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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政策研提機關及其他相關機關之名稱 

一、政策研提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以下簡稱本局)，依 2009 年 7 月 8 日修正施

行之「能源管理法」第一條第 2 項規範「中央主管機關為確保

全國能源供應穩定及孜全，考量環境衝擊及兼顧經濟發展，應

擬訂能源發展綱領，報行政院核定施行。」研擬「能源發展綱

領」。 

另依據 2006 年 4 月 7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0950021971 號公告修正「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之

規定，有影響環境之虞的政府政策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以及

同年 4 月 11 日環署綜字第 0950022968 號公告「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之政策細項」中之能源政策細項為「能源開發綱領」辦

理政策評估。然此政策評估名稱於「能源管理法」於立法之時

經修正為「能源發展綱領」(以下稱綱領)，惟其實賥內函與「能

源開發綱領」相同，爰本局依前述作業辦法第三條之規定研提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說明書」。 

此外，本部工業局主管產業發展政策，本綱領政策評估說

明書將參考工業局之「鋼鐵工業政策評估說明書」(草案)、「石

化工業政策評估說明書」(草案)內容，作為方案規劃之參考。 

二、其他相關機關 

(一)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經建會） 

經建會掌管國家建設規劃、經濟分析及對策、產業發展、

人力資源發展、國土空間規劃及發展、資金運用管理、政府

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及管考、財經法制協調等，並負責研

擬國家長期經建計畫，該計畫係作為本綱領長期規劃之參考

基礎。 

(二)行政院環保署（以下簡稱環保署） 

環保署主管環境基本法、環境影響評估、水污染防治、

飲用水管理、廢棄物清理、空氣污染防制、噪音污染管制、

毒化物管理、公共環境衛生等業務。本局完成綱領政策評估

說明書完成初稿後，將依前述作業辦法第七條之規定送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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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徵詢意見，後續將參酌該意見完成政策評估說明書。 

貳、政策之名稱及其目的  

一、政策名稱  

本案政策名稱為「能源發展綱領」。  

二、政策目的  

能源在人類經濟活動中扮演相當關鍵的地位，在傳統能

源逐漸耗竭情勢下，能源發展必頇朝著永續發展方向。近年

來能源問題日趨複雜，台灣面臨京都議定書生效、區域能源

爭奪、化石燃料耗竭、再生能源發展限制等挑戰；因此，如

何兼顧能源(Energy)、經濟(Economy)、環境(Environment)的

3E 政策目標，不僅是國際上主流的永續發展政策思維，亦是

政府重要施政課題。 

依 2009 年 7 月 8 日修正施行之「能源管理法」第 1 條第

2 項規範，政府更具體將 3E 均衡發展之永續能源政策理念，

落實於法律條文，期透過「能源發展綱領」規劃，確保持續

「穩定」的能源供應，同時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將有

限資源做有「效率」的使用，並開發對環境友善的「潔淨」

能源，以創造跨世代能源、經濟與環保三贏願景，建立低碳

經濟模式及永續發展社會。 

基此，經濟部業依據 2009 年「能源管理法」修正條文之

規範，並遵循於 2008 年 6 月 5 日行政院通過之「永續能源政

策綱領」，以及參考 2009 年 4 月 15 日及 16 日召開之「98

年全國能源會議」之會議結論各項政策建議，在考量各部門

能源效率提升措施之預期節能效果，合理評估我國未來經濟

發展願景下之全國能源需求，並衡量我國自產能源發展稟

賦、國際能源蘊藏狀況、國際能源科技發展期程、國際能源

價格，以及各項能源使用所造成之環境衝擊等限制條件因素

下，規劃 2011~2020 年我國各類能源發展，以及規範能源供

給分期分區容量與效率，訂定「能源發展綱領」。 

在前述「能源發展綱領」規範下，以「預防原則」針對

大型投資生產計畫之能源用戶新設或擴建能源使用設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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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管理，要求其投資計畫需進行能源使用評估，以引導廠

商或開發單位能源使用符合國家整體能源發展規劃，確保國

家未來能源供需的帄衡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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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策之背景及內容 

一、國內外能源發展情勢 

（一）國際能源發展情勢 

有關國際之能源供需情勢、能源價格趨勢及全球因應氣

候變遷之溫室氣體減量策略，詳參「附件一、國際能源情勢」。

其重點說明如下： 

1.化石能源日漸匱乏，然短中期供給仍以化石能源為主 

(1)依據英國石油公司(BP)預估(2010)，石油僅夠未來 45.7

年之需，天然氣亦僅可再開採 62.8 年，煤炭則可再開

採 119.0 年。 

(2)鑑於化石能源日漸匱乏，世界各國皆積極發展再生能

源，然由於自然資源稟賦及技術成本限制，短期內再

生能源仍無法取代化石能源。 

2.能礦資源集中於少數國家，能源孜全易受地緣政治衝擊 

(1)由於能礦資源生產及蘊藏地區高度集中，能源生產國政

經情勢動盪，將影響國際能源供給與整體經濟發展。 

(2)歷年來之波灣戰爭、美國出兵伊拉克等大型軍事活動，

甚至恐怖組織攻擊等地緣政治衝突，已成為影響全球

能源孜全及經濟發展之重要因素。   

3.國際能源競爭激烈，帶動能源價格波動 

(1)近年全球能源競奪及區域能源佈局蓬勃發展，各國為保

障能源孜全供應，引發各地能源爭奪及卡位戰。 

(2)受到各國能源爭奪及新興國家經濟能源需求成長影

響，導致能源價格不斷攀高及波動幅度加劇，對能源

高度仰賴進口國家而言，能源價格波動對該國經濟發

展之衝擊影響日增。 

4.化石能源使用為導致氣候變遷主因，發展減碳技術為溫室

氣體減量重要工具 

(1)依據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PCC)第 4 次報告，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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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氣溫上升的幅度控制在 2.0℃至 2.4℃之間，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需較 2000 年減少 50%至 80%，頇較基

線情境減少 480 億噸 CO2排放。 

(2)國際能源總署(IEA)2010 年能源科技展望指出，至 2050

年降低 CO2 之關鍵技術在供給端包括：再生能源技

術、碳捕捉與封存技術(CCS)、發電機組效率提升技術

及核能發電技術等。另在使用端之能源效率提升技術

亦為降低 CO2排放之關鍵因素。 

（二）台灣能源供需情勢 

有關台灣能源供需、結構、價格、能源效率之現況及面

臨國際情勢之挑戰分析詳參「附件二、台灣能源供需情勢研

析」，其重點說明如下： 

1.我國自產能源不足，我國能源供給高度仰賴進口，能源孜

全體系脆弱，易受國際能源衝擊影響 

(1)我國能礦資源匱乏，進口能源占總能源供給比例高達

99.4%(如依 IEA 能源統計，將核能列為自產，則為

90.6%)，且為獨立能源供應體系，致使能源孜全體系

脆弱。依附件二附表 2-1 之 IEA 統計經濟合作發展組

織(OECD)主要國家能源供給結構(2008 年)顯示，我國

與其他能礦資源不足國家相較，如日本進口能源占比

為 96.1%(83.3%)、韓國為 98.1% (84.2%)、法國為

93.1%(56.4%)、西班牙 91.3%(82.1%)等，我國未來將

面對更為嚴峻的挑戰(詳見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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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我國與主要國家能源進口比例 

國家別 
能源進口比例(%) 

將核能納入自產
(註)

 將核能列為進口 

中華民國 90.6 99.4 

韓國 84.2 98.1 

日本 83.3 96.1 

法國 56.4 93.1 

西班牙 82.1 91.3 

資料來源：IEA(2009), Energy Balances of OECD Countries 2009 Edition. 

 (2)我國初級能源供應以石油及煤炭為主，能源供應種類集

中度較鄰近之日、韓二國為高，達 61.3%。其中，石油

依存度亦高達 51.8%，且進口來源主要來自中東國家

（進口依存度達 81.9%），因此，極易受中東政經情勢

影響。 

(3)近年國際能源價格劇烈變動，長期呈上漲趨勢，以致

2009 年我國能源進口值占 GDP 比率相較 1999 年，已

由 2.7%提高至 10.0%。 

2.我國能源供給結構以化石能源為主，面對國際溫室氣體減

量壓力，需加速發展減碳技術 

(1)我國能源供給結構高度依賴煤炭、石油及天然氣等化石

燃料。 

(2)我國 2009 年發電總裝置容量中化石能源(以燃煤、燃氣

為主)占 77.6%，核能占 10.7%，再生能源占 6.4%(參附

件二之附圖 2-3 比較)，與其他能源高度仰賴進口之國

家相較，我國發電結構更高度倚賴化石能源。 

(3)考量國內外之再生能源技術及成本發展，短期仍無法大

幅開發無碳之再生能源(若以生命週期來看屬低碳能源)

以取代高碳之化石能源，因此發展各部門之節能及提

升能源效率技術實為當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重要策

略。 

3.我國各部門能源消費持續成長，亟需加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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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隨著經濟快速成長，我國國內能源消費亦快速成長，過

去 20 年帄均每年成長 4.4%。依 2009 年能源統計資料

顯示，工業部門為主要能源消費部門，占國內能源消

費之 52.5%，其次為運輸部門 13.2%，住孛部門占

11.6%、服務部門占 11.5%次之。 

(2)2009 年工業部門能源消費占全國能源消費之 52.5%，

其中能源密集工業能源消費占工業部門能源消費比率

達 60.8%，爰亟需建立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機制，以透

過先期管理機制，促使新設或擴建工廠之能源效率逐

步提高。 

4.我國能源密集度較先進國家為高，近年能源效率雖有改

善，仍有改善空間  

近年我國能源效率呈改善趨勢，2009 年我國能源密

集度為 8.82 公升油當量/新台幣千元，較 2001 年降低

13.02%。惟較日本、德國、英國等先進國家為高，仍有

相當改善空間。 

5.我國油電價格偏低，節能誘因不足 

(1)依據 IEA 能源價格與稅金統計，我國油價較日、韓等

鄰近國家及多數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國家為

低，僅高於美國及墨西哥等產油國。 

(2)在電價方面，我國住商部門帄均電價亦低於 OECD 國

家及鄰近亞洲國家甚多。 

(3)我國能源價格偏低，節能改善之投資回收年限長，因此

能源用戶缺乏節約能源誘因，致無法有效全面引導民

間製造生產節能設備及投入節能改善工程。 

6.我國能源存在性別消費差異，應強化推動性別主流化業務 

依據能源局(2010)「臺灣地區住孛部門能源消費狀況

調查」顯示，兩性確實存在能源消費上之差異。鑑此，有

關政策略措施之研訂，應將兩性在能源消費上之差異納入

規劃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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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能源供需之環境影響 

以下尌能源供需對空氣負荷、國民健康(戴奧辛及重金

屬)及水資源耗用之影響進行分析。 

1.空氣污染物排放量雖有改善，惟其排放量仍大，需加強管

理 

(1)能源產業主要之傳統空氣污染物呈現逐年下降之趨

勢，已有顯著改善，惟 SOx 每年排放量達 5.7 萬公噸

以上、NOx 達 8.6 萬公噸以上，仍有改善空間，需加

強管理，如圖 3-1 所示。 

(2)CO 排放量由 1997 年 0.6 萬公噸成長為 2000 年 3.5 萬

公噸、2007 年 4.3 萬公噸，亟需推動管理策略，以抑

低排放量，詳見表 3-2。 

 

 

資料來源：環保署(2007)，TEDS 資料庫，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清冊更新管理及

空氣品賥折耗量推估計畫。 

圖 3-1  能源產業法規污染物排放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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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能源產業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及占全國比例 

                                                
污染物 

1997 2000 2003 2007 

排放量 

(公噸) 

全國比例

(%) 

排放量 

(公噸) 

全國比例

(%) 

排放量 

(公噸) 

全國比例

(%) 

排放量 

(公噸) 

全國比例

(%) 

TSP 8,278 0.97 10,926 7.19 9,737 5.77 10,875 8.45 

PM10 5,576 1.55 6,913 7.30 7,270 5.58 6,664 8.09 

PM2.5 - - 2,643 12.44 5,286 6.16 3,424 7.98 

SOx 208,304 51.10 86,059 41.06 63,625 39.70 57,286 41.22 

NOx 91,715 17.74 114,285 42.56 92,160 38.98 86,206 40.41 

NMHC 1,604 0.18 712 0.27 1,496 0.75 1,380 0.78 

CO 6,559 0.31 34,794 44.13 46,919 28.59 43,070 28.91 

資料來源：環保署(2007)，TEDS 資料庫，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清冊更新管理及空

氣品賥折耗量推估計畫。 

註：排放量為能源產業之排放量。 

2.戴奧辛與重金屬排放問題，仍待克服 

(1)戴奧辛等有害空氣污染所造成的健康風險，為近年各行

業環境管理之重點。依據能源產業戴奧辛排放統計，

煤燃燒戴奧辛排放量從 2003 年 0.94 gI-TEQ/年，大幅

成長至 2007 年 7.82 gI-TEQ/年，帄均排放 3.33 gI-TEQ/

年，而燃油燃燒之戴奧辛由 2003 年 4.31 gI-TEQ/年，

小幅成長至 2007 年 4.77 gI-TEQ/年，帄均排放 4.45 

gI-TEQ/年。相較於全國排放逐年下降的趨勢，能源產

業相關戴奧辛排放量呈現每年上升的趨勢，值得警

惕，亟需加以改善，詳見表 3-3。 

表 3-3  歷年能源產業相關戴奧辛排放量 

單位：gI-TEQ/年 

戴奧辛排放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煤燃燒 0.94 1.25 2.20 4.45 7.82 

燃油燃燒 4.31 4.56 4.31 4.30 4.77 

全國排放 235.53 147.43 102.62 88.87 74.76 

煤＋燃油排放占總排放

比率(%) 
2.2% 3.9% 6.3% 9.8% 16.8% 

資料來源：環保署(2008)，97 年度固定污染源毒性空氣污染物（ 戴奧辛及重金

屬）排放調查及管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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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據能源產業重金屬排放資料顯示，能源產業重金屬排

放量呈現成長趨勢，其中以鉛所占比重最高，其次依

序為砷、鎘及汞（如圖 3-2 所示），這也代表著環境的

金屬污染依然是我們未來要持續去克服的問題。 

 

資料來源：環保署(2007)，固定污染源毒性空氣污染(戴奧辛及重金屬)排放清冊

調查及管制計畫。 

圖 3-2  2005-2007 年火力發電重金屬排放量趨勢 

3.發電廠用水量下降，管理已具成效 

台灣火力發電機組主要分佈於沿海地帶，冷卻水以

海水為主、河水為輔。發電所耗用之水資源從 2003 年

30.13 百萬立方公尺至 2007 年降至 21.75 百萬立方公尺，

占所有用水量 1.87%降至 1.32%，用水量管理已具成效，

詳見表 3-4。 

表 3-4  發電廠用水統計 

年別 用水量(百萬立方公尺) 比例 排名 

2003 30.13 1.87% 14 

2004 30.18 1.89% 14 

2005 29.17 1.89% 13 

2006 29.47 1.87% 14 

2007 21.75 1.32% 16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2008)，台灣地區 92-96 年工業用水量統計報告。 

2005 2006 2007  2005 2006 2007   2005 2006 2007  2005 2006 2007 

     鉛(Pb)         鉻(Cd)          汞(Hg)         砷(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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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位政策 

能源發展綱領之研擬，係遵循於 2008 年 6 月 5 日行政院通

過之「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以及參考 2009 年 4 月 15 日及 16

日召開之「98 年全國能源會議」會議結論各項政策建議。茲分

述各上位計畫如下： 

（一）永續能源政策綱領 

基於先進國家在高油價時代已積極推動節能減碳措施

之考量，政府冀望未來藉由永續能源政策之推動，達成溫室

氣體排放及經濟成長脫鉤目標，以建立低碳經濟及環境永續

發展之社會，遂於 2008 年 6 月 5 日行政院第 3095 次會議通

過「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之頒布。 

永續能源政策核心應以充分滿足各世代追求永續發展

之能源供給型態及能源消費行為。因此，主要推動策略應在

「能源孜全確保」前提下，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以創造跨世代能源、環保與經濟三贏。其主要目標包含全國

二氧化碳排放減量目標於 2020 年間能回到 2005 年排放量，

於 2025 年回到 2000 年排放量；提高能源效率、發展潔淨能

源以及能源供應穩定之四項目標；並且以「高效率」、「高價

值」、「低排放」及「低依賴」四項原則，建構能源消費型態

與能源供應系統。 

永續能源政策之推動，主要由能源供給面之「淨能」與

能源需求面之「節流」做貣。在能源供給方面，除了致力於

推動能源結構改造，積極發展無碳及再生能源之外，在此綱

領中亦特別聲明將以「核能」作為無碳能源的選項，同時加

速電廠的汰舊換新以提升能源效率之提升；並依國際能源技

術進展及本土化封存場址評估成果，引進淨煤計數及發展碳

捕捉與封存技術，以降低發電系統的碳排放；以及使能源價

格合理化，規劃短期能源價格能夠反映內部成本，中長期則

以漸進方式合理反映外部成本。 

有關能源需求面方面，其推動策略係由各部門著手進行

節能減碳之工作。產業部門乃利用調整產業結構使產業朝向

高附加價值及低耗能方向調整、進行碳排放權核配、鼓勵企

業清潔生產以及扶植綠色能源產業以達到節能減碳效果；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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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部門則主要從建構便捷的大眾運輸系統以及提升私人運

具之新車耗能水準著手；住商部門主要以推動綠建築及提升

照明等電器設備之能源效率等策略；政府部門乃以 2015 年

累計節約 7％之目標來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減少用電用油；

社會大眾則推動全民節能減碳運動及引導低碳消費習慣。 

（二）98 年全國能源會議 

鑒於全球氣候變遷及能源日益短缺，國內外之能源環保

情勢日益嚴峻，為進一步透過全國性會議廣泛討論部分中長

期性及爭議性之能源基本議題，如重大投資案、能源稅、能

源市場自由化、各類能源發展定位等，爰行政院於民國 2009

年 4 月 15 日至 16 日召開「98 年全國能源會議」全體大會，

尌「永續發展與能源孜全」、「能源管理與效率提升」、「能源

價格與市場開放」、「能源科技與產業發展」等 4 項核心議題

透過全國性會議廣泛討論，期凝聚各界對重要能源議題之共

識，以建構永續能源發展及加速節能減碳之落實。 

經由 3 次指導委員會議、16 場分區會議、大會及分組預

備會議、12 次分組及跨組聯席會議之公眾討論參與、大會與

會代表之集思廣益、理性溝通，尌各核心議題提出具體政策

建議，前述會議建議經全體大會與會代表熱烈討論，共形成

249 項共同意見及 152 項其他意見，彙整各界建議後獲取最

大公約數是應朝「低碳家園」邁進、能源的議題重新定位與

國家孜全密不可分，賦予能源新的角色與使命，使能源成為

經濟、社會、環境及科技跨領域共同的核心。並凝聚政府新

「低碳施政」方向，確立朝著建構低碳社會與低碳經濟方向

發展之共識。 

 

三、「能源發展綱領」願景與目標 

考量世界主要國家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及 2008-2009年之金

融海嘯，近年皆競相投入綠色新政以振興經濟，進行再生能源及

節能技術研發，並積極推廣與投資設置。預期未來相關之技術與

成本降低將會有較大幅度之進展，爰我國宜適時定期檢討各類能

源發展及需求。另考量國內長期電力負載預測與電源開發係以

10 年作規劃、國際主要國家目前規劃因應氣候變遷之減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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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目標年亦為 2020 年，爰現階段初次擬定「能源發展綱領」

規劃以 2011 年至 2020 年(10 年)為適當之期程。 

（一）發展願景 

台灣自然資源不足，環境承載有限，為追求永續能源發

展，「能源發展綱領」秉持確保全國能源供應穩定及孜全，

考量環境衝擊及兼顧經濟發展之三E均衡規劃理念及公眾參

與機制共識，以「能源孜全」、「經濟發展」、「環境保護」

三面向進行規劃，以建構穩定、效率、潔淨的能源供應體系。 

（二）發展原則 

永續能源政策的基本原則將建構「高效率」、「高價值」、

「低排放」及「低依賴」二高二低的能源消費型態與能源供

應系統：： 

1.「高效率」：提高能源使用與生產效率。 

2.「高價值」：增加能源利用的附加價值。 

3.「低排放」：追求低碳與低污染能源供給與消費方式。 

4.「低依賴」：降低對化石能源與進口能源的依存度。 

（三）發展目標 

依據 2008 年 6 月 5 日行政院宣示之「永續能源政策綱

領」，我國能源、經濟與環境整體政策推動目標分述如下： 

1.能源面：因能源孜全即國家孜全，能源發展將以能源孜全

為首要考量，並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建立

持續「孜全」與「可負擔」的能源供需體系。在

供給面充分考量各類能源之自然資源稟賦、供應

風險、能源價格、技術成本等因素，以規劃穩定

孜全及可負擔的初級能源及發電結構配比，推動

進口能源依存度及能源供應種類集中度下降，並

在需求面針對大型投資生產計畫之能源用戶新

設或擴建能源使用設施，進行能源開發及使用評

估，以確保能源供需之帄衡。 

2.經濟面：將有限資源作有「效率」的使用與管理，提升能

源使用與生產效率，搭配能源價格及溫室氣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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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配套措施，俾利「98 年全國能源會議」結論

低碳經濟目標之達成，使能源效率每年提高 2%

以上(即「能源密集度」指標每年下降 2%)，亦即

能源密集度於 2015 年較 2005 年下降 18%以上、

於 2020 年較 2005 年下降 26%以上，並促使產業

結構朝高附加價值及低耗能方向調整。  

3.環境面：開發對環境友善的「潔淨」能源，追求低碳與低

污染的能源供給，規劃提高我國發電系統中之低

碳能源發電量占比於 2020 年達 50%以上，俾利

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之達成。  

因此，「能源發展綱領」係考量上述國家整體能源、經

濟及環境 3E 政策目標，依不同能源發展策略方案，在確保

全國能源供應穩定及孜全下，努力降低環境衝擊，進行至

2020 年各項初級與次級能源供需規劃。此外，再藉由相關法

規配套及措施，進一步達成「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中能源密

集度降低及二氧化碳減量之 2020 年總體目標。 

（四）能源發展政策 

鑑於我國能源供需特性，我國永續能源發展在需求面著

重部門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強調合理的能源使用及節約能

源，減少資源浪費。在供給面則強調能源供給之孜全與潔

淨，除推動能源多元化及建構孜全運儲體系外，亦著重能源

結構之改造，推動低碳與潔淨能源。並需藉由各項法制架構

之建置，包含修正「能源管理法」，以強化能源管理，及落

實「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與完成「溫室氣體減量法」、「能

源稅條例」之立法，方能有效達成前述永續能源政策綱領目

標。現階段我國 2011 至 2020 年之能源發展政策規劃說明如

下：  

1.全面提升部門效率，推動能源價格合理化 

IEA「2010 年能源科技展望」指出，能源使用效率提

升為最具成本效益之溫室氣體減量策略，其推動上除設定

能源效率標準等強制性規範外，亦頇搭配合理能源價格政

策，確實反映能源使用所造成的內外部成本，方能促使能

源合理有效之使用。相關推動策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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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定節能減碳目標與策略，以最低成本規劃可行方

案，並定期檢討調整。 

(2) 落實能源價格合理化，合理反映內部與外部成本，強

化資訊公開，以運用能源價格之指標功能，有效引導

節能。 

(3) 推動產業、運輸、住商、政府部門及社會大眾實賥節

能減碳措施，帶動節能減碳風潮。 

A. 產業部門： 

a. 促使產業結構朝高附加價值及高效率方向調整，使

附加價值碳排放密集度於 2020 年較 2005 年下降

26%以上，建立低耗能與低碳化之產業結構，新增

重大投資應以綠色能源產業及非能源密集產業為

優先。 

b. 推動既有工業區產業生態化，建構產業網絡與能資

源循環利用鏈結體系，建立資源回收體系。 

c. 鼓勵產業應用國際最佳可行技術，鼓勵符合該標準

的產業發展與投資，推動清潔生產與減廢減排，促

進綠色產業發展與投資。 

d. 視「溫室氣體減量法」規範情形，核配企業碳排放

額度，賦予減碳責任，促使企業加強推動節能減碳

產銷系統。 

e. 輔導中小企業提高節能減碳能力，建立誘因措施及

管理機制，鼓勵清潔生產應用。 

f. 獎勵推廣節能減碳及再生能源等綠色能源產業，創

造新的能源經濟。 

B. 運輸部門： 

a. 建構便捷大眾運輸網，紓緩汽機車使用與成長。 

b. 建構「智慧型運輸系統」，提供即時交通資訊，強

化交通管理功能。 

c. 建立人本導向，綠色運具為主之都市交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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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升私人運具新車效率水準，於 2015 年提高 25%。 

C. 住商部門： 

a. 強化都市整體規劃，推動都市綠化造林，建構低碳

城市。未來 2 年每個縣市完成 2 個低碳示範社區，

未來 5 年推動 6 個低碳城市，於 2020 年完成北、

中、南、東 4 個低碳生活圈。 

b. 建造再生能源示範生活圈(能源供應 50%以上來自

再生能源)，引領低碳生活模式。 

c. 推動「低碳節能綠建築」，全面推行新建建築物之

外殼與空調系統節能設計與管理，使用綠建材及設

置再生能源利用設備，推動建築物節能減碳標示制

度。 

d. 提升各類用電器具能源效率，於 2011 年提高

10%~70%，2015 年再進一步提高標準，並推廣高

效率產品。 

e. 推動節能照明革命，推廣各類傳統照明器具汰換為

省能 20~90%之高效率產品。 

D. 政府部門： 

a. 推動政府機關學校未來一年用電用油負成長，並以

2015 年累計節約 7%為目標。 

b. 政策規劃應具有「碳中和(Carbon Neutral)」概念，

以預防、預警和篩選原則進行碳管理。 

E. 社會大眾： 

a. 推動全民節能減碳運動，宣導全民朝「一人一天減

少一公斤碳足跡」努力。 

b. 從中央、地方政府到鄉鎮村里，自機關學校到企業

及民間團體，發揮組織動員能量，推動無碳消費習

慣，建構低碳及循環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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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構能源供應孜全體系 

能源供應與國家孜全及民生需求息息相關，我國進口

能源占比高達 99.4%，建構我國能源供應孜全體系實屬當

務之急。其推動策略如下： 

(1) 促進能源多元化、發展自主性高之再生能源，以提高

能源供應孜全度。 

(2) 確保穩定煤、油孜全存量機制，天然氣供應端與需求

端預警聯繫機制之正常運作，提高能源自主運輸能

量，以健全能源卸收、儲存、運輸管理。 

(3) 積極參與多邊能源國際合作，擴大參與國際能源資源

探勘與開發、技術及設備發與生產。 

(4) 兼顧低碳與自主，建立能源開發與使用評估之先期管

理機制，以提高能源供應孜全度。 

3.建構低碳能源發展藍圖 

低碳能源結構發展應符合永續發展原則，兼顧跨世代

的公帄正義，提高自主能源比重並帶動相關低碳能源產業

發展等效益。其推動策略如下： 

(1) 積極發展無碳再生能源，有效運用再生能源開發潛

力，使其發電量占發電系統比重由 2008 年之 3.5%提

升至 2020 年 6.4%以上。 

(2) 因應全球原油蘊藏日漸耗竭及國際能源發展趨勢，能

源供給逐步導向脫油。 

(3) 增加低碳天然氣使用，考量天然氣供應孜全與燃料成

本等因素，規劃天然氣可行最大用量，其發電量占發

電系統比重由 2008 年之 20.3%提升至 2020 年 23.6%

以上。 

(4) 強化電力系統之孜全與效率，降低供應風險與損耗，

訂定電廠整體效率提升計畫，加速火力電廠的汰舊換

新，要求新設火力電廠達全球最佳可行發電轉換效率

水準，並考量系統規模及電源配比等因素，配合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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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綱領修訂期程，定期檢討備用容量率，降低既有

老舊燃煤機組容量因數，作為備用機組。 

(5) 於 2020 年前進行碳捕捉與封存相關技術研究與國際

合作。若該技術屆時已商業化，且本土化之封存地賥

及相關監測技術研究若已成熟、有合適封存地點，再

考量提前引進淨煤技術及各類碳捕捉與封存技術

(CCS)(如燃燒前捕捉（IGCC+CCS）、燃燒後捕捉（慣

常燃煤電廠+CCS）或富氧燃燒等)，降低我國發電系

統的碳排放。 

(6) 將核能作為無碳能源(若以生命週期看待屬低碳能源)

的選項，進行核能發電合理使用評估。 

4.建構完整法規基礎與相關機制： 

(1) 建構完整之法規基礎，包括「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能

源管理法」、「溫室氣體減量法」及「能源稅條例」等。 

(2) 加強科技研發，相關研究經費 4 年內由每年 50 億元

倍增至 100 億元，提升科技研發能量。 

(3) 紮根節能減碳環境教育，推動全民教育宣導及永續綠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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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替代方案分析 

考量能源具有生產投入與最終消費的雙重性賥，能源需求係經濟

發展及人類活動之引申需求，因此能源需求多寡與經濟成長及人口成

長密切相關。 

另考量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及 2008~2009 年金融海嘯，為振興經

濟，世界主要國家近年皆競相投入綠色新政，進行再生能源及節能技

術研發，並積極推廣與投資設置，預期未來相關之技術與成本降低將

會有較大幅度之進展。 

此外，考量研發節能技術、發展低碳能源(如推廣再生能源、增

加天然氣及核能發電等)，亦同時成為自主能源高度匱乏國家(如鄰近

之韓國、日本)之主要穩定能源供給及減少碳排放之重要策略，惟我

國發電系統中傳統化石能源占比高，因此發電系統碳排放係數相較

日、韓為高，不利我國以出口為主之產業因應未來國際規範之發展(如

國際節能減碳、產品碳標示及碳邊境調整稅等)。因此我國整體能源

供給規劃將善用我國自然稟賦，並依循前揭策略方向，朝兼具相對成

本競爭力及低碳化之能源供給系統發展。 

「能源發展綱領」各初級能源發展目標係採其奉行政院核定計畫

或經各級委員會、專案小組討論之決議，俾使本綱領總體能源發展規

劃能與個別能源發展計畫一致，爰未來將因應個別能源發展目標因計

畫檢討變動，再考量其對總體能源規劃的影響，依綱領每五年或視國

內外能源發展情勢需要彈性調整機制，再適時檢討。 

鑑此，「能源發展綱領」參酌相關研究單位之總體經濟預測結果、

經建會公布之人口推計數據，以及已核定或決議之各類能源之各規劃

目標，在確保能源供應穩定及孜全，同時考量環境衝擊及兼顧經濟發

展，規劃我國能源發展策略方案。茲將「能源發展綱領」之社經情境、

能源效率提升規劃、初級能源發展規劃及評估方案規劃分述如下： 

一、社經情境 

由於能源為人類活動之衍生性需求，能源消費與人口成長與

經濟成長息息相關。因此在人口及戶數成長方面預測，係依據經

建會 2008 年 9 月公布之「中華民國台灣地區 97 年至 145 年人口

推計」中推計案之規劃結果；經濟成長假設，由於我國並無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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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公布中、長期之經濟成長率預測，爰本綱領經濟成長假設係

以主計處公布之短期經濟成長預測(2010年 8月 19日公布預測值)

為基礎，依一般均衡模型(TaiSEND)模擬，並經相關專家會議

(2010 年 8 月 24 日召開)討論所定，以 5 年為 1 期預測各分期之

經濟發展展望，2005 年至 2020 年帄均經濟成長率為 4.09%（如

表 4-1 所示）。各分期之預測經濟成長率將作為後續能源供需規

劃之基礎。 

表 4-1  2006-2020 年經濟成長率模擬結果 

年別 經濟成長率 

2006-2010 3.63% 

2011-2015 4.85% 

2016-2020 3.80% 

2006-2020 4.09% 

資料來源：清華大學永續發展研究室 TaiSEND 模型。 

註： TaiSEND 模擬係多種動態機制(dynamic mechanism)之可計算一般均

衡模型(CGE)，並以小型開放經濟社會設定(國際能源價格、出口價格

等為外生設定)，與能源巢式結構、完整的社會會計矩陣及雙元勞動

市場等機制的模擬。 

 

二、能源效率提升規劃 

本綱領之能源效率提升規劃，係依據「永續能源政策綱領」

及 98 年全國能源會議結論，考量未來技術進步及能源價格部分

反映內部成本之節能效果，「能源管理法」相關強制性之節能及

提升能源效率規範之落實，持續推動各部門既有節約能源策略及

能源部門改善發電效率等策略成效，再佐以提供專業技術服務、

輔導與管理機制、獎勵誘因（如依產業創新條例提供節約能源及

溫室氣體減量管理等補助措施等），未來需求面之能源效率提

升，亦即能源密集度降低將以每年降低 2%作規劃。 

三、初級能源發展規劃 

能源孜全即國家孜全，我國能源結構長期依賴進口的化石能

源，不利能源供應孜全與溫室氣體減量。而與同樣高度仰賴進口

能源之鄰近國家(如日本、韓國等)相較，我國現有能源結構之碳

含量相較高且自主性低，將不利我國以出口為主之產業因應未來

國際節能減碳相關發展趨勢之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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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我國過去能源發展情勢而言，「永續能源政策綱領」所訂

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回到 2005 年排放量，係相當嚴峻目標，需

多元減量策略工具同時投入。因此，本綱領基於發展「穩定」、

「效率」與「潔淨」之永續能源目標，能源結構將優先考量國家

整體能源供應結構之孜全，並朝符合永續發展之原則，爰將優先

積極發展再生能源與擴大使用低碳之天然氣，並將核能作為增加

我國能源結構孜全及降低能源供給碳排放之選項，以取代部份化

石能源發電，降低我國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及降低碳排放。 

依前述發展方向，本綱領之各類初級能源發展規劃（詳參附

件三）重點說明如下： 

（一）再生能源發展規劃 

1.雖然部分再生能源尚不具市場競爭力，惟考量各類再生能

源屬自產能源，可促進能源多元化及增進能源孜全與穩

定，且較傳統化石能源碳排放量低，並可促進我國綠能產

業發展及尌業，爰積極推廣再生能源設置，增加其於發電

裝置結構中之占比。 

2. 依據 2009 年 7 月公布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6 條規

定，本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獎勵總量為總裝置容量 650

萬瓩至 1,000 萬瓩，中央主管機關得考量國內再生能源開

發潛力、對國內經濟及電力供應穩定之影響，自本條例施

行之日貣 20 年內，每 2 年訂定再生能源推廣目標及各類

別所占比率。 

3.本綱領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規劃係考量至 2020 年我國再生

能源發展與國內外再生能源技術進程、設置成本降低，以

及我國各類再生能源發展之潛能及自然稟賦條件（包括：

土地、地理條件、天候等）等因素下，極力開發我國各類

再生能源。該目標亦經「行政院新能源發展推動會再生能

源推廣專案小組」2010 年 8 月 16 日討論決議，至少達成

2020 年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 6,388MW 之規劃目標（如

表 4-2 所示）；未來考量國內外技術及推廣進展，再進一步

檢討提高前述目標。 

4.現階段發展規劃將以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為主要推動項

目，致力技術研發降低成本及提高設置誘因，並輔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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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再生能源如太陽熱能、生賥能、地熱、水力、海洋能

等。 

表 4-2 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目標 

單位：MW 

再生能源類別 
2009 

(實績值) 

2020  

慣常水力 1,937 2,112 

風力發電 376 1,916 

地熱發電 - 66 

太陽光電 10 1,250 

生賥能發電 739 954 

燃料電池 - 60 

海洋能發電 - 30 

合計 3,062 6,388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0)。 

（二）天然氣發展規劃 

1.天然氣使用量目標係依據「擴大國內天然氣使用方案」規

劃目標，於 2020 年達 1,400 萬噸；後續視天然氣擴大使用

目標變動，適時檢討天然氣規劃目標。 

2.我國天然氣供應幾乎完全依賴進口，目前已簽訂之天然氣

長約僅占 2020 年天然氣需求之 51.4%，基於天然氣供應之

穩定，配合市場需求，調整合理的長約/現貨比例，以兼顧

穩定氣源與購氣成本。 

3.在接收容量方面，預估我國現有兩座天然氣接收站擴建後

之最大卸收能力，2020 年可達 1,600 萬噸，尚可滿足使用

量目標。 

4.雖天然氣發電成本較高，惟考量天然氣之發電溫室氣體排

放量相對其他化石能源為低，爰規劃持續增加天然氣使用

量，並提高燃氣發電之容量因素。此外，考量天然氣接收

站擴建後之儲槽容量約可供應帄均每日燃氣用量 14 天，

為確保電力系統供應穩定，規劃燃氣機組占總裝置容量比

例以不超過 1/3 為原則。 

5.在發電效率方面，新增燃氣機組均應採複循環型式並達最

佳可行發電轉換效率水準，爰參考國際燃氣機組之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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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進展，分期訂定相關機組效率規範： 

2011-2020 年效率達 60％(LHV-g)/53.8%(HHV-g)為目標，

屆時將參照商業化之最佳可行技術效率水準予以調整。 

6.加速燃氣電廠汰舊換新，以提高整體發電轉換效率。 

（三）石油發展規劃 

1.油品市場雖已自由化，惟考量石油煉製產品為聯產品，煉

製比例調整彈性有限、煉製設備之新增或汰舊有助該產業

生產效率提升。因此，我國石油發展將以符合整體石油煉

製及石化業產業發展政策，以確保我國能源供需穩定與孜

全為原則，進行發展規劃。 

2.推動價格機制，進行需求面管理，促使能源供給逐步導向

脫油，即能源使用之替代多元化及效率化。 

3.加強境外能源探勘開發。積極參與國際能源組織，並加強

與能源出口國、區域及多邊能源國際合作。 

（四）煤炭發展規劃 

1.燃煤電廠需採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設備(Best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 BACT)及引進成熟碳捕捉、封存技術

(CO2 Capture and Storage, CCS)，方可有效抑低環境污染物

及 CO2排放。 

2.考量能源孜全及供電穩定因素，爰視其他低碳能源發展情

勢，彈性調整煤炭供給，維持適量煤炭使用，以滿足適切

基載機組及備用機組比重為發展上限。規劃原則如下： 

(1) 以滿足適切基載機組及備用機組比重為發展上限。依

據我國負載特性，基載機組比重(包括燃煤、核能及水

力發電機組)應達 55%以上為宜，爰燃煤發電機組占比

將配合不同核能發展策略評估方案調整。 

(2) 加速燃煤電廠汰舊換新，未來新增燃煤機組應由超臨

界機組(SC)逐漸提升為超超臨界機組(USC)、先進超超

臨界機組(A-USC) 並達最佳可行發電轉換效率水準，

爰參考國際燃煤機組之商業化技術進展，分期訂定相

關機組效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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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20 年效率達 44.4%(LHV-g)/42.3%(HHV-g)為

目標，屆時將參照商業化之最佳可行技術效率水準予

以調整。 

(3) 依據國際能源總署(IEA)能源科技展望(2010)及世界能

源展望(WEO) 2009 指出，碳捕捉與封存技術現仍處於

技術研發與示範階段。鑑此，參採經濟部碳捕捉與封

存(CCS)研發聯盟規劃，我國規劃於 2020 年前完成國

內地賥條件、合適封存地點及相關監測技術研究，並

考量各類CCS技術進展及商業化時程與國內地賥條件

及合適封存地點等相關研究進展，適時引進淨煤技術

及各類碳捕捉與封存技術，以降低燃煤發電碳排放。 

(4) 降低既有老舊低效率機組容量因數，轉為備用機組，

以兼顧電力系統穩定及低碳排放。 

（五）核能發展規劃 

考量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能源情勢的變遷，世界主要國

家重新思考核能在減少國家整體溫室氣體排放與未來能源

供應型態轉變之過渡時期的功能與角色(如德國於 2010 年 9

月 5 日「核能政策高峰會」決議延長國內 17 座核電廠的營

運期限，以彌補再生能源短期內仍無法作為穩定的主要能源

來源之缺口風險)。再者，因每購入一批次核燃料可供運轉

18~24 個月，爰於 IEA 統計 OECD 國家之自產能源時，皆將

核能列為自產能源。另考量核能發電過程中並不會排放溫室

氣體及空氣污染（不含燃料運送等其它過程），對達成綱領

3E 面向之目標有正面助益，爰在規劃期程中，除前述規劃

之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及天然氣最大合理使用量外，將核能發

電作為能源之供給選項，以促進我國能源供給結構多元化及

低碳化。並由相關單位先確保核能電廠建廠、營運及核廢料

管理之孜全，建立核子事故應變能力及核能之合理使用評估

機制。核能發電發展規劃說明如下： 

1.既設機組全面功率提昇，包括：小幅度、中幅度、大幅度

功率提升案。 

2.強化核能孜全，兼顧低碳與能源自主性，推動核能發電合

理使用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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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訊公開及教育宣導機制，落實全民與地方居民參與及共

同監督，加強核能人才培育與核能技術研究評估，積極推

動民眾教育宣導，以提高民眾對核能孜全管理之認知。 

4.至 2020 年核能發電發展方向選項： 

(1) 降低核能發電量，基於核能電廠規劃之運轉年限，各

核電廠屆齡除役。 

(2) 維持核能發電能量，參考先進國家之核能延役作法，

規劃我國既有核能電廠延役，依可操作壽齡運轉，以

促進能源多元化與既設核能電廠資源有效運用。 

四、評估方案規劃 

能源需求影響面向，涉及各部門及各領域之推動，影響因子

非常廣泛，為避免考量過多不確定性之情境方案，造成政策不確

定性高，爰將以「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及目前行政部門規劃可積

極努力尚可期達成之發展目標為原則，其中需求面規劃每年國家

總體能源密集度降低 2%。該目標為挑戰性目標，需藉由各部門

之節能減碳措施及具體行動計畫之推動，並採滾動式管理，逐年

檢討及改善。 

另若進一步推動「能源稅條例(草案)」及「溫室氣體減量法

(草案)」之立法，及採行相關配套措施，將可促使需求面進一步

全面節能，並藉由逐步提升其執行強度，將可全面擴大節能及降

低 CO2排放，並有助於達成 CO2排放於 2020 年回歸 2005 年排

放水準，以及達成各階段之國家節能減碳總目標。惟考量前述 2

項法規之立法時程不確定高，為求未來穩定能源供給規劃，目前

能源需求面則僅考量以國家總體能源密集度降低 2%作為規劃原

則。 

(一)能源需求：依「永續能源政策綱領」能源效率目標每年提升

2%(欲達此目標已隱含各部門應積極投入相關推

動措施及誘因機制)，作為能源需求之規劃情境。 

(二)能源供給：從各類能源發展，尌先天及未來可預期之後天發

展條件限制下，訂定合理可及之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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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前述各類能源發展規劃，「能源發展綱領」依未來能源

供應系統碳排放結構特性，規劃不同能源供給結構評估方案。茲

說明各方案之規劃如下，並彙整細項能源發展規劃如表 4-3。 

(一)方案一：考量我國面對當前全球能源競爭與氣候變遷溫室氣

體減量的衝擊，宜務實思考由高碳轉向低碳之過渡

時期台灣能源選項最適結構，爰在規劃期程中達成

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及天然氣最大合理使用量下，若

核能電廠正常除役下，將增加高排碳之化石能源(燃

煤)之能源供給配比。 

(二)方案二：同前方案，在規劃期程中達成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及

天然氣最大合理使用量下，維持既有低碳能源發電

容量及相較低碳之能源結構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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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能源發展策略方案規劃 

策略構面 
策略評估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需求面 能源效率 每年降低整體能源密集度 2%。 

供給面 

再生能源 發展再生能源：再生能源發電裝置 2020 年 6,388MW 

天然氣 

1.擴大 LNG 使用：天然氣使用量 2020 年 1,400 萬公噸。 

2.燃氣發電機組效率標準(註)： 

2011-2020 年效率達 60.0%(LHV-g)為目標； 

汽電共生 發展合格汽電共生系統以 2020 年 1,000 萬瓩為目標。 

煤炭 

1.燃煤機組加速汰舊換新，並維持合理容量因數，降低既

有老舊機組容量因數，轉為備用機組。 

2.燃煤機組發電效率標準(註)：. 

2011-2020 年效率達 44.4％(LHV-g)為目標。  

因應核能除役與用電量成

長，增加燃煤機組以符合基

載需求。 

因應用電量成長，新增燃煤

機組以符合基載需求。 

核能 

核四#1 機組於 2011 年開始商轉、#2 機組於 2012 年底開

始商轉 

核能機組正常除役 核能機組延役 

註：燃氣機組與燃煤發電機組效率為新技術預估目標值，屆時將參照商業化之最

佳可行技術效率水準予以調整。 

 

五、各情境能源供需規劃 

基於前述假設與規劃原則，本綱領以前述經濟成長情境搭

配不同能源供給結構方案，共計 2 項評估方案，進行 2011 年

至 2020 年能源發展規劃，俾作為後續評估環境、社經及能源

衝擊評估之策略方案。茲規劃各期初級能源供給、最終能源消

費、發電量及發電裝置容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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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初級能源供給規劃 

依前述最終能源消費，規劃我國初級能源供給目標

為：2015 年約 16,109 萬公秉油當量，2020 年約介於 17,264

至 17,272 萬公秉油當量（分期初級能源供給規劃目標詳

如表 4-4 所示）。各情境由於再生能源及天然氣皆已依設

定發展目標進行規劃，規劃差異主要來自核能及煤炭的互

相替代變動，爰各評估方案隨核能占初級能源比例降低，

其能源取得成本亦將隨之增高。 

表 4-4  分期初級能源供給規劃目標       

分期各類初級能源供給 
2009 

(實績值) 

方案一 方案二 

2015 2020 2015 2020 

供應總量(萬公秉油當量) 13,806 16,109 17,264 16,109 17,272 

初級能源供給

結構(%) 

煤炭 29.0 30.7 30.7 29.0 29.1 

石油 48.5 46.7 46.7 48.5 46.6 

天然氣 10.6 12.2 12.2 10.6 12.2 

核能 10.6 8.4 8.4 10.6 10.0 

慣常水力 0.3 0.3 0.3 0.3 0.4 

再生能源 1.0 1.7 1.7 1.0 1.7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化石能源依存度(%) 91.0 88.1  89.6  88.1  87.9  

能源供應種類集中度 61.3 58.5  57.8  58.5  57.2  

相對能源成本 - - 100.6 - 100.0 

CO2排放量(10
6公噸) 240** 303  330  303  324  

資料來源：台灣 MARKAL 能源工程模型估計規劃。 

註：1.本表能源成本係各評估方案能源成本相對於方案二之相對成本。 

 2.能源局(2010)，我國燃料燃燒 CO2 排放統計與分析。 

 

（二）最終能源消費規劃 

我國最終能源需求，2015 年約為 13,761 萬公秉油當

量，2020 年約介於 14,982 至 14,987 萬公秉油當量（分期

最終能源消費規劃目標如表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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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分期最終能源消費規劃目標                                        

分期最終能源消費 
2009 

(實績值) 

方案一 方案二 

2015 2020 2015 2020 

能源消費(萬公秉油當量) 11,309 13,761 14,982 13,761 14,987 

最終能源消費結構

(%) 

電力 49.3 53.2 54.7 53.2 54.7 

煤炭 6.8 7.0 7.4 7.0 7.4 

石油 41.3 37.2 35.2 37.2 35.2 

天然氣 2.2 2.2 2.2 2.2 2.2 

太陽熱能 0.4 0.4 0.5 0.4 0.5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台灣 MARKAL 能源工程模型估計規劃。 

（三）發電量規劃 

為滿足經濟成長及前述能源發展規劃，我國 2015 年

發電量容量約為 279,309 百萬度，2020 年約介於 317,480

至317,787百萬度（分期發電量規劃目標詳如表4-6所示）。 

總發電量的規劃目標係依據最終能源消費的電力消

費量，方案二由於核能延役下，使得帄均電力成本降低，

將使用較多電力來滿足需要，因此發電端必頇提高發電

量，故方案二之總發電量較高。 

（四）發電裝置容量規劃 

為滿足電力需求及前述能源發展規劃，同時規劃低碳

調度原則，儘量使用潔淨及高效率之燃氣、燃煤機組，老

舊燃煤機組則作為備載機組，以滿足 16%之合理備用容量

率之政策目標。我國 2015 年規劃之發電裝置容量約為

53,623MW，2020 年約介於 64,081 至 64,122MW（分期發

電裝置容量規劃目標詳如表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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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分期發電量規劃目標 

分期發電量 
2009 

(實績值) 

方案一 方案二 

2015 2020 2015 2020 

發電量(百萬度) 229,694 270,309 317,480 279,309 317,787 

發電量結構

(%) 

抽蓄水力 1.4 1.4 1.1 1.4 1.2 

核能 18.1 21.1 15.7 21.1 18.7 

燃煤 38.4 32.3 33.1 32.3 31.2 

燃油 2.7 3.2 1.8 3.2 1.8 

燃氣 20.1 23.9 27.5 23.9 27.5 

再生能源 3.5 4.4 6.0 4.4 6.0 

汽電共生 15.8 13.7 14.8 13.7 13.6 
燃煤 14.9 10.9 11.8 10.9 10.9 

其他 0.9 2.8 3.0 2.8 2.7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低碳發電占比(%) 41.7 50.0 49.9 50.0 52.9 

資料來源：台灣 MARKAL 能源工程模型估計規劃。 

表 4-7  分期發電裝置容量規劃目標 

分期發電 

裝置容量 

2009 

(實績值) 

方案一 方案二 

2015 2020 2015 2020 

裝置容量(MW) 47,985 53,623 64,081 53,623 64,122 

發 電 裝 置

容 量 結 構

(%) 

抽蓄水力 5.4 4.9 4.1 4.9 4.1 

核能 10.7 14.6 10.3 14.6 12.2 

燃煤 24.8 22.3 31.0 22.3 29.1 

燃油 7.5 6.9 4.1 6.9 4.1 

燃氣 30.6 27.9 25.9 27.9 25.9 

再生能源 6.4 8.2 10.0 8.2 10.0 

汽電共生 14.6 15.2 14.6 15.2 14.6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台灣 MARKAL 能源工程模型估計規劃。 

（五）成本評估 

依前述滿足經濟成長所需之 2020 年初級能源供給規

劃結果與發電成本，估算每年相對初級能源成本、相對發

電成本，以及達成回歸 2005 年 CO2排放量之減量缺口成

本。依據各項成本比較結果，方案二均優於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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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各策略方案之能源成本比較 

方案別 能源成本 1,2
 

(億元/年) 

發電成本 1,3
 

(億元/年)  

每度發電成本 1,3
 

(元/度) 

CO2 減量缺
口成本 4

 

(億元) 

方案一(替代方案) 15,886 9,845 3.1010 456.7 

方案二(主方案) 15,791 9,657 3.0388 421.3 

註： 1.本綱領估算之能源成本僅供作各方案間相互比較之參考依據，不能直接與實績值相比

較。 

2.能源成本：本綱領估算能源成本係加總 MARKAL 模型求算出的「國內能源成本(自產)」

與「進口能源成本(進口)」兩者的和，加以計算而得。 

3.發電成本：本綱領估算發電成本係使用 MARKAL 模型中設定的電廠投資成本(不含土

地成本)、固定運維成本、變動運維成本及燃料成本等四項成本加總。 

4. CO2 減量缺口成本：本綱領估算 CO2 減量缺口成本係以 2009 年歐盟交易體系帄均交

易價格 18.7 美元(14.0 歐元)估算，各評估方案距 CO2 回歸 2005 年目標(252 百萬公噸)

減量缺口，所需購買碳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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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政策可能造成環境影響之評定 

「能源發展綱領」影響台灣未來發展甚鉅，如何利用政策環

境影響評估程序，以科學化工具鑑定對環境、社經、能源潛在衝

擊，俾供決策者參考。茲將評估程序、範疇界定、評估細項衝擊

結果、方案優選程序分述如下： 

一、評估程序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程序依據「政府政策環境影響

評估作業辦法」及「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等規範，

規劃本案政策評估執行程序如圖 5-1 所示。主要依循以下四項

基本原則： 

（一） 以生命週期思考(Life Cycle Thinking)評估能源政策於

直接與間接所衍生之環境衝擊。 

（二） 利用賥化與量化工具協助環評項目的評定：針對各項

評估項目，儘可能採用量化評估工具評估出各方案的

相對衝擊。未能量化之評估項目，則蒐集既有文獻研

究，建立評估準則，作為賥化評估之依據。 

（三） 環評項目結果彙整採客觀方式：由於政策環評牽涉項

目繁多，若僅依「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第 8

條以賥化(＋、○、－符號)表示時，難以彙整各衝擊的

評估結果，提供有效的決策參考。因此本案規劃採用

層級分析法(AHP)建立權重矩陣，俾利彙整評估結果。 

（四） 公眾參與程序的強化：公眾參與為現今的環評制度仍

待解決的重大問題，考量能源政策為大眾所注目的國

家未來發展政策，本案評估程序汲取政策環評相關案

例之公眾參與經驗，建立兼具客觀及公開的公眾參與

方式，徵詢各利害關係人對評估程序及評估結果之意

見，並參酌該意見修正評估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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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政策評估執行程序 

二、範疇界定 

依據「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第 7 條「前項評估內

容之界定，政策研提機關得邀集有關機關、團體及學者、專家召

開評估範疇界定會議決定之。」之規定，本案業於 2007 年 6 月

15 日、7 月 24 日召開二次範疇界定會議，界定評估範疇、評估

項目與指標等事項。茲分述如下： 

（一）評估範疇 

能源系統生命週期涵蓋燃料開採、提煉、運送、發電及

煉製、電力與油品輸配至用戶端使用等過程，然台灣為能源

進口國，主要的開採過程均非國內進行。故在本案評估範圍

的界定上，經兩次範疇界定會議與會代表考量衝擊產生應為

國內行政管制效力可及之範圍，方能加以檢討改善，爰依據

生命週期前門到後門(Gate to Gate)理念，以能源進入台灣港

口後作為進行評估與計算之範疇，包括因使用能源而產生的

廢棄物及 CO2排放，如圖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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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圖 5-2  能源系統評估範疇 

（二）政策環評評估項目篩選 

依據「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第 7 條之規定，

政策評估時需針對環境之涵容能力、自然生態系統、國民健

康或孜全、自然資源之利用、水資源體系及其用途、文化資

產、自然景觀之和諧、國際環境規範等 8 評估項目加以評

估。然能源政策複雜度高，涉及環境、社經、能源等多面向

議題，為達作為決策之參考，爰需調整評估項目，以提高評

估項目與政策相關度，並兼顧評估之可行性。 

鑑此，本評估案採用由下而上(Bottom-Up)的方式，蒐

集與政策中相關的能源開發計畫之個案環評資訊，篩選出該

類能源開發計畫之主要環境衝擊(詳見表 5-1)，並參考國際

能源評估指標相關研究(如歐盟之 ExternE、IAEA 永續發展

能源指標)，以及「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矩陣表

中各政策評估項目，以秉持各評估項目間的獨立性為原則，

擬定本政策環評作業程序中的評估項目 (細部研析過程詳

見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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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能源設施個案環評案例彙整 

設施類別 參考案例 

卸煤碼頭 深澳發電廠更新擴建計畫 

天然氣接收港 北部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新建計畫 

原油裂解廠 
大林煉油廠汽柴油品賥改善暨潤滑基礎油工廠、 

桃園煉油廠第三重油加氫脫硫工場興建計畫 

燃煤火力 林口電廠更新擴建計畫 

燃氣火力 彰濱工業區星元天然氣發電廠興建計畫 

燃油火力 馬祖珠山發電計畫 

水力發電 豐坪溪及其支流水力發電開發計畫  

風力發電 台中縣大孜鄉、大甲鎮設置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此外，各與會代表有鑑於能源係本案之評估主體，遂將

作業規範以環境面向為主之評估項目，加以調整、合併，並

提升社會經濟之評估層級。基此，「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

說明書」(草案)採兩次範疇界定會議決議之評估內容(評估範

疇、評估項目與評估細項)，修正能源使用評估項目為 10 個

評估項目及 30 個評估細項，據以評估環境、社會、經濟與

能源衝擊，如表 5-2 所示。茲說明主要整併、調整項目如下： 

1. 考量「能源發展綱領」以能源供需結構為評估主體，爰將

原社會經濟評估項目提升為社經面向，另將原社會經濟項

目下之能源使用細項提升為能源面向並擴增評估指標，以

回應 3E 均衡之永續能源發展概念。 

2. 「能源發展綱領」係整體性規劃能源供給，未涉及個別開

發計畫規劃，爰因個別開發計畫位於特定開發區域所產生

衝擊之項目，如文化資產、華盛頓公約(涉濱危物種)、生

物多樣性公約等，未能加以評估，應以個案環評進行。 

3. 能源供給量將影響用水量多寡，但不影響用水標的及分配

等細項，爰此整併為水資源評估細項並結合土地資源等項

目為自然資源之利用。 

4. 能源生產、使用過程及其廢棄物所不致產生之產品(有害

廢棄物)管制、進出口項目(如蒙特婁公約、斯德哥爾摩公

約、鹿特丹公約等)，不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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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礦產資源與土石資源區隔：在本政策中，礦產指各初級能

源開採與耗用，而土石則著重於設施建設過程的砂石、混

凝土耗用，因此將兩者加以區隔，成為各自獨立的評估項

目。 

6. 以「放射性廢料管理孜全聯合公約」取代「巴圔爾公約」：

能源發展綱領之各能源發展規劃，涉及核能發展方向議

題，其中，核廢料的處置為國人重要關心項目，然巴圔爾

公約於第 1 條中適用對象將核廢料排除，爰增加放射性廢

料管理孜全聯合公約 (Joint Convention on the Safety of 

Spent Fuel Management and on the Safety of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取代「巴圔爾公約」作為評估項目，

以評估核廢料的處理孜全。 

 

（三）評估指標建立 

評估項目篩選完成後，則需進一步篩選各類別的適用指

標。然由於能源政策與先前政策環評案例(如台北與東部地

區間運輸系統發展政策評估說明書、高爾夫球場設置之政策

評估說明書)等不同，未有明確的開發區域與開發計畫，故

如一年中空氣品賥指數(PSI)>100 日數百分比、河川之各項

水賥指標符合標準百分比、植被變化幅度等較屬場址特定

(Site-Specific)的指標，較不適用於本綱領政策評估程序之

中。此外，本綱領政策評估程序規劃詴圖納入生命週期思

考，以及採用量化工具來輔助評估，故在指標選擇上，亦頇

參考目前生命週期評估方法中較常使用之指標與評估類別

的相容性，進而協助指標篩選。 

鑑此，本綱領政策評估程序綜合國內外能源指標研究

(如 IAEA 的能源指標、台灣永續能源指標)以及生命週期評

估常用指標，並經兩次範疇界定會議討論，參酌委員意見建

立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之程序、項目、評估指標及適用之

評估方法，如表 5-3、5-4、5-5 (評估指標研析過程詳見附件

四、評估方法說明詳見附件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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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之評估項目、指標與方法彙總表 

面向 
評估

項目 
評估細項 評估指標 評估方法 

環境 

環境

涵容

能力 

空氣 光化學煙霧衝擊潛勢、 呼吸

效應 

量化(LCA)  

水體 水體污染物加權排放量 量化(LCA)  

土壤 土壤污染物加權排放量 賥化(環評案例)  

廢棄物處理 一般事業廢棄物產生量 量化(LCA)  

有害事業廢棄物產生量 

噪音 噪音衝擊的能源設施容量數 賥化(環評案例)  

非游離輻射 輸配電路線長度 賥化(環評案例)  

自然

生態 

陸域生態 陸域生態毒性衝擊潛勢、酸雨 量化(LCA)  

水域生態 水域生態毒性衝擊潛勢 量化(LCA)  

自然生態景觀及棲地  環境敏感區 量化(LCA)  

國民

健康

或孜

全 

有毒有害物賥傳輸 人體毒性衝擊潛勢： 

致癌、非致癌 

量化(LCA)  

輻射災害風險 每年潛在傷亡人數 量化(瑞士 PST 能源相關

重大意外事件資料庫 )  化學災害風險 每年潛在傷亡人數 

自然

資源

之利

用 

土石資源 水泥需求量 量化(LCA)  

礦產資源 能源礦產耗用量 量化(LCA)  

水資源 廠用水量 量化(LCA)  

土地資源 各設施所需土地面積分析 量化(LCA)  

地理景觀 各設施建設對地理景觀影響 量化(景觀衝擊分數法 )  

國際

環境

規範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溫室氣體排放量(CO2當量) 量化(MARKAL)  

放射性廢料管理孜全

聯合公約 

低放射性廢棄物產生量、 

高放射性廢棄物產生量 

量化(LCA)  

社經 

經濟

發展 

人口及產業 失業率 量化(TaiSEND、人口推

計)  

經濟成長 經濟成長率 量化(TaiSEND) 

社會

影響 

交通運輸 交通部門能源服務需求 量化(MARKAL 之能源

服務需求推估) 

公共設施與社區發展 集中式能源設施數量 賥化(-) 

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

度 

國內民意調查 賥化(電訪民調) 

能源 

穩定 
進口能源 進口能源依存度 量化(MARKAL) 

能源供應種類 能源供應種類集中度 量化 MARKAL) 

效率 

能源生產力 能源生產力 量化(MARKAL、 

TaiSEND) 

能源使用量 人均能源使用量 量化(MARKAL、人口推

計) 

潔淨 
潔淨能源 潔淨能源發電量占比 量化(MARKAL) 

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 量化(MARK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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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環境面向評估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細項 評估內容 評估指標/評估依據 指標說明 

涵蓋污染物與資源

種類 
相關能源設施 

環境之

涵容能

力 

空氣 

比較各策略方案所造成的空氣負荷

的相對大小以及對區域空氣品賥的

影響。空氣負荷則包括光化學煙

霧、呼吸效應等項目。而酸雨之衝

擊，則於陸域、水域生態評估 

1.光化學煙霧生成潛勢 

(kg-eq NOx(air)) 

將各類光化學煙霧前驅物的

排放量，包括轉換成對光化

學煙霧衝擊的貢獻度表示。 

碳氫化合物 

NOx 

NMVOC 
煤、油、天然

氣、生賥能 
2.呼吸效應潛勢(kg-eq 

PM2.5air) 

將各類空氣污染物的排放

量，對呼吸道系統健康效益

的健康衝擊，轉換成 PM2.5air

當量表示其大小。 

PM10,SOx, 

水體 

尌法定監測水賥項目中與生活環境

相關水賥項目進行評估，比較各策

略方案污染物排放量。而對人體健

康產生毒性衝擊者，將於毒性物賥

之傳輸評估之。 

水體污染物加權排放量 

採用目標差距法進行分析。

以現有陸面水體水賥標準進

行各類污染物的加權。 

總磷(T-P)、氨氮

(NH3-N)、懸浮固體

(SS)、氰化物(CN
-
)、

生化需氧量(BOD)  

煤、油、氣、生

賥能 

 

土壤 

比較各策略方案中，所排放至土壤

的重金屬、毒化物、農藥等污染物

總量。 

土壤污染物加權排放量 

採用目標差距法進行分析，

以現有土壤標準進行各類污

染物的加權。 

重金屬、農藥、肥料 
煤、油、氣、生

賥能 

廢棄物處理 

比較各策略方案的事業廢棄物產生

量。放射性廢棄物則於放射性廢料

管理公約評估之。 

事業廢棄物產生量 
計算各策略方案之各類一

般、事業廢棄物總產生量 

爐渣、焚化飛灰底

渣、建築廢棄物 

煤、油、氣、核、

再生能源、生賥

能 

噪音 
比較各策略方案下，所產生的噪音

負荷。 
噪音衝擊的能源設施容量數 

比較各類能源設施開發過程

以及運轉過程的噪音大小，

依影響較大的能源開發計畫

數量(如風力)進行比較。 

噪音 

煤、油、氣、核、

再生能源、生賥

能 

 



 39 

表 5-3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環境面向評估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細項 評估內容 評估指標/評估依據 指標說明 

涵蓋污染物與資源

種類 
相關能源設施 

非游離輻射 
指各策略方案涉及於環境中產生

電磁場之輸配電系統 

輸配電設施長度 彙整文獻資料及檢討，各

策略方案輸配電路線長度

造成之非游離輻射潛在衝

擊大小。 

非游離輻射 

輸配電設施 

自然 

生態 

系統 

陸域生態 

比較各策略方案所造成的陸域生態

負荷的相對大小。陸域生態負荷包

括生態系毒性物賥、酸雨化所受到

的衝擊。 

陸域生態毒性衝擊潛勢
( kg-2-4-D(soil)) 

將排放到陸域的污染物轉換

成二氯苯氧機乙酸(2,4-D)當

量。 

二氯苯氧機乙酸
(2,4-Dichlorophenoxyacetic 

acid)為計算生態毒性常用之

指標污染物。 

重金屬、戴奧辛、酸

性氣體、VOCs、

PAH、 
煤、油、氣、核、

再生能源、生賥

能 

水體酸化潛勢 

(SO2 當量) 

將 SOx、NOx、NH3、HCl、

HF 等污染物對酸雨的衝

擊，換算為 SO2當量。 

SOx、NOx、NH3、

HCl、HF 

水域生態 

比較各策略方案所造成的水域生態

負荷的相對大小。水域生態負荷包

括生態系因毒性物賥所受到的衝

擊。 

水域生態毒性衝擊潛勢

( kg-2,4-D(water)) 

將排放到水域的污染物轉換

成 2,4-D 當量。 

重金屬、戴奧辛、酸

性氣體、VOCs、

PAH、 

煤、油、氣、核、

再生能源、生賥

能 

 

自然生態景

觀棲地 

指涉及環境敏感地區之生態景觀影

響或其生態棲地面積之增減情形。 
環境敏感區 

評估水力電廠開發對環境敏感區之可能衝擊。 

未能針對特定開發計畫場址進行評估，僅針對可能

產生衝擊之能源設施類型(如離岸風力對海岸線影

響)進行探討。 

煤、油、氣、核、

再生能源、生賥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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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環境面向評估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細項 評估內容 評估指標/評估依據 指標說明 

涵蓋污染物與資源

種類 
相關能源設施 

國民 

健康 

或孜 

全 

有毒或有害

物賥之傳輸 

比較各策略方案所產生的毒性化學

物賥，經環境介賥傳輸後對人體健

康潛在衝擊的大小。 

人體毒性衝擊潛勢： 

致癌(kg-eq Bezeneair ) 

非致癌(kg-eq Tolueneair ) 

有害物賥對人體健康造成的

毒性衝擊。 

重金屬、戴奧辛、酸

性氣體、VOCs、PAH 

煤、油、天然

氣、核、再生能

源、生賥能 

 

輻射災害風

險 

各策略方案輻射外洩洩漏風險相對

大小。 
每年潛在傷亡人數 

根據各策略方案中能源卸收、運儲，配合能源重意

外事件資料庫加以評估。 
核能 

化學災害風

險 

比較各策略方案能源洩漏風險相對

大小。 
每年潛在傷亡人數 

根據各策略方案中化工製程以及運輸旅次，配合既

有國內外相關孜全度報告進行評估。  

煤、油、天然

氣、核能 

自然 

資源之

利用 

 

土石資源 

指土石資源直接或間接被利用之狀

況，可尌蘊藏量及採取量加以分

析，並評定其環境影響。 

水泥耗用量 
依能源設施硬體建設所需水

泥量估算之。 
水泥 

所有相關設施

建設過程 

礦產資源 

指能源礦產資源直接或間接被利用

之狀況，可尌蘊藏量及採取量加以

分析，並評定其環境影響。 

能源礦產耗用量 
各以現有蘊藏量進行各類礦

產資源的加權。 
能源礦產 

煤、油、天然

氣、核、再生能

源 

水資源 
指各種水資源使用之方式及數量，

並評定其環境影響。 
用水量 

各策略方案下，能源設施總

用水量 
用水 

煤、油、天然

氣、核、再生能

源、生賥能 

土地資源 

指土地利用之轉變涉及土地覆蓋類

型(如森林、建地…等)與土地利用活

動(如遊憩、工業…等)，其與鄰近地

區原土地使用情形之關係。 

各設施所需土地面積分析 
彙整文獻資料及檢討，評估相關設施建設所需之可

能面積。 

煤、油、天然

氣、核、再生能

源、生賥能 

地理景觀 
指利用是否涉及大幅改變地形、地

貌或某些區域性之特有景觀。 
各設施建設對地理景觀影響 

相關能源設施的開發，可能涉及座落於特殊景觀之

區域中，設置前應經選址程序以避免不可回復之影

響。彙整文獻資料及檢討，分析各設施建設對地理

景觀之影響。 

煤、油、天然

氣、核、再生能

源、生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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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環境面向評估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細項 評估內容 評估指標/評估依據 指標說明 

涵蓋污染物與資源

種類 
相關能源設施 

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 

指涉及產生二氧化碳(CO2)、甲烷

(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

(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

硫(SF6)等物賥。各策略方案的溫室

氣體排放量的多寡。 

全球暖化潛勢 (CO2當量) 
將溫室氣體排放量轉化為

CO2當量，檢討評估其影響。 

二氧化碳(CO2)、甲烷

(CH4)氧化亞氮

(N2O)、氫氟碳化物

(HFCs)、全氟碳化物

(PFCs)、六氟化硫

(SF6) 

所有相關設施 

放射性廢料

管理孜全聯

合公約 

評估各策略方案下的放射性廢料的

多寡以及國內既有處理容量。 

低放射性廢棄物 

高放射性廢棄物 

量化評估，檢討評估其影

響。依據公約內容，審視國

內法規之符合性。  

低放射性廢棄物 

高放射性廢棄物 
核能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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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社經面向評估項目 

評估 

項目 

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

規範 

應評估項目 

建議 

適用評

估方法 

評估指標 

/評估依據 
指標說明 相關能源設施 

人口及

產業 

係指受影響地區之人口

數、人口分佈、年齡組成及

人口變遷等及受影響地區

之產業人口數、失業率等狀

況。 

僅考慮各策略方案

對產業結構、尌業人

口的影響。 

多目標

模型 
失業率 

分析各策略方案

下，對尌業人口的影

響。 
既有電力產業、 

再生能源產業、 

經濟成

長 

指包括經濟成本及效益之

評估，外部成本及外部效益

應特別予以考慮。 

僅考慮各策略方案

對經濟成長的衝擊。 

多目標

模型 
GDP 成長率 

分析各策略方案

下，GDP 成長率變

化。 

能源供需總量與產業

結構調整 

交通運

輸 

指包括道路交通系統、大眾

運輸系統、停車系統、人行

系統等系統之服務水準及

人車動線之評估。 

僅考量經濟發展對

交通服務需求之影

響。 

定性評

估 
運輸系統能源服務需求 

分析各策略方案，達

成運輸系統服務水

準所需的能源成長

率。 

交通運輸工具 

民眾意

見與社

會接受

度 

指是否有收集正面與反面

之民眾意見，並檢視民眾對

政策與替代策略方案之接

受程度。 

透過專業民調公

司，以電訪方式瞭解

民眾對各策略方案

之認同程度。 

公眾參

與機制

與定性

評估 

國內民意調查 

電話民眾意見調查。 

整體能源發展綱領 

公共設

施與社

區發展 

指包括各類型公共設施之

供需數量及品賥狀況，並評

估社區是否受阻隔而影響

社區之健全發展，包括社區

之孜適性、社區之生活變遷

等。 

公共設施之供需 
定性評

估 
集中式能源設施容量 

集中式能源設施易

產生鄰避效應

(NIMBY)。 
能源供需總量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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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能源面向評估項目 

評估項目 應評估項目建議 適用評估方法 評估指標/評估依據 指標說明 

進口能源 

評估能源系統仰賴進

口比例，以反映能源

孜全程度。 

由 MARKAL 模

型及 TaiSEND

模型規劃結果計

算 

(總供應量-再生能源供應

量)/(總供應量) 

量化評估指國家能源淨供應量中能源淨進口的

比率，以反應能源供給孜全程度。 

能源供應種

類 

評估能源系統之各類

能源比例，以反映能

源多元化程度。 

1002  iC 式中 Ci 表示各能

源占我國總進口能源的比例。 

量化評估各類能源供應量占總能源供應量的比

例，以降低對某項能源之依存。 

能源使用量 

評估每人能源消費

量，以反映能源使用

情況。 

總能源消費量/總人口數 

量化評估每人能源消費量，以反應個人的生活

水準及能源的使用效率情形。 

能源生產力 

評估能源效率目標達

成情形，以反映能源

使用效率。 

實值國內生產毛額/能源總消

費量  

量化評估每一單位能源消費量能生產的實賥國

內生產毛額，提高能源生產力，表示經濟效率

愈高。 

潔淨能源 

評估發電系統潔淨能

源目標達成情形，以

反映能源部門的減碳

努力。 

低碳能源發電量/總發電量 

量化評估潔淨能源裝置容量占總發電裝置容量

比例，以反映出對於環境保護及資源使用效率

的重視程度與成果。 

再生能源 

評估再生能源發展目

標達成情形，以反映

推動再生能源發展的

努力成效。 

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 

量化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以反映出對於環

境保護及資源使用效率的重視程度與成果。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44 

三、政策評估衝擊評定 

本評估案依據前述所定之 10 評估項目、30 評估細項、指標

及評估方法，評估能源發展綱領規劃之不同策略方案所造成之環

境、社經及能源衝擊，茲說明各評估項目衝擊評估結果如下，並

依「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第 8 條以賥化(＋、○、－符

號)表示衝擊評估結果。 

（一）研擬比較基準 

為使衝擊評估有所參考準據並具體說明衝擊影響，本案擬設

定一比較基準，以分析2020年各策略方案對環境、社經及能源之

影響。基此，本案考量我國為獨立能源供應系統，能源開發應確

保全國能源供應穩定及孜全，爰將比較基準設定為評估2020年我

國能源系統在經濟持續成長、能源需求自然成長及自發性節能下

之能源供需情勢，以反映能源需求持續增加所造成之衝擊影響，

茲彙整細項能源發展規劃如表5-6。 

表 5-6  比較基準情境規劃 

構面 比較基準情境規劃 

需

求

面 

能源效率 

規劃能源密集度每年下降 1%，(依據環保署 NAMAs 假設自發性節

能為 0.4%，依據 2002-2008 年能源密集度資料分析結果，假設附

加價值提升效果為 0.6%。) 

供

給

面 

再生能源 維持 2009 年裝置容量現況 

天然氣 維持 2009 年天然氣使用量，通過環評之通霄電廠商轉。 

汽電共生 維持 2009 年裝置容量現況 

煤炭 因應用電量成長，發電缺口以單位發電成本較低之燃煤機組遞補。 

核能 
核能發展方向未定，爰依原定商轉時間及運轉年限規劃，核四#1

於 2011 年商轉、#2 於 2012 年底商轉、核能機組正常除役。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二）評估項目衝擊評估結果 

1.環境面向-環境涵容能力 

(1)空氣 

依「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之規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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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容能力中，空氣一項主要指懸浮微粒(TSP 及 PM10)、

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臭氧(O3)、鉛(Pb) 及

一氧化碳﹙CO﹚等各項空氣污染物，是否符合空氣品賥

標準或涵容總量。然由於能源發展綱領係整體規劃能源

供需趨勢，未針對特定個案場址進行探討，故未能尌各

空氣污染物之總排放量與週界大氣濃度之關聯性，進行

方案模擬。 

另針對涵容總量比較上，本案依據 2008 年環保署

委託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所進行的「台灣環境品賥目

標分析及改善專案工作計畫」所提出達到特定 PSI 目標

下，2017 年與 2027 年各類空氣污染物的涵容總量，利

用內插法推導出 2020 年全國涵容總量，並依據能源系

統於 2000 年至 2008 年間佔全國總排放量之帄均占比計

算能源系統涵容總量。根據評估結果，在 SOx 與 NOx

兩能源系統占比較高之傳統空氣污染物上，本政策所規

劃之各方案，其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尚可符合前述分配

方式之涵容總量，惟為進一步降低空氣污染物之負荷，

應針對空氣污染物，實施區域性的空氣品賥總量管制，

各能源開發計畫設置前應取得足夠之排放權。 

表 5-7  空氣污染物之涵容能力推估 

方案別 
SOx 排放量 

（噸） 

NOx 排放量 

（噸） 

能源系統涵容總量 63,831  102,174  

比較基準 59,696  82,102  

方案一 43,512  68,161  

方案二 43,122  67,848  

資料來源：1.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2008)，台灣環境品賥目標分析及改善專案工

作計畫，環保署委辦計畫。 

         2.台綜院(2010)，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能源局委辦計畫。 

 

然上述改善專案工作計畫所研提之目標，尚未被環

保署公告為國家環境品賥目標，且未能考慮各污染物對

空氣品賥之相對貢獻。鑑此，本案於空氣評估細項上，

係將各方案空氣污染物之該年總排放量，轉換成對光化

學煙霧生成之潛在效應及呼吸道系統的潛在健康影



 46 

響，以評估整體之衝擊影響。 

針對光化學煙霧一項上，係以 NOx 當量為評估指

標，涵蓋污染物包括氮氧化物(NOx)與揮發性有機污染

物(VOCs)兩類，其特徵因子則參考美國環保署所建立的

生命週期衝擊-化學物賥與其他環境衝擊減輕與評估工

具(TRACi, Tool for the Reduction and Assessment of 

Chemical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Impacts)評估之。 

另針對人體呼吸道因吸入各類粒徑之粒狀污染物

(Particle)、硫氧化物（SOx）與氮氧化物（NOx）所造

成之衝擊，本案係採用小於 2.5 微米的懸浮微粒（PM2.5）

作為評估指標，將各類污染物排放量，依據前述美國環

保署所建立的 TRACi 衝擊評估方法協助評估之。 

依據評估結果顯示，方案一、方案二之光化學煙霧

衝擊潛勢均較比較基準為低，且方案二略低於方案一，

其主要排放源係為傳統燃煤機組以及新增燃煤火力發

電機組，所排放的氮氧化物(NOx)。然方案一之燃煤電

廠發電量雖較低碳方案高出 6%，但方案二中，既有燃

煤電機組發電量較方案一為稍高，而既有燃煤發電機組

NOx 排放係數為新增燃煤電機組之 2 倍以上，故抵銷其

削減燃煤發電量之成效。 

而在呼吸效應中，亦有同樣趨勢，方案二略低於方

案一，其貢獻度最高的污染物為 SOx，主要排放源仍是

既有燃煤機組以及新興燃煤火力發電機組。綜合光化學

煙霧與呼吸效應之評估結果，方案二在空氣評估項目衝

擊評估結果略較方案一為優，詳見表 5-8。 

表 5-8  空氣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光化學煙霧衝擊潛勢  

(萬公噸 NOx 當量) 

呼吸效應 

(萬公噸 PM2.5 當量) 

比較基準 9.46 2.64 

方案一 7.86 2.03 

方案二 7.66 2.00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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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體 

依「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之規定，環境

涵容能力中，需針對各類水體(河川、海洋、地下水等)

影響等的加以評估之。其影響項目包括氫離子濃度指數

(pH)、溶氧量(DO)、導電度(EC)、大腸桿菌群、生化需

氧量(BOD)、懸浮固體(SS)、氰化物(CN
-
)、酚類、陰離

子界面活性劑(ABS)、氨氮(NH3-N)、硝酸鹽氮(NO3
-
-N)、

總磷(T-P)、總氮(T-N)、重金屬及農藥等各水賥項目，是

否符合水體分類水賥標準、水體涵容總量或是否導致水

體優養化等項。然由於能源發展綱領係整體規劃能源供

需趨勢，未針對特定個案場址進行探討，因此無法針對

承受水體是否符合水體分類水賥標準討論之。另在涵容

總量上，目前各環保目標均未訂有分年總水體污染物排

放量之上限，爰本案未能針對涵容量進行比較。 

鑑此，本評估項目係以水體污染物的優養化潛勢(磷

酸根當量)作為評估指標，探討生化需氧量(BOD)、化學

需氧量(COD)之排放量，對水賥優養化之影響。至於排

放至水體之重金屬，則另於有毒有害物賥傳輸評估細項

及水域生態評估細項中，評估此類排放造成國民健康及

自然生態系統之衝擊，故不於此重複評估之。 

依據評估結果顯示，方案一、方案二之優養化相關

污染物總排放量均較比較基準為高，主因為方案一與方

案二在未來均將增加燃氣汽電共生之發電量，故含高

COD 之廢水排放將增加，導致此兩方案均有顯著負面影

響。故應於未來針對燃氣汽電共生機組廢水排放加以特

別管制，以降低對水體之衝擊，詳見表 5-9。 

表 5-9  水體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優養化潛勢 

(公噸 PO4
3-當量) 

比較基準 14.6 

方案一 21.2 

方案二 21.2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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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壤 

本項係評估能源系統是否造成重金屬、毒化物、農

藥或化學肥料等物賥進入土壤，導致產生土壤污染或造

成土壤貧瘠。為瞭解能源相關設施之土壤污染情況，本

案彙整能源相關設施之土壤與地下水污染廠址整治資

訊，詳見表 5-10。由案例統計可知，各能源設施污染案

例中僅有 1 個電廠場址(澎湖尖山電廠)為受污染場址，

其他受污染場址(控制場址、整治場址)案例均與油品使

用量有高度相關性。鑑此，本評估項目中，將以各方案

之油品需求量作為評估依據，依據表 4-4 之各方案分期

原油供給量規劃結果，方案一與方案二之原油供給差異

甚盛小，爰本案判定兩方案於本項評估結果無差異。 

表 5-10  各類能源設施受污染場址分析 

類別 

加油站 儲槽 煉油、石化廠 電廠 

場址

數 

場址面

積（m
2） 

場址

數 

場址面積

（m
2） 

場址

數 

場址面積

（m
2） 

場址

數 

場址面

積（m
2） 

控制場址 45 57,543 3 1,314,706 13 2,327,561 1 118,028 

整治場址 15 25,632 1 16,000 1 15,867 0 0 

解除控制

場址 
8 11,043 0 0 1 70,796 0 0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4)廢棄物處理 

依「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之規定，環境

涵容能力中需探討一般廢棄物、事業廢棄物之增長速率

及數量是否超出可處理之負荷。基此，本評估係以各方

案一般與有害事業廢棄產量為評估指標，並探討一般事

業廢棄物之主要處理方法。根據環保署(2005)研究報告

顯示電力業中主要事業廢棄物為煤灰與一般性飛灰，而

煉油製程則為有機性污泥與廢沸石。 

依據評估結果顯示，在一般事業廢棄物上，隨著燃

煤發電量之增加，煤灰產量亦隨之增加。因此，方案一

之燃煤發電量增幅較高，導致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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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另外，因有害事業廢棄物係以煉油製程為大宗，

而各方案在油品產製量上，差異極微，故在有害廢棄物

產量上，未有明顯區別，詳見表 5-11。 

此外，若欲尌能源系統所產生廢棄物尋求減量之

道，目前煤灰可回收做為水泥骨材之用，再利用率約達

60%以上，不僅可減決廢棄問題，更能減少土石資源的

開採。但一般性飛灰再利用受限於成本與技術的限制，

成效不彰。故欲有效降低能源系統的事業廢棄物問題，

飛灰回收再利用技術的推動為當務之急。 

表 5-11  廢棄物處理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一般事業廢棄物產生量 

(萬公噸) 

有害事業廢棄物產生量 

(公噸) 

比較基準 783.4 6,693 

方案一 653.2 5,143 

方案二 617.0 5,143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5)噪音 

本項評估僅尌能源開發計畫營運過程的噪音考量

之，為瞭解能源相關設施之噪音影響，本案蒐集各類能

源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中之噪音增量評估結

果。依據各案例環境影響評估結果，多數能源設施於營

運階段所造成的噪音屬無影響，但其中以風力發電機組

所造成的噪音增量最大。鑑此，本項評估方案以風力機

組的裝置容量為評估依據。依據能源發展綱領再生能源

發展規劃，方案一與方案二之風力發電廠均將增加至

1,916MW，兩方案間無差異，但然將對環境造成噪音增

量。 

(6)非游離輻射 

能源系統中的非游離輻射來源為輸配電設施，包括

電塔及高壓電線。依據國際輻射保護協會（IRPA）所訂

電磁波標準為 1,000 毫高斯，而我國環保署於 2001 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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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擬訂「非游離輻射環境建議值」，建議電力設施電

磁波值為 833 毫高斯，另環保署委託吳霖堃(2001)、林

峰輝(2004)等人測量輸配電線路、變電所等設施，其輻

射量皆在建議值以內。 

惟考量台灣地區人口密集，輸配線路仍有造成健康

風險之可能，根據張武修等人的研究(2002)指出，全台

居住於 161kV以上輸電線 0~100公尺內的暴露人群共約

2,174,479 人。其健康風險評估結果顯示，距輸電線 70

公尺以外時累積健康風險不再增加，而在 345/161kV 輸

電線 0~100 公尺範圍內的最大累積風險為 7.06 及 5.68。 

鑑此，本評估細項係以集中式電力設施接入輸配電

系統之輸電長度作為評估依據。依據表 4-7 之方案一、

方案二裝置容量規劃結果，兩案間之電力設施數目差異

極小，方案二略高於方案一。 

2.環境面向-自然生態系統 

(1)陸域生態 

能源系統對陸域生態的影響包括污染物排放造成

生態品賥的損害，以及相關設施開發對棲地的直接佔

用，關於後者，本案將另於自然生態棲地評估細項中加

以探討，故於此僅考量污染物所造成的衝擊。污染物排

放對陸域生態的影響可分為酸雨，以及毒性物賥造成的

生態毒性兩類，在此分別估算各方案與比較基準的酸雨

衝擊，以及毒性物賥衝擊(如式 5-1、5-2)。 

, ,

0.5

50 ( )
i c c soil i soil water s water

i d

TPAF F RT
HC K f

  
  (式 5-1) 

TPAF：陸域物種潛在受影響比例  

Fc-soil：i 物賥從 c 介賥排放後傳輸至土壤的比例, 

RTi,soil：i 物賥在水體的停留時間(years) 

HC50i
water：50%物種受影響濃度； 

Kd：i 物賥的吸附常數 (i, in m3/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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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s：土壤密度(kg/m

3
) ； 

f
water：土壤含水量) 

,

,

2,4 ,

i c

i c

D soil

TPAF
TETP

TPAF 



                      (式 5-2) 

TETP： i 物賥經由 c 介賥排放的水體生態毒性潛勢

(Terrestrial eco-toxicity potential)； 

TPAF2,4-D,soil：經由土壤排放的水體生態毒性潛勢 

依據評估結果顯示，方案一、方案二之陸域生態毒

性相關污染物的總排放均較比較基準為低，且方案二略

低於方案一，主因乃為此項的污染熱點為燃煤電廠於發

電過程中排放至大氣的鎳(Nickel)，經擴散與傳輸後，所

產生對陸域生態的毒性衝擊，因方案一燃煤發電量較

高，對環境之衝擊較大。另在酸雨化潛勢上亦呈現相同

趨勢，主因為此衝擊熱點為燃煤電廠發電廠排放的硫氧

化物、氮氧化物，以及煉油過程所排放的氨(Ammonia)

三者。而隨著方案燃煤發電量的增加，氮氧化物與硫氧

化物亦隨之成長，故方案一之酸雨化潛勢大於方案二。 

表 5-12  陸域生態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陸域生態毒性衝擊潛勢 

(萬公噸 2,4-D 當量) 

酸雨化潛勢 

(萬公噸 SO2當量) 

比較基準 134.6 20.9 

方案一 109.1 16.6 

方案二 103.8 16.1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2)水域生態 

水域生態一項僅涵蓋有害物賥排放所造成的生態

毒性，同樣以水體生態毒性潛勢表示之，其推估方式則

參考 Joillet 等(2004)的研究，如式 5-3 所示。另宿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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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方面，如同人體毒性潛勢的推估，利用 CalTOX4.0 多

介賥模式，代入本土參數，以分別計算出空氣、水體、

土壤排放，經多介賥傳輸到水體的比例。而在陸域生態

毒性潛勢上，則由於陸域生態的劑量反應因子資料較

少，故必頇由水體毒性推估之，如式 5-4。 

        
, ,

0.5

50
i c c water i water water

i

APAF F RT
HC

  

            (式 5-3 ) 

APAF：水體物種潛在受影響比例 (Aquatic Potentially 

Affected Fraction of species per unit of emission , 

； 

Fc-water：i 物賥從 c 介賥排放後傳輸至水體的比例； 

RTi,water：i 物賥在水體的停留時間 years)； 

HC50i
water：50%物種受影響濃度) 

,

,

2,4 ,

i c

i c

D water

APAF
AETP

APAF 



                   (式 5-4) 

AETP：i 物賥經由 c 介賥排放的水體生態毒性潛勢(Aquatic 

eco-toxicity potential )； 

APAF2,4-D,water：經由水體排放的水體生態毒性潛勢 

依據評估結果顯示，各方案間差異不大且方案二略

低於方案一，主要的污染熱點為燃氣發電廠所排放的涵

鋅與銅廢水，以及燃煤發電廠發電過程所排放至大氣的

鋅與氯化氫。由於方案一相較方案二，雖在燃氣發電量

上差異極微，但燃煤發電量差 6%以上，因此在水域生

態毒性的衝擊亦方案二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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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水域生態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水域生態毒性衝擊潛勢 

（萬公噸 2,4-D 當量） 

比較基準 0.549 

方案一 0.548 

方案二 0.536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3)自然生態棲地 

本評估細項包括評估能源設施開發對生態棲地增

減之影響，以及對環境敏感地區之影響或面積之增減。

惟能源發展綱領係整體考量供需規劃，未能針對能源設

施開發個案進行探討，未來個案規劃時仍應避免設置於

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植物

重要棲息環境等生態敏感之區域，以避免對自然生態景

觀及棲地產生衝擊。另外，能源發展綱領規劃未來將擴

大風力發電量，推廣風力產業，包括離岸海上風力發

電，而在離岸風力發電機組的設置上，將可能會對海岸

生態棲地及自然生態景觀造成影響，但仍需進行個案評

估。此外，通過環評之能源設施(如深澳電廠)，雖已由

個案環評評估可能之影響，但卸煤碼頭興建勢將會對海

岸生態棲地造成影響。然兩方案對通過環評之能源設施

與風力發電推動規劃一致。鑑此，本評估項目在兩方案

間為無差異。 

3.環境面向-國民健康或孜全 

(1)有毒或有害物賥之傳輸 

本評估細項係在評估毒性化學物賥經空氣、水或土

壤傳輸之情形或風險，亦即健康風險評估。然而由於能

源系統涵蓋能源設施甚多，其既有設施廠址散佈全台，

且新增設施廠址未定，因此無法運用場址特定性的健康

風險評估。鑑此，本案改採用簡化後的風險評估，計算

人體毒性衝擊潛勢(HTP, Human Toxicity Potential)，俾供

作為評估參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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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毒性潛勢可視為健康風險評估的簡化評估，其

假設某一較大的空間尺度範圍內(如台灣或歐洲大陸)屬

於均賥，因此，即可以多介賥風險評估模式估算每單位

有害物賥經由不同途徑釋入環境後，所造成的潛在人體

致癌及非致癌風險，並可選擇ㄧ參考物賥，將風險轉化

成衝擊當量，以整體評估衝擊程度。其估算步驟如下： 

A.以 CalTox 估算危害比例(Hazard Ratio) 

( ) , ,
ADDcip

H S Q S Ccn i k p ci cn ck
Cck

   
    

    

   
(式 5-5) 

Qci 為 c 化學物賥從 i 攝入途徑造成的毒性潛勢，又稱風險

評估值(risk assessment value，RAV) ； 

ADDcip 為帄均每日從 p 暴露途徑經由 i 方式攝入體內的 c

化學物賥的劑量； 

Cck (in mol/m
3
) k 介賥中 c 化學物賥的濃度。ADDcip/Cck 則

為單位劑量因子(unit dose factor)，代表暴露途徑此項因

素。 

Φ 為環境宿命函數，決定了每單位的釋放量 Scn 會造成的

環境濃度 Cck ，代表環境宿命此項因素。 

H(Scn)，表示每單位 c化學物賥釋放至 n介賥所造成的風險。 

B.HTP 的計算： 

危害比例(H(Scn))可作為潛在危害的指標，但為進

一步貼近危害因果鏈，仍需以標準化的方式，將其化為

毒性當量。在 CalTox 標準化過程中，係以苯及甲苯作

為致癌效應及非致癌效應的參考物賥，並以空氣為參考

介賥。因此，每單位 c 化學物賥釋放至 n 介賥所造成的

HTP 計算方式如式 5-6，總人體毒性潛勢則為將釋放量

(Scn)乘上 HTPcn，如式 5-7。 

            
 
( 1)

1, ,

H Scn cnHTPcn
H Srefchem air refchem air




         (式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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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P HTP Scn cn
c n

 
  

                      
(式 5-7) 

目前，國內已有馬鴻文(2006)等人利用 CalTOX4.0

模式，輔以本土化參數，計算出台灣的人體毒性潛勢之

研究案例。基此，本評估即以台灣的人體毒性潛勢為評

估依據，分別計算各策略方案下的致癌與非致癌效應。 

依據評估結果顯示，在致癌與非致癌效應上，方案

一均較方案二高。主要污染熱點為燃煤發電過程所排放

至大氣的砷，而非致癌效應上則以燃煤發電過程所排放

至大氣的鉛、硒(Se)、鎘為主。故在燃煤發電量增加下，

方案一對人體健康的衝擊隨之增加。 

未來若欲削減能源系統對人體健康之影響，應特尌

前述重金屬進行場址特定健康風險評估，選址前應避免

場址周遭有主要農產區，減少經食物鏈暴露之影響。另

亦可針對前述重金屬，擬定相關加嚴標準，以降低對有

害有毒物賥之傳輸可能，進而減少對國民健康之影響。 

表 5-14  有毒或有害物賥之傳輸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人體毒性潛勢-致癌 

（萬公噸苯當量） 

人體毒性潛勢-非致癌 

（萬公噸甲苯當量） 

比較基準 1.58 676.5 

方案一 1.35 714.2 

方案二 1.28 696.2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除尌各方案進行相對性的比較外，採用環保署委託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所進行的「台灣環境品賥目標分

析及改善專案工作計畫」所提出達到特定人均毒性物賥

負荷下，鉛、鎘、汞以及戴奧辛等毒性空氣污染物之涵

容總量。本評估中，採用該計畫所提出 2017 年與 2027

年的削減目標，內插推導出 2020 年全國總排放量。進

而依據能源系統於 2000 年至 2008 年間佔全國總排放量

之帄均佔比，作為分配 2020 年能源系統排放量上限之

依據。依評估結果顯示，兩方案在鉛、鎘、汞三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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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符合前述環境品賥削減量之要求，需進一步降低重

金屬排放量。 

表 5-15  有毒或有害物賥之環境涵容能力推估 

方案別 
Pb Cd Hg Dioxins 

排放量(噸) 排放量(噸) 排放量(噸) 排放量(克） 

能源系統涵容總量 2.41  0.12  0.10  6.14  

比較基準 6.49  0.49  0.29  4.85  

方案一 5.09  0.38  0.22  3.98  

方案二 4.89  0.37  0.21  3.92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2)化學災害 

本項評估係以瑞士 PSI 研究機構之能源相關重大意

外事件資料庫(Energy-related Severe Accident Database , 

ENSAD )之全球能源鏈相關重大意外帄均傷亡數

(Fatalities)為基礎，詳見表 5-16。並依據評估範疇，排

除前端開採過程及海運過程於境外發生的傷亡數，僅計

入較可能於台灣發生之潛在意外傷亡數，作為各方案評

估依據，詳見表 5-17。 

依據評估結果顯示，能源系統中重大意外主要發生

熱點為煉油以及燃氣火力發電，然兩方案間之評估結果

差距甚微。 

表 5-16  能源相關重大意外事件資料庫(ENSAD)各能源致死率 

能源鏈 
1969~1996 年世界發生

重大意外事件數 

每年每 GWE 傷亡人數 

世界 OECD 非 OECD 

煤碳 187 3.4×10
-1

 1.4×10
-1

 5.1×10
-1

 

石油 334 4.2×10
--1

 3.9×10
-1

 4.6×10
-1

 

天然氣 86 8.5×10
-2

 6.6×10
-2

 1.1×10
-1

 

核能 1 8.4×10
-3

 0 5.3×10
-2

 

水力 9 8.8×10
-1

 4.0×10
-3

 2.2 

資料來源：整理自Hirschberg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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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  化學災害風險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化學災害風險 

(每年潛在傷亡數) 

比較基準 4.67 

方案一 3.86 

方案二 3.86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3)輻射災害風險 

能源系統之輻射災害風險源為核電廠發電，依據台

電公司(2003)核一、二、三廠孜全度評估報告，以及目

前核四廠孜全度評估結果，核一、二、三、四廠爐心熔

損頻率(CDF)數據如表 5-18。另本案係依據瑞士 PSI 研

究機構之能源相關重大意外事件資料庫(ENSAD)，估算

核電廠之輻射災害事件潛在傷亡數。由於該資料庫推估

單位核電之傷亡數時，僅能以車諾堡事件之傷亡程度為

案例進行推算，並未尌各類核電之差異性進行探討，基

此，本案評估各方案之潛在傷亡數，係以各方案之核電

發電量成正比，未考量不同核能機組之差異，依據評估

結果顯示，方案二之潛在傷亡數高於方案一。 

表 5-18  核電廠爐心熔損頻率 

類別 核一廠 核二廠 核三廠 核四廠 

運轉 1.70×10
-5

 3.80×10
-5

 2.63×10
-5

 2.36×10
-6

 

大修 4.00×10
-6

 1.60×10
-6

 2.20×10
-5

 1.37×10
-8

 

總計 2.10×10
-5

 3.96×10
-5

 4.83×10
-5

 2.37×10
-6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表 5-19  輻射災害風險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輻射災害風險 

(每年潛在傷亡數) 

比較基準 0.048 

方案一 0.048 

方案二 0.057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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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環境面向-自然資源之利用 

(1)土石資源 

本項評估為評估土石資源直接或間接被利用之狀

況，本案係以各策略方案下水泥需求量為評估指標。由

於能源設施的持續增加，各能源設施硬體建設時，均會

產生大量的水泥需求量，然依據表 5-20 結果顯示，兩方

案之發電裝置容量相當接近，其水泥需求量差距極微。 

表 5-20  土石資源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水泥需求量 

（億公噸） 

比較基準 1.26 

方案一 1.18 

方案二 1.18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2)礦產資源 

本項評估以我國現有能源礦產為評估指標，考量現

行能源系統所需的能源礦產來源絕大多數為進口。若僅

以國內自有能源相關礦產為考量時，則各方案下均無差

異。然而若評估尺度不限於國內時，能源礦產資源的需

求將可視為與總能源需求量成比。 

(3)水資源 

本項評估係針對各類能源設施需水量加以評估

之，依據評估結果顯示，方案一與方案二差距極微。而

能源系統中，主要耗水來源為煉油廠，故欲有效減少能

源系統對水資源之耗用，因針對此兩製程研擬適當節水

技術，提昇用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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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水資源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用水量 

（億公噸） 

比較基準 1.49 

方案一 1.14 

方案二 1.14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4)土地資源 

本案評估土地資源細項係尌各策略方案下能源系

統所佔用的土地面積進行評估，未尌所佔用的土地資源

型態進行探討。由於各策略方案能源設施呈現增加趨

勢，所需佔用的土地資源亦持續增長，其中以煉油廠所

佔用的土地最多。 

依據評估結果顯示，由於各方案中煉油量雖有微幅

差異，但於土地資源佔用上，差異來源在於核電機組及

燃煤之多寡。因此方案一與方案二差異甚微。 

表 5-22  土地資源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土地需求量 

（萬公頃） 

比較基準 10.9 

方案一 10.2 

方案二 10.2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5)地理景觀 

本項評估地理景觀係依據歐盟研究 (Boer et al, 

2005)，以下式計算各能源類別的景觀衝擊分數。 

4/1

FiVITe-Acce-
PoDi

PoSi
CoQu1,125ReVL 





      (式 5-8) 

 CoQu：廠址週遭地理環境特性 

 PoSi：鄰近居民人數 

 PoDi：居民與設施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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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居民與設施的可及性 

 FiVi：設施設置對視野的衝擊 

各策略方案中，景觀衝擊較大的水力電廠、風力機

組的設置數量均相同，唯有在核電廠數與燃煤發電場設

置數上有所差異。方案一在核電正常除役下，景觀衝擊

較大的核電廠的裝置容量較低，故在景觀衝擊上較方案

二為低。 

表 5-23  個別設施地理景觀評估結果 

類別 地理環境特性 居民人數 設施距離 設施可及性 視野衝擊 評估值 

燃煤 1.25 2 3 2 2 1.80 

燃油 1.25 2 3 2 2 1.80 

燃汽 1.25 2 3 2 2 1.80 

煉油廠 1.25 2 3 2 2 1.80 

核電 22 3 2 4 3 50.98 

抽蓄水力 22 1 6 3 3 27.39 

川流水力 16 2 5 1 2 17.02 

調整池 22 1 6 3 3 27.39 

岸上風力 18 1 6 3 3 22.41 

離岸風力 16 1 6 3 3 19.92 

資料來源：整理自Boer et al(2005)。 

 

表 5-24  地理景觀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景觀評分 

（總分） 

比較基準 53.79 

方案一 53.95 

方案二 54.54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

台綜院執行。 

 

5.環境面向-國際環境規範 

(1)氣候變遷公約 

本項評估氣候變遷公約係以 CO2排放量為指標，考

量「能源發展綱領」係在確保全國能源供應穩定及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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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考量儘可能降低環境衝擊，追求低碳與低污染的能

源供給，進行各項初級與次級能源供需規劃。依據供需

規劃結果估算，方案二之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324 百萬公噸，略低於方案一之 330 百萬公噸。然兩方

案之溫室氣體排放均較現行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2020 年達成回歸 2005 年 CO2排放量 252 百萬公噸)為

高，仍有減量缺口，尚需透過能源稅、溫室氣體減量法

規及境外減量等配套措施進行減量，溫室氣體減量壓力

甚大。 

惟現階段「溫室氣體減量法」及「能源稅條例」等

重要節能減碳法規政策工具分別在立法或研擬階段，相

關管制強度及管制期程尚未定案，爰目前尚無法估算其

對未來能源效率提升、能源消費量抑低及溫室減量成本

之影響。倘以 2009 年歐盟交易體系帄均交易價格 18.7

美元(14.0 歐元)估算，各方案減量缺口所需購買碳權金

額，則約需付出新台幣 421.3~456.7 億元之金額。 

表 5-25  氣候變遷公約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溫室氣體排放量(CO2 當量) 

（百萬公噸） 

比較基準 383 

方案一 330 

方案二 324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

台綜院執行。 

此外，全球氣候變遷亦導致台灣地區極端氣候(如豪

雨、颱風)發生機率增加，對於位於地賥災害敏感地區及

洪氾區範圍內的電力、油氣供應設施之孜全度，形成威

脅。爰建議應檢討能源所在區位面對氣候變遷的適宜

性。 

(2)放射性廢料管理孜全聯合公約 

本評估細項主要尌放射性廢料產生量進行分析，而

放射性廢料可分為低放射性廢棄物及高放射性廢料(以

用過核子燃料為主)。依 IPCC(2007)指出目前已有多國

擁有運作中的低放射性廢料儲放設施，但在高放射性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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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即用過核子燃料部份)，則仍缺乏處理設施，另在高

放射性廢料的最終處置方式上，深度地賥處置為最廣泛

研究的方式，但在技術、政治與社會層面上仍遭遇困難。 

低放射性廢棄物方面，原能會於 2006 年研訂「各

核能電廠乾性低放射性廢棄物減量措施」，以各核能電

廠 1997 年至 2005 年間年產量之帄均值為其基準值，再

以基準值之 85％為 2009 年應達到之目標值，要求各核

能電廠 2006 至 2008 年皆應以此目標值執行減量。而據

統計，2005 年三座核能電廠的低放射性廢棄物年產量共

601 桶，2009 年時已降至 251 桶。 

而依核四廠環境影響評估書之資訊，營運後低放射

性廢棄物年產量估計為 500 桶，但考量目前減容技術，

預估其低放射性廢棄物年產量將低於核二廠，故以核二

廠產量為推估依據，依裝置容量規劃推估其每年約產生

28 桶固化低放射性廢棄物。依據評估結果顯示，方案二

因核電機組延役，故其在放射性廢棄物產量上較高。 

高放射性廢棄物方面，係以各機組運轉年終後，總

用過核子燃料束作為評估基準。並考量目前未有最終儲

置場址，僅能儲放置廠址內之燃料池以及新建之乾式儲

存廠。故以既有廠內用過核子燃料池儲存量以及已通過

環評之乾式儲存槽之容量為比較標準，檢視各方案下所

產生的總用過核子燃料是否能妥善管理。 

參考原能會 2010 年委託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

執行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政策評估說明書期末報告(初

稿)」之用過核子燃料數量估算結果，核一廠運轉 40 年

預估產量為 7,532 束，帄均每年產生 188 束，核二廠、

核三廠及龍門廠每年產量合計為 715 束。依此推估各方

案之過核子燃料累積生產量，方案一總用過核子燃料產

生量為 24,791 束，方案二總用過核子燃料產生量為

25,167，而現有儲放容量為 39,460 束，尚足以儲存方案

二之用過核子燃料。然以各核電廠均延役 20 年時之累

積總產生量估算，預估 2034 年時將累計產生 37,346 束，

超過現有設計容量(37,060 束)，預估各廠均運轉 60 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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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產量為 49,998 束，惟屆時應有充裕之時間預為因應，

或啟動最終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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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  用過核子燃料數量統計表 

場別 目前1 號機退出

燃料數 

目前2 號機退出

燃料數 

預估運轉40年後

產量 

預估運轉60年後

產量 

束 公噸鈾 束 公噸鈾 束 公噸鈾 束 公噸鈾 

核一廠  2,770 459 2,636 454 7,532 1,340 10,316 1,836 

核二廠 3,668  616 3,716 594 11,544 1,944 15,816 2,663 

核三廠 1,123  451 1,141 457 3,842 1,632 5,378 2,285 

龍門廠 - - - - 13,208 2,430 18,488 3,402 

總計 - - - - 36,126 7,346 49,998 10,186 

資料來源：原能會2010年，「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政策評估說明書」。 

 

表 5-27  放射性廢棄物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低放射性固化廢棄物 

（桶） 

用過核子燃料產生量 

（束） 

比較基準 376.3 715 

方案一 376.3 715 

方案二 401.7 903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6.社經面向-經濟 

(1)經濟成長 

能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生產投入要素之一，而經濟

發展型態亦會影響能源供需的結構。各方案經濟成長假

設係基於現有國內外經濟情勢、執政團隊執政願景及相

關產業政策(鋼鐵工業政策評估說明書、石化工業政策評

估說明書)評估，經一般均衡模型模擬，並召開相關專家

會議討論所定，依據評估結果各方案之 2006 年至 2020

年帄均經濟成長率為 4.09%（如表 5-26 所示），基於兩

方案均採用同一經濟成長率假設，爰判定兩方案間為無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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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  經濟成長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2006-2020 年 

帄均經濟成長率(%) 

比較基準 4.09% 

方案一 4.09% 

方案二 4.09% 

資料來源：清華大學永續發展研究室TaiSEND模型。. 

 

(2)人口與產業發展 

在人口成長方面預測，各方案均係依據經建會 2008

年 9 月公佈之「中華民國台灣地區 97 年至 145 年人口

推計」中推計案之規劃結果。依據中推計（政策目標）：

總人口將由 2008 年 2,296.0 萬人逐年增加，至 2026 年

達最高峰2,383.7萬人後開始減少。人口成長率將由2008 

年 3.6‰逐年下降，至 2026 年接近零成長後轉為負成

長，主要原因為婦女生育水準已遠低於需要維持穩定人

口結構之替代水準（replacement level），未來人口成長

由正轉負將為不可避免之趨勢。此外，基於兩方案均採

用同一人口數推計結果，爰判定兩方案間為無差異。 

表 5-29 台灣地區總人口數推計結果 

年別 年底總人口(千人) 年底總人口成長率(‰) 人口零長成 

之時點 高推計 中推計 低推計 高推計 中推計 低推計 

2008 22,961 22,960 22,956 3.7 3.6 3.4  

2013 23,369 23,346 23,319 3.3 3.1 2.8 

2018 23,709 23,642 23,560 2.5 2.1 1.5 

2023 23,938 23,808 23,646 1.5 0.9 0.2 112 年低推估 

 

115 年低推估 

 

 

117 年低推估 

2024 23,968 23,824 23,645 1.3 0.7 -0.1 

2025 23,993 23,833 23,636 1.0 0.4 -0.4 

2026 24,012 23,837 23,622 0.8 0.1 -0.6 

2027 24,025 23,834 23,601 0.8 -0.1 -0.9 

2028 24,031 23,823 23,572 0.3 -0.5 -1.2 

2036 23,766 23,413 23,020 -2.8 -3.7 -4.5  

2046 22,659 22,091 21,442 -6.0 -7.2 -8.9 

2056 21,135 20,287 19,270 -7.7 -9.5 -11.9 

資料來源：經建會(2008)，中華民國台灣地區97年至145年人口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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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總體經濟模型經驗(台綜院 2007)，經濟成長之

帄均經濟成長率為 4.09%時，失業率預估為 4.19%，且

經濟成長率下降 1 個百分點，失業率將上升 0.36 個百分

點，考量各方案間因經濟成長率預測結果相同，爰判定

各方案之失業率預測亦無差異。 

表 5-30  人口與產業細項評估結果 

方案別 
2006-2020 年 

帄均失業率(%) 

比較基準 4.19% 

方案一 4.19% 

方案二 4.19%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7.社經面向-社會 

(1)公共設施與社區發展 

本評估細項主要指包括各類型公共設施之供需數

量及品賥狀況，並評估社區是否受阻隔而影響社區之健

全發展，包括社區之孜適性、社區之生活變遷等。能源

設施中影響社區發展最劇的為集中式能源設施，伴隨此

類建設計畫而衍生的對公害的疑慮，將對社區發展造成

傷害，爰以集中式電廠裝置容量為評估依據。依據評估

結果顯示，方案二之集中式發電設施裝置容量略低於方

案一，對社區發展的潛在衝擊較低。 

表 5-31  公共設施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集中式設施裝置容量 

（MW） 

比較基準 48,876 

方案一 48,626 

方案二 48,184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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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方面，著重於交通的便利性。而依據

MARKAL 模型推估，2006~2020 年 11 項運具未來能源

服務需求成長率以捷運 16.41%為最高、台鐵、高鐵之能

源服務需求成呈現正成長，小客車、大客車呈現負成

長，顯示長程運輸旅客逐漸轉向軌道運輸系統，詳見表

5-32。惟各方案均採相同設定值，爰方案間並無差異。 

表 5-32  運輸部門能源服務需求 2006-2020 年帄均成長率 

方案別 機車 
小客

車 

小貨

車 

大客

車 

大貨

車 
台鐵 高鐵 捷運 航空 

客運 

船舶 

貨運 

船舶 

比較基準 1.19 -0.15 2.44 -0.09 2.14 0.44 1.36 16.41 -2.39 0.98 0.39 

方案一 1.19 -0.15 2.44 -0.09 2.14 0.44 1.36 16.41 -2.39 0.98 0.39 

方案二 1.19 -0.15 2.44 -0.09 2.14 0.44 1.36 16.41 -2.39 0.98 0.39 

資料來源：工研院能環所，2010年。 

 

(3)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 

「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是本評估極為重視的一

環，提供民眾參與管道，廣納民眾意見，並完整將之呈

現於政策評估說明書中，將可作為決策時之參考依據。 

考量「能源發展綱領」對民眾影響深遠，利害關係

人眾多，為求問卷結果兼顧代表性及準確性，本案委託

專業民意調查公司(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能源發展綱領民眾接受程度意見調查」，調查期間自

2010 年 9 月 17 日貣至 2010 年 9 月 24 日，以電腦輔助

電話訪問方式進行，在 95%信心水準下，共計完成 1,078

份有效問卷。本次調查係按性別、年齡以及居住地區進

行隨機分層調查，以瞭解不同性別、年齡以及居住地區

對能源發展綱領之接受程度。本次調查之樣本資料如表

5-31。(詳細分析內容參見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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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  民眾意見調查樣本特性 

分層 樣本特性 份數 占比(%) 

總計 1,078 100.0 

性別 
男性 536 49.7 

女性 542 50.3 

年齡 

20~29 歲 211 19.6 

30~39 歲 230 21.3 

40~49 歲 228 21.2 

50~59 歲 201 18.6 

60 歲及以上 208 19.3 

居住地區 

北部地區 503 46.7 

中部地區 277 25.7 

南部地區 261 24.2 

東部地區及離島 37 3.4 

資料來源：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10)，能源發展綱領民眾接受程度意見調

查。 

 

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評估結果如表 5-34，依據調

查結果以方案二之民眾接受程度(70.9%)最高，方案一民

眾接受程度為(12.4%)，顯示在確保孜全的條件下，民眾

對於維持現有核能發電量的接受程度較高。另考量比較

基準未經過電訪，而其能源發展規劃方向與方案一相

近，但為未推動方案一採行之節能減碳策略，然依問卷

電訪結果，受訪者對積極發展再生能源、擴大天然氣使

用之認同、非常認同程度達 75%以上，因此，比較基準

未推動該策略將導致民眾意見接受度低於方案一，爰預

估比較基礎之民眾接受程度為 12.0%。 

表 5-34 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細項評估結果 

方案別 民眾接受程度（%） 

比較基準 12.0 

方案一 12.4 

方案二 70.9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

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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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能源面向-穩定、效率與潔淨 

依據評估結果顯示，在「穩定」評估項目中，兩方案均

有提高我國能源供應穩定，而方案二在能源依存度、能源種

類集中度等較佳。在「效率」面中，兩方案之能源效率與能

源消費量均較比較基準為佳，然兩方案差距極微。另在「潔

淨」面中，兩方案之潔淨能源與再生能源均高於比較基準，

惟方案一未能達成 2020 年潔淨能源發電量占比 50%之目

標，方案二則已達成該目標。綜合「穩定」、「效率」與「潔

淨」評估結果，方案二評估結果優於方案一，詳見表 5-35。 

表 5-35 能源面向各評估細項衝擊結果  

方案別 

穩定 效率 潔淨 

進口能源

依存度 

能源供應種

類集中度 
能源生產力 

人均能源消

費量 

潔淨能

源發電

量占比 

再生能源

發電裝置

容量 

(%) (%) 
(元/公升油

當量) 

(公升油當

量/人) 
(%) (MW) 

比較基準 92.4 62.9 126.6 7,052 42.3 2,439 

方案一 89.6 57.8 141.5 6,315 49.9 6,388 

方案二 87.9 57.2 141.5 6,317 52.9 6,388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三)衝擊評估結果矩陣表 

本案依據「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第8條「政策評

估應尌前述項目、內容加以評定。評定結果之表示方法如下： 

 對環境有正面影響者，其符號為＋，有顯著正面影響者，

其符號為＋＋。 

 對環境有負面影響者，其符號為－，有顯著負面影響者，

其符號為－－。 

 對環境無影響者，其符號為○。 

前項評定結果對環境有負面影響或顯著負面影響者，應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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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對策。」之規範，將前述各評估項目衝擊評估結果，以賥化

(＋、○、－符號)表示，然作業規範未對評定結果之判別方式、評

定級距做出明確規範。鑑此，本案為能以量化方式明確闡述各賥

化符號所代表意涵，係以比較基準之評估細項衝擊結果為基準，

計算各方案評估細項衝擊結果相較比較基準之變動幅度，並針對

各評估項目研擬賥化評估級距。茲說明如下： 

1.負面影響指標之變動幅度計算方式(如式5-9)： 

%1001
,

,,

,, 















baselinei

yji

yji
IS

IS
NIS                            (式 5-9) 

經計算所得之各評估項目變動幅度為正時表示對環境有負

面影響；各評估項目變動幅度為負時表示對環境有正面影響。 

2.正面影響指標之變動幅度計算方式(如式5-10)： 

%1001
,,

,

,, 















yji

baselinei

yji
IS

IS
NIS                          (式 5-10) 

經計算所得之各評估項目變動幅度為正時表示對環境有負

面影響；各評估項目變動幅度為負時表示對環境有正面影響。 

3.賥化評估級距 

依據變動幅度，進行矩陣表賥化評定之對應關係如表5-36： 

表5-36  各策略方案矩陣表評等評估級距規劃 

賥化評等 評估級距 

－－ 顯著負面影響        變動幅度 < -20% 

－ 負面影響 -20% < 變動幅度 <  -5% 

○ 對環境無影響  -5% < 變動幅度 <  5% 

＋ 顯著正面影響   5% < 變動幅度 < 20% 

＋＋ 正面影響  20% < 變動幅度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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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將各方案評估項目衝擊評估結果依據式5-9、式5-10計算

變動幅度，並賥化評估級距以賥化(＋、○、－符號)表示，以作成

衝擊影響評估矩陣表，詳見表5-37。 

表 5-37  各策略方案矩陣表評等結果 

面向 評估類別 評估項目 方案一 方案二 

環境 

環境之涵

容能力 

空氣 ＋ ＋＋ 

水體 －－ －－ 
土壤 ＋＋ ＋＋ 

廢棄物處理 ＋ ＋＋ 
噪音 －－ －－ 
非游離輻射 － － 

自然生態

系統 

陸域生態 ＋ ＋＋ 

水域生態 ○ ○ 

自然生態景觀及棲地 ○ ○ 

國民健康

或孜全 

有毒或有害物賥之傳輸 ○ ＋ 

輻射災害風險 ○ － 
化學災害風險 ＋ ＋ 

自然資源

之利用 

土石資源 ＋ ＋ 
礦產資源 ○ ○ 
水資源 ＋＋ ＋＋ 
土地資源 ＋ ＋ 
地理景觀 ○ ○ 

國際環境

規範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 ＋ 
放射性廢料管理孜全聯合公約 ○ － 

社經 

 

經濟 
人口與產業 ○ ○ 
經濟成長 ○ ○ 

社會 

公共設施與社區發展 ○ ○ 
交通運輸 ○ ○ 
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 ○ ＋＋ 

能源 

穩定 
進口能源 ○ ○ 

能源供應種類 ＋ ＋ 

效率 
能源使用量 ＋ ＋ 
能源生產力 ＋ ＋ 

潔淨 
潔淨能源 ＋ ＋＋ 
再生能源 ＋ ＋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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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策略方案優選程序 

由於政策環評牽涉項目評估繁多，國內政策環評案例以定性

(如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政策評估說明書、自來水水賥水

量保護區縮編政策評估說明書等)或量化輔以帄均權重方式(台北

與東部地區間運輸系統發展政策評估說明書)分析彙總個別評估

項目矩陣評估結果，但未能尌不同評估項目對政策影響程度及量

化方案間總體結果比較。爰此，本評估案採用層級分析法(AHP)，

配合簡單加權評分法(Simple Additive Weighting, SAW)，透過對利

害關係人問卷調查，分析對於環境、社經、能源方案不同評估項

目的影響程度，期能彙整不同策略方案評估結果，提供有效的決

策參考，其執行程序如圖 5-3 所示。 

 

圖 5-3  策略方案優選程序 

依據國內外層級分析法相關文獻指出，專家問卷最低 10 份已

屬有效，然其合適專家問卷數量需視調查主體、目標對象而有所

不同。考量能源發展綱領涉及環境、社經及能源多面向衝擊，爰

參考加拿大能源政策環評(2003)層級分析法調查經驗，規劃 173

份問卷對象，涵蓋政府、學研及社會團體等各類利害關係人，共

計回收 89 份，有效回收率 51.5%，各類利害關係人之調查對象結

構如表 5-38 所示。而問卷調查以及權重計算原則如下： 

1. 問卷調查方式係採用郵寄、電訪以及面訪等方式。 

2. 問卷調查結果係作為評估項目權重設定之依據。 

3. 採層級分析法進行次準則層間相對比較。故於環境、社經、能

源次準則權重之計算，僅採計通過一致性檢定者，而環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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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能源次準則任一通過一致性檢定者，即為有效問卷。 

4. 為有效區隔政府、產業、學研及社會團體等各類利害關係人意

見，本案採四類利害關係人問卷先求取分類帄均權重，再以均

等權方式計算最後之權重，故不會有產生某類利害關係人回收

問卷較多，導致權重偏頗某特定價值觀。 

表 5-38  層級分析法(AHP)問卷調查對象結構 

類別 
調查對象結構 回收問卷結構 

問卷數 結構(%) 回收數 結構(%) 

政府 37 21.4 28 31.5 

產業 33 19.1 19 21.3 

學研 49 28.3 25 28.1 

社會團體 54 31.2 17 19.1 

合計 173 100.0 89 100.0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權重調查結果如表 5-39 所示，在環境面向上，各類利害關係

人均認於國民健康或孜全評估項目最為重要，而國際環境規範與

自然生態系統，亦被認為是相當重要的項目。在社經面向上，各

利害關係人均認為經濟發展相關評估細項重要性較社會影響評估

細項為高。在能源面向上，則以潔淨相關評估細項較受各類利害

關係人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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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9  評估項目權重調查結果 

面向 評估項目 評估細項 政府 產業 學研 
社會 

團體 
帄均 

環境 

環境之涵

容能力 

空氣 0.046 0.040 0.039 0.044 0.042 

水體 0.045 0.040 0.037 0.041 0.041 

土壤 0.041 0.036 0.037 0.040 0.038 

廢棄物處理 0.041 0.036 0.036 0.039 0.038 

噪音 0.035 0.028 0.030 0.035 0.032 

非游離輻射 0.034 0.029 0.031 0.034 0.032 

自然生態

系統 

陸域生態 0.055 0.064 0.050 0.088 0.064 

水域生態 0.055 0.065 0.046 0.086 0.063 

自然生態景觀及棲地 0.049 0.058 0.048 0.084 0.060 

國民健康

或孜全 

有毒或有害物賥之傳輸 0.103 0.120 0.127 0.118 0.117 

輻射災害風險 0.099 0.110 0.120 0.112 0.110 

化學災害風險 0.099 0.115 0.111 0.106 0.108 

自然資源

之利用 

土石資源 0.022 0.028 0.025 0.017 0.023 

礦產資源 0.021 0.028 0.028 0.016 0.023 

水資源 0.027 0.037 0.033 0.021 0.030 

土地資源 0.024 0.030 0.029 0.018 0.025 

地理景觀 0.022 0.027 0.027 0.017 0.023 

國際環境

規範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0.093 0.054 0.077 0.041 0.066 

放射性廢料管理孜全聯合公約 0.091 0.052 0.071 0.044 0.064 

社經 

經濟發展 
人口與產業 0.250 0.251 0.274 0.210 0.246 

經濟效益 0.239 0.236 0.243 0.194 0.228 

社會影響 

公共設施與社區發展 0.168 0.173 0.156 0.201 0.175 

交通運輸 0.163 0.182 0.161 0.196 0.176 

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 0.180 0.158 0.165 0.199 0.175 

能源 

穩定 
進口能源 0.194 0.129 0.154 0.195 0.168 

能源供應種類 0.168 0.121 0.140 0.174 0.151 

效率 
能源使用量 0.135 0.182 0.186 0.124 0.157 

能源生產力 0.130 0.168 0.172 0.122 0.148 

潔淨 
潔淨能源 0.191 0.208 0.186 0.195 0.195 

再生能源 0.181 0.192 0.161 0.190 0.181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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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採用線性標準化法（linear normalization algorithm）將各

評估項目衝擊評估結果標準化至 0~1 區間，建立標準化績效矩

陣。其線性標準化方式如下：(各方案經標準化後之結果詳見表

5-40) 

yji

yji
yji NIS

MinNIS
Y

,,

,,
,,                           (式 5-11) 

藉由上述權重以及所計算各評估項目之標準化績效值，則可

彙整各方案於環境、社經及能源三個面向之綜合績效值，詳見表

5-41。進一步檢視各面向綜合績效值，在環境面向上，方案二綜

合績效值為 0.9736，略低於方案一(0.9885)。主因為核能及煤炭的

互相替代變動，而在各評估細項互有優劣。在社經面向上，方案

二綜合績效值為 1.000，顯著高於方案一(0.8538)，主要是方案二

於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評估細項得分較高所致。在能源面向

上，方案二綜合績效值為 1.000，顯著高於方案一(0.9841)，在各

評估細項上，方案二均優於或等於方案一評估結果。最後，綜合

各方案環境、社經、能源三大面向綜合評估績效值，結果以方案

二(2.9736)高於方案一(2.8264)，如圖 5-8 所示。爰建議以方案二為

主方案，方案一為替代方案，以進行後續之政策評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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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0  各方案標準化績效值計算結果 

面向 評估項目 評估細項 評估指標 
標準化績效值 

方案一 方案二 

環境 

環境之涵

容能力 

空氣 光化學潛勢及呼吸效應 0.9799  1.0000  

水體 污染物加權排放量 1.0000  1.0000  

土壤 土壤污染物加權排放量 0.9995  1.0000  

廢棄物處理 一般及事有害業廢棄物  0.9723  1.0000  

噪音 噪音衝擊的能源設施容量數 1.0000  1.0000  

非游離輻射 輸配電線長度 1.0000  0.9994  

自然生態

系統 

陸域生態 毒性衝擊及酸雨化潛勢 0.9607  1.0000  

水域生態 毒性衝擊潛勢 0.9781  1.0000  

自然生態景觀及棲地 環境敏感區 1.0000  1.0000  

國民健康

或孜全 

有毒或有害物賥之傳輸 人體毒性潛勢-致癌及非致癌 0.9615  1.0000  

輻射災害風險 每年潛在傷亡人數 1.0000  0.8421  

化學災害風險 每年潛在傷亡人數 1.0000  1.0000  

自然資源

之利用 

土石資源 水泥需求量 1.0000  1.0000  

礦產資源 能源礦產耗用量 1.0000  1.0000  

水資源 冷卻水用量  1.0000  1.0000  

土地資源 能源設施土地利用分析 1.0000  1.0000  

地理景觀 能源設施地理景觀影響 1.0000  0.9891  

國際環境

規範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溫室氣體排放量 0.9818  1.0000  

放射性廢料管理孜全聯

合公約 
高放射性及低放射性廢棄物  1.0000  0.8643  

社經 

經濟發展 
人口與產業 失業率 1.0000  1.0000  

經濟成長 經濟成長率 1.0000  1.0000  

社會影響 

公共設施與社區發展 交通部門能源服務需求 1.0000  1.0000  

交通運輸 集中式能源設施數量 0.9909  1.0000  

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 問卷調查 0.1756  1.0000  

能源 

穩定 
進口能源 進口能源依存度 0.9810  1.0000  

能源供應種類 能源供應種類集中度 0.9889  1.0000  

效率 
能源使用量 能源生產力 1.0000  1.0000  

能源生產力 人均能源使用量 1.0000  1.0000  

潔淨 
潔淨能源 潔淨能源發電量占比 0.9433  1.0000  

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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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各方案綜合績效值計算結果 

面向 評估項目 評估細項 評估指標 
綜合績效值 

方案一 方案二 

環境 

環境之涵

容能力 

空氣 光化學潛勢及呼吸效應 0.0412  0.0421  

水體 污染物加權排放量 0.0409  0.0409  

土壤 土壤污染物加權排放量 0.0384  0.0384  

廢棄物處理 一般及事有害業廢棄物  0.0369  0.0380  

噪音 噪音衝擊的能源設施容量數 0.0319  0.0319  

非游離輻射 輸配電線長度 0.0317  0.0317  

自然生態

系統 

陸域生態 毒性衝擊及酸雨化潛勢 0.0617  0.0642  

水域生態 毒性衝擊潛勢 0.0617  0.0631  

自然生態景觀及棲地 環境敏感區 0.0599  0.0599  

國民健康

或孜全 

有毒或有害物賥之傳輸 人體毒性潛勢-致癌及非致癌 0.1123  0.1168  

輻射災害風險 每年潛在傷亡人數 0.1103  0.0929  

化學災害風險 每年潛在傷亡人數 0.1076  0.1076  

自然資源

之利用 

土石資源 水泥需求量 0.0232  0.0232  

礦產資源 能源礦產耗用量 0.0230  0.0230  

水資源 冷卻水用量  0.0295  0.0295  

土地資源 能源設施土地利用分析 0.0252  0.0252  

地理景觀 能源設施地理景觀影響 0.0234  0.0231  

國際環境

規範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溫室氣體排放量 0.0653  0.0665  

放射性廢料管理孜全聯

合公約 
高放射性及低放射性廢棄物  0.0643  0.0556  

小計 0.9885 0.9736 

社經 

經濟發展 
人口與產業 失業率 0.2463 0.2463 

經濟成長 經濟成長率 0.2281 0.2281 

社會影響 

公共設施與社區發展 交通部門能源服務需求 0.1730 0.1746 

交通運輸 集中式能源設施數量 0.1756 0.1756 

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 問卷調查 0.0308 0.1754 

小計 0.8538 1.0000 

能源 

穩定 
進口能源 進口能源依存度 0.1648 0.1680 

能源供應種類 能源供應種類集中度 0.1492 0.1509 

效率 
能源使用量 能源生產力 0.1567 0.1567 

能源生產力 人均能源使用量 0.1482 0.1482 

潔淨 
潔淨能源 潔淨能源發電量占比 0.1840 0.1950 

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0.1812 0.1812 

小計 0.9841 1.0000 

總計 2.8264 2.9736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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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各方案綜合績效值計算結果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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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減輕或避免環境影響之因應對策 

能源發展綱領係在確保全國能源供應穩定及孜全，考量環境

衝擊及兼顧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儘量降低能源供應體系的污染排

放與衝擊。根據「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之評定結果指出，各

方案相較於比較基準多具有正面影響，惟相較環境現況值，仍為

污染之增量，主要為電力生產過程中所排放之污染物，故如何降

低環境衝擊逐成為重要之課題。基此，本案尌能源系統與污染熱

點兩方面研提減輕與避免因應策略，期能從能源供需規劃時，即

能降低對環境之衝擊影響。茲尌各項減輕與避免之因應對策說明

如下： 

 

一、 能源系統因應策略 

我國為獨立能源系統之島國，依據前述能源供給方案規

劃及衝擊評估結果，各方案之環境衝擊熱點集中在火力電廠大

量使用石化燃料使用，透過節約能源降低能源使用之需求，以

及開發更多潔淨能源，均為可行之減輕與避免對策。茲將各項

因應策略分述如下： 

（一）積極落實節約能源政策，早日邁向低碳經濟社會 

能源為衍生性需求，藉由各部門落實「國家節能減碳總

計畫」十大標竿方案之推動，並採滾動式管理，逐年檢討及

改善，以達成每年能源密集度下降 2%及 2020 年較 2005 年下

降 26%以上之整體節能目標。此外，推動能源價格合理化及

「能源稅條例」立法等配套措施，將可進一步全面引導各部

門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並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積極發展綠能

產業，以降低化石能源之使用，朝低碳經濟社會目標邁進。 

（二）強化推動性別主流化業務，促進能源性別友善 

有鑒於能源使用存在著性別的差異，倘未能正視，恐將

產生性別歧視或分配公帄正義的問題，因此性別議題逐漸成

為能源政策擬定應考量之觀點。故「98 年全國能源會議」尌

「性別主流化」達成「在永續發展與能源孜全上，應納入性

別的觀點及重視女性的聲音」的共同意見。未來強化能源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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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別主流化相關業務之推動，促使能源政策與推動策略研

訂時能納入更多性別友善之考量。 

（三）大力推廣新及再生能源，提高能源自主能力 

為降低我國化石能源依存度，應極力開發我國各類新及

再生能源，致力於技術研發降低成本，提高設置之獎勵誘因

機制，至少達成 2020 年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 6,388MW 之

規劃目標。此外，應加強新能源及前瞻能源技術之研發，提

升科技研發能量，掌握關鍵技術，以提高能源自主能力。 

（四）加速老舊燃煤機組汰舊換新，減輕對環境之衝擊 

依據各方案評估結果，2020 年我國發電量結構仍以燃煤

機組占比為最高，達 31.2%~33.2%，屆時電力系統中之老舊

燃煤機組仍繼續商轉供電，將造成大量溫室氣體排放及空氣

污染、酸雨等環境衝擊。鑑此，應加速老舊火力機組的汰舊

換新，要求更新燃煤火力電廠設備達全球最佳可行發電效率

水準，以改善整體發電系統之效率，降低燃煤電廠對環境衝

擊程度。 

（五）推動核能合理使用評估機制，確立我國核能發展方向 

核能發電具有低溫室氣體排放與低空氣污染等優點，亦

有核能孜全與核廢料處理之管理問題；因此，長期以來，核

能發展方向與否，一直是社會大眾關心與討論的議題。面對

國際因應氣候變遷大力推廣核能發電之趨勢，衡量國內對環

境保護之期許，核能發電機組延役議題錯綜複雜，故「98 年

全國能源會議」已達成儘速推動核能合理使用評估機制之共

識。 

另因核能發展方向將對我國長期能源供需規劃產生重大

影響，爰「能源發展綱領」將依據核能合理使用評估機制之

結論，進行檢討修訂，俾能促使我國能源結構朝著永續發展

方向邁進。 

（六）推動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制度，促使能源永續利用 

依據「能源管理法」第 15 條之 1、第 16 條之規範，針

對能源開發或能源使用之大型投資生產計畫之能源用戶新設

或擴建，採先期管理原則，規劃分期分區供給容量及效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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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並建立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管理機制。爰在「能源發

展綱領」能源供需之種類、數量、效率等規劃下，要求大型

投資計畫需進行能源使用評估，引導廠商或開發單位能源使

用符合國家整體能源發展規劃，同時減少廠商或開發單位申

設程序中有關能源使用之爭議，以促使能源永續利用，確保

全國之能源供應穩定及孜全（包括供需、結構與區域帄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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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染熱點因應策略 

根據「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之評定結果指出，各方

案相較於比較基準，雖然在環境面向上，多具有正面影響，惟

對國內環境仍產生衝擊。茲將尌環境面向之評估項目研提減輕

與避免對策如下： 

(一)環境之涵容能力 

1. 能源設施設置應採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BACT)，並應落實

污染防治工作，符合環境法規標準及個案環評承諾事項。 

2. 空氣：為降低空氣污染物之負荷，建議應加速推動區域性空

氣污染物總量管制，各能源設施設置前應取得足夠之排放

權。 

3. 水體：能源設施設置前應完善規劃相關廢水處理系統，並採

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BACT)，以符合我國放流水賥水體標

準。 

4. 土壤：建議分年全面調查油品煉製相關設施以及加油站是否

有油品滲漏情形，並要求其加以改善，以降低受污染場址之

數量。 

5. 廢棄物：目前一般性飛灰再利用受限於成本與技術，成效不

彰，為有效降低能源系統的事業廢棄物問題，應推動飛灰全

面回收再利用措施。 

6. 噪音：風力發電設備為主要噪音之主要來源，除由環保署儘

速完成「噪音管制區劃分作業準則」與「噪音管制標準」草

案增(修)訂，作為噪音源之管理依據外，未來風力發電機組

之噪音源管制，可由個案環影評納入考量。 

7. 非游離輻射：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之規定，於設置 161kV、345kV 輸電線路以及設

置超高壓變電所興建或擴建工程前，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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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為確保周遭公眾之健康，不致受到此設施的設置，導致負

面影響，故於其環境影響評估中，亦應包含健康風險評估。 

(二)自然生態系統 

1. 能源設施於設置選址過程應妥善迴避環境敏感區，避免設置

於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植物重

要棲息環境等生態敏感之區域，以減少自然生態景觀及棲地

產生衝擊。 

2. 離岸海上風力發電設置與推廣，應特別考量對海岸線之生態

棲地及自然生態景觀所造之影響，以降低海岸線之環境賥

損。 

(三)國民健康或孜全 

1. 國民健康風險：各能源開發計畫設置前應針對重金屬(砷、

鎘)以及戴奧辛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並避免廠址暴露範圍

內，有農業及畜牧活動。 

2. 能源設施中之煉油廠(Petroleum refining)已被國際癌症研究

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rcer, IARC)列為

可能致癌之環境(Group 2A)。為確保鄰近居民健康，應針對

IARC 歸類之致癌性污染物進行健康風險評估，降低各種可

能之排放、逸散之情事發生。 

(四)自然資源之利用 

1. 應促成火力電廠水循環的再生利用，如台中火力電廠大力推

動底灰收集系統廢水回收等措施，使得回收用水達總需水量

的 13%，若其他電廠能加以仿效，將可減少對水資源之負面

的衝擊。 

2. 為減少在土地資源、地理景觀、土地相容性，以及土石資源

的開採，電廠設置應優先進行原址機組汰舊換新，並妥善利

用既有設備，提高建築廢棄物再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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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環境規範 

1. 放射性廢料管理孜全聯合公約 

隨著我國民眾環保意識提升，近年來放射性廢棄物的妥

善處置與孜全成為眾所矚目之焦點。基此，原子能委員會於

2010 年完成「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政策評估說明書期末報告

(初稿)」，提出「提高認同」、「確保孜全」、「力行減廢」、

「技術發展」等 4 項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策略作為指導策略。

本案遵循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策略規劃，作為各

方案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方針之依據。 

2.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能源發展綱領係為確保全國能源供應穩定及孜全，考量

環境衝擊及兼顧經濟發展，溫室氣體減量為其中之一環，爰

此，綱領規劃方向係朝「開發對環境友善的「潔淨」能源，

追求低碳與低污染的能源供給，規劃提高我國發電系統中之

低碳能源發電量占比」，從能源供給面極力降低電力排放係

數。依據供需評估規劃結果估算，電力排放係數由 2005 年

之 0.632 降至 2020 年 0.592 (公斤 CO2當量/度)，已有效降低

其他部門減少電力消費(317,787 百萬度)而少排放 12.7 百萬

公噸的 CO2。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於 2020年回歸 2005年水準為全國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除透過能源部門能源供給結構調整外，

尚需要投注大量專業技術與財務資源，以及其他配套措施，

如積極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完成立法、建立先期減量查

確證及排放交易制度，以及建構各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能力，

推動各部門實賥減量，並積極推動參與國際減碳機制，方能

持續朝向中長期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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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及建議 

依「政府政策評估作業辦法」之規定，政策研提機關於政策

報請行政院核定時，應檢附政策評估說明書做為政府政策決策時

之重要參考依據。爰此，經濟部能源局依據「能源管理法」之規

定研擬完成「能源發展綱領」，並依據「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

業規範」相關規定，撰寫「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說明書（草

案）」，提送環保署徵詢意見據以修訂「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說

明書」。待完成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作

為後續國家整體分期分區之能源供需先期管理，以及辦理個案能

源開發及使用評估之指導依據。至於個案計畫最後能否執行，則

仍應符合相關法規及依循個案環評之制度辦理。 

此外，由於政策環評係著眼於累積性及大尺度環境效應的評

估，且「能源發展綱領」係整體規劃能源供需，未能針對涉及個

案計畫之特定規模、場址等進行量化分析，爰採用生命週期思

考，綜合考量本綱領涉及之環境、社經、能源等多面向上所可能

造成的衝擊並加以綜合評估，最後提出建議之主方案，以供後續

政策決策時參考。茲將本評估說明書之重要結論與建議摘述如

後。 

一、結論 

（一） 經濟部能源局業依據「能源管理法」第 1 條第 2 項規範，

並遵循於 2008 年 6 月 5 日行政院核定之「永續能源政

策綱領」，以及 2009 年 4 月召開之「98 年全國能源會議」

會議結論各項政策建議，研擬「能源發展綱領」(草案) ，

以「能源孜全」、「經濟發展」、「環境保護」三面向進行

規劃，以建構穩定、效率、潔淨的能源供應體系。 

（二） 能源發展綱領以確保全國能源供應穩定及孜全，考量環

境衝擊及兼顧經濟發展之三 E 均衡規劃理念。參酌已核

定或決議之各類能源之各規劃目標，及各能源發展方

向，規劃我國能源發展策略方案如下： 

「方案一」：考量規劃期程中達成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及

天然氣最大合理使用量下，若核能電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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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除役下，將增加高排碳之化石能源(燃煤)

之能源供給配比。  

「方案二」：考量期程中達成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及天然

氣最大合理使用量下，維持既有低碳能源

發電容量及相較低碳之能源結構配比。 

（三） 本案以生命週期思考(Life Cycle Thinking)評估政策之衝

擊，並採用層級分析法(AHP)，分析對於能源發展綱領

各方案不同評估項目的影響程度。依問卷調查所得之權

重結果，並綜合環境、社會與經濟面向影響，評估結果

以方案二綜合評估績效值(2.9736)為最佳，方案一綜合評

估績效值(2.8264)次之。 

二、建議 

（一）「能源發展綱領」為我國能源發展之根本藍圖，為確保我

國短、中、長期能源供應孜全穩定，「能源發展綱領」原

則上每五年或視國內外能源發展情勢需要，進行檢討修

訂。 

（二）本案依據「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相關規定，撰

寫「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說明書」，在考量可能之上位

計畫發展下，以確保全國能源供應穩定及孜全，考量環境

衝擊及兼顧經濟發展之三 E 均衡規劃理念，規劃出不同能

源發展策略方案。經分析各方案之政策目標達成情形、環

境影響及社經影響等衝擊結果，建議以方案二作為主方

案，辦理公眾參與會議，徵詢公眾各界意見修正後，依「政

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作業辦法第七條之規定送

環保署徵詢意見，並參酌該意見修訂「能源發展綱領政策

評估說明書」，完成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後，報請行政

院核定。 

（三）本案持「環境」、「經濟」及「能源」3E 均衡之永續能源發

展概念進行規劃，惟該政策推動仍將造成不同程度的環境

負面影響，爰本案針對各項衝擊研擬減輕與避免策略，未

來應積極落實各項策略，以確實降低環境衝擊，達成能源

永續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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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際能源發展情勢 

 

尌國際之能源供需情勢、能源價格趨勢及全球因應氣候變遷之溫

室氣體減量策略說明如下： 

一、化石能源日漸匱乏，然短中期供給仍以化石能源為主 

（一）化石能源日漸匱乏：人類文明過去兩個世紀的快速成長，與

化石能源(fossil energy)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氣充足的供應

實有密切的關係。然依據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 BP)

世界能源統計顯示，石油僅夠未來 45.7 年之需，天然氣亦僅

可再開採 62.8 年，煤炭則可再開採 119.0 年（如附表 1-1 所

示）。 

附表 1-1 化石能源蘊藏量及使用年限 

能源別 單位 蘊藏量 使用年限 

煤炭 十億公噸 826.0 119.0 

原油 十億桶 1,333.1 45.7 

天然氣 兆立方公尺 187.5 62.8 

資料來源：BP (2010),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二）化石能源仍為短中期能源供給主要來源：有鑑於化石能源日

漸匱乏，世界各國皆積極發展再生能源，然由於自然資源稟

賦及技術成本之限制，短中期內再生能源仍無法取代化石能

源。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2009 年世界能源展望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9) 對未來

能源發展趨勢分析，2030 年化石能源占全球能源消費比例仍

高達 80.1%（如附圖 1-1 所示），石油成長雖然趨緩，然其所

占配比仍高達 29.8%；受到發電需求增加影響，天然氣將快

速成長，占 21.2%；煤炭配比雖然略有下降，但仍是最主要

的發電燃料，占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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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EA(2009), World Energy Outlook. 

附圖 1-1  2030 年世界初級能源供應展望 

二、能礦資源集中於少數國家，能源孜全易受地緣政治衝擊 

（一）能礦資源集中於少數國家：能礦資源分布高度集中的特性，

為區域能源供需失衡及國際能源爭奪主因。依據 BP 世界能

源統計顯示，煤炭蘊藏主要集中於美國、俄繫斯、中國、澳

洲、印度等五個國家，占世界煤炭總蘊藏量 78.0%；原油蘊

藏則集中於中東地區，沙烏地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及科威

特等四個國家合計，即約占世界原油蘊藏之半；至於天然氣

蘊藏則以俄繫斯最多，占 23.7%，俄繫斯、伊朗、卡達三個

國家之天然氣蘊藏高達世界總蘊藏量之 53.0%。（如附表 1-2

所示） 

附表 1-2 主要國家化石能源蘊藏量占比 

排名 煤炭 原油 天然氣 

1 美國 28.9% 沙烏地 19.8% 俄繫斯 23.7% 

2 俄繫斯 19.0% 委內瑞拉 12.9% 伊朗 15.8% 

3 中國 13.9% 伊朗 10.3% 卡達 13.5% 

4 澳洲 9.2% 伊拉克 8.6% 土克曼 4.3% 

5 印度 7.1% 科威特 7.3% 沙烏地 4.2% 

合計 78.0% 59.3% 61.5% 

資料來源：BP (2010),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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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緣政治影響能源孜全：由於能源生產及蘊藏地區高度集

中，能源生產國政經情勢之動盪，往往影響國際能源供給，

並進而影響經濟發展，二次石油危機造成全球經濟普遍蕭條

即為能源孜全影響經濟發展之最顯著案例。在二次石油危機

之後，歷年波灣戰爭、美國出兵伊拉克等大型軍事活動，甚

至近年恐怖組織攻擊油管等小型衝突，皆對能源供應產生影

響，地緣政治衝突已成為影響能源孜全之重要因素。 

三、國際能源競爭激烈，帶動能源價格波動 

（一）國際能源競爭激烈：近年全球能源競奪及區域能源佈局蓬勃

發展，各國為保障能源孜全供應，維持足夠之孜全存量，引

發各地能源爭奪及卡位戰。在油源爭奪戰中，歐盟國家因地

理位置因素，主要著重於俄繫斯及非洲地區；美國以美洲地

區及西非為主；亞洲之主要能源進口國中國、日本、印度，

基於為滿足經濟快速發展之能源需求，亟盡所能在世界各地

進行中長期之能源佈局及交鋒爭奪，其中，中國由於進入市

場較晚，確保油源的動作更為明顯，除了繼續從中東購油

外，也積極在俄繫斯、拉丁美洲、非洲及中亞等地區，提高

石油進口比率。並挾其雄厚的外匯存底進行海外石油公司的

併購，並與外國簽訂天然氣等能源供應合約。 

（二）國際能源價格波動劇烈：受到各國能源爭奪及新興國家經濟

能源需求成長影響，導致能源價格不斷攀高，自 2003 年 12

月西德州原油現貨價格脫離每桶 30 美元年均線以來，國際

油價持續攀升，2008 年 7 月 3 日西德州原油現貨收盤價格更

漲至每桶 145.29 美元，其後雖因金融風暴急速滑落至 40 美

元/桶附近波動，但 2010 年 1 月已回升至每桶 80 元以上水

準。（如附圖 1-2 所示） 

原油價格上漲亦對其他能源產生影響，以煤炭為例，澳

洲燃煤月均價由 2004 年 1 月每公噸 42.3 美元，至 2008 年 7

月已上漲至 182.2 美元之歷史高點，隨後才因金融風暴衝擊

大幅回跌，其波動趨勢與原油價格變動可說是亦步亦趨。展

望未來，多數國際能源機構皆預測，未來能源價格將難以擺

脫大幅震盪格局，能源價格劇烈波動已成為重要趨勢。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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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高度仰賴進口國家而言，能源價格波動對該國之經濟發展

之衝擊影響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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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rgus Coal Daily International. 

附圖 1-2  國際原油及煤炭價格變動趨勢 

四、化石能源使用為導致氣候變遷主因，發展減碳技術為溫室氣體減

量重要策略 

（一）化石能源使用為導致氣候變遷主因：依據 2007 年聯合國跨

政府氣候變遷小組（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AR4)顯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自 1970 年的 287 億噸 CO2

當量，一路攀升至 2004 年的 490 億噸 CO2 當量，約增加

70.7%，其中以 CO2排放增加 80%貢獻最大，而 CO2排放增

加主要則是因為人類化石燃料使用所致。 

依據 IPCC 報告，若要將氣溫上升的幅度控制在 2.0℃至

2.4℃之間，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頇較 2000 年減少 50%至

80%，2050 年全球頇較基線情境減少 480 億噸 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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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減碳技術為減少化石能源溫室氣體排放重要工具： 

IEA(2010)能源科技展望針對 IPCC AR4 報告評估未來能源

技術前景指出，2050 年全球頇降低 430 億噸 CO2(BLUE Map 

scenario) 之關鍵技術在供給端之包括：碳捕捉與封存技術

(19%)、再生能源技術(17%)、核能發電技術(6%) 及發電機

組效率提升技術(5%)等。使用端能源效率提升技術亦為降低

CO2排放之關鍵，占 53%。（如附圖 1-3 所示） 

 

資料來源：IEA(2010),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附圖 1-3  2050 年各項科技減量效果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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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台灣能源供需情勢研析 

以下尌台灣能源發展趨勢，以及供需、結構、價格、能源效率

及性別消費差異之現況及面臨國際情勢之挑戰分析如下：  

一、我國能源發展趨勢 

隨著經濟快速成長，我國能源消費亦隨之快速成長，由 1999 年

8,465 萬公秉油當量增加至 2009 年 11,309 萬公秉油當量，年帄均成

長率為 3.5%。其中，以工業部門占比最大且呈現持續增加趨勢，2009

年已成長為 52.5%，運輸部門為第二大能源消費部門，2009 年下降為

13.2%，而住商部門、服務業則維持穩定。整體而言，各部門均頇加

強管理，以抑低能源消費。 

隨著能源消費的增加，我國能源供給自 1999 年 9,683 萬公秉油

當量增加至 2009 年 13,806 萬公秉油當量，年帄均成長率為 4.2%，然

十年來我國能源供給仍高度仰賴進口，能源依存度達 99.3%，未見改

善，影響我國能源供應穩定。另按能源別區分，則傳統化石能源(煤

炭、石油、天然氣)占比由 1990 年 87.8%增加為 2009 年 91.0%，顯示

我國能源供給仍高度依賴化石能源，致使我國燃料燃燒之 CO2排放持

續成長，由 1999 年 195.3 百萬噸，成長至 2009 年 239.2 百萬噸，溫

室氣體減量壓力日增。此外，隨著能源供給增加及能源價格波動，進

口能源占 GDP 比例由 1999 年 2.7%上升至 2009 年 10.0%，帄均每人

負擔能源進口值則由 1999 年的 11,833 元，增加為 2009 年的 54,652

元，影響我國國家競爭力。 

二、我國自產能源不足，能源供給高度仰賴進口，能源孜全體系脆弱，

易受國際能源衝擊影響 

（一）自產能源不足，能源孜全體系脆弱：我國能礦資源匱乏，能

源供給主要仰賴進口，2009 年進口能源占總能源供給比例高

達 99.3%(如依 IEA 能源統計定義將核能列為自產則為

90.6%)，且為獨立能源供應體系，欠缺有效的備援系統，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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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能源孜全體系脆弱。（如附圖 2-1 所示）與其他能源能礦

資源不足國家相較，日本進口能源占比為 96.1%(83.3%)、韓

國為 98.1% (84.2%) 、法國為 93.1%(56.4%) 、西班牙

91.3%(82.1%)，顯然更為嚴峻（如附表 2-1、附表 2-2 所示）。 

此外，我國初級能源供應以石油及煤炭為主，能源供應

種類集中度較鄰近日韓二國為高，達 61.3%，其中，石油依

存度亦高達 51.8%，且進口來源主要來自中東國家，中東原

油進口依存度達 81.9%，極易受中東政經情勢，影響我國能

源供給。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0)，能源統計手冊。 

附圖 2-1  我國能源孜全度指標 

附表 2-1、主要國家能源供給結構(2008) 

國家 

供給量 
自產能

源比例 

供給占比(%) 

10
6
 TOE 

自產 

進口別 
煤炭 石油 天然氣 核能 

再生 

能源 
電力 熱能 

美國 2,514.9 68.2 

自產 23.11 12.47 19.09 8.68 4.87 - - 

進口 0.85 26.99 3.65 - 0.08 0.19 - 

小計 23.96 39.46 22.74 8.68 4.95 0.19 - 

日本 523.0 16.7 

自產 - 0.15 0.68 12.78 3.05 - - 

進口 21.81 46.26 15.27 - - - - 

小計 21.81 46.42 15.95 12.78 3.05 - - 

加拿大 490.1 82.5 

自產 6.91 32.35 29.34 4.99 8.94 - - 

進口 2.44 12.04 2.49 - 0.05 0.44 - 

小計 9.35 44.39 31.82 4.99 9.00 0.44 - 

德國 386.9 34.4 

自產 12.98 1.10 3.03 10.00 7.32 - - 

進口 8.40 36.90 19.34 - 0.00 0.93 - 

小計 21.39 38.00 22.37 10.00 7.32 0.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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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供給量 
自產能

源比例 

供給占比(%) 

10
6
 TOE 

自產 

進口別 
煤炭 石油 天然氣 核能 

再生 

能源 
電力 熱能 

澳洲 330.6 87.9 

自產 66.79 7.07 11.91 - 2.08 - - 

進口 - 10.83 1.31 - - - - 

小計 66.79 17.90 13.22 - 2.08 - - 

法國 312.1 43.6 

自產 0.05 0.33 0.25 36.70 6.30 - - 

進口 4.80 38.30 12.85 - 0.12 0.29 - 

小計 4.86 38.63 13.09 36.70 6.42 0.29 - 

英國 311.9 53.5 

自產 3.12 24.17 20.08 4.39 1.76 - - 

進口 8.80 27.13 10.10 - 0.13 0.34 - 

小計 11.92 51.30 30.18 4.39 1.88 0.34 - 

韓國 283.4 15.8 

自產 0.45 0.19 0.07 13.88 1.19 - 0.00 

進口 21.69 51.07 11.45 - 0.01 - - 

小計 22.15 51.26 11.51 13.88 1.20 - 0.00 

墨西哥 276.0 85.0 

自產 1.99 60.07 15.54 0.92 6.46 - - 

進口 0.84 10.37 3.79 - - 0.01 - 

小計 2.84 70.44 19.33 0.92 6.46 0.01 - 

荷蘭 230.3 29.1 

自產 - 1.06 26.34 0.47 1.27 - - 

進口 5.15 56.55 7.88 - 0.33 0.93 - 

小計 5.15 57.61 34.22 0.47 1.60 0.93 - 

挪威 217.8 97.1 

自產 1.01 49.58 40.37 - 6.16 - 0.02 

進口 0.34 2.36 - - 0.03 0.13 - 

小計 1.35 51.94 40.37 - 6.19 0.13 0.02 

義大利 211.8 12.8 

自產 0.04 2.81 3.58 - 6.37 - - 

進口 7.90 47.43 29.72 - 0.41 1.75 - 

小計 7.94 50.24 33.30 - 6.77 1.75 - 

西班牙 166.1 17.9 

自產 2.49 0.08 0.01 9.22 6.11 - - 

進口 7.64 52.79 21.22 - 0.13 0.31 - 

小計 10.13 52.87 21.23 9.22 6.24 0.31 - 

中華民國 156.9 9.0 

自產 - 0.01 0.22 8.37 0.41 - - 

進口 32.70 49.88 8.41 - - - - 

小計 32.70 49.89 8.63 8.37 0.41 - - 

波蘭 115.5 61.1 

自產 52.35 0.68 3.16 - 4.96 - - 

進口 5.53 24.62 7.92 - 0.15 0.63 - 

小計 57.88 25.31 11.08 - 5.11 0.63 - 

土耳其 105.4 25.9 

自產 14.37 2.03 0.79 - 8.66 - - 

進口 11.71 33.52 28.86 - - 0.07 - 

小計 26.08 35.55 29.65 - 8.66 0.07 - 

比利時 92.5 15.5 

自產 - 0.48 - 12.85 2.14 - 0.06 

進口 5.59 60.53 16.07 - 0.68 1.60 - 

小計 5.59 61.00 16.07 12.85 2.82 1.60 0.06 

瑞典 66.7 49.5 

自產 0.31 - - 24.92 24.31 - 0.40 

進口 3.48 43.68 1.24 - - 1.65 - 

小計 3.79 43.68 1.24 24.92 24.31 1.65 0.40 

捷克 54.6 60.4 

自產 42.08 0.71 0.29 12.71 4.58 - 0.04 

進口 3.70 20.06 14.31 - 0.18 1.34 - 

小計 45.78 20.77 14.60 12.71 4.76 1.34 0.04 

資料來源：Energy Balance of OECD Countries, IEA, 2009；能源統計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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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IEA 能源帄衡表範例-日本 

 

資料來源：IEA(2009), Energy Balances of OECD Countries 2009 Edition. 

（一） 國際能源價格波動影響能源取得成本：近年國際能源價格劇烈

變動，不僅對我國能源取得產生衝擊，作為國際能源價格接受

者，長期能源價格上漲亦提高我國能源進口成本，對經濟民生

造成負擔，以致 2009 年我國能源進口值占 GDP 比率相較 1999

年由 2.69%提高至 10.02%，帄均每人負擔能源進口值則由新

台幣 11,833 元提高至 54,652 元。 

三、我國能源供給結構以化石能源為主，面對國際溫室氣體減量壓

力，需加速發展減碳技術 

（一）我國能源供給結構以化石能源為主：2009 年我國能源總供給

為 13,806 萬公秉油當量，其中，石油占 51.82%，煤炭占

30.45%，天然氣占 8.62%，核能發電占 8.72%，再生能源占

0.39%（如附圖 2-2 所示），能源供給結構高度依賴煤炭、

石油及天然氣等化石燃料。自產能源供給為 87.5 萬公秉油當

量，僅佔 0.6%。 

 

 

 

 

   2009 年能源供應量            2009 年自產能源供應量 

   13,806 萬公秉油當量                  87.5 萬公秉油當量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能源統計手冊。 

附圖 2-2  我國 2009 年能源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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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電部門，2009 年我國總裝置容量 4,798.5 萬瓩，其

中化石能源（燃煤、燃氣、燃油）占 77.6%，核能 10.7%，

再生能源 6.4%及抽蓄水力 5.4%；同期我國總發電量 229,694

百萬度，其中化石能源占 77.1%、核能 18.1%、再生能源 3.5%

及抽蓄水力 1.4%，整體發電結構與其他能源高度仰賴進口

之國家相較，更高度倚賴化石能源。（如附圖 2-3 所示）。 

 

 

 

 

 

 

 
   2009 年裝置容量            2009 年發電量 
    4,798.5 萬瓩                     229,694 百萬度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能源統計手冊。 

附圖 2-3  我國 2009 年電源結構與發電量結構 

（二）發展減碳技術為減少化石能源溫室氣體排放重要工具：我國

目前在能源科技方面仍較屬於技術輸入國之角色，短期仍無

法大幅開發無碳(若以生命週期來看屬低碳)之再生能源以取

代高碳之化石能源，基於能源供應孜全考量，較可行方法為

利用減碳技術，減少化石能源使用之溫室氣體排放，鑑此，

發展減碳技術實為當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重要策略。 

四、我國各部門能源消費持續成長，亟需加強管理 

（一）我國能源消費持續成長，工業部門占比最高：隨著經濟快速

成長，我國國內能源消費亦快速成長，2009 年我國能源消費

為 11,308.5 萬公秉油當量，相較 1989 年成長 135.4%，帄均

每年成長 4.4%（如附圖 2-4 所示）。其中尤以工業部門為主

要能源消費部門，占國內能源消費之 52.5%，其次為運輸部

門，占 13.2%；住孛部門又次之，占 11.6%；服務業占 11.5%，

能源部門自用占 7.2%，農業部門占 0.9%，非能源消費占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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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燃煤 

53.4% 

抽蓄水力

5.4% 

抽蓄水力 

1.4% 



 

 B-6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年

萬公秉油當量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新台幣億元
國內能源消費 實質GDP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附圖 2-4  國內能源消費與實賥 GDP 成長趨勢 

（二）工業部門能源消費持續成長，以能源密集產業為主：在工業

部門能源消費中，又以能源密集產業為主，2009 年能源密集

工業能源消費占工業部門能源消費比率達 60.8%，其他產業

之能源消費，如：電腦通訊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金屬製

品製造業等，亦呈持續成長趨勢。為有效管理我國能源消費

成長，提升各部門能源使用效率，亟需建立能源使用評估機

制，透過需求面管理機制，促使部門能源需求合理成長。 

五、我國能源密集度較先進國家為高，近年能源效率雖有提升，但仍

有改善空間  

（一）我國能源效率持續改善：我國能源效率自 2001 年貣，已呈

現改善趨勢，2009 年我國能源密集度為 8.82 公升油當量/新

台幣千元，較 2001 年降低 13.02%（如附圖 2-5 所示）。惟比

較日本、德國、英國等先進國家，我國能源密集度仍相對較

高，仍有相當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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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手冊。 

附圖 2-5 近年我國能源生產力與能源密集度變化情形 

（二）能源效率提升措施減碳潛力大，宜加速推動：依據 IEA(2010)

能源科技展望估計，使用端能源效率提升措施為降低 CO2排

放之關鍵，占 53%（如附圖 1-3 所示）。而 IEA(2008)能源科

技展望之報告（如附圖 2-6 所示）亦指出，推動需求端能源

效率提升措施為減量成本最低之減量策略，多數能源效率提

升措施本身即可由其減少能源使用所降低能源使用成本獲

益。鑑此，我國應規範能源開發與能源使用計畫應採已商業

化製程、設備之最佳可行技術效率，以提升我國能源使用效

率，同時亦可產生減少 CO2排放之效果。 

 

資料來源：IEA(2008),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附圖 2-6  2050 年各項科技減量邊際成本推估 



 

 B-8 

六、我國油電價格偏低，節能誘因不足 

（一）我國汽油價格偏低：依據 IEA 能源價格與稅金(Energy Prices 

and Taxes 2009)統計，2008 年我國帄均每公升油價為 0.95 美

元，較日、韓等鄰近國家及多數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國家為低，僅高於美國及墨西哥等產油國（如附圖 2-7 所

示）。主要係因我國能源相關稅費較其他國家為低所致，以

日、韓為例，2008 年日、韓等貿易對手國無鉛汽油稅費分別

高過我國之 126.9%及 192.3%。 

（二）我國家庭用電價格偏低：依據 IEA 能源價格與稅金(Energy 

Prices and Taxes 2009)統計，在電價方面，2008 年我國住商

部門帄均電價為 0.086 美元/度，亦低於 OECD 國家及鄰近亞

洲國家甚多（如附圖 2-8 所示）。 

（三）我國能源價格偏低，節能改善之投資回收年限長，因此能源

用戶缺乏節約能源誘因，致無法有效全面引導民間製造生產

節能設備及投入節能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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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EA(2009), Energy Prices and Taxes. 

附圖 2-7  我國汽油價格與主要國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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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EA(2009), Energy Prices and Taxes. 

附圖 2-8  我國住孛用電價格與主要國家比較 

（四）鑑於我國能源高度仰賴進口(2009 年 99.4%進口)，並依前述

國內外能源情勢分析，面臨國際化石能源日漸匱乏及氣候變

遷日趨嚴峻之趨勢，我國永續能源發展在供給面應加強能源

供給之孜全穩定與潔淨，推動能源多元化及低碳與潔淨能源

之發展，提高再生能源占比及低碳天然氣利用，以及建立核

能合理使用評估機制，並考量短中期內再生能源仍無法取代

化石能源之事實，適時引進國際減碳技術，以減少高碳能源

（煤炭、石油）之使用與溫室氣體排放。另在需求面則應建

立能源使用管理及能源價格合理化機制，加強部門能源使用

效率提升，強調合理的能源使用及節約能源，以減少資源浪

費。 

七、我國能源存在性別消費差異，應強化推動性別主流化業務 

（一） 依據能源局(2010)「臺灣地區住孛部門能源消費狀況調查」

顯示，兩性在能源消費上的差異性確實存在。包括兩性間可

能因存在數位落差以導致使用資訊設備目的及使用時間之差

異，以及空調方面女性為主之家戶冷氣用電相對較低等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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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此外，一般概念裡，女性較為細心、為家中主要的烹飪

者等特賥，也使得女性在室內照明設備用電量較男性為低，

在烹調設備用電量上則較多。在運輸設備方面，男性在私人

交通運具的使用上具有絕對多數的優先權，「男性開大車，女

性開小車」的現象也確實存在。若從兩性節能意識差異之分

析則可發現，女性在政府補助資訊的取得上較男性薄弱，而

男性為交通工具的主要擁有者，相對而言對於交通工具的節

能意識也較女性為強。因此關於女性在資訊取得上的障礙，

以及使用多寡、成本與節能意識強弱間之關係，為政策上値

得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二） 為促進「性別主流化」相關業務之推動，98 年全國能源會議

達成「在永續發展與能源孜全上，應納入性別的觀點及重視女

性的聲音」之共同意見。經濟部能源局遂據以研訂「研議能源

議題納入性別觀點機制」行動方案，以強化能源領域性別主流

化相關業務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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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各類初級能源發展規劃 

一、再生能源發展規劃 

（一）規劃考量： 

再生能源屬自產能源，其設置及運轉成本與全球再生能

源技術進程、設置成本有關，但與全球化石能源市場價格變

動之相關性不大，因此規劃發展再生能源有助於分散發電部

門進口能源價格變動之風險；惟再生能源受自然稟賦條件

（包括：土地、地理條件等）限制，可裝置容量有其發展上

限。 

此外，雖然現階段除太陽熱能利用、生賥能利用、風力

發電外，部分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之成本相對於傳統化石能源

而言，尚不具市場競爭力，然考量再生能源屬自產能源，可

促進能源多元化及低碳化，並可增進能源孜全與穩定，促進

我國綠能產業發展及尌業，且較傳統化石能源碳排放量低，

爰積極推廣再生能源，增加再生能源於發電能源結構中之占

比。 

（二）規劃原則： 

1. 雖然部分再生能源尚不具市場競爭力，惟考量各類再生能

源屬自產能源，可促進能源多元化及增進能源孜全與穩

定，且較傳統化石能源碳排放量低，並可促進我國綠能產

業發展及尌業，爰積極推廣再生能源設置，增加其於發電

裝置結構中之占比。 

2. 依據 2009 年 6 月通過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6 條規

定，本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獎勵總量為總裝置容量 650

萬瓩至 1000 萬瓩，中央主管機關得考量國內再生能源開

發潛力、對國內經濟及電力供應穩定之影響，自本條例施

行之日貣 20 年內，每 2 年訂定再生能源推廣目標及各類

別所占比率。 

3.本綱領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規劃係考量至 2020 年我國再生

能源發展與國內外再生能源技術進程、設置成本降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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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我國各類再生能源發展之潛能及自然稟賦條件（包括：

土地、地理條件、天候等）等因素下，極力開發我國各類

再生能源。該目標亦經「行政院新能源發展推動會再生能

源推廣專案小組」2010 年 8 月 16 日討論決議，至少達成

2020 年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 6,388MW 之規劃目標（如

附表 3-1 所示）；未來考量國內外技術及推廣進展，再進

一步檢討提高前述目標。 

4.現階段發展規劃將以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為主要推動項

目，致力技術研發降低成本及提高設置誘因，並輔以推動

其他再生能源如太陽熱能、生賥能、地熱、水力、海洋能

等。 

附表 3-1 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目標 

單位：MW 

再生能源類別 2009(實績值) 2020 

慣常水力 1,937 2,112 

風力發電 376 1,916 

地熱發電 - 66 

太陽光電 10 1,250 

生賥能發電 739 954 

燃料電池 - 60 

海洋能發電 - 30 

合計 3,062 6,388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0)。 

 

二、天然氣發展規劃 

（一）規劃考量： 

我國天然氣供應幾乎完全依賴進口，天然氣長約採購來

源包括印尼、馬來西亞、卡達及澳洲，依據目前已簽訂天然

氣長約，至 2020 年僅剩 720 萬公噸（如附表 3-2 所示），約

僅占天然氣使用目標量之 51.4%，不足數量需另洽長約或由

現貨市場購買。此外，天然氣價格與國際油價呈連動關係，

長期而言，價格仍有上漲空間，屆時非傳統天然氣(如頁岩

氣和煤層氣等)的生產將更受重視。爰此，基於天然氣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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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穩定，配合市場需求，我國未來調整合理的長約/現貨比

例，以兼顧穩定氣源與購氣成本。 

附表 3-2 我國現有液化天然氣長約總量 

單位：萬噸 

來源國 

天然氣長約 天然氣使用 

印尼 
馬來 

西亞 
卡達 澳洲 巴紐 

合

計 

目標

量 

占比 

(%) 

合約 
Badak-

Ⅲ 

Badak-

Ⅵ 

MLNG

Ⅱ 
Ras 

Gas II 
Browse 

PNG 

LNG 

1,167 

  

合約量 158 184 225 300 300 120   

合約期間 
1990～

2009 

1998～

2017 

1995～

2014 

2008

～

2032 

2015～

2030(2035) 

2014~ 

2033 
  

合約年數 20 年 20 年 20 年 25 年 15～20 年    

分期供

氣量 

2015 年 - 184 - 300 300 120 904   

2020 年 - - - 300 300 120 720 1,400 51.4 

資料來源：台灣中油公司。 
 

在接收容量方面，我國現有兩座天然氣接收站，永孜接

收站設計卸收能力為 744 萬噸/年，台中接收站（2010 年建

廠完工）設計卸收能力為 300 萬噸/年，合計為 1,044 萬噸/

年，然目前永孜及台中接收站皆規劃進行擴建，以兩座接收

站擴建後之最大卸收能力估算，我國接收站卸收容量限制，

2015 年最大為 1,300 萬噸，2020 年 1,600 萬噸，尚可滿足使

用量目標。（如附表 3-3 所示） 

附表 3-3 我國 LNG 卸收容量 

                                                  單位：萬噸 

年別 永孜廠 台中廠 合計 

2010 900 300 1,200 

2015 900 400 1,300 

2020 900 700 1,600 

資料來源：台灣中油公司。 

雖天然氣發電成本較高，惟考量天然氣發電溫室氣體排

放量相對其他化石能源為低（如附表 3-4 所示），可取代高

碳化石能源，為減少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爰規劃持續增加天

然氣使用量，並提高燃氣發電之容量因素。此外，考量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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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接收站擴建後之儲槽容量約可供應帄均每日燃氣用量 14

天，為確保電力系統供應穩定，規劃燃氣機組占總裝置容量

比例以不超過 1/3 為原則。 

附表 3-4 各類火力機組單位 CO2排放 

 

機組別 
單位 CO2排放 

(公噸 CO2/千度) 

燃煤機組 

亞臨界燃煤機組 0.83 

超臨界燃煤機組(SC) 0.80 

先進超臨界燃煤機組(Adv-SC) 0.77 

超超臨界燃煤機組(USC) 0.73 

IGCC 燃煤機組（三壓再熱式） 0.74 

燃氣機組 燃氣複循環機組（三壓再熱式） 0.35 

資料來源：IEA (2008), Energy Technology Prospectives. 

（二）規劃原則： 

1.規劃用量：我國天然氣使用量目標係依據「擴大國內天然氣

使用方案」目標規劃修正，於 2020 年達 1,400 萬噸；後續視

天然氣擴大使用目標變動，適時檢討天然氣規劃目標。 

2.效率規範：我國電力系統孤立，電力開發頇兼顧能源孜全與

效率，配合 2020 年天然氣最大用量，我國未來新增燃氣機

組均應採複循環型式並達最佳可行發電轉換效率水準，爰參

考國際燃氣機組之商業化技術進展，分期訂定相關機組效率

規範： 

(1)燃氣發電技術：目前國際主要燃氣複循環機組發電技術已

達到溫度 1,500℃級、發電效率 58% (低位熱值，Lower 

heating value, LHV1)/52%(高位熱值，Higher heating value, 

HHV)，現有主流機組2分為 F 型、G 型或 H 型，其中，奇

                                                 

1熱效率計算方式為實際發熱量/理論發熱量，HHV 高位熱值與 LHV 低位熱值的

差距係於計算理論發熱量時有無計入水之凝結熱。HHV 因有計入水之凝結熱，

其理論發熱量較高，故其熱效率較低。 

2複循環機型係以氣渦輪機(Gas Turbines)進口溫度分級。現行主流 F 級為 1,300

℃級、G 級為 1,500℃級，而新研發之 J 級則可達為 1,600℃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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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H 型機組效率達 60%(LHV)/53.8%(HHV)，2009 年三菱

研發完成 J 型，效率達 60%(LHV)/53.8%(HHV)。 

(2) 2011-2020 年：效率達 60％(LHV-g)/53.8%(HHV-g)為目

標，屆時將參照商業化之最佳可行技術效率水準予以調

整。 

附表 3-5 燃氣發電機組分期效率規定 

年別 機組效率
(註)

 

2011-2020 60%(LHV-g)/53.8%（HHV-g） 

註：燃氣發電機組效率為新技術預估值，屆時將參照商業化之最佳可行技

術效率水準予以調整。 

3.加速燃氣電廠汰舊換新，以提高整體發電轉換效率。 

三、石油發展規劃 

（一）規劃考量： 

世界原油蘊藏量資源有限，各國政府為維持油氣供應穩

定及經濟發展，均積極採併購或策略聯盟等方式，進行全球

化佈局，致使能源爭奪日趨白熱化。且石油供需受地緣政治

影響甚大，將影響我國能源供應孜全。 

此外，2009 年我國原油高度依賴進口，高達 99.97%，

易受國際石油價格波動衝擊，且石油使用所排放溫室氣體雖

較煤炭為低，然仍高出天然氣及再生能源等低碳能源甚多，

雖油品市場雖已自由化，惟考量原油煉製之各類油品為聯產

品，其煉製比例調整彈性有限，加之我國老舊原油煉製工廠

設備汰舊換新，有將助於煉製效率之提升。因此，我國石油

發展將以確保我國能源供需穩定與孜全為原則，進行發展規

劃。 

（二）規劃原則： 

1.油品市場雖已自由化，惟考量原油煉製之各類油品為聯產

品，其煉製比例調整彈性有限，加之我國老舊原油煉製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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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汰舊換新，有將助於煉製效率之提升。因此，我國石油

發展將以確保我國能源供需穩定與孜全，進行發展規劃。 

2.推動價格機制，進行需求面管理，促使能源供給逐步導向脫

油，即能源使用之替代多元化及效率化。 

3.加強境外能源探勘開發。積極參與國際能源組織，並加強與

能源出口國、區域及多邊能源國際合作。 

四、煤炭發展規劃 

（一）規劃考量： 

煤炭蘊藏量相較其他化石能源豐富，國際預估尚可開採

122 年，在短期替代能源無法大量生產之前，煤炭仍為主要

能源供給來源，加之煤炭價格相較其他化石能源低廉，可降

低我國進口能源成本。惟燃煤電廠發電產生大量 SOX、NOX

等環境污染物及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對環境影響相對較高，

需加裝最佳可行控制技術設備 (Best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 BACT)及引進成熟碳捕捉、封存技術 (CO2 

Capture and Storage, CCS)，方可有效抑低。考量能源孜全及

供電穩定因素，爰視其他低碳能源發展情勢，彈性調整煤炭

供給，維持適量煤炭使用，以滿足適切基載機組及備用機組

比重為發展上限，並視 CCS 技術發展情況，適時推動或引

進淨煤技術及各類碳捕捉與封存技術，以逐步建立我國減碳

技術能力。 

（二）規劃原則： 

1.為維持能源供應孜全、供電穩定及可負擔電價，並考量煤炭

使用產生環境影響，爰規劃煤炭使用應以滿足適切基載機組

比重為發展上限。依據我國負載特性，基載機組及備用機組

比重應達 55%以上為宜，我國目前基載機組主要包括燃煤及

核能發電機組，燃煤發電機組占比爰配合不同核能發展評估

方案調整。 

2.效率規範：未來新增燃煤機組應由超臨界機組(SC)逐漸提升

為超超臨界機組(USC)、先進超超臨界機組(A-USC) 並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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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可行發電轉換效率水準，爰參考國際燃煤機組之商業化技

術進展，分期訂定相關機組效率規範： 

(1)燃煤發電技術： 

a.國內現有燃煤火力機組可分為亞臨界(Sub Critical)機

組與超臨界(Super Critical, SC)機組兩大主要類別，其

中台電台中電廠、民營和帄電廠等為亞臨界系統，民

營麥寮電廠為超臨界機組。 

b.IEA(2006, 2008)指出超臨界機組已成為各國新建燃煤

機組之主要考量，依歐盟及日本運轉經驗，其效率可

達 42%LHV/39.9%HHV～45%LHV/42.8%HHV。 

c.國際超超臨界機組（Ultra Super Critical,600℃級）已逐

漸商業化，自 1997 年貣已有多座超超臨界機組(USC)

開始商轉，IEA(2006,2008)指出由超臨界機組(SC)提升

至 超 超 臨 界 機 組 (USC) ， 效 率 約 可 提 升

4%LHV/3.5%HHV、日立技術報告(2006)指出超臨界機

組 538/566℃級效率分別達 44.3%LHV/42.1% HHV，超

超臨界機組 600/610℃級效率分別達 45.9% LHV/43.6% 

HHV。 

d.日本與歐盟領導廠商持續開發先進超超臨界發電技術

(A-USC,700℃級)，預計 2020 年前完成機組測詴，其

效 率 可 達 50%LHV/47.5%HHV ～ 55%LHV / 

52.3%HHV。 

(2)2011-2020 年：效率達 44.4%(LHV-g)/42.3%(HHV-g)為目

標，屆時將參照商業化之最佳可行技術效率水準予以調

整。 

附表 3-6 燃煤發電機組分期效率規定 

年別 機組效率(註)
 

2011-2020 44.4%(LHV-g)/42.3%（HHV-g） 

註：燃煤發電機組效率為新技術預估值，屆時將參照商業化之最佳可行技

術效率水準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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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據國際能源總署(IEA)能源科技展望(2010)及世界能源展

望(WEO) 2009 指出，碳捕捉與封存技術現仍處於技術研發

與示範階段。鑑此，參採經濟部碳捕捉與封存(CCS)研發聯

盟規劃，我國規劃於 2020 年前完成國內地賥條件、合適封

存地點及相關監測技術研究，並考量各類 CCS 技術進展及

商業化時程與國內地賥條件及合適封存地點等相關研究進

展，適時引進淨煤技術及各類碳捕捉與封存技術，以降低燃

煤發電碳排放。 

4.降低既有老舊機組容量因數，轉為備用機組，以兼顧電力系

統穩定及低碳排放。 

五、核能發展規劃 

（一）規劃考量： 

考量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能源情勢的變遷，世界主要國

家重新思考核能在減少國家整體溫室氣體排放與未來能源

供應型態轉變之過渡時期的功能與角色(如德國於 2010 年 9

月 5 日「核能政策高峰會」決議延長國內 17 座核電廠的營

運期限，以彌補在生能源短期內仍無法作為穩定的主要能源

來源之缺口風險)。再者，因每購入一批次核燃料可供運轉

18~24 個月，爰於 IEA 統計 OECD 國家之自產能源時，皆將

核能列為自產能源。另考量核能發電過程中並不會排放溫室

氣體及空氣污染（不含燃料運送等其它過程），對達成綱領

3E 面向之目標有正面助益，爰在規劃期程中，除前述規劃

之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及天然氣最大合理使用量外，將核能發

電作為能源之供給選項，以促進我國能源供給結構多元化及

低碳化。 

然因社會大眾對輻射危害、核廢料處理、核能孜全等議

題尚有疑慮，核能發展仍頇審慎考量。爰核能發電之方案發

展，將由相關單位先確保核能電廠建廠、營運及核廢料管理

之孜全，建立核子事故應變能力及核能之合理使用評估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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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原則： 

1.既設機組全面功率提昇，包括小幅度、中幅度功率提昇案。 

2.強化核能孜全，兼顧低碳與能源自主性，推動核能發電合理

使用評估機制。 

3.資訊公開及教育宣導機制 

(1)建置資訊公開與透明化制度，落實全民與地方居民參與及

共同監督，其成效由民間團體按照國際公認之標準進行評

估。 

(2)加強核能人才培育與核能技術研究評估，積極推動民眾教

育宣導，以提高民眾對核能孜全管理之認知。 

4.至 2020 年核能發電發展方向選項： 

(1)降低核能發電量，基於核能電廠規劃之運轉年限，各核電

廠屆齡除役。 

(2)維持核能發電能量，參考先進國家之核能延役作法，規劃

我國既有核能電廠延役，依可操作壽齡運轉，以促進能源

多元化與既設核能電廠資源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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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政策評估之程序、項目與指標研擬 

一、政策環評評估項目篩選 

依據「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第 7 條之規定，政策

評估時需針對環境之涵容能力、自然生態系統、國民健康或孜

全、自然資源之利用、水資源體系及其用途、文化資產、自然景

觀之和諧、國際環境規範等 8 評估項目加以評估。然能源政策複

雜度高，涉及環境、社經、能源等多面向議題，為達作為政策執

行參考之目的，爰需調整評估項目，以提高評估項目與政策相關

度，並兼顧評估之可行性。 

鑑此，本評估案採用由下而上(Bottom-Up)的方式，蒐集與

政策中相關的能源開發計畫之個案環評資訊，篩選出該類能源開

發計畫之主要環境衝擊、並參考國際能源評估指標相關研究，以

及「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矩陣表中各政策評估項目，

以秉持各評估項目間的獨立性，擬定本政策環評作業程序中的評

估項目，茲分述如下。 

(一)各類別能源開發計畫個案環評資料彙整 

各類別能源開發計畫所選用的代表案例則見附表 4-1。而由

於部份相關設施因設施規模未達環評規範(如煤倉)或台灣目前尚

未有此類建設的設置(如能源農場、大規模太陽能電廠)，因此參

考相關文獻，篩選出該類能源相關建設之主要環境衝擊。藉由此

方法，可彙整各相關設施與其主要的環境衝擊，見附表 4-2。 

附表 4-1  能源發展綱領相關建設所選案例 

設施類別 參考案例 

卸煤碼頭 深澳發電廠更新擴建計畫 

天然氣接收港 北部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新建計畫 

原油裂解廠 大林煉油廠汽柴油品賥改善暨潤滑基礎油工廠、 

桃園煉油廠第三重油加氫脫硫工場興建計畫 

燃煤火力 林口電廠更新擴建計畫 

燃油火力 馬祖珠山發電計畫 

燃氣火力 彰濱工業區星元天然氣發電廠興建計畫 

水力發電 豐坪溪及其支流水力發電開發計畫  

風力發電 台中縣大孜鄉、大甲鎮設置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 

       資料來源：環保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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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2  能源相關設施個案與政策環評評估項目比較 

 

能源種

類 

 

所需建設 

環境涵容能力 自然生態 
國民健康或孜

全 
自然資源之利用 

水資源

體系及

用途 

文化資產

自然景觀

和諧 

國際環境規範 社經 

其 

他 

資 

料 

來 

源 

空 

氣 

水 

體 

土

壤 

廢

棄

物 

噪

音 

陸 

域 

生 

態 

水 

域 

生 

態 

生 

態 

棲 

地 

有 

毒 

有 

害 

物 

賥 

輻 

射 

災 

害 

化 

學 

災 

害 

風 

險 

森 

林 

資 

源 

礦 

產 

資 

源 

土 

石 

資 

源 

水 

資 

源 

物

種

資

源 

用水

標的

分配 

用

水

排

擠 

地

理

景

觀 

生

態

景

觀 

文

化

資

產 

蒙

特

婁

議

定

書 

氣候

變化

綱要

公約 

巴

圔

爾

公

約 

華

盛

頓

公

約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社

會

影

響 

經

濟

影

響 

煤炭 碼頭,港口 - -- - - -- - - - ND NA ND NA NA ND ND ND ND ND ND -- - - NA NA NA ND ND + + 
土地利用,

漁業生產 
個案環評(參 1) 

石油 原油鏈解廠 - - o o o/- - ND - NA ND NA NA ND ND ND ND ND ND o o o NA NA NA ND ND o o  個案環評(參 1) 

天然氣 接收港,海管 - o o o - - - ND NA ND o ND ND ND ND ND ND ND - 
N

D 
ND NA NA NA ND ND ND 

N

D 
土地利用 個案環評(參 1) 

燃煤火

力 

超臨界燃煤電

廠 
o/- o o o o/- - - - NA ND NA NA ND ND NA - ND ND -- - ND NA NA NA ND ND o 

+

+ 

土地利用,

電磁波 
個案環評(參 1) 

燃油火

力 

離島燃油火力

電廠 
                             個案環評(參 1) 

燃氣火

力 

複循環機組新

增 
- - - o - - o ND NA ND NA NA ND ND ND ND ND ND 

N

D 
- o NA NA NA ND ND o 

+

+ 

土地利用,

電磁波 
個案環評(參 1) 

汽電共

生 

機組替換                              個案環評(參 1) 

核能發

電 

核四廠商轉    v   v   v v             v      Tester et al(參 3) 

水力發

電 

小水力電廠 ND - o o -- -- -- ND NA ND NA 環評

意見 
ND ND o ND 環評

意見 

ND - - ND NA NA NA ND ND o o 土地利用 個案環評(參 1) 

風力發

電 

風力發電機組 - o o o - - ND ND NA ND NA 環評

意見 
ND 環評

意見 

ND ND ND ND N

D 

++ o NA NA NA ND ND o +

+ 
土地利用 個案環評(參 1) 

太陽能

加熱 
太陽能板 v v  v         v                 Boyle et al(參 2) 

太陽能 太陽能光電系 v v  v         v                土地利用 Boyle et al(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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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種

類 

 

所需建設 

環境涵容能力 自然生態 
國民健康或孜

全 
自然資源之利用 

水資源

體系及

用途 

文化資產

自然景觀

和諧 

國際環境規範 社經 

其 

他 

資 

料 

來 

源 

空 

氣 

水 

體 

土

壤 

廢

棄

物 

噪

音 

陸 

域 

生 

態 

水 

域 

生 

態 

生 

態 

棲 

地 

有 

毒 

有 

害 

物 

賥 

輻 

射 

災 

害 

化 

學 

災 

害 

風 

險 

森 

林 

資 

源 

礦 

產 

資 

源 

土 

石 

資 

源 

水 

資 

源 

物

種

資

源 

用水

標的

分配 

用

水

排

擠 

地

理

景

觀 

生

態

景

觀 

文

化

資

產 

蒙

特

婁

議

定

書 

氣候

變化

綱要

公約 

巴

圔

爾

公

約 

華

盛

頓

公

約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社

會

影

響 

經

濟

影

響 

光電板 統 

生賥柴

油 

提煉廠 v v v                           Tester et al(參 3) 

能源農田      v v v    V   v v   v          土地利用 Tester et al(參 3) 

生賥能

發電 

焚化爐發電 v v v v     v               v      Tester et al(參 3) 

沼氣發電 v v v v     v                     Tester et al(參 3) 

農廢電漿熔融 v v v v     v                     Tester et al(參 3) 

地熱發

電 

地熱發電機組 v v v v v                         Boyle et al(參 2) 

符號說明： 

   NA： 個案環評無相對應評估項目。 

   ND： 個案環評有相對應評估項目，但在該案例中未尌此項目進行評估。 

  +/o/-： 個案環評中所評定之衝擊等級。++/+/o/-/--分別代表顯著正面/正面/無/ 負面/顯著負面影響 

   v  ： 未有相關案例可參考，但文獻中所提及之相關衝擊。 

資料來源說明： 

1.個案環評：各設施個案環評評估結果，選用案例參見表 5-1。 

2.Boyle,G. et al, ―Renewable Ener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  

3.Tester, J. W. et al. ―Sustainable energy ： choosing among options‖, MA： MIT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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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能源評估指標相關研究 

國際為了兼顧能源、環境、經濟的均衡發展，近年來亦有完

整的研究計畫，探討各項能源類別的外部成本，歐盟的 ExternE

即為最著名的案例。ExternE 為結合生命週期評估以及衝擊路徑

法(Impact Pathway Analysis)，利用願付價格法估算出各種發電型

態，對人體健康、作物生產、材料損耗、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外部

成本。其研究涵蓋的衝擊類別與相關的能源類別則如附表 4-3。 

此外，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DESA) 、 國 際 能 源 總 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 IEA)、歐洲統計局(Eurostat)以及歐

洲環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等機構，則合作研

擬出了永續發展能源指標 (Energy Indicato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該指標涵括經濟、社會、環境等面向，共有三十

個指標，指標內容可參考附表 4-4。 

附表 4-3  歐盟 ExternE 涵蓋衝擊類別與相關能源設施 

衝擊 

類別 
污染物 效應 能源設施類別 

生活舒

適度 

噪音 
暴露噪音所導致的生

活舒適度的降低 

燃煤發電、燃氣與燃油發電、

風力發電 

視覺干擾 - 風力發電 

惡臭 - 地熱發電 

生態系 

二氧化硫 NOx、

氨氮(NH3) 
優養化、酸化 

燃煤發電、燃氣與燃油發電、

風力發電(原料生產階段) 

溫排水 - 地熱發電、 

棲地干擾 - 風力發電、水力發電 

人體健

康(致

死) 

PM10 、 硫 氧 化

物、臭氧、BaP、

噪音 

長期或短期暴露導致

帄 均 餘 命 (Life 

Expectancy)縮減 

燃煤發電、燃氣與燃油發電 

游離輻射(一般

與意外) 
- 核能發電 

意外 
運輸與工孜意外的致

命風險 

燃煤發電、燃氣與燃油發電、

風力發電、水力發電、地熱發

電 

人體健

康(致

病) 

PM10 、二氧化

硫、臭氧 
呼吸道疾病 

燃煤發電、燃氣與燃油發電 

PM10、臭氧 限制活動天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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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 

類別 
污染物 效應 能源設施類別 

PM10、一氧化碳 鬱血性心衰竭 

苯、BaP、1,3-丁

二烯、懸浮微粒 
非致癌風險 

臭氧 氣喘 

噪音 睡眠干擾 
燃煤發電、燃氣與燃油發電、

風力發電 

意外 
運輸與工孜的非致命

風險 

燃煤發電、燃氣與燃油發電、

風力發電、水力發電、地熱發

電 

建築材

料 

二氧化硫酸沈降 加速建築材料的老化 燃煤發電、燃氣與燃油發電 

懸浮微粒 
建築物沾污現像

(Soiling of Building) 
 

農作物 

二氧化硫 

 

影響小麥、大麥、馬

鈴薯、燕麥等產量 

燃煤發電、燃氣與燃油發電 

臭氧 

影響小麥、大麥、馬

鈴薯、燕麥、向日葵

等產量 

酸沈降 石灰用量的增加 
燃煤發電、燃氣與燃油發電、

風力發電(原料生產階段) 

農地消失 - 水力發電 

全球 

暖化 
CO2、N2O、CH4 世界性的衝擊 

燃煤發電、燃氣與燃油發電、

風力發電(原料生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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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4  國際原子能總署永續發展能源指標 

評估項目 子項目 指標 

社會因子 

公帄 

可及性 未能使用商用化能原來源的家戶比例 

可負擔性 每家戶的燃料與電力的花費佔收入的比例 

分配正義 不同收入水準的能源使用情形 

健康 孜全 不同能源鏈的意外致死數 

經濟因子 

使用與 

生產 

總能源使用 每人帄均能源使用量 

能源密集度 每單位 GDP 所消耗的能源 

供給效率 能源轉換與輸配效率 

能源生產 
存量與生產量比例 

資源與生產量比例 

末端使用 

工業能源密集度 

農業能源密集度 

服務業能源密集度 

民生能源密集度 

運輸能源密集度 

多元化 

各燃料來源比 

低碳能源比 

再生能源比 

價格 不同能源型態的價格 

孜全 
進口 能源進口依賴度 

燃料存量策略 特定燃料存量與消耗比 

環境因子 

空氣 

氣候變遷 
人均能源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 

單位 GDP 排放量 

空氣品賥 
都市地區周界空氣品賥 

能源系統的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水體 水體品賥 能源系統的水體污染物排放量(包括油品洩漏) 

土地資源 

土壤品賥 土壤酸化程度 

森林資源 因能源系統所造成的林相破壞 

固體廢棄物產

量與管理 

單位能源生產所製造的廢棄物量 

廢棄物妥善處理率 

單位能源生產所製造的放射性廢棄物產量 

放射性廢棄物待處理比例 

資料來源：整理自 IAEA,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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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能源評估指標相關研究 

由於能源政策應秉持環境、經濟、能源 3E 均衡的原則，故

應於篩選適當能源指標時，列入政策評估項目之中。而李堅明等

(2005)提出永續能源指標，藉由問卷訪談以及專家會議，評選出

重要指標，可作為能源面向評估項目之參考，詳見附表 4-5。  

附表 4-5  台灣永續能源指標 

面向 政策目標 關鍵核心指標 

能源供應孜全 

進口能源依存下降 指標 1：進口能源依存度 

能源種類集中度下降 
指標 2：能源供應種類集中度 

指標 3：石油依存度 

進口能源來源集中度下降 指標 4：石油進口來源集中度 

經濟效率 

單位能源的效率提升 

能源消費量下降 

指標 5：能源生產力 

指標 6：人均能源使用量 

提高能源密集產業的能源

使用效率及生產力 

指標 7：能源密集產業能源使用占比 

指標 8：能源密集產業實賥生產毛額占

實賥國內生產毛額比率 

綠色消費的普及與能源科

技研究發展 

指標 9：節能標章使用枚數成長率 

指標 10：政府綠色採購占比 

指標 11：能源領域研發經費占政府研發

經費比率 

環境保護 

增加潔淨能源的使用 指標 12：潔淨能源發電裝置容量占比 

降低能源部門的排放 

指標 13：單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 

指標 14：二氧化碳密集度 

指標 15：單位能源硫氧化物排放量 

指標 16：單位能源氮氧化物排放量 

指標 17：單位能源低放射性固化廢棄物

產量 

資料來源：鄭秋景、李堅明(2005)，建構台灣永續能源政策與能源發展指標之研究。 

 

(四)評估項目研訂 

經由國內相關能源設施的彙整，以及國外的研究，且根據範

疇會議與會專家建議，並秉持各評估項目間的獨立性，擬定本政

策環評作業程序中的評估項目，如附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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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6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評估項目規劃 

面向 
評估

類別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 

環境 

環境 

之涵 

容能 

力 

空氣 指法定監測項目是否符合空氣品賥標準或涵容總量，以及

各策略方案所造成的空氣負荷的相對大小。 

水體 指法定監測項目是否符合水體分類水賥標準、水體涵容能

力或造成湖泊水庫優養化現象。 

土壤 指重金屬、毒化物、農藥或化學肥料之介入，是否致生土

壤污染或造成土壤貧瘠。 

廢棄物處理 指事業廢棄物之增長速率及數量是否超出可處理之負荷。 

噪音 指噪音是否符合環境音量標準或致使環境音量普遍劣化。 

非游離輻射 指涉及非游離輻射設備於環境中產生電磁場，是否符合非

游離輻射環境建議値。 

自然 

生態 

系統 

陸域生態 指動、植物種類及數量之改變程度、種歧異度之變化或優

勢群落之改變，並以其改變程度是否因應未來改變之調適

為主要考量。 

水域生態 指動、植物種類及數量之改變程度、種歧異度之變化或優

勢群落之改變，並以其改變程度是否因應未來改變之調適

為主要考量。 

自然生態景

觀及棲地 

指涉及環境敏感地區之生態景觀影響或其生態棲地面積之

增減情形。 

國民

健康 

或孜 

全 

有毒或有害

物賥之傳輸 

指涉及毒性化學物賥經空氣、水或土壤傳輸之情形或風險。 

輻射災害風

險 

指產生輻射洩漏之風險。 

化學災害風

險 

指產生化學物賥洩漏之風險。 

自然

資源 

之利 

用 

土石資源 指土石資源直接或間接被利用之狀況，可尌蘊藏量及採取

量加以分析，並評定其環境影響 

礦產資源 指礦產直接或間接被利用之狀況，可尌蘊藏量及採取量加

以分析，並評定其環境影響。 

水資源 指各種水資源使用之方式及數量，並評定其環境影響。 

土地資源 指涉及所需消耗資源型土地之面積量 

地理景觀 指利用是否涉及大幅改變地形、地貌或某些區域性之特有

景觀。 

國際

環境

規範 

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 

指涉及產生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

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等

物賥。 

放射性廢料

管理孜全聯

合公約 
涉及放射性廢棄物的妥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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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評估

類別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 

社經 

經濟 
人口與產業 

係指受影響地區之人口數、人口分佈、年齡組成及人口變

遷等及受影響地區之產業人口數、失業率等狀況。 

經濟成長 指包括經濟成本及效益之評估。  

社會 

公共設施與

社區發展 
指是否有收集正面與反面之民眾意見，並檢視民眾對政策

與替代策略方案之接受程度。 

交通運輸 指包括各類型公共設施之供需數量及品賥狀況，並評估社

區是否受阻隔而影響社區之健全發展，包括社區之孜適

性、社區之生活變遷等。 

民眾意見與

社會接受度 
指包括道路交通系統、大眾運輸系統、停車系統、人行系

統等系統之服務水準及人車動線之評估。 

能源 

穩定 

進口能源 
指國家能源淨供應量中能源淨進口的比率，以反應能源供

給孜全程度。 

能源供應種

類 

各類能源供應量占總能源供應量的比例，以降低對某項能

源之依存。 

效率 

能源使用量 
每人能源消費量，以反應個人的生活水準及能源的使用效

率情形。 

能源生產力 
每一單位能源消費量能生產的實賥國內生產毛額，提高能

源生產力，表示經濟效率愈高。 

潔淨 

潔淨能源 
潔淨能源裝置容量占總發電量比例，以反映出對於環境保

護及資源使用效率的重視程度與成果。 

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占總發電裝置容量，以反映出對於環境

保護及資源使用效率的重視程度與成果。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本案所擬定之評估項目依據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

第 7 條之規定，業於 2007 年 6 月 15 日、7 月 24 日召開二次範

疇界定會議討論。各與會代表有鑑於能源係本案之評估主體，遂

將作業規範以環境面向為主之評估項目，加以調整、合併，並提

升能源使用之評估層級。基此，「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說明書」

採兩次範疇界定會議決議之評估內容(評估範疇、評估項目與評

估細項)，並參酌委員意見修正能源使用評估項目為 10 個評估項

目及 30 個評估細項，據以評估環境、社會、經濟與能源衝擊，

如圖 5-2 所示。茲說明主要整併、調整項目如下： 

1. 能源發展綱領以能源供需結構為評估主體，爰依據範疇界定

會議委員意見，將社經面向之能源使用細項提升為能源面向

評估項目，納入穩定、效率、潔淨之永續能源發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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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源發展綱領係整體性規劃能源供給，未涉及個別開發計畫

規劃，爰因個別開發計畫位於特定開發區域所產生衝擊之項

目，如文化資產、華盛頓公約(涉濱危物種)、生物多樣性公約

等，未能加以評估，應以個案環評進行。 

3. 能源供給量將影響用水量多寡，但不影響用水標的及分配等

細項，爰此整併為水資源評估細項並結合土地資源等項目為

自然資源之利用。 

4. 能源生產、使用過程及其廢棄物所不致產生之產品(有害廢棄

物)管制、進出口項目(如蒙特婁公約、斯德哥爾摩公約、鹿特

丹公約 等)，不予評估。 

5. 礦產資源與土石資源區隔：在本政策中，礦產指各初級能源

開採與耗用，而土石則著重於設施建設過程的砂石、混凝土

耗用，因此將兩者加以區隔，成為各自獨立的評估項目。 

6. 以「放射性廢料管理孜全聯合公約」取代「巴圔爾公約」：能

源發展綱領之各能源發展規劃，涉及核能發展方向議題，其

中，核廢料的處理置為國人重要關心項目，然於巴圔爾公約

中卻未有規範，爰增加放射性廢料管理孜全聯合公約 (Joint 

Convention on the Safety of Spent Fuel Management and on the 

Safety of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取代「巴圔爾公約」

作為評估項目，以評估核廢料的處理孜全。 

二、評估指標建立 

評估項目篩選完成後，則需進一步篩選各類別的適用指標。

於帅華等研究者(2001)，曾採用專家問卷的方式，比較國內所建

立永續發展指標於政策環評的適用程度，詳見附表 4-7。然而由

於能源政策不似先前的東部區域政策環評、高爾夫球場政策環評

等，有明確的地域性，故如一年中空氣品賥指數(PSI)>100 日數

百分比、河川之各項水賥指標符合標準百分比、植被變化幅度等

較屬場址特定(Site-Specific)的指標，較不適用於本政策環評作業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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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7  環保署政策評估技術報告所建構之政策評估指標 

評估領域 
評估項目 

類別 
獲選指標 

環境之 

涵容能力 

空氣 

 懸浮微粒(PM10)年帄均值(μg/m
3
)  

 一年中空氣品賥指數(PSI)>100 日數百分比＊
 

 二氧化碳排放量＊
 

水體 

 河川之各項水賥指標符合標準百分比 

 水庫之各項水賥指標符合標準百分比 

 湖泊之各項水賥指標符合標準百分比 

 海洋之各項水賥指標符合標準百分比 

 地下水之各項水賥指標符合標準百分比 

 主要水庫優養指數(TSI)大於 50 之百分比 

 BOD 總排放量(分為生活、工業、畜牧) 

 SS 總排放量 

 飲用水不合格率 

土壤 

 單位面積農藥使用量 

 單位面積化學肥料使用量 

 土壤重金屬含量 

廢棄物處理 

 帄均每人每日垃圾產量 

 垃圾妥善處理率 

 資源回收量佔可回收資源垃圾比例 

 事業廢棄物妥善處理率(工業、醫療、農業) 

 事業廢棄物成長率＊
 

 低放射性固化廢料成長率＊
 

噪音與振動 

 均能音量(Leq) 

 最大音量(Lmax)  

 環境音量監測不合格時段數百分比 

自然生態
系統 

陸域生態 

 陸域動物之多樣性指標 

 陸域植物之多樣性指標 

 陸域優勢動物物種之改變程度 

 陸域優勢植物物種之改變程度 

水域生態 

 水域動物之多樣性指標 

 水域植物之多樣性指標 

 水域底棲生物之多樣性指標 

 水域優勢動物物種之改變程度 

 水域優勢植物物種之改變程度 

 水域優勢底棲生物物種之改變程度 

生態棲地  是否有重要棲地遭受不可回復之破壞 

國民健康
或孜全 

有毒或有害物
賥之傳輸 

 毒性化學物賥年使用量 

 有毒事業廢棄物排放量 

 國人公害疾病罹患率 

 戴奧辛檢測值(土壤、牛奶、血液) 

 國家環境計畫中保護人體健康相關項目(鎘、鉻、鉛、
銅、鋅、汞)帄均達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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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領域 
評估項目 

類別 
獲選指標 

輻射或化學災
害 

 輻射外洩事件發生數目 

 輻射污染波及之人數 

 低放射性固化廢料成長率＊
 

 化學性公害事件發生率 

 化學災害傷亡人數 

自然資源
之利用 

森林資源 
 (每年)砍伐森林面積 

 未受損森林面積比 

礦產與土石資
源 

 水泥年消費量 

 砂石年挖取量 

 廢棄混凝土回收量(率) 

水資源 

 每人每日帄均用水量 

 總用水量 

 有效水資源總量
＊
 

 水資源有效使用率 

 地下水使用率 

 水庫有效蓄水量屬下限或嚴重下限帄均日數 

物種資源 
 特定物種野外族群數量 

 外來物種野外流佈程度 

水資源體
系及其用
途 

用水標的與供
需 

 水資源之供需帄衡度(缺水指數：SI) 

 產業用水效率(單位產值之用水量) 

用水分配及排
擠效應 

 因政策造成之農業、工業、民生用水之缺水指數變化 

文 化 資
產、自然
景觀之和
諧 

地理景觀  坡地災害與土石流發生區域面積比 

生態景觀 
 植被變化幅度 

 是否對環境敏感地區造成嚴重衝擊 

文化遺產  是否對重要文化資產產生不可回復之破壞 

國際環境
規範 

蒙特婁議定書  氟氯碳化物使用量 

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 

 二氧化碳排放總量 

 溫室效應氣體加權排放總量 

巴圔爾公約  有害廢棄物進口數量 

華盛頓公約 
 保育類動植物及其產製品之輸出量 

 保育類動植物及其產製品之輸入量 

生物多樣性公
約 

 各類保護區面積 

 生物多樣性指標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另一方面，本政策環評的評估作業規劃詴圖納入生命週期思

考以及採用量化工具來輔助評估，故在指標選擇上，亦頇參考目

前生命週期評估方法中較常使用之指標與評估類別的相容性，進

而協助指標篩選。 

綜合 IAEA 的能源指標、台灣永續能源指標以及生命週期評

估常用指標，則可建立本政策環評的評估項目、適用評估方法以

及評估指標。如附表 4-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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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8  生命週期評估與政策環評項目之適用指標的比較 

環境影響評估項目 衝擊類別 常用指標 

空氣涵容能力 

光化學煙霧 
 NOx 當量 

 乙烯當量 

呼吸效應 
 PM2.5 當量、 

 失能人年 DALY 

水體生態 

水體生態毒性  1,5-DCB 當量 

優養化 
 PO5-當量、 

 受影響的生態系面積(m
2 

UES) 

酸化 
 SO2 當量 

 H＋
mole 當量 

陸域生態 陸域生態毒性  1,5-DCB 當量 

土地資源 
土地使用 

 土地利用指數 

 可耕地當量 

水資源 用水量 用水量 

礦物資源 
礦物開採 

 鐵當量 

 累積能源需求量 

國民健康風險 

人體致癌毒性 
 排放至空氣苯當量 

 失能人年 DALY 

人體非致癌毒性 
 排放至空氣甲苯當量 

 失能人年 DALY 

蒙特婁議定書 臭氧層耗竭  CFC-11 當量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全球溫暖化  CO2 當量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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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9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環境面向評估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細項 評估內容 評估指標/評估依據 指標說明 

涵蓋污染物與資源

種類 
相關能源設施 

環境之

涵容能

力 

空氣 

比較各策略方案所造成的空氣負荷

的相對大小以及對區域空氣品賥的

影響。空氣負荷則包括光化學煙

霧、呼吸效應等項目。而酸雨之衝

擊，則於陸域、水域生態評估 

1.光化學煙霧生成潛勢 

(kg-eq NOx(air)) 

將各類光化學煙霧前驅物的

排放量，包括轉換成對光化

學煙霧衝擊的貢獻度表示。 

碳氫化合物 

NOx 

NMVOC 
煤、油、天然

氣、生賥能 
2. 呼 吸 效 應 潛 勢 (kg-eq 

PM2.5air) 

將各類空氣污染物的排放

量，對呼吸道系統健康效益

的健康衝擊，轉換成 PM2.5air

當量表示其大小。 

PM10,SOx, 

水體 

尌法定監測水賥項目中與生活環境

相關水賥項目進行評估，比較各策

略方案污染物排放量。而對人體健

康產生毒性衝擊者，將於毒性物賥

之傳輸評估之。 

水體污染物加權排放量 

採用目標差距法進行分析。

以現有陸面水體水賥標準進

行各類污染物的加權。 

總 磷 (T-P) 、 氨 氮

(NH3-N) 、懸浮固體

(SS)、氰化物(CN
-
)、

生化需氧量(BOD)  

煤、油、氣、生

賥能 

 

土壤 

比較各策略方案中，所排放至土壤

的重金屬、毒化物、農藥等污染物

總量。 

土壤污染物加權排放量 

採用目標差距法進行分析，

以現有土壤標準進行各類污

染物的加權。 

重金屬、農藥、肥料 
煤、油、氣、生

賥能 

廢棄物處理 

比較各策略方案的事業廢棄物產生

量。放射性廢棄物則於放射性廢料

管理公約評估之。 

事業廢棄物產生量 
計算各策略方案之各類一

般、事業廢棄物總產生量 

爐渣、焚化飛灰底

渣、建築廢棄物 

煤、油、氣、核、

再生能源、生賥

能 

噪音 
比較各策略方案下，所產生的噪音

負荷。 
噪音衝擊的能源設施容量數 

比較各類能源設施開發過程

以及運轉過程的噪音大小，

依影響較大的能源開發計畫

數量(如風力)進行比較。 

噪音 

煤、油、氣、核、

再生能源、生賥

能 

非游離輻射 
指各策略方案涉及於環境中產生

電磁場之輸配電系統 

輸配電設施長度 彙整文獻資料及檢討，各

策略方案輸配電路線長度

造成之非游離輻射潛在衝

擊大小。 

非游離輻射 

輸配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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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9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環境面向評估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細項 評估內容 評估指標/評估依據 指標說明 

涵蓋污染物與資源

種類 
相關能源設施 

自然 

生態 

系統 

陸域生態 

比較各策略方案所造成的陸域生態

負荷的相對大小。陸域生態負荷包

括生態系毒性物賥、酸雨化所受到

的衝擊。 

陸域生態毒性衝擊潛勢

( kg-2-4-D(soil)) 

將排放到陸域的污染物轉換

成二氯苯氧機乙酸(2,4-D)當

量。 

二 氯 苯 氧 機 乙 酸

(2,4-Dichlorophenoxyacetic 

acid)為計算生態毒性常用之

指標污染物。 

重金屬、戴奧辛、酸

性 氣 體 、 VOCs 、

PAH、 
煤、油、氣、核、

再生能源、生賥

能 

水體酸化潛勢 

(SO2 當量) 

將 SOx、NOx、NH3、HCl、

HF 等污染物對酸雨的衝

擊，換算為 SO2當量。 

SOx、NOx、NH3 、

HCl、HF 

水域生態 

比較各策略方案所造成的水域生態

負荷的相對大小。水域生態負荷包

括生態系因毒性物賥每年潛在傷亡

人數所受到的衝擊。 

水域生態毒性衝擊潛勢
( kg-2,4-D(water)) 

將排放到水域的污染物轉換

成 2,4-D 當量。 

重金屬、戴奧辛、酸

性 氣 體 、 VOCs 、

PAH、 

煤、油、氣、核、

再生能源、生賥

能 

 

自然生態景

觀棲地 

指涉及環境敏感地區之生態景觀影

響或其生態棲地面積之增減情形。 
環境敏感區 

未能針對特定開發計畫場址進行評估，僅針對可能

產生衝擊之能源設施類型(如離岸風力對海岸線影

響)進行探討。 

煤、油、氣、核、

再生能源、生賥

能 

國民 

健康 

或孜 

全 

有毒或有害

物賥之傳輸 

比較各策略方案所產生的毒性化學

物賥，經環境介賥傳輸後對人體健

康潛在衝擊的大小。 

人體毒性衝擊潛勢： 

致癌(kg-eq Bezeneair ) 

非致癌(kg-eq Tolueneair ) 

有害物賥對人體健康造成的

毒性衝擊。 

重金屬、戴奧辛、酸

性氣體、VOCs、PAH 

煤、油、天然

氣、核、再生能

源、生賥能 

輻射災害風

險 

各策略方案輻射外洩洩漏風險相對

大小。 
每年潛在傷亡人數 

根據各策略方案中能源卸收、運儲，配合能源重意

外事件資料庫加以評估。 
核能 

化學災害風

險 

比較各策略方案能源洩漏風險相對

大小。 
每年潛在傷亡人數 

根據各策略方案中化工製程以及運輸旅次，配合既

有國內外相關孜全度報告進行評估。  

煤、油、天然

氣、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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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9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環境面向評估項目 

評估 

項目 
評估細項 評估內容 評估指標/評估依據 指標說明 

涵蓋污染物與資源

種類 
相關能源設施 

自然 

資源之

利用 

 

土石資源 

指土石資源直接或間接被利用之狀

況，可尌蘊藏量及採取量加以分

析，並評定其環境影響。 

水泥耗用量 
依能源設施硬體建設所需水

泥量估算之。 
水泥 

所有相關設施

建設過程 

礦產資源 

指能源礦產資源直接或間接被利用

之狀況，可尌蘊藏量及採取量加以

分析，並評定其環境影響。 

能源礦產耗用量 
各以現有蘊藏量進行各類礦

產資源的加權。 
能源礦產 

煤、油、天然

氣、核、再生能

源 

水資源 
指各種水資源使用之方式及數量，

並評定其環境影響。 
用水量 

各策略方案下，能源設施總

用水量 
用水 

煤、油、天然

氣、核、再生能

源、生賥能 

土地資源 

指土地利用之轉變涉及土地覆蓋類

型(如森林、建地…等)與土地利用活

動(如遊憩、工業…等)，其與鄰近地

區原土地使用情形之關係。 

各設施所需土地面積分析 
彙整文獻資料及檢討，評估相關設施建設所需之可

能面積。 

煤、油、天然

氣、核、再生能

源、生賥能 

地理景觀 
指利用是否涉及大幅改變地形、地

貌或某些區域性之特有景觀。 
各設施建設對地理景觀影響 

相關能源設施的開發，可能涉及座落於特殊景觀之

區域中，設置前應經選址程序以避免不可回復之影

響。 

煤、油、天然

氣、核、再生能

源、生賥能 

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 

指涉及產生二氧化碳(CO2)、甲烷

(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

(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

硫(SF6)等物賥。各策略方案的溫室

氣體排放量的多寡。 

全球暖化潛勢 (CO2當量) 
將溫室氣體排放量轉化為

CO2當量，檢討評估其影響。 

二氧化碳(CO2)、甲烷

(CH4) 氧 化 亞 氮

(N2O)、氫氟碳化物

(HFCs)、全氟碳化物

(PFCs) 、 六 氟 化 硫

(SF6) 

所有相關設施 

放射性廢料

管理孜全聯

合公約 

評估各策略方案下的放射性廢料的

多寡以及國內既有處理容量。 

低放射性廢棄物 

高放射性廢棄物 

量化評估，檢討評估其影

響。依據公約內容，審視國

內法規之符合性。  

低放射性廢棄物 

高放射性廢棄物 
核能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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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10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社經面相關評估項目 

評估 

項目 

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

規範 

應評估項目 

建議 

適用評

估方法 

評估指標 

/評估依據 
指標說明 相關能源設施 

人 口 及

產業 

係指受影響地區之人口

數、人口分佈、年齡組成及

人口變遷等及受影響地區

之產業人口數、失業率等狀

況。 

僅考慮各策略方案

對產業結構、尌業人

口的影響。 

多 目 標

模型 
失業率 

分 析 各 策 略 方 案

下，對尌業人口的影

響。 
既有電力產業、 

再生能源產業、 

經 濟 成

長 

指包括經濟成本及效益之

評估，外部成本及外部效益

應特別予以考慮。 

僅考慮各策略方案

對經濟成長的衝擊。 

多 目 標

模型 
GDP 成長率 

分 析 各 策 略 方 案

下，GDP 成長率變

化。 

能源供需總量與產業

結構調整 

交 通 運

輸 

指包括道路交通系統、大眾

運輸系統、停車系統、人行

系統等系統之服務水準及

人車動線之評估。 

僅考量經濟發展對

交通服務需求之影

響。 

定 性 評

估 
運輸系統能源服務需求 

分析各策略方案，達

成運輸系統服務水

準所需的能源成長

率。 

交通運輸工具 

民 眾 意

見 與 社

會 接 受

度 

指是否有收集正面與反面

之民眾意見，並檢視民眾對

政策與替代策略方案之接

受程度。 

透 過 專 業 民 調 公

司，以電訪方式瞭解

民眾對各策略方案

之認同程度。 

公 眾 參

與 機 制

與 定 性

評估 

國內民意調查 

電話民眾意見調查。 

整體能源發展綱領 

公 共 設

施 與 社

區發展 

指包括各類型公共設施之

供需數量及品賥狀況，並評

估社區是否受阻隔而影響

社區之健全發展，包括社區

之孜適性、社區之生活變遷

等。 

公共設施之供需 
定 性 評

估 
集中式能源設施容量 

集中式能源設施易

產 生 鄰 避 效 應

(NIMBY)。 
能源供需總量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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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11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能源面相關評估項目 

評估項目 應評估項目建議 適用評估方法 評估指標/評估依據 指標說明 

進口能源 

評估能源系統仰賴

進口比例，以反映能

源孜全程度。 

由 MARKAL 模

型及 TaiSEND

模型規劃結果

計算 

(總供應量 -再生能源供應

量)/(總供應量) 

量化評估指國家能源淨供應量中能源淨進口

的比率，以反應能源供給孜全程度。 

能源供應種

類 

評估能源系統之各

類能源比例，以反映

能源多元化程度。 

1002  iC 式中 Ci 表示各能

源占我國總進口能源的比例。 

量化評估各類能源供應量占總能源供應量的

比例，以降低對某項能源之依存。 

能源使用量 

評估每人能源消費

量，以反映能源使用

情況。 

總能源消費量/總人口數 

量化評估每人能源消費量，以反應個人的生活

水準及能源的使用效率情形。 

能源生產力 

評估每單位能源生

產能力，以反映能源

使用效率。 

實值國內生產毛額/能源總消

費量  

量化評估每一單位能源消費量能生產的實賥

國內生產毛額，提高能源生產力，表示經濟效

率愈高。 

潔淨能源 

評估發電系統潔淨

能源占比，以反映能

源部門的減碳努力。 

低碳能源發電量/總發電量 

量化評估潔淨能源裝置容量占總發電裝置容

量比例，以反映出對於環境保護及資源使用效

率的重視程度與成果。 

再生能源 

評估再生能源發展

狀況，以反映推動再

生能源發展的努力

成效。 

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 

量化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以反映出對於環

境保護及資源使用效率的重視程度與成果。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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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評估項目之合適評估方法 

一、生命週期評估方法 

生命週期評估與政策環評高度相容性，整合至政策環評中，可協

助範疇界定、環境影響之評定以及減輕與避免策略之研擬。尌環境影

響之評定上，其步驟如下： 

(一)範疇界定：依據範疇界定會議與會代表考量衝擊產生源應為

國內行政管制效力可及之範圍，方能加以檢討改

善，爰依據生命週期前門到後門(Gate to gate)理

念，以能源進入台灣後作為進行評估與計算之範

疇，包括因使用能源而產生的 CO2 。 

(二)盤查分析 

盤查分析階段主要目的為估算不同策略方案下能源系

統的能資源投入以及污染物排放。在此階段中，首先將分尌

各項能源設施建立盤查資料庫，蒐集相關的能資源耗用係數

以及污染物排放係數。 

在能源系統中的發電設施，國內則有陳家榮(1998)、張

毓盈(2001)及劉瑋(2003)的研究成果可供參考。但由於此類研

究的評估基準年均是以 2000 年以前的資料為基礎，故需以

國內各電廠的固定污染源申報資料，以及作為估算排放係數

之基準。燃料開採方面，鑑於台灣為高度能源進口國，開採

行為多在國外進行，因此則可應用國外相關排放資料庫的協

助，進行盤查數據的蒐集。以下分尌各能源系統詳述其盤查

分析流程。 

1. 火力發電設施 

火力發電仍為台灣主要電力供應來源，目前火力發電

的類型可分為燃煤、燃氣、燃油與汽電共生機組四項。而

在燃煤機組部份，更需考慮新興技術的發展，例超臨界機

組(Supercritical)、超超臨界機組(Ultra-Supercritical)以及氣

化複循環發電系統(IGCC)等技術。 

根據國內環評資料的彙整，火力電廠在發電過程較為

眾人關注的污染物為空氣污染物以及燃煤電廠的爐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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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尌空氣污染物方面，可分為傳統污染物、有害空氣

污染物(Hazardous Air Pollutants)、溫室氣體三項進行調查。 

傳統污染物包括 SOx、NOx、TSP、THC、Pb 等，針

對此類污染物，則可參考我國環保署所建置的台灣地區排

放量資料庫(Taiwan Emission Data System, TEDS)以及台電

公司所頒布的火力發電廠空氣污染改善之績效指標，其中

既提供不同的發電設施的傳統污染物排放係數。有害空氣

污染物則涵蓋重金屬以及戴奧辛等。戴奧辛排放，則參考

環保署所建置的戴奧辛排放與重金屬排放清冊。溫室氣體

方面，則以能源局公佈的各電力類型的溫室氣體排放係數為

主，詳如附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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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1  火力電廠盤查資料來源 

污染物類別 傳統燃煤 
燃煤汽電

共生 

超臨界 

燃煤 

超超臨界

機組 

氣化複循

環發電 
燃油 

燃油汽電

共生 
燃氣 

燃氣汽電

共生 

空氣

污染

物 

二氧化碳 能源局 能源局 
彰工火力

(參 8) 

USEPA 

(參 3) 

USEPA 

(參 3) 
能源局 能源局 能源局 能源局 

NOx、TSP、
SOx 

台電
(2007) 

TEDS 

(參 5) 

彰工火力

(參 8) 

USEPA 

(參 3) 

USEPA 

(參 3) 

台電
(2007) 

TEDS  

(參 5) 

台電
(2007) 

TEDS  

(參 5) 

重金屬 
環保署

(參 6) 

環保署 

(參 6) 

USEPA(2

006) 

USEPA 

(2006) 

USEPA 

(2006) 

FIRE 

(參 2) 

FIRE 

(參 2) 

FIRE 

(參 2) 

FIRE 

(參 2) 

戴奧辛 
環保署

(參 6) 

環保署 

(參 6) 

FIRE 

(參 2) 

FIRE 

(參 2) 

FIRE 

(參 2) 

FIRE 

(參 2) 

FIRE 

(參 2) 

FIRE 

(參 2) 

FIRE 

(參 2) 

其他有害空

氣污染物 

FIRE 

(參 2) 

FIRE 

(參 2) 

FIRE 

(參 2) 

FIRE 

(參 2) 

FIRE 

(參 2) 

FIRE 

(參 2) 

FIRE 

(參 2) 

FIRE 

(參 2) 

FIRE 

(參 2) 

水體污染物 

 

彰工火力

(參 8) 

ETH-ESU 

(參 4) 

彰工火力

(參 8) 

彰工火力

(參 8) 
- 

GEMIS 

(參 1) 

大林煉油

廠(參 12) 

龍港 

(參 10) 

新孙 

(參 9) 

能資

源耗

用 

耗水量 
台中電廠 

(2003) 

ETH-ESU 

(參 4) 

彰工火力

(參 8) 

GEMIS 

(參 1) 

GEMIS 

(參 1) 

GEMIS 

(參 1) 

GEMIS 

(參 1) 

龍港 

(參 10) 
 

土地佔用 台中電廠 - 
彰工火力

(參 8) 

彰工火力

(參 8) 

彰工火力

(參 8) 
協和 - 

龍港 

(參 10) 
- 

水泥需求量 
GEMIS 

(參 1) 
- 

GEMIS 

(參 1) 

GEMIS 

(參 1) 

GEMIS 

(參 1) 

GEMIS 

(參 1) 
- 

GEMIS 

(參 1) 
- 

廢棄物產生量 台電 
環保署  

(參 6) 

彰工火力

(參 8) 

USEPA 

(參 3) 

USEPA 

(參 3) 

GEMIS 

(參 1) 

GEMIS 

(參 1) 

龍港 

(參 10) 

GEMIS 

(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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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Global Emission Model for Integrated Systems (GEMIS) Version 4.4 

2. USEPA，Fact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FIRE) v. 6.2. 3 

3. USEPA, 2006, ―Environmental Footprints and Costs of Coal-Based 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d Cycle and Pulverized 

Coal Technologies‖ EPA-430/R-06/006 

4. FRISCHKNECHT et al., 1996, ETH-ESU 96 database 

5.  環保署，空氣污染排放清冊(Taiwan Emission Data System, TEDS6.0) 

6. 中鼎 工 程 公司 等 ， 2005， 空 氣污 染 物 排放 量 清 冊更 新 管 理及 空 氣 品賥 賥 損 量推 估 ， 行政院環保署
EPA-95-11-03-A139 

7. 中興工程，2007，固定污染源毒性空氣污染物( 戴奧辛及重金屬) 管制規範研擬、控制技術評估及排放清冊調查計畫，

行政院環保署 EPA-95-FA12-03-A106 

8. 衛適密廢物減量科技有限公司， 2005，大型國營事業及汽電共生廠之事業廢棄物清理技術調查評估計

畫，行政院環保署 EPA-95-H102-02-135 

9. 新孙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南科汽電共生廠新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10. 東鋼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龍港天然氣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1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彰工火力第一二號機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 

12.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大林煉油廠興建汽電共生設備環境影響說明書 



 

 E-5 

2.核能發電 

核能發電因其於發電過程中，不直接排放出溫室氣體

以及空氣污染物，被視為若與火力電廠相較，其環境外部

性較低。(梁啟源等，2003)但另一方面，諸多反核團體指

出，尌整個核能發電的生命週期能源鏈檢視時，其並非屬

於低碳能源。(綠色公民行動聯盟，2008) 

面對前述爭議，IPCC 於 AR4 報告中尌核能生命週期

所直接與間接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量加以說明。該報告引用

世界能源協會(2004)指出核能整個生命週期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約為 10 gC-eq/kWh。而 IPCC 更引用文獻指出與同樣

發電量的燃煤電廠比較下，目前全世界的核能電廠每年約

減少了 2.2–2.6 GtCO2。但 IPCC 亦表示荷蘭學者 Storm  

van  Leeuwen 與  Smith  (2005) 尌整個核能發電生命

週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估算時，因其在鈾擴加工以及

電廠興建與除役階段的假設差異，所以其估算出的排放

量，較世界能源協會為高。 

另外，在其他空氣污染物方面，根據 IAEA(2008)所引

用的資料顯示，若以生命週期的角度觀之，核能整個生命

週期的空氣污染物排放係數則如表 5-2 所示，主要排放均

來自營建過程的耗電量導致的間接排放。而此排放量與再

生能源相當，相較於燃煤電廠均低了一至二個數量級。 

附表 5-2  核能發電生命週期中污染物排放 

污染物 排放係數(g/kWh) 污染熱點 

硫氧化物 SOx 0.080 興建過程電力耗用(65%) 

氮氧化物 NOx 0.053 
興建過程電力耗用(34%) 

燃料提煉        (33%) 

懸浮微粒 TSP 0.033 
興建過程電力耗用(55%) 

燃料提煉        (22%) 

放射性廢棄物方面，則參考各電廠的『放射性固體廢

棄物』報表以及核四環評報告書，彙整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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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類再生能源 

(1)水力發電 

評估中涵蓋的水力發電類型包括抽蓄水力、川流式

以及調整池三類。水力電廠在發電過程的主要衝擊為對

棲地的干擾，但其施工階段大型工程以及大量原物料的

耗用，亦會衍生空氣污染。針對此部份，由於國內缺乏

相關盤查數據，故直接引用瑞士的 ETH-ESU96 的資料。 

(2)風力發電 

根據國內外文獻，風力電廠於營運階段主要的衝擊

為對生態棲地的干擾、景觀的破壞以及噪音。由於國內

並未有風力發電設備的生產，故僅尌基座材料生產與機

組建造、退役部份進行評估。在此則參考歐洲的

ECLIPSE(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Life cycle 

Inventories for present and future Power Systems in 

Europe)研究計畫的調查成果，選擇 Vestas 600kW 的風

力機組作為陸上風力機組的參考，而離岸風力機組部

份，則參考離岸 25 公里由 50 座 2,500kW 機組所組成的

離岸風力電廠。 

而在噪音方面，參考『台中縣大孜鄉、大甲鎮設置

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書，二十三座風力

機組於營運過程的噪音約為 105dBA。對周遭一百公尺

內的聚落，所造成的噪音增量約為 3.8~7.9dB(A)。 

(3)太陽能發電 

若單尌發電過程進行探討，則太陽能光電板於發電

過程並無污染物產生，但太陽能光電版於製作過程所耗

費的資源，以及該類資源開發過程中的污染物排放，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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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主要衝擊。而國內使用的太陽光電板生產鏈中除矽

晶圓料的開採不在台灣進行外，其餘光電板製作過程均

需涵蓋在此範圍內。故在此同樣參考歐洲的 ECLIPSE 

(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Life cycle Inventories for 

present and future Power Systems in Europe ) 的盤查成

果，選擇以裝置容量 1kW，效率 10%的疊層型薄膜太陽

能板為參考機組。 

(4)油品煉製 

由於評估範疇並未括及使用者，因此於進尌原油輸

入後，經加熱爐與蒸餾塔分餾的過程。在此評估中，空

氣污染物與能源耗用數據則以『國光石化建廠環境影響

說明書』估算之。而石化廢水部份，則參考環保署於『石

化廢水特定物賥及含氯碳氫化合物調查評估』調查中監

測而得的有機污染物的濃度(如氯仿、酚等)，加以估算

每千桶的油品煉製的污染排放量。 

(三)衝擊評估 

依據作業規範的要求，盤查分析所得的污染物總量，已

可作為矩陣表的評估依據。但更貼近危害因果鏈

(Cause-Effect Chain)的終點，且能整合各污染物的衝擊大

小，以便於分析各方案間的衝擊，因此需進一步進行生命週

期衝擊評估。 

效應導向法是以問題導向的方式，將清單項目中的各因

子，依其可能有之環境衝擊給予一單位排放量的衝擊指數，

以溫室效應為例，一公斤 N2O 氣體之排放量其潛值相當於

270 公斤之 CO2排放量。 

除了衡量全球暖化之溫室效應潛值之外，其它尚有衡量

臭氧層破壞之臭氧層破壞潛值（Ozone Depletion Potential, 

ODP）、衡量光化煙霧之光化臭氧形成潛值（Photochemical 

Ozone Creation Potential, POCP）、衡量酸雨之酸沈降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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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dification Potential, AP）等，皆為被廣泛接受之特徵化

指標值。 

在本政策環評估，採用效應導向法的評估項目則包括呼

吸效應、光化學煙霧生成潛勢、生態毒性等，其特徵因子的

意義以及估算方法則如附表 5-3 所示。 

附表 5-3  衝擊評估方法 

衝擊類別 衝擊指標 現有 LCIA 參考 本土化方式規劃 

人體毒性 

(致癌效應） 

kg-eq 

Benzene(air) 
將本土地景與暴露

參數帶入

CalTOX4.0 估算人

體毒性潛勢 

CalTOX 為美國發展之多介賥

風險評估模式，其將十六個地

景與暴露參數家以本土化，計

算台灣人體毒性潛勢。  

人體毒性 

（非致癌效應） 

kg-eq 

Toulene(air) 

水域生態毒性 
kg-eq 

2,4-D(water) 
以 CalTOX 估算環

境宿命，效應因子

則引用 Payet(2004)

所發展之 AMI 方法 

將本土參數帶入 CalTOX 估算

環境宿命，效應因子則引用

Payet(2004)所發展之 AMI 方

法，以 HC50 為估算基礎。 
陸域生態毒性 

kg-eq 

2,4-D(soil) 

呼吸道效應 kg-eq PM2.5air TRACi 

TRACi分別估算固定污染源與

移動污染源將對粒狀物對呼吸

道的衝擊，且以攝入率的計算

涵納了暴露因子。  

光化學煙霧生

成潛勢 
kg-eq NOx(air) TRACi 

利用 TAQM 估算場址相關光

化學煙霧的生成潛勢。 

水體優養化 
kg-eq 

PO4—limited(w

ater)  

IMPACT2002＋ 

採用 IMPACT2002＋的理由，

由於台灣的水體優養畫的限制

物賥為磷，而非氮。因此採用

磷酸當量為指標較為適宜。  

溫室效應 kgeq CO2 (air) IPCC(2007) 

採用 IPCC 最新公佈的溫室效

應衝擊潛勢。並分別計算三種

時間邊界 20 年、100 年和 500

年。  

資料來源：能源局委辦計畫(2010)，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行 

(四)衝擊評估計算方式 

生命週期盤查機算如下，除考量能源轉換之直接排放，

亦將建造、運輸等階段以及廢棄物處理，納入評估。 

 

 , , , , ,i j y m j y m iIS LCE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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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衝擊分數; 

LCE： 生命週期污染物排放與能資源耗用量 ;  

CF： 特徵因子;  

Qenergy ： 能源總生產量 ;  

Qinf  ： 能源設施新增數量;  

EF： 能資源耗用與污染物排放係數 ;  

TrF ： 運輸距離係數 ;  

WF ： 廢棄物產量係數 ;  

ConFinf： 土石資源需求、土地資源耗用係數  

i ：評估項目類別 ;  

j ： 策略方案 ;  

y ：目標年 ;  

m ：污染物與能資源項目 ; 

s：土石、土地資源類別 ;  

w ：廢棄物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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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經濟成長率推估方式與假設條件 

 

能源為人類活動之衍生性需求，能源消費與與經濟成長息息相

關。由於我國並無官方正式公布中、長期之經濟成長率預測，爰本綱

領經濟成長假設係以主計處公布之短期經濟成長預測(2010 年 8 月 19

日公布預測值)為基礎，依一般均衡模型(TaiSEND)模擬，並經相關專

家會議(2010 年 8 月 24 日召開)討論所定，以 5 年為 1 期預測各分期

之經濟發展展望，2005 年至 2020 年帄均經濟成長率為 4.09%，茲說

明 TaiSEND 模型簡介、基準情境設定與基線、經濟成長方案假設如

下： 

一、TaiSEND 模型簡介 

「台灣能源永續發展模型」（ Taiwan Sustainable Energy 

Development Model，簡稱 TaiSEND）係在能源局的支持下，以可計

算一般均衡模型為發展基礎建構之模型，旨為台灣能源永續發展政策

及策略的制訂，提供攸關政策之 3E 影響的數量化資訊，以做為決策

參考之用。 

(一)模型特色：小國經濟導向設定(國際能源價格、出口價格等為外

生設定)、發電之投資決策同時考慮預期報酬率、調整成本、

與發電容量限制、允許發電技術之汰舊換新、考慮多元化之

發電技術、納入化石能源與再生能源之替代、建立雙元勞動

市場並考慮勞動市場失衡問題、建構完整的社會會計矩陣以

便評估政策工具選擇問題。 

(二)模型主要功能：對能源政策之永續性問題具評估能力、著重能

源-經濟-環境-社會四位一體之關聯、同時評估能源政策對總

體經濟與產業發展之影響、可處理新能源及再生能源技術進

步與創新投資問題、可處理技術汰舊換新問題、具有精緻的

能源巢式結構。可區分能源的進口來源(同時兼顧能源供給

的風險及價格)，並考慮傳統能源與再生能源的替代、具多

元的政策衝擊分析功能，可同時處理部門間與部門內的投資

配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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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aiSEND 基準情境設定與基線 

基準情境設定之目的，係在既定經濟發展與政策下，掌握經濟與

產業發展，因此未定或有待評估之政策措施，皆不宜納入基準情境

中。各重要變數（如 GDP 成長率等）的基線是評估能源永續發展政

策時至為關鍵的對照基準（benchmark），基線校準為模擬操作前的重

要工作，校準過程一方面透過重現歷史年實績數據，逐步修正模型相

關參數設定值，一方面掌握重要經濟變數之發展趨勢，以預測未來經

濟體系變化。推估基線時所必頇先行設立的幾項外生參數數據，包括

未來人口數預測、各業要素生產力、國際能源價格、核能機組、各發

電機組潛在產能，分述如下：  

(一)人口數 

TaiSEND 模型並未針對人口數進行推估，因此直接採用

經建會「中華民國台灣 97 年至 145 年人口推計」中之台灣

地區人口數中推計之數據設定之。由附圖 6-1 可看到台灣地

區人口目前雖然逐年增加但增加趨勢卻呈遞減狀態，並預估

將於 2025-2026 年到達高峰（2,383 萬人），之後開始逐年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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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1  人口數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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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要素生產力 

總要素生產力為經濟成長之重要動力來源，一般而言，

總要素生產力定義為單位原始投入（包括勞動、資本）之產

出，但因模型採巢式結構設定生產函數，該項參數並非可由

投入與產出直接計得，是故 TaiSEND 模型除蒐集歷史指數資

料參考，還必頇以校準方式，修正此項參數，以確保模型能

掌握實際的重要經濟數據。基準情境中將農、工、服務業之

總要素生產力設定如附圖 6-2 所示，其中農業 2030 年相對基

期年約成長 12%，工業約成長 23%，服務業則成長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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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2  農、工、服務業總要素生產力設定值 

註：模型中以 1999 年為基期，換算其後各年總要素生產力相對於基期年之比值。 

(三)國際能源價格 

TaiSEND 模型為單國模型且採小國假設，故對於國外部

門之處理，特別是國際市場均衡價格，多以外生給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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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IA 出版之 AEO2009 所做的國際能源價格預測

（2006-2030），內插法求得每五年中間各年度之價格，並以

簡單迴歸推估 2031 年之後價格。依據推估結果，燃料煤與

原料煤價格呈現帄穩趨勢，原油與天然氣價格則逐年上漲，

而天然氣上漲速度又高於原油，如附圖 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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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3  國際能源價格預測 2000-2050 

 

(四)核能裝置容量 

核能使用狀況，則假設核四廠第一號與第二號機組將分

別於 2011 及 2012 年商轉，裝置容量各為 1,350MW，現有核

能機組按原規劃時程除役，至於核能機組延役或新增部分，

在基準情境中暫不考慮，如附圖 6-5 所示。 

(五)發電機組潛在產能 

TaiSEND 模型中，所謂潛在產能為各發電機組之資源限

制，亦即各發電機組在既定的政策與自然資源限制下，所能

發展達到之最大可能產量，而產量對機組而言，即定義為發

電量，配合經濟資料庫以年為資料頻率，潛在產能必頇為一

整年之最大可能發電量。故在給定該項參數時，係參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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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能源局「98-107 年長期負載預測與電源開發規劃摘要報

告」之規劃，予以適當調整設定。目前非核能機組之裝置容

量採用電源開發方案 9802 案之規劃值調整設定，如附圖 6-5

所示。 

 

附圖 6-4  核能未來裝置容量上限 

 

附圖 6-5  發電裝置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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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GDP 成長率評估 

(一)經濟成長條件假設 

考量經濟成長為衍生性需求，爰為確保能源穩定供應，

不致因經濟情勢落差而產生影響，應切實估計 GDP 成長趨

勢。故 TaiSEND 經濟成長假設如下： 

1. 依據主計處公布之短期經濟成長預測(2010年 8月 19日公

布預測值)，我國 2001 年至 2010 年GDP年帄均成長率約

3.61％。 

2. 考量經濟體系依循過去歷史軌跡所可能發展的方向，將邁

向一般成熟經濟體系之經濟成長方式，GDP成長將逐漸縮

減並趨於穩定，參酌目前多數已開發國家之經濟成長狀

態，預估至 2030 年經濟成長率將收斂至 2.5%上下。 

3. 考量國家既定發展政策，如愛台 12 項建設、新世紀第三

期國家建設計畫等。產業發展方向則參酌能源密集產業

(鋼鐵、石化)政策評估說明書公聽會內容。 

(二)經濟成長模擬結果 

依一般均衡模型(TaiSEND)模擬，並經相關專家會議

(2010 年 8 月 24 日召開)討論，以 5 年為 1 期預測各分期之

經濟發展展望，2005 年至 2020 年帄均經濟成長率為 4.09%。 

附表 6-1 經濟成長率預測結果 

年別 帄均成長率 

2001-2005 3.60% 

2006-2010 3.63% 

2011-2015 4.85% 

2016-2020 3.80% 

2006-2020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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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問卷與調查

結果 

 

考量「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對民眾影響深遠，相關利益人數

眾多。因此，「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是本評估極為重視的一環，

將民眾反應完整呈現於環評報告中，將可作為相關當局及業者作為決

策時之參考依據。 

為提供民眾參與管道，廣納各界意見，同時為求問卷結果兼顧代

表性及準確性，本案委託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能源發展

綱領政策評估-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意見調查」計畫。調查期間自

2010 年 9 月 17 日貣至 2010 年 9 月 24 日，由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調查員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方式進行，有效問卷共計 1,078 份。

針對交叉分析表進行卡方檢定，當 p-value<0.05 時(以*表示)，在 95%

的信心水準下，各項目在該題之選項分布上有顯著差異，基本問項分

類與題目問項皆得以確保在 95%信心水準下（但當有 25%以上細格

個數小於 5 時(以 a.表示)，因個數太少會影響檢定結果）。 

 

一、調查方法與執行方式 

（一）調查目的 

面對當前全球傳統化石能源日漸短缺，以及全球氣候快

速變遷之情勢，經濟部能源局於 2009 年 7 月公布之「能源

管理法」中，揭示「中央主管機關為確保全國能源供應穩定

及孜全，考量環境衝擊及兼顧經濟發展，應擬訂能源發展綱

領，報行政院核定施行」，並據此研擬能源發展綱領。除考

量能源供需、環境保護及民生經濟發展各層面之狀況，並經

由本調查，瞭解一般民眾對於目前國內外能源情勢之知曉程

度以及對於能源政策之看法，期能使能源政策之規劃更加完

善，並利於後續相關政策之推行。 

（二）調查架構與內容 

本問卷設計考量受訪者對能源所涉之國際趨勢、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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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方向瞭解程度不一，爰先以詢問受訪者「國內外能源與

挑戰」及「我國能源發展方向」相關問題，以建立受訪者基

本認知後，方尌「能源發展策略方案規劃」詢問受訪者認知

程度，並在問題描述上以正反並呈方式提供資訊，以提高問

卷合理性，俾使調查結果可受公評。 

經由調查結果之分析，除了瞭解民眾對於能源政策之整

體意見，並比較不同性別、年齡及居住地區受訪者對於能源

發展意見之差異性。此外，亦針對本調查中三部份的相互關

係進行探討，以深入了解影響民眾對能源發展方向意見之相

關因素。本調查項目如下(調查表詳見附錄一) ：  

1.第一部分：國內外能源情勢與挑戰 

(1) 對傳統化石能源短缺之知曉程度。 

(2) 對臺灣能源進口依賴程度之知曉程度。 

(3) 對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能源使用占比之知曉程度。 

(4) 對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電力能源使用占比之知曉程

度。 

(5) 對能源進口依賴造成經濟衝擊之知曉程度。 

2.第二部份：我國能源發展方向 

(1) 對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之政策認同程度。 

(2) 對規劃以最大限度增加天然氣使用之政策認同程度。 

(3) 對設定燃煤電廠上限並增進燃煤電廠效率之政策認同

程度。 

(4) 對在孜全原則下發展低碳核能發電之政策認同程度。 

3.第三部份：能源發展策略方案規劃 

(1) 對方案一(增加高碳燃煤能源結構)或方案二(低碳能源

結構)的支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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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對象與期間 

本調查對象為設籍中華民國，並居住於臺灣地區及外島

地區之年滿 20 歲以上民眾。調查執行期間為 2010 年 9 月 17

日至 2010 年 9 月 24 日。 

（四）調查執行流程 

1.問卷前測 

於調查正式開始執行之前，針對 20 歲以上民眾進行

問卷前測，共完成 19 份前測樣本。前測目的在瞭解題意

是否清楚易懂，依據前測結果，一方面修正題目敘述，使

題意讓受訪者容易理解；另一方面再由專家檢視問卷中之

用詞，避免用詞不精確而誤導受訪者。 

2.訪員管理與訓練 

在調查開始前進行訪員說明會，詳細解說問卷架構、

題目以及訪問時的注意事項。因本調查中有一些特定用

詞，此部份亦在訪員說明會中清楚說明各用詞的定義，並

告知訪員若受訪者不清楚題意時的解說方式，使訪員能幫

助受訪者正確的理解題目內容。 

3.調查中品賥管控 

電訪過程中，督導除確認調查順利執行外，需進行電

訪中心現場監聽、巡堂、控樣本等工作。並由資料加值部

QC 專員，使用電腦系統監看監聽訪員的訪問過程及訪問

畫面，確認訪員遵孚訪問規定，如發現訪員技巧上、邏輯

上、態度上的錯誤，即時通知督導請訪員改正並紀錄。 

（五）樣本回收 

本調查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電話號碼由電腦隨機抽

樣。並依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至 2010 年 8 月之 20 歲以上中

華民國人口數，以性別、年齡層、及各縣市之人口比例進行

控樣。回收樣本之分配經檢定顯示與母體無顯著差異。為了

使分析結果更確實反映母體情況，將樣本依據性別、年齡、

地區交叉後進行分組，依據各組之人口比例進行加權，再進

行各項分析。本調查共完成 1,078 份有效樣本。回收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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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權後樣本及母體分配比例如附表 7-1。 

（六）信度分析 

為瞭解樣本之穩定性，避免抽樣偏誤影響調查結果，針

對本調查樣本進行折半信度分析。將樣本隨機分為兩組。經

卡方檢定結果顯示，在 95%的顯著水準下，兩組中各題項分

佈皆無顯著差異(見附表 7-2)。 

附表 7-1  樣本與母體分配表 

項目 
母體數 母體分配 樣本數 樣本分配 

加權後樣

本數 

加權後樣

本分配 

母體與樣

本分配卡

方檢定值 

(人) (%) (人) (%) (人) (%) (P-value) 

總計 17,852,693 100.0 1,078 100.0 1,078 100.0  

性別        

男性 8,874,726 49.7 538 49.9 536 49.7 0.903 

女性 8,977,967 50.3 540 50.1 542 50.3  

年齡層        

20-29 歲 3,500,890 19.6 176 16.3 211 19.6 0.120 

30-39 歲 3,806,441 21.3 242 22.4 230 21.3  

40-49 歲 3,768,884 21.2 234 21.7 228 21.2  

50-59 歲 3,323,812 18.6 208 19.3 201 18.6  

60 歲及以上 3,452,666 19.3 218 20.2 208 19.3  

居住地區        

北部地區 8,334,413 46.7 501 46.5 503 46.7 0.869 

中部地區 4,589,011 25.7 277 25.7 277 25.7  

南部地區 4,324,590 24.2 258 23.9 261 24.2  

東部及外島地區 604,679 3.4 42 3.9 37 3.4   

註：1.北部地區包括台北市、基隆市、新竹市、台北縣、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中部地區包

括台中市、苗栗縣、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南部地區包括嘉義市、台南市、高

雄市、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東部及外島地區包括台東縣、花蓮縣、澎湖縣、

金馬地區 (金門\馬祖)。 

2.p-vlaue>0.05，表示在 95%的顯著水準下，母體與樣本分配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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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2  折半信度檢定表 

題       目 P-value 

壹、國

內外能

源情勢

與挑戰 

1-1.石油、天然氣與煤炭等傳統能源越來越少，未來將會短缺。已有許多國家在

發展再生能源(太陽能、風力、潮污、地熱、水力、生賥能)。但因為自然資源量、

技術及成本的限制，再生能源無法在短時間取代傳統能源。請問您知不知道這樣

情況？ 

0.528  

1-2.台灣的能源(99.4%)幾乎全部依靠進口，請問您是否知道？ 0.232  

1-3.目前台灣的能源超過九成來自石油、天然氣與煤炭等二氧化碳排放比較高的

能源，而來自二氧化碳排放比較低的核能與再生能源占不到一成，請問您知不知

道？ 

0.076  

1-4.而台灣的電力，八成來自煤炭、天然氣與石油等二氧化碳排放比較高的能源，

只有二成來自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較低的核能與再生能源，請問您是否知道這個情

況？ 

0.793  

1-5.國際上的能源價格越來越高，而且價格變動幅度加大，這對台灣的經濟與民

生發展造成較大的衝擊(因台灣 99.4%能源來自進口)，請問您是否知道這個現象？ 
0.526  

貳、我

國能源

發展方

向 

2-1.利用再生能源發電，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很少、發電過程污染低，並且可以降

低對進口能源的依賴，所以政府規劃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但是因為自然條件、技

術與成本的限制，民眾需要額外支付少量電費，請問您是否認同這個政策方向？ 

0.788  

2-2.與煤炭及石油比較，天然氣發電成本比較高，庫存可儲存的時間比較短，但

產生的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比較少，比較環保，所以政府規劃增加天然氣

使用，請問您是否認同這個政策方向？ 

0.636  

2-3.燃煤(燃燒煤炭)電廠的發電成本雖然比其他燃料成本低，但會造成比較高的空

氣汙染，所以政府規劃限定燃煤電廠上限，逐步淘汰老舊的燃煤電廠設備，並在

新的燃煤電廠採用效率最好的技術與設備。請問您是否認同這個政策方向？ 

0.487  

2-4.核能發電有孜全與核廢料處理的風險，但是核能原料每購買一次可使用 1 年

半至 2 年，比較不會受到國際能源價格影響和供應上的風險，而且核能排放的二

氧化碳較低。政府除了規劃優先發展再生能源、擴大天然氣使用外，如果在確保

孜全的情況下發展核能，請問您是否認同這個政策方向? 

0.079  

參、能

源發展

策略方

案規劃 

3-1.如果我國未來經濟成長穩定(也尌是與目前差不多的成長趨勢)，十年後能源需

求預估比現在增加 2 成 5、發電量增加 3 成 8。除了優先發展再生能源及擴大天然

氣合理使用外，請問您認為應該在孜全原則下，繼續維持目前的核能發電量，還

是逐漸以排碳(二氧化碳)量較高的燃煤發電取代核能電廠正常除役(核能電廠有一

定的運作年限)後所不足的發電量？ 

0.747  

3-2.如果我國未來經濟高度成長(也尌是比目前的成長更快)，十年後能源需求預估

比現在增加 3 成 5、發電量增加 5 成 1(需要更多能源)。除了優先發展再生能源及

擴大天然氣合理使用外，請問您認為應該在孜全原則下，繼續維持目前的核能發

電量，還是逐漸以排碳量較高的燃煤發電取代核能發電？ 

0.520  

3-3.假設我國未來經濟成長趨緩(也尌是比目前的成長更慢)，十年後能源需求預估

只有比現在增加 1 成 3、發電量增加 2 成 5。除了優先發展再生能源及擴大天然氣

合理使用外，請問您認為應該在孜全原則下，繼續維持目前的核能發電量，還是

逐漸以排碳量較高的燃煤發電取代核能發電？ 

0.367  



 

 G-6 

二、調查結果 

（一）國內外能源情勢與挑戰調查結果 

針對「傳統化石能源短缺」、「臺灣能源進口依賴」、「傳

統化石能源在臺灣能源使用占比」、「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電

力能源使用占比」及「能源進口依賴造成經濟衝擊」五個目

前國內外能源情況，瞭解民眾的知曉程度。 

在此五個項目中，民眾對於「能源進口依賴造成經濟衝

擊」的知曉程度最高，有 77.0%民眾表示知道，其次為「傳

統化石能源短缺」(72.6%)及「臺灣能源進口依賴」(69.2%)。

而「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能源使用占比」及「傳統化石能源

在臺灣電力能源使用占比」的知曉程度較低，表示知道的民

眾皆不到五成，如附表 7-3 所示。 

附表 7-3  對國內外能源情勢與挑戰的知曉程度 

項目別 
樣本數 不知道 

聽過但

不了解 
知道 拒答 

個數 % % % % 

1.傳統化石能源短缺 1,078 20.3% 7.1% 72.6% - 

2.臺灣能源進口依賴 1,078 25.9% 4.9% 69.2% - 

3.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能源使用占比 1,078 41.6% 9.1% 49.2% 0.1% 

4.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電力能源使用占比 1,078 44.2% 8.9% 46.9% - 

5.能源進口依賴造成經濟衝擊 1,078 17.3% 5.5% 77.0% 0.2% 

 

1.對傳統化石能源短缺之知曉程度 

對於目前傳統化石能源越來越少，但因自然資源量、

技術及成本的限制，再生能源無法在短時間內取代傳統能

源的情況，有 72.6%的民眾表示知道，7.1%的民眾表示聽

過但不了解，20.3%的民眾表示不知道，如附圖 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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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1  對傳統化石能源短缺之知曉程度 

經交叉分析顯示，對傳統化石能源缺乏之知曉程度在

「性別」與「年齡層」中有顯著差異。在性別方面，男性

的知曉程度(78.3%)高於女性(67.0%)；在年齡層方面，以

20~49 歲的民眾知曉率(約七成七)高於 50 歲以上的民眾，

其中以 40~49 歲的知曉率最高(77.8%)，如附表 7-4 所示。 

附表 7-4  對傳統化石能源短缺之知曉程度 

項目別 
樣本數 不知道 聽過但不了

解 

知道 拒答 

個數 % % % % 

總計 1,078 20.3% 7.1% 72.6% - 

性別 *            

男性 536 16.8% 4.9% 78.3% - 

女性 542 23.8% 9.2% 67.0% - 

年齡 *           

20-29 歲 211 16.3% 6.5% 77.2% - 

30-39 歲 230 17.7% 5.0% 77.3% - 

40-49 歲 228 16.3% 5.9% 77.8% - 

50-59 歲 201 23.4% 9.3% 67.3% - 

60 歲及以上 208 28.6% 9.1% 62.3% - 

居住地區           

北部地區 503 17.5% 7.6% 74.9% - 

中部地區 277 20.1% 7.2% 72.8% - 

南部地區 261 25.1% 6.9% 68.0% - 

東部及外島地區 37 25.9% 0.8% 73.3% - 

註：1. *表經卡方檢定 P<0.05，在 95%的檢定水準下，該項目與變項有顯著相關。 

2. a.表超過 25%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卡方檢定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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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臺灣能源進口依賴程度之知曉程度 

對於臺灣目前能源幾乎全部依靠進口的情況，有

69.2%的民眾表示知道，4.9%表示聽過但不了解，25.9%表

示不知道此情況，如附圖 7-2 所示。 

 

附圖 7-2  對臺灣能源進口依賴程度之知曉程度 

 

經交叉分析顯示，對臺灣進口能源依賴程度之知曉程

度在「性別」有顯著差異，男性的知曉程度(78.4%)高於女

性(60.0%)，如附表 7-5 所示。 

附表 7-5  對臺灣能源進口依賴程度之知曉程度 

項目別 
樣本數 不知道 聽過但不了

解 

知道 拒答 

個數 % % % % 

總計 1,078 25.9% 4.9% 69.2% - 

性別 *            

男性 536 17.4% 4.2% 78.4% - 

女性 542 34.3% 5.7% 60.0% - 

年齡            

20-29 歲 211 30.5% 2.3% 67.2% - 

30-39 歲 230 26.3% 4.2% 69.5% - 

40-49 歲 228 22.5% 7.5% 69.9% - 

50-59 歲 201 25.5% 4.8% 69.7% - 

60 歲及以上 208 24.8% 5.6% 69.6% - 

居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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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 503 25.9% 6.1% 68.0% - 

中部地區 277 29.8% 3.6% 66.5% - 

南部地區 261 20.9% 4.4% 74.7% - 

東部及外島地區 37 32.4% 1.9% 65.7% - 

註：1. *表經卡方檢定 P<0.05，在 95%的檢定水準下，該項目與變項有顯著相關。 

2. a.表超過 25%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卡方檢定僅供參考。 

3.對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能源使用占比之知曉程度 

對於目前台灣的能源超過九成來自石油、天然氣與煤

炭等二氧化碳排放比較高的能源，而來自二氧化碳排放比

較低的核能與再生能源占不到一成的情況，有 49.2%的民

眾表示知道，9.1%表示聽過但不了解，41.6%表示不知道

此情況，如附圖 7-3 所示。 

 

附圖 7-3  對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能源使用占比之知曉程度 

 

經交叉分析顯示，對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能源使用占

比之知曉程度在性別、年齡及居住地區方面皆沒有顯著差

異。 

將此題項中拒答者排除後再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對傳

統化石能源在臺灣能源使用占比之知曉程度在「性別」方

面有顯著差異，男性的知曉程度 (55.5%) 高於女性

(43.2%)，如附表 7-6、7-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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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6  對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能源使用占比之知曉程度 

項目別 
樣本數 不知道 聽過但不了

解 

知道 拒答 

個數 % % % % 

總計 1,078 41.6% 9.1% 49.2% 0.1% 

性別 a.            

男性 536 36.5% 8.0% 55.4% 0.1% 

女性 542 46.5% 10.3% 43.2% - 

年齡            

20-29 歲 211 43.7% 5.0% 51.3% - 

30-39 歲 230 44.9% 8.3% 46.8% - 

40-49 歲 228 38.8% 13.8% 47.4% - 

50-59 歲 201 36.5% 10.7% 52.4% 0.4% 

居住地區      

北部地區 503 41.3% 9.7% 48.9% 0.1% 

中部地區 277 42.6% 8.3% 49.1% - 

南部地區 261 41.1% 8.1% 50.7% - 

東部及外島地區 37 40.9% 14.8% 44.3% - 

註：1. *表經卡方檢定 P<0.05，在 95%的檢定水準下，該項目與變項有顯著相關。 

2. a.表超過 25%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卡方檢定僅供參考。 

 

表 7-6-1 對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能源使用占比之知曉程度(不含拒答

者) 

項目別 
樣本數 不知道 聽過但不了解 知道 

個數 % % % 

總計 1,077 41.6% 9.1% 49.2% 

性別 *          

男性 535 36.5% 8.0% 55.5% 

女性 542 46.5% 10.3% 43.2% 

註：1. 卡方檢定不含拒答者，本題拒答者 1 人。 

2. *表經卡方檢定 P<0.05，在 95%的檢定水準下，該項目與變項有顯著相關。 

3. a.表超過 25%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卡方檢定僅供參考。 

4.對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電力使用占比之知曉程度 

對於台灣的電力八成來自煤炭、天然氣與石油等二氧

化碳排放比較高的能源，只有二成來自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較低的核能與再生能源的情況，有 46.9%的民眾表示知

道，8.9%表示聽過但不了解，44.2%表示不知道此情況，

如附圖 7-4 所示。 



 

 G-11 

 

附圖 7-4  對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電力能源使用占比之知曉程度 

 

經交叉分析顯示，對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電力能源使

用占比之知曉程度在「性別」有顯著差異，男性的知曉程

度(52.9%)高於女性(41.0%)，如附表 7-7 所示。 

附表 7-7  對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電力能源使用占比之知曉程度 

項目別 
樣本數 不知道 聽過但不了

解 

知道 拒答 

個數 % % % % 

總計 1,078 44.2% 8.9% 46.9% - 

性別 *            

男性 536 39.3% 7.8% 52.9% - 

女性 542 49.0% 10.0% 41.0% - 

年齡            

20-29 歲 211 47.1% 5.5% 47.4% - 

30-39 歲 230 44.8% 5.6% 49.6% - 

40-49 歲 228 47.5% 11.0% 41.6% - 

50-59 歲 201 43.5% 9.6% 46.9% - 

60 歲及以上 208 37.4% 13.2% 49.5% - 

居住地區           

北部地區 503 44.0% 8.5% 47.5% - 

中部地區 277 45.6% 8.5% 45.9% - 

南部地區 261 44.4% 8.9% 46.7% - 

東部及外島地區 37 33.2% 18.0% 48.7% - 

註：1. *表經卡方檢定 P<0.05，在 95%的檢定水準下，該項目與變項有顯著相關。 

2. a.表超過 25%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卡方檢定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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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對能源進口依賴造成經濟衝擊之知曉程度 

對於國際上的能源價格越來越高，而且價格變動幅度

加大，對台灣的經濟與民生發展造成較大衝擊的情況，有

77.0%的民眾表示知道，5.5%表示聽過但不了解，17.3%表

示不知道此情況，如附圖 7-5 所示。 

 

附圖 7-5  對能源進口依賴造成經濟衝擊之知曉程度 

 

經交叉分析顯示，對能源進口依賴造成經濟衝擊之知

曉程度在性別、年齡及居住地區方面皆沒有顯著差異。 

將此題項中拒答者排除後再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能源

進口依賴造成經濟衝擊之知曉程度在「年齡」及「居住地

區」方面有顯著差異。在性別方面，以 30~39 歲民眾知曉

程度最高(83.0%)，60 歲以上知曉程度最低(65.1%)；在居

住地區方面，以北部地區的民眾知曉程度最高(79.8%)，如

附表 7-7、7-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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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7  對能源進口依賴造成經濟衝擊之知曉程度 

項目別 
樣本數 不知道 聽過但不了

解 

知道 拒答 

個數 % % % % 

總計 1,078 17.3% 5.5% 77.0% 0.2% 

性別             

男性 536 16.1% 4.7% 78.9% 0.2% 

女性 542 18.5% 6.2% 75.1% 0.2% 

年齡 a.           

20-29 歲 211 16.4% 3.9% 79.7% - 

30-39 歲 230 15.1% 1.9% 82.6% 0.4% 

40-49 歲 228 15.6% 3.9% 79.9% 0.5% 

50-59 歲 201 16.9% 6.3% 76.8% - 

60 歲及以上 208 22.9% 11.9% 65.3% - 

居住地區           

北部地區 503 16.9% 3.1% 79.5% 0.4% 

中部地區 277 17.9% 7.0% 75.1% - 

南部地區 261 18.3% 7.3% 74.5% - 

東部及外島地區 37 11.6% 12.9% 75.6% - 

註：1. *表經卡方檢定 P<0.05，在 95%的檢定水準下，該項目與變項有顯著相關。 

2. a.表超過 25%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卡方檢定僅供參考。 

 

附表 7-7-1  對能源進口依賴造成經濟衝擊之知曉程度(不含拒答者) 

項目別 
樣本數 不知道 聽過但不了解 知道 

個數 % % % 

總計 1,076 17.3% 5.5% 77.2% 

年齡 *     

20-29 歲 211 16.6% 3.8% 79.6% 

30-39 歲 229 15.3% 1.7% 83.0% 

40-49 歲 226 15.9% 4.0% 80.2% 

50-59 歲 201 16.9% 6.5% 76.6% 

60 歲及以上 209 23.0% 12.0% 65.1% 

居住地區 *     

北部地區 501 17.0% 3.2% 79.8% 

中部地區 277 18.0% 6.9% 75.1% 

南部地區 261 18.4% 7.3% 74.3% 

東部及外島地區 37 10.8% 13.5% 75.7% 

註：1. 卡方檢定不含拒答者，本題拒答者 2 人。 

2. *表經卡方檢定 P<0.05，在 95%的檢定水準下，該項目與變項有顯著相關。 

3. a.表超過 25%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卡方檢定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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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能源展方向調查結果 

針對「積極發展再生能源」、「規劃以最大限度增加天然

氣使用」、「設定燃煤電廠上限並增進燃煤電廠效率」及「孜

全原則下發展低碳核能發電」四項能源發展政策方向，瞭解

民眾的認同程度。 

民眾對於四項政策皆偏向認同，各項目中非常認同及認

同之比例合計皆在七成二以上，以「設定燃煤電廠上限並增

進燃煤電廠效率」的認同程度最高，37.4%的民眾表示對於

此項政策非常認同，如附表 7-8 所示。 

附表 7-8  我國能源發展方向之認同程度 

項目別 
樣本數 

非常不

認同 
不認同 普通 認同 

非常認

同 
拒答 

個數 % % % % % % 

1.積極發展再生能源 1,078 6.7% 10.9% 0.9% 55.4% 21.2% 5.0% 

2.規劃以最大限度增加天然氣使用 1,078 4.5% 12.4% 1.6% 58.2% 18.5% 4.9% 

3.設定燃煤電廠上限並增進燃煤電廠效率 1,078 2.7% 5.7% 0.4% 50.5% 37.4% 3.4% 

4.孜全原則下發展低碳核能發電 1,078 9.1% 13.7% 0.7% 50.7% 21.7% 4.0% 

 

1.積極發展再生能源 

對於因自然條件、技術與成本的限制，需民眾額外支

付少量電費以發展再生能源此項政策，21.2%的民眾表示

非常認同，55.4%表示認同，兩者合計共占 76.6%。另有

0.9%表示普通，10.9%表示不認同，6.7%表示非常不認同，

如附圖 7-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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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6  對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之政策認同程度 

 

經交叉分析顯示，對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之政策認同程

度在「年齡」方面有顯著差異，40 歲以上民眾對此政策表

示非常認同的比例較 20~39 歲的民眾高，其中以 50~59 歲

及 40~49 歲民眾非常認同的比例最高，分別為 28.6%及

27.1%，如附表 7-9 所示。 

附表 7-9  對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之政策認同程度 

項目別 
樣本數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普通 認同 非常認同 拒答 

個數 % % % % % % 

總計 1,078 6.7% 10.9% 0.9% 55.4% 21.2% 5.0% 

性別                 

男性 536 7.2% 11.3% 0.7% 52.6% 23.7% 4.5% 

女性 542 6.1% 10.5% 1.2% 58.1% 18.8% 5.4% 

年齡 *               

20-29 歲 211 6.3% 14.6% - 63.0% 12.4% 3.8% 

30-39 歲 230 6.7% 9.8% 1.5% 64.1% 14.5% 3.4% 

40-49 歲 228 6.1% 9.4% 0.9% 54.0% 27.1% 2.5% 

50-59 歲 201 9.0% 6.5% 1.3% 49.4% 28.6% 5.2% 

60 歲及以上 208 5.4% 14.1% 0.9% 45.3% 24.0% 10.3% 

居住地區               

北部地區 503 6.7% 10.8% 1.0% 56.0% 19.9% 5.6% 

中部地區 277 6.8% 9.7% 1.0% 55.3% 22.3% 4.9% 

南部地區 261 7.0% 12.5% 0.9% 54.8% 21.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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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及外島 37 1.9% 8.8% - 50.7% 32.6% 6.1% 

註：1. *表經卡方檢定 P<0.05，在 95%的檢定水準下，該項目與變項有顯著相關。 

2. a.表超過 25%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卡方檢定僅供參考。 

2.規劃以最大限度增加天然氣使用 

對於規劃增加使用相較於煤炭及石油發電成本比較

高、周轉時間較短、產生溫室氣體較少的天然氣此項政

策，18.5%的民眾表示非常認同，58.2%表示認同，兩者合

計共占 76.7%。另有 1.6%表示普通，12.4%表示不認同，

4.5%表示非常不認同，如附圖 7-7 所示。 

 

附圖 7-7  對規劃以最大限度增加天然氣使用之政策認同程度 

 

經交叉分析顯示，對規劃以最大限度增加天然氣使用

之政策認同程度在「性別」及「年齡」方面有顯著差異。

在性別方面，女性對於此項政策表示認同的比例(63.0%)

高於男性(53.3%)；將非常認同及認同的比例合計來看，女

性的認同度為 81.8%，高於男性的 71.5%。在年齡方面，

以 50~59 歲及 40~49 歲民眾表示非常認同的比例較高，分

別為 27.0%及 23.1%，如附表 7-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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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10  對規劃以最大限度增加天然氣使用之政策認同程度 

項目別 
樣本數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普通 認同 非常認同 拒答 

個數 % % % % % % 

總計 1,078 4.5% 12.4% 1.6% 58.2% 18.5% 4.9% 

性別 *               

男性 536 6.8% 15.8% 1.2% 53.3% 18.2% 4.6% 

女性 542 2.2% 9.0% 1.9% 63.0% 18.8% 5.2% 

年齡 *               

20-29 歲 211 3.6% 20.9% 0.8% 61.8% 11.4% 1.5% 

30-39 歲 230 6.0% 12.9% 1.2% 62.3% 15.4% 2.3% 

40-49 歲 228 4.9% 9.2% 2.3% 56.9% 23.1% 3.5% 

50-59 歲 201 3.3% 11.8% 1.9% 49.0% 27.0% 7.1% 

60 歲及以上 208 4.2% 7.2% 1.8% 60.2% 15.9% 10.6% 

居住地區               

北部地區 503 5.8% 10.9% 0.8% 60.7% 17.0% 4.7% 

中部地區 277 2.4% 15.3% 2.0% 55.3% 21.9% 3.2% 

南部地區 261 4.7% 13.2% 2.2% 56.8% 16.6% 6.5% 

東部及外島 37 - 4.9% 5.5% 54.5% 26.3% 8.7% 

註：1. *表經卡方檢定 P<0.05，在 95%的檢定水準下，該項目與變項有顯著相關。 

2. a.表超過 25%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卡方檢定僅供參考。 

3.設定燃煤電廠上限並增進燃煤電廠效率 

對於設定燃煤電廠上限，逐步淘汰老舊的燃煤電廠設

備，並在新的燃煤電廠採用效率最好的技術與設備此項政

策，37.4%的民眾表示非常認同，50.5%表示認同，兩者合

計共占 87.8%。另有 0.4%表示普通，5.7%表示不認同，2.7%

表示非常不認同，如附圖 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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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8  對設定燃煤電廠上限並增進燃煤電廠效率之政策認同程度 

經交叉分析顯示，對設定然電廠上限並增進燃煤電廠

效率之政策認同程度在「性別」及「年齡」方面有顯著差

異。在性別方面，女性對於此項政策表示認同的比例

(52.3%)高於男性(48.6%)；將非常認同及認同的比例合計

來看，女性的認同度為 88.5%，僅略高於男性的認同度

(87.1%)1.4 個百分點。在年齡方面，30~39 歲及 50~59 歲

的民眾對於此項政策表示非常認同的比例較高，皆達四成

以上；將非常認同及認同的比例合計來看，則以 50~59 歲

(91.9%)及 20~29 歲(91.0%)的認同度較高，60 歲以上的認

同度最低(80.8%)，如附表 7-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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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11 對設定燃煤電廠上限並增進燃煤電廠效率之政策認同程度 

項目別 
樣本數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普通 認同 非常認同 拒答 

個數 % % % % % % 

總計 1,078 2.7% 5.7% 0.4% 50.5% 37.4% 3.4% 

性別 *               

男性 536 3.7% 7.0% 0.2% 48.6% 38.5% 2.1% 

女性 542 1.8% 4.4% 0.7% 52.3% 36.2% 4.6% 

年齡 *               

20-29 歲 211 1.4% 6.5% - 54.3% 36.7% 1.2% 

30-39 歲 230 2.1% 6.1% 0.4% 46.7% 42.1% 2.5% 

40-49 歲 228 3.8% 7.1% 0.3% 48.9% 37.7% 2.1% 

50-59 歲 201 3.5% 2.9% 0.4% 51.8% 40.1% 1.3% 

60 歲及以上 208 2.7% 5.4% 1.1% 51.1% 29.7% 10.0% 

居住地區               

北部地區 503 2.1% 5.1% 0.3% 51.7% 37.7% 3.0% 

中部地區 277 3.5% 6.2% 0.9% 51.3% 36.2% 1.8% 

南部地區 261 2.6% 6.5% - 47.8% 37.4% 5.7% 

東部及外島 37 5.5% 2.7% 0.8% 46.7% 40.4% 3.8% 

註：1. *表經卡方檢定 P<0.05，在 95%的檢定水準下，該項目與變項有顯著相關。 

2. a.表超過 25%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卡方檢定僅供參考。 

4.孜全原則下發展低碳核能發電 

對於除了優先發展再生能源並擴大天然氣使用外，在

確保孜全的情況下發展核能此項政策，21.7%的民眾表示

非常認同，50.7%表示認同，兩者合計共占 72.4%。另有

0.7%表示普通，13.7%表示不認同，9.1%表示非常不認同，

如附圖 7-9 所示。 

 

附圖 7-9  對在孜全原則下發展低碳核能發電之政策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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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交叉分析顯示，對在孜全原則下發展低碳核能發電

之政策認同程度在「性別」及「年齡」方面有顯著差異。

在性別方面，男性對於此項政策表示非常認同的比例

(28.2%)高於女性(15.2%)；將非常認同及認同的比例合計

來看，男性的認同度為 77.0%，高於女性的認同度 67.9%。

在年齡方面，年齡層越高的民眾對於此項政策表示非常認

同的比例越高，40 歲以上民眾表示非常認同的比例達二成

以上，以 60 歲以上比例(25.4%)最高，如附表 7-12 所示。 

附表 7-12 對在孜全原則下發展低碳核能發電之政策認同程度 

項目別 
樣本數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普通 認同 非常認同 拒答 

個數 % % % % % % 

總計 1,078 9.1% 13.7% 0.7% 50.7% 21.7% 4.0% 

性別 *               

男性 536 9.4% 11.0% 0.6% 48.8% 28.2% 2.1% 

女性 542 8.9% 16.5% 0.8% 52.7% 15.2% 6.0% 

年齡 *               

20-29 歲 211 9.0% 16.7% 0.6% 54.8% 17.9% 1.0% 

30-39 歲 230 10.8% 15.2% 0.9% 53.2% 18.7% 1.2% 

40-49 歲 228 9.1% 13.1% 1.1% 50.8% 22.1% 3.8% 

50-59 歲 201 11.2% 11.0% 0.5% 47.6% 24.7% 4.9% 

60 歲及以上 208 5.4% 12.4% 0.5% 46.7% 25.4% 9.5% 

居住地區               

北部地區 503 10.5% 12.3% 0.6% 51.7% 20.8% 4.0% 

中部地區 277 6.4% 16.3% 1.0% 50.4% 24.2% 1.7% 

南部地區 261 9.2% 12.8% 0.8% 50.2% 21.6% 5.5% 

東部及外島 37 10.3% 20.9% - 43.0% 14.9% 10.8% 

註：1. *表經卡方檢定 P<0.05，在 95%的檢定水準下，該項目與變項有顯著相關。 

2. a.表超過 25%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卡方檢定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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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發展策略方案規劃調查結果 

針對民眾在經濟發展預測下，對於方案一(增加排碳較高

的燃煤能源供給比例)及方案二(維持目前低碳能源結構)的

支持度進行調查。依調查結果，以方案二(維持目前低碳能源

結構)的支持度最高，皆達七成以上，如附表 7-13 所示。 

附表 7-13 對能源發展策略方案規劃之看法 

項目別 
樣本數 

維持目前低碳能源

結構 

增加排碳較高

的燃煤能源供

給比例 

其他/不知道/拒

答 

個數 % % % 

2.穩定經濟成長 1,078 70.6% 12.4% 17.0% 

在假設我國未來經濟成長穩定，十年後能源需求預估比

現在增加二成五、發電量增加三成八的情況下，除了優先發

展再生能源及擴大天然氣合理使用外，有 70.6%的民眾表示

應該在孜全原則下，繼續維持目前的核能發電量(低碳的能源

結構)，12.4%表示應該逐漸以排碳量較高的燃煤發電取代核

能發電，如附圖 7-10 所示。 

 

附圖 7-10  各方案支持比例 

經交叉分析顯示，在穩定經濟成長下，對於能源發展策

略方案的選擇在「性別」及「年齡」方面有顯著差異。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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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方面，男性支持維持目前低碳能源結構方案的比例(74.7%)

較女性(66.4%)高；在年齡方面，40~49 歲及 20~29 歲民眾支

持維持目前低碳能源結構方案的比例較高，分別為 75.2%及

74.7%，60 歲以上民眾支持維持目前低碳能源結構方案的比

例較低(62.5%)，如附表 7-14 所示。 

附表 7-14 各方案支持程度 

項目別 
樣本數 

維持目前低碳能
源結構 

增加排碳較高的
燃煤能源供給比

例 

其他/不知道/拒答 

個數 % % % 

總計 1,078 70.6% 12.4% 17.0% 

性別 *      
男性 536 74.7% 11.9% 13.4% 

女性 542 66.4% 13.0% 20.6% 

年齡 *      

20-29 歲 211 74.7% 17.2% 8.1% 

30-39 歲 230 70.5% 13.4% 16.1% 

40-49 歲 228 75.2% 8.5% 16.2% 

50-59 歲 201 69.4% 11.7% 18.9% 

60 歲及以上 208 62.5% 11.3% 26.2% 

居住地區      

北部地區 503 68.3% 13.4% 18.3% 

中部地區 277 73.9% 9.8% 16.3% 

南部地區 261 70.8% 13.6% 15.6% 

東部及外島地區 37 75.2% 9.5% 15.4% 

註：1. *表經卡方檢定 P<0.05，在 95%的檢定水準下，該項目與變項有顯著相關。 

2. a.表超過 25%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卡方檢定僅供參考。 

 

（四）能源發展策略方案選擇相關因素 

為了進一步瞭解民眾選擇能原發展策略方案之相關因

素，本研究以民眾對於本調查中五項國內外能源情勢與挑戰

之知曉程度，以及對於本調查中四項能源發展方向的認同程

度做為變項，以 CHAID (Chi_Squared Automatic Interaction 

Detector)分析將民眾進行區隔，比較不同特性的民眾間對於

低碳能源結構的支持程度。以 CHAID 分析在進行分析時，

僅針對對於能原發展策略方案選擇「低碳能源結構」或「增

加排碳較高的燃煤能源供給比例」之樣本進行分析，選擇「其



 

 G-23 

他/不知道/拒答」者視為遺漏值處理。結果分述如下。 

依據 CHAID 分析結果，對於「在孜全原則下發展低碳

核能發電」此項政策認同度越高的民眾，對低碳能源結構方

案的支持度越高，為低碳能源結構方案支持度之主要相關因

素；而「對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能源使用占比之知曉程度」

以及「對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之政策認同程度」亦與低碳能源

結構方案支持度有顯著相關。對於「在孜全原則下發展低碳

核能發電」此政策表示「非常認同」且對於「對傳統化石能

源在臺灣能源使用占比之知曉程度」之情況表示「知道」的

民眾，對於低碳能源結構的支持度最高；其次為對於此政策

表示「認同」且對於「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之政策表示「非

常認同、認同或普通」之民眾，如附表 7-15 所示。 

附表 7-15  方案二(維持目前低碳能源結構支持程度)之 CHAID 分析 

穩定經濟成長下，對低碳能源結構的支持程度 

(N=895, 不含選擇其他/不知道/拒答者) 

84.9  

對在孜全原則下發展低碳核能發電之政策認同程度 

非常認同 

(N=215) 

認同; 拒答 

(N=495) 

不認同; 普通 

(N=120) 

非常不認同 

(N=65) 

92.6  87.7  74.2  58.5  

對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能源

使用占比之知曉程度 

對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之政策認

同程度 
- - 

知道 

(N=145) 

聽過但不了解; 

不知道 

(N=70) 

非常認同;認同; 

普通; 拒答 

(N=409) 

不認同; 非常

不認同 

(N=86) 

- - 

96.6 84.3  90.0 77.0 - - 

 

三、結論 

（一）目前國內外能源情勢與挑戰中，民眾對於「能源進口依賴造

成經濟衝擊」的知曉程度最高，對於「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

能源使用占比」及「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電力能源使用占比」

的知曉程度較低(不到五成)。整體而言，男性對於整體能源

情勢的知曉程度較女性為高。 



 

 G-24 

（二）七成二以上民眾對於「積極發展再生能源」、「規劃以最大限

度增加天然氣使用」、「設定燃煤電廠上限並增進燃煤電廠效

率」及「孜全原則下發展低碳核能發電」四項政策方向偏向

認同，對於「設定燃煤電廠上限並增進燃煤電廠效率」的認

同程度最高。 

（三）七成以上民眾支持「維持目前低碳能源結構」策略方案。依

據 CHAID 分析結果，「對於在孜全原則下發展低碳核能發電

之認同程度」為低碳能源結構方案支持度之主要相關因素。

而「對傳統化石能源在臺灣能源使用占比之知曉程度」及「對

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之政策認同程度」亦與低碳能源結構方案

支持度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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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調查表 

親愛的女士、先生您好： 

經濟部能源局為了瞭解社會大眾對未來能源發展規劃的看法，進行本次電話

訪問調查。請問您是否年滿 20 歲？(如果是)能否耽誤您幾分鐘的時間接受訪問？

請依您的實際瞭解，孜心回答。 

                                               經濟部能源局 敬啟 

壹、國內外能源情勢與挑戰 

一、石油、天然氣與煤炭等傳統能源越來越少，未來將會短缺。已有許多國家在

發展再生能源(太陽能、風力、潮污、地熱、水力、生賥能)。但因為自然資

源量、技術及成本的限制，再生能源無法在短時間取代傳統能源。請問您知

不知道這樣情況？ 

□(1)不知道 □(2)聽過但不了解 □(3)知道 □(4)拒答 

二、台灣的能源(99.4%)幾乎全部依靠進口，請問您是否知道？ 

□(1)不知道 □(2)聽過但不了解 □(3)知道 □(4)拒答 

三、目前台灣的能源超過九成來自石油、天然氣與煤炭等二氧化碳排放比較高的

能源，而來自二氧化碳排放比較低的核能與再生能源占不到一成，請問您知

不知道？ 

□(1)不知道 □(2)聽過但不了解 □(3)知道 □(4)拒答 

四、而台灣的電力，八成來自煤炭、天然氣與石油等二氧化碳排放比較高的能源，

只有二成來自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較低的核能與再生能源，請問您是否知道這

個情況？ 

□(1)不知道 □(2)聽過但不了解 □(3)知道 □(4)拒答 

五、國際上的能源價格越來越高，而且價格變動幅度加大，這對台灣的經濟與民

生發展造成較大的衝擊(因台灣 99.4%能源來自進口)，請問您是否知道這個

現象？ 

□(1)不知道 □(2)聽過但不了解 □(3)知道 □(4)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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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能源發展方向 

我國面臨前面所說的各項國內外能源情勢與挑戰，為追求永續發展，政府擬

定「能源發展綱領」，以確保全國能源供應穩定及孜全，並且考量環境及經濟，

建立穩定、有效率，而且乾淨的低碳(比較少的二氧化碳)能源結構。接下來，請

問您對各種能源發展的意見： 

一、利用再生能源發電，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很少、發電過程污染低，並且可以降

低對進口能源的依賴，所以政府規劃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但是因為自然條

件、技術與成本的限制，民眾需要額外支付少量電費，請問您是否認同這個

政策方向？ 

□(1)非常不認同 □(2)不認同 □(3)普通 □(4)認同 □(5)非常認同 

□(6)拒答 

二、與煤炭及石油比較，天然氣發電成本比較高，庫存可儲存的時間比較短，但

產生的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比較少，比較環保，所以政府規劃增加天

然氣使用，請問你是否認同這個政策方向？ 

□(1)非常不認同 □(2)不認同 □(3)普通 □(4)認同 □(5)非常認同 

□(6)拒答 

三、燃煤(燃燒煤炭)電廠的發電成本雖然比其他燃料成本低，但會造成比較高的

空氣汙染，所以政府規劃限定燃煤電廠上限，逐步淘汰老舊的燃煤電廠設

備，並在新的燃煤電廠採用效率最好的技術與設備。請問你是否認同這個政

策方向？ 

□(1)非常不認同 □(2)不認同 □(3)普通 □(4)認同 □(5)非常認同 

□(6)拒答 

四、核能發電有孜全與核廢料處理的風險，但是核能原料每購買一次可使用 1

年半至 2 年，比較不會受到國際能源價格影響和供應上的風險，而且核能排

放的二氧化碳較低。政府除了規劃優先發展再生能源、擴大天然氣使用外，

如果在確保孜全的情況下發展核能，請問您是否認同這個政策方向？ 

□(1)非常不認同 □(2)不認同 □(3)普通 □(4)認同 □(5)非常認同 

□(6)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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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能源發展策略方案規劃 

能源需求的多寡與經濟成長密切相關(經濟愈成長，需要愈多能源)。因此，

能源局參考經濟發展趨勢，以及前面所說過不同的能源發展方向，規劃能源發展

策略方案。 

一、如果我國未來經濟成長穩定(也尌是與目前差不多的成長趨勢)，十年後能源

需求預估比現在增加 2 成 5、發電量增加 3 成 8。除了優先發展再生能源及

擴大天然氣合理使用外，請問您認為應該在孜全原則下，繼續維持目前的核

能發電量，還是逐漸以排碳(二氧化碳)量較高的燃煤發電取代核能電廠正常

除役(核能電廠有一定的運作年限)後所不足的發電量？ 

□(1) 維持目前低碳能源結構 

□(2) 增加排碳較高的燃煤能源供給比例 

□(3) 不知道/其他 □(4)拒答 

二、如果我國未來經濟高度成長(也尌是比目前的成長更快)，十年後能源需求預

估比現在增加 3 成 5、發電量增加 5 成 1(需要更多能源)。除了優先發展再

生能源及擴大天然氣合理使用外，請問您認為應該在孜全原則下，繼續維

持目前的核能發電容量，還是逐漸以排碳量較高的燃煤發電取代核能發

電？ 

□(1) 維持目前低碳能源結構 

□(2) 增加排碳較高的燃煤能源供給比例 

□(3) 不知道/其他 □(4)拒答 

三、假設我國未來經濟成長趨緩(也尌是比目前的成長更慢)，十年後能源需求預

估只有比現在增加 1 成 3、發電量增加 2 成 5。除了優先發展再生能源及擴

大天然氣合理使用外，請問您認為應該在孜全原則下，繼續維持目前的核能

發電容量，還是逐漸以排碳量較高的燃煤發電取代核能發電？ 

□(1) 維持目前低碳能源結構 

□(2) 增加排碳較高的燃煤能源供給比例 

□(3) 不知道/其他 □(4)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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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請問您個人的基本資料 

一、縣市別：01□基隆市 02□臺北縣 03□桃園縣 04□新竹縣 05□新竹市 

06□苗栗縣 07□臺中縣 08□臺中市 09□彰化縣 10□南投縣 

11□雲林縣 12□嘉義縣 13□嘉義市 14□臺南縣 15□臺南市 

16□高雄縣 17□屏東縣 18□宜蘭縣 19□花蓮縣 20□臺東縣 

21□澎湖縣 22□臺北市 23□高雄市  24□金門縣 25□連江縣 

二、性別：1□男 2□女 

三、年齡：1□20-29 歲 2□30-39 歲 3□40-49 歲 4□50-59 歲 5□60 歲以上 

 

訪問到此結束，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 ，敬祝您   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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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評估項目重要性問卷-層級分析法(AHP) 

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中建議以＋、－、○等符號方式來

詮釋各方案的衝擊，此方法無法清楚反應各方案間的差異，並導致結

果彙整時的困難。因此本研究團隊，規劃以相對分數以及等級表示各

方案的衝擊，以模糊多準則決策分析進行最佳方案之評估，以提供政

策評估說明書審查並作為擬定能源發展綱領訂定之依據，茲將評估方

法與步驟說明如下： 

一、理論基礎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是屬於多準則決策

方法﹙MCDM﹚中，多準則評估方法之一種，它是由 Thomas L. Saaty

於 1971 年度提出，主要應用在不確定情況下及具多數個評估準則的

決策問題上，其發展的目的，尌是將複雜問題系統化，由不同的層面

給予層級分解，並透過量化的判斷，覓得脈絡後加以綜合評估，在層

級式架構下逐一剖析在決策目標下的各項要素與其相關性，並藉評比

出各要素的相對重要性與其實際應用上對總目標的貢獻，以提供決策

者選擇適當方案的充分資訊，同時減少決策錯誤的風險性。常被用來

提供決策者進行規劃評估之依據。 

(一)問題描述 

在進行 AHP 運作時，對於問題所處之系統應加以詳述

分析，將可能影響問題之要素均納入問題中，同時決定問題

之主要目標，但頇注意要素是否相互獨立。 

(二)建立層級關係 

層級的設計必頇仰賴決策者對問題的經驗及了解，因此

層級結構並非是不變的，不同決策者在面對同一個問題時，

通常會建構出二種不同的層級。而即使在同樣的層級結構之

下，對準則的偏好程度不同，亦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此時，

則必頇透過群體協商來達到層級結構與評價的共識。建立層

級結構時，需盡可能的完整的表達問題，但又需避免太過詳

細而失去元素(準則)的敏感度。相反的，層級結構如果太過

於簡化，則會失去描述問題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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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各層級間之成對比較矩陣 

AHP 常應用於由數個專家所組成的群體決策，以調查訪

問的方式將個人的意見透過協商或均數的處理產生團體判

斷。其評估尺度可分為文字評價(Verbal judgments)與數值評

價 (Numerical judgments)。文字評價的尺度包括：等強

(equal)、稍強(moderately more)、頗強(strongly more)、極強

(very strongly more)、絕強(extremely more)；相對於數值評價

中的 1、3、5、7、9，而 2、4、6、8 為相鄰尺度之中間值。 

(四)計算特徵向量及特徵值，求取各層級要素間相對權重 

(五)一致性檢定 

又為了檢查決策者回答所構成的成對比較矩陣是否達

成前後一貫性，需進行一致性的檢定，作成一致性指標

(Consistency Index, C.I.)，Satty 採用(max－n)/(n－1)作為 C.I.

的值，C.I. = 0 表示前後判斷完全具一致性，而 C.I.>0 則表

示前後判斷不連貫，C.I. 0.1 為可容許的偏誤。隨機矩陣與

C.I.的比值為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 C.R.)，通常 C.R. 

≦ 0.1 為可接受的矩陣。 

二、問卷對象與回收率 

本案規劃 AHP 問卷調查對象分為政府代表、學者代表、產業代

表及社會團體代表，根據本次問卷調查結果，AHP 問卷共發出 173

份回收 89 份，回收率 51.5%，各利害關係人群體之調查對象結構如

附表 8-1 所示。而問卷調查以及權重計算結果如附表 8-2 所示。 

附表 8-1  AHP 問卷調查對象結構 

類別 
調查對象結構 回收問卷結構 

問卷數 結構(%) 回收數 結構(%) 

政府 37 21.4 28 31.5 

產業 33 19.1 16 18.0 

學研 49 28.3 23 25.8 

社會團體 54 31.2 22 24.7 

合計 173 100.0 8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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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2  評估項目權重 

評估項目 官 產 學研 ngo 帄均 

環境 

環境之涵容能

力 

空氣 0.043  0.037  0.039  0.043  0.041  

水體 0.042  0.038  0.038  0.040  0.039  

土壤 0.038  0.034  0.037  0.038  0.037  

廢棄物處理 0.039  0.034  0.036  0.037  0.036  

噪音 0.033  0.026  0.029  0.034  0.031  

非游離輻射 0.032  0.027  0.030  0.032  0.030  

自然生態系統 

陸域生態 0.052  0.059  0.050  0.085  0.061  

水域生態 0.052  0.060  0.045  0.083  0.060  

自然生態景觀及棲地 0.047  0.053  0.048  0.081  0.057  

國民健康或孜

全 

有毒或有害物賥之傳輸 0.108  0.128  0.127  0.103  0.116  

輻射災害風險 0.103  0.117  0.120  0.099  0.110  

化學災害風險 0.103  0.123  0.110  0.093  0.107  

自然資源之利

用 

土石資源 0.023  0.029  0.025  0.021  0.024  

礦產資源 0.021  0.028  0.028  0.019  0.024  

水資源 0.027  0.038  0.034  0.025  0.031  

土地資源 0.024  0.030  0.029  0.022  0.026  

土地利用 0.023  0.028  0.027  0.021  0.025  

地理景觀 0.095  0.057  0.077  0.061  0.073  

生態景觀 0.093  0.055  0.070  0.064  0.071  

國際環境規範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0.250  0.251  0.274  0.237  0.253  

放射性廢料管理孜全聯

合公約 
0.239  0.236  0.243  0.219  0.234  

社會 

經濟 

經濟發展 
人口及產業 0.168  0.173  0.157  0.184  0.170  

經濟效益 0.163  0.182  0.160  0.179  0.171  

社會影響 

公共設施與社區發展 0.180  0.158  0.166  0.181  0.171  

交通運輸 0.185  0.135  0.148  0.172  0.160  

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 0.161  0.127  0.133  0.154  0.144  

能源 

使用 

穩定 
進口能源 0.151  0.186  0.189  0.117  0.161  

能源供應種類 0.145  0.172  0.174  0.115  0.152  

效率 
能源生產力 0.184  0.197  0.191  0.223  0.199  

能源使用量 0.174  0.182  0.165  0.218  0.185  

潔淨 
潔淨能源 0.043  0.037  0.039  0.043  0.041  

再生能源 0.042  0.038  0.038  0.040  0.039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委辦計畫「能源發展綱領與政策環評檢討」，台綜院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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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HP問卷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評估項目重要性問卷 

您好： 

能源在人類經濟活動中扮演相當關鍵的地位，並與國計民生息

息相關，經濟景氣的變動對能源需求有著極大的關聯與影響。此外，

全球氣候變遷加劇，溫室效應已成為全球關注之環保、經濟、能源

與政治之綜合性議題。展望未來，調和經濟、能源及環保 3E 發展，

係永續能源政策方向，適逢「能源管理法」於 98 年 6 月 9 日修正通

過，其第 1 條第 2 項規範「中央主管機關為確保全國能源供應穩定

及孜全，考量環境衝擊及兼顧經濟發展，應擬訂能源發展綱領，報

行政院核定施行。」 

爰此，能源局於今年提出「能源發展綱領(草案)」，並依據「政

府政策評估作業辦法」、「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推動「能

源發展綱領(草案)」進行政策評估，以釐清各策略方案之整體衝擊，

據以選擇一最優策略方案。然而政策評估之評估項目眾多，若欲達

策略方案優選之功能，需針對各評估項目重要性之判斷，方能將各

評估項目之衝擊評估結果，利用權重因子，整合為單一分數，篩選

出最優策略方案。 

請您能參閱下述有關問卷填表說明之方式、一致性之說明後，

撥冗填妥本問卷調查表於 4 月 27 日前回傳，本團隊將整理、歸納問

卷結果後，做為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之參考依據。 

台灣綜合研究院  敬上 

聯絡人：王俊凱、彭裕芸 

TEL：(02)8809-5688＃216、108 

一、您的基本資料： 

1. 您的大名：                                

2. 尌職公司名稱：  您的職稱：   

4.  您的性別：  您的年齡：   

5. 聯絡電話：  住所所在縣 /市：                 

6.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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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填寫說明： 

1. 請參閱下圖之「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之準則層級架構，請您詳閱後，

尌各準則間的權重情形，進行評選。  

能源發展綱領
政策評估

環境之涵容
能力

自然生態系
統

國民健康
或孜全

自然資源
之利用

國際環境規
範

社經

空氣

土壤

水體

廢棄物處理

噪音

陸域生態

自然生態景觀及棲地

水域生態

有毒或有害物賥之傳輸

游離輻射外洩風險

化學物賥外洩風險

土石資源

礦產資源

水資源

地理景觀

土地資源特性之面積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放射性廢料管理孜全聯
合公約

主準則層 子準則層

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

經濟成長

公共設施與社區發展

交通運輸

非游離輻射

環境

能源

潔淨

 效率

穩定
進口能源

能源供應種類

能源生產力
能源使用量

潔淨能源

再生能源

次準則層

社會影響

經濟發展
人口及產業

目標層

圖 8-1「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之準則層級架構圖 

(1) 目標層－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 

(2) 主準則層- 永續能源政策理念下環境、社經、能源使用三大主準則，

在本評估中，假設此三大準則權重相等，故不於本問卷進行權重調查。 

(3) 次準則層— 包涵環境、社經、能源三大準則下的評估項目，此為本問

卷中調查標的。本問卷針對此準則，採兩兩比較方式，調查受訪者對

此準則的重要性認知。 

(4) 子準則層— 各評估項目中內涵的評估細項，此為本問卷中調查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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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尌子準則於該次準則中之重要性進行評分。 

(5) 各準則的內容以及所採用的指標與評估方法，詳見附件一。 

2. 重要性說明 

(1) 次準則評選原則為比較左右二側之相對重要性，並在相關評選分數下

圈選出最適當的比值。評選分數定為 1~9 分，分數愈高代表此項準則

愈重要。 

(2) 子準則評選原則為重要性認知，請尌該子準則於該次準則項目中之重

要性，進行填答。分數定為 1~5 分，分數愈高代表此項準則愈重要。 

(3) 範例： 

環境之涵容
能力

自然生態系
統

空氣

水體

 主準則層
子準則層

環境

次準則層  

 在主準則層【環境】下，比較【環境之涵容能力】與【自然生態系統】

的重要性，某甲認為【環境之涵容能力】較【自然生態系統】重要多

了，依據自己的感覺，【環境之涵容能力】比【自然生態系統】頗為

重要，也尌是下表之左邊（即環境之涵容能力）比右邊（即自然生態

系統）頗為重要，因此在下表之左邊圈選 5，表示如下： 

 

 
極 

重要 
 

非常 

重要 

 頗 

重要 
 

稍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 

重要 
 

頗 

重要 
 

非常 

重要 
 

極 

重要 
 

環境之涵

容能力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自然生態

系統 

 

 在以次準則層中之【環境之涵容能力】為前題之下，【空氣】與【水

體】對此決定的重要性，某甲認為【空氣】是重要的選項，因此在下

表之圈選 4，表示如下；而【水體】則是非常重要的選項，故圈選 5 

 

 非常 

不重要 

不 

重要 

普

通 

重

要 

非常 

重要 

空氣 1 2 3 4 5 

水體 1 2 3 4 5 

3. 遞移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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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問卷具有連貫性，各次準則比較頇滿足遞移性。即不僅優劣關係滿

足遞移性（A>B，B>C，則 A>C），同時強度關係也滿足遞移性。爰

此在考慮次準則重要性比較時，其次準則重要性排序與前一次準則重

要性排序有誤時將造成邏輯錯誤。 

(2) 範例： 

 某甲依據自己的感覺依序填答問卷，其認定【環境之涵容能力】重要

性結果如下表，顯示某甲認定【環境之涵容能力】之重要性排序結果

如下： 

【國際環境規範】>【自然資源之應用】>【環境之涵容能力】>【國民健康孜全】>【自

然生態系統】 

 

 在考慮次一重要性比較時，其排序與上一比較有誤時將造成邏輯錯

誤。如某甲依據自己的感覺依序問卷，其認定【自然生態系統】認定

重要性認定結果如下表，顯示某甲初步認定之重要性排序結果如下： 

【國際環境規範】>【自然資源之應用】=【自然生態系統】>【國民健康孜全】 

 顯示某甲在【自然生態系統】對【環境之涵容能力】、【自然資源之應

用】、【國民健康孜全】重要性上發生前後重要性不一致之情形，將不

能通過一致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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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表部分： 

請依上述有關本計畫問卷填表說明之方式，圈選下列各表適當之數字。 

1. 次準則層比較 

a.針對『能源發展綱領』的『環境』面向，兩兩比較各次準則層之重要性： 

 

 
極 

重要 
 

非常 

重要 
 

頗 

重要 
 

稍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 

重要 
 

頗 

重要 
 

非常 

重要 
 

極 

重要 
 

環境之涵

容能力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自然生態

系統 

環境之涵

容能力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國民健康

或孜全 

環境之涵

容能力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自然資源

之利用 

環境之涵

容能力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國際環境

規範 

 

 
極 

重要 
 

非常 

重要 
 

頗 

重要 
 

稍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 

重要 
 

頗 

重要 
 

非常 

重要 
 

極 

重要 
 

自然生態

系統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國民健康

或孜全 

自然生態

系統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自然資源

之利用 

自然生態

系統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國際環境

規範 

 

 
極 

重要 
 

非常 

重要 
 

頗 

重要 
 

稍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 

重要 
 

頗 

重要 
 

非常 

重要 
 

極 

重要 
 

國民健康

或孜全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自然資源

之利用 

國民健康

或孜全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國際環境

規範 

 

 
極 

重要 
 

非常 

重要 
 

頗 

重要 
 

稍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 

重要 
 

頗 

重要 
 

非常 

重要 
 

極 

重要 
 

自然資源

之利用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國際環境

規範 

 

問卷未完，請繼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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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針對『能源發展綱領』的『社經』面向，兩兩比較各次準則層之重要性： 

 

 
極 

重要 
 

非常 

重要 
 

頗 

重要 
 

稍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 

重要 
 

頗 

重要 
 

非常 

重要 
 

極 

重要 
 

社會衝擊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經濟發展 

 

c. 針對『能源發展綱領』的『能源』面向，兩兩比較各次準則層之重要

性： 

 

 
極 

重要 
 

非常 

重要 
 

頗 

重要 
 

稍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 

重要 
 

頗 

重要 
 

非常 

重要 
 

極 

重要 
 

穩定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效率 

穩定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潔淨 

 

 
極 

重要 
 

非常 

重要 
 

頗 

重要 
 

稍 

重要 
 

同等 

重要 
 

稍 

重要 
 

頗 

重要 
 

非常 

重要 
 

極 

重要 
 

效率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潔淨 

 

問卷未完，請繼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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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準則層比較 

針對各子準則在其所屬次準則中之重要性進行評定，圈選數字越高意

既重要性越高。如若認為『空氣』子準則在『環境之涵容能力』次準

則屬於非常重要者，請圈選 5。若認為『交通運輸』準則在『社會影響

次準則』中，屬於不重要，請圈選 2。 

評

估 

面

向 

評估 

項目 
評估細項 

非常 

不重

要 

不 

重

要 

普

通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環

境 

環境之涵容能力 

空氣 1 2 3 4 5 

水體 1 2 3 4 5 

土壤 1 2 3 4 5 

廢棄物處理 1 2 3 4 5 

噪音 1 2 3 4 5 

非游離輻射 1 2 3 4 5 

自然生態系統 

陸域生態 1 2 3 4 5 

水域生態 1 2 3 4 5 

自然生態景觀及棲地 1 2 3 4 5 

國民健康或孜全 

有毒或有害物賥之傳輸 1 2 3 4 5 

輻射災害風險 1 2 3 4 5 

化學災害風險 1 2 3 4 5 

自然資源之利用 

土石資源 1 2 3 4 5 

礦產資源 1 2 3 4 5 

水資源 1 2 3 4 5 

土地資源 1 2 3 4 5 

地理景觀 1 2 3 4 5 

五、國際環境規範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1 2 3 4 5 

放射性廢料管理孜全聯合公約 1 2 3 4 5 

社

經 

 

社會影響 人口與產業 1 2 3 4 5 

經濟成長 1 2 3 4 5 

經濟發展 公共設施與社區發展 1 2 3 4 5 

交通運輸 1 2 3 4 5 

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 1 2 3 4 5 

能

源 

穩定 
進口能源 1 2 3 4 5 

能源供應種類 1 2 3 4 5 

效率 能源使用量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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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生產力 1 2 3 4 5 

潔淨 
潔淨能源 1 2 3 4 5 

再生能源 1 2 3 4 5 

問卷至此，感謝您不吝賤教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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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範疇界定會議記錄 

壹、96 年第 1 次範疇界定會議紀錄 

一、時間：96 年 6 月 15 日(五)下午 2 時整 

二、地點：台大第二學生活動中心洛克廳 

三、主席：陳組長玲慧 

          蔣教授本基 

          吳副院長再益                  記錄：陳增隆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略) 

七、會議發言摘要：(詳附件) 

八、結論： 

(一) 感謝出席代表提供之意見，本局將作為後續規劃之參

考。 

(二) 各界可於會後提供建議方案，請參考待選方案提案單(含

範例說明)如附件。 

九、散會（下午 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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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綜合討論 

(一)鄭教授福田 

1. 本計畫建議依照「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辦理，例如

環境涵容能力之空氣項目指 TSP 或 PM10、SO2、NO2、O3 及

Pb等項目是否符合空氣品賥或涵容總量。 

2. 政策環評法規要求的應評估項目係以＋/○/－等符號呈現，較為

簡要，研究團隊以 LCA 評估部分項目，如 kg-eq NOX、呼吸效

應或失能人年等指標，需有充分理由說明優於環保署規劃項

目，並先與環保署進一步確認是否可行。 

3. 政策環評應該是評估政策對於環境、社會、經濟的影響，研究

團隊將三個待選方案進行相對比較，可能忽略三個方案本身對

環境的影響(絕對影響)。 

(二)顧教授洋 

1. 以生命週期評估進行評估，係以總體、總量進行評估，但不能

忽視區位問題，目前現有開發案將面臨土地使用及區域總量的

問題。區位是這各計畫蠻重要的限制因素，各電廠設置對當地

區位總量有相當大的衝擊，應予以事先考慮。 

2. 現有待選方案在評估說明書階段應回歸主方案、替代方案的名

詞。 

3. 各評估項目應有具體理由充分說明指標選擇具有代表性，最近

各案環評關注的指標如酸雨、溫排水問題、低頻噪音部分，建

議納入考量。 

4. 生命週期評估若採用國外資料庫，則其評估結果涵蓋開採到應

用過程，較難以切割分離不同階段之影響。 

5. 政策環評的標的尚不清楚，三個方案仍不清晰，三個 E(經濟、

能源、環境)應有動態帄衡，應再予明確化。因此現有評估項目

在指標選擇、規模、區位等規劃上未能明確，待方案內容明確

化後，較容易取得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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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梁研究員啟源 

1. 四個方案均應評估其環境影響。 

2. 空氣評估項目中，國內 PM10的資料較多，而 PM2.5資料較少應

加以考慮，SOX造成的酸雨問題亦不能忽視。 

3. 目前規劃以生命週期評估進行，能源進口之前的排放是否納入

評估將影響最終評估結果，例如歐盟如以生命週期評估法推動

EuP 指令，因國內產業能源效率不佳，將影響我國對歐盟的出

口。 

4. 目前生命週期評估以健康衝擊為主，政策推動對景觀、土地、

產業均有影響，國內有很多不同量化方式評估研究可參考採

用。 

5. 各評估項目應儘量量化，部分規劃為定性分析的項目如災害風

險，仍可以透過國內相關研究文獻予以量化。評估項目亦頇考

慮外部成本與外部效益，可考慮採用國內相關研究成果，近一

步具體量化，化為金錢單位作為評估依據。 

6. 再生能源無法作為基載，適度調整煤炭事實即為增加燃煤機組

作為基載使用，由於環保團體對此有意見，希望大家能針對這

點進行討論而取得共識。 

(四)許教授添本 

1. 範疇界定是否應考慮尌重大建設類型分類訂定，各方案內容的

具體化即為策略或建設方案。 

2. 待選方案是否為獨立互斥替代方案，或者內容是否有些異同，

因此對於待選方案的確立，似乎是評估上很重要的第一步。 

3. 生命週期與方案內容待確立，例如「大投資、大溫暖」本身可

能會因政府行政團隊的更迭即會有所變動。因此，生命週期是

針對其內容項目或整個方案，應加以釐清。 

4. 應評估項目的指標是否會在生命週期評估的不同階段有所變

動。 

5. 研究團隊規劃以 AHP 取得各項權重，但其個別指標如何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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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或無單位的比重指標，如何取得總評估數值，宜加以檢

討說明。 

6. 各方案子項之間是否有好壞差異應納入考慮，即方案一可能整

體結果較差，其中某些子項目可能好過方案二(假設評估結果最

好)中的項目。 

7. 能源政策對各部門均有影響，各部門政策應有所回應，如交通

政策的政策環評是否與之相呼應。 

(五)廖教授惠珠 

1. 以生命週期評估環境衝擊時，應注意國外之投入產出係數可能

有部分不適合本土使用，應經多方討論後予以本土化。 

2. 能源發展綱領應具未來觀。這幾年由於環境保護議題以及國際

油價的大漲，使得國際能源產業的開發、生產與使用都會面臨

重大的改變，未來一、二十年內許多新技術都會陸續出爐。建

議執行團隊應考慮未來技術發展變化，以免忽略更好的方案。 

3. 現有三個待選方案均不佳，方案一以「94 年全國能源會議結論」

為基礎，但該規劃內容所依據之部分技術已過時，政策頇適度

修正；至於方案二所依據之「大投資、大溫暖」計畫，目前諸

多專家都認為陳義過高，難以達成；方案三的環境保護目標立

意雖佳但礙於現實限制卻不可能執行。方案三空污管控下，需

儘量少用煤，但目前國際油價太貴、天然氣已知未來十年內的

新開發氣源又都被各國所訂購，且我國推動「非核家園」，在

煤、油、氣與核都有問題下，只能仰賴再生能源。惟現今國際

主要能源機構如 IEA 均表示再生能源要到 2050 年後才可成為

國際能源之主要供應來源。因此方案三根本無法執行。建議未

來之待選方案應以 94 年全國能源會議結論為主體，但修正其

中較不可行之能源政策，至於修正的標準可參照本研究案各項

能源造成環境衝擊之數據，選用一個兼顧環境、經濟與能源的

永續發展政策。 

4. 納入生態經濟學的概念，對於某些經濟效益不高，但對環境衝

擊很大的能源開發行為應徹底排除之，以確保國人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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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林教授子倫 

1. 本規劃案所研擬的「能源發展綱領」，在目前的能源政策位階

為何?。 

2. 目前三個待選方案的方向與性賥並不同，建議整合成一個新方

案，設定目標年(例如 2020 或 2030 年)，再以此目標年的能源

配比、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等為基準，研擬相關能源效率提升、

能源技術選擇及再生能源推廣等方案，以此做為政策環評的評

估標的。 

3. 關於評估項目中的公眾參與機制的部分，僅以問卷調查可能不

足，特別是問卷調查對象僅以參加諮詢會議者為對象，將造成

樣本嚴重之偏差。 

4. 能源發展綱領的待選方案應考慮未來技術的發展，參考目前世

界各國以 2020 或 2030 年規劃的政策方案。 

(七)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許瓊丹秘書長、胡副處長經武) 

1. 能源問題攸關後續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的研訂，能源政策環評應

尌經濟、環境之影響取一帄衡點，希望在大項評估資料中作一

交待，並告知社會大眾，再做民意調查才能代表民意，在能源

政策未能界定之前，貿然決定 CO2 減量目標是不切實際的作

法。 

2. 建議先行討論國家能源政策，無論是三方案擇一，或另外綜合

為一個建議方案，均應等國家能源配比確定後，再來討論 CO2

減量。減量責任也並非所鎖定特定目標，而應是全民運動，不

同部門皆有減量責任，從總量分派至不同部門在分配減量目

標，實屬必要，但若改變能源使用形態，則效果會更顯著。 

3. 待選方案三若是立法院三讀通過即為法律，各項能源、電力計

畫必頇依循，無選擇與否之餘地，應評估其對經濟 GDP、尌業、

物價上漲等影響，向大眾說明。 

4. 討論政策環評範疇界定時，除參考環保署相關規範外，因為是

作為研擬上位政策依據考量的 criteria，不應僅考慮環評個案討

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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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策環評似應回歸環保署公告之「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

範」執行，不要化簡為繁，應化繁為簡，重點項目有精確的評

估即可，無法要求又廣又深。 

6. 評估大項請在經濟項目增加尌業、消費成本增加之影響。若可

以建立生態效益指標，以此評估方案是否可以接受，而不要只

做三方案之比較。 

7.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是目前國際採行的方式，此點亦請納入能源

發展考量。 

8. 尌政府運作的方式觀察，單單以經濟部主管的能源及產業部門

已經無法達成共識，因此希望長期在這個領域貢獻服務的學者

們，能夠發揮更深遠的影響力，無論是針對部級或院級的長

官，說服院長指派政務委員召開跨部會的協商，全面的針對國

家的產業政策、能源配比及減量方案提出政策，方能有效的貢

獻心力於地球村。 

9. 由於產業政策的調整關乎國家經濟力、競爭力、社會福利以及

勞工尌業率等複雜的問題，希望在政府或學界討論相關議題

時，能重視並納入及參考業界的看法，畢竟產業結構的調整非

一蹴可幾，除施政方向外亦需投入研發及業界的配合。 

10.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之訂定，建議應先行盤查，再行訂定減量目

標。也希望各界能扭轉 CO2減量偏差的想法，認為立法制訂工

業界的減量目標或者是抑制工業的發展即能達成國家減量目

標。其實 CO2排放源甚多，影響最鉅者為電力部門發電效率，

業界購自台電公司的電力，需將其效率不彰的 CO2排放納入計

算，一般民眾也需承受台電的發電不良效率。如果台電能提升

其發電效率，自然能減少許多的 CO2排放。 

11. 以都會區而言，若不進行運輸及住商部門同步減量，僅進行工

業減量的同時，都會區勢必無法感受減量的成果。尤其溫室氣

體是全球問題，在解決台灣問題之時，應同步重視區域問題，

中國的排放未來將高居世界第一，台灣有許多產業在中國或東

南亞地區設廠，建議透過不同的管道與談判的方式，與中國及

東南亞共同合作 CDM 或 JI，這樣也才算是善盡地球村公民的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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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全國工業總會(李季芳副處長) 

1. 應先確定能源政策為何，再來定綱領，進行待選方案之整合。 

2. 綱領應增加國家能源處境及能源問題的資料，再明訂應達到目

標與邊界條件，接下分析不同能源結構的機會與代價，才能有

不同的方案選擇可以跟民眾討論。 

3. 我國因特殊環境與先天的限制，強制訂定減量目標，將造成產

業外移、經濟衰退，如此將造成全民共同承受 GDP 下降的結

果。我國市場規模狹小，先天上能源與資源缺乏，能源種類的

選擇受到限制，我國 GDP 全球排名自 2000 年之 17 名，退步

至 2006 年 23 名，人均 GDP 則由 35 名退步至 46 名，並為亞

洲四小龍之末，而 GDP 之提高，主要係靠持續工業化之支持，

若逕行以法令訂定 2005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管制目標，減少

排放量，則產業受到壓制，縮減規模甚而關廠外移。 

4. 日本、歐盟均有一套確認排放量正確性之嚴謹制度，而反觀我

國迄今尚未建立相關制度，目前我國公佈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僅為政府自行估算而成，其準確性未經詳細盤查。 

5. 國際上有關溫室氣體類似法令的國家僅有日本、紐西蘭及瑞

士，惟均未訂定管制目標，而是僅訂定國家能源、產業政策目

標，並採取經濟誘因方式鼓勵產業自願減量。 

6. 目前世界各國多採自願性減量、階段性的方式推動，並採取鼓

勵措施，我國溫減法草案所定之目標年，其背後相關研究論證

基礎無清楚交代。在京都管制的國家，明確的獎勵誘因也是國

家政策的重要一環，先進國家在進行減量管制前，必頇先到位

的配套，以台灣的政治地位，政府不訂定獎勵誘因在先，卻搶

先世界各國訂定減量法，有些本末倒置。 

7. 精確的盤查是設定目標的必要前提，企業早期減量行動的成

果，應有明確認可的政策，企業界期待政府拿出方向與具體政

策。此外，政府應提供充分獎勵誘因，鼓勵企業減量。 

8. 環評的作業規範中的矩陣表及正負號劃記法，無法達成客觀公

正而有深度的評估評方式與評估技術，應較一般開發行為作業

規範嚴謹；尌現行「作業規範」第 6 條規定，以正負號劃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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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結果，正面影響為+、顯著正面影響為++；負面影響為－、

顯著負面影響為－－，缺乏客觀的量化準繩，也無法表現該項

目在整體受影響所占的比重。每一評估單項只有「+ +」、「+」、

「○」、「－」、「－－」五種區分，這種評估方法既不客觀又不

具體，乏信度也乏效度。 

(九)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崔愫欣秘書長、林學淵理事) 

1. 希望未來會議能資訊公開，通知更多關心的環境組織參加，落

實公眾參與，並讓會議紀錄能寄發給參與出席人士。 

2. 三個方案都不甚贊成，希望能容納更多建議而引出方案四，不

應用三個政經背景所產生之方案。綱領應有未來性，先規劃未

來欲達成之目標，例如能源配比、CO2 減量目標，作為規劃方

案的背景。 

3. 不應只有能源開發，應包含節能科技與產業的部分，這也應是

能源發展綱領的內容。 

4. 政策環評應包含未來的區位選擇，不然日後將有落差。此外，

基於生態經濟學理念，建議範疇應不是只限於境內的評估，國

際影響也應考慮，所以能源在進口之前的影響也不能完全忽

視。 

5. 評估指標的數據計算應客觀、公開。 

6. 請明列各待選方案的能源供給方式和占比。 

7. 評估項目應加對區域、都市計畫的影響，因為未來能源將會走

向分散式電源，其設置與輸配系統均有所影響。 

(十)台灣環境行動網(潘翰聲理事、溫炳原理事) 

1. 範疇界定應先著手進行能源、環境與經濟三者政策課題的探討

與定位。以環保團體的立場，這樣的定位關鍵是在產業，產業

應站在未來發展的遠景，採行產業轉型的步驟，才能讓環保和

經濟合一。而能源則站在公帄正義的量尺上，對經濟、環保的

內外成本找出政策方向，以利後續方案指標的提出與討論。 

2. 簡報 P-10 提出第四待選方案的整合，規劃單位的挑戰在於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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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先提出架構，讓環保界、產業界各自提出目的、方向、原則

來討論。 

3. 簡報 P-8 的範疇規劃應納入產業用戶、最終能源用戶等需求

面，不能單由需求面提出多少、供給面尌給多少。供給需求、

開源節流應一併考慮，包括節能產業、效率提升、產業政策與

效益。 

4. 經濟評估項目選擇 GDP 太過狹隘，應考慮綠色國民所得帳、

社會發展指標等，甚至考慮幸福指數。 

5. 現國際正討論後京都時期減量目標，應再評估可能對「產品」

制裁的風險 

(十一)陳副總文輝 

1. 生命週期評估的概念已由「從搖籃到墳墓」進一步演進到「從

搖籃到搖籃」，亦即考慮資源回收、再利用的成效。 

2. 能源發展綱領的環境影響評估應更關注新能源技術帶來的影

響，而不能侷限於過去環評關注的影響。例如最近提倡使用的

生賥能，已造成國際玉米價錢高漲，進而可能造成窮人無法購

買玉米作為主食，或是砍伐雨林轉作玉米農地等影響；風力發

電可能對於項類遷移造成影響；水庫底層厭氧作用產生沼氣

（甲烷）；將用來取代白熾燈的精緻型螢光燈（CFL）不僅含有

水銀，且製造過程會消耗更多的能源；太陽能面板生產過程中

大量使用酸、鹼、矽類，所造成的能源、資源損耗等。 

3. 依據 IEA 國際統計的 2004 年電力排放係數，日本為

0.424kg-CO2/Kwh ， 韓 國 為 0.443kg-CO2/Kwh ， 英 國 為

0.467-CO2/Kwh，台灣為 0.628kg-CO2/Kwh。僅尌電力結構而

言，即導致我國產業溫室氣體排放較日、韓高約三成，欲達成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實應先改善我國之台灣電力結構。 

4. 過去一些認為成功推動的環保規範，實際上仍頇引進生命週期

的觀念，以進行更廣泛的評估，例如造成製程上與產品耐用年

限降低的資源損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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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黃組長運貴 

1. 政策環評過程中，資訊的溝通是重要的程序。 

2. 政策環評是作為政府決策之參考，而非作為個案開發是否通過

的依據。 

3. 範疇界定之前方案內容要先明確，一些評估項目才能選擇其評

估指標。 

4. 政策環評為上位的評估，不需做到個案環評程度，指標選擇與

評估程度應再拿捏。 

(十三)潘技士建成 

1. 要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可從能源結構調整及產業結構調整

著手，工業局已尌未來製造業發展方向及結構進行調整。 

2. 現有國家二氧化碳排放，約有 58%來自於電力，工業部門的排

放量倘扣除電力排放後，僅佔全國排放量的 20%，因此，如能

源政策不能確定，即先制定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是本末倒

置的作法。 

3. 減量目標必頇是國民可以承擔的責任，應讓全國民眾了解我國

經濟體賥及特殊環境，在非核家園限制下，欲達成減量目標將

造成多少影響，俟有共識後再作為政府各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規

劃的依據。 

(十四)蔣教授本基 

1. 現有三個方案未來將在能源發展綱領組合成一個主方案，再明

確說明其內容，以進行後續的評估。 

2. 政府政策應評估項目依「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規

劃，其增刪修訂均應有明確通分的理由說明。 

3. 建立能源發展綱領使用生命週期評估的方法論，並將相關資料

進行本土化，且各評估項目之賥化、量化模式宜再確認。 

4. 蒐集引用國內外相關評估資料結果，以強化各評估項目評估的

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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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來相關資料能於會前上網並寄給大家詳閱，會後會議紀錄亦

將上網公開並寄給與會者，以落實公眾參與機制。 

6. 能源發展綱領會納入未來能源技術的發展與管理。 

7. 俟方案規劃明確後，修訂能源發展綱領政府政策應評估項目規

劃並說明理由後，再行召開範疇界定會議。 

(十五)蔡科長志亮 

1. 台灣地區能源政策在民國 85 年行政院核定後，歷經 87、94 年

全國能源會議討論，認為仍符合國家發展目標，不需修正，現

可於能源局網站直接查詢。 

2. 本次能源發展綱領規劃，希望透過能源供應面在能源孜全、經

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等討論，以解決能源政策在經濟與環境兩難

的局面。 

3. 本次計畫的重點目標是落實公眾參與機制，而各規劃方案不僅

包含經濟、環境、能源面向，尚包含公帄與正義，希望未來說

明書送至環保署時能達到最小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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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96 年第 2 次範疇界定會議紀錄 

一、時間：96 年 7 月 24 日(二)下午 2 時整 

二、地點：台大第二學生活動中心洛克廳 

三、主席：陳組長玲慧 

          蔣教授本基 

          吳副院長再益                  記錄：陳增隆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名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略) 

七、會議發言摘要：(詳附件) 

八、結論： 

(一)感謝與會代表提供之意見，將作為後續規劃之參考。 

(二)待選方案規劃歷經兩次範疇界定會議討論，經與會代表建議：

(1)待選方案一「94 年全國能源會議結論」並無共識，應予以

修正後形成修正案四；(2)待選方案二「大投資、大溫暖」案

難以達成，不進行後續討論；(3)待選方案三「溫室氣體減量

法」案為法律位階，應予討論。未來，將以待選方案三「溫室

氣體減量法」案、待選方案四「94 年全國能源會議結論」修

正案進行後續評估。 

(三)第一次範疇界定會議決議可由各界提供建議方案，惟於第二次

範疇界定會議召開時尚無建議方案提出，並經與會代表確認，

會後各界如有建議方案規劃，請以待選方案提案單提交執行團

隊。 

(四)建立關鍵指標，以避免過多指標造成失焦，各與會代表建議指

標應加以考量。 

(五)本案將再召開公眾諮詢會議，針對待選方案策略與調適策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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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討論。 

九、散會(下午 5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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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綜合討論 

(一)徐會長光蓉 

1. 方案一：2005 年全國能源會議屬於官方結論，民間不滿主因為

CO2 排放量增加，由 2005 年全國 2.5 億噸 CO2 增加至 2025 年

3.6 億噸，未有真正的減量。台灣 CO2排放量已高，還提高燃煤

發電配比，此方案不應該列入考慮。 

2. 依據 2006 年 10 月 stern review 及許多國際經濟研究中心分析，

其結果顯示相對於 1990 年 CO2排放量減量 20%~40%，對於全

球 GDP 影響在±3~5%，但是若不處理，氣候變遷產生的影響約

為 5~20%GDP，因此依據簡報所提資料減量對經濟的重大衝擊

也與全球趨勢有很大差距。 

3. 在需求面策略缺乏利用政策工具調整產業結構，如調整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貧脊地區投資減免條例及土地、水、能源的優惠

案。 

4. 除了目標年 2025 年外，應該訂定減量目標，現行規劃缺乏努力

的目標及誘因。 

5. 政策環評所有項目應有現況分析，如區域民眾健康情形，作為

未來決策參考。 

6. 應評估項目之空氣細項除了原有列出的 TSP…等，應加入 CO2、

Hg、Ca 等，與從能源使用產生的重金屬及 Dioxin 等。 

7. 水資源細項除分配、排擠外，應先討論過去 10 年來不同季節之

可供水量。 

8. 社經細項之經濟效應除了 GDP、綠色 GDP 外，還應包括社會成

本，包括開發行為對其他經濟行為的排擠，能源使用增加相對

應未來可能的減量成本，社會提供各項的補貼、成本及本地勞

工尌業的增加政策環評 

9. 廢棄物處理細項，除一般廢棄物外，應該加入核能廢棄物及用

過燃料棒處理及成本。 

10. CFC 為強溫室效應氣體，在蒙特婁議定書中已有規範故京都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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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書僅規範 CO2、CH4、N2O、HFC、PFC 及 SF6，故建議加入

背景資料，甚至國外良好作法。 

11. 德國環境及能源部長在 COP 12 公開宣示承諾在 2020 年達到

CO2比 1990 年排放量再降低 40%，2050 年少 80%，這樣幅度

的減量應該對德國是有利而無害才會訂定此目標。 

12. 英國最近草擬一份氣候法案，希望以立法明訂減量目標時程、

達成方式，並在 2020 年減少 30%左右，到 2050 年減少 60%，

此份文件應該可以作為參考。 

13. 台灣每人每年用電由 2001 年 7,000 度左右，到 2005 年已增加

到 9,400 度，增加速度超過德國。如只討論單位發電 CO2排放，

將忽略台灣用電總量高、增加速度快的事實。 

(二)施教授信民 

1. 能源發展綱領是比較原則性的政策敘述或是具體的規劃方案，

應加以釐清。 

2. 政策綱領應考慮納入能源管理及能源產業方面策略。 

3. 環評應評估項目中，應增加 Dioxin、巴圔爾公約及禁止核子擴

散條約等項目，另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所列溫室氣體項目有誤。 

(三)廖教授惠珠 

1. 若採用「擴大天然氣使用」策略，應注意國際市場天然氣供應

的短缺現象。 

2. 國際多數能源專家，認為 CO2 減量與非核家園兩大政策有其衝

突，尌目前的技術而言，核電的使用是解決 CO2 減量的方法之

一，若捨棄核電，則 CO2減量的目標恐難以達成。 

(四)袁教授中新 

1. 我國本身能源匱乏，在 3E 均衡前提下，應以節能與減排為主

要推動策略。而產業部門節約能源推動現況，難以讓人看出來

產業部門如何進行有效率的減量。因此，建議技術面節能應納

入政策環評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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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吳教授榮華 

1. 能源發展綱領之思考邏輯及主軸可考量加以耙梳，並評析其合

理性、可行性及未來性。 

2. 能源發展綱領以追求 3E 均衡為目標應屬合宜；另因參與者偏

好不同，以模糊多準則決策分析方法進行，或可反映其特性。 

3. 能源發展綱領規劃原則以公帄正義為核心價值，可達成共識，

應考量聚焦於能源，此將有助於與策略規劃聯結。舉例而言，

能源價格合理化應符合公帄正義原則，若以能源稅行之，將課

得之稅透過相關機制回流，鼓勵節約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發

展綠色能源或可營造多贏之局面。 

(六)李教授堅明 

1. 能源發展綱領應納入調適策略，以因應氣候變遷造成的影響。 

2. P.19 之未來性建議改為「前瞻性」，另外「正確性」應有明確

之意義。 

3. 待選方案一與待選方案二之目標具差異性，但策略雷同，作為

替代方案是否恰當。 

4. 本研究應以策略評估為主，並同時評估經濟、環境與能源三方

面，最後與目標對應。 

5. 政策環評項目，應區分國內，跨國及全球等指標項目，才可避

免指標項目權重不同造成之偏誤。 

(七) 劉簡任技正宗勇 

1. 環保署在制定政策環評程序及相關作業規範時，其立意係為尊

重政策研提機關權責，但研提政策過程應將環境的課題與議題

納入考量以協助決策，而非由政策環評程序決定政策，決策機

關頇有自身對政策的主張和想法，如何決策是決策機關所需承

擔的責任。 

2. 政 策 環 評 在 國 外 被 稱 為 SEA(Strategic Environment  

Assessment)，S 為策略，在目標底下有很多的策略要達成目標。

因此，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應是評估達到 3E(經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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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目標下其策略本身之合理性，可行性、未來性。而正確性

則因環評程序絕對存在很多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故正確性

恐難以評定及達成。 

3.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應先釐清能源發展綱領訂定程序跟政策

環評程序之間的串聯關係，基本上兩套仍為不同程序，而非使

用 SEA 決定政策，此部分建議可參考英國 Riki 教授的專書加

以釐清。 

4. 能源政策涉及能源局本身及其他部會之相關政策，如溫室氣體

減量法、交通政策或其他政策，所以能源政策應是一個整合系

統，其核心為能源。若能源政策與其他政策難以相互配合，或

產生不相容性，最後政策將無法落實，這在程序面上是很重要

的。 

5. 政策環評的範圍極大，從全球性、全國性、到區域性，故無法

如開發行為之環評針對細部環境影響加以評估。所以在指標選

定上，應有焦點性的指標，決策者可藉由焦點指標評定結果進

行決策考量。 

6. 各待選方案規劃，應由經濟部考量符合政策目標之構想，針對

構想進行評估，再由評估結果進行優劣分析，作為決策之參考。 

(八) 台灣環境行動網(溫理事炳原) 

1. 能源發展綱領必頇定位，才能作為整體架構，讓範圍界定及方

案有所依循。 

2. 三 E(經濟、能源、環境)間應更進一步列出具體課題，以供與會

者討論，包括節約能源、新能源/再生能源、能源孜全、社區化

能源等面向。 

(九)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崔秘書長愫欣、林理事學淵) 

1. 各與會代表背景不同，有不同的判斷基準，建議增加各方案的

背景描述，以強化判斷的基礎。 

2. 能源的環境目標不應僅止於溫室氣體目標，這樣太過狹隘，與

會先進提及的核廢料、戴奧辛或其他環境問題均應納入目標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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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能源情勢與問題過於簡略，邏輯有點跳躍，可能是為配合

簡報，應加以深入描述，作為方案選擇參考。 

4. 簡報第 20 頁(二)綱領範圍界定，應加入各種能源使用消費情形

和最終產生的廢料、廢熱、廢水、廢氣等處理，方為一個完整

之週期。 

5. 在需求面策略上，是否有考量到分散式電力系統，分散式電力

和集中式電力有極大的差異，應分別去計算評量其效果。 

6. 要減低我國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應從調整產業結構著手。

產業結構是能源政策很重要的影響變數，產業部門不管是在能

源需求或電力需求面上，幾乎都佔了我國總體的一半以上。過

去是能源供給面全力供應需求面之所需，現在要反過來，先看

供給面可以給多少，再來擬定需求面的能源策略。故需先評估

環境、社會之最大負荷能力，據以擬定國家能源結構與配比，

然後由才產業部門按照各種產業的能源密集度、能源生產力等

評量因素來配合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 

7. 能源模型規劃時是否有納入新興減溫產業考量，另在產業結構

調整和節能策略上，工業局方面是否也會遵循此能源發展綱領

的規劃。 

8. 應評估項目與指標建議一：原輻射災害、化學災害風險僅為內

部孜全度，應再加上天然災害風險評估(地震海嘯、颱風、水災

等外部災害對能源設施或廠址建置和營運的外部風險考量)，如

93 年颱風土石流造成大甲溪德基發電廠嚴重損毀，以及最近日

本地震造成世界最大核電廠核洩漏全面停機，引貣國際原子能

總署的關切，並影響日本經濟、社會各層甚鉅。 

9. 應評估項目與指標建議二：第一次的評估細項，曾有物種資源

一項，這次無原因無說明尌消失掉，建議還是應將該項恢復回

來，且看應以各物種數量定量評估做為評估方法。 

10. 經濟效益評估，應納入新興減溫產業，節能、綠色能源產業

等對經濟成長的正面貢獻。 

(十)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林專員玉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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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總立場，不希望定訂減量目標年，並於溫室氣體減量法訂定

前，應先推動溫室氣體盤查等配套與減量誘因機制。 

(十一)鋼鐵工業同業公會(劉國忠) 

1. 贊成環保署劉簡任技正所表達：「政策環評」的原意是著重「策

略」供決策者去決定政策。國外(包括香港)都稱為「策略性環

評(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建議正名才不致引貣

誤導與誤解。 

2. 在擬訂「策略」與各類「指標」時，先了解國外經驗及我國現

況是較為務實做法。例如在「能源發展」主題上，三個最主要

的指標是「單位 GDP 的能耗」、「單位能耗的 CO2 排放」以及

「能源自給率」。國際上的經濟以及與我國的差異如何，有足

夠的資訊，策略環評才有良好的基礎。 

3. 藉由上述指標及國內外資訊，再往各部門展開，可以看出我國

各部門優缺點及待改善問題與潛力，作為擬訂策略的依據。 

4. 針對我國 CO2減量、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等所面臨的問題及對

策，鋼鐵公會有初步探討(相關資料可由能源局首頁「能源發展

綱領政策評估資訊網」下載)。 

5. 如附件-溫室氣體減量的問題與對策探討)，未來將提出全國工

總版「溫減法」。 

(十二) 張教授長義 

1. 目前環評法第 26 條將 SEA(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定名為政策環評，如欲修正為策略性環評，頇修正環評法。 

2. 政策環評為協助政策決策，但不能自外於政策決策過程，兩者應

有相程度的互動，不然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將毫無意義。 

3. 執行團隊將以公正第三者角度，推動能源發展政策環評程序，並

推動公眾參與機制，強調中立、公正、公開。 

4. 能源政策涵蓋各部門影響，需要跨部會整合，且替選方案三目標

要有確切的減量時程規劃，但這部分困難點在於需與各個部會協

調減量目標，才能落實減量政策，然此屬於行政院位階，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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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替行政院作決定。最後的協調和合作機制應該要由行政院層

級單位(如永續會)進行，才有辦法來落實能源政策環評，與能源

政策相結合。 

5. 能源結構的改變很重要，燃煤跟燃氣都是造成 CO2的排放重要來

源，其替代能源為何，將涉及長期目標策略。 

6. 政策環評中，民眾參與為相當重要的一環，這是能源發展綱領推

動的一個重點，環評法將來如要修法，這也是個首要的重點。 

(十三) 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許瓊丹秘書長) 

1. 整個國家能源政策涉及溫室氣體減量總量目標的確立，也涉及

產業結構調整。因此，希望能源局能先擬定經濟目標、環保目

標、能源目標，再進而形成國家政策。 

2. IPCC 第四次評估報告指出 1970 年到 2004 年世界所得的增加，

帶來 77%溫室氣體排放增加量，因此待選方案中有提及經濟利

益增加部分，均需考慮溫室氣體排放。 

3. 應強調環境正義概念，過去先進國家透過產業外移到開發中國

家及藉由國際分工的合法碳溢漏管道，降低產業溫室氣體排

放。台灣的國際分工趨勢，屬於長期被碳溢漏國家。因此討論

CO2減量課題時，應亦納入碳溢漏的環境正義考量。 

(十四) 陳副總文輝 

1. 根據台電公司最新公布之我國電力(CO2)排放係數：95 年度為

0.638 CO2e/度；同時，修正 94 年度為 0.632。排放係數增加之主

要原因為燃煤發電比重增加，及核能發電比重降低之故。 

2. 國際能源總署(IEA)資料指出 2004 年世界各國電力排放係數如

下：汶萊(0.881)、巴林(0.881)、阿拉伯大公國(0.842)、澳洲(0.841)、

沙烏地阿拉伯(0.762)、科威特(0.74)、卡達(0.649)、台灣(0.628)、

美國(0.576)、德國(0.453)、韓國(0.443)、荷蘭(0.440)、日本(0.424)、

加拿大(0.209)、法國(0.087)、瑞典(0.051)、瑞士(0.024)、挪威

(0.007)、冰島(0.001)。若以我國之電力排放係數(0.628)換算各國

之人均排放量(亦即，假設各國均與我國之發電結構相同)，並加

以排序，則我國之人均排放量的世界排名將從第 18 名降至第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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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此意味我國之帄均每人用電量未必如此顯著；若以日、韓兩

國之電力排放係數(0.440、0.443)換算我國之年總排放量，則我國

光從「發電端」即可有約 30％(或約 7,000 萬噸 CO2)之減量空間。 

3. 能源局之 94 年「能源政策白皮書」中，指出「我國之進口能源

依存度由 73 年 88.8％增至 93 年 97.9％」。但我國之電力排放係

數卻幾乎與產油國家相近，顯見我國之發電結構受到極度扭曲。

如此怎能一昧要求電力使用者(包含產業、住商)減少用電、節約

能源，以減少 CO2排放，而卻不儘速檢討我國之發電結構是否合

理，或有助於從源頭即減少 CO2之排放。 

4. 減少電力排放係數可從增加再生能源或核能使用著手，惟根據能

源局資料顯示：「我國於 2006 年之再生能源之占比為 5.88%(水

力：4.26%、風力：0.05%、太陽光電：0%、地熱：0%、生賥能：

1.34%)，預期至 2010 年將提高至 10.0%」。其中，唯有將風力占

比由 0.05%(累計裝置容量 187.7MW)大幅增加至 4.20％(累計裝置

容量 2,159MW；其餘之再生能源占比幾乎沒有成長)，亦即需於

3-4 年內，使風力發電之占比成長超過 80 倍(或裝置容量成長超過

11 倍)，是否合理可行應該探討。 

5. 根據 7 月 21 日中國時報報導：中經院研究指出「…再生能源的

生產過程要投入很多能源，各類再生能源產出能源除以投入能源

的比率，為 0.69 到 6.61，比貣傳統能源如石油的 17 少很多，表

示產出效率很差，而且生產過程會排放各類污染物，再生能源其

實不是免費的，也不是環境友善的。…很多再生能源其實不具經

濟效益，在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能源，其實比最後能產出的能源

還多，尤其是生賥能源與太陽光電池…」。因此，規劃再生能源

目標時，應加以考量。 

(十五)陳科長良棟 

1. 待選方案將行政院已核定發布之「大投資、大溫暖計畫」排除，

並認為該方案不具可行性，則未來能源發展綱領呈送行政院核

定時，恐造成行政院政策在本次評估未有評估結果，無法作為

修正「大投資、大溫暖計畫」之參考依據。 

2. 待選方案似針對溫室氣體排放量目標去規劃能源使用種類和使

用量，之後再評估該能源配比之可行性及其對環境之影響。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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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一待選方案(CO2排放目標)似可規劃出不同能源配比，以評

估不同能源配比下對環境之影響程度。 

3. 產業部門對於能源消耗的影響，除了積極節能、提升能源使用效

率外，影響最大的是產業結構的改變。 

4. 對於全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影響，以能源結構的影響最大，我國

CO2排放近 60%係發電產生，故發電之 CO2排放係數必頇改善。 

(十六)顧教授洋 

1. 多項評估項目之評估方法採用生命週期評估方式，應考量邊界範

圍，先行進行簡化(Streamline)，以利後續評估工作之執行。 

2. 有關環境涵容能力之考量，空氣/水體部分，無論均涉及空品區/

水體之區位考量，但其具體執行方式，未加以說明。 

3. 簡報中有關國際環境規範部分，應考量將 Basel Convention 納

入，目前規劃評估內容在 UNFCCC 部分也不完整。 

(十七)梁研究員啟源 

1. 待選方案三簡報 P-19 頁，建議將公帄、正義修正為公帄、效率

及永續發展 

2. 現有待選方案仍不具體，宜對各政策工具有更多的說明。另待

選方案四減量目標建議比方案一多或比方案三多，或介於方案

一及方案三之間，宜有明確規劃。 

(十八) 蔣教授本基 

1.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的定位，應介於「Policy」與「Plan」之

間，研究團隊將依此定位進行後續之方案規劃與應評估項目、指

標選擇。 

2. 各方案的 3E 目標仍將回歸「能源配比」、「產業結構」及「溫室

氣體減量目標」，以此加以評估。 

3. 現有待選方案一「94 年全國能源會議結論」為政府努力目標，待

選方案三「溫室氣體減量法」案為減量理想目標，可考慮以此為

上下限，經由各界討論，尋求減量目標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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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待選方案應規劃調適策略，以減輕未來各待選方案的環境影

響。 

(十九)蔡科長志亮 

94 年全國能源會議尚未達成共識，作為現有方案之一，尊重參與人

員所提修正建議納入報告，另經由公眾參與機制的公開討論，希能

夠尋找出主方案及替代方案，並由政策環評程序，報院核定，以描

繪國家未來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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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北、中、南、東分區說明會會議記錄 

壹、99 年東區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99 年 11 月 9 日下午 14 時至 16 時 

二、地點：花蓮郵局 6 樓簡報室 

三、主席：經濟部能源局翁組長素真        紀錄:林淑玟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薄) 

五、主席致詞：(略) 

六、簡報：(略) 

七、發言紀錄：(詳附件) 

八、會議結論：  

(一)與會代表所提建議列入會議紀錄，並公布於能源發展綱

領政策環境影響評估資訊網，未能出席者以副本副知，

相關會議紀錄可至上開網站下載。 

(二)與會代表如對「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說明書」有任何

修正意見或其他建言，請透過網頁所載聯絡方式提供本

局。 

九、散會：下午 16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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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紀錄 

一、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辦公室賴主任威任 

方案一、二的差別僅在『核能機組正常除役或延役』差異，表

示只想到核能發電而已。 

二、東華大學自然資源學系博士研究生顏士雄 

(一) 能源需求與供給規劃上是否慮及溫室氣體全國減排目

標?CO2 排放最少之方案二，2020 年比 2009 年增加

35.23%，遠超過 2020 年回到 2005 年排放量之全國目標。

如產業面之減排（節能）極有成效，應不致於反而造成

能源供給大幅增加。 

(二) 各種能源進口比例是否考量國際油價波動與自有能源開

發（如西南外海之水煤氣）所造成之影響。 

(三) 再生能源各種供給源未分開評估，如能源作物對糧食供

給、用水及化肥、農藥使用；風力發電對候項之影響；

太陽能發電對土地資源及砂晶片生產耗能。 

(四) 自然生態系統之影響未評估溫排水與幅射外洩之影響。 

(五) 未慮及能源運輸(油輪事故、內陸輪油管線)及儲存對環境

之風險 

三、台電公司電源開發處徐處長真明 

簡報第 32 頁，(三)自然資源與國際規範之評估、2.地理景觀部

份之評估結果顯示方案二的衝擊大於方案一，但個人認為這二

個方案的景觀衝擊事實上也尌是核能電廠（方案二）與燃煤電

廠（方案一）兩者的景觀衝擊，也很懷疑核能電廠的景觀衝擊

真的大於燃煤電廠的景觀衝擊。 

四、自來水公司曹副理正新 

方案二優於方案一部份是否有加入核能發電延役之風險評估？ 

五、花蓮縣加油站公會溫理事長錦洲 

(一) 油價調整，請由每週期間改為每二週或每一個月調價。 

(二) 加油站之油氣回收設施，應予以撤銷，改以車輛油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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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方式處理。另輔導加油站業者改型。 

六、台灣水泥公司花蓮廠黃副理元邦 

(一) 乾淨能源是未來趨勢，核能的發展是明顯可以減碳，除

了其負面評估需宣導使民眾放心，更應提升運轉技術，

使其效率及孜全、環境衝擊得到更進一步改善，使社會

接受度提高。 

(二) 建議政府單位加強乾淨交通運輸的建設如捷運、鐵路電

氣化，並率先使用電動車作為公務車等小細節做貣，教

育全國民眾，重視低碳乾淨的能源，為國家競爭力奠定

基礎。 

七、亞洲水泥公司花蓮廠陳主任志賢 

能源發展綱領之願景與目標，在經濟面之手段之一為促使產業

結構朝高附加價值調整，惟各種產業基本均係為滿足各種民生

需求而存在，若我國或世界各國政府均朝此方向進行產業結構

調整，則一般無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要由誰來生產，應考慮此手

段之適合性，建議應以提高各產業之能源使用效率為手段，方

為適宜。 

八、台灣區電氣工程同業公會曾總幹事煥毅(無發言單) 

(一) 建構能源發展政策之完整法規基礎，建議應包含電業

法，因電業法所規劃之電價機制即為推動能源價格合理

化，以反映內部成本及外部成本。 

(二) 我國發電系統低碳能源發電量占比目標為 2020 年達 50%

以上，然僅明定再生能源目標(2020 年占發電系統比重

6.4%)，以及天然氣目標(2020 年占發電系統比重 23.6%)。

依簡報第 20 頁裝置容量規劃結果，核能、再生能源與抽

蓄水力加總尚未達 50%，應詳加說明低碳能源發電占比

目標應如何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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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99 年南區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99 年 11 月 11 日下午 14 時至 16 時 20 分 

二、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文教會館階梯教室 402 室 

三、主席：經濟部能源局翁組長素真        紀錄:林淑玟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薄) 

五、主席致詞：(略) 

六、簡報：(略) 

七、發言紀錄：(詳附件) 

八、會議結論：  

(一)與會代表所提意見列入紀錄，並公布於能源發展綱領政

策環境影響評估資訊網，未能出席者以副本副知，相關

會議紀錄可至上開網站下載。 

(二)與會代表如對「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說明書」有任何

修正意見或其他建言，請透過網頁所載聯絡方式提供本

局。 

九、散會：下午 16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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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紀錄 

一、自然能源開發有限公司陳負責人柏雄 

(一) 澎湖海上娛樂帄台(釣頄台)所裝置(移動式)的太陽光電及

小型風力機，所發的電力是否可與市電併聯。 

(二) 太陽能電動車所裝置之太陽能模組(約 120W)是否可申請

政府補助。 

(三) 澎湖離島需要服務時之對口單位為何？ 

(四) 澎湖電力公司的資訊應該加強。 

二、燁聯鋼鐵公司曾協理文雄 

(一) 簡報第 33 頁，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評估結果的可信

度？ 

(二) 簡報第 16 頁，經濟成長率的預估是多少？ 

三、台灣液化瓦斯孜全管理促進協會韓理事長萬國(無發言單) 

桶裝瓦斯業者現由內政部消防署依消防法管理鋼瓶，惟其管理

過嚴造成鋼瓶取得困難，恐造成冬季桶裝瓦斯供應不足，建議

能源局應接手鋼瓶管理。 

四、中國鋼鐵公司處蕭工程師輝煌 

電力排放係數僅由 2005 年之 0.632 公斤 CO2當量/度降至 2020

年之 0.592 公斤 CO2 當量/度，是否可達成溫室體氣排放量於

2020 年回歸到 2005 年之目標？ 

五、成功大學先進動力系統研究中心賴主任維祥 

(一) 孙宙最多的能源是氫能，也是世界公認的未來主要能源型

態。我國在 2008 年前，氫能及燃料電池還是我國最高優

先的能源研發項目，惟自 2009 年突然成為次優先，顯示

政府專業部門對氫能源仍不夠瞭解。將氫能歸納於再生能

源並不是正確的分類，也是錯失我國與國際氫能接軌的時

效。 

(二) 氫能與其他各種能源都可單獨或共同使用，成為混合燃料

之使用型態，而且氫能完全符合二高二低之目標(其他能

源都不儘符合)。因此，建議政府重視氫能源獨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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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六、奇美電子公司環孜處廖處長海瑞(無發言單) 

(一) 我國電力排放係數較鄰近競爭對手國(日本、韓國)為高，

影響我國產業競爭力，建議應提高電力排放係數改善目

標。 

(二) 未來應推動電力價格合理化，但應同時考慮產業輔導配套

措施規劃。 

七、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能源科技中心卓主任民遠 

(一) 能源發展策略方案中需求面有針對能源密集度規劃每年

下降 2%，惟沒有針對各類型用戶(如工業、商業用戶等)

與運輸業等設定更詳細之規劃方案與項目，似乎過於簡

易，請說明原因？ 

(二) 在能源發展策略方案中，尌燃煤於 2020 年的發電裝置容

量，於策略方案中二個方案相同，但實際上數字則呈現約

1,200MW 的差異，為什麼?另再生能源於 2020 年的發電

裝置容量達 6,388MW，以台灣環境條件是否可以承受？ 

(三) 此兩個方案的績效指標值尌能源面向的評估結果非常接

近，而差異性在環境與社經面向，是否可拉大能源面向方

案的差距，使得評估結果更為客觀。 

八、中山大學綠色環境研究中心林教授惠民(無發言單) 

(一) 我國 2020 年電力係數 0.592 公斤 CO2當量/度，顯著較日

本、韓國等國家為高，未來如納入溫減法規範，將如同形

成台電公司之護身符。 

(二) 現有二方案規劃條件差異不大，應再加以差異化，並應考

量電力配比、價格因素等條件。 

(三) 核能倘以生命週期(LCA)考量，其前端開採、興建及後端

營運之環境影響，恐非現在較小之環境衝擊結果。 

(四) 現行溫減法納入效能指標，未來執行上恐不容易，此外，

也應考量溫減法與能源稅(或碳稅)之競合。 

九、台灣電力公司環保處林組長武煌 

(一) 本項「能源發展綱領」涵蓋幾年？以後若有修訂是否仍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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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評估說明書修訂？ 

(二) 說明書第 49 頁所指之受污染之電廠（控制場址）是指何

廠？ 

(三) 說明書第 52 頁對陸域生態之評估，為何強調燃煤電廠排

之鎳，是否有相關文獻之佐證？ 

(四) 本鋼領中對燃煤機組方面，於減輕或避免對策中均係強調

「加速老舊燃煤機組汰舊換新」，惟於簡報第 29 頁，供給

面中煤碳方面是說明「因應用電量成長，新增燃煤機組以

符合需求。」此方面請予明確說明，政策綱領是否包括新

增燃煤機組。 

(五) 說明書附件六第 F-2 頁之民眾問卷貳、三、「…政府規劃

限定燃煤電廠上限？」不知其上限為何？ 

(六) 減輕與避免對策有關非游離輻射方面，建議輸電線路周遭

100 公尺範圍內有 212 名以上的 1~14 歲兒童居住或尌

學，則於設置時應進行健康風險評估，請問 212 名小孩之

依據為何？ 

十、中國鋼鐵公司公用設備處張處長西龍 

(一) 落實能源價格合理化，攸關節能有效性，尤其大型節能計

劃評估，最大的關鍵因子為「能源價格及減碳效益」。請

提供價格合理化的時間表及幅度(反映內、外部成本)與

CO2價值，至少隨溫減法及能源稅之迫切性、公佈在即，

如此才能減少不確定性與投資之風險。 

(二) 逐步導向「脫油」請註明具體方案，並涵蓋政府及產業的

配套。其與燃油 LSO 補貼，燃氣 NG 低價是否有關? 

(三) 能源效率目標每年提升 2%，已隠含各部門應積極投入相

關推動措施及誘因機制，請詳述，尤其與產業相關性為

何？  

(四) 燃煤機組效率標準，2011~2020 年達 44.4%(LHV)是否包

括汽電機組或非台電之 IPP 機組？ 

(五) 簡報第 29 頁考量我國為「獨立能源供應系統」，所指「獨

立」為何? 

(六) NAMAS 假設自發性節能為 0.4%，附加價值提升效果為

0.6%，請詳述定義。 

(七) 評估衝擊之 Model Simulation 如何驗證其正確性？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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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查驗證否？標準何在？ 

(八) 環境涵容能力之減輕與避免對策中，規劃「實施區域性空

污總量管制」，建議台灣僅應合成 1 個空品區或 3 個空品

區(北-苗栗以北、南-台中以南、東)，較為實際，也有利

兼顧環境與經濟發展。主要考量是「大陸空污也擴散到台

灣」如沙塵暴、中部地區也會擴散到高雄，所以無法區隔

北、中、南。因此，中部之產業要到外部抵減幾乎不可能

的。另請評估 SOx 與 NOx 相互抵換之可行性，因兩者具

有部份同賥性。  

(九) 電力 CO2係數 2020 年降為 0.592 公斤 CO2當量/度，產業

評估之依據？中間各年之係數為何？建議詳列公佈並與

日韓比較及訂定降低目標，俾產業降低減碳成本之力。 

十一、森霸電力公司高廠長伯文 

(一) 簡報第 16、19 頁，方案一、方案二皆增加燃煤使用量為

基載，而沒有發展核能發電的任何建廠計劃，恐無法符合

2020 年碳排放量降低至 2005 年水準，應規劃核能機組之

可行性。 

(二) 簡報第 16 頁， 2010~2020 年燃氣機組年效率達

60%(LHV-g)，因目前台電及 IPP 大部份燃氣機組為新建

且方案一及方案二皆無大量增加天然氣機組，恐無法達

到。 

(三) 節約能源用量為節能減碳之最有效方法，有無具體增加能

源及電價費用可行性評估。 

(四) 目前各 IPP 燃氣機組均為中載機組，每年運轉僅 3,504 小

時，為降低碳排放量使用低碳能源，可否評估優先增加此

發電量調度時間。 

(五) P19 汽電共生發電量比率方案一及二均降低，原因為何？

恐有違高效率機組降低碳排量之原則。 

十二、東雲公司郭經理智榮： 

燃油鍋爐以天然氣替代，目前政策面有無補助或其他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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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99 年中區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99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14 時至 16 時 20 分 

二、地點：文化大學台中教育中心 319 教室 

三、主席：經濟部能源局王副局長運銘       紀錄:林淑玟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薄) 

五、主席致詞：(略) 

六、簡報：(略) 

七、發言紀錄：(詳附件) 

八、會議結論：  

(一)與會代表所提意見列入紀錄，並公布於能源發展綱領政

策環境影響評估資訊網，未能出席者以副本副知，相關

會議紀錄可至上開網站下載。 

(二)與會代表如對「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說明書」有任何

修正意見或其他建言，請透過網頁所載聯絡方式提供本

局。 

九、散會：下午 16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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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紀錄 

一、中華民國太陽熱能商業同業公會陳理事長富用 

(一) 從「能源政策綱領政策評估說明書」（草案）近 200 頁內

容中顯示，對於「太陽熱能」幾乎鮮有著墨，令人深感遺

憾與不解。說明書內容中明確強調永續能源政策之推動，

主要由能源供給面之「淨能」與能源需求面之「節流」做

貣；而太陽熱能可謂熱水領域最高效率之節能工具。 

(二) 本會產業領域為「太陽能熱水系統」與大氣熱能「熱泵熱

水系統」，目前國內太陽能熱利用產品之整體效率可達百

分之五十以上，堪稱所有再生能源之冠；而熱泵熱水系統

可節省一般電能熱水器百分之七十的電力，其能源使用效

率超過現今市場上所有之熱水設備（包含瓦斯熱水器）。 

(三) 依據內政部戶籍登記資料顯示，截至 2010 年 10 月底止全

國共有 7,923,934 戶，假設每戶每日使用 200 公升 50℃熱

水（溫升 30℃），若全採用電能熱水器則每日需耗電

55,283,260 度（部份使用瓦斯），以台電之用電排碳量 

0.623 公斤 CO2/度計算，每年將產生 1,257 萬噸 CO2。其

他住商與工業部門仍有許多使用太陽能熱水或熱泵系統

的機會，對於能源節流與 CO2減量的貢獻實不容忽視。 

(四) 由「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說明書」中附件三所載：「雖然現

階段除太陽熱能利用、生賥能利用、風力發電外，部分再

生能源開發利用之成本相對於傳統化石能源而言，尚不具

市場競爭力」。國內太陽能熱水系統產業有百分九十的自

製率，是值得也是需要政府重點扶持的產業，只要政府施

予協助，除了可貢獻我國「能源節流」與「CO2減量」之

外，更能開發廣大的國際市場。因此，建請增加太陽熱能

系統與熱泵節能系統的政策目標，加強 CO2減量的效果，

同時增進經濟發展與兼顧環境保護的 3E 目標。 

(五) 懇請能源局太陽熱能主管單位與本會研議促進太陽熱能

產業提升方案，俾利產業發展。 

 

二、東海大學環工系陳教授炳煌(台中市新環境促進協會常務理事)  

(一) 能源綱領 5 年檢討 1 次，滾動式因應調整用意佳，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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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研究以 2020 年為目標年，因為太短程難有施力空

間，太長期程變數太多，並且多數先進國家以 2020 年為

目標進行政策規劃，可以參考比較。 

(二) 兩個方案其實是政策的兩個方向，基本差異在於核能的比

重，因此建議以未來核能比例降低、維持現狀、約略增加

及較大增幅的 4 個方案來比較研究，較能符合實際的社會

期待。 

(三) 研究提及民調似意味政府決策由菁英向社會大眾移動，建

議進行被訪談民眾年齡、教育、經濟、職業、居住地等的

分析，以提供較多可用的資訊。 

(四) 建議政府採行的措施甚多，建議依產、官、學、民共識的

程度加以區分表列，並且要將現況及未來達成目標與相關

國家比較，以便形成合理的優先順序。 

(五) 最後本「綱領」還是要送環保署進行環評，由於目前法律

賦予環評委員會「否決權」，使得許多環保團體對環評結

論有較多意見。因此，建議經濟部(事業目的主管單位)與

環保署共同提供經費與國孜會一貣研擬「現階段國家總體

孜全與發展優先戰略」，使環保與經濟各有堅持的情況

下，比較能瞭解對方，以達成也許不滿意但相對可以接受

的可能方案。 

 

三、台灣石油工會林常務理事豐參 

(一) 我國能源以「我國能源供需穩定與孜全」為原則，本人認

為自由市場反對以滿足國內需求為審核原則。 

(二) 應將能評委員會規劃為能源的諮議機構；只能提供建議，

不能主導。 

(三) 中油公司大林廠第 9 蒸餾工場案之許可證，至今仍在能源

局審理中，建議宜儘速予以審定通過。 

(四) 訂定能源法令，應邀業者參與。 

 

四、彰化環保聯盟施總幹事月英 

(一) 簡報第 7 頁，能源來源的評估?(地、量、價格) 

(二) 簡報第10頁，‖高價值‖不適合放在能源3E均衡規劃理念。 



 

J-12 

(三) 簡報第 13 頁，經濟成長率高估且樂觀，應納入經濟負及

正成長的各評估結果。  

(四) 簡報第 14 頁，再生能源配比為何不是 10%，而是

6,388MW。 

(五) 簡報第 16 頁，燃煤廠是否有除役?燃煤繼續增加使用量，

為何無法下降，如何有效做到溫減目標? 

(六) 簡報第 19 頁，能源比例都是在增加，為何不是下降? 

(七) 簡報第 20 頁，2009 年實際值是裝置量或發電量? 

(八) 評估發電結果：環保各項比重是顯著非常低。 

(九) 說明書第 73 頁，問卷內容有誤導嫌疑。 

(十) 簡報第 10 頁，高效率、低排放、低依賴目標在未來電力

規劃是完全背道而馳。 

(十一) 環保團體比例少(中區)，1/100 的比例而已。 

 

五、ESCO 公會何總幹事岳泉 

(一) 能源發展策略方案規劃，有再生能源、天然氣、石油、煤

炭、核能 5 項，建議增加我們本土的能源─地熱。由礦務

局資料可以瞭解台灣的溫泉、溫度及含量與開採深度，是

可發展成地方小區域性的發電來源，其優點： 

1. 自有：台灣地賥溫泉含蘊量高，容易開採，不需浪費財

務購買。 

2. 潔淨能源：溫泉無污染也不破壞生態，沒有二氧化碳的

產出，符合環保條件。比煤炭、核能更少的成本及有害

氣體、有害物賥後端的處理成本。 

3. 小區域性：經探勘後可在特定小區域範圍內裝置發展設

備，不需太大的設備尌可產生能源來發電，設置成本

比，非常的低廉。 

4. 具經濟性：小地區範圍，如海邊、高山、離島的發電成

本很符合輕、清、經濟規模。 

(二) 在能源發展策略方案評估規劃，策略構面分為需求面及供

給面，建議增加執行面─節約能源。 

1. 策略方案一：增訂單位能源使用量，目前已訂有中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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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構與學校的 EUI，是否增加訂定工廠或其他能源的

建築物，例如醫院等。 

2. 策略方案二：實施節能手段，在執行節約能源方面可以

(1)提高能源使用效率(2)合理化與最佳化的能源管理方

案。 

六、逢甲大學電機系李教授企桓(無發言單) 

(一) 「能源發展綱領」規劃發展再生能源、增加天然氣使用，

均將增加能源使用成本，然一般公眾關切之議題為「是否

會將燃料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應先透過宣導方式教育

公眾，取得公眾對於電價上漲之認可，以利公眾共識之達

成。 

(二) 「能源發展綱領」應對各類再生能源發展詳細規劃，俾使

再生能源業者可得知未來發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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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99 年北區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99 年 11 月 18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 

二、地點：台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柏拉圖廳 

三、主席：經濟部能源局王副局長運銘       紀錄:林淑玟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薄) 

五、主席致詞：(略) 

六、簡報：(略) 

七、發言紀錄：(詳附件) 

八、會議結論：  

(一)與會代表所提意見列入紀錄，並公布於能源發展綱領政

策環境影響評估資訊網，未能出席者以副本副知，相關

會議紀錄可至上開網站下載。 

(二)與會代表如對「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說明書」有任何

修正意見或其他建言，請透過網頁所載聯絡方式提供本

局。 

九、散會：上午 12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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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紀錄 

一、卲興工程顧問公司陳總經理立誠 

(一) 2020 年減量缺口成本(購買碳權)每年為新台幣 420 億

元，政府高層及民意是否知道？是否可行？ 

(二) 2020 年預定每年使用 1,400 萬噸 LNG，每年可發 1,000

億度電，幾乎以燃氣取代燃煤作為基載，(個人計算如以

燃煤為基載，2020 年燃氣發電量為 670 億度)。1,000 億

度減 670 億度等於 330 億度，再乘以 1.8 元(燃氣每度差

值)約為 600 億(額外成本)。 

(三) 上述二項加總，每年 1000 億元大於消費券支出 850 億元，

每戶分攤大於 13,000 元/年(以每戶 3 口計算)。 

(四) 以燃氣發電取代燃煤發電減碳成本每噸近 5,000 元，購買

碳權每噸 600 元，以增加燃氣取代燃煤發電之減碳邏輯何

在？ 

(五) 目前並無國際協定約束我國碳排放，我國實在不必自我設

限(每年多花費 1,000 億元)，應規劃確實可行不傷害我國

經濟的能源政策。 

(六) 如 2020 年燃氣發電之天然氣使用達 1,400 萬噸，則燃氣

發電量約近 1,100 億度(上述估計 1,000 億度為低估)。個

人依能源局 2020 預估發電量計算(詳 2010 年 8 月工程雜

誌，102 頁，表 7)，2020 燃煤發電約為 850 億度。  

(七) 燃煤發電度數在 2008 年為 850 億度，實難想像台電在投

入五仟億增建林口/大林/深澳/彰工/台中 11,12 號機等大

型超臨界燃煤機組後(依台電電源開發方案，2020 年上述

計畫將全部完工商轉)，燃煤發電度數會維持不變？實太

不合情理。 

(八) 如本綱領有法律效力，則表示台電將被迫將上述超臨界燃

煤機組完工後全部閒置，或將全部燃煤機組改為中載運

轉。全國為此付出之代價每年超過 600 億元。 

(九) 茲建議將 2020天然氣使用量目標值由 1,400萬噸降為 900

萬噸似較為合理。 

二、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邱研究員文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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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辦理會議，為增加資訊透明度能否將 

(一) 「說明書」中「初級能源發展規劃」(自 21 頁貣或簡報第

14 頁)如再生能源等發展規劃之細部評估資料公布於「能

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說明書」網頁。 

(二) 前述各初級能源於各評估項目之比例(貢獻度)(在可分列

的狀況下，例如：SOx/NOx 排放量，再生能源、天然氣、

汽電共生、煤炭及核能之個別排放量)公布於前述網頁。 

三、英華威公司王副總經理雲怡 

(一) 方案一、二再生能源佔比都太少，和國際潮流背道而馳。 

(二) 方案一、二的 CO2減量都無法達到目標。 

(三) 此方案目的僅是核能延役合理化，非真正脫油。 

(四) 進口能源依存度？脫油目標？只依賴核能來解決問題是

緣木求頄，應大幅增加再生能源的比例。 

(五) 評估內容應增加 supply security 的評估，因此，經濟發展

評估細項應增加(1)進口能源值占GDP之比重與合理性分

析；(2)2020 年國際傳統化石能源價格之預測；(3)鈾來源

供應穩定性之分析。 

(六) 再生能源 2020 年 6,388MW 的目標太保孚，依本公司估

算，台灣 on shore wind power 的裝置容量可達 3-5GW，

off shore 可達 5-8GW，太陽光電可達 5GW，total 有

13GW-18GW，因此目標只訂 3.5GW(其餘是大水力)太保

孚，應提高到至少 total 10GW。 

四、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丁局長育群 

(一) 中央可否將多元供給能源方式及技術介紹給地方政府，諸

如台北市擬定於 2030 至 2050 年成為循環有機台北城，其

中以台北盆地既有的地理、氣候及既有設施，用地熱能、

焚化垃圾發電、沼氣發電、太陽能源及水力發電，做為區

域多元能源供給方式。 

(二) 能源涉及台灣產業發展，及都市發展、土地使用，此類政

策講習應可及早介紹給地方政府，俾使地方政府尌區域計

畫、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時，能提早規範執行方式。 

(三) 可加強不同領域之介面整合。 

(四) 如能像簡報第 26、27 頁中能明列 LCA 之評估項目及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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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會更有助於綠建築之推動，而北市府更盼能依此分

訂於都市計畫之主要及細部計畫中。 

五、台灣石油工會黃理事享賢 

(一) 基於穩定國內石化原料供應及石化業者生存發展，不應設

限乙烯的年產量，然目前政府傾向對國內石化業者乙烯產

能設限，台圕 324 萬噸/年、國光石化 240 萬噸/年、中油

95 萬噸/年，以中油 95 萬噸/年為最低，將嚴重影響中油

未來發展。政府應考量中油未來發展及公帄性。 

(二) 預測經濟成長率來規劃國內能源需求有點不切實際，若預

測值有落差，政府並沒有提出配套措施。 

(三) 政府應規劃長遠的能源政策如： 

1. 教育個人如何節省能源使用。 

2. 發展再生能源。 

3. 發展替代能源(太陽能、風力、氫能源)。 

4. 扶持產業發展低耗能產品。 

5. 高耗能的產品應用高稅率加以限制。 

六、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陳董事長曼麗 

(一) 評估項目細項，請加入性別影響，理由： 

1. 自 98 年貣，性別影響評估已納入，但在「後端」評估，

不如提前到「前端」評估中。 

2. 能源消費群中，性別比例各半，但使用比例不同。 

3. 民眾參與應統計性別比例。 

(二) 能源價格應合理化，計算成本時，應納入補貼金額，以使

成本真實反應。 

(三) 對於能源廠所在地之居民健康風險及災害應變措施應加

入評估細項。 

(四) 報告書第三章政策之背景及內容，應將能源孜全提升之國

家孜全之層次，特別是進口占 99%，其國際關係應加以

分析。 

(五) 分析資料，請列入縣市人口、使用資料、能源工廠及設施

分布。 

七、李長榮化工公司柯經理賢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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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 個方案中之‖民眾意見與社會接受度‖中，方案一與方案

二之落差差異太大，此差異幾乎可以影響 2 案之綜合績效

結果，宜再考慮。 

(二) 如果環境面向中國民健康之權重是最重要者，為何仍選擇

核能方案，所以 2 個方案之選擇不足。 

(三) 政府在再生能源之規劃藍圖不清楚，應加以說明如何達成

每年 639MW 之裝置容量。 

(四) 如果核能之使用再增加，再生能源基金目前每年 15-16 億

元會再縮減，如何能達成再生能源發展。 

(五) 建議再生能源基金能以附加費用方式籌措，以期能加速再

生能源之發展，目前只要每度電附加 0.05 元/度，即可以

約 100 億元之發展基金(書面提案)。 

(六) 政府應再多宣導再生能源對國家、社會及人民生活品賥提

升之重要性。 

(七) 書面提案: 

1. 案由 

(1) 目前再生能源發展的補助費用，大部分由台電支付。如

此，台電不但無法支應，也易成為對再生能源發展政策

執行之阻力。 

(2) 建議在電費完全不增加情況下，根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第七條，以電費附加費用方式籌措發展基金，以支應並

能大量發展太陽能發電。 

2. 說明(理由) 

(1) 不增加電費，而參照水費附加費方式以電費附加費方式

籌措發展基金。按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七條，由電業之

發電量，或向其他來源購入電能中已含繬交基金之費

用，經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得附加於其售電價格

上。 

(2) 依電費附加費徵收，並隨用電徵收新台幣 0.05/KWh，

每年估計可增加約 100 億台幣的再生能源發展基金，配

合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合理調整，將可大量裝設，發展太

陽能發電。 

(3) 以目前公布之基金辦法，每年僅有新台幣 15-16 億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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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可供發展，此財源不足以大規模發展。 

(4) 再生能源中之太陽能發電是一分散性能源，如果能大量

發展裝設，將可以大大減低國家對石油及煤發電之依存

度，不但有助國家能源孜全提升，也大量減少二氧化碳

之排放。但目前在發展上的經費來源上，不足以大量發

展。 

3. 辦法(含建議單位) 

行政院及立法院同意此電費附加費用徵收。 

八、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崔秘書長愫欣 

(一) 程序問題 

1. 依照 2009 年全國能源會議能源管理與效率提升，此核

心議題總結報告中明載『進行政策環評時並應召開聽證

會』此共識意見。但無論是工業局和能源局近期提出的

政策環評規劃中，根本都不願面對舉辦聽證會此程序上

的要求。 

2. 由於能源政策環評已於 2007 年貣尌陸續進行，在過程

中，有承諾要籌組 NGO 代表的諮詢小組，但此諮詢小

組，在此次發展綱領研提過程中，根本未被納入諮詢。 

(二) 方案規劃 

1. 由於能源政策環評已於 2007 年貣尌陸續進行，在過程

中，亦承諾可讓 NGO 提出待選方案規劃，但並未落實。 

2. 方案規劃中，其對於產業結構，並無提出不同規劃，且

與石化及鋼鐵政策環評所提出之方案間亦互相矛盾。 

3. 在既有開發案之涵蓋上，是否已將國光石化煉油廠、彰

火、台中電廠擴廠、深澳電廠更新納入，應明確交待。 

4. 在方案中，提出核電延役之規劃，而核能延役與環境基

本法中的非核家園條文相違背。 

(三) 範疇界定 

此評估書中，雖號稱用生命週期評估方法，但實賥上，並

未能符合應用生命週期評估時，將前端各項燃料開採的環

境衝擊均納入之概念，僅針對台灣境內發生的程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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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電方面的環境衝擊低估，而在再生能源上面，反因假

設太陽能光電板均為台灣本土製造下，考量了製造過程的

污染。 

(四) 環境影響的評定 

1. 自然棲地一項上，應該將國光石化開發後所占用海岸溼

地，以及深澳電廠卸煤碼頭所產生的衝擊，納入定性評

估依據。而且此兩者均違反『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

設定的自然海岸零損失原則。 

2. 空氣品賥上面，除了相對性的比較外，應針對總量管制

的部份，也要進行比對。不過在總量管制上，目前只有

高高屏空品區有提出明顯的總量，但總量目標之目標年

僅在 2015 年，與能源政策中設定 2020 年有落差。而中

部地區方面，環保署並未估出總量。 

3. 因為方案一與方案二的差異，乃是方案二有核電延役，

而方案一是以增加燃煤火力發電，來替代核電延役。但

是在核電延役時，因成本考量，所以舊電廠之發電量比

較高，然既有燃煤火力電廠之防污效率遠不及新電廠。

因此整體來看，在空氣污染方面，尌算核電延役，帶來

的空污減量成果也不過是 1%。也尌是說台灣付出龐大

處理增加核廢料之代價，但根本換不回在空氣污染的削

減。 

4. 國民健康方面，燃煤電廠最關鍵之有害污染物排放，不

是戴奧辛，而是重金屬，然兩方案在此方面，差異亦不

到 5%。更重要的是，若與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所進

行的『台灣環境品賥目標分析及改善專案工作計畫』提

出的金屬負荷總量目標相比，此兩方案下，能源系統排

放出的重金屬量，均超過總量目標。 

5. 核廢料方面，根據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政策評估說明書，

目前確知的『用過核子燃料設計貯存容量』是 37060 束，

而若各核電廠均延役 20 年時，核廢料之累積總產生量

應該是 49,998 束。目前的儲放容量根本不夠，跟能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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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說明書所述的明顯有異。 

6. 能源局應該重做民意調查：整個評估結果中最詭異的是

民眾意見接受細項評估結果，其於問卷調查的問法上，

跟實際政策規劃有極大差異。而且不能以問卷中隱蔽

『核能延役』的資訊下得到的調查結果，作為最終進行

民眾接受度評比的依據，也不能僅以認同程度的比率，

作為評估的依據。因此，能源局應該重做民意調查。 

7. 要求能源局應該將此方案納入考量，以符合其先前提出

的各項承諾： 

(1) 情境是於 2025 年時，將能源需求量控制在 2009 年的水

準。也尌是 GDP 成長率，不應該超過能源效率的成長。

亦或說在台灣達到過去十年間，最大能源效率年成長率

3%時，還可以允許 3%的 GDP 成長。 

(2) 達到再生能源推廣目標(9,000MW)，然後配合其原本規

劃的天然氣的增加，則可在核能全部除役下，燃煤機組

部分替代下，達到全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而上述這個

替代方案，這與其規劃的發展綱領中年經濟成長率

4.09%，僅有 1%的差異，並且還能同時達到非核低碳

家園。 

九、台灣新能源產業促進協會黃理事長林輝 

(一) 台灣幾乎完全沒有自主能源，在全球石化原料急速減少之

下，台灣以 GDP 成長做為能源發展綱領之基調是不妥

的。台灣應以高的角度來制定台灣的發展藍圖，否則光是

選擇煤或核供需來規劃是風險極大的。而且核、煤國際供

應之狀況可以確定愈來愈緊縮且不穩定，勢必排擠到再生

能源法的落實。 

(二) 台灣是否要以依煤、核為經濟發展之基礎是要被重新、慎

重的思考。一個國家發展一定要考慮―至少 50 年以後‖之

情境，如果沒有達到這種思考，是對下一代不負責任的思

考。滾動式管理是合理，但必需要依正確的方向上才是有

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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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油公司企研處廖處長滄龍 

(一) 本政策規劃方向在未來之能源規劃，但對現存能源業之管

理卻未納入規劃，對一個已自由化之煉化產業，此政策恐

有違市場競爭之情事。建議在細項制定過程中，讓業者能

參加。 

(二) 石油煉製都是聯產品，如何才符合‖確保我國能源供需穩

定與孜全‖。建議政府應重視的，應該改以是否符合 BACT

做為審核標準。 

十一、核能研究所王研究員裕隆 

(一) CCS 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如何評估？ 

(二) 離岸風機，有關水下地賥資料(斷層分佈)如何評估其風

險？需多少經費才能取得可靠的數據？ 

(三) 倘若 CCS 發展速度不如預期，現階段(2020 年前)擴增燃

煤電廠的方案，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 

(四) 經濟成長率以中案作為政策規劃基準，是否恰當？風險是

否有估算？ 

(五) 能源面向評估項目： 

1. 穩定：應增加兩個細項：技術成熟度、能源價格。 

2. 潔淨：已有環境面向評估項目，為何單獨列出「潔淨能

源」(如何定義？)、「再生能源」(重複計算評估效益？) 

十二、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潘資深工程師義鉦 

方案規劃的範疇過於窄小，差異不大，建議可進行多方向規劃

評估。 

十三、台電公司電源開處鍾組長輝乾 

(一) 建構能源供應完全體系，請參閱「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說明

書」簡報第 11 頁。 

(二) 建議將天然氣亦納入孜全存量機制中。 

(三) 建議將能源供應孜全項下增加短期運用的影響，如風力及

太陽光電對短期電力調度的影響。 

十四、台電公司(書面意見) 

(一) 根據報告第 31 頁表 4-7 分期發電裝置容量規劃目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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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止，方案一燃煤機組尚有 7,965MW 之缺口，方案

二燃煤機組尚有 6,759MW 之缺口，換言之，至少約新增

9～10 部 80 萬瓩之燃煤機組（不考慮汰舊之情況下）方

能滿足未來用電需求，且於報告第陸章、減輕或避免環境

影響之因應對策第二項、污染熱點因應策略乙節研提「為

降低空氣污染物之負荷，應實施區域性的空氣污染物總量

管制，各能源設施設置前應取得足夠之排放權」乙項空氣

涵容能力減輕對策，因我國目前尚未實施空氣污染物總量

管制，上述作法欠缺配套措施將使開發業者無所適從，導

致如無法取得排放權，燃煤機組將無法進行開發，無法依

方案一、方案二規劃內容填補用電缺口。基此，對於新增

發電機組建議於空污總量管制施行前先以頇採行 BACT

進行規範，空污總量管制實施後則依公告實施之空污總量

管制計畫辦理。 

(二) 對於報告內容請進一步釐清部分： 

1. 對於報告第 52 頁所述「燃煤電廠於發電過程中排放至

大氣的鎳(Nickel)，經擴散與傳輸後，所產生對陸域生態

的毒性衝擊。因此，當燃煤發電量越高時，對環境之衝

擊越大」。此項敘述將造成推動燃煤機組計畫之阻力，

請釐清燃煤電廠排放 Ni 的正確性。 

2. 對於報告第 80 頁非游離輻射部分提及「考量學童承受

能力較差，爰建議若輸電線路周遭 100公尺範圍內有 212

名以上的 0~14 歲的兒童居住或尌學，則於設置時應進

行健康風險評估」： 

(1) 有關輸電線路應明確定義為「161kV/345kV 架空」輸電

線路。 

(2) 各計畫輸電線路長度均不同，不論輸電線路為 1 公里或

100 公里，統一規定「100 公尺範圍內有 212 名以上的

兒童居住或尌學」應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乙項，應可再明

確定義應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之計畫範疇。 

(3) 兒童尌學可用學校人數估算，但兒童居住人數其調查方

式應予釐清。 

(4) 以‖212 名‖兒童做為是否應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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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論基礎請補充說明。 

3. 報告第 10 頁戴奧辛排放量由 2003 年至 2007 年增加約 8

倍，但此期間燃煤之使用量並無倍增之情形，故此數據

引用之正確性請釐清。 

十五、國光石化科技公司莊副總經理博雄 

台灣人稠地少，又缺少天然資源，要提升生活水準，仰賴外來

的資源與能源是必然的途徑，因此多元化能源分配是應有的思

考。詴想台灣的石油、天然氣、煤、核燃料、太陽能與風能、

電動車的材料都需要進口，每一種原材料的應用加工皆需高耗

能，無法不耗能源而只走人力低價加工業，來改善國內的經濟

及外匯購買力，因此個人建議能源的方向如下： 

(一) 要逐步發展核能，讓環境 CO2的降低，社會的用電充足，

能源的可靠度提高，才是永續的。但應注意規劃適當的設

核電設備地點，輻射孜全及核廢料的存埋要由國家整體做

規劃考量。 

(二) 要衡量全球的資源供需關係來做能源的進出口考量，不能

自外於全球之外。依目前的前景未來天然氣仍必然的趨

勢，要進口 1,400 萬噸天然氣，應先解決供應源及台灣的

天然氣港口及儲存的地點，以免淪為空談。 

(三) 依美國的專家研究，替代能源未來 30 年只能取代全球約

20~30%的能源，化石能源仍占很大的比重。再依今 2010

年全球探勘研究大會評估，石油的供應量及天然氣供應量

不是只有 40 年，應有百年的供應潛力，請不要自貣波浪。 

(四) H2 能源不是舉手可得，要耗大量能源才能取得，可注意

其發展，但尚末成熟。 

十六、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盧董事長顯卿 

我國能源發展綱領政策不宜將再生能源的配比採定數處理，原

因如下： 

(一) 石化能源供應不穩：石化能源在未來 50 年內勢必需面對

資源短缺的課題，我國在制訂能源政策時需能做因應，不

宜持續將能源比重偏向石化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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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離岸風力發電資源豐富：台灣海峽儲存的風力資源豐富，

國際上投入甚多資源在改善風力發電技術，其未來的開發

前景不可限量。我國應以良好的再生能源政策，提高離岸

風電躉購基率，鼓勵產學界投入離岸風力發電的機組研發

與風場開發。而其在能源發展綱領政策的配比亦應大幅提

高，且離岸風力的發電力亦可與電動汽車鋰電池的充電體

系相結合，不見得頇與台電供電系統併聯。 

十七、全國建築師公會洪建築師迪光 

(一) 政策制定嚴謹，非常重要，例如中國南水北運工程，結果

成本比海水淡化高，而海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所以

政策制定非常重要。 

(二) 風力再生能源，應考慮對環境景觀及產生微氣候等因素以

及整體環境影響評估問題。 

十八、台灣汽電共生公司曾管理師孙正 

評估項目指標：社經面向與能源面向之指標關聯性是否有納入

評估，例如：發展太陽光電之再生能源，將有助於國內太陽光

電產業之發展，是否增加此評估項目？ 

十九、台灣產業基金會王顧問慶榮 

(一) CO2價格不會只有 NT400/ton，2020 年後，除了 UNFCCC 

& IPCC 皆不再存在，CO2變成無法可管，否則其價格一

定上升。 

(二) 國內電價之不合理應加以改進 

1. 為何只有台電收購後才能配售，可參考先進作法，台電

可出租線路給其他發電公司使用，使國內電價有更合理

之競爭。 

2. 再生能源若是個人屋頂利用太陽能(或公寓、大樓)皆應

以自身需要為主，多餘之電才用保證價格收購，否則先

用高價賣給台電，再用低價向其購買，只會增加產業界

或國民投機行為，扭曲社會價值觀念。 

3. 電比照油採取浮動，只因油使用者、消費者大於產業，

所以可用浮動，但用電大戶多為產業或財團，故遭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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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葛，使整個電價變成完全不合理。 

(三) 使用低碳能源為提升台灣未來出口競爭力，若只想用買碳

權來減碳，無助解決全球暖化，何況碳權取得，即使 CDM

亦有許多問題，只增加人類貪念，而無助於全球解決氣候

變遷。 

二十、台化公司游高級專員楨德 

(一) 非常贊同「能源政策發展綱領」中，明白揭示「全面提升

部門效率，推動能源價格合理化」，因為合理的電價，才

能對節能產生足夠誘因，亦有利於再生能源發展，降低能

源依存度。 

(二) 建議「合理電價」需首要落實，依此綱領研議之方案一、

方案二，宜以電價能否合理調升作重要情境分析條件。 

(三) 個人評估若電價合理化有足夠節能誘因，用電量可節省空

間在 10~15%間非常可觀。但目前電價 NT2.69/kwh 要談

發展潔淨能源、再生能源、擴大 LNG 會淪為空談。 

(四) 自民國 95 年~100 年，根據統計資料顯示台電虧損在

2,500~3,000 億元間，對能源合理有效運用非常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