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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工業政策環境影響評估—能源經濟面環境影響評定 

 

一、能源利用評估 

（1）能源消費與能源生產力 

石化工業屬於高耗能產業之一，根據經濟部能源局統計，2005
年石化工業（含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樹脂塑膠及橡膠製造業）之

能源消費（含石化進料）總計 1,576萬公噸油當量，佔工業部門能源
消費的 47%，因此石化工業之能源生產力更是各界關心的焦點。一
般而言，能源生產力之定義為「每一單位能源消費所創造的國內生

產毛額」，其目的在衡量能源使用效率，及反應經濟體系對能源的耗

用程度。 

然而，由於國內各項統計產業部門分類的差異，無法針對石化

工業（含石油化學原料業、合成樹脂及塑膠原料業、合成橡膠原料

業 3 項）得到歷年確切的國內生產毛額資料，為避免對石化工業國
內生產毛額歷史資料估算不正確導致預測評估的謬誤，在此僅以石

化工業之產值來衡量石化業每單位能耗之生產力；此外，由於石化

業能源消費中作為原物料投入之石油產品並非能源用途消費，故應

予以排除。 

依上述準則，根據乙烯需求量、石化業產值及石化業能源耗用

量之歷史資料，利用自我迴歸整合移動平均 (ARIMA) 方法，分別
預測各政策選項在高、中、低的乙烯需求情境下，2009 年至 2025
年石化業產值與能源消費量，相除得到各選項石化業單位能耗所創

造之產值，做為衡量各選項能源生產力的評估指標。各政策選項評

估結果以替代方案一—因應乙烯高需求政策石化業能源消費量最
高，但能源生產力也最高；主方案次之，替代方案二最低，詳見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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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能源生產力評估結果 
能源消費量 能源生產力 

 
公噸油當量 等級 千元/公噸油當

量 
等級 

2007基線 4,545,346 ○ 366.95 ○ 
2015 5,387,351 ─ ─ 379.19 ○ 主方案： 

因應乙烯中需求政策 2025 7,506,777 ─ ─ 409.56 ＋ 
2015 5,861,497 ─ ─ 385.98 ○ 替代方案 1 因應乙烯高需求

政策 2025 9,427,003 ─ ─ 437.08 ＋ 
2015 4,946,347 ─ ─ 372.87 ○ 替代方案 2 因應乙烯低需求

政策 2025 5,961,658 ─ ─ 387.42 ＋ 
消費係由 ARIMA估算之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單位乙烯能源耗用 

輕油裂解工廠常用之節能指標為「生產每公斤乙烯之能源耗用

量」，乃將所有乙烯生產相關製程之能源耗用以燃料油當量表示。單

位乙烯能耗指標從 1975 年中油二輕之 10,000 千卡/公斤，降至目前
營運之各輕裂工廠 5,500 至 7,500 千卡/公斤；而隨著新投資計畫進
行，各輕油裂解工廠陸續改善節能設備或汰舊換新，預估未來單位

乙烯能耗指標將持續降低。 

根據各廠乙烯能耗指標以產能加權平均，至 2015年隨著三輕更
新完成，單位乙烯能源耗用由每公斤 8,850千卡降至 5,500千卡；且
單位乙烯能耗較高的五輕關廠、國光石化一期單位乙烯能耗較低的

輕裂工廠投產，平均單位乙烯能耗將降至 6,017~6151千卡/公斤。而
至 2025年，各政策選項評估結果以替代方案一—因應乙烯高需求政
策，涵蓋新建輕裂工廠產能比例最高，因此單位乙烯能源耗用最低，

約達每公斤 5,715千卡；主方案次之，約達每公斤 5,847千卡；替代
方案二最高，約每公斤 6,151千卡。詳見表 5-2。 

表 5-2  單位乙烯能源耗用評估結果 

2007年基線 2015年 2025年  
值(千卡/公斤) 值(千卡/公斤) 等級 值(千卡/公斤) 等級 

主方案（中需求） 6,017 （0.92） ○ 5,847 （0.89） ○ 
替代方案一（高需求） 6,017（0.92） ○ 5,715（0.87） ＋ 
替代方案二（低需求） 

6,542 
（1） 

6,151（0.94） ○ 6,151（0.94） ○ 
註：替代方案一期他投資計畫 190萬噸乙烯產能所新建之輕裂工廠，單位乙烯能耗暫以

國光石化之 5,086千卡/公斤估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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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面評估 

（1）經濟效益 

石化工業向為我國重要之基礎工業之一。依據經濟部統計處統計

資料，2008年石化業（含石油化學原料業、合成樹脂及塑膠原料業、
合成橡膠原料業 3項）產值達 1兆 6,330億元，若包含塑膠、橡膠、
紡織、特化等石化相關產業，則產值將近 3兆元新台幣，占全國製造
業總產值近 1/3。 

除了產值的占比外，石化工業的重要性亦表現在其高產業關聯程

度上。產業關聯可分為向前關聯及向後關聯。前者表示所有產業部門

最終需要變動一單位對特定產業產品需求之總變動量，也就是特定產

業受感應的程度，稱為「向前關聯效果」；後者則是某一產業部門需

求變動一單位時，各產業必須增（減）之數量和，也就是該特定產業

對所有產業的影響程度，稱為「向後關聯效果」。由上述兩者之關聯

程度大小，可判定各產業部門在經濟發展中所占之地位或投資順序選

擇之參考。 

特定產業部門之影響度（Uj，即向後關聯效果）與感應度（Ui，
即向前關聯效果），計算公式如下： 

影響度 ，Uj>1表示 j產業影響度高
於所有產業影響度之平均值，故該產業之影響度高、向後關聯效果大。 

感應度 ，Ui>1表示 i產業感應度
高於所有產業感應度之平均值，故該產業之感應度高、向前關聯效果

大。 

依主計處公布之產業關聯程度表 (I-A)-1計算石油化工原料業之
影響度與感應度，結果石化原料業之影響度與感應度均大於 1，感應
度甚至高達 6.7，且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詳表 5-3），足以顯現石化
工業的高度產業關聯性。 

表 5-3  石化原料業產業關聯程度 

 1994年 1996年 1999年 2001年 2004年 
影響度 1.131343 1.176762 1.246258 1.362586 1.305767 
感應度 4.673625 5.132840 4.914923 5.022126 6.69568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計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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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主計處公布之投入係數表 (A) 亦可觀察出發展石化工
業之產業帶動效果。根據 2004年 49部門之投入係數表，在所有產業
的中間需要中，化工原料的投入係數高達 0.0401，僅次於電子零組件
（0.0572）、鋼鐵（0.0486）與金融保險服務（0.0432）；而各產業中
仰賴化工原料投入較高者（投入係數大於 0.05）包括：塑膠（0.6538）、
化工原料（0.4520）、人造纖維（0.4113）、其他化學製品（0.1783）、
其他金屬（0.0648）、塑膠橡膠製品（0.0643）及電子零組件（0.0514），
顯示石化工業在帶動其他產業發展上的重要性。 

由石化工業的高產值占比與高產業關聯效果，可以看出石化工業

在經濟發展中所占的地位；因此，有關石化業發展的不同政策選項所

帶來不同的經濟效益，與對未來經濟發展造成不同程度的衝擊，如何

在有效利用資源及兼顧環境負載能力的前提下，維持、增加經濟成長

的動能，將是我們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各政策選項評估結果以替代方案一—因應乙烯高需求政策所帶
來的經濟效益與產業帶動效果最高，為達 2025年乙烯年產能 849 萬
噸規模所新增之各項投資案，投產後約可為增加石化業及相關產業

（含化工原料、人纖、塑膠、橡膠製品、其他化學製品等）創造 2兆
1,274 億元之新增年產值，並增加 4,075 億之年附加價值。主方案所
帶來之經濟效益與產業帶動效果次之，替代方案二之經濟效益與產業

帶動效果最低，詳見表 5-4。 

表 5-4  經濟效益評估結果 

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07年基線 2015年 2025年 

 
當期石化相

關產值 
當期石化相

關 GDP 
石化相關 
產值增額 

石化相關 
GDP增額 

石化相關 
產值增額 

石化相關 
GDP增額 

主方案 
（中需求） 

9,891 
（0.63） 

1,915 
（0.6） 

14,765 
（0.44） 

2,840 
（0.4） 

替代方案一 
（高需求） 

9,891 
（0.63） 

1,915 
（0.6） 

21,274 
（0.2） 

4,075 
（0.14） 

替代方案二 
（低需求） 

26,424 
（1） 

4,789 
（1） 

6,684 
（0.75） 

1,306 
（0.73） 

6,684 
（0.75） 

1,306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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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發展 

而在產業發展方面，石化基本原料的穩定供應，對石化工業中下

游的發展相當重要，因此將以基本石化原料—包含乙烯、丙烯、丁二
烯、芳香烴（苯、甲苯、二甲苯）之自給率，來衡量各政策選項中下

游供應之穩定度。 

利用自我迴歸整合移動平均 (ARIMA) 方法，根據經濟成長率與
各石化基本原料價格之歷史資料，推估不同情境下各石化基本原料之

需求量，並根據不同政策選項下各投資計畫所規劃之石化基本原料產

能，來衡量各政策選項之基本石化原料自給率。 

各政策選項評估結果，除丁二烯外，丙烯與芳香烴類均以替代方

案一—因應乙烯高需求政策的自給率最高；主方案之丙烯與芳香烴類
自給率次之，替代方案二之丙烯與芳香烴類自給率最低。而丁二烯的

自給率則以主方案最高，替代方案一次之，替代方案二最低。詳見表

5-5。 

表 5-5  產業發展評估結果 

丙烯 丁二烯 芳香烴 
 自給率

(%) 
等級 自給率

(%) 
等級 自給率

(%) 
等級 

2007基線 112.91 ○ 106.36 ○ 57.75 ○ 
2015 112.72 ○ 104.94 ＋ 76.32 ＋＋ 主方案：因應乙烯

中需求政策 2025 93.71 ＋＋ 103.96 ＋＋ 68.70 ＋＋ 
2015 105.85 ＋＋ 101.19 ＋＋ 73.09 ＋＋ 替代方案 1因應乙

烯高需求政策 2025 101.33 ＋＋ 96.97 ＋＋ 73.36 ＋＋ 
2015 114.92 ＋＋ 104.29 ＋＋ 70.87 ＋＋ 替代方案 2因應乙

烯低需求政策 2025 92.65 －－ 106.49 ＋ 58.14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