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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經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量推動辦公室計畫 

委託單位：經濟部工業局/能源局 

撰稿人：謝智宸、陳玫如、陳弘芩、劉致峻、許儷鳴 

摘  要 

自 199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FCCC)第三次締約國大會(COP3)簽署通過「京都議定

書」(Kyoto Protocol)以來，對世界各主要國家具體落實溫室氣體減量

已構成相當大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壓力。尤其是俄羅斯在 2004 年 11

月核簽京都議定書並遞交簽署文件後，聯合國即宣佈該公約於 2005

年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因此，如何研擬適當的因應對策，期能以最

少的社會、經濟成本達到減量目標，已成為各國施政的重要課題之一。 

溫室氣體減量攸關整體國家能源結構及產業競爭力，衝擊國家總

體經濟發展，對人民權益影響深遠，涉及政府各機關之政策措施，故

國際間多數工業化國家紛紛成立溫室氣體專責機構以因應，鑑於國際

溫室氣體議題進展迅速，各國紛紛投入資源與人力，為因應可預期之

溫室氣體管理及減量趨勢，經濟部特參考國際間之溫室氣體專責機

構，於 95 年 6 月 16 日成立「經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量推動辦公室

(Taiwan Industrial Greenhouse Office, TIGO)」。 

為協助我國產官學研各界妥適研商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相關

法條內容，並持續促進活絡政府部門與產業界的溝通管道，本計畫在

考量我國產業現況及國際間對於溫室氣體管制工作之發展趨勢，以及

滿足兼顧經濟、環境及能源發展 3E 目標為前提下，配合溫室氣體減

量法(草案)可能擬定方向，蒐集國外先進國家工業溫室氣體調適策略

以及溫室氣體自願減量之獎勵與管理計畫相關資訊，研議工業部門因

應溫室氣體減量之調適策略暨產業結構調整、鋼鐵、石化、水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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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與紡織(含人纖)等能源密集產業生產技術提升及溫室氣體減量潛

力鑑別評估。 

此外，針對「能源稅條例」（草案）進行研析，蒐集國外有關能

源稅、碳稅或環境稅之相關資訊，以評估對製造業之影響與研提相關

配套措施，另依據經濟部工業局需求，協助辦理「全國能源會議」相

關幕僚工作。 

(一) 工業部門因應溫室氣體減量之調適策略暨產業結構調整 

因應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第五條規定，行政院應邀集中

央有關機關及專家學者，研訂及檢討溫室氣體減量之分工、整

合、推動及成果相關事宜，而中央有關機關推動減量事項之一為

「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劃」。 

爰此，分析後京都時期之國際情勢發展，研析後京都談判進

展及對我國之影響、蒐集主要國家減量策略，供國內研擬減量策

略之參考與評估國內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對產業發展與溫室

氣體排放之影響，規劃我國工業溫室氣體減量調適策略及產業結

構調整方向為本工作主要目標。 

我國工業部門已積極分析國際發展趨勢對國內產業競爭力

之影響及因應低碳時代的產業發展策略，並擬定政策誘導產業轉

型，並藉由加強人才培訓提升我國專業人才的研發創新能力及透

過與國外技術交流合作，協助國內各產業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以

帶動新興產業發展，解決產業發展之困境，活絡經濟發展創造就

業機會，提升我國產業未來競爭力。 

1. 短期產業調適策略 

(1) 產業發展策略與能源發展綱領的調適 

(2) 推動新興綠色產業發展 

A.建構綠色能源產業上中下游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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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集中研發資源，掌握國際發展契機，配合「經濟部重大能源

科技計畫」規劃，以太陽光電、氫能及燃料電池為優先發展

產業，並開發未來 15 年產業發展所需技術。 

C.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發展各項措施，並儘速完成「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草案)」。 

(3) 建立廠商實質減量能力 

A.溫室氣體盤查 

B.推動產業自願性減量協議 

C.協助產業汰舊換新 

D.推動清潔生產輔導，達成減廢節能效益 

E.積極輔導工業廢棄物資源化，間接促成溫室氣體減量 

(4) 積極推動綠色供應鏈，發展綠色產品 

2. 中長期產業調適策略 

(1)加速產業結構調整 

A.發展技術服務業、擴大創新能量 

B.提升產業生產技術 

C.訓練專業人力 

D.規劃能源密集產業發展原則 

(2)協助產業永續發展 

A.促進資源永續利用 

B.推廣清潔生產 

C.積極輔導工廠做好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 

D.輔導事業妥善處理廢棄物 

E.順應國際環保工安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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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扶植環保及安全產業發展 

G.全產業永續發展法規並加強宣導 

(3)移除不當補貼，健全產業發展 

A.獎勵範圍要兼顧服務業 

B.參考各國租稅獎勵措施之合理性 

C.進行財政支出規劃及稅式支出評估 

D.未來租稅獎勵以功能別為主；立法應具彈性，但執行應有

紀律 

E.獎勵工具應多元化，包括租稅獎勵、直接補貼或其他獎勵

方式 

F.投資抵減產生之租稅利益，不應超過該投資計畫實際支出

之總金額 

本計畫整體策略規劃重點係以強化產業綠色生產、建構溫室

氣體減量能力等環境議題因應策略為主軸，提出因應低碳時代的

產業發展結構與方向。期能藉由這些策略的推動，協助國內各產

業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帶動新興產業發展，提升我國產業未來競

爭力，以解決產業發展之困境，達成工業部門的減量目標。 

(二)鋼鐵、石化、水泥、造紙、紡織（含人纖）等能源密集產業生產

技術提升及溫室氣體減量潛力鑑別評估 

2005 年的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中，在我國未來達成經濟與環

境雙贏目標的前提下，提出相關的建議與對策中在產業部門因應

策略具體行動方面，特別敘明「產業技術升級對能源節約之效果

顯著，故應積極輔導產業生產技術提升，並藉以提升國內產業未

來競爭力，在具成本效益性前提下，持續進行節約能源投資之融

資與財稅誘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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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本計畫旨在評估我國鋼鐵、石化、水泥、造紙、及紡

織（含人纖）業等主要能源密集產業，藉由產業技術提升與推動

策略之實施，以承擔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之責任與達成預期減

量潛力，並探討其可行性，並提出檢討建議予決策單位參考。 

故主要計畫目標為透過對國內外能源密集產業技術的資料

蒐集，了解國內外能源密集產業之生產技術之現況、評估在推動

輔導我國能源密集產業生產技術提升下之預期溫室氣體減量成

效以及探討其他主要國家輔導產業生產技術提昇之作法，研擬輔

導我國能源密集產業生產技術提升之策略。 

1. 鋼鐵業溫室氣體減量潛力 

近年我國與日本鋼鐵業在物理面能源效率的表現接近，未

來下降空間有限，又因我國鋼鐵業以供應國內需求為主，未來

附加價值率提升之空間亦可能受限，故未來提升能源效率的空

間並不樂觀，進而影響溫室氣體的減量潛力。故工業局規劃中

的鋼鐵業減量，由於對於物裡面能源效率的提升過度樂關，應

將現行之產業方向改變至提升附加價值率為主。 

2. 石化業溫室氣體減量潛力 

石化業為我國近年成長最快速的產業之一，然在我國近年

石化業附加價值率不斷下降的情況之下，在未來產值倍增的狀

況下，我國石化業的溫室氣體減量壓力極高。而工業局規劃中

的石化業減量情境對於物裡面能源效率的提升過為樂關，從

2005 年之 2,932（TOE/億元）提升到 2025 年之 998（TOE/億元），

達成之可能性偏低。 

3.水泥業溫室氣體減量潛力 

近年我國水泥業之節能效果卓著，若我國水泥業產業技術

於 2025 年可升級至 2005 年日本水泥業之產業技術水準，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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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的規劃下，水泥業附加價值率應可提升到

30.92%。故水泥業目前規劃中之經濟面能源密集度之提升目標

（2025 年經濟面能源密集度降低至 5,129 TOE/億元）應可達

成，甚至可往上拉高至目標「年均能源密集度降低 3.15%」。 

4.造紙業溫室氣體減量潛力 

近年來造紙業為台灣能源使用效率改善最為顯著的之能源

密集產業。然由於我國造紙業與先進國家的技術差距大幅縮

小，加上目前工業局規劃中之附加價值率改善願景中，2025 年

造紙業的附加價值率僅能成長至 30.81%。故現行之經濟面能源

密集度提升目標（年均能源密集度降低 2%）可能僅能恰好達成。 

5.紡織業（含人纖業）溫室氣體減量潛力 

雖然近年紡織業外移嚴重，欠缺足夠誘因以提升廠商投資

相關節能資本設備，但因人纖業的減量空間仍大，故目前工業

局規劃中之物理面能源密集度提升空間過度低估，依合理估

計，整體紡織業仍應可達成年均能源密集度降低 2.31%的目標。 

此外，參考主要先進國家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之經驗可發

現，合理能源管理制度之設計及完善配套措施之規劃十分重

要。各先進國家降低能源密集度之策略主要為能源節約相關法

規與標準之制定執行、引進節能設備獎助措施與提升能源效率

研發獎助。 

其中，能源節約相關法規與標準之制定執行，主要對能源

效率之提升發揮建立制度規範之功能，其以能源密集產業及能

源大用戶為首要規範標的，尤利於發揮節能成效。而引進節能

設備獎助措施，以及提升能源效率研發獎助，則為提升能源效

率之配套措施。透過積極輔導與獎勵，方能實質幫助產業降低

能源密集度。 



 7 

故為改善我國產業能源使用效率，以有效節約能源使用，

本研究除了在輔導配套方面，繼續現行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能源查核、能源技術服務團等相關措施外，更擬以兩階段推動

以進行規劃策略： 

A. 短期推動策略 

a. 完成「能源管理法」之條文修正，以求完備我國能源

節約相關法規制度。 

b. 訂定製程耗能標準：仿效標竿制度（Top Runner）精神，

與各產業公會協商，規範生產單位商品之能源使用，

短期可以該產業平均單位商品能耗值為標準，再漸進

提升該產業能耗標準至同類商品最低單位商品能耗

值。 

c. 輔導節約能源：透過補助產業節能設備投資，以及引

進能源服務業（ESCO）節能績效保證機制，提升產業

節能誘因及節能技術。 

d. 開發先進技術：協助產業引進或研發先進製程技術及

節能技術，並提供技術研發經費之補助，以促進產業

升級。 

B. 中長期推動策略 

a. 有條件限制能源密集產業的發展 

b. 產業永續發展 

c. 高附加價值產業優先 

 (三) 課徵能源稅對製造業之影響及應有之配套措施 

隨著京都議定書在 2005 年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世界各國大

多已能體認到溫室氣體效應對地球環境的影響與衝擊，進而針對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做出重大決策。其中，課徵環境稅為目前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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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所採行的主要因應政策之一。環境稅的種類眾多，包括能源

稅、二氧化碳稅(簡稱碳稅)、污染稅、交通稅、資源使用稅等等。

就國內情況來說，目前實施的汽車燃料使用費、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費、空氣污染防制費等，都可以算是廣義的環境稅。 

2008 年總統大選，馬蕭競選團隊曾就能源稅提出明確看法，

「實施能源稅制，經社環保三贏」，作法包括「（1）適時實施能

源稅，反應溫室氣體排放的社會成本；（2）政府增加的收入作為

提高所得稅最低扣除額、取消汽車及水泥以外所有的貨物稅、娛

樂稅、印花稅、及汽車燃料使用費；（3）對低收入戶給予能源津

貼；（4）分擔企業對其員工的社會福利支出；（5）提供新能源研

發經費的財源，以促成環保節能、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的三贏目

標」。 

我國即將課徵能源稅已是明確的政策方向。除了就 95 年 10

月財政部送審版「能源稅條例（草案）」，重新評估未來課徵能源

稅對總體經濟及製造業（含各子行業）之影響外，並以「碳稅」

方向，研提兩個修正方案，並評估其影響。 

課徵能源稅時，為使各項能源之含碳量所課徵之稅率一致，

因此，以各項能源單位熱值含碳量為基準，換算為 CO2單位排放

量，並以各項能源彼此間之 CO2單位排放量比值為基礎，可推算

出各項能源間之應有稅率比例。 

方案一： 

目前能源稅研議方向傾向維持民國 95 年 10 月財政部版之

「能源稅條例（草案）」，另外加上以碳排放量為基準之新增能源

稅，以矯正使用能源之替代行為，達成節能減碳之目標。假設以

財政部版本能源稅稅率增加最終年之總能源稅稅收 270,518 百萬

元為計算基礎，參考北歐國家經驗，未來課徵財政部版能源稅加

上以碳排放量課徵新增能源稅之稅率增加最終年總稅收約多出

四分之一倍，則初步估算新增稅率為：汽油稅率每年增額 0.15

元/公升、柴油 0.18 元/公升、煤油 0.17 元/公升、航空燃油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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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公升、液化石油氣 0.21 元/公斤、燃料油 0.20 元/公升、煤炭

0.17 元/公斤、天然氣 0.18 元/立方公尺。 

假設課徵能源稅（方案一）之配套措施與民國 95 年財政部

送審版本相同，則能源稅稅收將從實施新制後第 1 年 112,304 百

萬元逐步增加，至第 10 年 340,511 百萬元，能源稅從實施後第 6

年開始，可完全取代財政部規劃欲替代之現行稅目，至第 10 年

能源稅稅收淨餘額約 92,543 百萬元。 

能源價格方面，第 1 年平均能源價格較上年上漲約 2.73%，第 10

年平均能源價格較上年上漲約 2.21%，平均每年能源價格上漲率

為 2.45%。 

環境影響方面，CO2排放減量效果在實施新制後第 1 年約為

1.23%，第 10 年約為 10.65%。 

方案二： 

若不考慮民國 95 年 10 月財政部版之「能源稅條例（草案）」，

僅根據 CO2單位排放量設定稅率，並假設以財政部版本能源稅稅

率增加最終年之總能源稅稅收 270,518 百萬元為計算基礎，未來

課徵能源稅之稅率增加最終年總稅收約較財政部版本多出四分

之一倍，則初步估算能源稅稅率為：汽油稅率每年增額 0.50 元/

公升、柴油 0.60 元/公升、煤油 0.57 元/公升、航空燃油 0.53 元/

公升、液化石油氣 0.70 元/公斤、燃料油 0.66 元/公升、煤炭 0.56

元/公斤、天然氣 0.59 元/立方公尺。 

假設課徵能源稅之配套措施與民國 95 年財政部送審版本相

同，則能源稅稅收將從實施新制後第 1 年 113,461 百萬元逐步增

加，至第 10 年 339,138 百萬元，能源稅從實施後第 6 年開始，可

完全取代財政部規劃欲替代之現行稅目，至第 10 年能源稅稅收

淨餘額約 91,170 百萬元。 

能源價格方面，第 1 年平均能源價格較上年上漲約 2.82%，

第 10 年平均能源價格較上年上漲約 2.26%，平均每年能源價格

上漲率為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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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方面，CO2排放減量效果在實施新制後第 1 年約為

1.97%，第 10 年約為 15.72%。 

近年來國際能源價格走揚，國內物價亦隨之水漲船高，國內

能源價格還未足額反應生產成本已對經濟發展造成影響，因此，

未來決定實施能源稅時點將格外重要。 

(四)針對全國能源會議需求，進行工業部門相關資料蒐集分析、議題 

規劃、配合參與相關會議，針對委員意見提出回覆及研擬因應措

施，協助工業部門研提相關資料及專題報告 

自從京都議定書在 1997 年 12 月在日本京都簽署後，國際對

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便積極的展開。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

國，無法簽署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及京都議定書，亦無承擔直接減

量責任，惟為克盡地球村一份子之責任，積極研擬適當因應策略

勢在必行。為因應此國際環保潮流，政府遂於 1998 年召開第一

次全國能源會議，就能源政策與產業政策提出因應對策。該次會

議結論希望透過能源節約、能源使用效率提升、能源結構調整、

核四興建、產業結構改變、及合理價格機制等具體策略，達到國

內 CO2排放在 2020 年回歸到 2000 年目標。經過觀察，國內能源

情勢及 CO2排放並未朝前述目標發展，反有背道而馳之跡象。 

「京都議定書」於 2005 年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後，全球多數

國家從對「京都議定書」抱持觀望態度，逐漸轉變為必頇審慎嚴

肅地面對未來可能的影響與衝擊。再加上傳統能源逐漸耗竭，高

能源價格時代的來臨迫使各國積極尋求替代能源並發展再生能

源。為因應上述情勢之發展，政府遂決定由經濟部於 2005 年 6

月召開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基於能源與經濟及環境間密不可分

的關係，以及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規範，將會直接衝擊能源使用

與經濟發展之考量，由永續發展的角度思考，國家產業政策應兼

顧經濟、環境及能源等各層面的均衡發展與期程長短之特性規劃

排序。又由於 2005 年全國能源會議仍有國家減量目標未達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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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經後續之「國家永續發展會議」及「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多次

討論，仍無具體共識，故本計畫將持續關注此一重大議題對國家

產業政策之影響。 

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訂定參考目標為 2020 年能源燃燒 CO2

排放量降至 2000 年排放水準，依目前推估，若欲達成確有困難，

應重新檢討減量目標。依據公約及京都議定書規範精神及現有管

制原則，並參酌國際趨勢變化，適時修正分期策略減量值，進一

步努力，使我國溫室氣體人均排放量能達 OECD 國家相同水準。 

現階段，我國仍將循序漸進積極推動各部門減量能力建構與

自願性減量等減緩措施，依據各部門減量能力，推動具有實質減

量效果的措施；因應未來國際溫室氣體減量模式於適當時機推動

溫室氣體限量管制與交易（cap and trade）、碳稅等措施，並積極

建立國家因應溫室氣體減量能力，規劃我國減量前景，尋求參與

下階段京都議定書協商的管道，爭取我國最佳減量承諾。 

隨著「永續發展」概念的逐漸成形，經濟、能源與環境間應

不再是個別的局部思考與選擇。以抑制其他領域的發展，成就各

別領域的永續，無法創造生活、生存與生態的三贏。為體現永續

發展的核心價值，發揮國家有限資源最大效益，並縮小過去經濟

發展與環境建設背離的落差，使經濟成長與生活環境調和並相輔

相成，經濟施政將追求一個與自然融合、永續發展的風貌，積極

推動外部成本內部化、建立溫室氣體管制機制、規範產業最佳有

效技術與強化科技運用等 4 項機制，創造環保、能源與產業三贏

的經濟發展遠景。 

1.外部成本內部化 

善用溫室氣體減量此一國際新興低碳經濟的轉移契機，透過

將環境外部成本內部化的能源稅及促使能源價格合理化，除可促

進節約能源與替代能源的發展，並可藉由市場機制促使台灣產業

結構調整朝低耗能、高附加價值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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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應儘速完成能源稅條例立法程序，針對不同化石能源

別依其單位熱值與含碳量等原則訂定稅額，並以循序漸近方式逐

年調整稅額，以降低對物價及經濟之衝擊；惟在實施前應優先讓

國內能源價格反映生產成本，並取消相關化石能源使用之補貼與

優惠。 

2.建立溫室氣體管制機制 

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透過跨部會擬定計畫並結合民間力量

共同來推動，漸進調整建構國家減量能力與體質。經由溫室氣體

減量法的推動，對外可彰顯台灣願意參與國際減緩氣候變遷相關

行動，善盡地球村成員責任，對內則可建構溫室氣體減量之法源

依據，落實依法行政。 

3.規範產業採行最佳有效技術 

為使產業對未來整體管制方向有所遵循，應訂定新投資計畫

準則，規範新投資計畫應採行最清潔生產製程及環保技術，以降

低對環境之衝擊；現有產業應加速汰舊換新，並協助相關產業及

下游廠商提升生產效率。 

4.強化科技運用 

在高能源價格時代下，應更積極推動新及再生能源與節約能

源等低碳技術，落實綠色生產與消費，發展低碳經濟體系，如推

動再生能源發展、節約能源與綠色能源產業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