，又稱為收縮(contraction)法。此方法較適合於異

質性產業的公司，每家公司都有相同的絕對排放量減量百分比。第二種為產業基

礎法(Sector-based approach)，又稱收斂(convergence)法。此法則較適合於同質性

產業內的公司，每家公司計算其基準年排放密集度，並在目標年達成與所屬產業

同一個密集度目標水準。此方法的簡要概念，請參考圖 1.3。 

 
資料來源：Science-based Target Setting Manual Version 1.0, SBTi, 2015 

圖 1.3、設定 SBTs 的兩種方法 

步驟 3：向 SBTi 提交公司目標並接受審查。SBTi 將根據 SBTi Criteria 此文

件內所訂條件，針對公司所提的減排目標和規劃進行審查。須確認公司滿足所有

條件，SBTi 才會認可所提交的 SBTs，此外，公司須遵照由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

會 (WBCSD)及世界資源研究所 (WRI)合作提出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GHG 

Protocol)之企業會計與報告標準、Scope 2 指引及企業價值鏈(Scope 3)會計與報告

標準，執行溫室氣體盤查。 

SBTi Criteria 的內容架構分為 SBTs 的邊界、目標時限、目標水準、範疇 2、

範疇 3、產業特定指引、報導和重新計算 8 個章節。主要重點列舉如下： 

邊界：目標應覆蓋企業至少 95%的範疇 1 和範疇 2 排放量。 

範疇 3：當範疇 3 在總排放量中的占比超過 40%時，須設定範疇 3 目標。所

有範疇3目標的邊界至少應該共同覆蓋範疇 3總排放量的3分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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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限：自目標提交審核日起 5-15 年，同時鼓勵設定長期目標。 

減排程度：應與全球溫升遠低於 2℃的減排路徑一致。鼓勵企業努力根據全

球溫升 1.5 ℃的情境設定目標。 

進度報告：建議每年通過 CDP 氣候問卷，對溫室氣體排放情况及減量進度進

行披露。 

步驟 4：對外宣示企業目標。一旦公司目標符合 SBTi 所設條件，公司可對外

宣示其減碳目標為 SBT 目標，並與利害關係人溝通。通過 SBTi 審查的公司在回

覆 CDP 氣候問卷時將獲得較高的分數。 

截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全球共 2,139 家企業承諾設定 SBTs，主要來自於

OECD 國家的企業，其中 1,012 家公司已完成目標審查；此外，之中的 1,045 家

公司的目標係以 1.5℃為其設定的基準。同期台灣也有 25 家企業參與 SBTi，其中

10 家通過目標審查，但僅 2 家以 1.5℃為目標設定基準。25 家台灣企業的參與狀

態，請參見表 1.9。 

表 1.9、台灣企業參與 SBTi 的狀態 

公司 狀態 目標基準 狀態達成時間 

群創光電 承諾 - Oct-21 

中華電信 承諾 - Aug-21 

友達光電 目標設定 遠低於 2°C Aug-21 

康舒科技 承諾 - Jul-21 

研華科技 目標設定 遠低於 2°C Jul-21 

群光電能 承諾 - Jun-21 

東碩資訊 承諾 - Jun-21 

台灣大哥大 目標設定 遠低於 2°C Jun-21 

群光電子 承諾 - May-21 

大江生醫 目標設定 1.5°C Apr-21 

亞洲水泥 目標設定 遠低於 2°C Apr-21 

新普科技 承諾 - Mar-21 

玉山金控 承諾 - Feb-21 

鴻海精密 承諾 - Jan-21 

冠捷科技 承諾 - Jan-21 

全漢企業 承諾 - Nov-20 

信義房屋 目標設定 1.5°C  Sep-21 

台灣水泥 目標設定 遠低於 2°C Jul-20 

日月光控股 承諾 - Ju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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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狀態 目標基準 狀態達成時間 

飛宏科技 承諾 - Feb-20 

遠傳電信 目標設定 2°C Aug-19 

元大金控 承諾 - Jun-19 

光寶科技 目標設定 2°C Apr-19 

台達電子 目標設定 2°C Dec-17 

富邦金控 承諾 - Dec-1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原始資料：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companies-taking-action 

隨著全球各界對於 2050 淨零排放目標的重視，SBTi 也於 2021 年 7 月 15 日

對外宣布新的策略。2022 年 7 月 15 日起，所有公司和金融機構提交的目標，皆

必須以 1.5℃為基準來發展，2020 年及之前已通過審核的目標，則須在 2025 年前

更新為 1.5℃為基準的目標。 

2. 氣候組織之 RE100、EP100 與 EV100： 

RE100、EP100 和 EV100 三項氣候行動倡議是位於倫敦的氣候組織(The 

Climate Group, TCG)所發起。TCG 於 2004 年成立於倫敦，其任務在於快速驅動

氣候行動，在 2050 年前達成淨零排放的世界。TCG 將重心放在高排放的系統，

包括能源、運輸、建築和工業，並建立能最大驅動改變的網絡讓影響得以發揮極

致。目前除了倫敦總部之外，TCG 另於新德里、紐約、阿姆斯特丹和北京設有辦

公室。 

TCG 主要的氣候行動倡議除了 RE100、EP100 和 EV100 外，還包括 LED (照

明系統的轉換)、RouteZero (加速轉換至零排放車輛)和 SteelZero (加速轉型至淨零

鋼鐵行業)。此外，TCG 也擔任 Under 2 Coalition 的祕書處，Under 2 Coalition 係

一由地方政府參與，承諾依巴黎協定所釘之大幅減量目標的全球性聯盟，目前共

有 260 個地方政府，代表了 17.5 億人口和全球 50%的經濟產值。 

RE100、EP100 和 EV100 氣候行動的發起，主要著眼於企業本身的採購力量

與創新能力，對於能源、運輸、建築和工業四大領域的低碳轉型可造成極大影響。

截至 2021 年 12 月 5 日查詢結果，參與這三個氣候行動倡議的企業家數以 RE 100

為最，已超過 340 家；EP100 和 EV100 的會員各為 129 家和 120 家，表 1.10 簡

要描述 RE100、EP100 和 EV100 的不同特徵。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companies-taking-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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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RE100、EP100、EV100 概要綜覽 

 RE100 EP100 EV100 

成立時間 2014 年 9 月 2016 年 5 月 2017 年 9 月 

承諾 
100％使用再生能

源 

1 能源生產力加倍 

2 實施能源管理系統 

3 淨零碳建築 

1 公司車隊電動化 

2 佈建電動車基礎

設施 

合作夥伴 CDP Alliance to Save Energy 無 

全球會員數

目(至 2021

年 12 月 5

日統計) 

340+ 129+ 120+ 

台灣會員數

目(總部位

於台灣) 

13 2 1 

目標達成期

限 

2030 以前 60% 

2040 以前 90% 

2050 以前 100% 

1 能源生產力加倍：25

年內 

2 實施能源管理系：10

年內 

3 淨零碳建築：2030 以

前 

2030 以前 

共同要求 以全集團為單位響應、每年向 TCG 回報實現進度 

年費 5,000 USD/淨零碳建築 2,500 USD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原始資料：https://www.theclimategroup.org/re100、

https://www.theclimategroup.org/ep100、https://www.theclimategroup.org/ev100 

(五)Climate Action 100+ 

Climate Action 100+係一個由 5 個區域機構投資人團體所發起及由投資人領

導的倡議，旨在透過投資人的影響力，確保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者採取必要

的氣候行動。2017 年 12 月成立時就獲得全球各界的關注。截至 2021 年 12 月 5

日查詢結果，參與的 615 家投資人其資產管理總規模已達 55 兆美元以上，共同

就改善氣候變遷治理、削減排放與強化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合投融資對象(公司)進

行議合，以號召投資人發揮議合影響力，促使投融資對象採取氣候行動。 

Climate Action 100+針對全球大型企業(最大的排放者，共 160 家)執行「淨零

公司基準」(Net-Zero Company Benchmark)，評估這些公司在邁向淨零排放未來的

轉型進展，作為和這些公司進行議合的基礎。評估主題有三項： 

https://www.theclimategroup.org/re100
https://www.theclimategroup.org/ep100
https://www.theclimategroup.org/ev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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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氣候治理架構：董事會在氣候議題上的當責性(accountability)，以及對氣

候變遷風險的督導； 

2. 採取行動以降低價值鏈溫室氣體排放：以巴黎協定的目標為基準，排放路

線能否滿足巴黎協定的遠低於 2℃，甚至 1.5℃； 

3. 依據 TCFD 所建議的架構和項目，以及氣候變遷全球投資人聯盟(Global 

Investor Coalition on Climate Change, GIC)所訂定的產業特定指引，提供足

夠的資訊。 

在 Climate Action 100+2020 年 12 月的進度報告中，提到除了將原先關注的

大型企業名單由 160 家增加至 167 家外，也透露了 2020 年投資人對公司最關心

的幾個議題： 

1. 淨零排放願景，公司需要調整資本支出、短期和中期目標，以及公司針對

長期淨零排放行動的策略和規劃。 

2. 公正轉型並提高投資人對公司的期望，以適當制訂針對員工和社區的轉型

計畫，這是最佳實踐，反映了廣泛的諮詢意見，並且已明確揭露。 

3. 透過產業公協會的遊說，包括於 2020 年透過 Climate Action 100+ 議合在

全球所取得的進展，以及由於疫情制訂和發布經濟復甦提案，對化石燃料

遊說活動增多進行的一些分析。 

4. 而對於 2021 年的關鍵優先事項，在報告中提出了： 

《氣候行動 100+ 淨零公司基準評估》公司議合並推出首批公司記分卡。 

5. 編制全球產業脫碳立場文件。 

6. 遊說、公正轉型和《氣候行動 100+ 淨零公司基準評估》其他指標的進一

步發展。 

7. 在倡議中改善簽署者體驗並增強簽署者責任。 

目前列名於 167 家關注名單中的台灣企業共三家，分別為中國鋼鐵、台塑石

化和鴻海精密。 

(六)CDP Supply Chain Program 

CDP(原碳揭露專案)於 2000 年底成立之時，原僅是投資人欲透過有效的氣候

相關資訊揭露，作為投資決策的依據。然隨著資料累積所產生的影響力與應用性

愈來愈大，部分大型買家看到了 CDP 資料平台可成為企業供應鏈碳管理基礎，

進而促成 CDP 於 2008 開啟了一個影響全球供應鏈碳管理的方案，即 CDP 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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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計畫(Supply Chain Program)。企業可透過 CDP 供應鏈計畫共同要求主要供應商

揭露其環境(氣候、水和森林)相關風險與機會，進行永續供應鏈管理。 

透過 CDP 供應鏈計劃在邀請家數、回覆家數都有呈現明顯的成長動能。如

圖 1.4 所示，2008 年邀請 2318 家供應商，634 家回覆，回覆率 27%，2020 年已

成長到邀請15637家，共8098家供應商填覆回覆，其中氣候問卷的回覆率為52%，

森林問卷 57%，水問卷 59%。 

 
資料來源：CDP Global Supply Chain Report 2020, CDP, February 2021 

圖 1.4、CDP 供應鏈計劃調查和回覆家數 

CDP供應鏈計劃的會員於每年年初提供CDP一份供應商調查名單，透過CDP

寄發問卷填覆邀請信(電子郵件)給名單中的供應商，問卷涵蓋內容，依會員參與

的調查內容和供應商的屬性，而有氣候問卷、水問卷和森林問卷的各種可能組

合。 

受邀供應商收到邀請信後，須透過信中的帳號連結啟動公司自有帳號，透過

指定一個回覆者帳號，可再自行邀請其他協同填覆者(無問卷提交權限)。受邀供

應商除填覆與投資人要求相同之問題外，亦須填覆供應鏈模組問題。以氣候問卷

而言，此供應鏈模組共三大問題，分別為供應商範疇 1+2 排放分配給特定買主(透

過 CDP 邀請填覆之買主，可能不指一家)之結果、與特定買主就氣候議題的合作

內容，以及產品/服務層級的碳足跡數據。 

受邀供應商亦將經由 CDP 評分系統得到評級結果，此結果並不對外公開，

僅特定買主與受邀供應商知曉。供應商可透過評級結果報告，了解自身評級在同

業中、同區域中和全球中的位置，以及 11 個題目群組中的評級狀況。公司可針

對弱項群組的問題內容，採取對應改善措施以提升來年的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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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碳定價及碳邊境機制推動現況 

(一)碳定價(Carbon Pricing) 

碳定價(carbon pricing)是一種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途徑，係利用市場機制將

排放成本傳遞給排放者，然其更大的目的在於阻止使用產生二氧化碳排放的化石

燃料，以保護環境、減緩氣候變遷並符合國家和國際的氣候協定。 

碳定價的主要觀點係「汙染者付費」原則，透過為碳訂一個價格，社會可以

承擔排放者增加溫室氣體到大氣中產生巨大成本的責任。這些成本包括污染空氣、

氣溫上升以及伴隨而來的各種問題(對公共衛生、食物和供水的威脅，發生危害性

天氣事件的風險增加等)。為碳訂一個價格能對污染者創造財務誘因，促使其降低

排放。 

碳定價所帶來的效益顯而易見，是處理氣候減緩議題最強而有力的政策工具

之一。透過改變消費者、企業和投資人的行為，同時發揮技術創新和產生收入，

為全球經濟活動脫碳。簡言之，透過有效的碳價設計將可發揮三重效益：保護環

境、驅動清潔技術的投資，以及增加收入。 

目前碳定價的做法多種形式，讓政府、企業和機構依所處的政策環境，選擇

最適合的方法。碳定價領導力聯盟(Carbon Pricing Leadership Coalition, CPLD)提

出以下常見的碳定價工具，前三者為政府常採行的機制，後兩者則多見於一般公

司和金融機構： 

1. 碳稅(carbon tax)：對溫室氣體排放給一個直接價格，並要求經濟參與者就

每一噸碳排放支付費用。碳稅為轉換到更高能效的製程或更清潔的燃料創

造了財務誘因(低排放代表低賦稅)。由於每噸排放的價格是固定的，此作

法在價格上有較高的明確性，但對於擴大排放減量的效果則較不明確。 

2. 排放交易系統(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TS)：也稱為排放上限與交易系統

(cap-and-trade system)，對特定部門設定一個總直接溫室氣體排放上限，

並設立一個市場來交易排放權利(稱之為排碳許可或配額)。此作法讓排放

者以彈性且最低成本的措施來符合排放減量目標，提供了明確的排放減量，

但每噸排放的價格受市場波動影響而不明確。 

3. 信用機制(crediting mechanism)：由減量專案所產生的排放減量，透過企業

或政府或政策授予可買賣的信用額度。組織可以購買信用額度，作為一種

抵減其真實排放的方法來降低其排放。此作法執行前，必須經由第三方查

證，正式認可排放減量，才能發放信用額度。 

4. 結果基礎的氣候金融(results-based climate finance, RBCF)架構：組織符合

事先定義的氣候相關目標(如排放減量)才會收到資金。如同信用機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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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要求獨立查證者的參與(如確認符合目標)。透過將融資連結到特定結

果，RBCF 促成碳定價並創造碳市場，協助排放者符合氣候目標並刺激私

部門投資。 

5. 內部碳定價(internal carbon pricing)：政府、廠商或其他組織，就碳給定他

們自有的內部價格，作為其投資決策的考量因子。作為廣大的脫碳措施之

一，此作法鼓勵低碳技術的投資，為未來的氣候政策和法規做好準備。內

部碳定價通常有幾種形式： 

• 影子價格：附加一個每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假設成本，作為揭示遍及

營運和供應鏈各處之隱藏性風險與機會，並支援未來資本投資相關決

策的工具(大多數公司應用)； 

• 有些設有排放減量或再生能源目標的公司，計算出削減每二氧化碳當

量公噸排放的削減/採購成本，為其「隱藏碳價」。此方式協助量化為

符合氣候相關目標所需的資本投資，並常用來當作實施一個更具策略

性之內部碳價格的比較標竿； 

• 內部費用機制係一項權責事業單位收取他們碳排放費用的作法。此方

案下所收取的費用常用來投資於清潔技術或其他活動，以幫助公司整

體朝向低碳營運和投資的轉型邁進； 

• 有些公司建立內部交易機制，讓事業單位交易他們分配到的碳信用額

度； 

• 有些公司利用自願性碳市場來抵減他們的排放 – 將每公噸二氧化碳

當量的成本內部化。 

根據2021年12月 5日查詢世界銀行集團Carbon Pricing Dashboard資料顯示，

全球共 65 個由政府實施中的碳定價機制(排放交易系統和碳稅)，若包含計畫實施

的機制，其中 45 個為國家層級，34 個為次國家層級的行動，其中包括了 2021 年

7 月 16 日啟動的中國全國排放權交易機制。圖 1.5 顯示，從 1990 年推動迄 2021

年中，碳定價機制所覆蓋的溫室氣體排放總和佔全球排放的比例，在近年明顯攀

升，統計已達 2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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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世界銀行集團 Carbon Pricing Dashboard, 2021 年 (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map_data ) 

圖 1.5、區域、國家與次國家的碳定價機制排放總和佔全球排放的比例 

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map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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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據 2021 年 12 月 5 日查詢結果，全球已實施的碳信用 (carbon 

crediting) 機制共 25 個，另有 6 個正在發展中。 

彙整各國採行之碳定價制度如表 1.11，並將其分類為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家

及非 OECD 國家，除澳洲、哥斯大黎加、以色列及土耳其1外，大部分 OECD

國家至少實施一種碳定價政策。 

表 1.11、各國採行之碳定價制度及碳價格 

類別 國家 
採行之碳定

價機制 

排放量 

(Mt CO2e) 

涵蓋的排

放量占比

(%) 

碳價(美元/

噸 CO2e) 

OECD 

國家 

澳洲 - 

歐盟 EU ETS 4429 39% 50 

奧地利 EU ETS - 50 

比利時 EU ETS - 50 

加拿大 碳稅 817 22% 32 

智利 碳稅 149 39% 5 

哥倫比亞 碳稅 190 24% 5 

哥斯大黎加 - 

捷克 EU ETS - 50 

丹麥 

EU ETS 

63 

- 50 

碳稅 35% 

化石燃料

28； 

天然氣 24 

愛沙尼亞 
EU ETS 

28 
- 50 

碳稅 6% 2 

芬蘭 

EU ETS 

112 

- 50 

碳稅 36% 

運輸

72.8；其他

62.3 

法國 
EU ETS 

488 
- 50 

碳稅 35% 52 

                                                        
1 2020 年年底，土耳其完成其涵蓋電力和工業部門的 ETS 試點法律框架和制度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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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國家 
採行之碳定

價機制 

排放量 

(Mt CO2e) 

涵蓋的排

放量占比

(%) 

碳價(美元/

噸 CO2e) 

德國 

EU ETS 

997 

- 50 

國家級燃料

ETS 
40% 29 

希臘 EU ETS - 50 

匈牙利 EU ETS - 50 

冰島 

EU ETS 

5 

- 50 

碳稅 55% 

化石燃料

35； 

天然氣 20 

愛爾蘭 
EU ETS 

65.6 
- 50 

碳稅 49% 39 

以色列 - 

義大利 EU ETS - 50 

日本 碳稅 1345 75% 3 

韓國 ETS 364 43% 16 

拉脫維亞 
EU ETS 

18 
- 50 

碳稅 3% 14 

立陶宛 EU ETS - 50 

盧森堡 

EU ETS 

11 

- 50 

碳稅 65% 

柴油：40，

汽油 37 

其他 23 

墨西哥 
ETS 

822 
40% - 

碳稅 23% 0.4~3 

荷蘭 
EU ETS 

213 
- 50 

碳稅 12% 35 

紐西蘭 ETS 89 5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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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國家 
採行之碳定

價機制 

排放量 

(Mt CO2e) 

涵蓋的排

放量占比

(%) 

碳價(美元/

噸 CO2e) 

挪威 
ETS 

75 
- 50 

碳稅 66% 6~69 

波蘭 
EU ETS 

429 
- 50 

碳稅 4% 0.08 

葡萄牙 
EU ETS 

81 
- 50 

碳稅 29% 28 

斯洛伐克 EU ETS - 50 

斯洛文尼亞 
EU ETS 

21 
- 50 

碳稅 50% 20 

西班牙 
EU ETS 

367 
- 50 

碳稅 3% 18 

瑞典 
EU ETS 

111 
- 50 

碳稅 40% 137 

瑞士 
ETS 

55 
11% 50 

碳稅 33% 101 

土耳其 - 

英國 
ETS 

583 
33% 

- 

碳稅 23% 25 

美國加州 ETS 441  80% 18 

非

OECD 

國家 

阿根廷 碳稅 441 20% 6 

新加坡 碳稅 56 80% 4 

南非 碳稅 640 80% 9 

烏克蘭 碳稅 312 71% 0.3 

哈薩克 ETS 364 43% 1 

中國 ETS 13235 30% 7.89 

資料來源：World Bank：Carbon Pricing Dashboard Database（資料更新日 2021.04.01） 

中國碳價資料來源：Trading Begins under China’s National ETS, 2021.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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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銀行 2021 年 5 月最新一次的碳定價現況與趨勢報告(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1)中，提出了幾項主要的觀察與結論： 

1. 碳定價是一項必須但不足夠的政策： 

透過溫室氣體排放成本內部化，碳定價能扮演誘發低碳行動的角色，

但要讓碳定價運行良好，需要完成幾件事： 

(1) 必須有足夠的野心。專家表示要達成 2℃目標，每公噸二氧化碳

當量價格必須達 40-80 美元； 

(2) 必須就司法管轄的特質脈絡來進行設計和調整； 

(3) 必須是支援性政策配套中的一環：必須有其他政策來驅動研發，

解開減量的非經濟障礙，及瞄準具非常高削減成本的排放減量。 

2. 碳定價如何匹配淨零承諾？ 

(1) 儘管新冠疫情帶來經濟與社會的動盪，多數政府持續推出碳定價

機制； 

(2) 政府的淨零承諾快速增加，私部門也正面看待，但他們必須透過

短、中期的行動來支持此承諾； 

(3) 但淨零承諾意味著碳定價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些碳定價機

制在為達成淨零目標將是什麼模樣？ 

3. 更具野心之碳定價政策的一些早期徵兆： 

(1) 更多政府正實施淨零目標，開始看到更具野心的碳定價機制； 

(2) 在歐盟，由於逐步提升短期和長期的氣候目標，且市場預期排放

上限將隨綠色政綱的宣布而緊縮，配額(allowance)價格達到有史

以來的高點； 

(3) 在加拿大、德國和愛爾蘭這些國家的價格正在上升； 

(4) 紐西蘭的氣候變遷法(Climate Change Act)著手修正其排放交易

系統(ETS)，並按 2050 淨零目標制定國家減緩架構； 

(5) 更大的野心也讓更多政府考慮碳邊境調整機制，這可能激發更具

野心的氣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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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的碳定價機制之發布： 

(1) 中國的排放交易系統上線 – 全球最大的碳市場，初始覆蓋範疇

為 4000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溫室氣體排放，或國家溫室氣體

排放的 30%； 

(2) 英國和德國也發布國家碳市場，荷蘭與盧森堡的碳稅也上路了。 

5. 碳市場的動能： 

(1) 淨零和其他的企業氣候承諾正領著碳市場活動逐步增加； 

(2) 愈來愈多的金融參與者進入碳市場，讓流動性得以提升但也帶來

風險； 

(3) 針對自願性信用額度有更多標準化的商品，反應了對此市場愈來

愈高的興趣。 

6. 信用額度的補充性角色： 

(1) 碳信用應扮演企業氣候策略的補充性角色，同時也需要其他的解

決方案。降低排放量仍應是首要之務； 

(2) 減碳專案的樣貌有了顯著的改變； 

(3) 評估和提升自願性市場碳信用額度的品質； 

(4) 再生能源專案的未來發展有限； 

(5) 更多的重心放在移除； 

(6) 自願碳市場仍屬異質性市場。 

7. 短期的減碳目標野心不足且碳價也遠遠低於所需要的水準： 

(1) 國家的氣候計畫(提交給 UNFCCC 的國家自主貢獻)在短期目標

上仍落後於符合巴黎協定目標的需求； 

(2) 不足的減碳目標反應在低廉的碳價上，每公噸二氧化碳當量高於

40 美元的碳價，僅覆蓋了 3.76%的排放，40 美元/公噸二氧化碳

當量是建議滿足巴黎協定目標的底線。 

8. 內部碳定價： 

(1) 全球市值500大企業中，近一半的公司已經採行內部碳定價機制，

或是意圖在未來兩年內建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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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部碳價的訂定與應用，其細緻化程度正在上升，反應了公司因

一區域/法規背景脈絡的複雜性； 

(3) 氣候治理行動和企業的氣候承諾，形成對公司採行內部碳定價機

制的鼓勵； 

(4) 儘管內部碳價未達滿足巴黎協定的價格水準，但其通常仍高於管

制價格。 

(二)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ard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巴黎協定讓締約方設定自己的減碳目標，有些國家或地區已經採取較

其他國家或地區更積極的減排政策與措施。特別是歐盟已經宣布將其 2030

年的排放降低較 1990 年水準減少 55%，此承諾也成為歐盟綠色政綱的一

部份。綠色政綱是一套包含稅務與非稅務的完整配套措施，碳邊境調整機

制 CBAM 係綠色政綱所提，眾多稅務與碳價改革措施之一。主要的稅務改

革措施包括：排放交易系統的擴大，包含廢止對許多參與者免費配發排放

許可的現存作法、導入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能源稅指令的修正，以及

塑膠稅。 

特定區域對其產業提升減量幅度要求引起了對潛在「碳洩漏」的疑慮，

此疑慮在於位處高減量幅度之司法管轄區內的消費者，將被鼓勵採購於低

減量幅度要求之司法管轄區，原因在於從此區進口產品因為不必負擔減量

成本而有較低之生產成本；或者在高減量幅度要求之司法管轄區的生產者，

可能考慮將部分或全部的產線移至成本較低的新地點。碳洩漏的後果降低

了高減量幅度要求司法管轄區之減碳措施的影響力。極端的情況下，若在

排放標準低於既存高減量幅度要求之司法管轄區的地點增加生產，可能造

成總體排放的增加。這也可能造成工作流失，並讓處於在高減量幅度要求

之司法管轄區的受影響產業缺乏競爭力。雖然在實證研究中並未發現顯著

的碳洩漏，但歐盟的政策制定者仍有此疑慮，且若高減量幅度要求之司法

管轄區的碳價持續攀升，此疑慮就會成真。 

為處理碳洩漏的風險，歐洲執委會在 2020 年公布一個諮商流程，探

討不同作法的設計特徵以導入 CBAM。在諮商過程中共包含了四個不同的

選項： 

• 進口稅(有時叫做碳邊境稅)，最有可能透過關稅系統執行； 

• 將進口者納入現有的排放交易系統中； 

• 基於排放交易系統的一個機制，但針對進口者有個單獨的系統，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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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特定產品的碳密集度，對歐盟內部和進口行使一個新的課稅

方式(有時叫做碳貨物稅)。 

若 CBAM 係以 EU ETS 為基礎，也可能是： 

• 一種簡易型式的進口稅(可能透過關稅系統執行)，根據 EST 排放

許可的價格來課稅；或 

• 其可以是個影子 ETS 系統，在此之下，再次根據 EST 排放許可

的價格，來決定進口者購買排放許可的價格。 

歐洲執委會於 2021 年 6 月發布 CBAM 草案，其主要重點內容包括： 

• 成立 CBAM 專責管理機構(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authority,CBAMA)； 

• 第一期(2023)試行標的產品：鋼鐵、水泥、電力、製鋁及肥料； 

• 申報單位產品 GHG 排放量：進口商品必須依照 CBAMA 的規定

(型態與數量)，申報直接(燃料燃燒與製程排放)與間接(電力消費

排放)GHG 排放量； 

• 購買數位碳權證(digital certificate, DC)：超過歐盟規定的產品效

能標準，必須向CBAMA購買足額的DC，1張DC代表1噸CO2e； 

• DC 價格：與歐盟碳市場連結，並以 1 個星期的平均 EUA 拍賣價

格(auction price)計算之； 

• WTO 相容性：逐步取消免費核配，及 CBAM 收入不能用於挹注

歐盟財政收入，僅能再使用於減緩全球暖化與環境改善(WTO 現

任主席 Pascal Lamy)； 

• 豁免對象：歐盟關稅聯盟國家，例如 Iceland, Liechtenstein, Norway, 

Switzerland，及歐盟海外領土國家。另外，也會豁免與歐盟負擔

相同的碳成本國家。對於與歐盟一樣訂定積極的減碳目標國家

(必要條件)，不會自動豁免。貧窮國家可能會豁免； 

• 遵約程序(compliance)：於每年 5 月 31 前，申報前一年計算的產

品 GHG 及繳回足夠的 DC。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受到來自許多國家的關注，特別是將受

到影響的歐盟貿易夥伴，包括俄羅斯、土耳其、中國、英國、烏克蘭、南

韓和印度。從 CBAM 而來的碳邊境稅也將適用於發展中國家，但目前未計

畫使用這些收入來支持氣候脆弱度高的貧窮國家。美國、中國和某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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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已表示他們對 CBAM 的疑慮，一些國家懷疑 CBAM 違反世界貿易

組織(WTO)的規則，法國和德國預期將會是推動協商的領頭者，不僅是其

為歐盟事務的主要參與國與帶領者，也是 CBAM 所欲解決之具碳洩漏疑慮

之行業的生產大國。 

許多以歐盟為基地的企業，為了符合監測、驗證與報導準則(monitoring, 

verification and reporting standards)，將需要監測其供應鏈的排放績效，但

目前僅少數公司可了解與其商品開發、生產有關之國家的真實排放。公司

消費的產品若涵蓋在歐盟 EST 的範疇中，一旦 CBAM 實施，由於顯著的

排放發生在缺乏相稱之低碳政策的地理位置，且其排放與運送到歐盟的商

品有關，公司可能面臨從現有供應商轉嫁而來的顯著額外成本。企業應該

確保他們了解其排放的地理組成，進行供應鏈檢視，確保定價模型因應此

改變的韌性。 

四、本章小結 

為了控制全球升溫在 1.5℃，以確保人類擁有可安全生活的空間，達

成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已逐漸成為全球各界的共識。歐盟已成為全球制

定氣候政策的領導者，從其綠色政綱及後續衍生的 Fit to 55 包裹法案中，

大致可以看出其政策面向主要涵蓋幾個範圍：1) 排放管制政策；2)產業創

新政策；3)金融政策，及 4)貿易政策，這樣的全方位氣候政策也逐漸成為

其他國家仿效的對象。 

企業在這樣的政策架構下，也必須跳脫過去僅有排放管制單一政策的

因應思維，就其他三面向的政策內容，制定企業適當的氣候策略。例如氣

候商機的掌握及實現；善用各國目前大力推動的永續金融政策架構來籌措

或取得更穩定的資金；觀察實施 CBAM 後對產品/服務定價模型的影響並

適時調整之。 

此外，國際民間機構發起的氣候行動倡議，也透過供應鏈影響到台灣

企業，不單僅是 CDP 供應鏈計畫，近期也觀察到一些知名品牌商要求供應

商參加 RE100/EP100/EV100，以及訂定 SBTs 的案例，並為自己設下多少

比例供應商參與國際氣候行動的目標。這也表示氣候議題將成為商業議題，

要做生意，企業必須要懂碳、懂氣候風險，也必須一起協助全球達成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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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碳管制現況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與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分別於西元 1994 年與 2005 年生

效後，溫室氣體減量儼然已成為國際趨勢主流，由於我國主要排放係來自使用化

石燃料之能源所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有鑒於此，政府於 1998 年召開第一次全

國能源會議，環保署亦草擬溫室氣體減量法，於 2006 年送立法院審議，歷經三

屆立法院會期，完成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簡稱溫管法)之立法作業，於 2015 年

7 月 1 日公布施行。溫管法之立法施行，為我國因應氣候變遷作為奠定法制基礎，

亦呼應當年(2015 年)底通過的巴黎協定；同時並依法推動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及

相關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而在各國積極強化減量決心之際，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簡稱環保署)為強化部會間協調運作機制及相關減量工具，於 2020 年啟動

溫管法修法工作，參酌國際間碳定價發展趨勢，除強化既有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

制度相關運作機制條文外，導入碳費徵收制度，期透過不同的碳定價機制，提供

各部門更多減量誘因機制。另亦規劃導入效能標準等管制工具，強化法規強度。

在溫管法以外，溫室氣體亦被納入企業治理議題，為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必備

要素。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為因應溫管法及相關法令規範，開始積極推動內部碳

定價機制，以提升自身企業之氣候風險管理效益。 

一、我國溫室氣體管制法規 

(一)溫室氣體管制相關法規主要內容 

2015 年 7 月施行的溫管法，明定我國長期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規範以每 5 年

為一期之階段管制目標，透過行政院核定之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溫室氣

體減量推動方案，和藉由落實執行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 6 個

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及地方政府擬定之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共

同擔負溫室氣體減量責任。前述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 6 個部

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係分別由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工業局、交通部、

內政部、農委會及環保署擔任主辦機關。 

溫管法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即環保署)建置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的碳

定價機制，迄今已完備大型排放源的排放量盤查登錄及第三方查驗制度；另一方

面環保署自 2020 年啟動溫管法修法工作，擬新增另一個碳定價機制-碳稅費徵收

制度。透過上述碳定價機制，以促使民間企業將資金投入實質減碳工作。 

為加速再生能源設置及擴大使用，立法院分別於 2018 年及 2019 年通過電業

法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案。電業法修正後，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市場得

以自由化，讓民間企業能於市場上直接購買再生能源的電力，以達成其企業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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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條文中也新增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即經濟部能源局)規範用電大戶(用電契約

容量在一定容量以上者)，應於用電場所或適當場所，自行或提供場所設置一定

裝置容量以上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儲能設備或購買一定額度之再生能源電力及

憑證，或者向主管機關繳納代金，專作再生能源發展之用。 

此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金管會)自 2011 年起即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而立法院亦於 2018 年通過公司法修正，將企業社會責任正式納入公司法；金管

會先於 2017 年 11 月 6 日，為因應綠色金融國際趨勢潮流，並配合溫管法第 8 條

中明定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綠色金融，金管會提出「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1.0」，主

要是鼓勵金融機構向綠能相關產業進行投資或融資，也從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1.0

到 2020年的 2.0(將在後續章節中詳述)，積極推動國際資本市場上重視的 ESG（環

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等非財務資訊的揭露，更接續推出公司治理指數與永續指

數，且透過納入相關成分股來表揚永續發展指標表現良好的公司，尋求有效運用

政策引導方式，促使資金流向低碳排放路徑。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圖 2.1、重要溫室氣體減量及再生能源推廣相關法令近況 

(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法方向及重點 

環保署張子敬署長於 2019 年率團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5 次締約

方會議(UNFCCC COP25)，於返國記者會提到環保署將啟動溫管法修正，隔年

(2020)4 月張署長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我國因應氣候變遷作

為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法方向之專題報告，認為為達到溫管法長期目標，

勢必需要更有力的管制作為，然現行溫管法對於排放源減量管制力道相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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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經濟誘因工具並未完備；又溫室氣體減量涉及各部門事務，雖現行溫管法已訂

有政府機關權責，但各部會應負責推行之減量措施並不明確，各部門階段管制目

標難以分配及達成，再加上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機制欠缺等議題，故提出啟動溫

管法修法，以提高減量誘因機制。 

環保署於去(2020)年 12 月釋出初版的修法草案，提出強化行政管制、完備經

濟誘因、確立部會權責及增列調適作為等 4 大修法方向，分別與鋼鐵、光電半導

體、水泥、造紙及玻璃業、煉油、人纖、石化及基本化學、電力等各大產業、民

間團體及各部會等研討座談計 17 場次，經彙整各界意見提出修正草案，今(2021)

年 10 月 21 日環保署預告修法草案，法案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此期間許多立法委員陸續提出不同修法版本，包括民主進步黨之洪申翰委員、

吳玉琴委員、蘇治芬委員、中國國民黨之洪孟楷委員、謝衣鳳委員、吳怡汀委員、

鄭麗文立委、時代力量陳椒華委員等 8 位立法委員，而民眾黨黨團亦提出該黨團

的修法版本，共計 9 個修法版本。倘逐條檢視各版本彼此間的差異，可能有點繁

瑣，本報告僅針對與產業較相關的議題，如減量目標、政府權責分工、減量政策

工具等進行比較。 

1. 減量目標 

綜合比較環保署修正草案預告版本與 8 個立法院修法版本，所有版本均明定

2050 年長期減量目標應為淨零排放，另國民黨吳怡汀委員增加短期(2025 年)、中

期(2030 年)減量目標、鄭麗文立委增加中期(2030)減量目標。謝衣鳳委員、民眾

黨黨團另於第一條明定”達到”淨零排放條文，其中謝委員明定 2050 年的目標期

程，與長期減量目標條文一致。 

民眾黨黨團除明定 2035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2005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50%

以下，此外，針對一次性塑膠、燃油汽機車及建築物明定以下相關目標及期程。 

1. 2030 年起：禁用四大類一次性塑膠及新建築應有能源耗用標準證書。 

2. 2035 年起：禁止販售新出廠燃油機車。 

3. 2040 年起：禁止販售新出廠燃油汽車、全面禁用一次性消費之塑膠製品、

新建築應為碳中和建築。 

相關差異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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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立法院公報及環保署新聞，本研究整理 

圖 2.2、不同修法版本長期減量目標主要異同比較 

2. 政府權責分工 

所有修法版本均認同將氣候治理層級提升至行政院，環保署草案預告版本與

民眾黨黨團版本接近，係回歸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協調、分工或整

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策之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然民眾黨

黨團另列明各部會權責分工事項，其餘版本均建議新增氣候變遷會報，並得設專

案小組。各版本對於氣候變遷會報應負任務的異同說明如下： 

相同處 

幾乎所有修法版本均明定氣候變遷會報應有以下任務(條文文字稍有不同)： 

 決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策。 

 協調整合跨部會因應氣候變遷事務。 

相異處 

洪申翰委員及民眾黨黨團版本多授權氣候變遷會報有以下任務： 

 必要時依本法調整國家長期減量目標，洪申翰委員亦授權氣候變遷會報

核定階段性管制目標，並依本法之規定為必要調整。 

 分配國家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資源。 

 統籌規劃國家能源轉型及溫室氣體減量之目標與政策執行。 

 重大因應氣候變遷計畫之審議、核定及管考；核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

動綱領、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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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定溫室氣體減量評估報告及氣候變遷衝擊、調適及脆弱度評估報告。 

 督導、考核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提出之年度成果報

告與改善方案。 

3. 減量政策工具 

洪申翰委員及民眾黨團版本與其他版本主要不同之處，在於此兩版本參考

IPCC 定期提出「氣候變遷減緩評估報告」(第三工作小組)的作法，新增明定中央

主管機關應定期發布評估報告作為減量基礎，並規範其報告應涵蓋內容之條文，

表 2.1 係以環保署去年底最先釋出的草案版本及今(2021)年 10 月 21 日的預告草

案版本為主，比較其他各版本減量政策工具的異同。 

表 2.1、不同修法版本減量政策工具主要異同比較 

減量政策工具 與環保署版本主要異同說明 無此條文之版本 

溫室氣體排放

量管理計畫 

1.環保署於去(2020)年初版版本有此條文，然於

今(2021)年 10月 21日預告草案已刪除此條文。 

2.洪申翰委員、蘇治芬委員、民眾黨黨團：名稱

為減量計畫，必須每年提出且必須公布，但僅

需備查，不須核可。 

3.洪孟楷委員、謝衣鳳委員、鄭麗文委員：核可

機關及辦法訂定機關非環保署，而是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環保署、吳玉琴委

員、陳椒華委員、

工業總會、綠色和

平組織 

排放源強制盤

查及登錄 

1.洪申翰委員、洪孟楷委員、謝衣鳳委員、鄭麗

文委員、民眾黨黨團與環保署版本大同小異。 

2.洪孟楷委員、謝衣鳳委員要求本法實施後一年

內完成。 

蘇治芬委員、吳玉

琴委員、陳椒華委

員、綠色和平組織 

連續自動監測

設施管理及檢

驗測定管理 

1. 環保署於去(2020)年初版版本有此條文，然

於今(2021)年 10月 21日預告草案已刪除此

條文。 

2. 洪孟楷委員、謝衣鳳委員、鄭麗文委員與去

(2020)年釋出的版本大同小異。  

環保署、洪申翰委

員、蘇治芬委員、

吳玉琴委員、陳椒

華委員、民眾黨黨

團、工業總會、綠

色和平組織 

效能標準 1.洪孟楷委員、謝衣鳳委員、陳椒華委員與環保

署預告草案大同小異，惟洪孟楷委員、謝衣鳳

委員、鄭麗文委員要求本法實施後三年內公告

實施。 

2.洪申翰委員、民眾黨黨團與現行溫管法版本相

同，維持採行獎勵，非行政管制。 

蘇治芬委員、吳玉

琴委員、綠色和平

組織 

最佳可行技 洪孟楷委員、謝衣鳳委員、鄭麗文委員與環保署 洪申翰委員、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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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政策工具 與環保署版本主要異同說明 無此條文之版本 

術、增量抵換 大同小異，惟環保署預告草案僅規範新設排放源

需採行最佳可行技術及增量抵換。 

芬委員、吳玉琴委

員、陳椒華委員、

民眾黨黨團、吳怡

玎委員 

自願減量 1. 洪孟楷委員、謝衣鳳委員、鄭麗文委員與環

保署相同。 

2. 洪申翰委員、民眾黨黨團與現行溫管法版本

相同。 

蘇治芬委員、吳玉

琴委員、陳椒華委

員、吳怡玎委員 

排放交易制度 1. 洪孟楷委員、謝衣鳳委員、鄭麗文委員與環

保署去(2020)年初版版本大同小異，惟要求

本法實施後五年內實施，另鄭麗文委員要求

制度設計應符合 1.5℃目標。 

2. 洪申翰委員、民眾黨黨團與現行溫管法版本

相同。環保署預告草案參考國際間做法，新

增穩定市場價格機制，並明訂環保署應訂定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計畫，會商有

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

並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 

蘇治芬委員、吳玉

琴委員、陳椒華委

員、吳怡玎委員 

碳費徵收制度 1. 吳玉琴委員針對化石燃料採源頭徵收(10-30

元/公噸)，其他溫室氣體採排放量徵收。 

2. 洪申翰委員、蘇治芬委員、謝衣鳳委員、吳

怡玎委員與民眾黨團版本相近，均增列環境

及社會成本內部化，惟民眾黨團版本明定起

徵費率為 300元/公噸，每兩年定期檢討並滾

動式調升，且條文亦授權徵收碳稅。 

3. 針對相關子法的授權訂定，除吳玉琴委員、

謝衣鳳委員與環保署版本相同，由環保署訂

定外，洪申翰委員、蘇治芬委員、民眾黨團，

均明定須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

送行政院或氣候會報核定。 

陳椒華委員 

資料來源：立法院公報及環保署新聞(2020 年 12 月及 2021 年 10 月)，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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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現況與挑戰 

(一)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執行情形檢討 

1. 目標、方案內容簡述 

2015 年溫管法通過後，在 2018 年 1 月通過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3 月通過

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9 月份各部門陸續核定各部門排放管制行動方案，於 10

月由行政院核定施行「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在目標上，則以 2020 年相較 2005 年減量 2%為目標，從溫室氣體排放量來

看，第一期 2020 年目標是 282.404 百萬噸 CO2e，比 2005 年要減少 5.552 百萬噸

CO2e，或較 2015 年減少 2.239 百萬噸 CO2e；至於六大部門則分別承擔不同責任，

如表 2.2 所示。 

表 2.2、第一階段各部門減碳責任 

部門別 溫室氣體排放量(百萬噸 CO2e)  2020 年相對

2015 年之削

減率 

貢獻度 

2015 2020 

能源部門 31.060 32.305 4.0% -55.6% 

製造部門 147.775 146.544 -0.8% 55.0% 

運輸部門 37.279 37.211 -0.2% 3.0% 

住商部門 59.077 57.530 -2.6% 69.1% 

農業部門 5.344 5.318 -0.5% 1.2% 

環境部門 4.109 3.496 -14.9% 27.4% 

電力排放係數

(CO2e 公斤 /

度) 

0.528 0.492 -6.8% NA 

資料來源：自環保署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2018)，本研究整理 

而在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針對六大部門設定 2020 年與 2025 年之關鍵指標，

除熟知的再生能源發展以外，在運輸部門亦設定了公共運輸成長 7%、3 年間電動

機車增加 12.1 萬輛等，住商部門則設定 2020 年外殼設計基準值提高 10%、公部

門改善 5%。排放量最高的製造部門，則是以碳密集度較 2005 下降 43%為目標（如

圖 2.3）。在政策配套上，則提出總量管制、培育人才、綠色稅費、綠色金融、財

務機制等八大政策配套等（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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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保署，2018 

圖 2.3、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部門間關鍵指標 

 
資料來源：環保署，2018(同圖 2.3) 

圖 2.4、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八大政策配套 

此次第一階段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中，在規劃時有下列兩個與過往不同的

特點： 

(1) 政策工具的創新—本次減量方案中，首次將「避免化石燃料不當補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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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推動企業與公有基金投資組合之碳風險揭露」兩項國際上極為重視的

政策工具，納入臺灣氣候政策。 

(2) 強化住商部門的能源轉型責任—過往減量政策中，多著重於電力結構低碳

化以及工業部門的改善。而本次減量推動方案中，住商部門訂定的減碳責

任幅度達到 2.6%削減量，占所有部門減碳責任貢獻度更達 69%，為 2020

年前減碳責任貢獻度最高的部門。而在具體政策中，亦見到建築能源護照、

建築能耗揭露、建築節能翻修貸款、區域能源整合等過往未有之措施，顯

見在相關主管部會，已充分意識到住商部門於能源轉型之責任。 

2. 執行狀況 

在實際執行上，由於 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清冊於 2022 年方能公布，但目前

可知 2019 年時化石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量仍較 2005 年時高出 4.3%，要履行第

一階段管制目標有所困難。 

主要部門別目標推動上，具體執行情況說明如下： 

(1) 能源部門— 2020 年再生能源裝置量 9.48GW，距離目標 10.9GW，達成率

約為 87%。電力排碳係數降至 0.502 公斤/度，離目標 0.492 公斤/度有 2%

的落差。 

(2) 製造部門— 2019 年時碳密集度已較 2005 年減少 43%，提前達標。但設備

汰舊換新在 2019 年達成率為 8 成左右。 

(3) 運輸部門— 2018 與 2019 年時電動機車總銷售量已超過 25 萬輛，為原定

目標的兩倍。淘汰二行程機車數亦已提前達標。但大型車汰換數量則僅達

一半。 

(4) 住商部門— 目前政策為 2021 年新上路的建築節能設計規範提升 5%，與

原定 2020 年開始執行提升 10%的要求有所落差。而建築能源效率透明制

度則未有具體執行時程。 

3. 執行問題 

此次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雖已有上述突破，但依據實際溫室氣體排放趨

勢，無法達成第一階段管制目標，因此需檢視其推動瓶頸，方有助於 2021 年開

始的第二階段管制目標，(2025 年較 2005 年減量 10%)之落實。而綜合第一階段

管制目標的推動作業上，則見下列三大限制，導致其無法履行目標。 

(1) 用電成長幅度控制成效不彰：第一階段中，原訂 2020 年相較於 2015 年用

電成長幅度須控制在 3.6%，而實際上 2020 年電力消費卻較 2015 年成長

8.5%，多出 120 億度。另一方面再因再生能源發展速度落後，因此電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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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排放削減幅度不如預期。 

(2) 缺乏政策工具：在 2018~2020 年間第一階段管制期，例如在對用電量影響

甚大的工業與住商等部門，欠缺新型政策工具的導入。以製造部門的減量

措施為例，未見有「擴大耗能產業能源效率標準」此管制型工具導入，仍

多是以獎勵性質為主的政策工具。 

(3) 部會整合仍待強化：溫室氣體減量方案與國土計畫以及能源轉型白皮書間

具有極高的關聯性，如國土計畫的使用分區規劃，將會影響公共運輸提升

程度，而能源轉型白皮書中綠能與節能政策的成效，亦將決定減量方案中

碳預算能否落實。然而檢視現行的減量推動方案，其並未與國土計畫有所

呼應，運用其內賦予的空間發展策略與土地使用指導原則等政策工具，強

化公共運輸系統、加速低碳城市生活圈的推動。而在住商部門的推動策略

上，也可見其為了部門分工方便之故，僅納入內政部職掌之措施，對住商

用電亦有決定性影響的電器設備能源效率提升，則被歸為能源局之職掌。 

(4) 未發揮地方管制量能—行政院自 2010 年既已推動跨部會的「國家節能減

碳總計畫」，亦有 11 個地方政府已加入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ICLEI)

的跨國減碳聯盟。本次減量推動方案，提出的量能建立時程均設定於 2025

年方能完成，如總量管制暨排放交易制度啟動、完備中央與地方因應氣候

變遷專責單位與人力、整合檢討能源及溫室氣體減量相關基金之執行成效

等，均訂於 2025 年完成。此時程規劃將致使各部門錯失管制時機，無法

達到提升排放量削減速率之減碳路徑規劃。 

(二)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推動方案及六大部門行動方案 

1. 目標、方案內容簡述 

涉及 2021 年至 2025 年溫室氣體減量期程之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

與搭配之「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草案，已於 2020 年 10 月由環保署公布，並

經由線上公眾諮詢以及同年 10 月 15 日、16 日、20 日等三場公聽會等方式徵詢

各界意見後，先後陳報行政院。受到我國正規劃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之修法，

以及積極部署在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目標的可能路徑之影響，尚未核定實施。 

(1) 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 

依據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草案（如圖 2.5），我國仍維持第一期規劃

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2025 年較基準年（2005 年）減量 10%目標，以及 2030 年較基

準年減量 20%目標，並向後提出 2035 年較基準年減量 25~30%之努力方向；另配

合國家能源轉型規劃，訂定 2025年電力排放係數降為 0.388 公斤CO2/度之目標。 

此外，分配至六大部門之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分別為相較基準年：(1)能源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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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4.16%；(2)製造部門減少 0.22%；(3)運輸部門減少 6.79%；(4)住商部門減少

27.90%；(5)農業部門減少 30%；(6)環境部門減少 65%。 

 
資料來源：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公聽會簡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20 年 10 月 

圖 2.5、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草案規劃 

(2) 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與部門減量推動重點 

依循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草案，六大部門已著手規劃2021年至2025

年之部門減量策略方向，並提供環保署彙整納入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下稱推動方案）」，後續待推動方案經行政院核定後，六大部門將提出「部門別

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確立未來五年之部門減量策略。 

以下略以 2020 年 10 月舉辦之「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公聽會」中，「能源」、

「交通」、「製造」與「住商」部門提出之簡報，彙整策略主軸與主要策略內容如

表 2.3，各部門策略規劃大致上基於第一期內容作強化與延伸。 

表 2.3、第二期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策略草案 

策略主軸 主要策略內容 

能源部門 

能源轉型（展

綠、增氣、減

煤）與增加再

生能源設置 

 持續提高低碳能源供給比例 

 擴大發展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 

 增加天然氣卸收量及發電量 

 不規劃新（擴）建任何燃煤機組，新增機組均為高效率燃氣

複循環機組，並逐步淘汰燃煤、燃油與單循環燃氣機組（新

增） 

提升能源效

率 

 煉油廠節能，搭配設備與製程改善 

 電廠效率提升，搭配設備與系統改善 

 調整鋼鐵業高爐製程參數，引進最新商業化技術/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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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主軸 主要策略內容 

支援各部門

節能工作 

 協助用電戶降低能源需求 

 車輛或設備器具之耗用能源標準(MEPS) 

 推動能源管理系統建置、能源查核與技術輔導 

 協助大用戶用電效率改善 

 節能標章產品認證、節能績效保證專案補助 

製造部門 

輔導產業低

碳轉型 

 製程與設備改善與換新 

 推動低碳燃料替代；補助工業鍋爐改用低碳燃料 

 加強區域能資源整合與廢棄物循環再利用 

 鼓勵企業訂定減碳目標、使用綠電、設置再生能源設備 

 研發前瞻產業技術 

推動產業節

能減碳 

 推動產業節能減碳技術輔導 

 輔導建置能源管理系統 

 協助企業申請抵換專案 

 協助產業訂定減碳路徑 

 推動電子業製程含氟氣體尾氣破壞去除 

 辦理園區盤查輔導相關會議 

促使產業永

續生產 

 建構綠色生產消費之產業環境 

 建立永續供應鏈管理策略 

 推動綠色工廠標章制度 

運輸部門 

發展公共運

輸系統與加

強運輸需求

管理 

 提升公路公共運輸/臺鐵/高鐵/捷運運量 

 強化提升公共運輸無縫轉乘服務 

 強化運輸需求管理，包含鼓勵地方政府搭配公共運輸優惠、

推動私人運具管理/減量措施、加強都市/擁擠區/觀光區運輸

管理措施 

建構綠色低

碳運具與交

通環境 

 推廣電動/低碳運具 

 營造低碳運輸有利使用環境 

 建構高效率綠運輸網絡 

 低碳運輸發展之能力建構 

提升運輸系

統及運具能

源使用效率 

 提升新車能源效率 

 發展智慧運輸系統 

 汰換高能耗車輛 

 改善貨運之營運效率，如運輸模式轉型、鼓勵最佳化路線等 

住商部門 

綠建築法規

及標章推動 

 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相關措施 

 強化與落實新建建物節約能源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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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主軸 主要策略內容 

建築設備能

源效率管理 

 推廣社會住宅設置太陽光電之策略 

 使用能源設備器具容許耗用能源基準管制措施 

 推動節能標章產品認證 

推動建築能

耗分級管理 

 推動建築物外殼性能資訊透明機制 

提升建築性

能措施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與相關獎勵補助 

服務業強制

性管制措施 

 辦理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節能減碳措施 

 展覽館配合經濟部能源局節電 2%規定 

 郵政及交通事業辦理節能管理措施 

特定對象輔

導 

 中小型服務業節能輔導 

 節能輔導與成效追蹤 

 辦理節能競價 

 媒合企業與技術業者合作促成實質改善 

 建立節能通風示範場域 

 推動智慧維運及能效管理 

獎勵補助  推動服務業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 

推動服務業

自主減碳 

 電信公司自主減量目標管理 

 金融業自主目標管理節電措施 

 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節能減碳宣導 

 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節能減碳輔導及宣導措施 

 與商業連鎖加盟總部及商業公協會建立夥伴關係及辦理教

育訓練 

 推動環境友善醫院計畫 

 推動商業部門節能市場機制 

 社福業自主目標管理節電措施 

 護理之家導入資訊系統與節能宣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環保署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2018) 

https://ghgrule.epa.gov.tw/action/action_page/52 

2. 其他配套策略分析 

除由共同承擔減量責任之六大部門，透過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來執行減量策略以外，國家整體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推動仍涉及其他部會以及與

六大部門之協調合作，如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科技部、

教育部、外交部等，且尚須其他方案或計畫相互搭配與支持，如綠色金融財務機

制、科技研發、國際合作、教育宣導等。以下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之「綠

色金融行動方案 2.0」為例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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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永續金融的精神，並引導金融機構支援綠色及永續產業，金管會於

2020 年 8 月 18 日提出精進版之「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設定短期及中期目標，

以及 3 大核心策略、8 大推動面向，合計 38 項具體措施，推動重點包含界定永續

金融之涵蓋內容與分類、建立永續金融資訊整合平台及資料庫、強化永續金融資

訊揭露質量、加強金融機構因應氣候變遷風險等。 

透過相關部會提出之配套方案或計畫，可使國家整體制度與部會間之連結更

加完善，期許未來能有更多部會依循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溫室氣體減

量推動方案，或配合我國永續發展、能源轉型以及溫室氣體淨零排放路徑，提出

相應之配套方案或計畫，使我國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更加順利。 

(三)企業排放相關資訊揭露 

1. 依溫管法強制溫室氣體盤查與登錄 

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我國於 2016 年 1 月 7 日公告

「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列管溫室氣體主要排放源，並

要求第一批排放源應於每年 8 月底完成前一年度之全廠（場）溫室氣體排放量盤

查登錄作業，以利政府推動溫室氣體排放源管理。 

據統計（如表 2.4），2015 年至 2019 年間，歷年進行溫室氣體盤查登錄家數

介於 280 至 294 家之間，總排放量介於 265 至 283 百萬公噸 CO2e 之間；無論是

直接排放、間接排放或總排放量，2015 至 2017 年皆呈現上升趨勢，2017 至 2019

年則呈現下降趨勢，回復至近於 2015 年之排放量。 

表 2.4、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直接與間接排放量統計表 

年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盤查登錄數量(場/廠) 287  281  290  293 288  

排放量 

直接排放 227.25  230.26  237.88  235.67  224.63  

間接排放 39.39  40.91  44.29  44.18  41.34  

總排放量 266.64  271.17  282.17  279.84  265.97  

註：排放量單位為百萬公噸 CO2e；統計時間:2021 年 5 月 1 日 

根據第一批應盤查登錄對象中，單一廠（場）排放量較大之行業，可區分為

10 類行業別，包含電力業、鋼鐵業、水泥業、半導體業、光電業、造紙業、石化

業、煉油業、人纖業及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其餘對象則歸類於其他行業別2。 

                                                        
2 其他類別涵蓋之行業別，如：印染整理、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玻璃及其製品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鋁製造業、金屬加工處理業、廢棄物處理業等。 



第二章 我國碳管制現況 

61 
 

據統計（如圖 2.6），各年度電力業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約占當年度總排放量 45 

%，其次為鋼鐵業及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業（各占約 13%）。針對電力業之溫室

氣體排放量，於 2015 年至 2017 年呈現增長趨勢，2019 年已近於 2015 年排放量，

原因或與 2018 年之後燃煤及燃油發購電量下降、再生能源與天然氣上升有關3。 

 
註：其他行業包含印染整理、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玻璃及其製品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塑

膠製品製造業、鋁製造業、金屬加工處理業、廢棄物處理業等；統計時間：2021 年

5 月 1 日 

圖 2.6、溫室氣體盤查登錄各行業別排放量 

  

                                                        
3 台電系統歷年發購電量-燃煤發購電量：2017 年 905.2 億度、2018 年 905.1 億度、2019 年 867.5 億度；

再生能源發購電量：2017 年 112.5 億度、2018 年 114.1 億度、2019 年 140.5 億度，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212&cid=120&cchk=f3a1b1e0-03e5-45fa-b72e-b28c5cb94f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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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證券交易所對企業溫室氣體及氣候風險相關資訊揭露之要求 

除前述法規要求以外，臺灣證券交易所自 2014 年 8 月起，在公開資訊觀測

站上新增別企業的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量資訊，涵蓋資訊包括企業對於溫室氣體排

放之影響或衝擊之程度、企業對於溫室氣體管理之策略、方法、目標等兩大項目

（如表 2.5）。 

表 2.5、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資訊要項 

涵蓋資訊 細項 

企業對於溫室氣體排放之

影響，或衝擊之程度 

企業受氣候變遷相關法規規範之風險 

企業受氣候變遷之實質風險 

氣候變遷提供企業之機會 

企業(直、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註明盤查範疇及時間)，

及是否通過外部驗證 

企業對於溫室氣體管理之

策略、方法、目標等 

企業對於因應氣候變遷或溫室氣體管理之策略 

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目標 

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之預算與計畫 

企業產品或服務帶給客戶或消費者之減碳效果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量資訊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52sb01 

以 2020 年為例，共計有 142 家上市上櫃企業公布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量資訊，

其中有五分之四並非屬於溫管法法規下規範應定期申報溫室氣體排放量之企業。

唯由於未就其申報資訊進行細部要求，目前在減量目標上設定的時程與幅度差異

甚大，且亦鮮有揭露減量之預算與計畫者。 

另一方面，目前證交所的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

中，已要求股本達到 50 億元以上者，需編列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且 2023 年起，

則股本達到 20 億元以上者便需編列。並明文要求須依照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GRI），而 GRI 中對於溫室氣體排放揭露有詳盡要

求。而依據 CSRone 統計，2020 年提送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 601 間台灣企業中，

有四分之三已進行企業的溫室氣體盤查，有 9 成以上的企業揭露具體的節能減碳

作為，三分之二揭露氣候政策與鑑別氣候變遷風險，三分之一以上揭露於再生能

源與綠電使用情形，但針對是否採行能源管理系統上，則有 64%以上的企業未揭

露此資訊。 

此外，在公司治理評鑑指標中，則於「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中，納入溫室氣

體揭露、減量目標、是否採行環境與能源管理系統等評鑑指標，藉此提升上市上

櫃公司重視溫室氣體排放資訊（如表 2.6）。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52sb01
https://csrone.com/data-analysis


第二章 我國碳管制現況 

63 
 

表 2.6、公司治理評鑑指標溫室氣體管理相關指標 

評鑑指標 指標說明 評鑑資訊依據 

公司是否揭露過

去兩年溫室氣體

年排放量、用水

量及廢棄物總重

量? 

 

一、為鼓勵企業重視其社會責任並揭

露相關數據以逐步達成減緩全

球暖化之目標，爰訂定本指標。 

二、指標參考：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

行記載事項準則附表二之二之

二；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第 17 條規定，上市上

櫃公司宜統計溫室氣體排放

量、用水量及廢棄物總重量，並

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

減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管理之

政策，及將碳權之取得納入公司

減碳策略規劃中，且據以推動，

以降低公司營運活動對氣候變

遷之衝擊。 

本指標以公司網站、年

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或公開資訊觀測站中

有關公司治理之企業社會

責任相關資訊所列之溫室

氣體排放及減量資訊，為

評鑑資訊依據。 

公司是否制定節

能減碳、溫室氣

體減量、減少用

水或其他廢棄物

管理政策？ 

公司是否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

量、減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管理政

策？ 

本指標以公司網站、年報

所要求提供之附表「履行

社會責任情形及與上市上

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或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為

評鑑資訊依據。 

公 司 是 否獲 得

ISO 14001 、

ISO50001 或類似

之環境或能源管

理系統驗證？ 

一、為鼓勵公司採用 ISO 14001、

ISO50001 或其他具國際共識性

之環境或能源管理系統，爰訂定

本指標。 

二、指標參考：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

會責任實務守則第 11 條規定，

上市上櫃公司應遵循環境相關

法規及相關之國際準則，適切地

保護自然環境，且於執行營運活

動及內部管理時，應致力於達成

環境永續之目標。 

本指標以公司網站、年報

所要求提供之附表「履行

社會責任情形及與上市上

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或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為

評鑑資訊依據。 

資料來源：110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https://cgc.twse.com.tw/evaluationCorp/listCh 

https://cgc.twse.com.tw/evaluationCorp/lis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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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趨勢，在投資者重視企業氣候績效下，協同證交所的相關規範，企

業溫室氣體揭露資訊之嚴格程度與涵蓋範圍將漸趨擴張。 

三、國內碳定價推動情形 

(一)政府碳定價推動現況 

依現行溫管法第 18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

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

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證、登錄制度，並建立核配額、抵換、拍

賣、配售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

政院核定公告實施之。」 

自溫管法 2015 年公布施行後，環保署已透過盤查登錄制度掌握大型排放源

排放量，並建立抵換專案申請制度，鼓勵自願減量行動。參考國際間溫室氣體總

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ETS)，主要納管對象為電力業及大型製造業，其中我國

電力業排碳量占全國 50%以上，目前已盤查登錄之製造業約 260 家。 

此外，環保署亦委託倫敦政經學院格蘭瑟姆氣候變遷與環境研究所

（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提出「台灣

碳定價之選項」（Carbon pricing options for Taiwan）」分析報告。報告中指出，就

實施不同類型之碳定價工具的現有能力而言，臺灣正處於不同的「準備」階段。

臺灣擁有短時間內實施碳費(Carbon Levy)所需的大部分能力；然而，實施排放交

易制度仍需要進一步的能力建構，例如需發展次級市場之功能。 

1. 碳交易市場條文之修訂 

環保署規劃透過修法強化原版本已有之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的配套機制之相關條文，今(2021)年 10 月 21 日預告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1) 為明確化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執行細節，增訂授權制定溫室氣體

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計畫規定，利於因應各期實施情形，滾動式調整各期

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相關制度設計。 

(2) 新增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之

授權，以解決參與者過少之問題。 

(3) 考量國際間實施ETS經驗，排放額度多以免費核配逐步過渡至有償核配，

且拍賣較符合市場機制，逐漸被擴大採用，爰刪除配售額之比例應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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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至百分之百之限制。 

(4) 參酌國際經驗，因電力業於各國均屬主要溫室氣體排放來源，溫室氣體總

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將電力業納入，有助於再生能源或低碳能源發展，爰刪

除對公用事業核配之限制，未來得核配供能源消費產生之排放量。 

(5) 參考國際 ETS 穩定排放額度價格之市場穩定儲備機制，新增中央主管機

關得保留部分排放額度，以穩定市場，避免額度價格發生過高之情形，以

解決未來交易市場力量可能過於集中，交易量有限之問題。 

環保署目前碳定價政策規劃以碳費先行，之後將參考國際氣候情勢及避免碳

洩漏影響我國產業競爭力的原則下，研擬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推動方式及期

程，分階段公告納入排放交易制度中之排放源並訂定排放總量目標，透過交易及

專案抵換等彈性機制，逐期推動落實。 

2. 增訂碳費徵收條文 

依據目前環保署預告之修法草案版本，新增訂碳費徵收相關條文。不過針對

碳費徵收之條文，並未明定碳費開徵時間、收費費率、徵收對象等，碳費相關收

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追補繳、收費排放量計算方法、免徵、減量額

度抵減比率、上限及其他相關收費細節將授權於子法中訂定。預計 2022 年送行

政院審議後提交立法院，若順利於上半年會期通過，最快於 2023 年開始徵收碳

費。 

(1) 收費費率 

針對碳費課徵費率，據環保署透露，不會仿效歐美國家的高碳價，台灣最可

能參考鄰近國家的碳稅費率，如日本、新加坡、韓國等國家。然倫敦政經學院格

蘭瑟姆氣候變遷與環境研究所之「台灣碳定價之選項」（Carbon pricing options for 

Taiwan）」報告中建議，碳費費率初期應設定在較低的水準，然而需有明確的價

格上升機制與漲幅規劃，透過明確的碳價路徑，以確保產業有足夠的減量誘因以

評估其長期減量策略，如規劃投資環保設備、低碳製程等。且若要達成減碳效益，

每噸碳之價格應收 10元美元，環保署預告之修法草案版本亦授權制定差別費率，

並規範將定期檢討，以提高減量誘因。 

(2) 徵收對象 

環保署初步構想是在碳費實施初期，以碳排大戶為碳費收取的對象，包含電

力、鋼鐵、煉油、水泥、光電半導體等產業中年排放量超過 2.5 萬噸為首波收費

的對象，預估全台有 288 家排碳大戶將被收取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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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徵收方式 

根據預告之修法草案條文規劃，應繳納之碳費將依據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

分直接排放源與間接排放源，以高耗能、高耗電半導體產業來說，生產過程中直

接排碳量將收取第一筆碳費，生產所消耗電力列為間接排碳，都需繳碳費。 

其中，針對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可以扣除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意思

是電力業的碳費只需繳納其自廠用電產生的排放量。 

為提高自願減量之誘因，草案亦授權碳費徵收對象可以採行自願減量，用申

請取得之減量額度扣除應繳納碳費之排放量。 

同時，碳費也新增退費機制，若未來國內產業面臨國際競爭時，外國商品進

入我國市場造成不公平競爭時，將啟動相關費用調整機制，由環保署會同產業主

管機關設計相關的退費機制，後續由子法訂定。 

(4) 收入用途 

修法草案之溫管基金收入用途已明定專款專用於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

調適，並將優先用於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輔導、補助及獎勵辦理排放

源溫室氣體減量技術，其餘則用在排放源檢查，輔導補助及獎勵辦理溫室氣體減

量工作，發展低碳與負排放技術及產業，促進低碳經濟發展。 

四、企業內部碳定價推動現況 

企業除因應政府碳定價規範監管之外，為使其經營過程中有效考慮減碳投資

的效益，故亦推動內部碳定價（internal carbon pricing）。企業內部碳定價方式主

要有兩種：其一為「影子價格」（shadow price），即公司將設定的碳價格納入每項

投資決策並將其應用於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以了解碳價格對公司策略與內部收

益率的影響，提升公司整體的風險管理效益、其二為「內部碳稅」（internal carbon 

tax），指公司自願適用於其營運的稅，即增加的營運成本。內部碳稅的導入意味

著公司內實際資金的轉移，移轉的資金可能用於：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購買、

支持公司溫室氣體減量的相關策略或計畫。 

根據調查，2020 年全球也有 853 家企業採行內部碳價，1159 家企業預期兩

年內施行。全球 500 大企業中，已經有近半已採用或規劃未來兩年間會採用內部

碳定價。雖平均來說企業內部的平均碳價並未符合巴黎協定要求，但有超過 16.1%

的企業內部碳價符合每噸 40 美元~80 美元的碳價水準，更有 9.8%的企業採行更

高水準的碳價。 

企業內部碳價的採行，主要乃為了強化低碳投資的需求。儘管內部碳價的實

質影響受到質疑，但相關研究與具體實踐的經驗中，也逐漸優化內部碳價機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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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標準與分析實際減量成效。 

依據 CSRone 統計，2020 年提送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 601 間台灣企業中，

有 85 間企業意識到碳價格等趨勢，然而若盤點臺灣排碳量最高的三十家企業（含

用電衍生排碳量）中，僅有台積電、台化、台泥等八家已採行內部碳定價，另有

中鋼、群創等四家表示未來兩年會採行內部碳定價。多數有訂定內部碳定價之台

灣企業皆將價格定於每公噸 1500 元新臺幣，其背後根據為《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法》第五章第 28 條「事業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日，帳戶

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

一公噸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五、本章小結 

因應國際間政府及民間持續加大減碳力道，蔡總統於今(2021)年 4 月 22 日世

界地球日提出「2050 淨零轉型」此政策目標，而因著立法院 2020 年底的主決議，

行政院啟動淨零路徑專案工作組，研擬 2050 年淨零排放的可行路徑，並同步評

估提高 2030 年的減量目標。而環保署於今(2021)年 10 月 21 日預告的氣候變遷因

應法草案，將 2050 淨零目標入法，與不分黨籍的立法委員所提出的溫管法修法

版本有志一同，更顯示出國內減碳的急迫性。 

綜合以上分析，本章綜合提出三大重點結論： 

(1) 現行溫管法治理體制中，從第一階段管制期的執行成效，因用電成長幅

度控制成效不彰、缺乏政策工具 、部會整合仍待強化、未發揮地方管

制量能、再生能源發展速度不如預期等因素，導致第一階段管制目標未

能達成。 

(2) 環保署業已啟動溫管法修法作業，環保署預告草案與立法院 9 個修法版

本均將淨零目標入法，且大多數均要求推動碳定價機制。此趨勢均彰顯

企業面臨的碳管制強度將持續提升，但企業若可正面應對，一方面可回

應國際供應鏈的減碳需求，一方面也將能維持產業國際競爭力。 

(3) 除溫管法直接管制外，企業當前於環評審議階段，已面臨需抵減排放增

量之要求，而在現行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規範上，溫室氣體排放量

的揭露以及減碳作為，均逐步成為揭露資訊要項。唯分析企業具體作為

方面，則有六成以上的企業並未揭露是否導入能源管理系統，而三十大

排放源中僅有三分之一導入內部碳定價機制，顯見政府應透過政策工具

提高減碳誘因，以強化企業實施減碳作為的動力。 

針對管制法規、企業社會責任的應用以及碳定價推動上，有下列三點建議： 

(1) 本次環保署啟動溫管法修法作業中，確立部會權責、強化行政管制、完

https://csrone.com/da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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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經濟誘因等方向，均有助於強化現行碳管制方案，惟應儘速推動碳定

價機制，方可協助企業面對碳減量之挑戰。 

(2) 現行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規範上，與溫管法管制體系例如排放量盤

查並未相互整合，又如評鑑指標也未反應管制重點等。建議參考政府溫

管法管制相關規範，修訂公開資訊觀測站應揭露的資訊要求以及公司評

鑑指標，將有助於機構投資者與一般持股人進行監督，以加速企業減碳

作為。 

(3) 在歐美推動碳關稅壓力下，未來台灣必然要加速啟動碳定價機制，但鑒

於國內外相關制度施行期程以及費率的落差，藉由推動企業導入內部碳

定價機制，將可有效強化其減碳投資決策機制，也更能加速符合供應鏈

減碳之要求與機構投資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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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外碳管制對企業之影響與因應 

隨著淨零排放與碳中和趨勢席捲全球，政府、機構投資人、消費者已採取實

際作為，並期待企業以積極的碳排放管理行動回應。本章重點在於分析企業因應

國際減碳趨勢的策略與行動，並展示國內標竿企業之作為。自國內外各界對於企

業碳管理的期待與要求簡介進行說明，進而分析企業的主要因應策略，並探討國

內科技與傳統產業之因應行動，對國內企業提出精進建議，最後分析政府可與企

業合作的面向，提出結論與建議。 

一、國內外碳管制對企業之壓力與影響 

(一)來自於政府的壓力與影響 

全球有超過 137個國家宣示碳中和期程，中日韓分別於 2020年宣布將在 2060

和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在淨零排放發展趨勢下，碳成本支出成為重要的

轉型風險之一。研究顯示，若國家將碳定價為 40 美元/噸 CO2e，則能源密集產業

的出口值約下降 2.5%。隨著歐美對碳排放的限制，其國內企業浮現碳洩漏及競爭

力折損的隱憂，不排除有企業為規避境內嚴格的排碳限制法規，外移至減碳成本

較低的國家。聯合國報告顯示，歐盟和美國等低碳發展國家的碳排放量有一大部

份來自於進口的高碳排放產品，其中歐洲進口產品的碳排放占歐洲總碳排放比例

達 20%。 

為維護貿易公平性及產品競爭力，歐盟執委會於 2021 年 7 月公布碳邊境調

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簡稱 CBAM）草案，將在 2023

年起初步試行，要求進口商針對鋼鐵、鋁、水泥、肥料及電力等碳洩漏風險高的

產品申報其碳含量；並於 2026 年正式實施後，要求進口商依碳含量購買「CBAM

憑證」（CBAM certificate）。2020 年台灣出口總值為 3,354 億美元，其中出口歐盟

約占 6.64%，出口美國比例 14.64%，屬於氣候貿易脆弱國家。台灣出口歐盟前

100 大產品中，受歐盟 CBAM 規範的鋼鐵製品在 2020 年貿易總額為 4 億，碳邊

境稅將影響企業產品的價值鏈，衝擊台灣產業競爭力。 

(二)回應利害關係人的期待 

1. 產業價值鏈上的期待/規範及其影響 

國際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簡稱 CDP）指出，供應鏈所產

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為大部份企業營運的 11.4 倍，包含食品、營造等全球八大供應

鏈涵蓋全球超過 50%的碳排放量(如圖 3.1)。在全球化貿易經濟之下，實現淨零排

放的機會將來自於供應鏈脫碳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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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EF (2021) 

圖 3.1、全球八大供應鏈碳排放量 

標竿企業已將供應鏈納入永續管理範疇，每年管理並揭露其供應商碳排放資

訊，且在採購標準加入碳排放指標，與供應商合作共同應戰減碳議題。 

(1) 時尚產業氣候憲章-時尚品牌商的緊箍令 

以時尚產業為例，其產業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量的 8%，且高達 90%的碳

排放來自於其價值鏈。全球時尚產業宣示將在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並於 2018

年舉行的氣候變遷會員國大會（COP24）發布《時尚產業氣候憲章》，已有超過

100 家領導品牌簽署響應。憲章要求在 2050 年達成時尚產業淨零排放，於 2030

年減少碳排放 30%。時尚巨頭 Nike 提出「Move to Zero 零碳行動」響應憲章，目

標在 2025 年全球營運設施使用 100%再生能源，承諾在 2030 年減少 30%供應鏈

碳排放(如表 3.1 所示)。 

表 3.1、Nike 減少產品碳足跡之行動 

產品生命週期階段 Nike 所採取的行動 

原材料取得 使用永續材料，76%的產品在 2020 年使用永續材料 

製造 
營運設施推動再生能源供給，2020 年約 50%的設施採用自

給自足的再生能源 

配送銷售 
減少區域航空與運量，支持電動貨車，2020 年在大中華區

減少 35%的航空運輸量 

廢棄回收 
廢棄物回收利用，2015 年至 2020 年總計回收超過 1.05 萬

噸的製程廢棄物並再回到生產應用 

資料來源：Nike 影響力報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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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ple 提出 2030 年碳中和 

供應鏈碳排高達 77%的電子業也提出淨零排放行動或承諾。Apple 於去年公

布其 2030 年前實現碳中和的計畫，涵蓋所有業務營運、生產供應鏈及產品週期

等領域，從五大方向減少排放，如表 3.2 所示。 

表 3.2、Apple 減碳的具體行動 

五大方向 Apple 的具體行動 

低碳產品設計 提高低碳材料、回收材料使用比例，設計節能產品  

擴大能源效率 降低公司設施能源使用，協助供應鏈跟進  

再生能源 以 100%再生能源進行營運，供應鏈改用清潔能源  

工藝和材料創新 工藝和材料進行低排放技術改進 

碳移除 投資森林及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移除大氣中的碳 

資料來源：Apple (2021) 

台灣紡織業與電子業多數出口至歐美國家，面對產品碳足跡盤查的國際趨勢，

可信度高之產品碳足跡資訊將成為客戶採購決策的關鍵。 

(三)國際機構投資人對於企業的期待與影響 

資本市場關注企業的永續貢獻度及相關衝擊，企業必須展現環境、社會及治

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簡稱 ESG）績效，爭取機構投資人支

持。全球主要評比機構及資訊揭露組織包含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簡稱 DJSI）、富時永續指數（FTSE ESG Index）、 ISS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明晟 ESG 指數（MSCI ESG Index）。 

評比機構要求企業揭露其範疇 1、2、3 的碳排放並制定減碳策略。以 DJSI

為例，DJSI 問卷注重企業永續性，評等企業在策略、管理及產業特定要素的永續

商機及風險，量化企業的永續性指數。特別在環境面要求企業說明面對氣候變遷

的治理、策略、研發、減量、風險/機會鑑別，並期待鑑別與量化範疇三的碳排

放。 

FTSE 與 MSCI 在《資本在淨零排放變革中的角色》（The Role of Capital in the 

Net-Zero Revolution）中呼籲企業採取具體步驟： 

1. 資產所有者將資本分配至碳排放強度較低的領域，逐年降低投資組合的碳

排放。 

2. 資產管理機構利用其投票權與企業溝通，督促企業設立淨零排放目標。 

3. 銀行為企業提供發展清潔能源及淨零排放的資金。 

4. 企業應制定目標，力求在 2050 年前達成淨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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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內外組織或團隊對於企業的期待/壓力及其影響 

國內外氣候組織和團隊的倡議，督促企業進行永續資訊揭露、提出減碳策略。

包含氣候組織（The Climate Group，簡稱 TCG）、能源聯盟（The Alliance to Save 

Energy）、綠色和平（Green Peace）均有減碳倡議以促進淨零排放： 

1. RE100 

由 TCG 與 CDP 所主導的再生能源倡議，加入企業須公開承諾在 2020 至 2050

年間達成 100%使用綠電的時程，結合再生能源的使用與核心策略。已有超過 240

家企業參與，台灣有六家企業加入。 

2. EP100 

由 TCG 與能源聯盟所主導的能源效率提升倡議，加入企業須承諾達成其一

選項：25 年內將能源生產力提升 2 倍、10 年內建置智慧能源管理系統、2030 年

前企業所有建築零碳排放。目前超過 120 家企業參與，台灣有兩家企業加入。 

3. EV100 

由 TCG 於 2017 年發起，加入企業須公開承諾在 2030 年前將其車隊電動化，

或為員工和客戶安裝電動車充電設備，目前台達電為台灣唯一參與企業。 

綠色和平組織亦在國內發起「RE10 x10」倡議行動，召集台灣中小企業用電

戶，承諾 2025 年使用 10%以上綠電。 

(五)減碳與財務間的拉鋸 

為實現碳中和目標，能源結構、基礎建設、產業供應鏈都需要作出巨大轉變，

對資金需求不斷加大。以 2019 年為例，全球與永續相關的放貸與債券累計總額

達 1.17 兆美金，2019 單年度總額為 4650 億美元，較 2018 年成長 78%，永續金

融正蓬勃發展。 

1. 永續金融之定義 

聯合國於 2006 年發起「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要求機構投資人將 ESG 三大面向永續議題整合至投資決策中。聯合國環境署定

義之「永續金融架構」，涵蓋四大面向，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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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研究根據 UN (2016)整理繪製 

圖 3.2、聯合國環境署定義之永續金融架構 

2. 綠色金融範疇 

部份國家已開始訂定綠色金融分類標準，協助金融機構判斷其投融資標的是

否符合永續概念。舉例來說，歐盟於 2020 年提出歐盟綠色金融分類標準，協助

檢視企業之經濟活動是否符合永續定義。歐盟之永續經濟活動必須符合三大門

檻： 

(1) 被投資者須為六大歐盟環境目標之一作出實質性貢獻，包括：氣候減緩、

氣候調適、水資源和海洋資源永續利用與保護、循環經濟轉型、污染防治、

保護和恢復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 

(2) 對其他目標不造成重大傷害； 

(3) 符合最低人權保障要求。 

英國政府於 2019 年發表「綠色金融策略」報告，以綠色金融架構當中綠色

化金融（Greening Finance）、金融化綠色（Financing Green）及掌握機會（Capturing 

the Oppoortunity）為主軸策略，引導金融機構兼顧永續發展及競爭力。韓國推出

「綠色新政」，擴大綠色金融，促進再生能源設備投資。 

3. 因應氣候變遷對於企業財務揭露衝擊 

為系統性地將氣候造成的財務風險予以量化並合理反映至決策中，金融穩定

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成立「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簡稱 TCFD）」，訂定氣候相關財務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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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架構，協助投資者及企業評估氣候相關之風險與機會(圖 3.3)。 

截至 2020 年，共有 1,027 家企業簽署支持 TCFD，其中台灣企業有 28 家。

台積電於 2019 年簽署支持並以 TCFD 架構進行風險揭露與鑑別，揭露九大商業

機會與七大營運風險。導入 TCFD 幫助企業識別氣候風險，利於提前擬定策略以

因應財務影響。 

 
資料來源 ：本研究根據 TCFD (2019)整理繪製 

圖 3.3、氣候相關風險、機會和財務影響揭露 

二、國際重點企業因應碳管制之策略分析 

根據 2018 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出版的 1.5°C 特別報告，若欲將升溫控制在 1.5°C 內，2030 年前

全球碳排放相較 2010 年需減少 40%~60%，且 2050 年須達到碳中和。為回應國

內外利害關係人的期待，擬定淨零排放管理策略已成企業的首要任務。 

本節針對企業的碳管理策略進行分析，常見的碳管理因應策略可歸類為四大

類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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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國際四大碳管理因應策略 

碳管理因應策略 執行重點 

管理策略 

聚焦企業內部碳管理政策的實施，包括導入基本碳盤查，擬定科學

減量目標，導入能源管理系統、員工行為改變、製程改變、內部碳

有價化等，掌握自身營運碳排放量並制定因應措施 

科技創新 

以開發創新科技針對現有產品與服務應用進行升級，包含價值鏈減

碳、開發低碳技術與低碳製程、進行跨產業的技術合作等，透過科

技加速低碳轉型 

綠色投資 

導入綠色金融工具如發行綠色債券、綠色股票指數、綠色基金等，

或是進行綠能投資、再生能源投資、低碳科技與技術投資等，透過

金流配置促使企業提出低碳轉型作為 

碳抵減 
透過購買再生能源憑證、碳抵換額度等碳交易相關作為，抵減企業

自身營運所產生的碳排 

(一)管理策略-企業減碳第一步 

制定減碳管理策略是達成淨零排放目標的第一步。管理策略執行面向包括：

導入基本碳盤查、擬定科學減量目標（Science Based Target，簡稱 SBT）、導入能

源管理系統、員工行為改變、製程改變、內部碳有價化等，以下個別說明，並提

出參考案例： 

1. 導入基本碳盤查 

導入基本碳盤查可讓企業盤點自身營運所產生的碳排放量，掌握潛在風險、

降低營運成本，並作為設定減碳目標的基礎，常見的碳盤查國際標準有 ISO 14064

組織型盤查與 ISO 14067 產品與服務碳足跡。國際零售業龍頭 Walmart 於 2006

年針對自身營運進行碳盤查，範疇包含產品運輸、營業店鋪及產品的碳足跡，並

以此制定減碳目標。 

2. 擬定科學減量目標 

SBT 以科學基礎計算符合 2°C 情境下的碳排放目標與減碳路徑，協助企業設

定目標。截至 2021 年 6 月底，全球簽署 SBT 協議（Science Based Target Initiative）

的企業有 1,494 家，另有 744 家企業的 SBT 目標已通過認證。Walmart 於 2016 年

設定 SBT 並取得認證，承諾升溫控制在 1.5°C 以下、2025 年相較 2015 年減少

35%的範疇 1 與範疇 2 的碳排放、2030 年相較 2015 年減少 65%的範疇 1 與範疇

2 的碳排放、2030 年相較 2015 年減少 10 億噸的範疇 3 之碳排放。 

3. 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能源管理系統協助企業控管能源使用，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減少碳排放與成

本。除了 ISO 50001 外，美國、丹麥等也訂定國家能源管理標準。Walmart 於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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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與美國能源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nergy）合作，開發並導入能源管

理系統，結果顯示相較導入前減少了 19%的能源使用量與 14%的成本。 

4. 員工行為改變 

企業透過內部宣導及教育訓練，培養員工的減碳與能資源管理意識、傳遞企

業減碳策略。British Petroleum 每年制定不同教育訓練課程，2020 年為因應氣候

變遷，將低碳定為主要主題之一。 

5. 製程改變 

製程改變以開發創新低碳技術與採用低碳材料為基礎，改善製造過程與提供

服務時所產生的碳排放量，進而降低產品與服務的碳足跡。 

6. 內部碳有價化 

碳定價機制對溫室氣體排放量給予明確價格，協助企業掌握成本支出，並銜

接外部碳定價。例如 British Telecom 於英國境內 6 處據點實行內部碳定價，訂定

每公噸的碳價為 17.7 英鎊，期以碳價改變集團內部行為決策及促進低碳投資。 

(二)科技創新-為減碳帶來新契機 

科技創新涵蓋低碳技術、產品或服務應用的低碳創新等，技術研發固然使成

本上升，但創新技術可為企業降低減碳成本、擴張營運收入。以下介紹「循環經

濟」及「碳捕捉、利用和封存（Carbon Captur, Usage, and Storage，簡稱 CCUS）」

技術。 

1. 循環經濟導入 

循環經濟打破線性商業框架，以創新循環設計讓資源透過回收再利用的方式

獲得新的使用價值。主要內涵以「循環經濟大不同」的概念具體化呈現，代表 7

大支柱、8 大原則、3 大領域創新、5 大商業模式及 3 大破壞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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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循環經濟大不同的概念 

概念分類 循環元素 

7 大支柱  材料循環 

 再生能源 

 物種多樣 

 人文保存 

 萬物福祉 

 非財務價值 

 調適與韌性 

8 大原則  減少用料 

 延長壽命 

 再生性 

 重複使用 

 維修 

 置換 

 升級 

 翻新 

3 大領域創新  製程創新 

 產品創新 

 商業模式創新 

5 大商業模式  循環供應 

 資源再生 

 產品延壽 

 共享平台 

 產品服務化 

3 大破壞性科技  數位化科技 

 生物性科技 

 物理性科技 

Apple 積極使用再生及低碳材料，包括筆記型電腦 MacBook、平板電腦 iPad

等外殼均採用 100%再生鋁；若是以純鋁（非再生）製成的外殼，則以水電取代

化石燃料進行冶煉，此舉成功自 2015 年起減少其鋁製產品 72%的碳排放量；又

例如 Apple 亦研發高效能的 Apple M1 chip 晶片，減少產品的能源需求及 34%的

產品碳足跡。法國電信 Orange 以生態設計學導入材料循環、產品延壽、維修與

置換等循環元素(如表 3.5)，降低「Orange Livebox 5 無線網路分享器」29%的碳

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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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Orange 所採取的循環元素 

循環元素 所採取的作為 

材料循環  採用 100%回收材料，減少原物料浪費 

延長壽命、 

維修、置換、產品延壽 

 採用模組化設計，可拆換受損零件 

 可進行 5 次的維修及重組，延長使用壽命 

減少用料  縮小產品體積，相較第四代機型減少 29%的碳足跡 

材料循環  包裝使用 FSC 認證紙材 

2. 碳捕捉、利用和封存  

CCUS 是指從大型碳排放源或大氣中捕捉二氧化碳，以管道、船舶、鐵路或

卡車進行運輸後，使用於產品製程或注入深層地質地層進行永久封存。 

多國已推動 CCUS 示範計畫，如日本苫小牧市的碳捕捉示範計劃（The 

Tomakomai CCS Demonstration Project），將煉油廠製氫裝置尾氣所含約 50%的二

氧化碳透過活性胺製程捕捉，自 2012 年至 2019 年底，共捕集 3 千萬噸二氧化碳，

注入兩個近海鹹水層。 

 

圖 3.4、碳捕捉、利用和封存的概念 

此技術也可結合氫能開發，如聯華氣體採用蒸汽甲烷重整（SMR）製程，捕

捉高達 97%~99％以上的二氧化碳，經過壓縮冷凝處理轉為二氧化碳產品，目前

每日約捕捉 60 公噸二氧化碳。 

(三)投資-創造綠色金流促進減碳 

企業可採用綠色金融工具協助減碳行動，綠色金融工具指可達到管控污染排

放、維護生態系統，及避免產業破壞環境等目標的市場導向機制和金融商品，如

環保基金、天氣衍生性商品（weather derivatives）、自然連結證券（nature-lin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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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ies）、生態選擇權等。 

1. 綠色債券 

依據國際資本市場協會 (ICMA) 綠色債券原則 (Green Bond Principles，簡稱

GBP) ，綠色債券指將所籌資金用於氣候變化、自然資源枯竭、生物多樣性保護

等項目，或為綠色項目進行再融資的債券工具，主要發行人包括世界銀行、國際

金融中心 (IFC)、政府、公司等。自 2007 年至 2017 年，以國際組織發行之綠色

債券最多，超過 500 億美元；美國以超過 450 億美元居次；中國以近 400 億美元

位居第三。歐洲以法國約 350 億美元發行量最多。 

以美國 Verizon 電信公司於 2019 年發行的綠債為例，發行至今淨收益已達近

10 億美元，綠債資金投入再生能源、能源效率等專案。再生能源主要投入在太陽

能與風能計劃及購買再生能源協議，以達到其 2025 年再生能源用電佔 50%之承

諾；能源效率部分則用以提升公司不動產資產之照明耗能效率。 

2. 綠色保險 

聯合國環境署（UNEP）在 2012 年推出「永續保險原則」 （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督促保險部門將 ESG 納入核心業務。歐美為有效管控化

學物質造成環境污染之風險，推動「環境污染責任保險」，使污染之外部成本透

過保險加以內化。 

3. 綠色融資 

綠色融資是指促使經濟個體進行融資、投資等行為決策時，將環境風險與成

本納入財務計算考量。國際間綠色融資重要原則包括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

及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4. 綠色指數 

綠色指數是根據特定標準對上市公司進行評選，選取綜合評分較高的上市公

司為樣本，據其股票價格計算指數，用以衡量綠色市場的價格波動情形。主要有

標準普爾全球清潔能源指數、納斯達克清潔指數、富時 100 指數及日本綠色 35

指數等，另有指數型基金或指數股票型基金追蹤。 

(四)碳抵減-不可忽視的減碳解方 

1. 再生能源憑證 

面對企業自身營運過程中無法再減少的碳排放量，企業可透過購買再生能源

憑證、碳排放交易等作為以進行碳抵減，以協助達到企業減量或碳中和的目標。 

再生能源憑證是一代表擁有再生能源產權的工具，目的為推動再生能源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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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端使用，讓買方透過購買憑證取得綠電並追蹤其發電來源，協助能源供應端

獲得來自消費端的資金支持。交易模式分為「綁定」及「非綁定」：「綁定」模式

會交付電力及證書的所有權，在供電或是價格都相對穩定；「非綁定」模式僅會

交付證書的所有權，交易價格易受到市場行情波動影響。兩者均可抵減範疇二用

電量的碳排放量。 

2. 碳排放交易 

以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mission Trade Scheme，簡稱 EU ETS）較為成熟，

2020 年全球碳交易總價值超過 2 千億美金，歐盟佔其中的八成。未來 EU ETS

預計擴大受管制產業，並與「碳邊境調整措施」相配合，逐步減低境內高碳排產

業享有的免費配額。 

全球碳排放第一的中國，在 2021年開始執行全國碳排放交易，預計將有 1960 

億元的市場規模，成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場。未來待交易系統穩定後，受管制

的產業將從電力業擴展至其他產業。 

全球碳排放第二的美國，目前尚無全國碳交易制度，但已陸續推動相關法規

研擬，預計最晚在 2025 年推出碳定價方案（carbon pricing scheme）。美國貿易代

表署（USTR）考慮在貿易活動中增加碳稅機制，美國最大商會之一美國石油學

會（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表示支持碳定價政策。 

臺灣自 2015 年「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實施之後，擴大推動抵換專案，

大小型排放源皆可採用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減量方法進行減量，經查驗確證後向環

保署申請減量額度。獲得減量額度的企業可出售予有減碳需求的企業，買賣雙方

可透過私契約之方式交易，或透過環保署「溫室氣體減量抵換資訊平台」進行媒

合。 

此外，企業在推動自願減量或碳中和目標時，除可採計上述環保署核可之碳

額度外，亦可以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法學執行，例如透過避免大規模毀林來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或是利用生態復育、造林來移除溫室氣體或是特殊製程與設備改善

等專案所產生碳權額度，經過國際碳權驗證標準進行查驗，並於交易平台(例如全

世界最廣泛使用的自願性碳交易平台：Verified Carbon Standard,VCS）進行自由

買賣。 

三、國內企業因應碳管制之策略探討 

(一)科技產業因應策略分析-以半導體產業為例 

台灣 2019 年度排放量約 224 百萬公噸，以電力業排放量最高（佔 53%，約

119.26 百萬公噸 CO2e），其次為鋼鐵業 14%。近 5 年製造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化

情形，以半導體業年均成長率 6.44%最高。考量碳管理趨勢對半導體業所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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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我國半導體產業鏈已積極布局，促使企業在各種永續、氣候變遷或環境評

比領先歐美企業，成為國際標竿。以下說明 3 家標竿企業碳管理策略： 

1. 台積電 

國內半導體晶圓製造的龍頭台積電碳管理面向出色，連續 19 年獲選 DJSI 指

數公司，在 2020 年 CDP 評比獲得領導層級 A-。 

(1) 管理策略： 

透過盤查作業與供應商調查，清楚掌握企業營運及範疇三間接碳排放量，並

提出推動低碳製造、使用再生能源、改善能源使用效率、強化氣候韌性之氣候變

遷與能源管理的策略，以落實 SBT 目標，在 2020 年宣布加入 RE100，目標於 2050

年達成電力使用 100%來自再生能源。 

台積電於 2021 年宣布將供應鏈碳足跡及減碳績效列入公司採購指標，要求

設備供應商在 2030 年前必須節能 20%，若未達標，供應商將無法獲得訂單。 

(2) 科技創新： 

製程機台用電量佔台積電能源使用 50%以上，加以先進製程機台數量逐年增

加，自 2016 年起攜手設備商，合作開發半導體節能綠色機台，在新機台引進前

即完成節能設計驗證、安裝節能元件，擴大先進製程機台節能效果，成為全球第

一家要求設備商對先進機台導入節能措施的半導體企業。 

台積電亦建造符合國內外綠建築認證的廠房，增加建物的氣候韌性，獲美國

LEED 綠建築認證面積為全球半導體業第一，在廠區引進智慧化控制（如窗廉自

動光控升降、二氧化碳偵測器補充新鮮外氣）以降低建築能耗，並於屋頂及雨棚

等土地自建太陽能發電設備。 

(3) 投資： 

台積電在 2020 年首度發行綠色債券，發行總金額達新台幣 120 億元，資金

用於綠建築及綠色環保資本支出。為了達到 RE100 目標，於 2018 年起購買再生

能源、再生能源憑證及碳權，100%抵銷位於美國、加拿大等據點電力使用所產生

之碳排放，並於 2019 年達成海外據點零電力碳排放。2020 年成為國內第一批購

買轉供再生能源的公司之一，截至 2020 年 7 月，於台灣簽署再生能源購電契約

之總裝置容量達 1.2GW，其中包含沃旭能源離岸風場共 920MW 裝置容量之契約

為目前全球規模最大企業購售電契約。 

(4) 碳抵減： 

台積電自主裝設數千台現址式高效破壞削減設備（Local scrubber），於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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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率先啟動晶圓十五 A 廠含氟及 N2O 溫室氣體破壞處理設備排放減量額度

申請專案流程，逐步擴大至其他廠區，成為國內第一家成功獲得環保署公告

《TM002 含氟及 N2O 溫室氣體破壞設備減碳方法學》認證的半導體企業，預計

可獲碳權額度 10 年期 500 萬噸。 

2. 聯電 

國內晶圓製造大廠的聯電，連續 13 年入選 DJSI，在 2020 年的 DJSI 環境面

評分中得到全球晶圓代工業第一，四度獲得 CDP 氣候變遷專案年度評比的領導

等級。 

(1) 管理策略： 

聯電建構完整溫室氣體排放資訊，掌握營運活動的直接排放、能源使用的間

接排放，逐步建構價值鏈產生的間接排放資料。於 2021 年領先全球同業，承諾

於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逐步落實「淨零行動」。獲得 RE100 審核認可，成為全

球第二家加入 RE100 行列的半導體晶圓專工業者，預計 2050 年達成 100%採用再

生能源，並於 2025 年及 2030 年分別達成 15%及 30%的階段性目標。 

聯電將再生能源推廣至價值鏈，包含主要供應商等 500 家供應商響應支持低

碳能源，期望整體供應鏈於 2030 年減碳 20%、再生能源採用比例達 20%。 

(2) 科技創新： 

聯電落實自主減碳，研發先進晶圓專工技術、提升能資源效率，將製造及終

端產品使用階段之碳排放降到最低。率先在 1999 年成立「含氟溫室氣體減量工

作小組」推動溫室氣體減量計畫，同時訂定各階段之減量目標，目前已進入第三

階段。推動新購機台設置高效率含氟溫室氣體與 N2O 氣體製程尾氣處理設備

（Local scrubber）、新廠 CVD 機台採用 NF3 氣體等減量措施，近 4 年含氟氣體排

放強度連續降低。 

(3) 投資： 

聯電在 2021 年決議發行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發行總額最高新台幣 150 億元，

增購設備和綠色環保相關支出，在低碳轉型上建立財務後盾。 

(4) 碳抵減： 

聯電除了購買再生能源憑證外，於 2013-2014 年響應環保署先期減量專案，

獲得減碳額度，於 2014 年與中龍鋼鐵簽署 200 萬噸碳權交易，為第一筆經環保

署認可碳權交易。2020 年通過環保署抵換專案申請進行碳資產儲備，預估未來

10 年可建立超過 150 萬噸之碳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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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月光 

半導體封裝測試服務的大廠日月光，連續五年榮獲 DJSI「半導體及半導體設

備產業」領導者，是國內唯一在 CDP 氣候變遷評比上榜四次最高評級「A list」

的企業，其中低碳高效與環境友善的清潔能源發展是日月光因應氣候變遷策略的

主軸。 

(1) 管理策略： 

日月光推動整合型碳管理、低碳產品及服務、調適與韌性、創造永續生活型

態與綠色及再生能源投資，2021 年提交 SBT 目標，規劃在 2030 年與 2050 年分

別於辦公室及生產製造據點履行階段性淨零排放，於廠區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ISO50001，採行規畫、執行、查核與行動（Plan-Do-Check-Act, PDCA）模式。 

(2) 科技創新： 

日月光發展智慧電網系統，透過用電即時性反應並整合再生能源與儲能系統，

供電緊縮時可分擔發電機組負載，透過需量反應資源盤查模擬，有效抑制尖峰用

電需求，推動能源轉型與儲能系統運行。 

(3) 投資： 

日月光率先於 2014 與 2019 年發行綠色債券，資金應用於：創造綠建築群並

整合推動智慧工廠、興建大規模中水回收處理廠、投入具持續創新及領導性的環

保專案並分享經驗與技術，投入環境教育創造自身價值與影響力。兩次綠色債券

的環境效益等同每年減少碳放 35 萬噸。 

(4) 碳抵減： 

日月光透過購買國內外的再生能源憑證及國際市場的碳交易達成碳抵減，優

先在中國及墨西哥等廠區購買國際再生能源憑證，在多個廠區達到 100%碳抵

減。 

(二)傳統產業因應策略分析-以石化與水泥產業為例 

根據 2019 年溫室氣體盤查，扣除能源產業以外的十大排碳企業占了全台灣

整體碳排放的 40%，而石化紡織業占了五家。石化業總能源消費量占台灣 37%，

是單一行業占比最高，顯見石化業在碳管理上的重要性，摘錄我國標竿企業，說

明減碳策略與管理措施： 

1. 遠東新世紀 

遠東新世紀（簡稱遠東新）在 2020 年 CDP 評比獲得「管理」的評價，領先

國內其他同業。自 2017 年起，已發行三檔永續金融商品，推動低碳轉型及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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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並入選 MSCI 全球永續指數、FTSE4Good 新興市場指數成份股、台灣公司

治理 100 指數及台灣永續指數等。 

(1) 管理策略： 

每年定期盤點石化、化纖與紡織事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年度比較，更分

析單位產量溫室氣體排放量作為管理之參考。自 2010 年起設立跨公司及跨部門

之「能源小組」，現已擴展至全球生產據點。建置「節能減排循環經濟管理平台」

線上資料庫定期追蹤考核管理績效，於 2018 年起設定全公司各項環境減量目標，

例如在 2030 年前單位產量能源耗用量降低 25%。 

(2) 科技創新： 

透過人工智慧演算學習方式，建立即時能源耗用模型，監控能源使用合理性，

強化能源管理即時性。廠區裝置太陽能發電設備，逐漸提升綠能生產，目前比例

約在 5％以上。 

(3) 投資： 

2020 年遠東新與東方匯理銀行合作，辦理為期 3 年新台幣 30 億元的「永續

指數連結貸款及商業本票保證額度」，該融資額度利率與遠東新永續指數績效結

合，是亞洲第一個連結永續指數進行保證與發行商業本票取得融資的方式。遠東

新也在 2018 年發行為期 5 年、規模 30 億元的綠色債券。 

(4) 碳抵減： 

2018 年遠東新向工業技術研究院南分院六甲院區購買再生能源憑證，並持續

參與綠色電力憑證採購。 

2. 中國石油化學 

中國石油化學（以下簡稱中石化）在 2021 年首度入選標普全球（S&P Global）

2021 年全球永續年鑑（The Sustainability Yearbook 2021）成員，在評比中取得全

球化學產業中排名第 12 佳績，是台灣唯一入選年鑑的化工類企業，同時榮獲全

球化學產業最佳進步獎（Industry Mover）。 

(1) 管理策略： 

中石化每年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導入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制度，

訂定短中長期減量目標，包含在 2030 年全年總碳排量較 2005 年降低 30%、2050

年全年總碳排量降低 50%。由總經理帶頭設置跨廠節能減碳推動小組，定期召開

節能減碳會議、追蹤能源消耗及減量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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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創新： 

中石化自 2000 年成立研發中心，致力於新型觸媒開發、提高生產效率。進

行產品碳足跡盤查，根據 ISO 14064-3: 2006 完成查證並符合 ISO 14067: 2018 之

標準，已陸續取得己內醯胺、丙烯睛與尼龍粒搖籃到大門的碳足跡盤查聲明書。

近 3 年來藉由綠建築、清潔生產機制與綠色工廠認證，降低碳排放。 

3. 台灣中油 

在全球逐步轉向綠色能源之趨勢下，台灣中油（以下簡稱中油）身為我國最

大油氣能源供應商，持續進行綠能轉型，在節能減碳及綠色產品開發屢獲肯定。 

(1) 管理策略： 

中油完善其溫室氣體盤查資訊，設立 2030 及 2050 年排放量分別較 2005 年

減少 30%及 56.7%之中長期減碳目標，並於 2019 年成立跨單位的「因應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專案小組」，掌握企業碳管理。 

(2) 科技創新： 

中油逐年擴大低碳研發，包含智慧綠能、高值材料、循環經濟及技術服務等，

以「減碳、節能及淨能」為研發主軸，開展地熱能分析、氫能與燃料電池研發、

環保高性能塗覆材料開發等。 

(3) 投資： 

至 2020 年底，中油已完成 10.9MW 設置容量、並有超過 210 座太陽光電案

場，遍布加油站屋頂、供油中心、廠區及辦公大樓屋頂。升級傳統加油站為智慧

綠能加油站，提供「產能」、「儲能」、「用能」及「智能」服務。2020 年擴大綠能

版圖，開發移動式儲能系統兼具智慧化電力調節功能。 

(4) 碳抵減： 

中油於 2020 年兩度與荷蘭皇家殼牌公司合作，進口碳中和液化天然氣，為

台灣首次卸收碳中和液化天然氣。利用購買造林計畫發售之碳權，抵減自氣田開

採至終端用戶燃燒所產生之總二氧化碳當量，以每噸液化天然氣約產生 3.4~3.7

噸的碳排放估算，經過碳權中和及第三方驗證後，減少約 41 萬噸的碳排放，相

當於 1,098 座台北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的吸碳量。 

4. 台灣水泥 

台灣水泥集團（以下簡稱台泥）於 2020 年與全世界 40 家水泥同業，共同承

諾 2050 年達到混凝土碳中和目標，同時為東亞第一家完成設定科學目標減碳

（SBT）的水泥企業。台泥在 2020 年 CDP 供應鏈議合（SER）評比上獲得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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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領導等級的「A」榮譽，在世界水泥業中，僅次於 Heidelberg Cement AG 與 

LafargeHolcim Ltd，排名第三。 

(1) 管理策略： 

台泥除落實碳盤查作業外，亦設定 SBT 減碳目標，推動七大減碳策略與內部

碳定價。台泥透過參考外部碳價趨勢，結合內部碳排放強度情形，設定內部碳價

格，作為資本支出評估使用，廠房生產設備 100% 使用該碳價格以評估減量成效，

透過內部碳有價的管理的推動，以落實 2025 年 SBT 減碳目標及 2050 年混凝土

產品碳中和目標。 

(2) 科技創新： 

台泥自 2019 年導入人工智能製造與管理(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透過機器

學習及產品「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結合自行研發之減碳

管理系統，從設定目標、各廠區減碳資源蒐集與評估分析，針對不同廠區提出最

佳製程比例與減碳方法，精準執行及管理各階段減碳目標與進度追蹤。 

(3) 投資： 

台泥旗下台泥綠能專注在再生能源及儲能事業，積極佈局能源策略，包括風

能、太陽能、地熱等都在進行中，如 2019 年底在彰濱線西廠區完成大型「風光

共存」的再生能源電廠，並持續發展地熱發電與漁電共生太陽光電等項目。依據

2021 年 6 月台泥 CSR 報告書，現階段台泥綠能的再生能源建設，已發電裝置量

為 35MW，建置中裝置為 49MW、規劃中裝置量為 92MW，年度發電量可達到將

近 1 億 3 仟萬度電，相當於減碳量約 6.9 萬公噸。 

(4) 碳抵減： 

台泥與工研院也合作發展碳捕捉技術，導入和平廠用以捕捉水泥燃燒過程中

的二氧化碳，預計 2030 年將幫助台泥達成減碳 30%的基準，2050 年達成混凝土

產品碳中和目標。 

(三)企業碳管理精進建議 

面對國際減碳趨勢及碳管制措施，標竿企業的盤查範疇皆包含範疇 3，進行

碳足跡計算，並分析供應鏈碳排放與來源，設定溫室氣體的絕對減量、再生能源

使用比率等目標，領先者以碳中和、100%再生能源為目標。企業需掌握自身營運

及間接排放情形，並設定 SBT 減碳目標。 

在減碳策略上，提升能源效率、使用再生能源為基本原則，隨著發展自有現

地再生能源的優勢逐漸受到注意，標竿企業持續投入再生能源建設，並關注再生

能源的外加性、在地性、可驗證性，以達成減碳目的。碳有價化為促動減碳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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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驅動力，可與外部利害關係人合作進行低碳融資，建立減碳財務機制。 

若要擴大減碳影響力，企業需與利害關係人共同合作投入再生能源、能源效

率提升等計畫，發展因應氣候變遷的解決方案協助客戶（使用者）減碳，並要求

供應鏈揭露碳盤查結果、設立減碳目標，攜手上下游進行碳管理。 

四、政府協助製造業因應之策略分析與建議 

縱觀國際上的政策及因應措施，歐盟在 2030 氣候目標計畫(The 2030 Climate 

Target Plan)中擬將大型工業和電力部門及航空部門納入 EU ETS，並強化再生能

源政策，估計將再生能源的占比提升至 38.5%；綠色政綱（European Green Deal）

的新氣候解決方案，將能源基礎設施相關法規與碳中和目標連結，對既有基礎設

施升級。 

德國在綠色振興計畫上因應 COVID-19 疫情衝擊，投入相當於一年碳稅收入

的 110 億歐元，補貼原先由消費者負擔之再生能源附加費用，避免再生能源發展

受到資金不足影響，並投入 70 億歐元發展氫燃料電池技術、協助發展在工業設

備上擴大使用氫能；另外在 2030 氣候行動計畫中透過碳定價收入補貼電價，補

助節能減碳行為。 

台灣方面參考各國對製造業碳管理的政策及措施， 除了企業的四大策略降

低碳排放，政府需提供製造業低碳轉型的政策以相輔相成。全國工業總會在 2021

年白皮書指出，面對國際淨零排放趨勢與供應鏈低碳要求之下，產業的減碳拼圖

亟需政府在政策法規、碳定價機制、輔導獎勵、再生能源的協助，方能讓企業在

減碳行動與國際競爭力保持優勢。 

針對台灣政策法規面向，目前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法工作，不僅

應強化溫室氣體管理，也應建立因應氣候變遷議題的「大格局」，法規內容也需

要明確的減碳目標與期程、部會權責等。面對愈來愈嚴峻的氣候變遷考驗、愈來

愈明朗的各國減碳手段，產業期待政府以清晰、明確的政策引導市場轉型方向，

助力企業進行中長期投資布局，共同齊心協力減緩氣候變遷。 

針對碳定價面向，由於台灣尚未建立碳排放交易與總量管制或徵收碳費，致

使企業面對歐盟與其他國家研議中的碳邊境調整機制將隨其期程而壓力逐步升

高，使企業一方面擔憂產品在國際市場喪失「碳競爭力」，一方面也擔心遭受雙

重課徵的窘境。除此之外，政府在加速制定法規與碳定價機制之際，配套的輔導

獎勵措施更顯重要，許多中小企業雖然了解過往的經營方式已不足以因應低碳經

濟市場，但卻缺乏管道與資源進行精進，在營運模式、製程、技術皆需要專業輔

導，並且公司內部對綠色金融及公司治理層面有關氣候財務風險管理準則等議題

仍不甚熟悉，此時政府若能提供轉型輔導、資金優惠等措施，必能加速企業低碳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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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再生能源部分，產業期待政府能加速再生能源開發進度，並確保供電無虞。

面臨國際再生能源、供應鏈要求等，產業對於再生能源的需求有增無減。若政府

在能源政策能兼顧綠能與電網穩定，並且規劃中長期的政策目標，配合穩健減碳

策略，對企業在減碳行動的布局將大有助益。 

五、本章小結 

來自國內外各項碳管制，已對企業形成二大衝擊：客戶偏好轉移、競爭力挑

戰。主要貿易大國紛紛宣示碳中和目標，明確政策引領當地企業與品牌商選擇供

應商的決策，產品的優良品質不再是唯一考量，產品碳足跡或碳強度越來越受到

重視。台灣企業多以出口導向為主，企業若未及早因應，產品越來越可能因碳足

跡過高而被排除在供應鏈之外，將打擊產業發展與國家經濟。於此同時，未來一

旦碳邊境調整機制開始實施，高碳排產品與製程的「碳成本」將成為客戶在運費、

售價之外的另一項重要考量，若企業無法展現其「碳競爭力」，則產品將失去市

場競爭力，成為零碳轉型下的犧牲者。 

綜上所述，碳管制已經不再是只聞樓梯響，而是企業不得不面對的一場挑戰。

企業應及早採行前述之四大因應措施：制定減碳管理策略、推動減碳創新、擁抱

綠色投資工具、採取碳抵減行動，提前在不可逆的衝擊發生之前，先行調整經營

策略、重整步伐，以「永續淨零」為長遠目標，確保產業維持原有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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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電力市場轉型法規制度之發展 

如前所言，在國際減碳趨勢下，為落實巴黎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各國

紛紛提出碳中和的發展策略，此宣示表示未來在政策制定、商業模式、能源轉型、

環境法規等都須做出調整，以因應減緩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而能源轉型，最關

鍵的部門就屬電力部門，國際減碳的趨勢下，發電結構也必然要進行劇烈的調整。

依據再生能源組織 IREAN 的分析，電力部門發電配比中再生能源佔比將逐步提

高，而相對的傳統能源佔比則將逐步降低；同時，儲能及電動車等分散式創新資

源與需求面管理等，都將成為未來電力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因此，在整個電力市

場的轉型之下，相關的法規制度必須要能即時動態調整。本章首先就我國電業現

況與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規劃進行說明；其次則分析我國電力市場機制現況與未來

發展方向，包含電力交易平台推動狀況以及未來之方向。 

一、電業現況與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規劃 

(一)電力市場改革後之市場現況 

1. 2017 年電業法修正下之市場框架 

台灣過去電力市場因綜合電業獨占型態，導致在無自由競爭市場環境下，電

業經營績效無比較基礎，投資者亦無法自由進入市場參與電力建設；同時，用戶

亦無購電選擇之權利，無法依據喜好或需求選擇供電來源與種類。因此，2017 年

電業法修正即希望在穩定電力供應前提下，重新架構我國電力市場運作方式，以

建立一個具多元供給、公平使用及自由選擇之市場。 

2017 年電業法修正主軸在發電市場部分採綠能先行為原則，開放再生能源得

透過代輸、直供及再生能源售電業等方式銷售予用戶，放寬過去對再生能源售電

之限制，並規劃於市場成熟穩健發展之後，再開放其他傳統能源直供、代輸給一

般售電業，以逐步修法方式達成電力市場開放。整個電力市場架構如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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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簡報 

圖 4.1、現行電力市場架構 

2. 再生能源直轉供推動現況 

在綠電直轉供的商業模式下，未來主要的參與者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再生能

源售電業，其中再生能源發電業包含 2017 年電業法修正前取得電業執照之民營

發電業以及電業法修正後新設之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再生能源售電業為本次電業

法修正後新成立之業別，截至 2021 年 11 月為止，也已經有 15 家業者取得再生

能源售電業執照。 

目前取得再生能源發電業執照者，主要分為水力發電、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

等 3 類再生能源，截至 2021 年 5 月為止，除台電公司外，依電業法發給電業執

照正式商轉之民營水力發電業共 4 家，6 座水力發電廠，裝置容量共 42.15MW；

太陽光電發電業共 45 家，81 座太陽能發電系統電廠，裝置容量共 342.56MW；

民營風力發電業共 17 家，206 座機組，裝置容量共 544.4MW，其中包含海洋風

力發電業於 108 年底併聯商轉之 128MW 離岸風力發電。 

再生能源售電業部分，10 家取得再生能源售電業執照業者中，除了台汽電綠

能、台電公司為屬於傳統電力企業跨足新事業領域外，部分屬於再生能源發電業

者從事綠電轉供業務，如富威電力、首美綠能等，其他多屬新創企業，包含陽光

伏特家、南方電力、奇異果新能源、瓦特先生等。再生能源售電業為本次修法後

新增的業別，由於再生能源售電業本身不擁有發電設備，且主要業務內容涉及綠

電供需雙方間的交易撮合，因此在電業登記程序上係直接申請電業執照核發，相

較其他類別電業而言，係屬於輕度管制的電業。 

事實上，就綠電先行的長期發展來看，再生能源售電業在其中將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除了部分大用戶由於綠電需求量大，因此具有一定的談判能力得以直

接與再生能源發電業洽談綠電轉供合約外，大多數的電力用戶基於談判能力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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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本的考量，基本上都需透過再生能源售電業居中協調。特別是因應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修法後新增的大用戶綠電義務規定，民間的綠電需求將逐漸成長，這也

將間接促使再生能源售電業的快速發展。 

雖然 2017 年已經正式開放綠電直轉供，惟實際上從去年(2020)才有實際的轉

供申請案例。2020 年第一波實際申請轉供容量超過 90MW，預估年度綠電總交易

量超過 1.1 億度以上；第二波也已完成轉供合約簽訂，交易總裝置容量約為

280MW，年交易量達 6.9 億度。在這兩波的轉供交易中包含了 6 家太陽能發電業

及 7 家陸域風力發電業者，多數發電業者的 FIT 費率皆在每度電 3 元以下；綠電

用戶則涵蓋電子零組件業、不動產、商辦大樓、零售業、法律業及半導體業，其

中台積電為主要的綠電用戶。事實上除了 2020 年的綠電交易外，台積電另與沃

旭離岸風電簽署綠電轉供購售電合約，轉供容量為 920MW，並預計在 2025～2026

年開始執行。 

長期來看，具有價格競爭力的綠電仍是綠電需求者的首選，特別是具價格誘

因之區塊開發離岸風電，未來將成為滿足綠電需求的重要角色。事實上除了價格

優勢外，離岸風電具有高容量因素及發電時段無特殊限制的特性，相較於僅能在

白天發電的太陽光電而言，更能滿足綠電用戶的需求，勢必成為未來綠電用戶競

逐的標的。 

(二)我國再生能源目標規劃 

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歷程主要是從 1998 年第 1 次全國能源會議決議要積極的

發展再生能源，並開始了相關的補助計畫與發展再生能源的政策；第 2 次與第 3

次全國能源會議後，陸續開始訂定相關再生能源的專法、啟動再生能源電能躉購

機制等，自此就開始影響我國的能源政策走向；後續為達成 2025 年的再生能源

達總能源 20％占比之發展目標，開始持續推動相關再生能源的建置計畫，其中主

力為 2016 年政院通過「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與「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

以及後續第二期「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等。 

我國再生能源係以太陽光電及離岸風電作為主要發展項目，並以短期達標、

中長期治本之策略來逐步達成 2025 年目標。表 4.1 為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與現

況，在 2025 目標中，太陽光電為 20GW，風力約為 6.5GW，其中離岸風力設置

目標為 5.6GW。以下茲就太陽光電及離岸風力推動政策進行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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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再生能源設置現況及目標 

 
註：2020 年為實績值，2021 年及 2025 年為目標值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政策」簡報，110 年 7 月。 

1. 太陽光電 

在原規劃之太陽光電 20GW 目標中，屋頂型目標為 3GW，地面型目標為

17GW，考量屋頂型已於 2019 年提前達成原訂 3GW 目標，因此兩度調升目標至

8GW，並積極推動，且設置類型擴大至工廠屋頂、公有屋頂、農業設施、其他屋

頂等。而為使屋頂型光電能進一步擴大推動，依據行政院 2020 年底提出的計畫，

由各部會進行全國性的屋頂型光電設置潛力盤點，如經濟部將所管轄的全國工業

區依北、中、南三區分別推動，期在全國工業區能設置 1 GW 以上的太陽光電；

國防部則盤點不具機敏性的營舍可設置量；農委會盤查全國室內漁業養殖設施、

農業設施 (如農糧製儲銷設施、畜禽舍等)可能潛力；交通部則就所轄各港區及各

縣市停車場等進行盤點。 

地面型光電則因土地取得較為困難，爰將目標調降為 12GW。主要的推動策

略為劃設專區，以政府解決行政程序與業者整合土地之方式，由各部會及地方政

府合作達成。在地面型太陽光電中，基於一地多用原則，漁電共生為未來主要推

動策略之一。漁電共生設置目標為 4GW，約需要 1 萬公頃之土地，為了實踐太

陽光電與環境生態共存共榮的理念，經濟部於 2020 年引入環社檢核制度，優先

推動無環境生態爭議之場域，劃設 4,702 公頃先行區為環境把關，也持續進行非

先行區的環社檢核，擴大漁電共生專區範圍，以符合漁電共生推動目標。 

2. 離岸風力 

我國離岸風力推動分成「示範獎勵」、「潛力場址」、「區段開發」等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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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說明如下： 

˙ 第一階段：提供補助示範獎勵，引導投入：2017 年 4 月 28 日完成首批 2

部示範機組共 8 MW 商轉，原預計 2020 年完成所有示範風場共 238 MW

（含海洋示範案 128MW、台電公司示範案 110MW），惟台電公司示範

案因故延後，預計在 2021 年底前開始陸續申請併聯商轉。 

˙ 第二階段：公告潛力場址，先遴選後競價：完成容量分配作業後，計 14

案共 5.5 GW，將於 2025 年前陸續完成商轉，與示範案共將設置約 5.7 

GW。 

˙ 第三階段：政府主導區塊開發，帶動產業發展：規劃 2026-2035 年，累

計釋出至少 15 GW，預計每年規模為 1.5GW。領海內未開發之離岸風場

進行整體區塊劃設，並推動本土供應鏈全面產業化，包括：風力機關鍵

零組件(如機艙組裝、發電機、變壓器、配電盤、功率 轉換系統、葉片

等)、塔架、水下基礎、海纜、海事工程船舶製造等之完善離岸風電產業

供應體系，進而搶攻亞太市場。 

二、我國電力市場機制現況與未來發展方向 

台灣電力市場改革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為 2017 年電業法修法，改革目標

為「綠電先行」、「廠網分工」、「建立電力批發市場」。第二階改革將視第一階段

實施情況，啟動修法，屆時將全面開放發電業及售電業競爭。關於電力批發市場

的建立，考量電力交易平台之競價模式屬國內首創，在電力交易平台全面運作前

應先確認平台機制設計及運作之可行性與穩定性；同時為因應再生能源發展，需

促進輔助服務來源之多樣化，以維持電力系統之穩定。因此，電力交易平台的實

施也將分兩階段，第一階段為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第二階段為全面運作之

電力交易平台，待第一階段實施檢討後再予以評估是否擴大推動至日前電能市場、

日內電能市場或其他範疇。未來隨著國家能源政策邁向碳中和的目標，電力市場

的設計也將朝向如何脫碳的方向思考。本小節將就電力批發市場之功能為出發，

說明開設這些市場之目的及應具備之功能，接著說明電力交易平台完整架構及第

一階段推動之交易平台的運作機制，小結於目前推動之交易平台邁向去碳化電力

市場發展路徑。 

(一)電力批發市場之功能 

1. 電力批發市場之功能 

世界各國電業自由化政策即是透過電力產業的重組與一系列鬆綁和再管制

來引進更具競爭性的批發與零售市場，以取代原有寡占或壟斷的市場型態，而其

中又以如何建構競爭性的電力批發市場至為關鍵，其為電業自由化改革成功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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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條件與基石。建立電力市場的前提條件是電力可以像商品一樣交易，然而與其

他普通商品相比，電力具有明顯特性上的差異，而這種特性上的差異在對於電力

市場的組織架構與規則設計上，有著巨大的影響。為此，針對電力市場的特殊需

求，設計了三種主要商品類型，如圖 4.2 所示，包括電能、輔助服務及容量三類，

三項商品中主要靠電能滿足負載需求，電網的安全穩定運行主要交給輔助服務；

容量商品則主要用來吸引發電投資，以確保長期供電容量的充裕性。 

 
資料來源：台灣綜合研究院繪製。 

圖 4.2、批發市場交易商品 

批發市場依各國電力市場發展背景的不同，演進出不同的批發市場設計，不

過其中多還是以北美與歐洲的設計作為主要效法學習的對象，基本上各國批發市

場皆依離實際調度前發生時點的遠近，區分為遠期與現貨市場，如圖 4.3 所示。

而與遠期市場相比，現貨市場更容易受電力交易特性的影響，為了讓系統操作者

能有效率的動員電力系統中的所有資源來達成電力短期的平衡與安全，現貨市場

通常會採取時序上的演替接續設計，區分為日前、日內與即時市場。 

現貨市場可以立即提交的商品貯存數量有限，需求的突增或生產的突減將會

使交易價格遽增。遠期市場的存在則為交易雙方提供了一個控制價格風險的工具，

透過簽訂長期合約的方式讓電價與電量維持在一固定波動範圍，以降低投資風險。

遠期市場依據交易的時間跨度可分為中期市場與長期市場，中期市場的時間跨度

約為實際調度的前一週到 3 年左右，且為電力生產與消費的主要市場，在目前多

數已成熟的電力市場中，大部分的電能交易發生在現貨市場之前，僅少部分（約

小於總需求量 10%以下）於日前與日內市場交易。 

長期市場交易的時間跨度則通常包括 3 年期以上至 25 年左右，由於長期市

場多半是用來導引電廠投資，因此其市場通常分為兩種，一為容量市場，另一個

則為預定價格購電的長期合約。容量市場通常是系統操作者為維持市場容量充裕

所使用的機制，市場開啟的時間可能是提交期的 3-4 年前；長期購電合約則多以

躉購的方式進行，期間約 10-25 年不等，以雙邊交易或透過政府的拍賣競價簽訂，

多半發生在各國電業自由化的初期，而在成熟的批發市場中，此類合約佔比較低，

大都集中在再生能源的收購上。 

雖然多數交易量係發生在遠期市場，但由於遠期市場所簽訂之契約量通常與

實際的發用電量有一定的差距，對於電力系統的即時供需平衡，必須要由現貨市

場來處理，現貨市場之定義係指商品的採購到交付過程在 24 小時內完成。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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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各國再生能源占比的日益遽增，電力系統在調度前最後幾小時內之調節能

力就愈顯重要，不僅要考慮到負載端的變動，更要考慮到再生能源電力產出的隨

機變異性，因此愈發突顯建立現貨市場的必要性。 

 

資料來源：台灣綜合研究院繪製。 

圖 4.3、遠期市場與現貨市場 

2. 電力批發市場規劃 

台電公司已於 2019 年基於我國電業環境的考量及前瞻未來電力系統變化情

況，提出電力批發市場發展規劃。電力交易平台成立的初期，先朝簡單化、集中

化、低風險之目標設計台灣電力市場架構。考量我國獨特的電業環境，以及相關

法規及政策的要求，提出滿足我國《電業法》之電力交易平台之必要功能，包括

容量充裕性、提高輔助服務運用彈性、促進需量反應與儲能發展、精進調度排程。

而配合法規要求，同時也完成第一階段實施之電力交易平台市場規則設計。以下

分別說明全面運作之電力交易平台 (第二階段實施)高層次設計整體規劃及第一

階段實施電力交易平台市場規劃架構。 

(1) 電力交易平台整體規劃 

電力批發市場建置之目的係為滿足電力供應的需求。藉由遠期及現貨市場之

交易來滿足調度日電力供需的平衡。借鑒國外建置經驗及我國法規要求下，全面

運作之電力交易平台高層次設計擬透過 3 個市場及 1 個程序達成目標，如圖 4.4

所示，包括為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預備之容量市場、日前市場、小時前調整程序，

與即時市場；調度日前之日前市場，其參與日前市場之所有資源，包括發電業與

需量反應等，皆必須至日前市場報價，日前市場結束交易後，依交易結果產出隔

一日之調度排程，這些交易結果將會匯入結算系統內，進行預結算；調度日當天

依供需調度調整，視當天之負載及再生能源發電預測，針對日前市場之排程結果

進行小時前調整程序，此階段將產出每小時的新排程，所有調整的結果將會匯入

結算系統；即時市場係為即時調度時，些微之供需差異量所需要的市場，參與者

針對電能進行報價並採經濟調度，得標者於即時調度時提供電能，所有的結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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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結算系統進行結算。完成調度後，安裝在發電機或負載之表計數據將匯入結

算系統，與前述之排程結果進行比較及結算。以下說明各市場之功能： 

A. 容量市場：容量市場將落實容量充裕性之管理，適時將相關資訊回報電

業管制機關。容量市場得標之資源，必須在達成年投入日前市場或即時

市場。 

B. 日前市場：滿足負載預測之日前交易，商品包括電能與輔助服務。另外，

在容量市場與日前市場間，允許電業間透過遠期市場簽訂雙邊合約交易

相關排程必須在日前市場前遞交交易平台。 

C. 小時前調整程序：在調度日當天，建立小時前調整程序(非市場)，滿足

調度日每小時前負載預測，依機組狀況重新調整機組排程。 

D. 即時市場：每 1 小時前，建立即時市場，滿足即時調度需求，維持系統

供電穩定。上述容量市場、日前市場、日內市場需建置結算系統。 

 
資料來源：蔡金助、吳進忠、賴靜仙、吳霽庭、吳爵丞，我國電力交易平台預擬架構之研究，

台電工程月刊 864 期，71-91。 

圖 4.4、我國電力交易平台預擬之高層次設計 

(2) 第一階段實施之電力交易平台 

第一階段實施之電力交易平台提取全面運作之電力交易平台中之日前輔助

服務市場及容量市場作為營運的項目。交易平台之市場架構如圖 4.5 所示，分為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及備用容量市場兩部分，可參與市場的資源包括發電機組、儲

能設備、需量反應及自用發電設備。這些資源必須透過合格交易者身分進入市場

進行交易，這種交易方式類似證券交易之交易所與券商的運行模式。較小型的資

源，不一定要自己成為合格交易者，可透過代操作的方式尋找信賴的合格交易者，

每日完成投標、監控資源與結算等業務，更有效率整合小型資源，而合格交易者

也會成為電力產業中一個新的角色及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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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交易平台第一階段實施中，負責營運市場的單位係輸配電業，依法規要

求台電公司將成立電力交易單位。除了營運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外，當備用供電容

量義務者向主管機關請求購買備用供電容量時，主管機關會將責成輸配電業購買，

此時將開啟容量市場的交易。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21.04.19)，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行平台第三次公開說明會簡報。 

圖 4.5、第一階段電力交易平台市場架構 

(二)第一階段電力交易平台市場簡介 

1.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簡介 

(1) 合格交易者制度 

電力交易平台透過合格交易者制度，以自有電力資源或代理電力資源參與市

場，除了可維持交易專業性，也降低民間資源進入門檻，更有利於整合小型資源，

合格交易制度架構則如圖 4.6 所示。有志進入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的業者，可向台

電公司申請註冊登記成為合格交易者，始得參與交易平台交易。合格交易者依據

參與模式的不同，分為自有資源或代理資源兩種模式，最低參與容量為 1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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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20.11.11)，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行平台第二次公開說明會簡報。 

圖 4.6、合格交易者制度 

(2) 商品規格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規劃之交易商品依功能分為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

及補充備轉容量，各項商品及其技術規格如圖 4.7 所示。調頻備轉容量主要用於

修正電力系統頻率偏差，或用以減緩系統頻率的變動幅度。提供調頻備轉服務的

交易資源，在得標時段據此自動響應提供服務，反應時間依商品規格要求而定。

即時備轉及補充備轉則為於電力系統發生事故或短期電能不平衡時，提供電能補

充之商品。提供即時備轉或補充備轉的交易資源，於得標時段處於待命狀態，當

接獲調度指令時，則須在指定反應時間內，提供電能輸出以協助系統恢復穩定。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21.04.19)，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行平台第三次公開說明會簡報。 

圖 4.7、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交易商品 

(3) 市場運作程序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的具體運作時間如圖 4.8 所示，我們以調度日當天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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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前後之作業日期。調度日當天，也就是實際履行輔助服務義務的那一天，稱

為調度日，或 D-day。調度日的前一天稱為日前(D-1)。日前市場意思是市場在調

度日的前一天開啟，調度日之前的 7 天(D-7)或 30 天(D-30)，在調度日前 30 天至

日前，是合格交易者可以開始對某一調度日上傳報價資料的時間。調度日後的 7

天將開始結算的作業。另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已經在日前市場得標的資源，在

調度日當天，須要每小時都確認交易資源的使用狀態，如無法履行義務，則須在

市場管理系統裡更新資源狀態。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21.04.19)，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行平台第三次公開說明會簡報。 

圖 4.8、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具體運作時間表 

2. 備用容量市場 

(1) 合格交易者制度 

依據《電力交易平台設置規則》之規定，備用容量市場供給者之資格限制分

成四大類，如圖 4.5 所示，第一類本身擁有既有機組和新建機組者，可以透過發

電業的模式參與；第二類為有權收益或利用之發電機組容量及需量反應者，也就

是已經跟發電業簽署過容量契約的售電業者，可以透過售電業的模式參與；第三

類係需量反應提供者；第四類為經過電業管制機關認可的備用容量來源，例如儲

能設備，也可以具有參與資格。 

在賣方參與流程方面如圖 4.9 所示，首先，交易平台成員必須通過註冊登記

程序，才能成為備用容量市場之合格交易者，即市場賣方。註冊登記程序包含六

個部分，交易平台成員必須提交專業人員資格、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財務能

力證明、資源清單、資源運轉特性資訊，以及交易平台依據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

法所要求的其他必要文件，帶文件審查通過後，且交易平台成員繳交系統使用費

後，即可成為合格交易者。合格交易者可以自由地進入交易撮合專區、刊登供給

資訊以及參與交易撮合。為了簡化交易平台成員參與備用容量市場的註冊登記程

序，若該成員同時申請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且其應提交的證明文件為相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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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允許併同辦理。法規上之要求，賣方僅能為自有資源合格交易者。 

在買方參與流程方面如圖 4.10 所示，首先，參與交易平台的需求者必須符合

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中所規定的「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因此，申請者

必須要提交其為容量義務者的相關證明文件，並繳交系統使用費，即可成為市場

買方，進入交易撮合專區、刊登需求資訊及參與交易撮合。買方不須成為合格交

易者，但仍須向平台註冊登記。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21.04.07)，備用容量市場媒合機制。 

圖 4.9、賣方參與流程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21.04.07)，備用容量市場媒合機制。 

圖 4.10、買方參與流程 

(2) 市場運作程序及交易方式 

交易撮合專區的開設時程主要分成三個重要的期間如圖 4.11 所示，首先為交

易撮合期間，交易撮合期間指的是電力交易單位作為媒介，提供容量需求者及容

量供給者進行交易撮合的期間，原則上開設於每年四月到六月，開設後會有數次

的交易撮合，而交易撮合的次數會依照每次交易撮合後的備用供電容量剩餘需求

量而定，若交易撮合期間已經結束，或已無備用供電容量交易需求時，則交易撮

合期間就會自然地中止。其次，交易撮合期間之前存在一個「資訊閉鎖期間」，

其目的是讓電力交易單位在交易撮合期間前，確認容量義務者及容量供給者之供

需資訊，該時間為交易撮合期間開始前十日至交易撮合期間結束為止，在此過程

中，無論是供給者或需求者皆不可變更所刊登之需求及供給資訊。第三個重要的

期間是自由刊登期間，除了資訊閉鎖期間以外，其他的時間都是自由刊登期間，

容量義務者及容量供給者可以在該期間自由地進行刊登、媒合並訂定雙邊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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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20.11.11)，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行平台第二次公開說明會簡報。 

圖 4.11、備用容量市場運作時間表 

(三)台灣短中長期電力市場發展目標規劃 

台灣電力市場之發展規劃如圖 4.12 所示，可分為短、中、長期，各階段發展

目標如下說明： 

短期： 

在此將設置電力交易平台開啟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輸配電業將透過日

前輔助服務市場採購多樣化輔助服務資源來維持系統可靠度。而輔助服務市場商

品規格之設計係考量再生能源電能併網之情境訂定，商品種類也會隨電力系統資

源變化調整，以滿足即時調度需要。同時，也提供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購買義務

容量之平台。 

中期： 

在中期的發展中，開放電能不平衡市場及增加電網彈性，意即希望系統中具

有較多升/降載快速之資源。這類的商品可透過電能市場的建立進行交易。而在預

測及實際發電量差異之不平衡電能，需要有即時電能價格來補償提供不平衡電能

之參與者。因此，電能市場的設計將包含日前與即時市場，屆時台灣電力批發市

場之機制將趨於完善。 

長期： 

當市場交易機制及相關技術日漸成熟後，就是要設定邁向淨零排放的目標並

規劃如何達成。在電力市場長期發展的規劃中，將配合國家碳中和目標，未來市

場設計將將引入更多低排放或零排放的資源。透過市場機制，創造低碳資源新商

機，並逐步淘汰高排放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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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綜院 

圖 4.12、台灣電力市場發展目標 

三、能源大用戶之綠電條款及節能規範 

(一)我國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 

政府為鼓勵再生能源發展推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政策，於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啟用「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

就規範對象面而言，此辦法規範「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即指與公用售電業簽訂

用電契約，其契約容量(指電力用戶與公用售電業依其公告之電價表，簽訂用電

契約之經常契約容量)達 5,000kW 以上之電力用戶。 

於規範義務面而言，再生能源義務用戶之義務裝置容量以該用戶前一年度平

均契約容量之 10%計算之。且自行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者，其所產生之電力，

須由再生能源義務用戶或其所屬同一法人之其他電力用戶自行使用。 

而在規範執行作法方面，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可自行或提供場所設置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或儲能設備，亦可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另外規範具有緩衝期及提

早達成獎勵，給予緩衝期可於五年內完成義務裝置能量，提早於三年內完成義務

履行者，可扣減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義務裝置容量之 20%，於四年內完成義務履行

者，可扣減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義務裝置容量之 10%。 

另由目前施行管理辦法第六條中所提出的四種再生能源履行義務方案，即(1)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即以裝置容量計算之、(2)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即

年度購買額度以義務裝置容量乘以選購再生能源類別之每瓩年售電量、(3)設置儲

能設備，即設置容量以義務裝置容量乘以最小供電時數二小時計算之，及(4)繳納

代金。詳述各別可能的助力、阻力、投入成本及節電效果各面向比較如下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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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裝設再生能源設備方案各面向比較 

裝設再生能源設備方案 

 設置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 

購買再生能源

電力及憑證 

設置儲能設備 繳納代金 

助力 

1.降低電費支出 

2.可取得綠電憑證 

3.可列固定資產折

舊 

1.不須設置設備 

2.市場競價機制 

1.電力自由調配運

用 

2.可做為緊急備援

用電 

3.可列固定資產折

舊 

1.不須設置設備 

阻力 

1.初期須負擔建置

成本 

2.須有足夠設置空

間 

1.價格隨市場波動

變動 

2.須每年購買 

 

1. 初期須負擔建

置成本 

2.高建置成本 

 

1.總成本為方案中

最高 

2.須每年繳納 

 

投入

成本 

最低  

可發電自用 

次低  

成本依市場機制 

較高 

有調節電力效果 

最高 

無其他效益 

節電

效果 

自發自用，節省用

電支出 

無節電或節費效果 具調節離、尖峰用

電,，可降低尖峰用

電支出 

無節電或節費效果 

(二)我國能源用戶節能規範 

我國能源大用戶節能規範為契約用電容量超過 800kW 之法人及自然人於

2015 年至 2024 年平均年節電率應達 1%以上，能源大用戶應於每年 1 月 31 日前，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前一年度節電措施執行情形、年度節電量、年度節電率及平

均年節電率，未達 1%且無正當理由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就該能源用戶所報執行

計畫，不予核定。 

在產業用戶節能規範中，指定能源用戶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方面，針對觀

光旅館等 20 類服務業能源用戶使用能源設備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冷氣不外洩：指使用空調設備供應冷氣，須設置防止室內冷氣外洩或室外

熱氣滲入之設施，如手動門、自動門（機械或電動）、旋轉門或空氣簾、

窗戶等，達成減少室內冷氣或室外熱氣，經由所使用之建築鄰接外氣之立

面開口部洩漏或滲入。 

2. 禁用鹵素燈泡及白熾燈泡：指不得使用鹵素燈泡及額定消耗功率在 25 瓦

特以上之白熾燈泡做為一般照明用途。 

3. 室內冷氣溫度限值：指供公眾出入之營業場所，室內冷氣溫度平均值不得

低於攝氏 26 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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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室外溫度低於攝氏 26 度。 

(2) 室外相對濕度高於 85%。 

(3) 餐館，或其他能源用戶附設之餐廳或美食街，於 7 時至 9 時、11 時

至 14 時及 18 時至 21 時之時段。 

(4) 能源用戶提供運動、健身、舞蹈、表演或沐浴之活動場所，於該場

所從事該等活動期間。 

(5) 觀光旅館或一般旅館之客房於旅客入住期間。 

另外針對電子業等 6 類製造業能源用戶使用能源設備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1. 水泥業：自 2015 年 1 月 1 起生熟料系統、旋窯系統、水泥磨系統之單

位產品耗能標準應符合規定之能源效率指標值。 

2. 鋼鐵業：能源用戶使用連續式加熱爐，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應符合

含氧體積濃度年平均值及最末熱回收裝置出口溫度年平均值上限；連續

式加熱爐如有共燒情況，其爐氣含氧體積濃度，須符合熱值總量較高燃

料之爐氣含氧體積濃度規定。 

3. 造紙業：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裱面紙板、瓦楞芯紙、包裝紙、道林

紙、衛生紙單位產品耗能標準應符合造紙設備使用能源效率上限值規

定。 

4. 石化業：加熱爐、裂解爐或熱媒鍋爐，自 2015 年 7 月 1 日應符合含氧

體積濃度及煙氣出口溫度年平均值上限規定。 

5. 電子業：使用冰水機群組、風機、吸附式乾燥機及壓縮空氣系統，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冰水機、風機、吸附式乾燥機及其機組負載調控等合理化操作規範，

並符合冰水機之蒸發器冰水與冷凝器冷卻水出水、回水溫差規定值

規定。 

(2) 單一廠區內設有三台以上空壓機，且總功率達 150hp 以上之經常運

轉空壓機者，須實施壓縮空氣系統負載調控。 

6. 紡織業：使用冰水機群組及熱媒鍋爐，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冰水機

系統內設有三台以上，且總容量達 180RT 以上之經常運轉冰水機者，

須實施負載調控。蒸發器冰水出水、回水溫差及冷凝器冷卻水出水、回

水溫差之月平均值，應符合冰水機之蒸發器冰水與冷凝器冷卻水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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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水溫差規定值，熱媒鍋爐煙氣須符合含氧體積濃度年平均值及煙氣出

口溫度年平均值上限規定。 

四、本章小結 

在 2017 年電業法修正以「綠電先行」為原則下，近幾年電力市場主要的發

展主軸為再生能源的直轉供交易，特別是在 2019 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後賦

予的用電大戶義務，以及近期的國際減碳趨勢下，企業購買綠電的需求更趨強烈。

目前雖然因綠電來源以及部分綠電價格偏高限制了綠電交易的成長，惟在可預見

的未來中，再生能源直轉供交易將快速的蓬勃發展。 

而再生能源的設置推動仍為近年政府主要的能源政策方向，在經歷了過去幾

年推動過程中的碰撞，政府對於再生能源推動策略上也在逐漸的調整，特別是環

境檢核實踐了再生能源與環境生態的共存共榮，也減緩了能源發展與環境的衝突；

隨著區塊開發規模的逐漸擴大，離岸風電則將逐漸取代太陽光電，成為未來再生

能源最主要的發電來源，在特定時段風光互補的特性下，亦有利於整體電力系統

的穩定。惟再生能源發電間歇性與變動性一定是未來必須正視的問題，政府及企

業的相關配套機制仍應及早規劃。 

電力批發市場的建置可帶動整個電力產業的發展，提供投資人明確的價格訊

號以促進投資，而其商品規格設計必須滿足維持電力系統可靠度的要求。台灣電

業法已規定由輸配電業在廠網分工後，成立公開透明之電力交易平台，開啟了台

灣電力批發市場設置的大門。電力市場的設計必須符合未來能源政策目標，邁向

2025 年 20%再生能源使用，及電力需求的增加，電力調度的工作除了滿足系統尖

峰載之外，也須面對當太陽下山後之夜間的次尖峰，因此，電網必須具有足夠的

「彈性」來因應這些課題。在更長遠的未來，市場機制將配合碳中和目標進行改

革。 

另一方面，政府於「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管理辦法」細則中，對於設置義務量除了給予五年緩衝期之外，另提供義務裝置

優惠折扣，若提早 2 年完成設置之企業可額外享有設置義務量 20%折扣的優惠。

對於契約容量超過 5,000kW 之能源大用戶，應儘早諮詢專業優良廠商提供義務設

置量建議與分析，進一步瞭解規劃未來義務量建置成本及進行投資設置所需，以

達到風險控管效果。 

此外，隨著各國能源產業創新升級，以及電業自由化及相關模式的推動、雲

端運算與區塊鏈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分散式能源產業形態及業務模式已呈現出

新趨勢，產業鏈也逐步向上下游延伸，業務則向多元化的方向拓展。創新能源產

業即是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透過整合各種綠色低碳能源技術，藉以創新技術及

可行之商業模式的新興產業。其充份的將節能、創能、儲能、用能等透過系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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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方式，創造出新的商業模式，帶領能源產業從過去單向供需的關係，進而轉變

為雙向或多向的供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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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電力市場改革對企業之影響、因應與商機 

典型高科技業可分為半導體業、面板業、光電業、生物科技業與精密機械等

產業，於園區內的高科技業之能源大用戶（定義為契約容量 5000 瓩以上企業大

戶）為半導體製造業與面板廠製造業兩大族群，根據工研院 IEKCQM 預測團隊

表示，2020 年為半導體一枝獨秀維持正成長，其為台灣帶來產值可達新台幣 2.8

兆元規模，並維持 4.0%~5.7%正成長，顯示半導體製造業對台灣產值貢獻的重要

性，所以對於電力供應品質與可靠度，需要有更嚴謹的供應標準。在台灣電力系

統推動提高再生能源占比等等能源轉型工作的同時，如何降低過程中供電品質不

穩及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對高科技業等產業帶來的挑戰，為本章所探討之重點。

也由於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範能源大用戶須在 5年內獲得契約容量 10%的再生能

源的履行義務刺激下，因此促進再生能源設備製造業、儲能裝置製造業與購買再

生能源憑證之行業的興起，而擁有著龐大商機，也在本章第三節就相關商機進行

探討。 

一、高科技業確保電力供應品質之因應作法 

台灣電力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公司)配合政府推動新的能源政策及能源轉型工

作，過程當中可能遭遇供電品質不穩的挑戰，企業相對地面對限電與停電的風險

將因而增加。而高科技業因先進工藝持續往前推進，對電力品質之要求也持續提

升，進而導致高科技業的供電品質受到更嚴厲之挑戰。 

為協助企業尤其是高科技業解決供電不穩的問題，本節先從高科技業對電力

供應品質的要求談起，再分別探討高科技業因應電力品質不穩的可行作為以及高

科技業因應電力可靠度不足的可行作為，並找出改善供電品質與可靠度之方式，

以尋求製程機台不會因為供電品質與供電可靠度不佳而造成重大之影響。 

(ㄧ)高科技業對電力品質的要求 

近年來，高科技產業的製程設備與程序控制器對電力需求的敏感度越來越高，

故需要較好的電力品質，以維持製程設備的正常運轉。在高科技業產業的製程設

備中，受電壓驟降的影響最大。依據 SEMI F47 電力供應品質規範，SEMI F47 針

對半導體製程相關設備，制定了對於供電系統電壓瞬降應變能力之規範，電壓瞬

降通常是指：負載端電壓值降到額定電壓值的 90%以下，並持續 0.5~60 cycles，

在對於電力供應品質要求甚高的晶圓相關產業，一旦發生電壓瞬降，不僅敏感的

微電腦自動控制設備造成不可預期的傷害，也會使得製程中斷，而產生極大的損

失，為了能保護敏感的設備能夠免於電壓瞬降的危害，對電力供應之可靠度與電

源品質有較嚴格的要求，如圖 5.1 所示，SEMI F47 可分為 A 類、B 類、C 類與 D

類之壓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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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電滿足高科技業電力品質的可行作為 

台電於 2000~2021 年電力故障事故共 178 件，分析結果如圖 5.2，從 5.2 左圖

發現，Ａ類壓降 47 件占 26%、B 類壓降 88 件占 50%，而 C 類壓降 43 件占 24%，；

從 5.2 右圖發現，雷擊事故 31%、外力因素 29%、設備故障 18%、線路故障 9%。

其中 B\C 類壓降發生原因與外力因數\設備故障\線路故障這三個原因相關，共計

131 件占 74%，有些高階製程的機台已經不能承受 A 類壓降，所以建議台電分階

段進行電力事故防禦改善以提高電力品質，讓電力品質能符合 SEMI F47 規範，

不僅第一階段改善 B/C/D 之壓降外，接下來也要更精進供電品質讓 A 壓降次數有

感地降低，讓高科技產業先進工廠安心生產，避免因壓降造成生產損失。 

 
資料來源：SEMI F47 規範 

圖 5.1、SEMI F47 Specification 

 
圖 5.2、供電端之電力事故分析結果 

 

1.A 類 壓降幅度 <= 10%，或壓降持續時間 < 0.05秒﹙60Hz的三週波﹚的壓降事件。

2.B 類 壓降幅度>=10%、但在 SEMI F47曲線以上，而壓降持續時間長於0.05秒的壓降事件。

3.C 類 壓降幅度在 SEMI F47曲線以下，而壓降持續時間落於0.05秒到1.0秒之間的壓降事件。

4.D 類 壓降幅度 >= 20%，而壓降持續時間長於1.0秒的壓降事件。

tsmc南科電壓驟降品質監測統計結果
監測期間自2021年0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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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科技業因應電力品質不穩的可行作為 

高科技業面對台電短時間內無法全面性改善與提升供電品質情況下，必須安

裝儲能設備以克服壓降帶來之衝擊，並且將生產損失降至最低。對於長期處於高

壓降率之情況下，高科技產業工廠可努力之改善對策，如大範圍安裝不斷電系統

（UPS）、DC Bank 與超級電容等設施，對於那些負載需安裝那種儲能元件，說明

如表 5.1 所示，例如製程機台需安裝 UPS 來抗壓降，廠務重要轉動設備需安裝

DC Bank 來抗壓降，最後一項是超級電容則安裝於只需要抗短暫(例如 1 秒長度)

的壓降之負載。以下分三個部分來探討其應用時機與準則。 

1. 不斷電系統(UPS)應用時機與準則探討 

UPS 的應用時機，是當電力系統遇到壓降時，能夠使 UPS 下游之製程機台

不受壓降影響又能正常運作，其應用準則依重點機台之停電對生產線衝擊程度區

分為不同等級，等級最高的需要整台機台 UPS 供電，等級第二高的機台的內部重

要元件由 UPS 供電，最後一個等級機台只由 UPS 提供電力給機台控制迴路。 

2. DC Bank 應用時機與準則探討 

DC Bank 是一種搭配電池儲能直流電源設計的電力備援技術，它能搭配已使

用變頻器的轉動設備如馬達等應用，以因應當電力系統遇到壓降時，使該轉動設

備能正常運轉不受電力壓降影響。 

因為 DC Bank 是直流電源，能直接與變頻器的 DC BUS 結合，充分利用變頻

器既有的交直流轉換功能，當電力系統遇到壓降時，DC Bank 能即時偵測到並立

即釋放電力給變頻器，補足因電力系統壓降而喪失的能源，使變頻器的負載能繼

續正常工作。 

DC Bank 因為少了交直流轉換功能設計，比起 UPS 架構更簡單，讓它具有價

格優勢，而普遍為許多大型高能耗且具變頻器的轉動設備所採用。 

3. 超級電容之儲能元件應用時機與準則探討 

超級電容之儲能元件應用時機，是為了因應當電力系統遇到 1秒內的壓降時，

能夠使機台不受壓降影響又能正常運作。 

表 5.1、提升抗壓降品質的儲能設備選用機制表 

 

負載類別 選用的儲能元件 選用原因

製程機台 UPS
1.高電力品質需求

2.定頻控制負載

廠務重要之轉動設備 DC Bank 高轉動精度控制的負載需安裝 VFD+DC Bank

只需補償短暫壓降之負載 超級電容

1.輸出容量低只需補償短暫壓降

2.免保養

3.低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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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科技業因應電力可靠度不足的可行作為 

現今台灣電力公司供電型態已隨著再生能源的併入而導致尖峰用電時段的

位移轉變成為所謂的「鴨子曲線」（Duck curve）如圖 5.3 所示，用電尖峰時段以

從中午的時段轉變到傍晚的時段，由於新用電尖峰時段之供電量吃緊的問題導致

工廠的用電可靠度受到嚴厲之挑戰，所以廠商必須改善緊急電力(急電)備援管理

計畫來符合現今台電的不穩定供電型態。 

 
資料來源：布拉特集團 

圖 5.3、台電供電型態鴨子曲線圖 

1. 台電備轉容量率燈號警訊意義 

高科技業工廠內部啟動急電備援的時機，是要參考台電每日預估備轉容量率

如圖 5.4 所示，若當日預估備轉容量率小於 6%(亮橘燈:供電警戒區)時，將啟動急

電備援計畫來因應台電的供電不足之狀況；以超大型工廠為例，工廠中每一個

pahse 會依限電分類投入不同的發電量來因應。 

尖 1 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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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台電每日預估尖峰備轉容量率 

2. 高科技業急電備援管理計畫 

高科技業工廠之急電管理備援管理計畫可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為急電備援

計畫、第二為發電機定期保養計畫，第三為全黑時發電機緊急啟動演練計畫，如

下敘述。 

(1) 急電備援計畫 

急電備援計畫可分為急電備援容量的規劃、急電備援啟動時機與急電備援量

之分配管理等三項。首先急電備援容量的規劃方面，其急電備援首要以生命、安

全、環保相關之負載為供應負載，如今台電因能源轉型過程帶來的供電可靠度與

供電品質之挑戰，已影響生產機台之用電，所以建議相關計畫再增加急電備援容

量，來因應此危機。 

(2) 發電機定期保養計畫 

發電機定期保養計畫分兩項，第一項預防保養可分雙週保養、季保養與年保

養。其保養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確保停電時發電機能夠百分百投入電力，而不會因

故障無法投入，這就是所謂的「養兵千日，用於一時」；第二項預知保養為進行

預防保養時發現有問題元件需要立即更換，所以廠商也需要有一個完善的發電機

備品管理系統，能無時無刻都不缺零件，如此完善發電機之定期保養計畫，可提

高急電備援可靠度的基石。 

(3) 全黑時發電機緊急啟動演練計畫 

「養兵千日，用於一時」，不僅備品需求不能缺，對於人員的緊急應變訓練

也非常重要，所以平時高科技廠也會分四季做演練，其演練流程如圖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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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電力系統故障時之演練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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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之影響與因應 

(一)政府實施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 

在行政院經濟部於 2020 年底公告「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自今(2021)年開始正

式實施，規範年度平均契約容量達 5,000kW 以上的用戶，須在 5 年緩衝期內完成

設置契約容量 10%的再生能源之義務。為協助能源大用戶彈性履行義務，業者共

有 4 種履行作法，分別為設置一定裝置容量的再生能源設備、設置儲能裝置、購

買再生能源憑證、以及繳交形同罰款的代金，且每 2 年檢討一次。 

此外，若能源大用戶在全台灣北、中、南不同地點設置的綠電設備，皆採總

量管制來計算義務量。舉例來說，一家製造業用電戶，可能在全台有多處生產廠

區，卻未必每座工廠都有足夠空間，能夠設置再生能源設備。因此可依條款規定

之「總量計算方式」，將所有廠區的用電量合併來計算義務量，只要如期設置綠

電設施達到法定標準，就算完成能源大用戶義務。且倘能源大用戶若在該條款上

路前就安裝既有的綠能發電設施，又在第三年提前達成義務裝置容量，就能將再

生能源設置量從原本 10%義務量折扣 40%，等於綠能僅須達到 6%義務量即可。 

在不考慮既設扣減獎勵及方案混合履行的狀況下，四種義務履行方案之義務

容量及考慮早鳥條款之義務裝置容量如表 5.2 所示。倘若一能源大用戶 2020 年之

用電契約容量為 5,000 kW，則依照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第四條，該能源大用戶須

於 2025 年達成義務裝置容量為 500kW，即設置 500kW 自用再生能源設備、設置

1,000kWh 儲能設備或簽訂綠電購買協議，以太陽光電為例4，須購電量為 62.5 萬

度綠電加憑證或每年繳納代金 125 萬度，若以 2021 年 5 月能源局公告代金費率

訂為 4 元新台幣/度計，每年須繳納 6 百萬元新台幣。 

而考慮早鳥條款的情況下，該能源大用戶若得於 2023 年完成再生能源設備

建置，裝置容量可降為 400kW；若為儲能裝置則設置容量得降為 800kWh。倘於

2024 年完成再生能源設備建置，裝置容量可降為 450kW；若為儲能裝置則裝置

容量得降為 900kWh。 

  

                                                        
4依據 109年 12月 31日公告之「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之附

件「各再生能源類別之每瓩年售電量參數」，太陽光電每 kW年售電量參數為 1250(度/kW)，故 500kW(義

務裝置量)*1250(度/kW)=62.5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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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各綠電條款履行義務方案之義務容量 

履行再生能源 

義務方案 
義務容量計算公式 

義務容量換算 

以 5,000kW 用戶為例 

依條例 

5 年完成 

4 年完成

扣減

10% 

3 年完成

扣減

20% 

設置再生能源設備 義務容量=契約容量 X10% 500kW 450kW 400kW 

設置儲能裝置 
義務容量 X 2 小時(供電時

數) 

1,000 

kWh 
900 kWh 800 kWh 

每年購買綠電及憑

證 

義務容量 X 1,250 度 

(以太陽光電為例) 
62.5 萬度 - - 

每年繳納代金 義務容量 X 2,500 度 125 萬度 - - 

資料來源：自行估算。 

根據能源局統計，首波能源大用戶數量約 506個大戶電號，依條例扣除教育、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等例外行業後，約有 300 多家企業，以石化、半導體、

鋼鐵、電子等工業用戶居多，經濟部估計約可創造至少 1GW 的再生能源交易市

場；再加上跨國供應鏈重視環保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趨勢，大型企業如台積電、

鴻海紛紛宣布未來要達到碳中和，使得再生能源市場發展日趨蓬勃，然辦法上路

對企業必然造成直接或間接影響，企業在選擇履行方式時，仍應綜合比較各方案

效益，依自身需求妥善規劃再生能源建置及購買策略，因此本報告在此透過經濟

面、實務面等綜合比較分析能源大用戶條款之 4 種履行方式，希冀提供企業於選

擇及佈局履行方式時之因應思考。 

(二)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義務履行所增加成本 

承前段，本報告以台汽電綠能之售電經驗，就經濟面角度評估一家平日以日

間為主要用電時段之能源大用戶，其綠電義務容量為 500kW，在不考慮既設扣減

獎勵、早鳥獎勵及方案混合履行，亦不考慮建置空間與綠電市場供給之情境下，

各義務履行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提供企業在選擇義務履行方式時之參考，相關

評估參數假設如表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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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各綠電條款履行方案之評估參數假設 

方案類型 參數類型 參數設定 

設置綠電設備(PV)  

裝置容量 500kW  

每 kW 建置成本 40,000 元新台幣 

年運維費用 建置成本的 6%  

年發電度數 1,250 度/kW 

企業平均用電成本 2.7 元新台幣 

運轉年限 20 年 

設置儲能設備 

系統規格 500kW / 1MWh  

每 kW 建置成本 30,000 元新台幣 

年運維費用 建置成本的 2%  

充放電效率 85% 

企業用電成本 參考特高壓三段式時間電價 

年運轉天數 365 天 

運轉年限 8 年 

操作模式 離峰充電；尖峰放電 

購買太陽光電之綠電 

(含憑證) 

綠電價格(含憑證)  5 元新台幣/度 

年購電度數 1,250 度/kW 

企業平均用電成本 2.7 元新台幣 

繳納代金 代金費率 4 元新台幣/度 

資料來源：自行假設或估算。 

表 5.4 考量各綠電條款義務履行方案於生命週期之所有可能發生成本後，可

評估各方案之均化成本，其中以儲能設備均化成本最高、其次為購買綠電及憑證、

再次為繳納代金、設置太陽光電設備均化成本最低。 

各方案之均化效益中，設置綠電設備之效益主要為自發自用，節省向台電購

電支出，以台電特高壓三段式時間電價搭配太陽光電發電時段計算，平均一度用

電成本為 2.7 元，另外還可降低部分契約容量，此處暫不考慮。而設置儲能設備

之效益，主要來自節省尖峰時段之用電成本。購買綠電(含憑證)之效益，主要亦

為減少向台電購電支出。最後則為繳納代金，並無任何經濟面之效益。 

若以均化成本扣除均化效益評估各方案之均化淨成本可發現，在不考慮建置

面積需求及綠電供給是否充足的情況下，以平日日間為主要用電時段之企業，從

經濟面評估，最具經濟效益之方案為自行設置太陽光電設備、其次為購買綠電(含

憑證)、再次為自建儲能設備，繳納代金最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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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各綠電條款義務履行方案成本分析 

-以契約容量 500kW 之能源用戶為例 

方案 
均化成本 

(新台幣元/kWh)  

均化效益 

(新台幣元/kWh) 

均化淨成本 

(新台幣元/kWh) 

設置綠電設備 

(以太陽光電為例) 
3.73 2.70 1.03 

設置儲能設備 6.48 3.22 3.26 

購買太陽光電之

綠電(含憑證)  
5.00 2.70 2.30 

繳納代金 4.00 0.00 4.00 

資料來源：自行估算。 

(三)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義務履行因應策略 

然實際上能源大用戶在選擇綠電條款義務履行方案時，不僅針對經濟面評估，

仍需衡量 4 種義務履行方案之實務執行的優缺點，方能做出既符合企業形象、兼

顧自身利益及滿足法規義務之決策。 

各義務履行方案之優缺點彙整如表 5.5。以義務用戶的角度看來，自建太陽

光電方案，由於太陽光電發電均為尖峰電力，可以自發自用取代尖峰用電以及調

整契約容量，加上以財務觀點來看，設備投資成本亦可攤提，且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2021)指出，如企業以未分配盈餘進行再生能源發電或儲電設備的實質投

資且實際支出金額合計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者，還可享有免徵未分配盈餘稅的優惠。

然而以目前綠電市場平均售電價格及太陽光電(PV)躉購價格相比而言，選擇於廠

房建物屋頂或另覓合適土地裝置 PV 以供自發自用相對上反而成本高，且客觀條

件主要仍取決於是否具備案場土地權及與電網併接饋線等條件。 

設置儲能裝置方案的優點在於能夠透過儲存離峰電力轉移至尖峰使用，以節

省尖峰用電支出，還能作為廠區內重要生產設施之備用電源，既避免傳統備用發

電機組所產生之環境汙染，還能維持敏感設施所需之電力品質，且建置面積需求

相對再生能源設備較低，成本亦可攤提，若符合稅務資格還得免稅。惟儲能設備

建置成本相對較高，且企業亦需注意儲能設備維護，運轉期間之發（放）電功率

平均值須達 80%之裝置容量，並考慮儲能設備的安全防護對策，以防發生儲能裝

置起火情形，或是發生時如何控制災害範圍等。 

而在購買綠電及憑證方案方面，其實早在能源大用戶條款實施之前，國際間

包括我國，即有愈來愈多企業基於減少營運及產品碳足跡之需求，或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等動機，參與例如 RE100 全球再生能源倡議的行動，透過綠電投資自發自

用、購買再生能源憑證(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s, RECs)、簽訂綠電購售合約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PPA)等途徑，逐步達成其公開承諾在 2020 至 2050

年間達成 100%綠電使用目標。負擔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履行義務之用戶，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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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綠電，因不須建置規劃再生能源案場，省去案場開發及維護的風險，且能根

據自身用電負載情形選擇合適的綠電類別，惟綠電供給有限，加上再生能源本身

發電波動性，如何確保每年採購足額綠電量亦是一大挑戰。近期觀察到綠電市場

中，用電戶成本可接受的再生能源相當搶手，甚至有供不應求的情形。 

表 5.5、各綠電條款義務履行方案優缺點 

方案類型 優點 缺點 

設置再生能源設備 

1. 技術成熟 

2. 企業自用發電，減少用電支出 

3. 企業對於設備控制自主權高 

4. 設備投資成本可攤提或減稅 

5. 適用早鳥條款 

1. 自發自用，不可售電 

2. 企業需編列預算投資 

3. 需要足夠建置空間 

4. 需要足夠併網饋線容量 

5. 設備損耗及運維管理可能須另行

委託專業光電廠維持運作 

設置儲能裝置 

1. 建置期短 

2. 土地需求低 

3. 企業儲電自用，可降低契約容量 

4. 降低尖峰用電成本 

5. 可作為緊急備援用電 

6. 設備投資成本可攤提 

7. 適用早鳥條款 

1. 儲能設備建置成本相對較高 

2. 儲能設備技術及效能穩定度須自

行評估 

3. 以自用為主，無法參加輔助服務市

場 

每年購買綠電及憑

證 

1. 不須建置規劃 

2. 再生能源類別選擇多樣 

3. 取得成本依據市場機制訂定 

4. 降低自行開發案場與設備安裝風險 

1. 憑證供給有限 

2. 價格隨市場波動變動 

3. 每年需編列預算購買 

4. 再生能源發電量不穩定 

5. 投入成本高於自行設置電場 

每年繳納代金 

1. 不須建置規劃 

2. 降低電廠開發與政策不確定性 

3. 節省電廠營運管理成本 

4. 廠地未來處分較不設限 

1. 無助綠能發展 

2. 每年須編列代金繳納預算 

3. 企業營運成本增加 

4. 每度電費計價浮動調整 

資料來源：又澄環球開發(2021)；台達電(2020)，本研究整理。 

另若綜合經濟面、環境面、實作面等層面比較各綠電條款履行義務方案之效

益，又澄環球開發(2021)指出，當中應以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總體效益最高，

其次為購買綠電及憑證，效益最最差為繳納代金，詳細說明可參閱下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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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各綠電條款義務履行方案效益分析 

方案類別 設置再生能源設備 設置儲能裝置 
每年購買綠電

及憑證 
每年繳納代金 

經濟面分析 

(投入成本) 
最低 較高 次低 最高 

環境面分析 

達到發電自用減碳

效果，符合綠色供應

鏈要求，具企業形象

(CSR) 

可靈活調控尖、

離峰用電 

減碳與符合綠

色供應鏈要

求，具企業形

象(CSR) 

無減碳或環境

改善效果 

實作面分析 
核定設備 20 年內，

免除義務履行 

設備申報日起 8

年內，免除義務

履行 

每年須購買憑

證與綠電 

每年繳納足額

代金 

節電面分析 
自發自用，節省用電

支出 

具調節尖、離峰

用電，降低尖峰

用電支出及契約

容量 

減少灰電支出 
無節電或節費

效果 

總效益分析 最高 普通 高 差 

資料來源：又澄環球開發 (2021)，本研究整理。 

設置再生能源案場、設置儲能設備，以及購買綠電及憑證是企業能夠達成能

源大用戶綠電條款的三種較好選項，屆時 2025 年如果仍未完成的企業，將需要

依未達成的部分以繳納代金的方式補足。企業在因應能源大用戶條款時，應從企

業低碳轉型與 ESG 治理來全盤思考再生能源佈建或採購策略，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2021)亦提醒若有參加 RE100 等綠色協議，應同時考量 RE100 等國際組織

的要求，例如僅有採用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或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等兩種

方式，才可同時滿足 RE100 與能源大用戶條款之要求。加上依能源大用戶條款第

八條規定，義務戶須於 2022 年 3 月底前提出義務執行計畫書，因此建議企業應

盡早規劃。 

根據近期市場情況，較重視企業形象、CSR、永續經營或供應鏈要求之部份

企業，基於技術考量，會傾向以購買綠電及憑證方案為主，惟義務戶若選擇向發

電業或售電業者購電並簽訂企業購售電合約，應具體考量包括購電策略、合約期

間、購電費率計算方式、合約終止條件、損害賠償等契約因子，並透過適當合約

條件或擴大採購量來控制再生能源發電量供應不穩定之風險。若負擔能源大用戶

綠電條款履行之義務戶，基於擁有足夠資金預算、建置空間、併網饋線等條件，

擬透過建置再生能源案場、儲能設備或購買既有案場來滿足條款要求，則需掌握

相關流程、法規、必要條件及技術要求，包含興建、維運、維修、保固、資金等

條件，並確保諸如租賃契約、承攬契約條款得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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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力批發市場商品設計對供電可靠度之影響與商機 

電力批發市場商品的設計必須適切未來能源政策，才能滿足即時電力調度的

需求，提供穩定並可靠的電力。以台灣為例，必須確保電網供電的電壓及頻率隨

時保持在 110V 及 60Hz，以滿足供電可靠度。電力批發市場的建立也可以促進電

力產業的發展，透過具誘因之價格信號，吸引投資人參與，進一步活絡市場，增

加市場資源充裕度。本節重點在介紹我國電力交易平台商品規格與供電可靠度之

影響，及所帶動之產業商機。 

(一)電力交易平台商品規格設計與供電可靠度之影響 

1. 商品設計與供電可靠度 

(1) 先進國家經驗借鑑 

高再生能源占比之電力系統會面臨許多挑戰。首先是再生能源發電之變動性

與間歇性，將使發電預測難度遽增；其次，太陽能、風力發電不具轉動慣量，並

且無法即時調度升載，高再生能源占比意味著過去電力系統中可提供此二項功能

之傳統火力、水力發電機組之比例將減少，系統頻率將因此變得敏感。因此，在

未來高再生能源占比之發電結構下，維持系統頻率穩定將較往常更具挑戰，電力

系統中剩餘之可調度資源須更為敏捷，且更具調控彈性。 

臺灣之電力系統為一孤島型獨立系統，並未與相鄰電網併接，因此島內之電

力供需平衡及系統頻率維持，完全仰賴自有資源發電與調度規劃。國際上亦有類

似台灣之獨立型電力系統，如英國、愛爾蘭、德州。這三個電力系統之再生能源

發展目標皆高於台灣，且電力批發市場發展較為成熟，皆超過 10 年以上。在國

外的經驗中，調頻商品的設計是關乎再生能源發展的重要關鍵。這三個電力系統

在近年皆大幅調整了調頻商品的規格，如表 5.7 所示。雖然各電網對於目前調度

規範之規劃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的特點為納入動態調頻服務，此服務之操作特性

為不動帶(或稱彈性調整區間)窄，當達觸發頻率時，可在 2 秒內快速反應，且可

隨頻率偏移幅度依比例增減，如英國 EFR、愛爾蘭 FFRIR、德州 FRRS。此外，

三個電力系統未來發展趨勢之共通特點，為在電網中布署一項靜態頻率反應，其

特色是單向、快速啟動、觸發即 100%功率輸出，如英國 SC、愛爾蘭靜態 FFRIR

與德州 FFRTX。此三項靜態調頻服務之反應時間皆在 1 秒以內，甚至愛爾蘭最短

須至 0.15 秒、德州為 0.2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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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國外電力系統調頻服務規格現況及未來調整內容 

 
資料來源：吳國賓等(2020)，國際獨立型電力系統調頻備轉技術規範之現況與未來發展 

(2) 我國輔助服務商品規格調整 

前述之國外經驗中，輔助服務商品規格係隨電力系統需求滾動檢討。在我國

2025 年之再生能源年發電量預計占比達 20%情況下，執行即時電力調度之人員必

須擁有足夠的資源，以面對各樣的情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利」為

何？借鏡國外經驗可歸納出應設置動態及靜態調頻服務，二項調頻服務之功能和

目的不同，因此可在電力系統中同時並存，其貢獻既不互相牴觸，甚至可相互助

益。當系統出現小幅擾動時，可由動態調頻服務作動，即時回復系統頻率；在系

統出現明顯頻率偏移時，動態調頻服務可依比例大幅調整運轉功率，靜態調頻服

務可立即調整至滿載運轉功率，在第一時間抑制頻率偏移，使頻率變化趨為平坦，

再由輔助服務中之即時與補充備轉資源作動，將頻率恢復至正常值，以達電力系

統之平衡。 

有鑑於此，在交易平台的商品設計須要較過往有大幅度的調整，以超前部署

來因應大量再生能源併網的情境。如表 5.8 所示，在調頻備轉容量方面，新增 dReg

及 sReg 商品，前者為動態調頻，後者為靜態調頻，透過縮短反應速度，因應微

小頻率變化，並迅速將頻率拉回 60Hz。在即時及補充備轉容量方面，也縮短了

反應時間，可協助在第一時間內應付機組跳機、系統供需嚴重失衡等緊急事件，

並使系統頻率迅速回復至正常頻率運轉範圍內，同時也可因應電力系統負載突增、

供需預測誤差而衍生之系統供電容量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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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我國輔助服務商品規格調整比較 

商品別 

反應時間 持續時間 

舊規格 交易平台規格 舊規格 交易平台規格 

調頻 

備轉容量 
4 秒 (AGC) 

1 秒內(dReg) 

≦10 秒(sReg) 

4 秒 (AGC) 

15 分鐘以上 
追隨系統頻率 

進行上/下調頻 

即時 

備轉容量 
30 分鐘 ≦10 分鐘 1 小時以上 1 小時以上 

補充 

備轉容量 
60 分鐘 ≦30 分鐘 2 小時以上 2 小時以上 

註：dReg 及 sReg 須注意能力測試之 SOC 狀態及持續時間要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台電公司電價審議會資料、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行平台第三次

公開說明會簡報 

2. 我國電力交易平台商品之規格調整設計說明 

輔助服務容量係維持電力系統可靠度重要的工具，而各類輔助服務的技術要

求必須依照該電力系統需求設計，且隨系統需求滾動檢討。依我國現況至邁向

20%再生能源併入電力系統使用的情況，過去的輔助服務規格設計已無法滿足電

力系統的需求。因此，在交易平台商品規劃中，必須重新設計輔助服務的規格，

以滿足即時調度的需求，同時也期盼可引入更多民間資源依同參與維護電力系統

品質。底下將介紹前一小節所述電力交易平台新規劃之調頻備轉、即時備轉、補

充備轉等各項輔助服務商品，在重新規畫調整規格後之詳細說明。 

(1) 調頻備轉 

調頻備轉容量可再分為 dReg 及 sReg，這兩類商品適合儲能資源參與。提供

dReg 之交易資源，應具備主動偵測電力系統頻率並據以反應之能力，不須接受調

度中心調度指令。當系統頻率升(降)至指定頻率時，dReg 應於 1 秒鐘內達 100%

約定容量開始輸入(輸出)，以維持電力系統頻率穩定，其輸出/輸入之技術規格如

圖 5.7 所示。根據指定頻率的差異，又可細分為兩種規格，dReg0.5 及 dReg0.25，參

與 dReg0.5 者，須於電力系統頻率達 59.50Hz(或 60.50Hz)時進行 100%的電能輸出

(或輸入)；參與 dReg0.25 者，須於電力系統頻率達 59.75Hz(或 60.25Hz)時進行 100%

的電能輸出(或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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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20.11.11)，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行平台第二次公開說明會簡報。 

圖 5.7、dReg 追隨系統頻率變動輸出/輸入之功率曲線圖 

提供 sReg 之交易資源，同樣應具備主動偵測電力系統頻率並據以反應之能

力，不須接受調度中心調度指令。當系統頻率升(降)至指定頻率(即 59.88Hz)時，

sReg 應於 10 秒鐘內以 100%約定容量開始輸入，協助系統頻率快速回復至正常範

圍內，避免系統頻率持續向下降，其輸出/輸入之技術規格如圖 5.8 所示。提供 sReg

之交易資源，須持續輸出直到系統恢復至 59.98Hz，並待系統頻率恢復至 60Hz

以上後，始得開始進行充電。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20.11.11)，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行平台第二次公開說明會簡報。 

圖 5.8、sReg 追隨系統頻率變動輸出/輸入之功率曲線圖 

(2) 即時備轉 

即時備轉容量主要用途在於能在第一時間內應付機組跳機、系統供需嚴重失

衡等緊急事件，並使系統頻率迅速回復至正常頻率運轉範圍內。即時備轉容量平

常以安全性容量待命為主，而當事件發生時，資源應於調度指令下達後 10 分鐘

以內達 100%約定容量，並自調度指令下達後 10 分鐘起持續服務達 60 分鐘，60

分鐘後即可結束服務。即時備轉的時間-執行率曲線及技術規格，如圖 5.9 所示。

提供即時備轉之資源，若其完全反應時間為 5 分鐘內，台電公司將於結算時額外

提供效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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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21.04.19)，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行平台第三次公開說明會簡報。 

圖 5.9、即時備轉時間-執行率曲線圖 

(3) 補充備轉 

補充備轉容量則主要用以因應電力系統負載突增、供需預測誤差而衍生之系

統供電容量差異。在實際調度上將以經濟調度為考量，依參與者之電能報價排序，

決定補充系統所需之額外電能需求，並應於調度日當天接獲調度指令後，30 分鐘

以內達 100%約定容量，並開始提供至少持續 120 分鐘之服務。持續服務 120 分

鐘後，即可結束服務。目前暫不開放併網型儲能參與此項輔助服務。補充備轉的

時間-執行率曲線及技術規格，如圖 5.10 所示。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21.04.19)，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行平台第三次公開說明會簡報。 

圖 5.10、補充備轉時間-執行率曲線圖 

(二)試行平台所帶動之產業商機 

1. 各項商品價格訊號 

(1) 價格訊號說明 

關於電力交易平台各項交易商品之價格訊號如圖 5.11 所示，三項商品之容量

價上限分別為調頻備轉容量 600 元/MW-h
5、即時備轉容量 400 元/MW-h、補充備

轉容量 350 元/MW-h；而相較之下台電公司過去內部火力機組競價的平均結算價

格為調頻備轉容量 450 元/MW-h、即時備轉容量 350 元/MW-h、補充備轉容量 250

                                                        
5
 MW-h：待命容量單位，每 MW 待命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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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MW-h。參與的資源每日必須透過合格交易者進入電力交易平台投標容量報

價。 

調頻備轉容量中共分為 5 種效能等級，註冊提供調頻備轉容量服務的資源，

將透過T30效能測試判定其效能等級，該測試係透過資源升載速度進行效能分級。

參與調頻服務的資源，結算時無電能價格。 

即時備轉容量中共分 3 種效能等級，該資源註冊時將進行反應時間的能力測

試，判定效能等級。得標即時備轉服務的資源，當實際調度發生後，將依日前電

能邊際價格給予電能費。得標的資源，可獲得待命時的容量費加上效能費，再加

上調度時的電能費。 

補充備轉容量中並無效能等級的區分，在每日報價作業時，必須上傳電能報

價，報價上限為 10,000 元/MWh。電力交易平台將依報價價格的高低排序，決定

調度時的順序。得標的資源，可獲得待命時的容量費加上調度時的電能費。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21.04.19)，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行平台第三次公開說明會簡報。 

圖 5.11、電力交易平台商品價格訊號 

(2) 結算公式 

各項商品之結算公式及服務品質指標如圖 5.12 及圖 5.13 所示，無論合格交

易者參與的是何種輔助服務商品，費用結算上可分為四個部分：容量費、效能費、

電能費及服務品質指標。其中，容量費取決於每日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結清結果，

台電公司於各項輔助服務商品皆設有價格上限(詳見圖 5.11)；效能費目的為鼓勵

反應較為快速的資源加入市場所給予的獎勵費用；電能費是針對提供即時備轉或

補充之資源，進行之電能費用補償，原則上以實發實付的概念，依據該資源接受

調度指令後，實際提供的電能量進行結算；服務品質指標則依據不同商品特性，

各有其對應之定義，意義上為反映資源提供該項交易商品時之服務表現，若認定

為服務品質不佳，則會於容量費及效能費的部分據此進行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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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頻備轉為例，調頻備轉之費用為每小時調頻備轉容量費加上每小時效能

費之總和，再依據其執行實績乘上相對應之績效係數，沒有電能費的結算。其中

容量費為每小時之市場結清價格乘以每小時得標容量，效能費則為按能力測試結

果之調頻備轉效能級數所核予之費用。特別需要注意的是，若以併網型儲能參與

調頻備轉，每月結算尚須扣除電能損失費，採淨計量計算。需特別注意，若每小

時執行率小於 70%，表示服務品質不佳，不但不給予該小時容量費與效能費，且

有罰則。即時備轉容量之罰則為扣還執行前十天的容量費用；補充備轉容量之罰

則為扣減 24 倍該小時預計要拿到的費用。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21.04.19)，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行平台第三次公開說明會簡報。 

圖 5.12、各項商品結算公式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21.04.19)，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行平台第三次公開說明會簡報。 

圖 5.13、各項商品服務品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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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酬試算(不含實際營運支出之情況下) 

依照前述之價格訊號、結算公式等資訊，本研究提供各商品別之報酬試算，

提供有興趣參與電力市場之業者參考。針對三項商品進行以下參數假設，如表 5.9

所示。請注意，本試算僅考慮在市場上之收益，並未包含實際營運支出。有興趣

之讀者可依此數據做進一步的計算。 

在調頻備轉容量，設定為參與 dReg0.25 的商品、市場平均結清容量費為 450

元/MW-h、服務品質指標為 1、每年排定 30 天進行設備維修，故每年運轉時數為

8,040 小時，在此假設下，1MW 的儲能設備每年參與的收益約為 640 萬。 

在即時備轉容量，假設效能級數為 1 級、市場平均結清容量費為 350 元/MW-h、

服務品質指標為 1、每年排定 30 天進行設備維修，故每年運轉時數為 8,040 小時、

市場電能邊際價格為 5 元/度、每年被調度 33 次(即 10 天調度 1 次)，在此假設下，

1MW 的資源每年參與的收益約為 378 萬。 

在補充備轉容量，假設市場平均結清容量費為 250 元/MW-h、服務品質指標

為 1、每年排定 30 天進行設備維修，故每年運轉時數為 8,040 小時、願意被調度

之電能價格為 6 元/度、每年被調度 100 次，在此假設下，1MW 的資源每年參與

的收益約為 321 萬。 

表 5.9、各項商品報酬試算 

商品別 
容量費 

(元/MW-h) 

效能費 

(元/MW-h) 

服務 

品質指標 

每年 

運轉時數 

(小時) 

電能價格 

(元/度) 

每年 

調度次數 

1MW 

參與收益 

(元) 

調頻備轉 450 350 1 8,040 - - $6,432,000 

即時備轉 350 100 1 8,040 5 33 $3,783,000 

補充備轉 250 - 1 8,040 6 100 $3,210,000 

2. 電力新市場的潛在參與對象 

(1) 資源投資者 

電力批發市場的建置係透過價格的訊號，吸引投資人進入市場參與，使市場

上具有更多元及更充裕的資源，提升供電的可靠度。在我國的電力批發市場中，

參考了國外制度，設立合格交易者，進入市場的每一個資源，皆必須透過合格交

易者至市場執行投標的作業，合格交易者也是市場營運單位結算的對象，但並非

所有的資源擁有者一定要成為合格交易者，特別是在電力批發市場剛營運的初期，

更需要專業的分工。例如建置好的資源，可以透過信賴的合格交易者代理進行代

操業務，而設備的建置、資金的募集也需要不同的專業人士進行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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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資源投資者的角度來看，穩健的財務模型是關注的焦點。財務模型的計

算需考慮設備的成本、使用年限、建置成本、營運成本、與合格交易者的分潤方

式及市場收益等。另外，設備成本的下降也是投資人決定進場的時間點。以儲能

設備為例，如圖 5.14 所示，建置電池型儲能系統之各項成本推估將逐年下降，特

別是電池組的部分。而投資人必須考量市場發展情況，及恰當的投資資金下，進

場投資。 

 

資料來源：Bloomberg(2020) 

圖 5.14、電池型儲能系統價格預測 

投資設備的類型除了電池型儲能系統外，可參與市場的資源也包括發電機、

自用發電設備、需量反應資源等。其中以建置發電機設備參與市場較為複雜，因

必須符合發電業申請流程。值得關注的是，近年再生能源發展快速的電力市場，

發電機及各類資源的設置趨向小型化，即分散式電源，且要增設許多快速起停的

火力機組。這類的設備投資，可透過發電業或自用發電設備的申請，自用發電設

備的申請流程相較發電業簡易，但售電量受限制。在促進市場多元資源的目標下，

選擇何種設備進行投資可獲得最佳的報酬，是資源投資者須要進一步計算及思考

的課題。 

(2) 成為合格參與者 

電力市場不同於其他市場，雖然交易可以中斷，但電力的供應卻不可停止，

作為電力市場的交易者，必須對市場規則及電力系統有一定程度的認知。一般而

言，要成為合格參與者有一定的門檻，就如同在證券市場中成為券商一樣。因為

市場營運單位所有業務的往來都是對合格參與者。 

在我國的市場規則中，合格交易者分為自有資源及代理資源兩類，合格交易

者必須取得專業人員資格後，在將自有或代理的資源提交市場註冊，並在過程中

與市場營運單位確認資源的能力測試、通訊系統及表計裝置皆符合市場規則，才

可加入市場開始營運。營運後，每日需至市場進行投標業務，即時監控資源情況

適時回報市場營運單位，在調度日後將進行財務的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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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合格交易者，須關注的是自有或代操資源的穩定度、如何確保每日得標

及獲益。若是代操資源，還需考慮與客戶的分潤制度。對小資源或是單純投資者

而言，成為合格交易者可能是營運上的一大負擔，因此需要專業的分工，來活化

整體市場。透過穩健的合格交易者制度，更可有效的聚合小資源參與市場。合格

交易者操作的資源越多，收益越高。因此，對電力市場運作的熟悉程度、對操作

資源的監控、對電力系統的掌握，將成為合格參與者思考的重要課題。 

四、本章小結 

我國能源轉型過程中，負責全國電力供應的台電，在電力調度上將面臨許多

不確定因素，尤其新的能源政策中高達 20%的再生能源是來自與極端氣候息息相

關的太陽能與風能，而這一塊到現在台灣還沒有足夠的歷史資料可以做為電力調

度的可靠依據。在不穩定的再生能源加入系統，再加上使用高碳排放燃料做為基

載電力的傳統發電機組在環境要求下逐步除役，未來幾年穩定可靠又高品質的電

力供應對台電來講，將會是一個高難度的挑戰。而高科技業者面對競爭只能勇往

直前不斷追求製造工藝的提升，而在這樣的供電環境下，除了要求供電端提升供

電的品質外，身為用電端的高科技業者，也要設法提升自身電力設備的穩定度以

及提升用電設備抵抗電力壓降的能力，以免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因電力品質因素

造成邁向先進工藝的一道障礙。 

另一方面，「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規範義務戶企業須在 5 年內達成再生能

源設置義務量，並提供法人廠商可合併旗下不同廠區依「總量計算方式」履行義

務，另辦法實施前已設置綠能設備及提早完成建置之企業，最高可獎勵 40%義務

裝置容量的優惠扣減。本研究建議受規範之能源大用戶，應先回歸使用端，檢視

其生產用電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具備節能潛力等，再進一步評估契約容量及電價

表的合宜性，最後才進行履行義務方案選擇。今年 11 月 COP26 氣候大會將淨零

排放承諾導入各國政府目標，藉以加強減碳力道，各國企業早已紛紛部署減碳策

略以期達到目標，再生能源亦為重要的實現手段之一，再加上「能源大用戶條款」

的實施，使得綠電需求節節攀升，未來我國綠電市場供給增加量恐不及需求增加

量，建議政府應及早正視此一問題，以健全綠電市場，維持我國產業競爭力。基

此背景下，企業的當務之急即是儘快取得穩定的綠能供給來源或諮詢專業顧問團

隊獲得分析建議進行超前部屬。一是享受早鳥折抵義務容量的優惠，二是在綠電

市場供不應求的情形下，可供生產綠電的土地及廠房屋頂已成為重要綠能資源，

義務戶應趁此機會確實盤點旗下具綠能發展潛力的資產，以滿足綠電自用額度或

出售營利之需求，並重整生產製程以降低碳排量、增加 ESG 投資。如此企業在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同時，亦提升產品環境價值並增加國際競爭力，尋求達到政

府、企業及環境三贏的機會。 

而在過去，電力產業在台灣一直是垂直壟斷的市場，而 106 年修正電業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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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重新定位了電力產業的型態，打破垂直整合商業型態，並開放綠能售電業

申設，同時也設立電力交易平台。在能源政策的推動下，產業的轉型帶動電力市

場新商機及技術的全面升級，為我國電力市場發展注入一份新活力。 

電力交易平台的設置，開啟了台灣電力市場交易新紀元，更是帶動電力產業

轉型的重要助力。平台的商品未來將隨國家能源政策及系統供電穩定需求持續精

進改良。輔助服務過去是由台電公司的發電機組來提供，但隨著再生能源增加，

取得輔助服務的來源必須更多元化。根據國外的經驗，要能夠快速因應再生能源

的變動性，外部的資源的取得，特別是儲能系統、用戶端的需量反應、用戶端的

自用發電設備等都是良好的輔助服務來源。一方面電力交易平台打造全新的交易

模式，提供公開透明的競價機制；一方面電力交易平台透過合格交易者制度，以

自有電力資源或代理電力資源參與市場，除了可維持交易專業性，更有利於整合

小型資源，降低民間資源進入門檻。交易平台首先推出的日前輔助服務市場，是

國際上成熟的交易制度，共有三項輔助服務，包括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

及補充備轉容量，預計 2021 年年底再推出備用容量市場。 

合格交易者規範為唯一可進入平台交易的對象，目前可參與之資源為發電機

組、自用發電設備、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需量反應。合格交易者如何透過儲能、

節能、創能、用能整合，提供多樣性多樣化的服務模式，整合各類大小資源，由

零售市場聚合進入批發市場交易，將是市場開設後，需要在技術升級與創新商業

模式上腦力激盪的課題。 

以需量反應為例，合格交易者將代理或自有需量反應資源投入市場，而需量

反應來自用戶端抑低用電之資源，合格交易者則是在其中扮演用戶端與電力交易

平台介接之橋梁，需要透過怎樣的技術聚合小資源，以及如何分享市場上之收益，

將是促成需量反應資源進入批發市場的關鍵。合格交易者除了必須對市場規則非

常熟悉外，也必須對整合技術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這樣的商業模式在國外電力批

發市場交易中已運行多年，批發市場的建立，除了達到穩定供電之目的外，進一

步帶動電力產業新商業模式。相關商業模式及案例之說明在第六章有更進一步之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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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發展創新能源產業之模式與商機 

隨著各國持續關注環境保護，國際間針對碳關稅及淨零排放等議題不斷發燒，

如何加速降低電力排放係數成為追求淨零排放的重要關鍵。為此，多數國家積極

追求提高低碳電力占比，而以再生能源的綠電取代傳統化石能源的灰電成為勢不

可擋的趨勢。但隨著再生能源裝置容量不斷成長，未來大量再生能源併網後，將

面臨諸多電網穩定的挑戰，例如太陽能及風電預測準確性受到難以準確預測之氣

候的影響，進而影響電網的穩定性，因此如何整合民間業者的力量來共同穩定電

網，將成為未來電力市場發展的重要路徑。 

在我國電力市場中，近期兩個較重要的推動政策分別為「開放綠電交易模式」

及「推動電力交易市場中的輔助交易平台」。其中在綠電交易模式上，近期已核

准水力、風電及太陽能等 66 家民營業者投入再生能源發電，共計 128 個案場，

裝置容量達 929MW，而再生能源售電業亦有 14 家業者投入，相關業者的投入將

帶動我國綠電交易的活絡；另外電業法修正案在 2017 年通過後，除開放再生能

源業者可直售供電外，同時在第 11 條，亦要求在電業管制機關許可下，設立公

開透明之電力交易平台，試行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之交易機制。經濟部於 2020

年年底公告「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行平台設置作業要點」，並在 2021 年 7

月建置完畢並開放登記，也如前章所述可以提供「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

量」，及「補充備轉容量」等商品競標，已為我國電力交易市場寫下一頁新章。 

本章主要探討我國發展創新能源產業之模式與商機，其中先就創新商業模式

重要工具「能源數位化」進行探討，並就國際能源數位化的應用進行說明，隨後

就主要國家分別以國家能源轉型政策訴求及企業發展等二面向切入，探討能源轉

型結合智慧科技與新商業模式作法，最後依據國際發展經驗，彙整出我國可發展

的創新能源發展商業模式，並以業者角度出發，蒐集國內已應用之情況，提供予

各界參考。 

一、能源數位化之應用與國際經驗 

(一)國際能源數位化發展現況 

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於 2017 年發布數位化與能源

(Digitalization and Energy 2017)技術報告，報告中明確數位化能源的定義，能源數

位化為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下簡稱 ICT技術)

在能源系統的應用，在電力供應端，電力公司使用 ICT 技術來進行電網的管理和

運營，並在為廣闊區域內大量客戶服務時，可持續監視和控制電力市場。在使用

端如工業部門，一直在使用生產過程的自動化控制，特別在重工業中，可以最大

限度的提高產品質量和產量，同時減少能源使用，無論如何，數位化技術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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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改善能源系統。 

數位化技術包含了三個基本要素，分別為數據(數字資訊)、分析(使用數據產

生有用的資訊和見解)及連通性(人、設備和機器之間的數據交換)，而當前隨著(1)

感測器和數據儲存成本的下降，數據量快速增加；(2)加速分析和計算能力的進步；

(3)透過更快、更便宜的數據傳輸提供更好的連接性，將帶動數位化在能源領域的

應用快速進展。 

因此預期未來數十年間，數位化技術將使世界各地的能源系統更加連通、智

慧、高效、可靠及永續，而其中數據、分析及連接方面的進步，將為一系列新的

數位化的應用形成可行性，例如電力公司透過數位化技術，可以預測到用戶在那

些時段具有能源需求，並且以最低成本進行交付。自 2014 年以來，全球對數位

化電力基礎設施和軟體的投資以每年 20%以上的速度增長，2016 年達到 470 億美

元，幾乎等於印度電力部門的總投資（550 億美元）。 

另外 IEA 在 2019 年能源效率與數位化(Energy Efficiency and Digitalisation)報

告中指出，世界能源系統正在經歷一場巨大的變革：集中和分散的再生能源不斷

加入電網，能源消費的電氣化正在增加，而能源產消者(同時消費及生產能源的用

戶）正在出現。在這種情況下，在需要時準確的供應及調度能源變得越來越重要，

而數位化能源則可有效的提供解決工具。 

數位化使智慧建築、車輛和工業設施能夠為能源系統提供新的靈活負載來源，

減少供應端的再生能源供給之侷限性。然而需求端的能源數位化具有其複雜性，

雖然數位化可以為運輸、建築及工業部門提供能源效率的提升，但在管理不當的

情況下，因應數位化需要越來越多的資通訊設備(含管理用的資訊機房)，可能反

使能源使用量大幅增加。但無論如何，能源數位化的進程是不可能停止，因此政

策制定者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引導能源數位化達到最大的收益，及最小化負面影

響。 

有鑑於此，以日本為例，其在近期「地球暖化對策計畫」修正草案中，為達

成 2030 年較 2013 年減 46%目標，針對需求端的能源數位化，制訂出多項政策目

標，包含：(1)製造業推動能源管理，導入物聯網技術與工廠能源管理系統；(2)

商業部門 2030 年 50%建築導入能源管理系統；(3)住宅部門導入家用燃料電池並

普及家庭能源管理系統與智慧家電；(4)交通部門運用大數據技術改善路網規劃、

便捷公共運輸服務(強化不同交通方式間連結與場站無障礙環境)，及建構聯合運

輸系統以提升物流效率。 

(二)人工智慧(AI)應用於能源領域 

除了數位化的發展外，各國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使用多種類、多樣化的能

源供應系統，需透過數位化的動態系統的搭配，並導入各種人工智慧(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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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AI)技術，如機器學習、集群分析、迴歸分析、故障診斷等，在能資

源數據資料解析度、學習力和計算力方面提供更深層的分析結果，並據以作為資

料探勘、數據預測、決策判斷、特徵值分析及異常診斷之參考(如圖 6.1 所示)。 

AI 技術於電力供應端及需求端的應用範圍如圖 6.2，在供應端主要可分為能

源預測、能源調度與故障診斷；在需求端則分為能源預測、特徵值判斷及故障診

斷，連結供應端及需求端主要有電價資訊及需求端使用者用戶行為模式的反饋，

後續可針對不同產業的特性訂定適合的電價機制、輔助服務或是需量反應計畫方

案的推廣等更深入的服務模式。 

電力系統
發電系統

輸電系統

配電系統

變電站

需求端

能源系統
石油

天然氣

燃料油

�

能資源數據

環境數據

氣象資訊

地理資訊

�

基礎資數據

設備資訊

用戶資訊

�

運轉數據

系統運轉數據

用戶用能資訊

�

數據分析人工智慧

集群分析
K-means、DBScan�

迴歸分析
Pearson Correlation、Mutual 

information...

故障診斷
Auto-Encoder、IsolationForest、

One-class SVM� 

系統應用

能源預測

系統規劃

運轉最佳化與穩
定控制

故障診斷

用能分析

電力市場

網路安全與防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6.1、能源系統、大數據與人工智慧關係圖 

電力系統

歷史資料

需求端供應端

1.能源預測
(1)再生能源(如太陽光電、風力)發電量預測
(2)電力系統優化決策，例如賣電或儲能。

2.能源調度

3.故障診斷
(1)電力設備安全巡檢
(2)故障設備定位
(3)發電設備損壞預知

AI技術應用於供給端

1.能源預測
(1)用戶端能源使用量預測
(2)需量管理與優化開機策略。

2.特徵值診斷
(1)找出重大耗能因子，作為能源管理及系
統控制參考
(2)分類不同產業用電行為模式

3.故障診斷
(1)電力設備安全巡檢
(2)耗能設備損壞預知

AI技術應用於需求端

電價資訊

用戶行為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6.2、AI 技術於供應端及需求端的應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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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在電力系統或能源系統的應用部份，大致分為能源預測、特徵值判

斷、故障診斷等，說明如下： 

1. 能源預測 

由於再生能源的間歇性問題，使得發電間歇性和波動性對電網造成的影響愈

加明顯，進一步造成系統的穩定性與可靠度受到衝擊，透過 AI 分析，協助電網

保持在最適負載量運作，改善現有饋線利用效率，避免電網因輸電容量限制而產

生壅塞，降低新增饋線的需求與電網升級成本，加速整合再生能源系統。除此之

外，準確的對再生能源短、中、長週期發電功率進行預測，對電力系統的穩定性

以及經濟運行尤為重要，若能準確的預測發電量，可改善供電的品質、穩定性與

系統效率，進而降低所需的備轉容量，以及減少經濟損失。 

尤其是當未來電力市場當再生能源量夠大時，可能會有低(負)電價的情形發

生，此時若將再生能源所生產的電賣給電力公司有可能造成巨大損失，若將電力

加以儲能，即可避免經濟損失。透過適當的能源預測並加以決策判斷，進一步的

檢討將生產的電力賣出或儲電，即可降低此類情形的發生，如圖 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6.3、AI 能源預測系統 

另一方面，能源預測還可用於使用端用能負荷的預測，通常用能負荷與能源

價格、環境資訊、天氣資訊…等多種影響因素相關，難以建立精確的數學模型。

因此，過去大致上使用回歸分析進行預測，然而準確率有待加強。人工智慧方法

在分析過程中無須建立模型，能較好地預測出用能負荷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非線

性關係，因此被廣泛的用於用能負荷預測。後續可利用負荷預測來進行能源系統

的規劃，以優化系統使供應端與需求端的供需達到平衡，使電力公司可於關鍵缺

電時刻快速調度，避免缺電問題或額外建造電廠的需求。除此之外，需求端可利

用相關的預測結果進行需求管理，如天氣預報、使用率、使用量、電價、用戶習

慣等，結合需量反應改善能源管理效率，降低能源成本。 

2. 特徵值判斷 

特徵值判斷的應用主要在需求端，由於各用戶在使用者行為模式及現場耗能

設備皆不盡相同，若要找出各種可能的重要因子，皆需要經過不斷的學習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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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能確定重要耗能因子，此時其耗費的時間與成本將過高。若採用 AI 分析，

首先將各類型不同使用進行分類，而後針對已分類的群組進行資料探勘，識別其

重要的關鍵特徵，並針對相關特徵因子進行管理與控制，後續即可達到最適化操

作或最佳的管理機制，如圖 6.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6.4、負載特徵判斷流程 

3. 故障診斷 

故障診斷主要在供應端，為了使電力系統在發生故障時仍可向需求端提供電

力，或發生系統故障時能盡快的判斷故障類型，確定故障位置並恢復供電，需要

透過 AI 分析，快速查找相關的問題。電力系統故障診斷可分為輸電線路故障和

電力設備故障，在輸電線路故障中，架空線路接地、短路方面的問題與開關跳閘

問題是比較常見的故障類型。此外，輸電線路導線電纜物理損傷也會造成一系列

的故障發生，基於人工智慧技術的輸電線路故障診斷主要包括故障分類、故障定

位和故障預測幾個方面，常用的方法包括 SVM、LSTM、模糊推理系統、極限學

習機等，可透過 AI 機器學習演算法對輸電線路故障同時進行分類與定位。而電

力設備故障常見於汽輪機、鍋爐、旋轉電機等發電設備與變壓器、斷路器、電感

器等輸變電設備中，其中人工智慧方法在變壓器故障中的應用發展較快，很多深

度學習演算法已經成功應用於故障識別中，因此可更快速更便利的降低故障事件

所造成的影響。 

故障診斷在需求端的應用，主要是希望藉由預防性的角度，盡可能的在故障

事件尚未發生前，以預先排除性的維護保養，降低故障事件帶來的巨大損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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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電設備異常時，通常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累積才知道設備使用已有異常，此時

關鍵零組件的損壞將造成高額的維修費用，且生產製程中斷或運轉中斷的問題將

造成巨大損失。因此，根據能源用戶設備使用狀況以及生產線上所收集到的每日

產量數據資料，透過故障診斷方法加以分析出耗能設備重要零組件的損壞率及製

程的可靠度，在可能發生損壞的時間點前，進行維護保養及例行性的更換，以減

少因為重要零組件的損壞，避免更大的經濟損失，如圖 6.5。 

 
資料來源：https://www.asmag.com.tw/showpost/10239.aspx 

圖 6.5、人工智慧應用於故障診斷的概念 

(三)國內智慧電網發展現況 

我國於智慧電網的發展部分，是由經濟部於 2011 年 12 月完成智慧電網總體

規劃方案，並於 2017 年 2 月修正，以發展我國智慧電網基礎建設，確保穩定供

電、促進節能減碳、提高綠能使用、達成促進低碳社會及永續發展的願景。智慧

電網是透過資訊、通信與自動化科技等技術，建置具智慧化之發電、輸電、配電

及用戶的整合性電力網路，強調自動化、安全及用戶端與供應端密切配合，以提

升電力系統運轉效率、供電品質及電網可靠度，並促進再生能源擴大應用與節能

減碳之政策目標。 

台電公司曾檢討本身需求，列出先進配電自動化系統、先進讀表系統、需量

反應、變電所智慧化、強化配電網路地理圖資系統、先進輸電網路及管理系統、

提升再生能源併網占比與管理、儲能系統、推動資訊安全，以及廣域量測系統等

10 個優先執行的項目。智慧電網可利用資訊和通訊技術來改造現有電網，變成一

個更穩定、高效的系統，以承受擾動而不會大規模崩潰，並透過更好的同步化來

支持新的功能，如電力公司與消費者間的雙向電力傳送、需量反應控制需求，並

https://www.asmag.com.tw/showpost/1023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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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電網的穩定性。而這些功能主要取決於對電網完整覆蓋且可靠、安全的通訊

網。 

智慧電錶基礎建設(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可分為智慧型 AMI

電表、通訊系統及電表資料管理系統(Meter Data Management System, MDMS)等

三個層面，將電表資料透過 ICT 技術傳送回電力公司，進行電費計算自動化、巨

量資料等相關應用。AMI 電表大致可分為低壓與高壓兩類別，低壓是以一般家戶

使用為主要應用；高壓則以用電量較高的能源大用戶為主，如商用大樓及工廠。

經濟部與台電公司已於 2013 年 6 月全面建置完成國內 2.8 萬高壓用戶的 AMI 系

統建置，含用戶服務資訊系統(掌握全國總用電約 60%)，如圖 6.6。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智慧電網推動現況及未來規劃，2019 年 11 月 7 日 

圖 6.6、高壓用戶服務入口網站功能 

另外於低壓用戶智慧電表的建置方面，台灣電力公司先於 2017 年完成建置

20 萬戶，並於 2019 年完成建置 28 萬戶，而至 2021 年 7 月底止已累計完成 114

萬戶；另外依據我國於能源轉型白皮書中規劃之「推動智慧電網重點推動方案」，

訂於 2024 年達成 300 萬戶低壓 AMI 建置，以達全台電力負載 80%以上之監控，

並朝向電表資訊應用面向發展，如智慧電表大數據應用、能源管理及資料經濟應

用等，以滿足節能及電力調度之應用需求；未來更將擴大至設備故障診斷等資產

管理以及節電/用電技術之提升（含時間電價及需量反應等），為我國的低壓電表

的建置目標及應用做出明確的規劃，後續各年度里程碑預計完成目標值如表6.1。

除先進讀表基礎建設的建置規劃外，台電後續亦規劃提供用戶相關服務內容，如

AMI 用戶用電資料線上查詢、需量反應方案參與量統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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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AMI 各年度建置目標及發展重點 

項目 
2019 年 

現況 

2020 年 

目標值 

2022 年 

目標值 

2025 年 

目標值 

2030 年 

目標值 

AMI 智慧電表

基礎建設 

(低壓用戶 

累計戶數) 

28 萬戶 100 萬戶 200 萬戶 
300 萬戶 

(2024) 

累計 600

萬戶 

AMI 用戶用電

資料上線可供

查詢 

(小時) 

用戶資訊

系統建置 
6 小時前 5 小時前 

4 小時前 

(TOU 重點

用戶 2小時

前) 

2 小時前 

(TOU 重點

用戶 1小時

前) 

需量反應方案

參與量 
2.4GW 2.5GW 2.6GW 2.8GW 3.0GW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推動辦理情形，2020 年 12 月 30 日 

 

二、各能源類型結合智慧科技與新商業模式作法分析 

(一)國際間業者投入電力市場作法及創新商業模式 

由於各國電力市場自由化的程度各不相同，且在電力市場制度上，管制法規

主導著市場的走向，因此在供電及售電業除了電能交易外，亦衍生出不同的商業

模式，雖然目前我國僅開放綠電交易及日前輔助型交易市場，但國際間各國的發

展作法，仍可為我國後續發展電力市場創新商業模式提供參考。 

目前各國在能源轉型及數位化的推動現況中，主要都圍繞著因應 2050 年(中

國大陸預計於 2060 年)碳淨零排放目標，綠色、低碳、高效、可再生等元素是能

源轉型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各國在能源轉型的策略上，是將過去集中式的發電

方式(如火力發電)，藉由再生能源或低碳分散式能源與儲能技術，結合能源資通

訊網路的發展及人工智慧數據分析等，達成政策所需要的目標，並進一步的將能

源產業推進至創新智慧能源產業時代。 

以下將針對美國、歐盟、中國大陸、日本、南韓等先進國家的能源轉型及智

慧科技應用現況進行說明，並綜整可行之商業模式作為我國後續參考。 

1. 美國 

美國為保持其在能源領域的領先地位，因此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先後設置

先進能源研究計畫署以及能源創新中心等能源創新平台，透過清潔能源、智慧電

網及能源效率等發展，使其能源獨立與安全穩定。2007 年 12 月，美國為了順應

能源多元化、智慧化的發展趨勢，頒布了能源獨立和安全法(Energy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Act of 2007, EISA)，明確要求各州在供應端及需求端必須發展綜合資

源規劃(Integrated Resource Planning, IRP)，並在 2007 年至 2012 年追加 6.5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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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款專用經費，支持 IRP 的研究和實施。 

隨著美國總統拜登於 2020 年當選後，於就職日起開始一連串對於能源政策

的承諾，其能源政策計畫主要是推動美國在 2035 年電力生產的脫碳，以及建築

碳排減量 50%，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為此，拜登政府不僅重新加入巴黎協定，

還透過立法、加強監管和發布行政命令等多種方式，例如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即規

範污染者負擔碳排放成本)、管制化石燃料的生產及使用、禁止在聯邦土地和水域

開採鑽探石油及水力壓裂天然氣等資源，顯示其對於氣候變遷及能源轉型的重視

程度，並加強對清潔能源的投資、大力推動發展離岸風電及電動車等。 

美國為確保能源發展與業務推動順利，由美國 DOE 能源部負責能源業務，

包含相關政策的制訂、能源價格的推動、能源使用的監管。在這種機制下，運作

效率更高，有效促進各能源的協調配合。在技術上，美國非常重視高效節能、清

潔能源(包含核能、頁岩氣等)的發展，並先後開發了分散式能源及區域供冷暖等

能源服務。同時，美國將智慧電網建設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旨在傳統電網基礎

上進行升級，打造出效能更高、安全性更好、更加靈活的智慧供電模式，保證美

國在未來引領世界能源領域的技術創新。在需求面管理方面，美國包含加州、紐

約州在內的許多地區，在電力能源轉型中，明確把需求面管理和提高電力系統靈

活性作為重要方向。而美國的能源技術服務業者，則藉由提供多樣化的能源服務，

進一步的擴大市場。 

由於電力市場的高度自由化，可應用在電力市場的商業模式相當多元化，而

現今美國相關電力市場的角色主要為需量反應聚合商、需量反應技術服務商(即負

載預測、技術顧問)、日前電能市場交易商及綠電交易商等。 

2. 歐盟(以德國為例) 

歐盟從 2010 年開始就構建了 2020、2030、2050 年的短、中、長期可持續、

前瞻性的能源氣候戰略，以此推動能源及相關產業的綠色轉型，帶動歐盟產業調

整及經濟成長。2014 年則推動實施能源聯盟戰略，旨在全面提升歐洲能源體系抵

禦能源、氣候及經濟安全風險的能力，建立安全、可持續和具有競爭力的低碳能

源體系。 

此外，歐盟的各成員國主要以應用作為能源轉型的方向，打造能源科技創新

全價值鏈，聚焦於再生能源、智慧能源系統、能源效率和永續交通 4 個核心領域，

以及碳捕集與封存和核能等 2 個特定領域，發展研究與創新優先行動，確立歐盟

低碳能源技術研發和部署在全球範圍的領先地位。 

德國為歐盟的成員國之一，因其能源產業的發展較具全面性，最值得參考借

鏡。首先，德國的能源轉型是全面廢核的能源轉型戰略，把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

作為兩大重點方向，並訂定法規政策，明確再生能源發展的中長期目標(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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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電力占比達 65%；2050 年再生能源電力占比達到 80%)。德國自 2000 年

開始提出再生能源法(EEG)，EEG 對再生能源實施固定的上網電價(FIT)，透過消

費附加費支付，創造了一個可靠的市場，以支持對再生能源發電的更高投資和參

與。EEG 還確保再生能源可優先接入電網。不過近年來，德國已將過去固定上網

電價轉為市場競價(溢價補貼，Feed-in Premium, FIP)，即回歸市場機制，此舉將

有助於確保新的容量增長與電網擴張，並進一步開放拍賣市場，包括向國際開放

生產投資者，以期能藉由市場推動，快速的達成再生能源建置的目標，如表 6.2

及表 6.3。 

表 6.2、德國能源轉型發展目標 

項目 目標基準 2016  2020  2030  2040 2050 

溫室氣體

排放 
(與 1990 年相比) −27.3% −40% −55% −70% −80% ～ −95% 

再生能源 

佔總用電量的比例 31.6% 35% 50% 65% 80% 

占最終能源消耗總量比例 14.8% 18% 30% 45% 60% 

能源效率 

一次能源消費 

（與 2008 年相比） 
−6.5% −20% 

  
−50% 

總用電量 

（與 2008 年相比） 
−3.6% −10% 

  
−25% 

建築一次能源消耗（與 2008

年相比） 
−18.3% 

   
−80% 

建築熱耗 

（與 2008 年相比） 
−6.3% −20% 

   

交通部門最終能源消耗 

（與 2008 年相比） 
4.2% −10% 

  
−40% 

廢核 到 2022 年逐步關閉核電廠 
     

電動汽車 
到 2022年將有 100萬輛電動

汽車上路      

資料來源：第六次能源轉型監測報告(BMWi, 2018)，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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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德國能源轉型政策 

年份 政策或計畫 說明 

2000

年 
再生能源法案 (EEG) 

EEG 對再生能源實施固定的上網電價(FIT)，通

過消費附加費支付，創造了一個可靠的市場，

以支持對再生能源發電的更高投資和參與。

EEG 還確保再生能源可優先接入電網。 

2010

年 
能源概念 

能源概念確立了到2020年和2050年整合再生

能源和減緩氣候變化戰略的具體里程碑。引入

了衡量和評估能源效率的目標和方法。 

2011

年 
逐步淘汰核電 

為回應日本福島核災難後再次出現的公眾反

對，政府再次承諾到 2022 年關閉所有德國核

電廠。 

2014

年 
EEG 2.0 

EEG 2.0 降低了固定關稅，為大多數太陽能生

產商創造了拍賣，重新計算附加費等，以協助

大型工業，並迫使自供商支付附加費。 

2016

年 
EEG 3.0 

EEG 3.0 將過去固定上網電價轉為市場競價，

即回歸市場機制，此舉將有助於確保新的容量

增長與電網擴張，並進一步開放拍賣市場，包

括向國際開放生產投資者。 

資料來源：第六次能源轉型監測報告(BMWi, 2018)，本研究整理 

德國除了再生能源的推動外，在智慧能源方面，有 Harz 示範計畫的推動，

其重點在發展新型態的虛擬電廠作為市場行為主體。在商業模式部份，主要有：

(1)在示範區實施再生能源的動態電價(2)虛擬電廠在批發市場上作電力交易(3)電

動作為彈性用電的消費單元(4)儲能設備提供電力與輔助服務(5)配電網等級的輔

助服務等五個構想，如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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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德國 Harz 計畫商業模式構想 

編號 商業構想 參與者 目標 

1 在示範區實施再生能源

的動態電價 

零售商 將示範區的再生能源電

力提供給當地住宅用戶 

2 虛擬電廠在批發市場上

作電力交易 

虛擬電廠作為電力聯營

協調商 -德國電力市場

的新角色 

 整合再生能源設備

參與集中交易市場 

 整合再生能源設備

為電網平衡提供備

轉容量(輔助服務) 

 將再生能源電力提

供給零售商銷售 

3 電動作為彈性用電的消

費單元 

有電動車的住宅用戶 配合第一種商業構想模

式，優化住宅用戶的購

電行為 

4 儲能設備提供電力與輔

助服務 

儲能設備經營者 為電力批發市場交易與

電網業者提供可彈性調

度的電力 

5 配電網等級的輔助服務 配電網業者 運用分散式電源的技術

減輕電網負擔 

資料來源：許志義，論電力自由化下虛擬電廠之商業模式：德國 Harz 示範計畫之經驗及對我國

之政策意涵，2016 年 

由上述歐盟各國提供的能源服務模式可知，主要商業模式主力在智慧社區用

能建置與管理、綠能售電業、DR 聚合商、DR 技術服務商、虛擬電廠(整合再生

能源、儲能)等。 

3.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自 2007 年發佈了第一份能源白皮書《中國的能源狀況與政策》，在

2014 年及 2016 年，中國持續發佈《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畫(2014—2020 年)》和

《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提出到 2030 年，能源消費總量控制

在 60 億噸標準煤以內，並加快構建清潔高效、安全可持續的能源發展。近期中

國大陸為達成巴黎協定的排放目標，已宣示 30/60 雙碳目標(即 2030 年達碳排放

峰值及 2060 年達碳中和)，使得其能源轉型政策在十四五及中長期的規劃上有了

明確的目標，在 2021 到 2025 的五年當中，其每年單位 GDP 能源消耗降低 3%，

五年目標為降低 13.5%；同期間內，每年單位能源消耗降低 3%，五年目標為降

低 18%；此外，設定 2030 年煤炭占比大幅下降到 39.4%、水力 15.9%、風力與太

陽能分別為 15.5%與 17.5%，而天然氣與核能將分別達到約 8%與 5%，使得能源

多元化，進而提高能源安全，同時煤炭使用比例大幅下降，可以減少 CO2 與 PM2.5

的排放。 

為達成 2030 年目標，預估風電、太陽能總裝機容量需達到 12 億千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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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上包含因地制宜開發水電，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積極有序地發展核電，同時

加快推動抽水蓄能、新型儲能等調節電源建設，增強電力系統靈活調節能力，提

升新能源的利用率。為兌現雙碳目標的承諾，中國大陸減排壓力巨大，雖然已透

過嚴格限制燃煤發電及大量建置再生能源如太陽光電、風力等，然而其運轉利用

效率差，導致棄風、棄光現象層出不窮，故後續必須朝向整合儲能及智慧能源管

理系統，進一步的將棄風、棄光等現象降低，並推進能源革命，加快數位化發展，

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 

中國大陸在能源產業的推動上，由於其範圍廣，需求多樣化的原因，主要以

綜合能源服務為主。綜合能源服務提供全方位的解決方案，如分散式能源、電動

汽車、廢熱再利用、節能照明、區域供冷暖等，並透過系統整合的方向提供服務。

從整體上看，導入智慧能源、再生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使綜合能源服務的

業務形態已升級為系統化服務，是未來滿足用戶多元化能源需求的主要服務模

式。 

中國大陸在智慧能源服務創新模式上，主要以節能減排業務、分散式能源、

電動車、儲能系統、多種能源如電力、區域冷暖氣、燃氣之供應，如圖 6.7。由

綜合能源服務公司投資各種能源之生產並成立多能源供應中心(包含儲能、電動

車)，並透過供應網路提供周邊用戶，而用戶依照能源的使用量支付能源費用。另

外一方面，能源網路是雙向的，用戶也可以分散式能源供應能源，即用戶既是消

費者也是生產者，即產銷者(Prosumer)，進一步的將能源使用效率最適化。 

綜合能源服務公司
多能源供應中心

(能源供應平台)

用戶端

(可為Prosumer)

能源供應

電力區域冷暖、燃氣

能源中心水電燃氣

投資建設

營運管理

每年支付能源費用
資料來

源：本研究整理 

圖 6.7、中國大陸綜合能源服務模式 

4. 日本 

日本於 2009 年 9 月開始公布 2020、2030 和 2050 年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並

提出建設覆蓋全國的智慧能源系統、優化能源結構、提升能源效率，及大力推動

再生能源發展。2021 年 4 月日本首相菅義偉明確宣示日本的 2030 年溫室氣體減

量新目標，從原本較 2013 年度減少 26%，大幅提高到減少 46%。要達成這個困

難目標，日本政府將修正現行能源組合(發電結構)，大幅提高再生能源占發電總

量比率，降低火力發電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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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日本每三年會修正一次能源政策基本方針(即能源基本計畫)。2018 年的

能源基本計畫所揭露 2030 年的能源組合中，再生能源占 22%到 24%、核電占 20%

到 22%，及火力發電占 56%。而為達成溫室氣體減量新目標，則需要修正將再生

能源占比提高到 36%到 38%，核電則占比約 20%，然後將火力發電降至約 40%，

最大限度增加再生能源是日本政府推動減碳政策的大前提。而在風力、地熱等各

種再生能源中，能在短期增加的電力就是太陽能，後續除持續建置太陽能外，也

積極的投入離岸風力(預估 2040 年可完成 45GW)。 

除了上述再生能源的發展外，日本也大力發展氫能源，原先預計的新能源發

展方向，是透過推動氫能源及燃料電池，故希望透過核能低碳且低成本的特性，

以電解法製造氫氣，為燃料電池提供氫能源。然而，311 日本福島核事件後，日

本傾向廢核，然而因為其天然資源不足，為持續發展氫能源，將結合產業特色進

行推動，如日本川崎重工是透過褐煤及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力…等)進行製氫，

並持續推動日本在氫能源的研發。 

除此之外，由於日本的能源高度依賴進口，再加上其全國劃分為兩個頻率不

同(50/60Hz)的特殊電力系統，如圖 6.8 所示。若要將日本的電力系統進行頻率統

一，則相關發電設備、耗電設備皆需更換，對於工業、住商都將大範圍的停用或

廢棄，對於經濟將造成巨大損失且難以承擔。因此日本非常重視智慧電網的發展，

期望透過分散式能源強化電網發展，減少大範圍的電力輸送。 

 
資料來源：北陸電力，https://www.rikuden.co.jp/qa/hz.html 

圖 6.8、日本電力系統電網分布圖 

由於日本能源轉型及電網特殊性，其主要商業模式在用戶電能管理(含契約容

量管理及設備保全)、智慧社區用能建置及管理、綠電售電業、低碳燃料製造(如

氫能)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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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間創新能源產業商業模式案例分析 

隨著各國的能源轉型情況不同，以及智慧電網、能源數位化技術的應用發展，

國際間的商業模式呈現多元化發展，但綜觀各國業者投入的商業方向，在目的上

多為「國內電網的穩定」及「需求端的用能管理」等二個構面，應用上可分為：

(1)技術密集型的需量反應措施；(2)資金密集型的儲能電廠建置；(3)混合型的微

電網的建置及管理，然而在發展過程中，相關業者有大者恆大的趨勢，業者間常

透過收購或入股合作的方式，擴大服務範疇，並取得更多的服務對象。目前我國

暫時僅開放輔助型交易市場及綠電交易，暫難以判斷是否會有類似國際間發展之

走向，但仍可參考國際間發展的經驗。 

1. Swell Energy(美國) 

Swell Energy 公司 2014 年成立於南加州，資本額約 450 萬美金，營業範圍包

括氣候炎熱且電價較高的南加州，早期為特斯拉電池經銷商，主要商業模式為經

營住宅用儲能系統及能源管理系統，透過能源管理系統為社區用戶控制能源成本，

並在費率較高的時段使用儲能放電，費率低時切回電網，有效的為客戶降低電費；

然而其另外一個賣點在於透過儲能裝置，在停電時仍可同時提供基礎電力，為客

戶滿足基本需求。 

Swell Energy 公司搭配美國各地電力公司需量反應優惠獎勵補助，利用儲電

技術於離峰時間充電、尖峰時間放電之操作模式，減少公共電網負載，協助售電

業降低其售電壓力，相關商業模式可創造出三贏的局面，如圖 6.9。 

近年順應美國各地建立電力彈性調度(Energy Resilient)之趨勢，Swell Energy

公司與美國各地電力公司合作，連結住宅用戶之發電及儲電系統，建置虛擬電廠。

其可整合美國各地電力公司提供之再生能源、儲能、備用電源補助，並為企業提

供節省電價、分享電力公司獎勵、分期優惠之服務，同時於住宅用戶以及既有中

大型大陽能發電站安裝儲電系統，並予以串聯建立區域型虛擬電網。目前該公司

與南加州愛迪生電力公司(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合作，於南加州橘郡(Orange 

County)等 3 處人口稠密之地區建置虛擬電廠，共連結 8,000 處住宅或小型商場，

共計 20MW 供電容量。該公司另於北加州、夏威夷州及紐約市與當地電力公司合

作，建置虛擬電廠，也持續性受理用戶加入虛擬電廠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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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Swell Energy 公司商業模式(電力公司、用戶、業者)架構 

2. Australian Gas Light 公司(澳洲) 

Australian Gas Light Company (AGL)成立於 1837年，早期開採天然氣及煤炭，

並提供雪梨都會區瓦斯服務，透過其資金優勢陸續投資建置再生能源電廠，發展

至今已成為澳洲全國最大能源供應商，目前擁有 7 座火力發電廠及 11 處大型再

生能源發電站(包含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及太陽能發電)，共約 11,208 MW 發電容

量。該公司資本額約約 96 億美金，年營業額約 78 億美金，目前為澳洲東部 3 州

的主要電力、瓦斯、網路以及行動電話服務主要提供業者。除了電力公司電業務

外，同時跨足終端用戶屋頂太陽能發電、儲電、電動車等工程專案。 

自 2016 年起，為有效連結小型專案之發電與輸配電效益，並減少總體化石

能源消耗，該公司逐漸採用虛擬電廠模式，連結各個小型屋頂太陽能發電以及儲

電系統(含電動車電池)，收集分析各處電力使用資訊，除回購電力外，並於區域

間輸送調配電力。AGL 公司提供設備建置補助、電費減免及低利分期付款等誘因，

鼓勵該公司客戶投入虛擬電廠體系。另同時對已有太陽能發電或電池儲電設備之

住宅或中小型企業用戶提供免費進場維護等服務，並鼓勵併入虛擬網路。 

AGL 公司與澳洲再生能源署(Australia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ARENA)合

作，已於南澳州首府亞德雷(Adelaide, SA)及近郊等區域，完成連結共 1,000 戶住

宅屋頂太陽能發電系統，共計 5MW 發電容量，可即時輸配約 12 MWh 電力。 

3. Next Kraftwerke GmbH 公司(德國) 

成立於 2009 年，總部位於德國科隆，業務實績範圍涵蓋德國、奧地利、法

國、荷蘭、比利時、波蘭、義大利以及日本等國。該公司資本額約 7.5 億美金，

並於 2021 年 8 月被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 Plc)收購，可運用母

公司集團資金擴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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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主要商業模式為整合再生能源、汽電共生、生質能源及儲能等分散式

電源，同時聚合用戶群，提供最佳電力供需調度，平衡傳統市電尖峰負荷，並提

供連結再生能源電廠以建置營運虛擬電廠之相關服務 

該公司同時提供整合入歐洲主要電力交易平台之服務，藉由即時計算電價，

提供予合作之用戶買賣參考，並出售多餘電力，其核心技術為運用其 NEMOCS

雲端能源管理平台、Nextra 電價分析軟體及 Next Box 傳輸硬體，提供既有電廠代

操作、即時電價分析以及(用戶端)需量反應等周邊服務(如圖 6.10 及 6.11)。根據

統計資料顯示，共計聚合 10,154 家次能源用戶及再生能源電廠，可提供 9GW 電

量，電力交易累計 15.1 億度電，達 6.28 億歐元。 

 

圖 6.10、Next Kraftwerke 公司虛擬電網架溝 

 

圖 6.11、Next Kraftwerke 公司電力交易平台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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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entrica PLC 公司(英國) 

公司成立於 1997 年，總部位於英國溫莎，由百年歷史的天然氣及煤炭開採

公司轉型，資本額約 32 億美金。本業為提供英國當地用戶電力及天然氣，同時

提供節能改善、再生能源電網、需量管理、電動車充電站等全方位專案。業務實

績範圍涵蓋歐洲及北美州，擁有 2,700 萬家次以上客戶。2019 年起陸續收購美國

當地能源服務公司(Direct Energy、SmartWatt 等 )，除供應用戶電力及天然氣外，

也從事能源效率提升專案，例如空調、照明、空壓系統、監控系統及熱能系統。 

自 2019 年 4 月起，與東京電力子公司 TEPCO Ventures 合作，運用雲端需量

反應平台 FlexPond，輔助日本九州的供電系統，聚合用戶達到尖峰用電時段啟動

再生能源或儲電站，可提供備用電源，減低傳統市電負荷。2020 年該公司與歐洲

知名能源公司合資創立 EStor-Lux 公司，於比利時建置 10MW(20MWh)儲能站，

結合 Centrica 平台建立虛擬電廠，利用離峰時間蓄電，作為當地 Elia 電力公司之

尖峰時段備用電源。 

5. Toshiba Energy Systems & Solution 公司(日本) 

Toshiba Energy Systems & Solution Corporation(ESS 公司)為日本東芝集團旗

下電力事業之子公司，成立於 2017 年，資本額約 2 億美金。主要業務範圍包含

傳統發電廠、再生能源發電廠、輸配電基礎設施、儲能及能源管理等業務。 

該公司能源管理業務之目標是為電力設施建立可視化系統，以有效了解其電

力使用狀況，並導入雲端大數據分析，預知各個配電端電力使用狀況作為尖離峰

發電調配之用，以節省電力成本。藉由其能源管理系統軟硬體之優勢，ESS 公司

於 2020 年底投入虛擬電廠託管服務(Toshiba VPP as a Service)，業務對象為獨立太

陽能發電廠以及地方型電力公司，以月租型付費模式，於客戶端建置虛擬電網所

需之儲能電池、輸配電及遠端能源管理軟硬體，提供能源使用預估分析及輸配電

服務。虛擬電廠系統另可擴充為聚合需量反應分析服務，除了減少電力公司發電

成本外，亦可協助用戶取得需量抑低獎勵(如圖 6.12~至圖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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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東芝 ESS 虛擬電廠架構 

 
圖 6.13、東芝 ESS 能源管理分析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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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東芝 ESS 聚合需量反應分析服務架構 

綜整前述國際企業投入電力市場如表 6.5，可以發現許多公司兼具能源供應

商角色，主要是因為透過發展相關商業模式，可以降低能源供應成本；另外值得

觀察的是，企業投入電力市場的商業模式，主要目的在於穩定電網及用戶用能管

理，而電業高度自由化是重要發展立基。 

相關商業模式在硬體架構上，隨著儲能設備(含大型儲能電場及小型分散式儲

能)的運用，藉由削峰填谷的特性，達到需量管控及電價管控，為用戶爭取價差；

而在軟體面上，藉由 ICT 技術，打造管理平台為用戶及電網進行即時管理，並藉

由歷史數據的大數據分析，建立運行策略，進而達到電網及用能管理最佳化之目

的。 

表 6.5、企業投入電力市場商業模式彙整表 

 公司名稱 資本額(美金  )  投入電力市場項目

Swell Energy(美國  ) 450  萬   住宅用儲能系統

 住宅用能管理(能源成本管理  )

 虛擬電廠(住宅、小型商場  )

Australian Gas 

Light(澳洲  )

96  億   屋頂型 PV 建置 

  住宅型儲能建置 

  用能管理服務(含節能改善工程) 

  虛擬電廠建置及託管服務 

 電力供應商(火力及再生能源  )

 Next Kraftwerke 

GmbH 公司(德國  )

7.5  億   虛擬電廠託管服務(整合再生能

源、汽電共生、生質能源及儲能) 

 用戶用能管理(電價最適方案  )

Centrica PLC 公司

(英國  )

32  億   儲能電廠建置 

  虛電廠建置及託管服務 

  用能管理服務(含節能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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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稱 資本額(美金  )  投入電力市場項目

 能源供應商(電力及天然氣  )

Toshiba Energy 

Systems & Solution

公司 (日本  )

2  億   虛擬電廠託管服務(電廠、地方型

電力公司) 

  虛擬電廠託管建置(儲能電池、輸

配電及遠端能源管理軟硬體) 

 電力供應商(火力及再生能源  )

 

三、我國發展創新能源產業商業模式及其案例分析 

(一)我國發展創新能源產業商業模式分析 

參考國外推動經驗，配合國內能源轉型議題，搭配電業自由化、雲端運算技

術的廣泛應用、分散式能源的建置等趨勢，我國創新能源產業業務模式呈現出新

發展趨勢，業務向多元化的方向拓展。目前依照國際發展趨勢，綜整後續可作為

我國發展相關商業模式，經盤點後共計有 12 種商業模式可能被發展(如表 6.7 所

示)。以下分別就節能、儲能、創能及微電網等各領域可行的商業模式，說明如下： 

1. 節能： 

(1) 智慧化能源建置及代管服務： 

A.情境與商業模式： 

此種商業模式，主要透過智慧化能源管理系統(EMS)的建置，運用長期累積

之大數據，分析出用戶用能設備的運轉情況，並協助客戶進行節能改善、設備代

操作、維護保養等。在國內可行做法上，有系統及全廠二種商業模式類型。系統

型的商業模式為針對單一系統(如空調、鍋爐等)進行節能改善、代操作及維護，

後續用戶依使用量支付一定的經費予業者，另外為透過 PFI 合約，將整棟建築物

統一由業者進行能源託管，由用戶支付固定經費予業者。 

此商業模式最大特色為業者收益將隨著節約能源的績效而增加，因此業者需

運用 ICT 技術，進行即時能源管理，隨時監測設備運轉情況，確保設備運行在最

佳化的效率，並透過大數據分析判斷保養及設備故障情況。而對於用戶而言，透

過該商業模式的導入，可有效達到降低能源使用量，減少營運範疇的溫室氣體排

放，同時可減少設備操作及維護保養的人力。另外由於商業模式在初期得先投入

大量資金，進行智慧能源管理系統建置及節能改善工程，隨後才由用戶分期依合

約支付服務費用，因此隨著案件逐步累積後，業者需建置取得足夠資金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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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可能參與業者： 

能源技術服務公司、能源系統設備商(如鍋爐、發電機組、儲能設備…)、能

源資通訊業者。 

C.使用端(買方)： 

教育單位、醫療機構、其他能源大用戶。 

(2) 即時/補充備轉容量電力交易商： 

A.情境與商業模式： 

此商業模式的特色為透過需量聚合商的角色，整合能源用戶具有卸載潛力的

設備、自用發電機等資源，透過自動控制的方式，整合可卸載的容量，參與輔助

型交易平台中「即時備轉容量」及「補充備轉容量」等服務投標，並將參與所獲

得的利潤分享給所有參與者。 

此類商業模式對於 ICT技術非常倚重，因為對於調度失敗有相當程度的罰則，

因此為確保能有效的調度，業者需透過 ICT 技術建立雲端管理平台，監視將客戶

用電情況及調度的設備，即時掌握客戶投入情況，以避免失敗。 

由於商業模式不觸及節能改善工程，僅小額的投入資金(用以建置用戶的量測

設備)，比較不會造成資金囤積壓力，但隨著客戶日漸增加，如何有效管理客戶及

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為商業模式較大之挑戰。 

B.可能參與業者： 

能源技術服務業者、能源資通訊業者。 

C.使用端(買方)： 

能源大用戶、具有發電設備的能源用戶、電力公司(傳統發電機組等)。 

(3) 需量技術服務管理顧問(負載預測、技術顧問) 

A.情境與商業模式： 

由於參與台電即時備轉或補充備轉等服務時，當執行率小於 70%時，每小時

的罰則分別達到 240 小時及 24 小時，因此調度成功與否，為非常重要課題。特

別在卸載控制的議題上，國外有許多能源公司提供技術顧問的服務，其透過能源

管理系統進行大數據分析，確認相關耗能設備是否具有卸載潛力，或者是否可即

時關斷，此部份需透過能源負載預測及決策判斷確認可參與性，後續再參與相關

機制進行電力調度。 

此類商業模式與參與即時/補充備轉容量之電力交易商息息相關，常同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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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或關係企業，除了為即時/補充備轉容量電力交易商確保調度的成功外，亦常

常協助發掘潛在客戶。 

B.可能參與業者： 

研究機構、能源資通訊業者、大數據分析業者。 

C.使用端(買方)： 

能源技術服務業者、需量聚合商、能源用戶、智慧化能源代管服務業者。 

(4) 智慧型能源效率服務(含碳權取得)： 

A.情境與商業模式： 

隨著 ICT 技術的進步，在節能改善工程中，除傳統硬體設備汱換外，亦結合

感測器及自動控制系統，布建能源管理系統，透過持續為用戶掌握設備運轉情況，

進行合理化的設備運作，強化節能成效，同時透過大數據分析及特徵值判斷，結

合預知保養(修)功能，可協助能源用戶有更穩定、安全的用能模式。 

此商業模式雖無資金囤積壓力，但較側重技術及執行經驗，為滿足客戶需求，

需因應客戶的用能差異(如工廠或連鎖服務業)，為客戶量身打造能源管理系統，

在我國已具備一定程度的市場成熟度，但未來如果我國實施碳交易或抵換制度後，

將可協助用戶取得碳權，得以額外衍生另一商業模式。 

B.可能參與業者： 

能源技術服務業者、能源管理系統服務商、耗能設備供應商。 

C.使用端(買方)： 

能源用戶。 

2. 儲能： 

(1) 調頻備轉容量電力市場開發商： 

A.情境與商業模式： 

該商業模式為建置儲能案場後，參與調頻備轉輔助服務，並依得標及履行情

況，向電力公司收取服務費用。商業模式特色為配合電力公司的反應時間，相當

倚重於 ICT 技術，以確保反應的時間能符合電力公司的要求。 

另外由於案場建置(含儲能設備、逆變器及能源/電池管理系統)費用較高，通

常每 MW 依選用設備可能高達 3,000 萬元以上，在投入後依投入執行的時間，資

金回收期可能超過 5 年，因此資金囤積壓力較重。依業者資金取得管道可細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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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交易商及個別交易商，其中整合交易商透過股權籌資、銀行聯貸等資金取得

管道，募得大量資金後，進行大量案場開發、統一參與交易平台及管理維運等，

目前已有部份大型新創公司(多由上市櫃公司集資創立)投入。而個別交易商則透

過自有資金或與租賃公司進行合作，進行案場開發及建置，並參與輔助交易市場

投標，但由於儲能電場在投資上回收年限長，因此部份個別交易商亦可選擇將案

場售予整合交易商，降低資金囤積壓力。 

B.可能參與業者： 

系統營運商、儲能設備商(包含儲能電池、逆變器)、能源資通訊業者(EMS、

BMS 等) 

C.使用端(買方)： 

能源大用戶(租借場地)、電力公司。 

(2) 用戶電能管理(含契約容量管理及設備保全)： 

A.情境與商業模式： 

由於儲能設備具有可轉移尖離峰用電的功能，具有離峰充電、尖峰時段釋放

電能的特色，進而衍生操作電價價差及契約容量管理等來創造經濟效益之模式，

目前在國外相關商業模式已非常成熟。 

受限於目前我國尖離峰價差不高(二段/三段式電價尖離峰價差約1.7-3.5元)，

目前該商業模式並不容易運作，依案場用電情況，在搭配尖/離峰用電價差及契約

容量調整等所創造出來的經濟效益，通常回收期仍高達 10 年以上。但由於儲能

設備可以進行用電設備的保護，避免停電的影響，目前國內仍有小部份的案場進

行運作。而值得關注的是，隨著再生能源建置量增加，造成國內第二尖峰逐漸成

形，台電公司為有效管理負載，已針對時間電價進行檢討，為相關商業模式打造

新的契機。 

B.可能參與業者： 

系統營運商、儲能設備商(包含儲能電池、逆變器)、能源資通訊業者。 

C.使用端(買方)： 

能源用戶(電力品質要求較高的用戶)或能源大用戶(履行大用戶綠電條款)。 

(3) 智慧社區用能建置與管理服務商： 

A.情境與商業模式： 

隨著 ICT 技術的成熟，在國外整合儲能設備進行社區用能管理非常普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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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常先為社區建置儲能設備，再藉由契約容量調整及電價價差的方式，透過智

慧化的管理系統為社區降低電費支出。 

目前國內未有如國外的即時電價，相關商業模式不易推廣，但隨著電動車的

數量持續增加，許多新建社區已將充電椿納入規劃，然而在停車場中所建置的充

電椿配置若為快速充電槍頭，為高功率充電，當過多的車輛一起充電時，將因為

過高的用電量而會產生許多超約附加費，若透過儲能及能源管理系統，針對此一

部份進行負載轉移及管理，則將有助於降低電費。 

B.可能參與業者： 

建商、儲能設備商(包含儲能電池、逆變器)、電動車業者、智慧電表業者、

再生能源業者。 

C.使用端(買方)： 

建商、住宅用戶。 

3. 創能領域： 

(1) 綠電發/售電業： 

A.情境與商業模式 

我國電力交易市場已開放綠電交易，目前市場上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再生能源

售電業皆可銷售電力予客戶。其中再生能源發電業商業模式較為單純，多專注於

再生能源電廠建置，而再生能源售電業具有較多元的商業模式，其可透過向再生

能源發電業購置綠電、建立媒合平台媒合綠電供需方等作法，達到銷售綠電的目

的。 

我國電業法第 47 條規定再生能源售電業得購買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生產之電

能，但不得設置主要發電設備，因此我國綠電業在營運上，不僅提供綠電銷售，

亦包含協助用戶或再生能源發電業進行案場開發、提供管理顧問服務(如再生能源

憑證申請、負載分析管理)、光電資源活化等附加服務，創造出多元化的商業模式。 

目前我國綠電需求多集中於有簽定 RE100 或於 CSR 的大型企業，大用戶綠

電條款義務者將於 2025 年後方具綠電需求，但僅管如此，目前我國綠電交易仍

處於非常熱絡的情況。另外企業在面臨碳關稅及淨零排放等挑戰上，部份企業將

同時對供應鏈提出使用再生能源或節約能源的要求，於綠能憑證供給量不足的情

況下，將帶動相關商業模式的成長。 

B.可能參與業者： 

太陽光電系統商、風電系統商、能源服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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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使用端(買方)： 

具有使用再生能源需求的用戶(如參與 RE100 或大用戶綠電條款義務者)。 

(2) 綠電技術顧問： 

A.情境與商業模式(電業自由化後)： 

隨著氣候極端化，再生能源的發電預測與電網穩定性息息相關。由於輸配電

業具有穩定電網的重要使命，為促使再生能源能發電可被準確預測，國際間有許

多綠電技術顧問提供預測服務，做為電力公司對於供電及輔助服務等容量執行依

據，在較低的投入成本下，取得電網的穩定。 

另外其業務範疇除了協助負載預測外，同時可協助再生能源售電業將其創能

的利益最大化，透過綠電技術顧問，協助進行再生能源發電及市場價格的預測，

進一步的確認供給端的負載，也可使再生能源降低因間歇性及波動性造成系統的

影響。 

B.可能參與業者： 

專業研究機構、大數據分析業者。 

C.使用端(買方)： 

電力公司、再生能源電售電業、虛擬電網。 

(3) 低碳燃料製造(如氫能、生質能)： 

A.情境與商業模式： 

在追求淨零排放的目標下，各國紛紛將非化石燃料做為主要策略之一。目前

日本及各國等在氫能及生質能的製造，已展開應用再生能源(太陽光電、風力)或

低碳能源(褐煤)製造氫能或生質能的研發或示範計畫，但該技術尚無法大量推廣。

鑑於未來傳統能源高碳排放及存量有限的問題下，非化石燃料將成為關鍵的能源

技術，國內亦可望作為未來達成淨零排放的重要發展之一，而相關故此類目前也

已有相關的商業模式形成。 

B.可能參與業者： 

中油公司、其他研究機構。 

C.使用端(買方)： 

能源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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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微電網： 

(1) 區域電能管理中心(虛擬電廠) 

A.情境與商機： 

將能源數位化整合至一個區域，並由區域電能管理中心整合調度，協助當地

的電力公司穩定電網。其透過 ICT 技術，掌握各所屬客戶的能源使用狀況並整合

節能、儲能及創能等資源，將區域的電力能源使用優化，以及針對耗能設備運轉

參數進行大數據的分析(可應用能源預測、特徵判斷及故障診斷等)，提供相關的

改善策略，協助用戶找出能源浪費、故障診斷以及後續的能源使用預測，並利用

儲能技術，從而使能源用戶成本最適化。 

在國外相關商業收益上，多半配合電力公司，協助進行電網穩定，進而收取

相關費用，並與客戶進行分潤，同時亦協助客戶進行合理化能源管理，創造更多

收益。但目前國內在商業模式應用上，由於受到儲能設備成本較高，僅有小規模

案場被運用在連鎖型服務業，做法上為透過監控系統整合後端的設備進行節能管

理、預知保養等，並建置小容量的儲能設備，針對契約容量進行妥適管理。在進

程上僅集中於需求端的用能管理，尚未進到穩定電網的業務。 

B.可能參與業者： 

能源技術服務業者、耗能設備商、數據分析業者、能源管理系統業者、顧問

業者。 

C.使用端(買方)： 

能源用戶、電力公司。 

(2) 分散式能源整合供應商： 

A.情境與商機： 

分散式能源整合供應商的角色為整合分散式能源。其電力用戶兼具消費者與

生產者的角色，成為產銷合一者(Prosumer)，可透過能源管理系統，協助單一用

戶整合節能、儲能及用能，協助客戶降低電價。在國內因尖離峰價差誘因尚未建

立，且再生能源躉購價格仍高於尖峰電價，較難形成具體的經濟效益，亦僅零星

個案，在相關個案中，多應用排程控制、尖離峰價差及契約容量管理等進行用能

管理，現行建置的目的多為試點，經濟效益並非主要考量。 

但隨著大用戶綠電條款的推動，儲能設備成為選項後，許多用戶為因應義務

設置量，開始思考將儲能設備投入用能管理中，因此許多業者紛紛在資金操作、

技術整合上提供解決方案，預期將帶動相關商業模式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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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可參與的業者： 

系統商(整合節能、儲能)、能源技術服務業者、儲能業者、電動車業者、能

源管理平台。 

C.使用端(買方)： 

能源用戶、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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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創新能源產業商業模式綜整表 

能源 

類別 
項次 創新商業模式 應用技術 參與業者 

我國技術 

成熟度 
市場誘因 

可能障礙 

(執行遭遇問題) 

節能 

1 
智慧化能源建

置及代管服務 

IOT、節能、大數據

分析、智慧化控制

(含排程、最佳化操

作等) 

(1)節能系統商、 

(2)設備商、 

(3)資通訊業者 

中 
大用戶 1%管理規定

(僅大用戶) 

能源價格過低、商業模式難

以建立 

2 

即時/補充備

轉容量電力交

易商 

IOT、節能、大數據

分析 

(1)節能系統商、 

(2)資通訊業者 
高 台電輔助交易平台 國內業者缺乏經驗 

3 

需量技術服務

管理顧問 

(負載預測、技

術顧問) 

大數據分析、演算技

術 

(1)研究機構 

(2)顧問業 
低 無 

1.國內僅少部分業者投入演

算法開發 

2.國外業者曾評估過台灣市

場 

3.市場暫無需求 

4 能源效率服務 

耗能設備改善、大數

據分析、智慧化控制

(如排程、最佳化操

作) 

(1) 能源技術服務業者 

(2) 能源管理系服務商 

(3) 耗能設備供應商 

高 

 大用戶 1%管理規定

(僅大用戶) 

 碳權取得機會 

目前僅針對大用戶進行管

制，客戶導入意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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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能 

5 

調頻備轉容量

電力市場開發

商 

IOT、大數據分析 

(1)系統商 

(2)設備商(儲能、PCS) 

(3)資通訊業者(含

EMS、BMS 等) 

中 
 大用戶綠電條款 

 台電輔助交易平台 

儲能設備價格過高，難有經

濟效益。 

6 

用戶電能管理

(含契約容量

管理及設備保

全) 

IOT、大數據分析、

演算技術 

(1)系統商 

(2)設備商(儲能、PCS) 

(3)資通訊業者(含

EMS、BMS 等) 

中 
 大用戶綠電條款 

 台電輔助交易平台 

1.儲能設備價格過高，難有

經濟效益。 

2.在設備保全上，仍有一定

市場。 

7 

智慧社區用能

建置及管理服

務商 

電動車充電技術、電

池管理技術 

(1)建商 

(2)設備商(儲能、PCS) 
低 無 

1.儲能設備價格過高，難有

經濟效益。 

2.發展性與電動車充電椿政

策息息相關，尚有具體政

策。 

創能 

8 綠電售電業 無 
太陽能系統商 

風電系統商 
高 

 參與 RE100 者日漸

增加 

 大用戶綠電條款 

已有法規，尚無商業模式，

是否有障礙待觀察 

9 綠電技術顧問 供給負載預測管理 專業研究機構 低 無 
電業尚未完全自由化，市場

待觀察 

10 

低碳燃料製造

(如氫能、生質

能) 

氫能及生質能製造 
中油公司、其他研究機

構 
低 2050 淨零排放政策 國內外產品均尚無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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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

網 

11 
區域電能管理

中心 

IOT、大數據分析、

演算技術、調度管理 

(1)系統商 

(2)設備商 

(3)資通訊業者(含

EMS、BMS 等) 

低 

 大用戶綠電條款 

 台電日前交易市場

試行平台 

為整合 DR 技術服務商(3)及

日前交易商(5)，同障礙。 

12 
分散式能源整

合供應商 

IOT、大數據分析、

演算技術、調度管

理、再生能源預測 

(1)系統商(整合節、

儲、創能) 

(2)設備商(整合節、

儲、創能)、 

(3)資通訊業者(含

EMS、BMS 等) 

低 大用戶綠電條款 暫無法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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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發展創新能源產業商業模式案例分析 

目前在電力市場中，隨著電業自由化(綠電先行)、台電電力交易平台

(輔助型服務)、大用戶綠電條款等制度推出，結合資通訊技術、財務資金

運作模式等，具有創新的商業模式已逐步萌芽且有多家業者投入。  

相關商業模式多將智慧化管理技術應用於節能、創能、儲能等領域，

甚至在不少商業模式將節能、創能及儲能等技術進行整合，並搭配用戶的

用能管理，協助用戶滿足大用戶綠電條款、產品減碳等目的，本節旨於考

量我國電力市場的進展，就國內已萌芽發展的 9 種商業模式，以業者角度

切入，探討相關創新商業模式中投入的應用技術、資金操作模式及商業模

式優勢等，說明如下： 

1. 智慧化能源建置及代管服務 

(1) 應用技術： 

A. 能源管理：建築物節能方案(包含空調、電器及建築物節能)、熱電

聯產及再生能源解決方案(太陽能、生質能及地熱)。 

B. 大數據管理：分析設備運轉情況，藉由設備運轉大數據分析，找出

節能改善、設備操作及維護保養的契機。 

C. 節能改善工程：運用設備分析結果，導出設備節能改善最佳方案，

並協助用戶進行改善。 

D. 設備保養(修)：運用設備分析結果，協助客戶進行設備保養(修)，

強化設備運轉效率。 

(2) 商業模式： 

運用長期性合約提供用戶節能改善工程、設備維運及代管理等服務，

特色為透過即時監控，分析數據差異及節能機會，為客戶提供可靠的用能

設備的維運及管理，並以 Single Point of Contact(SPOC)一站式整合服務，

提供用戶所有設備的維護保養。 

(3) 財務運作： 

公司為國內上市公司及國際連鎖企業合資成立，雖然商業模式中節能

改善需投入較高的資金，易造成金流的囤積，但目前成案數量尚少，因此

以公司自有資金進行專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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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來源： 

以母公司之國際能源管理整合服務平台為基礎，透過技術將資料傳回

至監管中心，達到環境監控、預知保養、大數據分析智能管理、節能診斷、

即時示警等目的。 

(5) 商業模式優勢： 

A. 運用大數據分析，協助用戶進行最佳化操作，用戶在合約期內不需

大幅投入改善費用，即可創造節能成效。 

B. 提供節能自動化控制、智慧化管理及專業代管，除為用戶節約能源

外，亦可減少用戶管理人力。 

C. 整合用戶所有維護保養工作，統一化管理，減少用戶維謢保養合約

管理的分散性。 

D. 易於結合所有客戶，投入電力市場中即時備轉容量及補充備轉容量

市場。 

E.提供即時手機 APP，用戶確認成效容易。 

2. 即時/補充備轉容量電力交易商 

(1) 應用技術： 

A. 需量聚合商能源管理：由公司自行開發工具平台，可即時監控標的

物(如發電機)待命情況，確保能快速調度合作用戶需量。 

B. 節能/水改善：採全方位的整合能源技術服務（包含熱水、空調、

能源管理、照明、空壓、電能、過濾、節水等系統)。 

(2) 商業模式： 

透過聚合用戶(以製造業為主)自用發電設備、間歇生產情況及設備的

卸載等資源，並搭配電力修改工程及即時監控等技術，參與備轉容量輔助

市場。 

(3) 財務運作： 

由於公司資本額超過 5 億以上，且因長期投入能源技術服務 ESCO，

銀行融資管道暢通，另外商業模式以 3 年內可回收資金的專案為主，且專

案投資規模不高，因此以自有資金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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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來源： 

參考合作美商軟體技術，搭配我國實際操作情況，自行開發備載容量

監控管理平台。 

(5) 商業模式優勢： 

A. 僅需投入監控工程及電力修改，投資規模小，專案回收期短(約 1-3

年即可回收)。 

B. 用戶僅需500kW以上自用發電機即可參與，對於製造業用戶而言，

合作門檻低，易於拓展業務。 

C. 可搭配傳統節能 ESCO 工作同時執行，提供整合性的服務，提供客

戶多元化的服務。 

3. 調頻備轉容量電力市場開發商 

(1) 應用技術： 

包含儲能系統建置技術、ICT 技術及儲能系統效能管理及維護等。 

(2) 商業模式： 

A. 模式一：由開發商協助開發及建置儲能系統專案(所有權屬於開發

商)，建置完成後將整個案場銷售與電力交易商(所有權轉移)，由電

力交易商以相關資源參與調頻輔助交易市場，向台電公司取得服務

費用。 

B. 模式二：由開發商自行開發及建置儲能系統專案，建置完成後自行

投入電力輔助型交易平台。 

(3) 財務運作： 

A. 電力交易商：投過股權募資募得資金，股權擁有者包含上市公司、

租賃公司及創投公司，掌握資金達百億元以上規模，透過與其他業

者合作，共同開發及維護案場。 

B. 開發商：資金來源以自有資金及銀行融資為主，但由於銀行對於儲

能設備態度較為保守，融資取得成數較少，因此視案場開發情況及

資金調度情況，將部分案場銷售予電力交易商，取回執行所需資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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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來源： 

儲能設備來源並無一定之供應商(中國、美國及義大利等均有取得設備

管道)，後端電池管理系統則向供應商購置。 

(5) 商業模式優勢： 

A. 具有多元化的資金來源管道及運作機制，可有效決資金囤積壓力。 

B. 儲能設備來源管道多，受到電池缺貨影響較小。(至 2022 年中前國

際間儲能設備屬於缺貨情況) 

C. 整合開發商及交易商能量共同開發案場，可發揮最大綜效。 

4. 用戶電能管理 

(1) 應用技術： 

A. 儲能調節契約容量管理：模擬企業設置儲能設備情境，找出全年

365 天削峰填谷最佳經濟效益及最適契約容量。 

B. 太陽能及儲能安裝工程：主要進行相關設備安裝工程，並透過雲端

能源管理系統(EMS)管理後續維運(含用能管理)。  

C. 電力自動化控制：包含變電站、整廠電力及饋線等自動化系統。 

(2) 商業模式： 

藉由電力自動化管理技術，以實際用能狀況及用電契約容量，協助用

戶評估最佳化的儲能配置，輔以電力自動化控制，藉由削峰填谷及電價差

轉移，為客戶節約電費。 

(3) 財務運作： 

公司為上市公司子企業，商業模式多採一次性買斷，資金僅短期建置

週轉資金，因此以自有資金投入專案。 

(4) 技術來源： 

逆變器、最佳化儲能配置試算工具及電力自動化控制均為自行研發，

儲能設備來自進口。 

(5) 商業模式優勢： 

A. 通常儲能設置容量不高(<1MW)，專案費用不高。 

B. 隨著成功個案越多，可發展出區域電力調度中心，投入台電現行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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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型交易市場。 

C. 專案執行設備大部份為自行生產，價格具有競爭優勢。 

D. 配合大用戶綠電條款，儲能設備整合進行用能管理及設備保全，商

業模式發展潛力大。 

5. 智慧社區用能建置及管理服務商 

(1) 應用技術： 

A. 家庭儲能系統：主要以小型儲能設備，並輔以手機 APP 進行電池

用能管理。 

B. 社區儲能系統：整合儲能系統及綠電進行應用，並整合電動車充電

椿，進行社區契約容量管理。 

(2) 商業模式： 

藉由導入社區能源管理系統及儲能系統，管理社區公用設備用能，商

業模式的主軸在於透過儲能系統達到：(1)避免電動車充電槍造成契約容量

大幅超約、(2)契約容量管理、(3)尖離峰用電轉移、(4)停電時的備用電源

等。 

(3) 財務運作： 

商業模式依導入對象，若為新設社區則採一次性買斷模式，若為既設

社區，為降低客戶壓力，結合租賃業者，提供分期給付，透過租賃業者資

金降低客戶及業者資金壓力。 

(4) 技術來源： 

承接國外原廠電力應用技術，目前小型的逆變器為自行研發生產，技

術優勢在於資通訊模組為自行研發設計。 

(5) 商業模式優勢： 

A. 解決方案可提供給社區，大型停車場、電動巴士等均可涉足。 

B. 隨著成功個案越多，可發展出區域電力調度中心，投入台電現行輔

助型交易市場。 

C. 逆變器為自行生產，價格具有競爭優勢。 

D. 提供分期付款商業模式，可有效降低客戶資金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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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綠電售電服務 

(1)應用技術： 

A. 負載預測：針對再生能源及用戶用電進行預測，建立適度的售電計

畫，爭取最大收益。 

B. 案場開發：協助再生能源發電業開發大型電場，由發電業出資建廠、

售電業負責銷售綠電。 

C. 綠電顧問：協助用戶建立綠電使用計畫、申請綠電憑證及其他周邊

服務。 

D. 屋頂型光電廠建置：透過屋頂租用(PV-ESCO)商業模式，取得屋頂

使用權，建置屋頂型太陽能電板，視規模透過躉購或銷售綠電方式，

取得收益。 

(2) 商業模式： 

透過向再生能源發電業購置綠電後，轉售予用戶，其商業模式關鍵在

於如何掌握綠電來源、價格(風電及光電價格落差大)及提供用戶售電計畫

等，因此依購電來源，市場上具有多樣性的商業模式： 

A. 集團模式運作：主要由再生能源售電業向同集團內的再生能源發電

業收購電力，銷售予用戶。 

B. 建立電力媒合平臺：建立用戶供需媒合平台，進行供需撮合，但為

增加電力取得機會，同步提供綠電憑證申請、再生能源分析管理等

額外服務。 

C. 策略結盟：進行再生能源案場開發，並交由再生能源發電業進行案

場建置，建置妥善後，由再生能源售電業進行售電。 

D. 小型案場建置：進行屋頂型太陽能建置，視規模藉由躉購或綠電出

售的方式(已取得再生能源售電業資格)，進行商業模式操作，爭取

最大收益。 

(3) 財務運作： 

商業模式中除向再生能源發電業購買綠電週轉金外，無大量資金支出，

目前在財務運作上，屬集團型運作模式，多僅為集團內部金流，而透過策

略聯盟或是媒合平台模式業者，通常多透過股權募資、群眾募資及租賃資

金等模式進行財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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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來源： 

案場開發、綠電憑證等申請服務多為顧問性質。 

(5) 商業模式優勢： 

A. 目前國內已有多家大型企業參與 RE100，綠電需求大，因此需求端

穩定，客戶開發壓力不大。 

B. 部份商業模式無需大量資金投入，營運較無資金壓力。 

C. 未來風電投入綠電市場後，可進行價差操作，創造業務彈性。 

7. 區域電能管理中心(以連鎖服務業為例) 

(1) 應用技術： 

A. 用能管理：透過能源管理系統進行用能管理，技術包含設備啟停控

制、用電需量管理、設備輪停控制。  

B. 儲能設備：以小型儲能設備結合逆變器進行契約容量調整。 

C. 專家系統：針對冷凍冷藏櫃、咖啡機等進行監控，並建置大數據資

料庫，於數據異常時進行設備保養(修)提醒。 

D. 雲端能源管理：透過雲端將相關數據傳送至總公司，並由總公司伺

服器進行用電資料剖析及大數據分析，並進行人工智慧演算。 

(2)商業模式： 

運用自行開發雲端能源管理系統，整合各分店用電資訊，進行各分店

用電管理，其中經濟效益主要透過各分店儲能設備及設備啟停控制，進行

契約容量管理，為客戶減少電費支出，同時透過專家系統監控冷凍冷藏等

設備，於設備故障前發出異常簡訊，避免夜間叫修，降低維修費支出。 

商業模式因需投入大量感測元件，能源管理系統建置成本較高，由節

省下來的電費及夜間維修費用，尚不具自償性，因此搭配照明設備汰換，

減少專案回收期。 

(3) 財務運作： 

為上市公司子公司，因長期投入 ESCO 專案，已有長期往來合作銀行，

專案資金為自有資金及銀行融資混合搭配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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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來源： 

能源管理系統、專家系統及用能管理等均為客製化自主研發產品，儲

能設備及逆變器則向供應商購買。 

(5) 商業模式優勢： 

A. 依用戶需求客製化智慧能源管理系統，商業模式彈性大且價格容易

控制。 

B. 依客戶用電設備重要性，量身打造專家系統，透過預知保養，降低

客戶因設備損壞造成的損失。 

C. 商業模式鎖定連鎖服務業，分店據點多且屬性相近，易於擴散。 

8. 分散式能源整合供應商(整合大用戶綠電條款) 

(1) 應用技術： 

A. 用能管理：透過能源管理系統進行用能管理，並依客戶生產情況，

進行公用設備效率管理、契約容量管理等。  

B. 儲能設備：以儲能設備結合逆變器進行用能管理。 

C. 太陽能光電設置：進行太陽能光電設置，並向台電辦理躉購作業。 

(2) 商業模式： 

A. 業者向綠能大用戶開發案場，大用戶出場地，光電業者負責建置太

陽能光電及儲能等設備，建置完畢後，太陽能光電所有權歸業者，

儲能設備歸用戶所有。 

B. 光電業者將綠電用於交易，用戶以儲能設備向能源局覆行大用戶條

款。 

C. 業者協助大用戶規劃能源管理系統，整合儲能設備、能源效率管理

或設備啟停等，投入用能管理。 

D. 商業模式特點為將原本該支付予用戶的場地租金及部份綠電銷售

的收益，進行購置儲能設備贈予大用戶，因此對於用戶提供場所的

光電建置量及儲能設備價格均有嚴格要求。 

(3) 財務運作： 

僅零星案場，太陽能光電設備由於採躉購模式，易於向銀行取得資金，

儲能設備則由自有資金搭配租賃業者資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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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來源： 

屬系統整合型業務，技術核心在於系統整合，相關設備大部分向供應

商進行採購。 

(5) 商業模式優勢： 

A. 於大用戶綠電條款下，大用戶無需額外出資即可滿足大用戶綠電條

款，商業模式易於推廣。 

B. 儲能設備結合至後端用能管理，整合工程可創造出業者額外收益。 

C. 透過銀行或租賃公司資金，不易造成資金囤積壓力。 

9. 分散式能源整合供應商(整合碳足跡及智慧化工廠) 

(1) 應用技術： 

A. 智慧化整合：結合能源管理系統及生產管理系統(ERP)，加入原物

料之碳排放量，自動轉換為動態碳足跡管理系統，隨時掌握產品碳

足跡。  

B. 儲能設備：以儲能設備結合逆變器進行後用能管理。 

C. 太陽能光電設置：進行太陽能光電設置，相關發電量為工廠自發自

用，必要時用以調節取代某個單項產品的用能，降低單項產品的碳

足跡。 

D. 用能設備管理：結合智慧化電錶，導出各項公用設備投入各項產品

用能情況，進行減碳規劃及最佳化運作管理。 

(2) 商業模式： 

A. 協助工廠開發碳足跡整合軟體，並結合生產管理系統及智慧電錶，

形成動態產品碳足跡管理系統。 

B. 視需求與供應商結合，協助工廠建置太陽能光電及儲能設備，藉由

能源取代的方式，降低外銷產品的碳足跡。 

C. 分析各項產品數據，提供工廠減碳或節能工作推動規劃，協助工廠

減少碳排放量，創造額外服務的機會。 

(3) 財務運作： 

公司屬中小企業，執行業務屬性為客製化軟體開發，無需大額投入經

費，太陽能及儲能設備工程則由合作廠商與工廠自行洽談，由合作廠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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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出資建置。 

(4) 技術來源： 

業者本身屬資訊業者，客製化軟體為自行撰寫。 

(5) 商業模式優勢： 

A. 於產品減碳標章及碳關稅等議題下，產品碳足跡盤查及減量逐漸成

為重要課題，商業模式潛力大。 

B. 結合合作廠商，可為工廠提供一系列的產品減碳規劃，商業模式延

續力強。 

C. 在碳足跡的要求下，商業模式易於透過客戶衍生至上游供應商，擴

散能力強。 

四、本章小結 

綜觀我國已萌芽的創新能源產業商業模式中，相較於國際推動情況，

可說已具備發展的雛型，其中最大的差異點在於因我尚未開發電能交易市

場，且發電、輸配及售電亦尚未分割，因此商業模式不如國際多元，其中

「綠電技術顧問」及「需量技術服務管理顧問」並非國內未有相關商業模

式，而是相關市場需求無法獨立成為營業項目，多為在「即時/補充備轉容

量電力交易商」或「綠電售電業」的營業附加服務中，但在再生能源設置

量逐步提高後，為達到穩定電網的目的，後續商業模式將逐步成形。 

而在能源效率服務搭配碳權取得的商業模式方面，因國內未有碳交易

市場，僅少部份以抵換專案模式執行，但在取得抵換碳權的過程中，除節

能投資外，亦需額外再支出查驗證費用，因此目前僅零星個案採行，後續

需觀察我國碳交易市場推動情況，商業模式才能逐漸成形。而在低碳燃料

製造雖為各國淨零排放重要路徑之一，但相關商業模式尚無經濟效益，但

國內外均有搭配各製造業或再生能源餘電，進行研究工作或試點計畫，我

國預計隨著淨零排放的路徑確定及政策推動的助力等，商業模式將逐步萌

芽發展。 

  



企業面對碳管制與電力市場轉型之因應與商機 

180 

參考文獻 

行政院(2020)。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核定本。

https://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9922 

全球安防科技網(2015)。看不到節能效益? 裝上雲端能管 看住你的每一分

錢。https://www.asmag.com.tw/showpost/10239.aspx 

宋天琦(2019)。基於日本能源發展特點的智慧能源服務發展與模式研究。

上海節能，7，575-578。 

許志義、黃俊凱(2016)。論電力自由化下虛擬電廠之商業模式：德國 Harz

示範計畫之經驗及對我國之政策意涵。台灣經濟論衡，14(2)，77-110。 

日本 Toshiba Energy Systems & Solution 公司網頁，檢自

https://www.toshiba-energy.com/en/info/info2020_1204.htm 

美國 Swell Energy 公司網頁，檢自 https://www.swellenergy.com/ 

英國 Centrica PLC 公司網頁，檢自

https://www.centricabusinesssolutions.com/case-study/worlds-most-advan

ced-virtual-power-plant 

經濟部能源局 業務統計 6.民營再生能源發電廠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

id=1001) 

經濟部能源局 業務統計 11.再生能源售電業基本資料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Desc.aspx?m

enu_id=996) 

澳洲 AGL 公司網頁，檢自

https://www.agl.com.au/solar-renewables/solar-energy/virtual-power-plan

t 

德國 Next Kraftwerke 公司網頁，檢自 https://www.next-kraftwerke.com/ 

BIDEN HARRIS (2020), The Biden Plan For A Clean Energy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https://joebiden.com/climate-plan/ 

BIDEN HARRIS (2020), The Biden Plan To Build A Modern,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And An Equitable Clean Energy Future, 

https://joebiden.com/clean-energy/ 

BMWi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 (2018), Sixth 

https://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9922
https://www.swellenergy.com/
https://www.centricabusinesssolutions.com/case-study/worlds-most-advanced-virtual-power-plant
https://www.centricabusinesssolutions.com/case-study/worlds-most-advanced-virtual-power-plant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1001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1001
https://www.next-kraftwerke.com/


第六章  我國發展創新能源產業之模式與商機 

181 
 

‘‘Energy Transition’’ Monitoring Report ‘‘The Energy of the Future’’. 

https://www.bmwi.de/ 

Cahill, B.(2021), "Biden Makes Sweeping Changes to Oil and Gas Policy",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iden-makes-sweepingchanges-oil-and-gas-

policy 

Chen, C., Xue, B., Cai, G., Thomas, H., Stückradb, S. (2019), Compar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s in Germany and China: Synergies and 

recommendations, Energy Reports, 5, 1249–1260 

Chemnick, J. (2021), "U.S. Officially Rejoins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u-s-officiallyrejoins-paris-cli

mate-agreement/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2020), "Global Offshore Wind Report 2020", 

https://gwec.net/global-offshore-wind-report-2020/#key-findings 

Hancock, E. (2021), Biden administration upholds Trump's removal of bifacial 

tariff exemption 

https://www.pv-tech.org/bidenadministration-upholds-trumps-removal-of

bifacial-tariff-exemption/ 

IEA (2017), Digitalization & Energy,  

Merchant, E. F. (2021), Biden Administration Backs Trump on Solar Tariff Suit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biden-administration-back

strump-on-solar-tariff-suit 

Swell Energy Offers Innovative Battery Deal to 8,000 Customer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2021),檢自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210511005218/en/Swell-En

ergy-Offers-Innovative-Battery-Deal-to-8000-Customers-in-Southern-Cal

ifornia 

Virtual-Power-Plant-in-South-Australia (2020), 檢自

https://arena.gov.au/assets/2020/10/virtual-power-plant-in-south-australia.

pdf 

https://arena.gov.au/assets/2020/10/virtual-power-plant-in-south-australia.pdf
https://arena.gov.au/assets/2020/10/virtual-power-plant-in-south-australia.pdf




第七章  我國發展創新能源產業之挑戰與策略 

183 
 

第七章 我國發展創新能源產業之挑戰與策略 

隨著資通訊技術大幅應用於能源領域，在創能、儲能、節能等已具備成熟技

術，另結合法規、交易制度及企業自願性承諾等驅動力下，搭配財務模式，可衍

生創造出許多新的商業模式(如圖 7.1 所示)，藉以符合市場需求。然而在第六章

所列舉的 9 種商業模式中，雖均具有發展的立基及業者投入的優勢，然而在實際

執行上，仍具有諸多挑戰。本章節旨於針對各發展的商業模式，就發展過程中商

業模式所遭遇的問題，依法規制度、經濟效益、技術發展及外部環境等面向進行

盤點，導出發展的障礙，進而提出企業的解決對策及政府施政建議。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7.1、創新能源產業商業模式發展示意圖 

一、發展創新能源產業挑戰分析 

本研究透過訪談國內發展創新能源產業之業者，蒐集各業者對於創新能源產

業之看法及建議事項，並歸納出現行業者在發展創新商業模式遭遇之阻力，說明

如下：  

(一)節能領域 

1. 智慧化能源建置及代管服務 

(1) 缺乏減碳強制性法規(法規制度面)：因目前國內未有如國外碳總量管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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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等法規制度，商業模式主要收益僅來自於節約能源、需量反應或遵

節下來的保養人事費用，在無外加法規下，專案回收年限仍過長，推廣不

易。 

(2) 低電價致使經濟誘因不足(經濟效益面)：我國住商及工業電價均為國際第

四低，過低的電價導致智慧化能源建置及代管服務專案自償性不足，目前

僅能鎖定具用電規模之服務業用戶(如醫院/學校)。 

(3) 大數據分析人才不足(技術發展面)：商業模式若要達到最佳化的成效下，

均需仰賴用能大數據分析，方能提出解決對策，但目前我國相關人才較為

缺乏。 

(4) 商業模式拓展難以普及(外部環境面)：商業模式開發上，因製造業多已具

有專業化人力，且公用及製程設備因涉及生產，製造業常考量風險不願執

行，因此專案開發受限。 

(5) 場址為租賃性質，用戶不願意接受過長的業務(外部環境面)：客群多集中

於服務業，但易受到場址為租賃影響，專案開發不易。 

(6) 用戶設備保養意識不足(外部環境面)：服務業用戶對於設備保養意識較為

不足，專案開發期長且溝通成本較高。 

2. 即時/補充備轉容量電力交易商 

(1) 需量反應措施與輔助平台競合現象(法規制度面)：電力交易商因透過需量

轉移或發電機資源等投入輔助型電力交易市場，客戶與台電公司現行需量

反應措施(如計畫型每日 6 小時)重疊性高，易有競合現象。 

(2) 投入人事成本較高(經濟效益面)：電力交易商雖已有調度軟體平台，但執

行面上考量風險，專案需不斷與客戶溝通，確保調度能夠成功，投入人力

較多。 

(3) 基於市場風險難以大規模拓展專案(外部環境面)：交易商市場價格因素掌

握於台電公司，當輔助型市場價格低於現行需量反應，將大幅降低客戶參

與意願，專案風險較高，因此交易商考量風險不願意大規模開發。 

(二)儲能領域 

1. 共同障礙： 

(1) 國內儲能設備缺乏使用及回收規範(法規制度面)：國內對於汰役電池產品

的使用或回收方面，目前仍尚未有相關評估及應用之標準與規範；另外國

內尚無對應之安全標準及電池系統的國家標準，形成儲能市場推動的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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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2) 大數據應用人才養成不易(技術發展)：電場維運及用能管理操作上，均涉

及 IOT 技術、用能設備基礎知識及現場實務經驗，目前國內人才較為缺

乏，人才養成時間較久。 

(3) 儲能設備短期取得不易(外部環境面)：儲能電池部分零組件供應鏈有缺貨

問題，目前儲能電池至 2022 年第二季前可能會持續處於缺貨情況。 

(4) 用戶對於儲能設備安全性具疑義(外部環境面)：「用戶電能管理」及「智

慧社區用能建置及管理服務商」等商業模式，都要面對能源用戶或社區管

委會等對於儲能電池安全有疑義及如何克服之挑戰。 

2. 調頻備轉容量電力市場開發商 

(1) 台電饋線容量不足，儲能電場建置不易(法規制度面)：案場建置需向台電

申請裝置/契約容量，於設置場址饋線容量不足情況下，無法取得裝置容

量。 

(2) 銀行融資取得不易(外部環境面)：於電場建置完畢後，後續在金流上要逐

步透過提供台電服務費用取回建置資金，回收期長達 6 年，惟銀行對於儲

能安全性及電場營運缺乏信心及經驗，雖目前有其他資金管道，但長期上

仍不利商業模式發展。 

(3) 價格採競標制度，市場仍具風險(外部環境面)：提供服務的價格採競標制

度，於專案開發過飽合後，易造成價格崩跌，造成專案投入風險。 

(4) 配合饋線容量易導致管線費用過高(外部環境面)：案場需有適當場址，確

保儲能設備能持續維運，然在饋線容量不足的情況下，建置地點若離可建

置之饋線過遠，將衍生過高的管線費用。 

3. 「用戶電能管理」及「智慧社區用能建置及管理服務商」 

(1) 缺乏完整用電資料進行有效評估(法規制度面)：「用戶電能管理」及「智

慧社區用能建置及管理服務商」等商業模式，在儲能設備合理化配置上，

需有完整用電資料俾利進行估算，但因國內能源數位化尚未普及，目前相

關數據不易蒐集。 

(2) 用能管理尚缺乏經濟誘因(經濟效益面)：因台電電價尖離峰價差較小，雖

可透過契約容量管理取得部分費用，但評估顯示暫無經濟效益。 

(三)創能領域 

目前售電業者大多數作法為建立再生能源電廠後，再以直供或轉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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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予具有需求的能源用戶，而相關的商業模式除了案場建置外，更加重要的為資

金取得管道。目前在運行中的資金取得管道包含群眾募資、股票上市、銀行融資

或運用公司資金等，另再生能源售業者中亦有少部份業者以能源中盤商的方式，

向綠電發電業取得用電轉售予用戶(包含轉供服務及綠能憑證)。綜整目前發展中

之障礙，說明如下： 

1. 收取能源基金恐導致售電成本增加(法規制度面)：電業法修法通過後，將

綜合電業進行拆分，惟目前配合能源管理法修正草案上，於第五條能源基

金來源上，若將再生能源售電業納入課徵來源(上限為收入千分之五)，恐

影響再生能源售電業營收及市場拓展，法案目前尚在研議中，主管機關傾

向於針對再生能源售電業者，會先給予低費率或零費率。 

2. 智慧化電表普及率不足(法規制度面)：目前低壓智慧電表尚未普及化，對

於以小型用戶為主的再生能源售電業，因許多小型用電戶用電行為等資訊

不易取得，增加市場拓展難度。 

3. 價差操作不易且風險高(經濟效益面)：由於國內再生能源躉購費率為公開

資訊，目前買方多參考躉購費率與再生能源售電業進行議價，過小的價差

易導致售電業商業模式操作風險過高。 

4. 電證合一制度考驗售電業負載預測能力(技術發展)：在電證合一(電能及憑

證一起販售)的原則下，再生能源售電業需有效掌握再生能源發電情況及

用戶用能情況，透過匹配後方能進行有效的售電，雖餘電仍可回售台電，

但難以爭取最大化營收。 

5. 綠電取得不易(外部環境面)：隨著再生能源設備建置量逐步上升，專案案

場開發越趨不易，然目前再生能源發電業亦可直接售電予大宗用戶，在排

擠效益下，再生能源售電業綠電取得管道受到壓縮。 

6.  購電週轉資金取得不易(外部環境面)：再生能源售電業商業模式中，需先

行向再生能源發電業進行購電後，再銷售予用戶，然而部份再生能源售電

業屬中小型企業，向銀行辦理週轉金融資時，常因銀行擔心風險而不願承

貸。 

(四)微電網領域 

目前我國發展中的商業模式包含區域電能管理中心(結合儲能及節能)及 2 種

配合大用戶綠電條款及碳足跡管理的分散式能源整合(結合儲能、創能及節能)，

相關商業模式均具有發展之立基點，但因為將儲能、創能及節能進行整合應用，

其面臨之挑戰亦與前述相同，說明如下： 

1. 區域電能管理中心：應用上為整合節能、儲能及專家系統，在發展上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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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電價致使經濟誘因不足、大數據分析人才不足、場址租賃用戶不願意接

受過長的業務及用戶對於儲能設備安全性具疑義等，另外在專家系統開發

上，因應各行業別用能及設備的差異，需個別客製化，開發時間較長。 

2.  分散式能源整合供應商(整合大用戶綠電條款)：應用上為整合節能、儲能

及用能管理系統，搭配大用戶綠電條款發展之商業模式，在推動上面臨國

內儲能設備缺乏使用及回收規範、用能管理尚缺乏經濟誘因、用戶對於儲

能設備安全性具疑義等問題，另外商業模式亦面臨儲能設備取得成本過高，

需搭配足夠的光電建置容量方具經濟效益。 

3. 分散式能源整合供應商(整合碳足跡及智慧化工廠)：應用上為整合節能、

儲能及用能管理系統，搭配產品碳足跡及產品減碳進行發展，在推廣上面

臨原物料之碳排放需透過供應商或生命週期資料庫取得，當產品原物料過

多時，盤查難度高。 

二、企業策略分析 

彙整我國當前電力市場環境、創新商業模式經濟效益、業者發展情況及業者

看法等，探討我國企業發展創新商業模式之推動策略，提出業者投入創新商業模

式之建議，分別建議如下： 

(一)節能領域創新商業模式企業策略 

1. 智慧化能源建置及代管服務商： 

(1) 以具規模的集團為標的，加速市場開發：案場開發上建議以集團式的醫療

體系或具有諸多分校的大專院校進行開發，透過單家(或單一校區)成功案

例的建置後，易於推廣至其他分院或分校。 

(2) 善用政府資源，提高用戶導入意願：目前國內已具有若干輔導或補助(如

節能績效保證示範補助計畫)，可協助用戶爭取相關補助或輔導，減少我

國能源價格偏低及缺乏減碳強制性法規的衝擊。 

(3) 強化系統化節能應用技術：隨著監控系統技術成熟，在應用技術上逐步由

單一設備演進至系統化節能改善，可透過最佳化的系統運轉效率，可提升

改善成效。 

(4) 強化在職教育，培育跨領域人才：商業模式涉及 IOT 技術、節能設備實

務及大數據分析，因此業者可透過在職培訓的課程，加速人才的養成。 

2. 即時/補充備轉容量電力交易商： 

(1) 鎖定具經濟效益之調度資源進行開發：目前在案場開發上，大型的調度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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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雖可取得較佳的收益，但易與台電其他需量反應措施產生競合，而小型

調度資源則不具經濟效益。因此在發展上，應視交易商所採用儀表及技術

作法，設定適當之容量進行開發。 

(2) 發展多元化需量抑低技術：目前市場上投入資源多以自用發電機為主，但

諸多業別可在公用系統(如儲冰設備、冷凍冷藏)或製程系統(生產流程調整)

等進行調度控制，此類調度技術高度成熟，因此交易商應發展相關技術，

促成更多資源投入，以避免與其他需量反應措施競合。 

(3) 整合節能及需量調度技術進行市場操作：在發展備轉容量商業模式上，由

於現行市場尚無法支撐企業營運，執行上可將為用戶提供節能改善專案為

主、需量反應調度為輔，同時開發二種類型案場，除可提升案場開發效益

外，亦可提升調度商本身競爭力。 

(4) 強化大數據技術及人才養成：在以需量反應為調度資源的情況下，為確保

調度的成功性，需建構用戶用能狀況的大數據分析能力，並找出合理的調

度量，以降低執行風險，故業者應加速強化技術及人才養成。 

(二)儲能領域創新商業模式企業策略 

1. 共同策略： 

(1)  儲能設備管道來源多元化：建立多元化電池及相關供應鏈來源管道，解決

電池及相關產品缺貨問題。 

(2) 研發電池回收再利用技術：為解決未來大量使用電池的需求以及我國難掌

握上游礦源等原物料供應鏈的問題，可透過與國內學研單位合作研發電池

材料回收與再利用技術，作為高端技術人才培育中心以及後續國內發展相

關技術之先驅。 

2. 調頻備轉容量電力市場開發商： 

(1) 建立有效資金來源管道：由於商業模式具有高資金囤積的特性，在目前國

內銀行融資不易情況下，建議可透過與其他具資金優勢業者合作，在資金

不足的情況下，將案場售予其他業者(如租賃公司) 

(2) 建立完整的財務評估模型，降低專案風險：目前收益主要來自於台電的電

力交易平台，其投標價格具有上限，因此應建立適當價格模型，並持續觀

察競標價格，在案場飽合情況下，應停止案場開發，以避免市場價格崩跌

造成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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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戶電能管理及智慧社區用能建置及管理服務商： 

(1) 強化用能管理技術：除透過儲能設備進行尖離峰轉移外，建議可結合設備

運轉管理、排程控制等，進行合理化用管理，進而進行更有效的契約容量

管理，提高專案經濟誘因。 

(2) 發展電能管理中心：隨著客戶數量增加，可透過儲能設備參加台電電力交

易平台-即時/補充備轉容量服務市場，並與用戶進行分潤，提高用戶參與

意願。 

(3) 提早布局用能管理技術：後續在充電椿廣佈的情況下，將可帶動社區/停

車場用能管理之市場商機，然在技術上除儲能外，智慧化管理系統亦為重

點技術，業者可提早建立解決方案及相關技術。 

(4) 整合業者發揮團隊優勢：籌組儲能產聯盟，整合節能及創能等各方技術，

為客戶量身打造解決方案，同時透過客戶共享的方式，以創造更多的客戶

群。 

(三)創能領域創新商業模企業策略(綠電售電業)： 

1. 妥適應用多元化交易模式：目前因綠電的供應來源，包含太陽光電及風電，

因此結合再生能源來源之價差、供電時間、及客戶用電模式等，逐年為客

戶客製化打造綠電購電計畫，降低購置成本。 

2. 結合電場開發業務：我國太陽光電經歷年推動後，後續新增電場開發較為

不容易，因此售電業可同時兼具售電及電廠開發等二種業務，以求具有穩

定的綠電來源。 

3. 主動發掘市場需求：因大用戶綠電條款尚在緩衝期，目前需求端多為參與

國際協議之企業用戶，因此在案場開發上可主動出擊，善用 ESG 相關倡

儀，向知名大型企業推廣綠電的優點。 

4. 掌握建置成本：國內 2021 年銅電纜、金屬支撐架及模組等各項系統原物

料飛漲，因此再生能源建置成本較往年高，故仍需掌握相關價格走向，俾

利爭取最大收益。 

5. 建立負載預測能力：由於市場上價格透明，在可操作價差不大的情況下，

考量電證合一制度，可透過與其他業者合作，進行掛表量測及客戶負載預

測，俾利取得最大化售電利潤。 

(四)微電網領域 

由於該領域下的商業模式特點為整合節能、創能及儲能等，因此在企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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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上，有諸多如前所述，而針對發展策略補充說明如下： 

1. 區域電能管理中心： 

(1) 建立區域能源管理平臺：目前國內執行上僅為單一企業用能管理，後續執

行上可發展整合型區域能管系統(CEMS)，以連鎖企業為需量反應資源(如

設備排程控制、儲能設備等)市場標的，發揮聚沙成塔的特性，參與國內

輔助電力交易市場。 

(2) 結合研究機構或供應商加速發展專家系統：於商業模式中，專家系統是至

為關鍵的核心商品，惟專家系統開發時程較長，因此建議可與研究機構(製

程設備)及設備供應商(公用設備)合作，加速發展專家系統。 

(3) 結合再生能源售電業提供加值服務：在淨零的趨勢下，使用再生能源減少

碳排放，已經成為趨勢，然而再生能源交易的最大困難點在於負載的匹配，

而電能管理中心掌握許用戶的負載分配情況，結合售電業的用電取得，可

為用戶打造最佳再生能源售電計畫，降低綠電取得成本。 

2. 分散式能源整合供應商(整合大用戶綠電條款)： 

(1) 建立用能管理技術：商業模式以建置儲能設備協助用戶履行大用戶綠電條

款為出發點，因此無需考量經濟效益，為了擴大服務範疇，業者應建立儲

能設備投入用戶之用電管理技術，透過契約容量調整及時間電價轉移，為

客戶創造最大收益。 

(2)  建立精算模型：商業模式中，專案的關鍵在於用戶提供設置分散式能源設

備之場所，廠商透過躉購期間的租金建置儲能設備，轉贈予用戶履行大用

戶綠電條款，因此在發電量、設置容量及儲能設備等金流，均需經過逐案

精算，以避免造成虧損。 

3. 分散式能源整合供應商(整合碳足跡及智慧化工廠)： 

(1) 鏈結減碳標籤發展業務：商業模式的特點為透過運用智慧化技術，整合用

電數位電表及生產管理系統，協助工廠產出即時動態碳足跡，未來可透過

結合環保署減碳標籤，整合後續產品碳足跡減量做法，拓展商業模式領

域。 

(2) 結合再生能源售電業提供加值服務：目前商業模式中，已包含整合再生能

源及儲能，降低產品碳足跡；未來如果面對碳關稅要求，可再加入整合再

生能源售電業，依客戶標的產品生產狀況，建立綠電購置計畫，俾利為客

戶降低產品碳足跡，爭取更加廣大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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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因應企業需求之推動機制與政策法規調整建議 

(一)法規建置建議 

1. 加速推動碳定價機制：我國能源價格過低，不利於節能減碳等商業模式推

動，因此應加速推動溫管法之修法，早日建立台灣碳定價機制，間接促成

能源價格之提升。 

2. 調整能源管理法，減少再生能源售電業壓力：將售電業納入能源基金課徵

來源，恐影響再生能源售電業收益，為鼓勵產業發展，建議政府能先給予

低費率或零費率。 

3. 建立適當補助誘因：能源代管服務商業模式收益來源為電費節約及維運的

人力成本，由於我國能源價格能偏低，導致智慧化系統回收期過長，在商

業模式建立初期，政府能適度予以補助，提升用戶導入意願。 

4 建立儲能系統之安全、回收標準措施：使用經驗不足是儲能系統標準不易

建立的原因。不論是儲能系統還是電動載具的使用者，都將對安全性有更

高的要求，目前美國、加拿大、德國都有儲能系統安全的國家標準，但台

灣對於電池系統缺乏國家標準，同時在汰役電池的回收標準上亦無相關規

範，僅有功率轉換系統 CNS15426 之標準，相關標準應積極補強。 

(二)電力資訊提供及基礎建設建議 

1. 加速智慧電表建置：目前綠電售電業主要客戶為中小用戶，但目前 AMI

智慧電錶建置尚未普及，應加速建置，俾利用戶可購置綠電。 

2. 電力資訊應建立透明機制，協助產業發展：目前針對高壓以上用戶已全面

建置 AMI 系統，雖台電已發展高壓用戶入口網站，可提供用戶用電資料，

但僅提供圖表，無法提供細部數據下載(需臨櫃申請)，建議應進一步提供

用戶用電數據下載的功能。 

3. 提供推薦裝置場域資訊：「調頻備轉容量電力市場開發商」案場建置需向

台電申請裝置/契約容量，於設置場址饋線容量不足情況下，無法取得裝

置容量，惟饋線容量資訊非業者可掌握，建議政府單位應進行公告適合安

裝之場域。 

(三)電力相關業務推動建議 

1. 明確化需量反應市場分工：即時/補充備轉容量電力交易商因為客戶與台

電公司現行需量反應措施(如計畫型每日 6 小時)重疊性高，應將相關用戶

條件進行有效設定，避免疊床架屋。 

2. 依物價調整躉購費率：可參考工程會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作法，各項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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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之漲幅應適時反應在 2022 年躉購費率計算，貫徹 5.25%最低投報

率誘因之躉購制度精神，持續鼓勵民間以私有資金投資設置。 

3. 擴大尖離峰價差：目前高壓用戶常用之二段式及三段式電價，其尖離峰價

差介於 1.7-3.4 元，對於尖離峰轉移並無經濟效益，建議能擴大至 5 元以

上，在合併考量國際儲能設備逐年價格下修條件下，於 2-3 年內應具經濟

效益。 

(四)其他推動建議 

思考放寬現行電證合一制度：目前在電證合一的制度下，只有用戶實際用電，

且綠能電廠有在發電的時段底下，方能取得再生能源的使用憑證，其雖具有用戶

為使用綠電而進行部份用電轉移，對於電網有穩定效果，但隨著綠電需求者增加

時，考量我國綠電供應量，可思考適度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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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已逐漸成為全球許多重點國家的共識，台灣也沒有置身

事外，正如我國蔡英文總統也在今(110)年國慶談話中宣示：「我們已經和國際主

流同步，宣示 2050 淨零排放目標，必須和各界一起規劃路徑圖，把握相應趨勢、

及早評估風險，建構更具彈性、更有應變能力的供電體系」。同時，越來越多跨

國企業設定更積極的減碳目標，並且要求供應鏈協力投入。在此趨勢下，台灣企

業面臨來自政策法規及供應鏈的減碳壓力勢必逐步升溫。 

而為達成 2050 淨零排放目標，我國能源結構勢必需要進行調整，隨著再生

能源發電占比逐步提高，電力部門也將面臨供電品質不穩的挑戰。因此，相關的

法規制度與供電系統必須要相對應的調整，電力市場也必須轉型，而身為用戶端

的企業也必須有對抗電力品質不穩的措施。 

因應我國電力市場轉型，政府已開放綠電交易模式以及推動電力交易交易平

台，除了有更多再生能源民營業者投入帶動我國綠電交易的活絡之外，電力交易

平台提供「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及「補充備轉容量」等商品競標，

降低民間資源進入電力交易的門檻。隨著國內業者 ICT技術的進步，運用於節能、

創能、儲能等演變出許多創新作法，且將被大幅被應用於穩定國內電網及企業用

能管理上，並創造出嶄新應用的商業模式。 

本研究第一至三章首先針對國際碳管制趨勢、我國碳管制現況進行彙整，並

分析國內外碳管制對企業之影響與因應策略；第四至五章彙整我國電力市場轉型

的法規制度發展，以及分析電力市場轉型對企業之影響分析與因應；第六至七章

則針對我國發展創新能源產業之商業模式與商機，以及挑戰與策略進行綜整分析。

本研究提出三大部分之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碳管制現況、發展趨勢與因應 

(一)結論 

1. 參考國際重要碳管制策略、參與氣候行動倡議 

(1) 國際碳管制策略及其實務值得研析參考：目前許多區域/國家都提出其

2050 淨零政策的發展路徑圖、政策或法規等，如果能詳盡持平的解析，

應可獲得不少從規劃到實務上相當值得參考之經驗。而各國相關推動策略

中又以歐盟最為完整，包含綠色政綱及 Fit to 55 包裹法案的內容，主要涵

蓋：1)排放管制政策；2)產業創新政策；3)金融/財政政策，及 4)貿易政策，

四大政策領域內容，這樣的全方位氣候政策逐步推進，相關經驗不只影響

多數國家，更帶動美中日韓等其他主要國家朝更積極的目標前進，值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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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參考，但也要注意台灣自身條件，不宜陳義過高。 

(2) 參與國際氣候行動倡議，已成為重要課題：國際民間機構發起的氣候行動

倡議，也透過供應鏈影響到台灣企業，例如一些跨國企業已要求供應商參

加 RE100/EP100/EV100 等，表示氣候議題將成為商業議題，企業必須要

在氣候行動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如何設定目標並落實到商業決策，將

成為企業永續經營不可或缺的要項，同時企業也必須要懂碳及氣候風險並

妥為因應，以免未來訂單來了，看得到卻吃不到。 

2. 我國碳管制仍有改善空間 

(1) 我國現行溫管法治理體制中，從第一階段管制期的執行成效，存在用電成

長幅度控制成效不彰、缺乏碳排放交易等碳定價相關政策工具、部會整合

仍待強化、未發揮地方管制量能、再生能源裝置容量不如預期等挑戰，可

看出政府作為上仍有待強化，以提升減碳的成效。 

(2) 企業碳排放需受溫管法直接管制，於環評審議階段也面臨需抵減排放增量

之要求，且需揭露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減量措施。但目前導入能源管理相

關系統及內部碳定價機制的企業不多，顯見還有待政策上強化企業實施減

碳作為的動力。 

3. 企業可透過四大減碳管理策略因應碳管制 

(1) 環保署業已啟動溫管法修法作業，環保署預告草案與立法院 9 個修法版本

均將淨零目標入法，且大多數要求推動碳定價機制。此修法彰顯企業面臨

的碳管制強度增加，企業若可正面應對，一方面可回應國際供應鏈的減碳

需求，一方面也將維持國際競爭力。 

(2) 企業可藉由四大減碳管理策略達成淨零排放目標：1)導入基本碳盤查與能

源管理相關系統，藉以精準掌握能資源與碳排放，協助科學基礎目標設定

與內部碳有價化；2)投入低碳創新科技以降低減碳成本以達成所設定的減

碳目標；3)透過綠色金融工具協助減碳行動及籌措低碳研發創新的資本，

擴張新興營運收入協助綠色轉型；4)以碳抵減為最後一道解法，乃透過購

買再生能源憑證、碳排放交易等作為進行碳抵減，以面對營運過程難以有

效減少的碳排放量。 

(二)建議 

1. 達成 2050 淨零排放目標之政策建議 

(1) 以更系統化的思維來規劃淨零路徑：淨零目標之達成，有賴架構完整之政

策與法規，除了包含能源、工業、運輸、人居環境、城市、土地與自然的



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195 
 

轉型外，金融與創新的相關的政策與法規亦不可或缺；政府規劃減碳策略

時不應有所偏頗，凡能對減碳帶來成本有效之貢獻者均應納入評估與規劃

應用；減碳同時應兼顧能源安全與經濟成本，避免有所輕忽而造成比碳排

放更大的風險；透過明確訂定各級政府不同行政部門的權責，同步修正調

整六大部門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明確各政策推行期程；並將企業的參與納

入整體政策，帶動更多、更大規模的創新與轉型，以利引導產業的中長期

低碳投資布局。 

(2) 研擬合理、可負擔、可反映外部成本、可與國際制度接軌、維持產業國際

競爭力之碳定價機制：本次溫管法修法作業正嘗試彌補現行碳管制漏洞，

但應儘速推動較具效益之碳定價機制(無論是碳費或是碳交易市場)，同時

應避免對單一排放源實施總量管制與課徵碳費。因各國碳定價制度實施對

象及內涵不同，碳價格會有差異，建議研擬碳定價機制到實施過程宜將各

國實施作法及我國國情綜合考量，並確立管制目的、管制對象，碳定價必

須合理、可負擔、可反映溫室氣體外部成本、可與國際制度接軌，避免對

我國產業於國際間競爭力造成過度衝擊；例如以成本效益而言，企業較為

支持碳排放交易制度應較課徵碳費優先，尤其是如果碳費對外沒辦法反映

到如歐盟 CBAM 的減徵，那反而變成徒增企業成本的無效作為；而進口

產品則應承擔與我國企業相當之減碳責任與成本，以確保公平競爭；另外，

政府宜同步設置獎勵機制，提供減碳成效優異的企業減免或獎勵，並且建

置透明完善的抵換額度交易制度，鼓勵企業利用自願交易市場工具，推動

符合成本效益的減碳措施。 

(3) 加強推動企業溫室氣體管理輔導：許多中小企業對於自身溫室氣體排放情

形一知半解，就須面對低碳與淨零排放的壓力，建請政府應除針對耗能產

業、用電大戶外，能率先鑑別易受供應鏈管理要求的產業別，加強推動溫

室氣體管理輔導，提供營運模式、製程、技術轉型的專業協助與獎勵，並

協助強化推動「以大廠帶小廠」的產業同盟，甚至是跨產業合作，支持企

業淨零轉型。 

(4) 修訂碳揭露要求及公司評鑑指標：現行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相關碳揭

露規範上，與溫管法管制體系銜接上有所落差，包括基本盤查排放量並未

相互整合，評鑑指標未反應管制重點等。後續溫管法修法通過後，亦建議

應同步修訂公開資訊觀測站應揭露的資訊要求以及公司評鑑指標，引入機

構投資者與一般持股人監督壓力，加速企業減碳作為。 

2. 企業面對政府碳管制及供應鏈減碳壓力之作為建議 

(1)  及早建立因應國際減碳趨勢能力：面對淨零目標轉嫁到供應鏈的壓力日愈

明顯，台灣企業需及早建立因應相關氣候行動要求的能力，包括對 SB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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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100、EP100、EV100 等知名國際企業氣候行動倡議的參與條件的認識、

自身範疇 1、2 及 3 溫室氣體排放的盤點，以及碳抵減的來源品質要求等，

都該建立或提升內部應對的能力。 

(2) 從產業創新、綠色金融及貿易等面向建立減碳策略：建議企業應跳脫過去

僅有排放管制單一政策的因應作法，須一併就產業創新、金融及貿易等面

向的政策內容，訂定企業適當的氣候策略。例如善用各國目前大力推動的

永續金融政策架構來籌措或取得更穩定的資金；研析國際碳關稅和碳定價

制度對產品/服務定價模型的影響並適時調整之。 

(3)  設定減碳目標、導入內部碳定價、建立減碳財務機制：建議企業儘早設定

溫室氣體減量、再生能源使用等目標，同時導入內部碳定價，強化其減碳

投資決策，並與利害關係人共同合作投入再生能源、節能減碳等計畫，跨

界合作建立減碳財務機制，整合政府資源以發揮最大效益，確保企業在淨

零排放浪潮下，保有高度永續競爭力。 

二、電力市場轉型現況、發展趨勢與因應 

(一)結論 

1. 電業法改革重新定位電力產業 

(1) 2017 年開放綠電先行政策終於在 2020 年開花結果，第一波實際申請轉供

容量超過 90MW，預估年度綠電總交易量超過 1.1 億度以上；第二波交易

總裝置容量約為 280MW，年交易量達 6.9 億度。同時，因應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修法後新增的大用戶綠電義務規定，民間的綠電需求將逐漸成長，

民間綠電交易可望在未來蓬勃發展。 

(2) 過去電力產業在台灣是垂直壟斷的市場，而 106 年修正電業法通過後，重

新定位了電力產業的型態，打破垂直整合商業型態，將分屬市場上下游的

發電、輸電配電業、及售電業強制分離，並開放綠能售電業申設，同時也

設立公開透明的電力交易平台。在能源政策的推動下，產業的轉型帶動電

力市場新商機及技術的全面升級，為我國電力市場發展注入一份新活力。 

2. 電力交易平台設置與新商機的帶動 

 隨著再生能源增加，輔助服務的來源更加多元化，透過電力交易平台的商

品規格設計來滿足維持電力系統可靠度的要求，且必須協助電網具有足夠

彈性來因應能源政策目標及尖峰用電變動之需求，並隨著國家能源政策及

系統供電穩定持續精進改良。根據國外的經驗，要能夠快速因應再生能源

的變動性，外部的資源的取得，特別是儲能系統、用戶端的需量反應、用

戶端的自用發電設備等都是良好的輔助服務來源；另一方面，電力交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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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透過合格交易者制度，以自有電力資源或代理電力資源參與市場，除了

可維持交易專業性，也降低民間資源進入門檻，更有利於整合小型資源。

而合格交易者由零售市場聚合進入批發市場交易，將是市場開設後，需要

在技術升級與創新商業模式上腦力激盪課題。 

3. 能源大用戶對綠電條款及供應鏈碳中和或 RE100 要求之因應 

 能源大用戶企業在思考如何實踐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或是跨國供應鏈對

於碳中和或 RE100 之要求時，應先回歸其使用端，檢視其生產用電是否

合理，以及是否具備節能潛力等條件，再進一步評估用電契約容量及時段

電價費率等因素，最後才進行履行方案選擇。透過業者之綠電售電實務經

驗，以平日日間為主要用電時段之企業為例，在不考慮建置面積需求及綠

電供給是否充足的情況下，從經濟面評估，最具經濟效益之方案應為自行

設置太陽光電設備、其次為購買綠電(含憑證)、再次為自建儲能設備，繳

納代金最不划算。不過我國產業界處於我國地狹人稠的環境下，設立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面臨先天上的條件限制，有待政府與企業共同構思解決之道，

以避免形成我國產業發展障礙。 

(二)建議 

1. 電力市場轉型後續規劃之政策建議 

(1) 建立確保供電品質之電力市場：在考量再生能源變動性與不確定性下之電

力交易市場設計上，需時刻保持供需平衡，維持電壓穩定以確保供電安全。

當再生能源逐漸加入電力系統，所需的系統平衡就必須增加其彈性之幅度。

整體而言，應從下列三個面向思考： 

a. 傳統火力機組的運轉模式將從過去基載電源轉變為彈性資源，亦即機

組設計需具備快速升降載能力，且需具短時間起停時間； 

b. 開設即時交易市場，以利市場可因應再生能源的即時變動，整合當下

最具成本效率的資源；開放可以更小資源利用聚合(aggregation)方式參

與市場競價； 

c. 再生能源應可提供系統裕度，同時容量市場持續運作，並因應電力系

統結構的改變，動態檢討風力、太陽能及儲能對系統裕度的貢獻。最

後再生能源之補貼應考量市場運作。 

(2) 電力市場應建立短中長期規劃：電力市場之發展規劃可分為短、中、長期，

各階段發展目標建議如下： 

a. 短期發展目標著重在設置電力交易平台，開啟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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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輸配電業可透過日前輔助服務市場採購多樣化輔助服務資源來維

持系統可靠度。而輔助服務市場商品規格之設計係考量再生能源電能

併網之情境訂定，商品種類也會隨電力系統資源變化調整，以滿足即

時調度需要。同時，也提供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購買義務容量之平

台。 

b. 中期發展規劃應朝向開放電能不平衡市場及增加電網彈性，意即希望

系統中具有較多升/降載快速之資源。而在預測發電量及實際發電量差

異之不平衡電能，需要有即時電能價格來補償提供不平衡電能之參與

者。因此，電能市場的設計將包含日前與即時市場，屆時台灣電力批

發市場之機制將趨於完善。 

c. 長期發展規劃應配合國家碳中和目標，未來市場設計可引入更多低排

放或零排放的資源，並透過市場機制，創造低碳資源新商機，並逐步

淘汰高排放資源。 

2. 企業面對電力市場轉型之作為建議 

(1)安裝儲能設備及建立急電備援管理計畫：在面對台灣電力市場轉型過程中，

電力品質可能趨向不穩定的供電環境下，用電端也要設法提升自身電力設

備的穩定度，以及用電設備抵抗電力壓降的能力，舉例來說，高科技業者

可自行安裝如 UPS（不斷電系統）、DC Bank（直流電池庫）與超級電容

設備等儲能設備，並建立完善的急電備援管理計畫，同時落實保養與演

練。 

(2) 儘快規劃取得穩定的綠能供給來源：對於能源大用戶綠電條款給予五年緩

衝期設置義務量，若提早 2 年完成設置之企業，將可額外享有設置義務量

20%折扣的優惠。由於未來我國綠電市場供給增加量恐不及需求增加量，

且各能源大用戶之產業特性、發展條件及需求各有不同，因此當務之急應

是儘快取得穩定的綠能供給來源，或諮詢專業顧問團隊獲得分析建議進行

超前部屬，進而規劃其履行方案之策略，如此既可取得早鳥折抵義務容量

的優惠，並在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同時，提升產品環境價值並增加國際競

爭力，尋求達到政府、企業及環境三贏的機會。 

三、創新能源產業發展之模式與商機、挑戰與策略 

(一)結論 

1. 9 種創新能源產業模式已在我國展開應用 

(1) 參考國外推動經驗，配合國內能源轉型議題，搭配電業自由化、ICT 技術

的廣泛應用、分散式能源的建置等趨勢，經盤點後共計有 12 種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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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我國發展，其中已有 9 種商業模式已在國內展開應用： 

a. 在節能領域上，搭配電業自由化及 ICT 技術可發展的創新商業模式，包

含「智慧化能源建置及代管服務」及「即時/補充備轉容量電力交易商」，

商業模式的特點為運用 ICT 技術，分別為進行需求端的用電管理及供應

端的電網穩定，最大的挑戰則分別來自於「電價偏低」及「易與其他需

量反應措施產生競合」。 

b. 在儲能領域上，創新商業模式包含高壓端的「調頻備轉容量電力市場開

發商」及應用於低壓端的「用戶電能管理」及「智慧社區用能建置及管

理服務商」等 3 種商業模式，其中於高壓端的商業模式，隨著輔助型交

易市場開放，目前已有多家業者投入。而應用於低壓端的商業模式，其

特點為運用儲能設備轉移時間電價及削峰填谷的特性，協助客戶降低電

費，但最大的挑戰還是在於儲能設備單價仍高，在現行電價結構上，較

無經濟誘因，需額外提供資源。 

c. 在創能領域上，「再生能源售電業」商業模式特點為依再生能源及用戶

用負載匹配情況，協助建立綠電購置計畫，但最大的挑戰在於再生能源

供電來源，發展上需與「再生能源發電業」合作，進行案場開發，俾利

取得綠電，另外智慧型電錶普及性不足，亦是關鍵問題之一。 

d. 在微電網領域上，創新商業模式包含「區域電能管理中心」及「分散式

能源整合供應商」等領域，其商業模式特點為依大用戶綠電條款或碳足

跡等法規或供應商要求為立基，依客戶需求進行案件開發，但最大挑戰

仍在商業模式尚無經濟效益，在無額外政策趨動下，較難以普及。 

(2) 我國電業自由化的進程，目前雖僅開放「日前輔助市場」，但已可創造多

元化的商業模式，為我國產業發展及電力公司的電網穩定，創造出雙贏的

局面，未來隨著「容量市場」及「日前市場」的進程，將可再衍生出更多

元化的商業模式及技術，並與國際制度接軌，促成業者進軍海外市場，形

成下一個明星產業。 

(二)建議 

1. 加速推動碳定價機制以及提供適度補助誘因，以協助建立商業發展環境：

在法規調適上，由於國內電價偏低，目前部分商業模式缺乏經濟誘因，建

議政府可推動作法包含「加速推動碳定價機制」及「提供適度補助誘因」，

以協助建立能源產業創新商業發展環境。 

2. 加速智慧電表建置以掌握歷史用電資訊，降低儲能及創能等評估成本：在

電力資訊提供及基礎建設建議上，建議政府及台電公司可推動作法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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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智慧電表建置」，同時針對用戶的用電使用情況，以網頁或 APP

的方式，協助用戶掌握歷史用電資訊，據以協助用戶及業者降低儲能及創

能等評估成本。 

3. 明確化需量反應市場分工以及擴大尖離峰價差，以創造分散式能源發展環

境：在電力相關業務推動建議上，建議台電公司可推動包含「明確化需量

反應市場分工」及「擴大尖離峰價差」等，據以創造出適合分散式能源發

展的環境。 

4. 提供綠色融資、產業人才培訓等輔導，帶動我國相關產業成長：未來在我

國電業自由化發展至開放「容量市場」及「日前市場」的情況下，建議政

府應視產業發展情況，提供如綠色融資、產業人才培訓等輔導，進而帶動

我國相關產業成長，為我國發展海外市場創造重要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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