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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發展策略之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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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受到全球氣候劇烈變遷的影響，溫室氣體管制成為各國環境治理重

要框架，綠色產業、綠色經濟、環境永續、能源安全與循環型社會等觀念逐漸為

人所重視。我國於 2015 年 6 月通過溫室氣體減量法(以下簡稱溫管法)，設定長

期減量目標(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2005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50%以下)。 

多元化政策工具為各國政府採行方式，期望透過配套策略與措施確保節能

減碳目標之達成，包括直接管制工具、市場誘因工具、財政工具、技術與產業發

展策略以及相關法規配套等。為能在節能與減碳需求發生時，提供充足且適當的

技術選項，新興能源科技的推動和相關節能減碳技術的發展為全球優先推行的重

點工作。 

因此，本研究由能源技術發展與投資效益觀點，首先盤點我國能源技術發

展路徑，並分析各技術發展過程中可能面臨的障礙與風險，以針對個別障礙提出

適當發展策略。其次，利用整合分析模型(Integrated System of Strategic Energy 

Policy, ISOSEP)進行綠色能源科技發展政策評估，藉以評估政策工具(電價機制、

能源稅與再生能源設置成本補貼)配套運用於綠能產業與綠色經濟發展、維護環

境永續、促進能源正義等面向可能產生之效益。 

評估結果顯示，不論是電價、能源稅及再生能源設置成本補貼等相關政策

的推動對綠能產業發展以及環境永續之維護有所助益，然而對於綠色經濟之提升

以及促進能源正義方面則是產生負面的影響。為能充分反應能源價值及 CO2 成

本，使能源消費者能透過價格來調整需求或使用行為，因此經常採行之策略包含

電價透明化、能源稅或碳稅之課徵以及碳交易市場等措施，以達成上述目的；經

本研究分析，若能將能源稅應用於再生能源設置成本補貼，將可促進綠色產業發

展。因此建議應與促進產業轉型、提升能源科技運用之措施搭配採行，例如輔導

或補貼用戶採用節電設備，促使用戶改變其生活習慣、汰換老舊電器及用電方式

等，不僅可減輕經濟發展之壓力，亦可強化節能減碳成效。 

 

關鍵詞：綠色能源技術、ISOSEP、投資佈局、效益評估 

 



 

1. 前言 

近年，受到全球氣候劇烈變遷的影

響，溫室氣體管制成為各國環境治理

重要框架，綠色產業、綠色經濟、環

境永續、能源安全與循環型社會等觀

念逐漸為人所重視。我國於 2015 年 6

月通過溫室氣體減量法(以下簡稱溫管

法)，除設定長期減量目標(2050 年溫室

氣體排放量降為 2005年溫室氣體排放

量 50%以下)外，更創造碳稅、碳交易、

碳洩漏管控、碳核配和境外碳權等機

制。 

多元化政策工具為各國政府採行

方式，期望透過配套策略與措施確保

節能減碳目標之達成，包括直接管制

工具、市場誘因工具、財政工具、技

術與產業發展策略以及相關法規配套

等。為能在節能與減碳需求發生時，

提供充足且適當的技術選項，新興能

源科技的推動和相關節能減碳技術的

發展為全球優先推行的重點工作。 

經本研究評估，在不考慮任何能源

技術發展策略與能源技術對減量之貢

獻下，欲達到我國 INDCs 與溫管法目

標，對我國長期經濟衝擊相當可觀。

因此本研究進一步由能源技術發展與

投資效益觀點，說明政策工具配套如

何提升綠色能源技術效益。 

 

2. 能源技術發展之風險

與策略選項 

2.1 綠色能源技術的分析範疇 

國內目前對於能源科技產業或技

術之定義與涵概範圍多所差異，經彙

整綠色能源產業旭昇方案、綠色能源

產業躍升計畫、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

能源局年報以及第一期能源國家型科

技計畫中所探討之能源科技類別後，

能源科技產業涵蓋能源供應、能源利

用、儲能、能源管理、能源探勘與開

採、節能、減碳、零組件以及技術服

務等上、中、下游不同層級。為聚焦

研究主軸，本研究分析第二期國家型

能源科技計畫六大主軸技術發展路徑

及其風險，並探討技術發展可行策略；

其次針對採用綠色能源來發電之技術

項目，包含太陽光電、陸域及離岸風

力發電、地熱發電、海洋能發電、生

質燃料及 CCS 等發電技術等，進行能

源發展推動政策配套對於技術投資時

點，以及技術採用後之相關效益之影

響評估。 

 

2.2 我國能源技術發展路徑與風

險 

IEA 於 2010 年提到推廣綠色能源

技術之政策規劃(如圖1所示)應視技術

發展分階段提供，例如對示範階段技

術，給予必要的研發、示範與基礎建

設資源；對於成本較高但技術已可運

用的技術，給予經濟誘因，對於市場

已逐漸成熟的技術，則降低經濟誘因，

提供市場機制。 

 

資料來源：IEA(2010), UNEP(2011). 

圖 1 推廣綠色能源技術之政策規劃 

為掌握我國能源技術發展階段，本

研究透過專家問卷及國際相關研究資

料，彙整出六大主軸能源技術之發展

路徑如圖 2。若將技術發展區分為「研

發階段」、「示範階段」、「擴散階段」、

「成熟階段」，則我國六大主軸技術除

海洋能外，多數可望於 2020 年前後由

研發階段進入示範階段，其中節能與

1.技術發展與示範 2.利基市場 3.具有競爭力 4.具有市場規模



 

大型太陽能相關技術可較其他技術更

早進入示範階段；其次，多數專家認

為國內技術的示範與擴散階段相較於

研發階段花費時間縮短許多，特別如

太陽能、儲能、離岸風力、地熱與節

能技術皆呈現此現象，因此這些技術

可望在 2030年以前完成擴散階段並進

入成熟階段。 

 

資料來源：本研究專家問卷結果。 

圖 2 我國能源技術發展路徑 

事實上，影響能源技術投資意願與

發展成效之因素充滿不確定性，政策

與策略規劃之目的之一，即在協助減

少這些發展過程中的風險與障礙。表 1

針對各能源技術發展階段，彙整出可

能存在的技術與市場障礙，在技術發

展前期與研發階段，持續資金注入與

基礎建設為累積研發能量以促進技術

及早商品化之必要方向，到技術進入

擴散階段，產業鏈形成與專業人力導

入為促進產業化與規模化重要的因

素。 

表 1 能源技術發展階段之障礙 

發展

階段 
研發階段 

示範

階段 

擴散

階段 
成熟階段 

障礙

面向 
技術實用化 

產品

商品

化 

生產規模化 
經營市場

化 

障 礙

與 問

題 

 需要龐大資

源投入(人力、物

力、資金) 

 短期投資成

本回收有限，長

期報酬不確定 

 因高風險使

研發誘因不足 

 相關法令限

制 

 國際專利競

爭 

 基礎

建設不

足 

 資金

持續投

入需求

無法滿

足 

 技術

應用之

可行性

有疑慮 

 產業鏈形成需

要產業政策搭配 

 技術成本與量

化應用速度受到

國內研發能量與

技術導入能力限

制 

 專業人力培養 

 需 要 健

全的能源

市場以反

映能源供

需 

 需 要 強

化能源技

術產業國

際競爭力

與運用層

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 

能源技術發展過程中面對的風險

可歸納為五類，包括政策風險、市場

經濟風險、社會風險、技術風險以及

氣候環境風險，風險分類如表 2所示。

政策風險指對於長期能源政策、環境

政策與產業經濟政策的不確定；市場

經濟風險主要指對未來能源市場與技

術市場發展及獲利能力之不確定；社

會風險主要考慮社會大眾對於能源技

術的認知、接受度、使用習慣之不確

定，另外也包含前述政策與經濟風險

對於社會福利及能源負擔能力之影響

亦具有風險；技術風險則因技術發展

成熟度之差異，包含新型技術研發成

本與技術成功商業化運用之時點之不

確定、需要進一步推廣與降低成本之

既有技術之推廣成效與市場滲透率之

不確定、以及可商業化技術之競爭力

之不確定等。 

表 2 能源技術發展之風險類別 

不確定性來源之類別 不確定性來源項目 

市場因素 
能源價格波動 

碳交易價格 

政策因素 

核能政策 

油電價政策 

再生能源目標 

再生能源獎勵制度 

能源安全政策 

氣候變遷政策 

節能措施 

氣候因素 
溫升與極端氣候 

災害 

主觀偏好因素 

能源設備使用習慣 

對能源與永續發展的認知 

政治偏好 

社會氛圍 

能源科技研發 

研發成果 

研發成功時點 

成本與商業化時程 

技術採用與擴散 

網路外部性與相容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 

 

為了掌握我國能源技術發展過程

可能面臨的障礙及其影響，本研究透

過專家問卷，彙整六大主軸技術之風

險矩陣。就國內專家與學者之看法，

圖 3 說明在這些來源各異之風險中，

政策風險與市場經濟風險對技術發展

之重要性更甚於其他風險，顯示適當

時間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研發階段 示範階段 擴散階段 成熟階段

減碳淨煤 研擬示範機制 持續提供商業化的誘因提供使用獎勵

生質能
•建立能源潔淨標準
•鼓勵廠商採用生質能 農業、林業與生質能並進政策

太陽能

儲能

離岸風力

地熱

消除價格扭曲
簡化選扯
與審核流程

建立國際能源需求與供給的資料庫

提高R&D
投資

持續研究以提高效率及降低成本
智慧電網
的配合

綜合輸電規劃 對目標的持續監測
建立環境與
營運資料庫

增加對於R&D的資金
•持續金投入以擴大商業化規模
•對目標的持續監測

• 隨基礎建設發展建築規範
• 提供R&D

•持續追蹤有效率的材料或技術之發展
•執行案例研究及減量評估以提早更新設備節能

智慧電網
•靈活的電力服務(含需求端管理與儲存)
•持續對智慧電網系統進行投資

•發展客製化的應用技術
•建立電網技術標準



 

且明確的政策目標與規劃，更有助於

穩定能源技術研發與投資意願與信心；

而適當的經濟與市場工具的搭配，可

望降低對投資獲利能力之疑慮，進而

促進及早投資以累積經驗，提升學習

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專家問卷結果。 

圖 3 各類風險對我國能源技術發展之

重要性 

其次，問卷中針對各類風險，依據

目前國內外情勢與變化趨勢，設計未

來可能情境共 30 項，並詢問各項情境

發生機率以及一旦發生可能對技術的

商業化時間、應用後的產值與可創造

的就業機會等指標產生何種衝擊。 

圖 4即利用問卷結果將情境發生機

率與指標衝擊依大小排序，並畫分為

五等分量，接著利用固定替代彈性函

數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CES)計算前述三項指標之綜合指標，

最後將各項技術面對之風險情境依其

發生機率與綜合指標繪製風險矩陣。 

結果顯示未來高風險來源分佈在

政策面、經濟面、技術面與社會面，

其中發生機率高且衝擊較大者包括政

策經濟面之躉購費率降幅與頁岩氣進

口、社會面之人口減少及老年人口增

加、技術面之未來成本變化以及環境

面之未來溫升與極端降雨。 

 

 

資料來源：本研究專家問卷結果。 

圖 4 我國能源技術發展之風險矩陣 

 

2.3 我國能源技術發展策略選項 

為了降低技術發展面臨的各項風

險，同時考量階段性的障礙差異，在

策略上應依技術階段設計策略配套。

參考國內外曾被考慮以及已經被採用

的策略選項，彙整出表 3 的階段性策

略選項，分為管制行策略、經濟工具、

財政工具、基礎建設、法治標準等類。 

表 3 能源技術發展策略 

 能源科技技術之發展階段 

策略 研發階段 示範階段 擴散階段 成熟階段 

管制

工具 

 再生 能源

發電配比 

 溫室 氣體

排放配額 

 再生 能源

發電配比 

 溫室 氣體

排放配額 

 再生 能源

發電配比 

 溫室 氣體

排放配額 

 再生 能源

發電配比 

 溫室 氣體

排放配額 

經濟

工具 

 關鍵 技術

產業媒合 

 政府 協助

R&D 資金

取得管道 

 政府 研發

投入 

 技術 資源

整合 

 關鍵 技術

產業媒合 

 政府 協助

R&D 資金

取得管道 

 示範建立 

 技術 移轉

平台 

 產業 專業

人才培育 

 產業 鏈與

區位 產業

聚落引導 

 競標制度 

 再生 能源

交易權證 

 綠色認證 

 溫室 氣體

交易 

 競標制度 

 再生 能源

交易權證 

 綠色認證 

 溫室 氣體

交易 

財政

工具 

 研發補助 

 研發 專業

人才培育 

 融資 管道

協助 

 貸款保證 

 示範補助 

 饋電價格 

 資金 補貼

或折扣 

 綠色 稅制

與稅 賦抵

減 

 能源 生產

補助 

 饋電價格 

 綠色 稅制

與稅 賦抵

減 

基礎

建設 

 綜合 輸電

規劃 

 智慧 電網

的配合 

 儲能設備 

    

法治

標準 

 建立 能源

潔淨標準 

 建立 電網

技術標準 

 隨基 礎建

設發 展建

築規範 

 建立 能源

潔淨標準 

 建置 資料

庫 

 簡化 選址

與審 核流

程 

 能源 市場

自由化 

 對目 標的

持續監測 

 建置 資料

庫 

 能源 市場

自由化 

 效率標準 

 對目 標的

持續監測 

 建置 資料

庫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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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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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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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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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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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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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3,4-5 3-4,5-25-1

1-4,1-51-6 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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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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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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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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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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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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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可知綠能技術產業化效

益的成果為直接受綠色能源技術發展

速度、基礎建設之支撐，財政輔助以

及配套技術的相應發展之影響。為了

進一步瞭解各類策略對綠色能源發展

及其效益之影響，本研究選擇「電價

定價機制」、「課徵能源稅」及「補貼

CCS 設置成本」為分析對象，以下茲

說明評估方式及結果。 

 

3. 我國綠色能源發展策

略之效益評估 

3.1 效益的範疇與指標選擇 

在分析能源技術發展效益之前，首

先必須先釐清綠色能源發展之目的與

目標，因為政策目標不同，所關注的

效益便有所不同，例如以產業化為首

要目標者，便較關心何種政策可促進

技術及早商業化並創造更高的報酬，

而以節能減碳為目標者，則更注重減

碳效益之多寡。 

就我國能源政策而言，「永續能源

政策綱領」以提高能源效率、發展潔

淨能源及確保能源供應穩定為政策目

標；「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及其延

續方案「綠色能源產業躍升計畫」則

在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之減量目標下選

定重點產業並依產業特性協助我國綠

能產業發展；直到 2011 年日本福島核

災使政府重新檢視能源政策，並於同

年頒行「新能源政策」並以確保核安、

穩健減核、打造綠能低碳環境、逐步

邁向非核家園為發展願景。顯然能源

政策著眼點除了確保能源穩定且安全

供應外，綠能低碳環境與能源產業發

展皆為我國能源政策願景。 

因此本研究將綠色能源技術發展

之政策目標歸納為四項，即「加速綠

能產業發展」、「維護環境永續」、「提

升能源安全」以及「促進能源正義」。

針對四項政策目標，本研究歸納對應

之效益範疇，並設定適當之衡量指標

如表 4。 

表 4 能源技術政策目標與衡量指標 

政策 

目標 

效益 

範疇 

衡量 

指標 

加 速

綠 能

產 業

發展 

產業帶動及

總體經濟效

益 

國家 GDP 貢獻 

就業創造 

貿易餘額 

國家競爭力 

產業轉型 

綠能產業發

展 

產業國際競爭力 (市

佔率、定價能力) 

綠能產業產值 

綠能投資報酬率或淨

現值 

維 護

環 境

永續 

溫室氣體減

量 

GHG 排放量 

能源密集度 

碳密集度 

空氣品質改

善 

空氣污染物排放濃度 

提 升

能 源

安全 

確保能源穩

定供應 

發電量 

缺電機率與成本 

能源集中度 (進口集

中度、種類集中度) 

能源自主率 

能源價格波動離均值

或變異數 

促 進

能 源

正義 

提供民眾安

全經濟可持

續的資源 

能源支出佔所得比例 

人均能源財政負擔 

基礎建設規

劃公平性 

人均能源設施密集度 

建立大眾參與能源政策管道 

資料來源：本研究。 

為廣泛考量各面向目標，本研究考

量環境永續角度之碳排放量效益指標、

經濟發展角度之 GDP 影響、能源產業

角度之淨現值效益以及能源正義角度

之能源支出占所得比例(能源負擔比例)

等效益指標。 

 

3.2 評估方法 

本 研 究 應 用 整 合 分 析 模 型
(Integrated System of Strategic Energy 

Policy, ISOSEP)進行綠色能源科技發

展政策評估。ISOSEP 為一整合型模型，



 

模組間之關聯如圖 5 所示，其中包含

五個模組與一個整合型優先性排序方

法，五個模組分別為產業鏈與價值鏈

整合模式、發電技術單位成本預測模

組、技術進步分析模組、能源科技政

策影響評估模組、成本效益評估模組

以及電力部門供應模型。此外，為強

化能源技術供給分析能力，ISOSEP 亦

透 過 與 核 能 研 究 所 合 作 ， 與

MARKAL-ED 模型進行整合分析。 

產業鏈與價值鏈整合模式，主要功

能為釐清能源科技之上、中、下游產

業發展概況，並藉由價值鏈之串連，

釐清能源科技發展可能產生的產業帶

動效果；經由前述資料，進一步編製

成囊括能源科技產業之投入產出表，

做為能源科技政策影響評估模組之基

礎資料庫，以供能源科技產業與技術

發展策略影響評估。 

發電技術單位成本預測模組主要

預測各發電技術之發電成本構成項目

於 2016 至 2050 之變動趨勢。此處的

發電成本構成項目主要包含投資成本、

固定維運成本及變動維運成本等三項，

其中投資成本係指前期開發、發電設

備建置、電網及基礎建設等項目所須

花費之成本；固定維運成本包含營運

維護、保險、土地租賃、電網費和勞

動等；變動維運成本大多為燃料成本，

少部分為維修成本。透過蒐集與彙整

國外各研究計畫之相關發電成本構成

項目之數據資料，建置各發電技術之

成本資料庫，再運用羅吉斯模型輔以

三點法推估上界與下界之羅吉斯預測

曲線，以作為各發電技術之單位成本

預測趨勢，並可進一步計算未來各年

度成本之期望值與變異數，以利後續

計算考量確定性當量的淨現值。 

能源科技政策影響評估模組用來

進行各項能源與科技政策、氣候變遷

政策、產業化推動策略對整體經濟、

產業、能源使用以及溫室氣體排放之

影響。為達到上述目的，該模組係以

單國動態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模型為基礎

所建置，此模組之部門別包含能源產

業(電力部門與非電力部門)、非能源產

業為 72 個。 

由於目前多數發展中的能源科技

產業仍以發電技術為主，因此，本計

畫建置一個電力部門模型，在最佳化

的狀態下，最適能源技術投資佈局。

考慮到國家能源政策擬定時關注的政

策目標或層面或有不同，因此電力部

門模型設立多重目標函數，分別為「投

資淨現值最大」、「總成本最小」、「能

源消費最小」、「發電成本最小」、「CO2

排放最小」、「政府支出最小」等。另

方面，則考慮未來各年總發電量必須

滿足用電需求；未來各年各技術年發

電量不能超過當年容量上限；未來各

年各技術裝置容量依政策方向設定上、

下限；減量目標限制等。 

ISOSEP 整合分析模型中，電力部

門的發電技術包含太陽光電、陸域風

力發電、離岸風力發電等共 15個技術，

技術進步分析模組係僅針對發電技術，

預計考量研發投資與技術進步之關聯，

以呈現研發投入與經濟產出之間的完

整途徑。限於國內資料尚未蒐集齊全，

此模組目前仍處於理論模型建置階

段。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 ISOSEP 模組關聯圖 

本文評估內容係利用 ISOSEP 中的

政策影響評估模組、電力部門模型以

及成本預測模型來進行。模型內相關

參數設定彙整於表 5。 

電力部門供
給模型



 

表 5 本研究相關參數設定 

項目 假設說明 

人口數 

採用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

口推計（103 至 150 年）－低推計」

數據。 

負載因

數 

以經濟部能源局 201412「全國長

期負載預測與電源開發規劃」報告

中，所提供 2013 年的尖峰負載與

平均負載，計算得負載因數，並設

定至 2050 年均維持此負載係數。 

退役機

組裝置

容量 

既有機組參考能源局 10405 案之

無核四案電源開發方案進行設

定。新增機組使用年限燃煤 35

年、燃氣 35 年、水力 40 年、太陽

能 30 年、風力(陸域/離岸)25 年、

生質能 20 年、海洋能 30 年。 

國際能

源價格 

參考 AEO(2015)對煤、油及天然氣

價格於 2013~2040 年間之預測

值；並以該期間之年均成長率進行

2041~2050 年之推估 

發電技

術之單

位投資

成本 

參考國際機構所提之研究報告與

資料庫之預測結果。國際機構：英

國能源及氣候變遷部、德國經濟研

究所。資料庫：OpenEI。 

發電技

術之燃

料成本 

照國際能源價格之變動趨勢設定

之。 

再生能

源躉購

費率 

參考經濟部公告之 103 年度各再

生能源躉購費率。並以該年度之費

率價格加以計算各再生能源平均

躉購費率，至 2050 年間均固定此

費率。 

再生能

源發展

基金費

率 

參考經濟部公告之 103 年度繳交

再生能源發展基金費率。 

能源稅

稅率 
參考財政部 100 年 1 月版 

折現率 設定為 3%。 

資料來源：本研究。 

 

3.3 達成減量目標之代價 

我國已於 2015 年 6 月 15 日三讀通

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其中第

四條明定「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

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

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

體排放量百分之五十以下。」此外，

近來因應聯合國氣候會議決議，全球

已有諸多國家提出「自主減碳貢獻承

諾」(INDCs)，我國亦於所提之 INDCs

中將減量目標設定為「於 2030 年溫室

氣體排放量為 BAU (business as usual)

減量 50%（214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

量）。 

為掌握在未考慮任何配套政策或

措施下，達成排放量目標限制對國內

經濟與產業發展之影響，換言之即減

量目標下之減量成本。本研究首先利

用「能源科技政策影響評估模組」，在

目前經濟發展趨勢下，推估國家 CO2

排放量基線如圖 6 中之藍色線，其次

再推估以我國減量目標為上限，自

2016 年起逐年達成減量目標，即圖 6

中橘色線，於 2030 年需減少 47%(與基

線之 CO2 排放量比較)，以及 2050 年

需減少 76%(與基線之 CO2 排放量比

較)。 

在滿足該減量目標之情況下，我國

電價的變化如圖 7 所示，於 2050 年，

將會從 2015年的 2.1元/度上升至 2050

年的 18.4 元/度。2016-2050 年之年均

成長率將高達 6.41%。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 

圖 6 CO2 排放基線與減量目標差異

(ISOSEP 推估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 

圖 7 基線與減量目標下之電價差異

(ISOSEP 推估值) 

對於我國之經濟衝擊部分，在未考

慮任何配套政策或措施下，國內各業

及家計部門皆將因化石能源使用受限，

而需調整生產計畫(減產)並尋求替代

能源，從而提高生產成本，間接造成

下游商品消費萎縮，整體經濟下降，

如圖 8 所示。預估 2030 年當年度實質

GDP 將因此而減少 4.58%，約 1 兆元

新台幣；2050 年當年度實質 GDP 減少

24.58%，約 7 兆 9 千億元新台幣；2016

至 2030 年累計減少 2.23%，約 6 兆 5

千億元，2016 至 2050 年累計減少

10.25%，約 86 兆 2 千億元。我國經濟

將於 2050 年逼近零成長(2050 年當年

度經濟成長率約 0.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 

圖 8 基線與減量目標下之 GDP 差異

(ISOSEP 推估值) 

對於我國能源負擔比例之影響上，

由圖 9 和圖 10 可知低所得家庭(最低)

承擔之能源支出占比約為高所得家庭

(最高)之 2~3 倍；隨著我國減量路徑漸

趨嚴格，能源使用成本大幅提升，家

庭能源支出占所得比例亦因此大幅擴

增；2050 年低所得家庭能源支出占可

支配所得比例將由 3.76%大幅擴增至

9.08%。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 

圖 9 基線與減量目標下低所得家庭之

能源支出佔比差異(ISOSEP 推估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 

圖 10 基線與減量目標下高所得家庭

之能源支出佔比差異(ISOSEP 推估值) 

 

3.4 能源政策情境設計 

根據前述，國際上針對能源發展障

礙所推行的綠色能源技術發展政策，

包含收購制度、設備補貼、環境稅收

課徵等措施。觀察我國現況，本研究

考量重要政策選項包括電價、能源稅

課徵以及能源技術之設備補貼等三項

措施。 

電價部分，考量若電價調整的速度

及幅度無法即時反映發電成本的變化，

將缺乏經濟誘因提升基礎建設，阻礙

較先進之技術進入市場，因此將電價

決定機制納為情境之一，且設計為兩

種情境，其一為調整緩慢之低電價情

低所得家庭能源支出占可支配所得比例

高所得家庭能源支出占可支配所得比例



 

境，其二為依電價公式1計算之內生電

價機制。 

能源稅的部分，考量該稅的課徵將

可反映化石燃料使用者之成本，為政

府用以減少能源量所採取的手段之一，

亦期望藉此達到推動產業節能習慣之

改變，及產業能源結構之調整。能源

稅稅率設定係依 2011 年財政部規劃內

容進行設定。 

設備補貼部分，則係考量能源科技

技術專家指出若對 CCS 設置成本的補

貼，可能有助該技術提早進入市場，

故而納入評估情境中。 

本研究以三項政策選項作為情境

設計之依據(如表 6 所示)，評估三項政

策配套(如表7所示)對於綠色能源技術

於 2015-2050 年之投資佈局的影響，以

及電力部門的碳排放量與電力部門淨

現值、全國 GDP 以及能源負擔比例等

效益。 

表 6 政策動機與設定說明 

政策 動機與設定說明 

電價定價

機制 

為了反應發電成本，提供綠能

技術發展及基礎建設誘因，電

價定價機制設計為低電價(調

整緩慢)與內生(依電價公式計

算)兩情境。 

課徵能源

稅 

為反映能源使用之外部成本，

期達到推動產業節能習慣之改

變、及產業能源結構之調整。 

稅率：柴油 5.08 元/公升；燃料

油 1.3 元/公升；天然氣 1.04 元

/立方公尺；煤炭 0.99 元/公斤。 

補貼 CCS

設置成本 

為促進產業對 CCS 技術之投

資，將能源稅稅收，用以補貼

3 成 CCS 的設置成本 (元

/kW)，期有效降低成本，以利

該技術提早進入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 

 

 

                                                 
1
 本文依據 2015 年 1月份經立法院通過之「新

電價費率計算公式」計算內生電價機制。 

表 7 政策配套之情境對映表 

情境

代碼 

電價 能源稅 
補貼 CCS 設

置成本 

低電

價 

內生

電價 
課徵 

未課

徵 
補貼 

未補

貼 

情境

1 
      

情境

2 
      

情境

3 
      

情境

4 
      

情境

5 
      

情境

6 
      

資料來源：本研究。 

 

3.5 評估結果 

綠色能源投資佈局部分，電價機制

於 2030、2035 及 2045 年對各技術投

資佔比之影響(情境 1 vs. 情境 2)如圖

11 所示。顯示短期內(2025-2030 年)仍

以太陽光電為主，中期(2030-2040)則

以煤-IGCC+CCS、地熱及生質能為主，

離岸風力雖自短期即有零星投資，但

須到 2035 後方有明顯量能出現。電價

機制對投資佈局最明顯的影響發生在

中期，當電價維持在較低水準時(情境

1)，將延後地熱與生質能技術投資擴張

的時間，而以離岸風力為優先選項。

電價機制的調整，仍無法提供海洋能

相應的投資誘因。 

能源稅課徵對於綠色能源投資佈

局所產生之影響程度，則如圖 12所示。

在低電價情況，搭配目前的能源稅稅

率下，對於各綠色能源發電技術之投

資占比並無產生明顯影響。但長期而

言，能源稅微幅改變了技術間的佈局，

煤-IGCC+CCS、地熱的佔比微幅下降，

取而代之的則是太陽光電、離岸風力

與生質能。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 

圖 11 電價機制對投資佈局之影響

(ISOSEP 推估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 

圖 12 能源稅課徵對投資佈局之影響

(ISOSEP 推估值) 

 

若課徵能源稅的同時，利用部分稅

收以補貼 CCS 技術每單位裝置容量之

設置成本的 3 成，該政策配套與單純

課徵能源對於綠能技術投資佈局之影

響如圖 13 所示。於該政策之執行下，

仍無法提早 CCS 技術進入市場的時間，

但因為補貼，節省了 CCS 相關技術所

需投資金額，反而使其他技術投資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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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擴增。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 

圖 13 能源稅收補貼 CCS 對投資佈局

之影響(ISOSEP 推估值) 

 

比較各類政策情境之綠色能源投

資佈局所產生之效益，如表 7 所示，

當電價維持較低水準時，因無法適時

反映發電成本，使 NPV 為負(情境 1、

情境 3、情境 5)；唯有使電價反應發電

成本，才能產生發電系統經濟上的正

向誘因。 

由減碳觀點，當電價能反映成本時，

再生能源技術可望提早進入市場，將

有助於降低碳排 (情境 2、情境 4、情

境 6)。於 2015-2050 年間所課徵之能源

稅總計高達 1.5 兆元。相較情境 2，情

境 4 僅需花 3.02 兆元進行投資即可創

造 14.14 兆元的 NPV。若將能源稅用

於補貼 3 成 CCS 設置成本，於

2015-2050年間共需花費 985億元進行

補貼，在該補貼政策執行下，僅需花

2.9 兆元即可創造約 14.15 兆元的

NPV。 

由總體面觀察，當電價能反映發電

成本變化時，因電價隨時間經過將逐

漸增加且較低電價時為高，故將造成

整體經濟於 2015-2050 年間累計減少

1.24%，約 10.59 兆元(情境 2 與情境 1

比較)；若再加上能源稅課徵，則累計

經濟損失約 1.38%，約 11.80 兆元(情境

4 與情境 1 比較)。 

由環境面觀察，全國 CO2 排放量將

因電價內生，2015-2050 年間累計減量

2.17%，約 295 百萬公噸(情境 2 與情境

1 比較)；若再加上能源稅課徵，則累

計減量幅度約 2.28%，約 311 百萬公噸

(情境 4 與情境 1 比較)。但此兩項政策

仍未能使國家排放量達到溫管法減量

目標。 

由能源負擔比例觀察，隨著電價增

加、能源稅課徵，家庭負擔之能源支

出佔所得比例將擴增，電價較高時，

將使 2015-2050年間平均佔比由 2.04%

增為 2.16%(情境 2 與情境 1 比較)；若

再加上能源稅課徵，則平均佔比將由

2.04%增為 2.17%(情境 4 與情境 1 比

較)。其中低所得者佔比變化幅度較高

所得者為少，原因在於本研究假設各

類所得者對於電價及能源成本上升之

反應(價格彈性與偏好)皆相同，若考慮

高所得者汰換設備意願或能力可能較

佳的情況，則可能改變各類所得者之

相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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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綠色能源政策之效益分析 

政策選

項 

評估結果 

 電力部門總投資 

(單位：十億元) 

電力部門排放量 

(單位：百萬公噸 CO2) 

情境 1 3,431 8,225 

情境 2 3,029 8,200 

情境 3 3,255 8,224 

情境 4 3,015 8,207 

情境 5 3,156 8,224 

情境 6 2,938 8,204 

 電力部門 NPV 

(單位：十億元) 

全國排放量** 

(單位：百萬公噸 CO2) 

情境 1 -4,415 13,614 

情境 2 13,658 13,320 

情境 3 -5,845 - 

情境 4 14,138 13,303 

情境 5 -5,747 - 

情境 6 14,146 - 

 GDP 

(單位：十億元) 

能源負擔比例*** 

(單位：%) 

情境 1 856,279 2.04 

情境 2 845,692 2.16 

情境 3 - - 

情境 4 844,478 2.17 

情境 5 - - 

情境 6 - - 

*  表中數值為 2015-2050 累計值。 

** 2030 當年度全國 CO2 排放量：情境 1 為 364

百萬公噸，情境 2 為 359 百萬公噸，情境 4

為 358 百萬公噸； 

   2050當年度全國 CO2排放量：情境 1為 477

百萬公噸，情境 2 為 457 百萬公噸，情境 4

為 455 百萬公噸。 

***能源負擔比例指家庭能源支出占可支配所

得之比例。 

 

4. 結論 

本研究針對綠色能源技術發展政

策之配套以及未來達成我國減量目標

之影響的評估結果，彙整出以下結論

與建議： 

(1) 綠色能源技術發展政策配套方面 

A. 在電價、能源稅課徵及再生能

源設置成本補貼等相關政策之

推動下，對於綠能產業發展以

及環境永續之維護有所助益，

然而對於綠色經濟之提升以及

促進能源正義方面則產生負面

的影響。 

B. 電價機制對能源科技發展及投

資佈局極具影響力，且電價反

應發電成本，才能產生發電系

統經濟上的正向誘因。對於技

術之投資佈局的影響最明顯的

效果發生在中期，當電價維持

在較低水準時，將延後地熱與

生質能技術投資擴張的時間，

而以離岸風力為優先選項。 

C. 為充分反應能源價值及 CO2 成

本，使能源消費者能透過價格

來調整需求或使用行為，因此

經常採行之策略包含電價透明

化、能源稅或碳稅之課徵以及

碳交易市場等措施，以達成上

述目的；經本研究分析，若能

將能源稅應用於再生能源設置

成本補貼，將可促進綠色產業

發展。因此建議應與促進產業

轉型、提升能源科技運用之措

施搭配採行，例如輔導或補貼

用戶採用節電設備，促使用戶

改變其生活習慣、汰換老舊電

器及用電方式等，不僅可減輕

經濟發展之壓力，亦可強化節

能減碳成效。 

(2) 減量目標之達成方面 

為達成減量目標限制，再生能

源占比須大幅提升至 30%，惟在發

展潛能限制下，需進一步提高需求

抑低幅度，否則將無法達成 2050

年目標。在未考慮任何配套政策或

措施下，國內各業及家計部門皆將

因化石能源使用受限，而需調整生

產計畫(減產)並尋求替代能源，從

而提高生產成本，間接造成下游商

品消費萎縮，整體經濟下降，並於

2050 年逼近零成長 ，同時加重家

庭能源支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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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 Assessment of Green Development Policies  

Ting Ting Lin1*, Chin Wen Yang2 

ABSTRACT 

Due to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greenhouse gas management has become 

inevitable for 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ore people therefore focus 

attention on the green industry, green economy,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energy 

security, and recycling society nowadays. In Taiwan,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has passed the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Act in 

June, 2015, which set a long-term reduction target to reduce Taiwan’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o 50% below 2005 levels by 2050. 

 

To achieve the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various packages of policy instruments and 

tools are adopted depending on the domestic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each country. These policy tools include direct management tools, 

market-based incentive instruments, financial tools,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icies. Meanwhile, governments need 

to provide appropriate technology options to meet the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requirement such that incentive strategies of new energy technology have 

to promote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study thus takes the views of energy technology performance and investment 

benefits. The first section will begin with the compilation of the energy technology 

roadmap, then it analyze the risks and obstacles of eac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develop the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these difficulties. Secondly, 

Integrated System of Strategic Energy Policy (ISOSEP) will be used to assess the 

benefits of the policy instruments (i.e. the electricity price mechanism, energy taxes, 

and renewable energy subsidies). These benefits contain promoting energy justice, 

sustaining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ing green economy as well as 

green energy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se policy instruments such as electricity price 

mechanism, energy taxes, and renewable energy subsidies can improve the green 

energy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ensur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but they als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enhancing green economy and energy justice.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 energy value and CO2 costs can be signaled appropriately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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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mechanism, transparent electricity price, energy taxes, carbon taxes, and 

emissions trading market are usually applied, but these methods often put pressure 

on economic growth. According the results, if part of the revenue of energy taxes can 

be used to subsidize the investment cost of renewable energy, the performance of 

green industry will be better. Therefore, green tax reform and policy package have to 

be considered such as promot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nhancing energy 

technologies, subsidies for energy efficient equipment and encouraging users to 

change their habits. These can reduce the pressure on economic growth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CO2 abatement performance. 

 

Keywords: green energy technology, ISOSEP, investment distribution,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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