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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非常高興也感到相當榮幸，可以得到孫運璿學術基金會的支

持，給予我獎助進行本研究。能夠得到此份榮耀，首先要感謝我所

任職單位經濟部的推薦，更要感謝基金會所有審查委員及先進們的

厚愛。

對我個人而言，能夠得到孫運璿學術基金會的獎助，除了榮耀

之外，更別具一層特別的意義，是來自於我現在所擔任職務及其中

一項重要推動工作-提供臺灣穩定電力供應與孫前資政在二次大戰

後來臺建立電力系統，帶給當時戰後臺灣充足電力供應的工作有直

接關係的緣故。

當前臺灣能源的發展，面臨在轉型階段關鍵的時刻，在此刻，

臺灣選擇與全球許多先進國家相同，以積極發展再生能源做為能

源轉型的重要推動工作之一。雖然臺灣展現高度積極企圖，設定於

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佔總電量20%明確的目標，也在法規環境面、

基礎設施面及行政工作面上擬訂一系列執行計畫與措施，如能借鏡

國際上先進推動國家之成功作法與經驗，也可襄助我國再生能源發

展一臂之力。

有鑑於此，便以基金會提供的獎助，針對與我國能源發展環境

相似的日本以及歐美再生能源發展具有顯著成果的德國、英國及美

國等國進行實地訪視與研究，並將其成功的執行策略與措施予以整

理，期望可做為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的借鏡與參考。此時此刻的臺灣

已經掌握著關鍵機會並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透過本次的研究，看



�� 全球能源轉型下之再生能源發展探討與借鏡

到其他國家成功發展的成果，相信我們也可以做到，衷心期盼各界

能更加互信互賴，形成緊密夥伴關係，轉化成機會創造有價值的成

果。

林 全 能 

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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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能源(energy)這二個字聽起來相當遙遠，但卻又與我們息息相

關！能源的發展涉及諸多專業知識，讓人敬而遠之；但是能源又是

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要素，隨著人類生活型態的改變，產業發展的

興革，人類對能源的需求越來越多；拜科技的進步及商業化的發

展，能源的總類也越來越多元化。水能載舟也能覆舟，能源雖然

提供我們追求舒適生活、產業及經濟發展所需之動力，但大量使

用能源，如大量使用化石能源，也帶來了大量的空氣汙染(氮氧化

物、硫氧化物或PM2.5)及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排放，而讓我們的

健康遭受威脅及氣候變遷影響生活環境。近20餘年來，人類積極

思索及尋找最佳的使用能源類型，而啟動了所謂的能源轉型(energy 

transition)的推動工作，希望能透過一系列的措施，讓我們享受能

源帶來的好處，而去除它帶給我們的負面影響！

綜觀世界各國積極推動的能源轉型相關執行措施，我們看到雖

然各國會依各自內在環境因地制宜擬訂適合各國的發展作法，但有

一個共通的執行措施，那就是發展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並

且設定短中長期具體的目標，可說是竭盡所能積極推動。這樣的能

源轉型措施，我們可以從國際再生能源發展組織所公布之近10年全

球再生能源之投資大幅成長的狀況得到驗證。

我們從所收集到的資訊看到，這一波以推動再生能源發展為主

軸之能源轉型工作，走得最早也進展最快，首當歐洲地區之國家

如德國、英國等，另能源發展環境與我國相同的日本，在再生能源

的發展也有一定的進展。台灣能源的供給高達98%仰賴進口，尤有

甚者，台灣電力系統為一孤島的獨立系統。在此嚴苛的能源發展環

境下，我們也積極進行再生能源發展，雖然起步較晚，但也於民國

98年訂定了推動再生能源發展之重要法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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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於105年6月展現決心與企圖，訂定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佔比達

20%之具挑戰性目標，並積極擬訂具體執行計畫全面投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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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國家能源轉型探討

第一節　日本能源轉型進展

日本自2011年311東北大地震後，核電機組陸續停機安檢，以

火力發電替代核電缺口，造成化石燃料進口大增，連續五年呈現貿

易赤字，2014年赤字高達12.8兆日元。在此期間，一般家庭電價

上漲25.2%，產業電價上漲38.2%，造成民眾與企業的負擔加重。

因此，日本安倍政府考量這些因素，雖在多數民意反核下，仍積極

推動核電機組的重啟運轉，並在長期能源供需展望中，設定2030

年度核能發電量比率恢復到20～22%、再生能源發電量提高至22～

24%的目標，並提出2030年度的溫室氣體排放較2013年度減量26%

的目標。日本在長期能源政策的推動工作，主要為核能的重建、再

生能源的加速導入、提升火力發電效率、推動電力及天然氣供應結

構的改革、創建綜合能源服務公司等，旨在建構「多層化與多樣化

的彈性能源供需結構」。

一、社經基本資料

日本國土面積377,971平方公里，約為我國的10.4倍；2015年

人口約1.27億人，為我國的5.4倍。2016年實質GDP為521.4兆日

元，服務業大致維持7成，工業維持3成，如圖 1所示。依據日本財

務省貿易統計資料，日本歷年的進出口金額，如圖 2所示，在2010

年之前，仍維持貿易順差的情況，但是從2011年發生311東北大地

震後，核電機組陸續停機安檢，以火力發電替代核電缺口，造成

化石燃料進口大增，加上燃料價格上漲與日元貶值的影響，連續

五年呈現貿易赤字，且每年持續擴大，到2014年赤字高達12.8兆

日元，但是2015年因國際燃料價格大幅下跌，貿易赤字大為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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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8兆日元。2016年3部核電機組重啟運轉，貿易呈現順差4兆日

元。

圖1　日本實質GDP與產業結構[1]

圖2　日本進出口金額[2]

二、能源基本計畫及重要能源政策發展

依據2002年「能源政策基本法」之規定，日本政府應考量國

內外能源情勢變化和能源政策實施效果，每隔三年檢討修訂「能源

基本計畫」，做為能源政策推動的方針。能源基本計畫最近的ㄧ

次修訂是於2014年4月，提出中長期能源計畫的推動方針，以建構

「多層化與多樣化的彈性能源供需結構」，並將核能定位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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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載電源，推動核電廠的重啟運轉，但在核電廠重啟運轉情況不確

定下，並未說明未來能源供需結構的定量目標。日本的能源基本計

畫及重要能源政策發展，詳如表 1。

日本政府為了於2015年底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

公約第21屆締約國大會(COP21)前，可以提出2020年後的溫室氣體

減量目標，因此於2015年7月16日公布2030年度能源供需結構目標

方案，初級能源供應：核能占比10～11%、再生能源13～14%、石

油30%、LPG 3%、煤炭25%及天然氣18%；電源結構：再生能源占

22～24%、核能20～22%、LNG 27%、煤炭26%及石油3%。接著於7

月17日提出「日本的約束草案」，公布2030年度較2013年度減量

26%(較2005年度減量25.4%)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方案。

依據以上的能源供需結構目標和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於2016

年4月提出「能源革新戰略」，針對徹底節約能源、擴大再生能源

及建構新能源系統等，提出具體推動措施，並揭示2030年度能源

密集度降低35%和再生能源從現狀增加一倍的目標；以及於2016年

5月提出「地球溫暖化對策計畫」，揭示全國和各部門的溫室氣體

減量目標，以及國家、地方、企業及國民應採取的減量對策。

此外，在電力系統改革上，於2015年4月開始第1階段改革，

成立「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強化區域間電力供需調整機能；於

2016年4月開始第2階段改革，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消費者可自

由選擇電力公司及電價；預計於2020年4月進行第3階段改革，發

電與輸配電部門之法律分離，並廢除目前的零售電價管制。

為進一步活化電力交易市場，實現經濟合理的電力供應體制和

公平競爭的電力市場，於2016年9月成立「貫徹電力系統改革政策

委員會」，檢討2020年前創設基載電源市場、供需調整市場、容

量機制、非化石價值交易市場及修改跨區電力連線使用規則等。

在再生能源發展方面，日本自2012年7月起實施再生能源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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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收購(FiT)制度4年後，於2016年5月通過FiT法修正案，將自

2017年4月起實施新的認定制度確認業者可確實執行發電事業、改

變收購價格的決定方式、建立可確保長期穩定發電的機制、修改賦

課金減免制度、FiT電力的收購義務者從傳統零售電力業者變更為

輸配電業者等。其中，在收購價格決定方式上，將依各種電源的特

性，在成本效益的考量下，導入競標制度、預先決定數年的收購價

格、提出降價時間表等。

表1　日本能源基本計畫及重要能源政策發展事件

日期 事件 說明

2002年6月 制定「能源政
策基本法」

	載明「安全性」、「穩定供應」、
「提升經濟效率性」、「符合環保要
求」的政策基本方針

2003年10月 依據「能源政
策基本法」制
定「能源基本
計畫」

	核能是穩定能源供應、解決全球暖化
問題上之重要能源。

	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核能發電為重
要的電源。

2007年3月 「能源基本計
畫」第1次修
訂

	核能具有優異的能源供應穩定性，定
位為準國產的能源。此外，可用來解
決全球暖化問題。在確保安全的前提
下，為今後的基幹電源。

2010年6月 「能源基本計
畫」第2次修
訂

	核能具有供應穩定性、環境適合性及
經濟效率性(3E)，同時滿足中長期需
求的基幹能源。

	到2030年核電機組新
	設14座以上(核能發電量占50%以上)。

2012年9月 研擬「革新的
能源與環境戰
略」

	嚴格限制核電廠運轉40年。
	在綠色能源上投入政策資源，使2030

年代達成「零核電」。

2014年4月
11日

「能源基本計
畫」第3次修
訂

	建構多元化的能源供需結構，並將核
能定位為能穩定電力供應的「重要基
載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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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
日

電力系統第1
階段改革

	「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開始運作，
強化區域間電力供需調整機能。

2015年7月
16日

長期能源供需
展望

	公布2030年度能源供需結構目標方案
	初級能源供應目標：核能占比11～

10%、再生能源13～14%、石油30%、
LPG 3%、煤炭25%及天然氣18%；

	電源結構目標：再生能源占22～24%
、核能20～22%、LNG 27%、煤炭26%
及石油3%。

2015年7月
17日

日本的約束草
案

	公布2030年度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方案
	2030年度較2013年度減量26%(較

2005年度減量25.4%)

2016年4月1
日

電力系統第2
階段改革

	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消費者可自由
選擇電力公司及電價。

2016年4月
19日

能源革新戰略 	徹底節約能源、擴大再生能源及建構
新能源系統

	2030年度能源密集度降低35%和再生
能源從現狀增加一倍的目標

2016年5月
13日

地球溫暖化對
策計畫

	2030年度的溫室氣體排放要較2013年
度減量26%的中期目標

	詳列各部門2020年度和2030年度的對
策評估指標，以及預計排放減量效果
。

2016年5月
25日

再生能源特別
措施(FiT)法
修正案

	實施新的認定制度、改變收購價格決
定方式、修改賦課金減免制度、FiT電
力的收購義務者變為輸配電業者等。

	收購價格決定方式：將依各種電源的
特性，導入競標制度、預先決定數年
的收購價格、提出降價時間表等。

	自2017年4月1日起實施

2016年9月
16日

節能技術戰略
2016

	針對能源轉換和供給、工業、住商、
運輸、跨部門等5大部門，選定對節
能有顯著貢獻的14項重要技術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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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
20日

成立貫徹電力
系統改革政策
委員會

	檢討2020年前創設基載電源市場、供
需調整市場、容量市場、非化石價值
交易市場等

	2020年電力系統第3階段改革—輸配
電部門法律分離

2017年3月
14日

公布2017至
2019年度再
生能源躉購費
率

	一次公布三年度的躉購費率

2017年4月1
日

實施新FiT制
度

	採取新的事業認定制度
	太陽光電2MW以上改採競標制度

2017年4月1
日

都市瓦斯零售
自由化

	開始都市瓦斯的零售全面自由化，取
消家庭瓦斯價格的管制，開放瓦斯以
外的業者進入參與瓦斯銷售業務

	預計到2022年，最終進行東京、大阪
、東邦等3大瓦斯公司的導管部門的
法律分離

2017年10月
31日

海外展開戰略
(電力)

	五個重點領域：發電事業、燃氣發電
、燃煤發電、地熱、輸配電事業的海
外拓展

	強調新商業模式的差異化、強化成本
競爭力及加強與目標國家的關係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能源供需發展趨勢

(一) 初級能源供給

2016年日本之初級能源供給為20,159PJ ，比2010年

度減少1,985PJ。其中，因核電機組陸續停機，核能供給量

減少2,311PJ，石油減少992PJ、煤炭增加46PJ、天燃氣增

加770PJ、再生能源增加455PJ、水力減少56PJ，如圖 3所

示。由占比來看，核能比率由2010年度的11.1%降至2016

年度的0.7%，石油則由40.0%微減至39.0%、煤炭由22.6%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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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至25.0%、天燃氣由19.0%增加至24.7%，整個化石燃料由

81.6%增加至88.7%，水力由3.2%微增至3.3%，再生能源(不

含水力)由1.9%增加至4.3%，廢棄物 由2.2%增加至3.0%，如

圖 4所示。

圖3　日本初級能源國內供給[3]

 

圖4　日本初級能源供給占比[3]

(二) 最終能源消費

日本之最終能源消費，2016年度為13,622PJ，比2010

年度減少1,246PJ。以能源別來看，石油消費減少819PJ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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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天然氣消費減少101PJ、煤炭消費減少82PJ、電力消費

減少99PJ、熱消費減少162PJ，如圖 5所示；以2016年度的

占比來看，石油消費占了47.3%、其次電力占25.9%、煤炭

10.2%、天燃氣9.3%、熱7.0%、再生能源(含未活用)0.3%。

以部門別來看，2016年度的占比，農業部門2.8%、工業

部門42.9%、商業部門17.3%、住宅部門14.0%、運輸部門

23.0%如圖6所示。

 

圖5　日本最終能源消費-能源別[3]

 

圖6　日本最終能源消費-部門別[3]

(三) 電力供給

日本2016年度總發電量為10,506億度，比2010年度減

少636億度，約減少5.7%。其中，核能發電量因福島核災核

電機組陸續停機安檢，由2010年度的2,882億度(占比25.9%)

減至2016年度的181億度(占比1.8%)；火力發電量則由2010

年度的7,168億度，增加至2016年度的8,722億度，占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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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增加至83.0%。在2016年度的發電量中，天然氣占

40.4%、煤炭占33.3%、石油等占9.3%、水力7.5%、再生能源

7.7%(包含太陽能、風力、地熱、生質能等)、核能1.8%，如

圖7及 8所示。

圖7　日本各能源別發電量[3]

 

圖8　日本各能源別發電量占比[3]

(四) 電力需求

日本2016年度電力需求為9,782億度，比2010年度減少

274億度，約減少2.7%。以2016年度部門別來看，農業部門

占1.1%、工業部門占35.6%、商業部門占34.0%、住宅部門占

27.5%、運輸部門占1.8%，如圖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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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日本電力需求[3]

四、能源政策目標

日本政府在提高能源自給率與降低電力成本的基本原則下，

公布2030年度的長期能源供需展望與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方案，其

中初級能源供給目標：在節能約13%的情況下，核能比率回復至

約10～11%、再生能源比率提高至約13～14%，並大幅削減化石燃

料供給量後，石油約占30%、LPG 3%、煤炭25%及天然氣18%，如

表 2所示；電源結構目標：再生能源占22～24%、核能20～22%(再

生能源+核能合計44%)、LNG 27%、煤炭26%及石油3%，如表 3所

示。並依此能源供需結構目標，提出2030年度較2013年度減量

26%(較2005年度減量25.4%)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表2　日本2030年度初級能源供給目標

種類
初級能源供給

百萬公秉油當量 占比

石油 145 30%

LPG 13 3%

煤炭 123 25%

天然氣 92 18%

核能 48～51 10～11%

再生能源 64～67 13～14%

合計 48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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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日本2030年度電源結構目標

種類
發電量

億度 占比

石油 315 3%

煤炭 2,810 26%

LNG 2,845 27%

核能 2,168～2,317 20～22%

再生能源 2,366～2,515 22～24%

(水力) (8.8～9.2%)

合計 10,650 100%

五、能源轉型下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依據2030年度的能源供需結構方案，日本環境省與經濟產業

省於2015年4月30日提出2030年度較2013年度減量26%(較2005年

度減量25.4%)的溫室氣體減量方案。此外，於2016年5月13日核定

的「地球溫暖化對策計畫」中，也提出到2050年溫室氣體減量80%

的長期目標。

在2030年度減量26%的目標中，於採取節能對策等措施後，來

自能源部門的CO2排放量，2030年度將比2013年度減量21.9%。加

上來自非能源部門之冷凍空調設備改用替代冷煤等進行排放抑制

對策，可削減1.5%，以及森林吸收CO2等對策部分，可削減2.6%，

合計溫室氣體減量達26%。如表4所示，2030年度的減量目標中，

住商部門的減量貢獻最大，其中住宅部門達5.6%，服務業部門達

7.9%。因此，2013年度實際溫室氣體排放量約14.08億噸，2030年

度減量26%後，溫室氣體排放量約10.42億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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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日本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之貢獻度

淨排
放量

來自能源部門 來自
非能源
部門

吸收源
(億噸
CO2e)

小計 工業 運輸 服務業 住宅 能源轉換

2013年度 14.08 12.35 4.29 2.25 2.79 2.01 1.01 1.73 -

2030年度 10.42 9.27 4.01 1.63 1.68 1.22 0.73 1.524 0.37

減量貢獻
(%)

26.0 21.9 2.0 4.4 7.9 5.6 2.0 1.5 2.6

六、小結

日本於2011年福島核災後，前民主黨政府在能源政策做了很

大轉變，於2012年9月提出「革新能源環境戰略」，揭示2030年代

零核電的主張；但是，自民黨安倍政府於2012年12月上台後，面

臨許多國內外能源供需結構的嚴峻挑戰，特別是在核電機組陸續停

機下，擴大了化石燃料的進口，導致2011年起連續五年之貿易赤

字，2014年達歷史新高的12.8兆日元，對於日本經濟造成嚴重負

擔，於是對零核電的政策進行了修正。

日本政府於2014年4月11日公布新的「能源基本計畫」，提出

中長期能源計畫的推動方針，旨在建構「多層化與多樣化的彈性能

源供需結構」，內容包括核能的重建、再生能源的加速導入、提升

火力發電效率、推動電力及天然氣供應結構的改革、創建綜合能源

服務公司等。

此外，為明確未來的能源結構，日本政府於2015年7月確定了

2030年能源供需結構與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對於2030年的電源

組成，在擴大再生能源的發展、維持核電比率及提高火力發電效率

下，再生能源將占22～24%、核能20～22%、LNG 27%、煤炭26%

及石油3%。對於溫室氣體減量，提出2030年度較2013年度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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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的目標。為具體落實2030年度的能源結構目標，日本經產省於

2016年2月22日提出強化經濟和抑制碳排放的「能源革新戰略」，

主要內容包括徹底節約能源、擴大再生能源及建構新能源系統等三

大項，設定2030年度的目標：(1)徹底的節約能源，能源密集度(最

終能源消費/實質GDP)改善35%；(2)最大程度導入再生能源，從現

狀增加一倍。

綜觀日本的能源政策係基於3E+S之方針，即在安全(Safety)的

前提上，確保能源的穩定供應(Energy Security)，提升經濟效率性

(Economic Efficiency)實現低成本的能源供應，同時提高環保要求

(Environment)。然而，由於核能安全之議題仍未能消弭民眾之疑

慮，推動核電廠的重啟運轉仍有諸多變數，2030年能源供需結構

與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是否可以達成等，仍有賴後續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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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德國能源轉型進展

德國GDP約為我國7倍，人均GDP為我國2倍，經濟條件與狀況

優於我國。德國能源約有2/3仰賴進口，初級能源消費於2014年達

到低點，2015年與2016年皆略微上升，然最終能源消費變化並不

明顯。日本福島核災後，廢核成為德國能源轉型的主要核心之一，

計畫於2022年以前核電廠全數除役。由於廢核政策的影響，德國

核能發電占比逐年減少，並由再生能源取代，2016年再生能源發

電占比已達29%。然而，再生能源的發展亦導致再生能源附加費的

增加。德國的能源政策目標以經濟可負擔、能源供應安全和環境友

善為方向，透過有系統的推動再生能源與提升能源效率的方式朝無

核的電力供給系統邁進。依照目前減碳趨勢德國難以達成2020年

及其後之減碳目標，故於2016年11月14日於國會正式同意並發佈

2050氣候行動計畫。德國之整體能源轉型政策可做為我國政策擬

定之參考，然由於自然條件、地理位置與經濟環境的差異，我國整

體能源配比仍需考量各種能源之優點，朝多元且適當的能源結構發

展。

一、社經基本資料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估計，德國國土面積348,900平方公

里，面積為我國的9.6倍；2015年人口約8,217.6萬人，為我國的

3.5倍，近年人口呈現成長趨勢零。德國近年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仍持續成長，2015年GDP總額達30,259億

歐元(約10.46兆新台幣)。德國產業結構以服務業為主，2015年服

務業占GDP比例約為69%，工業部門為30.46%，農業為0.55%，與

我國產業結構相似。在總增加值(Gross value added, GVA)1 部分，

1 GVA = GDP +補助 –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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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德國總額27,226.6億歐元(約9.4兆新台幣)，其中25.75%來

自於工業(不含營造)，18.25%來自於公共服務、教育和醫療衛生，

15.49%來自於貿易、運輸、住宿和餐飲業。2015年德國GVA產業

發布如圖10所示。

圖10　2015年德國聯邦統計局GVA產業結構

二、能源供需發展趨勢

(一) 初級能源供需

德國長期以來一直為能源淨進口國家，2016年德國能

源淨進口約占其初級能源消費的71%，淨進口量達9,590 

PJ。其中，進口最高之初級能源產品為石油，其次為天然

氣。

德國初級能源供給於2016年達到低點，總初級能源

供給為13,451 PJ(petajoule)，其中石油占比34%最高，天然

氣22.6%次之，其次依序為硬煤12.3%，褐煤11.3%，核能

6.9%，再生能源12.6%，其他1.7%，電力淨進口-1.4%。與

2005年相比，初級能源消費結構變化較明顯的部分為再

生能源，由占比5.3%提升至12.6%詳如圖11。在能源消費

方面，2016年德國初級能源消費與2005年相比則下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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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與2008年(能源效率目標年)則下降約6.46%，歷年德

國初級能源消費趨勢如圖 12。德國訂有2020年初級能源消

費較2008年減少20%，2050年初級能源消費較2008年減少

50%的目標，在此能源效率目標上德國仍需進一步強化相關

能源效率措施。

圖11　德國初級能源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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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德國歷年初級能源消費變化趨勢

2016年德國最終能源消費達9,152 PJ，相較2015年增加約

2.9%，德國最終能源消費來自四大部門，運輸部門(29.5%)、工業

部門(28.2%)和住宅部分(26.2%)及商業部門(16.2%)詳如圖13。

 

圖13　德國最終能源消費

(二) 電力供需

2016年德國總電力裝置量195.69 GW，總電力供給達

6,484億度，然總電力消費僅5,947億度，供需差異逐年擴

大，已達537億度，為近年最高。德國近年電力裝置容量逐

年增加，主要原因為再生能源裝置量的增加，特別是風力與

太陽光電裝置量的大幅成長，如圖14。2016年德國陸域風

力裝置量達45.51 GW，離岸風力4.13 GW，太陽光電裝置量

達40.86GW。德國裝置量中有25%來自於燃煤，14.3%來自

於燃氣，而核能則由於福島核災後德國全面廢核，由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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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13.8%降至2016年的5.5%。再生能源裝置量占比部分於

2016年達52.2%，已超過德國一半的電力裝置容量, 詳如圖

15。

圖14　德國歷年電力裝置量變化趨勢

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後，德國宣布2022年全面廢核，

透過大力發展再生能源達成能源轉型的目標，2016年德國

核能發電占比已由2010年的22.2%降至13%。近年來，德國

再生能源的發展成果豐碩，2016年發電量達1,881億度，已

占德國發電量的29%，其中變動性再生能源(太陽光電與風力

發電)占整體發電比例約17.8%。再生能源發電中以陸域風力

發電量占10%最高。燃煤發電占比為40.3%。燃氣發電近年

則由於受到再生能源與燃煤發電的短期邊際成本競爭影響，

加上尖峰用電逐漸被太陽能取代，發電量與占比逐年降低，

2016年僅占12.4%。德國歷年發電量與結構組成詳如圖 16

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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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德國歷年電力發電量變化趨勢

 

 圖16　德國各能源別電力設置容量占比 圖17　德國各能源別發電量占比 

三、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德國2016年的溫室氣體排放為906百萬噸，相較於德國對外宣

示的基準年(1990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約27.5%。根據德國聯邦

環境局於2017年1月30日公布提交歐盟的數據顯示，2015年德國溫

室氣體排放達到1990年來的新低點，近年排碳下降主要貢獻來自

電力部門(約占能源工業近9成)的排碳下降，如圖18所示。然2016

年德國排碳略微上升，主因為經濟的回溫與寒冷的冬天所致，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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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供暖和交通部門的排碳略微增加。若以部門別區分，德國溫室

氣體排放以能源工業占比最高，約占38.5%；工業部門次之，約占

20.9%；運輸部門占17.7%，住宅部門占9.5%，商業、農業和其他部

門僅占13.3%。

圖18　德國溫室氣體排放與減量目標

四、國家能源政策目標

日本福島核災後，廢核成為德國能源轉型的主要核心之一。德

國於2011年5月30日宣布，8座1980年前興建之核能機組永久性停

運，既有核能機組不延役，於2022年以前全數除役。德國於2010

年9月提出能源概念（Energy Concept），規劃至2050年能源發展策

略。2012年起每年提出「能源轉型評估報告」檢視國家能源轉型

之進度是否符合預期，並經國會審查同意後發布。2014年起，每3

年發布「能源轉型進展報告」，全面檢視國家能源政策目標，適時

的補充或修正國家的能源政策目標。德國的能源政策目標以經濟可

負擔、能源供應安全和環境友善為方向，透過有系統的推動再生能

源與提升能源效率的方式朝無核的電力供給系統邁進，相關能源政

策目標如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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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德國能源政策目標

類別 2011 2012 2013 2014 2020 2030 2040 2050

溫室氣體排放

溫室氣

體排放

(相較於

1990年)

-25.6% -24.7% -23.9% -27%
至少

-40%

至少

-55%

至少-

70%

至

少-80%-95%

再生能源

電力消

費占比
20.4% 23.6% 25.4% 27.3%

至少

35%

至少

50%

至少

65% 至少

80%2025年：40%-45%

2035年：55%-60%

最終能

源消費

占比

11.5% 12.4% 18% 30% 45% 60%

能源效率

初級能

源消費

(相較於

2008年)

-5.4% -4.3% -3.5% -8.2% -20% -50%

電力

消費

(相較於

2008年)

-1.8% -1.9% -3.04% -6.78% -10% -25%

(一) 溫室氣體排放

歐盟於2015年3月提交「預期國家決定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s)，承諾2030年溫室

氣體排放量相較1990年排放水準減少40%，其範圍涵蓋整

個歐盟經濟體(28個國家，包含德國)。然德國本身訂有國家

減碳目標，2030年較1990年水準減少55%，比歐盟INDCs嚴

格，主要仰賴其對再生能源的大力推廣、能源效率目標的實

施、優良的地理環境與財務優勢。

德國在制定國內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時亦面臨經濟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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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爭論，同為社會民主黨成員的德國副總理暨經濟及能

源部長-西格瑪爾·嘉布瑞爾(SigmarGabriel)與環境、自然保

育、建築及核能安全部部長-巴巴拉·亨得里克斯(Barbara 

Hendricks)多次針對減碳議題提出不同的看法。環境部長認

為老式褐煤對排碳應有最大的責任，且認為煤炭快速退場不

會影響電價，因為再生能源附加費是補貼電力市場價格的差

額，當電力市場價格上漲，民眾的再生能源附加費支出就會

減少。經濟部長則明確拒絕煤炭的快速退場，認為其會影響

電力成本，並導致能源供應的不安全，同時間接導致德國工

業外移。然而，依照目前德國減排趨勢，德國恐無法達成

2020年目標，2030年之後的目標達成更是嚴峻的挑戰，故

有必要提出明確的減碳方針。

德國亦於2016年11月14日德國國會正式同意並發佈

「2050氣候行動計畫」(Climate Action Plan 2050)，並以此

當作架構，規劃德國如何達到在2050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80-95%的目標。然最終方案與草案相比，並無明確訂定廢

煤的具體日程等。期中，針對能源行業有幾大原則，包含擴

大再生能源與汽電共生、擴大電網、逐漸減少燃煤電廠的設

施及燃煤電廠所供給的電力、提升公用事業電廠的能源效

率。具體的項目有以下幾項:

1. 強化再生能源發展的定期審查機制: 為了順利拓展再生能

源，需要一個管理機關來確保再生能源裝置是否達到目

標。

2. 能源部門與其他部門的合作: 能源部門應與工業、商業，

服務業部門合作減碳，需要開發有效率利用電力的技術，

德國聯邦政府將鼓勵跨部門的創新研發活動，且強化再生

能源的儲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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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體系的改造: 透過再生能源的融資體系，增加再生

能源的收入潛力，且聯邦政府將逐一檢查各種能源(天然

氣、燃料油、電力)在各個階段(儲存、轉換、直接使用)的

稅率和能源價格。

4. 科技研發經費: 為了度過能源轉型，再生能源技術的發展

扮演重大的腳色，對於電網、電力儲存、跨部門的電力整

合、提高能源效率等，將在10年內有革新的突破。

5. 完成氣候變遷、經濟成長，能源革命的結構變化:聯邦政

府將在2018年中期設立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應制定經

濟發展，能源結構的變化，包括各地區電力穩定供應和有

競爭力的能源成本之融資，且擔保能源結構轉型的必要的

投資。

6. 加強ETS(Emission Trading Scheme): 排放權交易鼓勵廢除

燃煤發電，以及強化電廠投資決策。

儘管計畫討論期間部門目標存在爭議，正式文件仍確

定了部門目標，然仍需進行全面的影響評估與諮詢，並可

能在2018年做調整。針對2020年的減量目標，該行動計畫

評估減量約37%，仍較原訂目標的40%低。正式版提出之部

門別減量目標如表 6所示，2030年相較於1990年整體減量

55-56%，能源部門減量達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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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德國2050氣候行動計畫部門別減量目標
單位：百萬噸

1990 2015
2030

(2016年5月版本)

2030

(正式版本)

2030減量比例

(相較1990年)

能源

部門
466 347 178~188(排碳量減半) 175-183 61-62%

建築

部門
210 122 70~80 70-72 66-67%

運輸

部門
163 160 90~100 95-98 40-42%

工業

部門
283 189 120~125 140-143 49-51%

農業

部門
90 73 50~60 58-61 31-34%

其他 39 11 -- 5 87%

總計 1251 902
520-565

(相較1990減少55-58%)
543-562 55-56%

無煤

時程
- -

2050年前達成無煤，預

計將於2017年中提出無

煤時程表

沒有提出無

煤時程表
-

(二) 再生能源

德國為使再生能源逐步脫離躉購制度(Feed-in Tariff, 

FiT)的補貼扶持，近幾年來歷經再生能源法(EEG)與能源工

業法(EnWG)的多次修訂。在2012年的再生能源法中，僅鼓

勵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自願性參與電力自由競爭市場，而在

2014年的再生能源法修法(EEG 2014)中，則除了少數例外，

全數以市場溢價制度參與電力市場競標，並規定各再生能源

技術的年推廣限制量。德國2014年的再生能源法之各再生

能源技術之推廣限制如下：

1. 陸域風力：每年最多2,500 MW淨推廣量(考慮既有裝置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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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2. 離岸風力：2020年推廣限制6.5 GW(原本目標10 GW)，

2030年推廣限制15 GW(原本目標25 GW)

3. 太陽能：每年最多2,500 MW總推廣量(不考慮既有裝置停

止)

4. 生質能：每年最多100 MW的總推廣量

五、小結

德國能源轉型採廢核政策，大幅增加再生能源替補，德國國

土面積較臺灣大10倍，且中部與北部地區多平原，適宜發展再生

能源，且與鄰近國家電網連結完整，可減緩再生能源供電不穩定

問題。我國地形多高山，國土僅30%為平原，再生能源發展受限。

此外，我國能源98%仰賴進口，且為孤島型獨立電網系統，地狹人

稠，再生能源發展有限，與德國條件不同。儘管德國目前再生能源

裝置量已接近其尖峰需求量，但多數再生能源無法作為基載穩定供

電，仍需仰賴境內火力電廠支援，對於德國減碳形成挑戰。隨著再

生能源發電占比逐步提高，德國未來必須依靠儲能系統建置以穩定

供電，但目前儲能建置成本仍高，發展期程仍具不確定性。為確保

再生能源發電可有效使用，德國電網的擴建是必要的，根據2015

年的電網擴建需求規劃，德國到2024年需翻修及擴建共計3,100公

里的境內傳輸電網。雖然德國電網擴增有能源線路擴增方案(Energy 

Line Extension Act)的支持，但仍受到德國民眾抗爭的影響。德國的

用電需求集中於南部，於該國北部產生的大量風電，需經由內陸的

電網系統傳輸至南部。原先規劃建置兩條高壓直流傳輸線路，做為

北電南送的重要途徑，然而卻受到電網途經地區的民眾強烈反對，

至2016 年電網擴增完成進度僅40%，由於德國南北電網傳輸容量

有限，經常發生電力壅塞，使得德國的電網營運商必須採取重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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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patch)措施來因應北部電力供應端無法輸送到南部用電端的狀

況。

德國雖然為電力淨出口國家，然透過與鄰國電力調度，電力進

口量占其電力消費量仍有約6.4%。德國最大電力進口能力11GW，

可藉由鄰國調度的電力容量占尖峰需求比重約為13.25%，對比於我

國的獨立電網型態，當電力供需吃緊時，無法及時由國外調度，其

電力系統彈性操作型態完全不同。此外，德國由於再生能源快速發

展與優先併網的規定，北部大量的風力發電無足夠的基礎設施於德

國境內輸送至南部需求端，需仰賴鄰國電網輸送至德國南部，並以

此減緩再生能源發展之電力調度問題。

總結來說，德國之整體能源轉型政策可做為我國政策擬定之參

考，然由於自然條件、地理位置與經濟環境的差異，且各類能源的

來源多寡、穩定與否，使用特性、價格及對環境影響都不相同，我

國整體能源配比仍需考量各種能源之優點，朝多元且適當的能源結

構發展，才能提供民眾與產業一個穩定、不短缺、付得起、少污染

的能源供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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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英國能源轉型進展

英國能源政策主要建立在2008年能源法案(Energy Act 2008)之

上，包含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減輕氣候變遷的危害，以及確保能

源安全、低碳及價格穩定長期目標。

2013年底通過新能源法案(Energy Act 2013)主要針對電力市場

改革，祭出包含新制電力收購制度、備用容量市場、新電廠碳排放

標準及碳交易價格下限等措施，讓低碳電力成為英國未來的能源供

應主軸。

2016年英國的煤炭消費量是工業革命以來的最低點，且連續

四年負成長，2016年僅有2015年的一半，煤炭消費量下降趨勢預

計將會是常態。2016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471.7百萬噸，較1990年

排放水準下降41%。幾乎提前達成第三期(2020)減碳目標。

英國是目前少數將減碳目標立法的國家之一。在未來十年大量

老舊電廠除役之際，新建核電機組已被英國政府視為電力部門重要

的減碳與穩定電力供應選項。於再生能源開發上，憑藉蘇格蘭地區

及北海豐富的風力資源，英國將以風力發電為主要推動項目。

一、社經基本資料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Th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NS)

估計，英國(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等)總面積約

243,610平方公里（94,060平方英里），面積為我國的6.8倍；

2016年估算人口約6,492.8萬人，為我國的2.8倍，人口密度約為每

平方公里266.5人，近年人口呈現成長趨勢[27]。英國近年國內生

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仍持續成長，2014年GDP總額

達17,021.5億英鎊(約85兆新台幣，GDP總量世界第五名)。英國產

業結構以服務業為主，2014年銀行業、金融業、航運業、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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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商業服務業占GDP比例約為79.69%，製造業部門為13.65%，建

築業為6.13%，農漁業為0.53%。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DECC)是英國目前能

源相關的最高行政部門。此部門於2008年10月由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現在的BIS) 和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DEFRA)的組織中獨立出來。

其主要目標包含了節能推廣、保障能源安全、建構低碳未來、氣候

變遷因應、保障能源資產並降低能源成本等。

二、能源供需發展

(一) 初級能源供需

英國初級能源供給於2000年為10,345PJ，至2016年已

降至8,421PJ，詳如圖19所示。2016年英國初級能源供給

中，以天然氣占比為最高，達38.3%；其次為石油，占比達

37.7%。詳如圖20所示。

圖19　英國歷年初級能源供給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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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英國2016初級能源占比

英國最終能源消費於2000年為6,666PJ，至2016年已降至

5,889PJ，詳如圖21所示。2016年英國最終能源消費中，以運輸部

門占比為最高，達39.6%；其次為住宅部門，占比達29.4%。詳如圖

22所示。

圖21　2000至2016年英國最終能源消費部門別結構



�� 全球能源轉型下之再生能源發展探討與借鏡

圖22　2016年英國最終能源消費部門占比

(二) 電力供需

英國擔憂燃煤及核能電廠老舊機組陸續除役，未來備轉

容量可能不足，且跨境電網容量受限，故於2014年導入電

力市場容量機制刺激新建電廠投資，容量機制廣泛定義為基

於能源安全供應目標，舉凡給予電力供應者(或在某些情況

下為電力消費者)額外報酬，以維持電廠新建或持續運轉(或

使電力負載曲線改變)之措施，在容量機制(Capacity Market)

的運作中，電力如同保險商品，係為了確保未來特定期間的

供電安全而存在，一旦買賣成交後，電力供應方不論實際是

否需發電並交付電力，皆可獲得報償。英國運作容量機制類

型為容量拍賣(Capacity Auctions)，未來的儲備容量由獨立的

權力機關集中籌備，預先設定來年的儲備容量需求，並透過

公開招標採購，決標價格是經由正向拍賣(forward auction)程

序決定，所有得標者皆獲得同樣標價，容量拍賣的費用支出

係向電力供應商依據其市占率收取。

英國於2016年6月24日公投決定退出歐盟，不但使其未

來經濟成長前景蒙上陰影，也為能源發展帶來不確定性，影



第二章　主要國家能源轉型探討 ��

響能源發展與投資活動，威脅能源供給安全。在過去英國與

歐盟的電網合作裡，英國為淨電力進口國，來自歐盟的電力

占8%英國電力供給。如何面對這項潛在電力供給缺口與配

合經濟成長逐步攀升的用電需求是為英國脫歐之後的挑戰。

除此之外，英國國家電網(National Grid)研究指出若英國

離開歐盟內部能源市場(Internal Energy Market)，英國在未能

最佳化應用電網平衡供需的情況下，將增加每年5億英鎊的

能源成本，終將轉嫁至消費者，帶來電力價格上升的壓力。

2016年英國總電力裝置容量達到78.3 GW，其中燃氣裝

置容量40.7%最大，各類電力裝置容量占比，詳如圖23，總

電力供給達3,568 億度，含進口175億度，詳如圖24，扣除

能源部門自用及線損後，總電力消費為3,038 億度。由於再

生能源快速發展的因素，英國2011-2013年燃煤發電不斷下

降，亦導致其排碳量下降，發電量中有42.3%來自於燃氣，

22.9%來自於再生能源，而核能占21.1%詳如圖24。

圖23　英國2016年電力裝置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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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英國2016年發電量

住宅部門方面，電力消費自1998年至2005年呈現穩定成長，

到2005年達高峰1,257億度。2006年至2008年由於能源效率提升

以及電價提升，電力消費量下滑。2009年因全球經濟不景氣，電

力消費加速下滑。2010年除了景氣些微復甦，冬天平均也較低，

電力消費有所成長。但2011-2013年電力消費回到下降趨勢，回到

1999年水準。在工業部門方面，電力消費自1998年至2000年穩定

成長，2001-2003年出現些微下滑，2005年則成長到歷史高點，而

後因為能源使用效率提升與電價提升，電力消費自2005年開始明

顯下降，2010年因為經濟復甦出現反彈。2011年七月英國提出20

年以來最大規模的電力改革政策 (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 EMR)，

目的為創造低碳電力投資環境，以刺激達到2050年減碳目標，並

同時解決未來迫切的供應安全問題，以及降低能源貧窮問題，圖25

為1998年至2016年英國電力消費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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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1998年至2016年英國電力消費變化

(三) 溫室氣體排放歷史趨勢

過去30年，GDP成長了將近一倍，而碳排放減少了將近

20%。能源密集度減少了47.1%，而碳密集度更大幅的減少

58.1%。這兩項指標的提升主要是因為能源效率改善、能源

密集高的產業佔比減少、以及減碳技術的提升。

各項的溫室氣體排放於過去20年不斷地減少，2016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471.7百萬噸，已是1990年以來最低水準，

相較於1990年799.0百萬噸，減少41%，幾乎提前達成第三

期(2020)減碳目標。以部門別來說，能源部門為最大的排

放來源，占比25.5%，在2016年時為120.2百萬噸，對比於

1990年的277.9百萬噸已經減少了56.7%。運輸部門為第二

大排放來源，2016年時約125.8百萬噸，排放量相較1990年

121.9百萬噸略為增加詳如圖26。

1990年到2016年間，2010年排放量出現罕見的上升，

主要因為住宅用的天然氣增加，且部分的核能發電被燃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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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氣所取代。

英國溫室氣體排放居第三位為服務部門，約占總體

17.3%；其次依序為住宅部門約占14.8%；農業部門占9.8%。

圖26　英國歷年溫室氣體減量變化(單位：百萬噸)

三、國家能源政策目標

英國能源政策主要建立在2008年能源法案(Energy Act 2008)之

上，包含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減輕氣候變遷的危害，以及確保能

源安全、低碳及價格穩定之長期目標。2013年底通過新能源法案

(Energy Act 2013)主要針對電力市場改革，祭出包含新制電力收購

制度、備用容量市場、新電廠碳排放標準及碳交易價格下限等措

施，讓低碳電力成為英國未來的能源供應主軸，目標以經濟可負

擔、能源供應安全和環境友善為方向，透過有系統的推動再生能源

與提升能源效率的方式引領電力供給系統邁進。

(一) 溫室氣體排放與減碳策略

歐盟於2015年3月提交「預期國家決定貢獻」(Int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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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s)，承諾2030年溫

室氣體排放量相較1990年排放水準減少40%，其範圍涵蓋

整個歐盟經濟體。然英國於 2008 年頒布的氣候變遷法案

(Climate Change Act of 2008) ，制定了全世界首個具約束力

之法定國家減量目標，承諾在2020年前達成15%能源消費

來自再生能源，目標於2050年前溫室氣體減量到1990年排

放量的20% (155百萬噸二氧化碳)，為顧及能源價格、穩定

供應及能源安全這些目標，電力部門必須有更積極的減碳

動作，確立再生能源、核能及 CCS 是未來電力供應的三項

主軸平衡發展，是目前能源替代或降低化石燃料電廠碳排

放的主要方式。依英國未來電力結構的模型預估，目前傳

統化石燃料的電力逐漸會被核能、再生能源與CCS技術取

代，到2030年時再生能源將占總裝置容量43.2%(59GW)，

核能占10.0%(13.6GW)，整合CCS技術之化石燃料電廠占

3.9%(5.3GW)。其顯示這三項低碳能源將是未來電力的主要

來源。在 2013 年底通過之新能源法案中，藉由電力市場改

革大力推動各項措施降低再生能源、核能及CCS 三項低碳能

源的市場風險，以刺激投資。

(二) 再生能源與綠色產業推動

2013年英國政府公布「英國再生能源發展路徑圖」，

明確設定八項具發展潛力之再生能源領域，包含陸域風能、

離岸風能、海洋能、生質能、生質熱能、地源熱泵、空氣源

熱泵及再生能運輸，2020年前之總裝置容量可達29 GW，總

體再生能源目標必須達到15%之能源需求占比。

英國綠色產業發展重點不再著重於過去常用之租稅減

免、優利貸款等金融支援工具，而是將重點放在市場建

立、市場機制的運用等等。為達到2020年環境保護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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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主要利用大量投資的方式來推動綠色產業的發展，同

時於2013年1月成立全球第一家專為環境保護所設立的投

資銀行，以下簡單介紹該「綠色投資銀行(Green Investment 

Bank)」。

英國GIB雖名稱中有「銀行」，但其實際上在初期所扮

演的角色，比較是偏向「國營綠色公司」之性質，政府透

過國庫出資吸引民間資本投入，其綠色投資銀行為一「基

礎建設銀行(Infrastructure bank)」，資本額38億英鎊。綠

色投資銀行目前的投資重點領域有四個項目：離岸風力發

電(Offshore wind)、廢棄物回收(Waste recycling)、能源利用

效率加強(Energy efficiency) 與廢棄物能源生產(Energy from 

waste)；其他投資包含應用於交通的生物能源、生物廢棄物

能源、再生熱能、二氧化碳捕捉與儲存與潮汐能源開發等。

由英國設立GIB之經驗，可以發現到要吸引投資者對於綠色

科技之關注，光單純仰賴市場機制是不足的，即便設有FiT

或再生能源強制義務等市場補貼或誘因機制，仍需要國家介

入之必要以促進前端投資之誘因。

(三) 能源效率

為因應氣候變遷及確保能源供應，英國政府自 2003年

首度公佈「能源白皮書」以來，揭櫫未來英國能源發展之三

大挑戰、四目標及兩支柱，其中提高能源效率及發展再生能

源即為最重要之兩支柱。2007年修訂「能源白皮書」，明

確納入節約能源作為，對外支持歐盟於2020年減少境內20% 

能源消費之提案，並積極與其他G8會員國合作，建立對抗

氣候變遷之國際架構及共同制訂商品之節能標準；對內則推

動制訂具法律效力之減碳排放目標，並祭出節能誘因輔導用

戶節約能源。其中住宅部門已於2016年起推動相關具體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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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包含無碳建築之立法、推動住宅建築能源效率證明制

度，運輸部門則配合歐盟提升汽車燃料能耗標準，商業部門

參與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規劃對年用電量高於600萬度機

構實施之總量管制，大型公共機構強制加入二氧化碳減量計

畫等。2013年修訂「能源法」，於2020年前提供76億英鎊

低碳能源獎金，獎勵通過提高效率，並節省能源用量 並節

省能源用量之企業。

(四) 核能政策

英國是目前少數將減碳目標立法的國家之一。在面臨未

來十年有大量電廠除役之際，核電已被英國政府視為電力部

門重要的減碳與穩定電力供應選項。英國於 2011 年成立核

能管制中心(Office for Nuclear Regulation, ONR)，其權責包含

了核電廠申設審核、核電廠除役、核能安全、核廢料運送、

核廢料管理與處置及核電廠環安等。在 311 福島核災後，

在政府體制外的獨立核能管制單位更顯得重要，此中心於 

2013 年能源法案中建立了正當性運作目的與功能法源，並

在 2014 年 4 月開始法人化，此後將可藉由核能管制中心整

合、監督並管理未來核能的發展。

英國自1995年Sizewell核電廠商轉後，已近20年無新增

新核電廠。1990 年代核能發電約提供全英國 25%電力，核

電發電量 1998 年達到高峰，隨後開始有老舊核電廠關閉，

核能發電量占比逐漸下滑至 2012 年的 18%。英國目前共有 

16 座反應爐運轉中如表7，其中多數為 1980 年代設置的

第二代先進氣冷型反應爐(AGR)，最新建置的為 1995 年在 

Sizewell 設置的壓水式反應爐(PWR)，但大部分電廠都將於 

2024 年以前陸續退役，其中在 Hinkley 及 Hunterton 核電廠 

4 座反應爐已延役 7 年至 2023 年，並且同時需要淘汰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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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火力電廠。表8為英國目前規劃興建中之核能電廠，新

增總裝置容量將達到15.6GW。

考慮到發展核電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於2006年英國政

府公布的 Energy Review報告中，政府立場開始轉向支持

新建核電廠，並於 2007 年進行新建核電廠之公開諮詢。

在此次公開諮詢後，各界就興建核能電廠逐步取得共識，

並於2008年 1 月公佈「2008 年核能白皮書」，白皮書包

含政府對核電公民諮議活動，以及相關的策略選址評估程

序（Justification and Strategic Siting Assessment processes）

之技術諮議活動的正式回應。對諮議活動中，回覆所有公

民意見的完整報告，陳述於政府的「公民諮議回覆分析書

（Government’s analysis of consultation responses）」中，並

和白皮書同時發表，關鍵性的議題包括：對抗氣候變遷及

確保能源供應安全的必要性，以及放射性物質的排放、環

境、安全和保防作為的正確性為目前英國持續發展核電之政

策主要依據。英國能源與氣候變化部(DECC)於 2012年底制

定之新能源法案內容包含電力收購差價合約制度(Contracts 

for Difference)、備用容量市場(Capacity Market)、新電廠碳

排放標準 (Emission Performance Standard)及碳交易價格下限

(Carbon Price Floor) 等措施，讓低碳電力成為英國未來的能

源供應主軸，並於2013 年 12 月立法通過正式生效。新能

源法案對核電發展之影響有顯著的支援，透過導入碳交易價

格下限機制，針對化石燃料的發電業者， 2013 年訂為每噸

二氧化碳約新台幣800元，並逐年提升到2030年每噸約新台

幣3500元，並訂定更嚴格之新電廠碳排放標準，將標準訂

在每度電 450 克二氧化碳以下，以取代未整合碳捕捉與封

存之傳統燃煤電廠。此外，新的電力收購差價合約制度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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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納入，未來政府將保證以一定價格長期合約收購，提供

核電一個穩定並可預期的投資環境，售電價格不會隨著市場

供需變動，有利於刺激投資。

目前英國至2030年後既有的核電機組僅剩下一座

(1.2GW)，興建中的核電機組不確定性高，2013年，英國

政府與法國公司EDF簽訂協議，由後者在英國薩默塞特郡

(Somerset)興建欣克利角C核電站 (Hinkley Point C)，這也是

英國三十年來的第一個新建的核能反應爐，總投資達180億

英鎊，Hinkley Point C核電廠因為法商EDF集團財務等因素略

為延後，後獲中國廣核集團有限公司(China General Nuclear 

Power Corporation，CGN) 參與投資，已於2016年9月15日

獲政府批准同意興建，但仍未確定可否於2025年起開始供

電。

表7　英國目前運轉中之核能電廠

核能電廠名稱 反應爐類型
裝置容量 

(MWe net)
首運轉年 預計停轉年

Wylfa 1 Magnox 490 1971 Dec-15

Dungeness B 1&2 AGR 2 x 545 1983 & 1985 2028

Hartlepool 1&2 AGR 2 x 595 1983 & 1984 2024

Heysham I-1 & I-2 AGR 2 x 580 1983 & 1984 2019

Heysham II-1 & II-2 AGR 2 x 615 1988 2023

Hinkley Point B 1&2 AGR 

2 x 610, but

operating at 70%

(430 MWe)

1976 2023

Hunterston B 1&2 AGR 

2 x 610, but

operating at 70%

(420 MWe)

1976 & 1977 2023

Torness 1&2 AGR 2x 625 1988 & 1989 2023

Sizewell B PWR 1188 1995 2035

Total: 16 units 10,038 M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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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英國目前規劃興建中之核能電廠

核電公司 計劃名稱 廠址位置 反應爐類型
裝置容量 

(MWe net)
預計運轉年

*EDF Energy
Hinkley Point 

C-1
Somerset EPR 1670 2023

*EDF Energy
Hinkley Point 

C-2
　 EPR 1670 2024

*EDF Energy Sizewell C-1 Suffolk EPR 1670 ?

*EDF Energy Sizewell C-2 　 EPR 1670 ?

Horizon
Wylfa 

Newydd 1
Wales ABWR 1380 2025

Horizon
Wylfa 

Newydd 2
Wales ABWR 1380 2025

Horizon Oldbury B-1 Gloucestershire ABWR 1380 late 2020s

Horizon Oldbury B-2 Gloucestershire ABWR 1380 late 2020s

NuGeneration Moorside 1 Cumbria AP1000 1135 2024

NuGeneration Moorside 2 　 AP1000 1135 ?

NuGeneration Moorside 3 　 AP1000 1135 ?

Total 

planned & 

proposed

11 units　 15,600 MWe

**GE Hitachi Sellafield Cumbria 2 x PRISM 2 x 311 　

**Candu 

Energy
Sellafield Cumbria

2 x Candu 

EC6
2 x 740

 　

四、國家能源供需預測推估

英國並無官方規劃之未來能源或電力供需結構，官方公布之數

據都是在模擬達到未來減碳目標下之可能情境，以市場導向的相關

模型工具去模擬，其結果與燃料價格及碳交易價格有所關聯，並且

不代表政府未來規劃。根據能源與氣候變遷部推估，未來電力供應

將自2010年的 3,660億度 下降到2020年的3,270億度，隨後便開始

回升到 2030年的 3,850億度。圖27所示為至2035年英國能源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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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預測推估。至2030年時，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電力供應占比

將達 43.1%，核電為30.0%。而傳統燃煤電廠將近全數除役，並由

CCS燃煤取而代之，表9至表11分別表示初級能源供給、電力供給

結構及電力消費結構預測推估。

2015年2月，三大主要政黨領導人在英國非政府組織綠色聯盟

(Green Alliance)協商下共同簽署承諾，認為英國應尋求一個更強的

約束力來抑制全球升溫超過2℃、各黨派應共同努力以達成氣候變

遷法案規範的碳預算、加速轉型成為低碳經濟並關閉燃煤機組。然

2015年初並沒有明確指出英國應在何時全數關閉燃煤機組，DECC

大臣Amber Rudd在2015年11月發表演說中強調英國未來將致力於

低碳能源發展，政府的目標將是在2025年前關閉所有燃煤電廠或

轉型成為生質燃料發電。

根據DECC在2015年11月預測，英國未來電力(Reference情境)會

先下滑，後微幅度成長。根據這個供電結構，估算2030年電力排

放係數為64gCO2/kWh，需求成長主要是因為建物供熱部門與運輸

部門的電器化所致，而能源效率的提升無法完全抵消這兩個部門的

電力需求成長幅度。英國能源產業聯盟對於DECC與CCC的預測不完

全認同：(1)電力需求可能持平或下降(價格以及能效提升因素，而

電器化的普及率不如預期)；(2)持續增加核能發電過於樂觀；(3)應

再放寬電力排放係數目標50-100gCO2/kWh，或加速訂定後2020時

代的低碳補助方針(如Levy contro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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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英國能源未來需求預測推估

表9　英國初級能源供給預測推估              (PJ)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煤 1352.4 1373.4 571.2 365.4 273

油 3246.6 3074.4 2961 2965.2 2927.4

天然氣 3956.4 2994.6 2969.4 3137.4 3141.6

再生能源 340.2 651 987 1092 1041.6

核能 583.8 583.8 722.4 571.2 1058.4

電力(電網) 12.6 21 37.8 37.8 37.8

總和 9492 8698.2 8248.8 8169 84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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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英國電力供給結構(裝置容量)預測推估      (GW)

2013 2015 2020 2025 2030

燃煤 24.7 16.6 15.0 5.2 0.3

CCS 0.0 0.0 0.6 1.4 5.3

燃油 2.7 1.7 0.5 0.5 0.4

燃氣 36.6 33.0 34.8 48.2 49.6

核能 9.6 9.1 10.7 8.1 13.6

再生能源 20.3 26.1 37.8 50.1 59.0

電網連結 4.1 4.1 5.5 5.5 5.5

儲能 2.8 2.8 2.8 2.8 2.8

總計 100.8 93.4 107.7 121.8 136.5

表11　英國電力消費結構預測推估             (PJ)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金屬與鋼鐵 13872.6 15997.8 15451.8 14859.6 14658

其他工業 363589.8 325953.6 333274.2 337024.8 346483.2

運輸 14653.8 16039.8 22747.2 31613.4 44553.6

住宅 429160.2 379218 350960.4 383922 429538.2

公共 68980.8 64213.8 55591.2 48136.2 53260.2

商業 282626.4 287973 289917.6 325848.6 374295.6

農業 14548.8 14259 14259 14259 14259

總和 1187432.4 1103655 1082201.4 1155663.6 1277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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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國對供需預測技術的開發

英國國家電網雖然擁有將電力輸往英國各地的基礎設施，以確

保任何時候有足夠電力滿足英國各地需求，但是由於風能和太陽能

等可再生能源已經成為部分英國能源組成，因此面臨電力系統供需

平衡的問題。

有鑑於英國發電來源種類繁多，如何使再生能源得到最有效率

的排程使用，成了當下最重要的問題，因此Google收購的DeepMind 

認為，機器學習可以更準確地預測需求型態，有效平衡英國國家電

力系統中的供需矛盾，詳細的來說是，是否可利用機器學習技術預

測電力需求和供應的高峰，進而幫助英國國家電網公司最大限度利

用可再生能源。

DeepMind 在2016年7月已經擁有成功電力節能應用的案例，是

利用機器學習將Google 資料中心的用電量減少了 15%，詳細內容是

透過DeepMind 的智慧演算法預測 Google 資料中心的冷卻系統和控

制裝置的負載，進而將冷卻電量減少 40%。其中，DeepMind 人工

智慧軟體控制資料中心內大約 120 個裝置參數變量，包括風扇、

空調系統、窗戶等。

值得一提的是DeepMind是一家英國的人工智慧公司。公司建

立於2010年，最初名稱是DeepMind科技（DeepMind Technologies 

Limited），於2014年被Google收購。該公司開發出的專利 US 

9679258強調深度學習的方法，透過第一、第二神經網路的合作，

強化深度學習的速度。

英國2016年發電量占比，包括燃氣發電42.3%、燃煤發電

9.0%、核能21.1%、再生能源發電22.9%(不含水力發電1.6%)。規劃

至2030年，英國的再生能源發電量將達總發電量的43.1%。

隨著英國再生能源的占比漸漸提高，如何達到最佳化的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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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發電排程的議題日趨重要。目前的電力系統中，雖然有自動化

的功能，但是相比於傳統的自動化，人工智慧的強大之處在於可以

透過機器自主學習，來完成對未來的預測，從而作出相應的調整。

而傳統的自動化則缺乏自動學習和預測未來的能力，在預測未來的

動態變化方面，傳統自動化會顯得無能為力。英國的電網現在就面

臨一個這樣的問題。

六、小結

英國設有長期的減碳目標，為了達成2050減碳目標，設定電

力排放係數在2020年須達250gCO2/度，2030年達100gCO2/度。而

2050年電力部門需要達到幾乎完全零碳排放。基於再生能源未來

均化成本下降，且碳價格逐年上升的假設下，英國未來轉型為低碳

電力系統，且在2025年淘汰燃煤發電，使2030年電力排放係數降

至100gCO2/度電是可行的，但近期的政策措施(包含調降FiT、刪減

CCS補助等)及核電機組延誤興建等對能否達成中期減碳目標將產生

變數。

英國政府將低碳科技與再生能源發展視為一體，以綠色產業整

體做為規劃範疇，進而設計對應的政策與策略，例如「綠色投資銀

行」籌設、政府購電(Feed-in Tariffs, FiT)的推行、綠色憑證交易、

低碳科技跨境銷售等。

英國於2016年6月24日公投決定退出歐盟，不但使其未來經濟

成長前景蒙上陰影，也為能源發展帶來不確定性，影響能源發展與

投資活動，威脅能源供給安全。在過去英國與歐盟的電網合作裡，

英國為淨電力進口國，來自歐盟的電力占8%英國電力供給。如何

面對這項潛在電力供給缺口與配合經濟成長逐步攀升的用電需求是

為英國脫歐之後的挑戰。

除此之外，英國國家電網(National Grid)研究指出若英國離開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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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內部能源市場(Internal Energy Market)，英國在未能最佳化應用電

網平衡供需的情況下，將導致每年5億英鎊的能源成本增幅，終將

移轉至消費者，英國電力價格潛在上升的壓力。英國未來的課題是

妥善規劃電力組合，以維持可負擔的電價目標。

我國長久以來缺乏足夠優惠之再生能源政策性融資，對於大型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發展所產生之困境，顯然必須要有所改變，總

結來說，英國之整體再生能源推動政策與我國雖有相當之差異，然

而，其能源政策成型過程與內容思維可做為我國未來再生能源政策

推動策略擬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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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國家再生能源發展探討

第一節　日本再生能源發展進展

一、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日本投入再生能源發展已有相當時間，且其發展項目亦相當多

元包括太陽能、風力、地熱能、水力及生質能等再生能源。另外

日本自2012年7月開始實施電能躉購費率(FiT)制度後，其再生能源

裝置容量快速成長，據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RENA)最新統計數據顯

示，日本於2016年達到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約75.1 GW，以太陽光

電(41.6 GW)及水力發電(28.2 GW)為主要裝置容量，詳如圖28。

另日本於2015年達到再生能源總發電量約172.8 TWh，以水力

發電(91.3 TWh)及生質能(37.8 TWh)為主要發電來源，詳如圖29。

資料來源：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RENA)，2017年

圖28　日本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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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RENA)，2017年

圖29　日本再生能源發電量發展趨勢

二、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一) 2030年電力結構目標

日本為實現其綠色經濟及低碳潔淨能源供應，積極研擬及執行

再生能源等政策計畫，以實踐永續發展的願景。日本經濟產業省

(METI)預估2030年的總電力供應量需要達到1,065 TWh，據此擬定

於2030年電力供應結構為再生能源占22至24%、核能20至22%、液

化天然氣(LNG)27%、煤炭26%及石油3%，其中各類再生能源目標分

別為太陽光電7.0%、風力發電1.7%、生質能發電3.7至4.6%、地熱

發電1.0至1.1%、水力發電8.8至9.2%，詳如圖30。

資料來源：資源能源廳，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2015年

圖30　日本2030年各類能源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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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30年電能躉購費率

日本於2030年預估所需的電能躉購費率(FiT)買取費用

將達3.72～4.04兆日圓(詳如表12)，其中可替代火力發電的

自然變動再生能源(太陽能和風力)約占2.72兆日圓，可替代

核能發電基載電力的地熱、水力及生質能約占1.00～1.31兆

日圓。自然變動再生能源中，2030年度太陽光電導入量為

64,000 MW，包括住宅9,000 MW、非住宅55,000 MW，買

取費用約2.3兆日圓；風力發電導入量為10,000 MW，包括

陸域風力9,180 MW、離岸風力820 MW，買取費用約0.42兆

日圓。

表12　日本2030年再生能源導入量與FiT買取費用預估

裝置容量(MW) 發電量(TWh) 發電量占比
FiT買取費用

(兆日圓)

可替代火力發電的自然變動再生能源

太陽能 64,000 74.9 7.0% 2.30

住宅 9,000 9.5

非住宅 55,000 65.4

風力 10,000 18.2 1.7% 0.42

陸域 9,180 16.1

離岸 820 2.2

小計 74,000 93.1 2.72

可替代核能發電的基載電力

地熱 1,400~1,550 10.2~11.3 1.0~1.1% 0.17~0.20

水力 48,470~49,310 93.9~98.1 8.8~9.2% 0.19~0.29

生質能 6,020~7,280 39.4~49.0 3.7~4.6% 0.63~0.83

小計 55,890~58,140 143.5~158.4 1.00~1.31

合計 129,890~132,140 236.6~251.5 22.2~23.6% 3.72~4.04

資料來源：資源能源廳，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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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生能源推動政策

(一) 「京都議定書」與「再生能源特別措施法」草案

日本政府為落實「京都議定書」之減碳承諾，訂定

2008至2012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需較1990年水準減少9%的

目標。在上開承諾下，即將低碳的再生能源發展列為其降

低溫室氣體的解決方案之一，因此於2003年實施再生能源

配額制度(RPS)，要求電力公司購買一定比例的再生能源電

力，以達到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及擴大再生能源發展的願

景。此外，日本於2011年發生311福島核災事件，致使核能

安全遭民眾質疑，再生能源廣受青睞，日本政府不僅規劃強

化再生能源發展，也特制定「再生能源特別措施法」草案。

該草案於2011年8月26日獲國會審議通過。其主要之推

動重要措施為自2012年7月開始實施電能躉購費率(FiT)政

策，以固定價格收購太陽光電、風力發電、地熱能、水力、

生質能等5種再生能源電力，期限為10至20年以加速再生能

源之設置。其中日本為全球最早實施太陽光電獎勵政策的國

家，上開再生能源特別措施法，促使太陽光電成為日本主要

發展之再生能源。

(二) 「再生能源特別措施法」修正案

日本「再生能源特別措施法」實施至2015年，其中太

陽光電發電占再生能源申請量達90%，日本再生能源電力係

由電力公司收購，且購電費用係轉嫁給消費者，以當初日本

政府規劃，2030年再生能源躉購電經費為3.7~4兆日圓，然

而至2015年已累積達1.8兆日圓。

此大量高價收購之太陽光電發展情形，讓日本經濟產

業省(METI)感覺其再生能源發展已有失衡狀況。日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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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上述問題，提出於2030年達成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

20至22%的目標，經濟產業省(METI)並積極進行研議「再生

能源特別措施法」修正案，該草案於2016年3月獲內閣會議

同意，於2017年初國會審查通過後施行，該修正案重點如

下：

1. 修改再生能源設置認定制度

從「設備」認定調整「事業計畫」認定，其重點在於

確認發電業者能否執行專案，確保專案正常運作；將簽定

併網契約設為認定條件之一，並在認定時決定收購價格，

另外建立強化取消認定資格的流程。

2. 促進長期穩定發電

業者須對再生能源發電設施進行適當的自主檢查維

護，定期報告發電量，確立再生能源電廠除役回收等遵守

事項，違反規範時，政府將向業者提出改善命令，若不遵

守就取消FiT認定資格；業者應公開FiT認定資訊，向地方

政府提供再生能源建造計畫。

3. 導入具成本效益的再生能源

設定中長期收購價格的目標，提高事業經營之可預測

性；選擇成本效益最好的收購價格決定方式，如事業用太

陽光電採競標方式，住宅用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採預先設

定降價時間表方式；檢討賦課金減免制度，確認補助對象

的節能努力和對國際競爭力之影響，設定相應的減免率；

同時推動再生能源發電的低成本化與高效率化、提升控制

技術等技術開發。

4. 擴大導入開發準備期長的再生能源

對於如地熱能、生質能、中小型水力等開發準備期長

的再生能源電源，設定未來數年的收購價格；環境影響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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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時間從原本的3~4年減少一半，縮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

審查時間、提前經產省和環境省的環境影響調查；在FiT

認定前，可先提併網申請之措施；依據各項再生能源的問

題，檢討支援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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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再生能源發展進展

一、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美國2016年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達212.5 GW，依其占比依

次是風力(81.3 GW)、水力(79.9 GW)、太陽能(34.7 GW)、生質能

(14.0 GW)、地熱(2.5 GW)。上開設置量較2015年新增的再生能源

容量約20.1 GW(風力增加8.7 GW、太陽能增加11.3 GW、水力增加

0.25 GW)；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的擴大主要為風力與太陽能所主導，

尤其是風力在前總統歐巴馬政府預算擴大方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ARRA)實施期間成長顯著，而太陽能則於

2011年大幅成本降低效應發揮後，有著明顯的增長趨勢，詳如表

13。

表13　美國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2007-2016)
單位：MW

資料來源: Electric Power Annual 2016, US EIA, 2017年12月出版

若以發電量分析，再生能源占美國總發電量為15%(628 

TWh)，其中水力占比最大(42.4%)，其次是風力(36.2%)、生質能

(10%)、太陽能(8.7%)。若比較再生能源與化石能源電力的10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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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趨勢，再生能源在10年間增長了78%，化石能源則不增反減11%

詳如表14。

表14　美國再生能源發電量(2007-2016)
單位：GWh

資料來源：Monthly Energy Review, US EIA, 2017年7月

二、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一) 再生能源潛能

美國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 abo r a t o r y ,  NREL )於2012年進行了以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為基礎的技術評估，各

種再生能源採用額定的技術系統性能，排除地形、環境和

土地利用等制約，得到再生能源技術別潛力數據，預估整

體再生能源發電潛力量合計為每年481,800 TWh，裝置容量

212,224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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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美國再生能源發電與裝機總量潛力評估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NREL), 2012年

太陽能潛力最大，集中分布在德州及加州等美國西南

部，潛力最高達到399,700 TWh，192,864 GW，分別是公用

事業規模的城市PV為2,200 TWh，農村PV為280,600 TWh，

屋頂PV為800 TWh，聚光太陽能為116,100TWh；風力發電

潛力第二大，總量為49,700 TWh，15,200 GW，其中陸上風

力約32,700 TWh，集中在美國西部和中部大平原和美國東

南部地區；離岸風力約17,000 TWh，集中在沿海地區(依序

為太平洋沿岸、大西洋沿岸和墨西哥灣) ，詳如表15。

(二) 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美國再生能源電力生產與推動主導權在州政府，因此

聯邦無再生能源電力相關的推廣目標(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 RPS)；各州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推動目標則依據其

資源之多寡、立法之先後，目標年度與占比，有相當大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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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詳如圖31及圖32，至2017年2月，除了29個州外，另包

含華盛頓特區及3個境外地方實施RPS；其中22個州與華盛

頓特區擁有太陽能與分散型電源的RPS。

資料來源：DSIRE database資料庫，美國能源部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組(U. S. Department 

of Energy, EFRE)

圖31　美國州各政府的再生能源電力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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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SIRE database資料庫，美國能源部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組(U. S. Department 

of Energy, EFRE)

圖32　美國州政府的太陽能與分散型電源發展目標

三、再生能源推動政策

(一) 聯邦層次之再生能源推動方案

政策方面，聯邦層次的再生能源推動方案有生產稅額抵

減(production tax credit, PTC)、投資稅額抵減(Investment Tax 

Credit, ITC)、以及各中央行政單位負責執行的設備與資金補

助；制度面有併聯其他合法電業電力與住商等非電業分散型

電源的公用電業強制義務；市場面有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

(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自進入21世紀

之後連續發布對再生能源進場有利的法令。

1. 減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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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減免稅方面，無論是生產稅額抵減或是投資抵

減，聯邦的該類政策皆有時效與撥款額度上限之限制，

啟動之後須經由後續多個法案，國會同意編款來延續，

再經手各行政機構(抵稅類由財政部、補助類多由能源部

與國防部)執行，例如生產稅額抵減始於1992年的能源政

策法(Energy Policy Act)，但其辦法規定每年需要審核，且

於年限內預算上限內核銷，若預算告罄須由國會重新藉

由其它法案編款展延，因此有中間中斷、且前後有多個

法案(2009年的ARRA、2013年的American Taxpayer Relief 

Act、2016年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等)來提供相

關展延服務；相同的，投資稅額抵減雖始於2005年的能

源政策法(Energy Policy Act)，後續仍由2008年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展延8年，2016年Omnibus 

Appropriations Act展延5年。

2. 制度面

在制度確立方面，則無上述抵稅所適用的時效與撥款

限制，例如獨立與民營合法電業的電力併聯由1978年公

用電業法(Public Utilities Regulatory Policies Act)，另住商

發電與餘電併聯躉購才由2005年能源政策法打開電業自

由化。

3. 市場面

另外，增強再生能源市場競爭力方面，則由FERC前

後訂定了2003號與661號命令規範大型設備適用規則(有

利於大型風力設備的設置)、2006號與792號命令規範小

型設備適用規則(有利於小型再生能源設備的簡便行政手

續)、890號與100號解決了遠距離電纜成本分攤規則(有利

於偏遠的風場併網)、以及784號819號與827號以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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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報酬率，開啟了蓄電設備與調頻設備投資之進場。

在前述促進了再生能源發展的各種法案與命令當中，當

推1978年的公用電業法與2009年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2法案

最為重要，因為前者開啟了再生能源政策，後者以大量投資

促成快速茁壯，對再生能源能夠脫離策略性能源替代與化石

能源附屬地位成為能源主流有卓越貢獻；然而原2014年的

清潔電力計畫(Clean Power Plan，由美國環保署提議抑制碳排

量大的燃煤電廠除役)與2015年修法的氣候變遷與美國水域

法(Climate Change and Wa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WOTUS，

抑制國有土地內煤油氣污染源的開採)因於2017年3月與6月

經川普總統廢除，致降低了再生能源進一步發展的契機。

(二) 州層次之再生能源政策與策略

另外，州層次的主推再生能源政策與策略很多，例

如強制再生能源配額(RPS)、強制太陽能與分散型電源配

額(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 with Solar or Distributed 

Generation)、餘電躉購(Net Metering)、再生能源躉購機制

(Feed in Tariff, FiT)、資金補助等，但相關政策與規範各州

作法並不一致，詳如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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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SIRE database資料庫，美國能源部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組(U. S. Department 

of Energy, EFRE)

圖33　美國州政府的餘電併網政策

州層次的再生能源推動策略當中貢獻最大的，無論實

施幅度與政策強度當是RPS，約占全部零售電力銷售量的

55%；2000年至2015年期間RPS推動成果，約是再生能源新

增發電量的50%和新增容量的57%。至於在歐、亞得到肯定

的再生能源躉購機制，政策強度與實施幅度都十分有限，多

半是短暫存在於某特定地方或某電業的服務領域之內，推動

的效果也十分有限。

州層次的再生能源推廣，除了州司法領域內資源之多

寡、州長與地方政府的推廣力度之外，主要受價格影響很

大，例如當地的消費與批發電價與天然氣價格，與該州是否

有管制電價有一定的關係，且相互之間形成因果關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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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價不管制的州，消費電價與漲幅微高，且天然氣批發市場

價格高、則影響批發電價高、消費電價高。一般而言，天然

氣價格與風力推廣、消費電價與太陽能推廣有很大的關係，

即越高越有利於再生能源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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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德國再生能源發展進展

一、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根據Renewables 2017 Global Status Report的資料，2016年德國

為全球第4大再生能源電力設置國，而於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生

質能發電設置量都位居世界第3。另外，依據德國再生能源統計工

作小組(AGEE-Stat)的統計資料，2016年再生能源於初級能源消費

占比達12.6%。2016年德國再生能源之設置結構，其中生質能為最

大的再生能源供應來源，占比達59%，其次是占比達20%的風力與

10%的太陽能。就終端應用來看，2016年德國再生能源主要使用於

電力消費，占比為49%，其次是43%的供熱和8%的交通運輸。

(一) 電力部門

2016年以風力發電為最大的再生能源電力來源，發

電量達77 TWh，而其 2016年底的累計裝置容量為49,670 

MW，其中91.6%為陸域風機，8.4%為離岸風機；太陽光電發

電是第二大的再生能源電力來源，其發電量達38.2 TWh，

而其2016年底的累積裝置量為40,988 MW；第三大再生能源

電力來源為生質能發電，其發電量達51.6 TWh。而其 2016

年底的累積裝置量為8,201 MW。

(二) 供熱部門

在供熱部門，以生質能為主要的再生能源供應來源，

占比高達87.6%。其中以占比為68%的生質固體燃料的供應

量最大，達114.5 TWh；其次是占比為11.7%的生質氣體燃

料，其供應量為17.4 TWh；第三大是占比為11.7%的生質廢

棄物，其供應量為11.8 TWh。

(三) 運輸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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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輸部門，亦以生質能為主要的再生能源供應來源，

占比高達89.3%。其中以占比為62.3%的生質柴油的供應量最

大，達20.8 TWh；其次是占比為25.9%的生質酒精(乙醇)，

供應量為8.6 TWh；第三大是占比為1.1%的生質沼氣(甲

烷)，供應量為0.4 TWh。除生質能外，再生能源亦為運輸工

具的電力來源，占比達10.6%。    

根據德國聯邦網路局(German Federal Network Agency)所

屬之電力市場資訊平台(SMARD)發布的資料，於2018年1月1

日清晨6點左右，德國創下全國100%用電來自再生能源的紀

錄，其中85%電力來自風力發電。由於再生能源電力可優先

併網，於是造成傳統發電廠須立即降載，而部分無法降載的

傳統發電廠則以「負電價」將電力出口到國外。因為假日時

德國工商業的電力需求特別低，若再生能源電力供給量大但

多數傳統發電廠無法降載時，則多餘電力會造成電網過載而

影響供電穩定度，勢必要以低價將電力出售給鄰國，賣方甚

至要付費給買方，因而產生「負電價」狀況，2017年德國

已發生超過100次的「負電價」交易。

二、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德國再生能源發展目標，係明定於2000年4月實施「再生能源

法(Erneuerbare Energien Gesetz；EEG)」，為全球首部再生能源專法

並將發展目標納入法，之後歷經2004、2009、2012、2014、2017

年等5次修正，所設定的中長期發展目標亦隨之進行4次調整，詳述

如下：

 EEG 2004：於2010 年再生能源占電力消費比例達12.5%，接續

至2020年至少為20%。

 EEG 2009：於2020年再生能源占電力消費比例提高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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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G 2012：於2020年再生能源占電力消費比例再提高至35%，

接續於2030年、2040年、2050年的比例持續提升至50%、65%、

80%。

 EEG 2014：將中長期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設定改為彈性區間，至

2025年再生能源占電力消費比例為40~45%，接續於2035年提升

至55-65%，至2050 年比例至少為80%。此目標沿用至今。

三、再生能源推動政策 

(一) 「再生能源法」取代「電力饋入法」

1991年德國實施「電力饋入法」，率先提出再生能

源電力保證併網與收購之規定。2000年實施「再生能源

法」，取代「電力饋入法」成為德國推廣再生能源電力

發展的最主要政策，其法規重點包括:以固定費率(Feed-in 

Tariffs；FiT)保證收購20年生產之再生能源電力，並優先併

網使用；收購再生能源電力所需費用係以附加費之形式向電

力市場消費者徵收。

(二) 第一次「再生能源法」修正

2004 年德國新的能源政策方向是淘汰核能發電廠，並

強化再生能源電力與熱電共生發電。為了提高再生能源供電

占比目標而第一次修改「再生能源法」，調升太陽光電、生

質能、地熱之固定收購費率；修訂再生能源發電廠運營商與

電網運營商的法律地位；放寬附加費減免標準，能源密集型

用戶、鐵路業者免徵附加費。 

(三) 第二次「再生能源法」修正

2008年太陽能發展過快、補貼費用過高等問題開始顯

現，於是第二次修改「再生能源法」，並於2009年1月生

效。其提高再生能源供電占比目標，並調升風力、水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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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能、地熱等之固定收購費率；但針對太陽能實施購電費率

動態下調機制及自發自用獎勵措施。

(四) 第三次「再生能源法」修正

於2011年進行第三次「再生能源法」修正，並於 2012 

年1月生效。除了提升再生能源供電占比目標外，為鼓勵再

生能源電力直接於電力市場銷售，再生能源電力生產者可申

請採用電價差額補貼(Feed-in Premium；FiP)制度，政府只補

貼市場售價與固定收購費率之差額。

(五) 第四次「再生能源法」修正

歐盟於2014年提出「2014-2020 年環境保護及能源

指導原則(EEAG 2014-2020)」，除了力求達成2020年

20-20-20 之目標外，並要求導正因再生能源補貼而導致的

市場扭曲現象，為此德國第四次修正「再生能源法」，除了

設置容量小於500 kW的再生能源系統仍可適用固定費率收

購制度外，強制要求設置容量大於500 kW的再生能源電廠

營運商必須將生產之電力直接於市場銷售，政府只補貼市場

售價與固定收購費率之差額，後續於2015年與2016年分別

將受規範的再生能源設置容量調降為250 kW、100 kW。規

劃逐步導入競標機制，2015年起透過地面型太陽光電招標

計畫進行競標機制設計，至2017年底完成9次招標；2016年

則與丹麥試驗跨國性太陽能招標計畫，汲取相關經驗後再針

對不同再生能源技術制定競標規則。

此外，考量技術發展相對成熟的陸域風力、太陽能、生

質能的設裝置容量增長快速，但因基礎電網設施擴建速度較

慢，會導致產生的電力無法有效利用，而且逐年增加的再生

能源附加費對民眾的負擔日益沉重，於是導入「部署走廊

(Ausbaupfade)」機制，即規範每年度成熟再生能源技術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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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容量上限，以於再生能源部署與電網基礎設施的開發速

度之間取得平衡，其中太陽能的上限是2.5~3.5 GW，陸域風

力的上限是2.5 GW，生質能的上限是100 MW。

(六) 第五次「再生能源法」修正

2016年6月德國通過「再生能源法」第五版修正案，並

於2017年1月生效，除維持2014年修訂之中長期發展目標

外，針對設置容量超過750 kW的成熟再生能源技術實施競

標機制，不同技術將擁有獨立的招標制度，以低價者得標，

得標業者須在市場銷售電力，政府再補貼市場售價與得標費

率之差額。而離岸風力競標事宜則規範於同時施行的「離岸

風力法」，針對預定在2020~2025年完工的離岸風場舉辦2

場競標作業。於2017年共辦理3場太陽能、3場陸域風力、1

場離岸風力及1場生質能招標，預計於2018年將舉辦3場太

陽能、4場陸域風力、1場離岸風力招標及2場陸域風力與太

陽能聯合招標，招標時程如表16所示。此外，每年開放包含

太陽光電、陸域風力等新設裝置容量之5%與歐盟會員國聯

合競標；依據電網擴建容量以決定再生能源新增裝設量，例

如限制北部某些已有電力壅塞現象地區建置新的陸域風場。

「離岸風力法」為再生能源法的一部分，除了招標機制

之外，該法亦涵蓋專屬經濟海域及沿海之風場規劃、離岸風

場開發前期的初步調查、適宜性測試、潛在場址盤查、電網

連接、開發批准程序與許可證核發等相關規定，現階段德

國離岸風力發展目標是2021至2030年間累積裝設容量達到

15 GW。 尚未有「離岸風力法」前，德國離岸風場開發及

併網等事宜分別規範於「離岸設施設置條例」及「能源產業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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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德國2018年再生能源公開招標時程表

投標截止時間 再生能源技術類別 招標量

2018年2月1日 太陽能 200 MW

2018年2月1日 陸域風力 700 MW

2018年4月1日 離岸風力 1,610 MW

2018年4月1日 陸域風力與太陽能 200 MW

2018年5月1日 陸域風力 700 MW

2018年6月1日 太陽能 200 MW

2018年8月1日 陸域風力 700 MW

2018年9月1日 生質能 150 MW

2018年10月1日 太陽能 200 MW

2018年10月1日 陸域風力 700 MW

2018年11月1日 陸域風力與太陽能 200 MW

資料來源：德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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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英國再生能源發展進展

一、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一) 整體再生能源供需現況

英國之再生能源自2000年起穩定成長，其主因來自於

國內及國際對於其再生能源發展之要求，包含歐盟再生能源

指令中要求歐盟須於2020年達成再生能源占比20%之目標。

英國發展之再生能源技術種類多樣，包含生質能、風能、太

陽能、水力、波浪與潮汐及深層地熱等。圖34呈現2016年

英國再生能源資源投入與消費之流向圖，由圖中可見，電力

部門為最主要之再生能源消費部門。

單位：ktoe

資料來源: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 Industrial Strategy, UK, 2017

圖34　英國2016年再生能源流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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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再生能源資源豐沛，其 2016年再生能源之供給約

有86%來自國內，包含風能、太陽能及水力等；然而，生質

能源燃料則有27%為進口，其中又以植物生物質為最大宗。

在再生能源需求之部分，2016年之需求較前一年度成長

4.3%，總消費量達17,296 ktoe，此成長主要來自於生質能源

需求之成長。在2016年英國之總再生能源消費中，生質能

源之占比高達72%，其次為風能19%、太陽能5%、水利3%以

及深層地熱1%，詳如圖35。

資料來源: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 Industrial Strategy, UK, 2017

圖35、英國2016年各類再生能源需求占比

(二) 再生能源之電力供應

1. 再生能源之電力裝置容量

英國2016年之再生能源電力裝置容量達35,700 MW，

相較2012年成長128.1%，其中風力發電之裝置容量達

16,217 MW，占比為45%，其次為太陽能11,899 MW（占

比33%）、生質能5,736 MW（占比16%）、水力1,835 MW

（占比5%）及微量海洋能。風力發電之部分又以陸域風

力發電為主，裝置容量達10,923 MW(詳如表17及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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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英國再生能源裝置容量(2012~2016)

Installed Capacity (MW)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Wind 9,030 11,282 13,074 14,315 16,217 

Onshore 6,035 7,586 8,573 9,222 10,923 

Offshore 2,995 3,696 4,501 5,093 5,293 

Marine energy 

(wave and tidal stream)
9 8 9 9 13

Solar photovoltaics 1,753 2,937 5,528 9,535 11,899 

Hydro 1,693 1,709 1,729 1,776 1,835 

Small scale 216 232 253 300 358 

Large scale 1,477 1,477 1,477 1,477 1,477 

Bioenergy and wastes 3,163 4,025 4,579 5,258 5,736 

Landfill gas 1,042 1,050 1,058 1,061 1,062 

Sewage gas 212 201 230 231 257 

Energy from waste 513 545 680 925 1,017 

Animal biomass 111 111 111 111 129 

Anaerobic digestion 121 163 243 323 420 

Plant biomass 1,166 1,955 2,258 2,607 2,850 

Total 15,649 19,961 24,920 30,893 35,700

資料來源: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 Industrial Strategy, UK, 2017

資料來源：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 Industrial Strategy, UK, 2017

圖 36　英國各類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占比(20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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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生能源之發電量

在發電量之部分，2016年英國之再生能源發電量達

83,225 GWh，較2012年成長101.7%，其中風力發電之發

電量達37,367 GWh，占比為45%，其次為生質能30,043 

GWh（占比36%）、太陽能10,420 GWh（占比13%）、水

力5,395 GWh（占比6%）(詳如表18及圖37)。

表18　英國再生能源發電量(2012~2016)

Generation (GWh)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Wind 19,847 28,397 31,959 40,317 37,367 

Onshore 12,244 16,925 18,555 22,895 20,962 

Offshore 7,603 11,472 13,405 17,423 16,406 

Marine energy

(wave and tidal stream)
4 5 2 2 0 

Solar photovoltaics 1,354 2,010 4,054 7,546 10,420 

Hydro 5,310 4,701 5,888 6,298 5,395 

Small scale 678 675 835 984 1,016 

Large scale 4,632 4,026 5,053 5,314 4,379 

Bioenergy 14,734 18,100 22,619 29,240 30,043 

Landfill gas 5,208 5,175 5,033 4,872 4,703 

Sewage gas 739 766 840 894 950 

Biodegradable energy from 

waste
1,773 1,648 1,900 2,585 2,741 

Co-firing with fossil fuels 1,829 337 124 183 117 

Animal biomass 643 628 614 648 650 

Anaerobic digestion 495 713 1,023 1,471 2,052 

Plant biomass 4,048 8,832 13,086 18,587 18,829 

Total generation 41,249 53,213 64,522 83,403 83,225 

資料來源: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 Industrial Strategy, UK,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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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 Industrial Strategy, UK, 2017

圖37、英國各類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2012~2016)

(三) 各類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1. 太陽能

相較其他再生能源技術，英國太陽能發電量在2016

年大幅成長並達歷史新高，與2015年相比，發電量成長

2.9 TWh達到10.4 TWh。主要成長原因來自於大型再生

能源推動方案-「再生能源義務(Renewables Obligation；

RO)」以及小型再生能源推廣-「電力收購制度(Feed-in 

Tariff, FiT) 」之支持。

在裝置容量的部分，較前一年度成長25%，達11.9 

GW，約占總再生能源裝置容量之30%。2016年太陽能之

負載因數(Load Factor)出現微幅的下滑，主要原因係由於

2016年度之日照較過往來的低，過去10年英國每日之平

均日照為4.4小時，然而2016年之每日之平均日照僅達4.2

小時。

2. 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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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力發電之部分，儘管2016年英國風力發電裝置

容量增加1.9 GW，其當年度風力發電量下跌7.3%達37.4 

TWh。風力發電量之下跌主要原因來自於2016年度之風

速相較於2015年低，2016年英國平均之風速為15.3 km/

hr，而2015年之平均風速則達17.4 km/hr。

陸域風力發電之發電量在2016年出現大幅度之下

跌，相較2015年下降8.4%至21 TWh；然而在裝置容量上

則成長1.7 GW，主要來自於再於蘇格蘭及威爾斯所新設立

之風場。離岸風電之情況與陸域風電相似，盡管裝置容量

較2015年成長3.9%達5.3 GW，其2016年度之發電量下降

5.8%。

目前英國至2016年底營運中之陸域與離岸風機數量

達14,565座，其中九成為陸域風機(13,100座)，離岸風機

數量為1,465座。圖38呈現英國風場之裝置容量及分布狀

況，由圖中可見，陸域風場散佈於全國，愛爾蘭地區擁有

較高之密度；離岸風場則主要位於英格蘭東西兩岸之海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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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 Industrial Strategy, UK, 2017

圖38　英國風場之裝置容量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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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力

2016年英國之水力發電量較2015年下跌14%至5.4 

TWh，主要原因係由於2015年為過去15年以來英國降雨

量最多的一年，當年度之降雨量達1,723 mm，而2016年

之降雨量為1,386 mm。大型水利發電之裝置容量維持不

變，小型水力發電則因FiT計畫之支持成長20%達59 MW。

4. 生質能

在生質能之部分，2016年英國生質能發電量成長

2.7%達30 TWh，裝置容量則成長9.1%達5.7 GW。主要成

長因素來自於厭氧消化(anaerobic digestion)及植物生質能

裝置容量之成長。厭氧消化發電量成長40%達2.1 TWh，

裝置容量成長30%達0.4 GW，主要驅動力來自於FiT計

畫，植物生質能發電量成長1.3%達18.8 TWh，裝置容量

成長9.3%達2.9 GW。

2016年英國廢棄物發電之廠址有所增加，促使其裝

置容量成長10%達1 GW，而發電量成長6%達2.7 TWh。沼

氣發電之部分則連續五年持續下滑，主要原因係由於廠址

使用之極限以及越來越多的廢物正在回收利用。2011年

廢棄物發電量達顛峰5.3 TWh，2016年則下跌12%達4.7 

TWh。

二、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一) 氣候變遷法(Climate Change Act)

英國 2008 年首次推出全球第一個氣候變遷法設定了英

國邁向低碳經濟的主要框架，以2050 年之前將溫室氣體排

放降低 80%，低於 1990 年水平為主要目標。為確保英國實

現 80%的減排目標，英國獨立且程序透明的氣候變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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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CCC)提出5年為一期的碳排放

預算制度(carbon budget)建議，並獲議會立法通過四階段的

碳排放預算(2008-2012年；2013-2017年；2018-2022年；

2023-2027年)。

(二) 英國低碳轉型計畫：氣候與能源國家戰略(The UK Low 

Carbon Transition Plan：National Strategy for Climate & 

Energy)

2009年7月15日英國政府公佈「英國低碳轉型計畫：

氣候與能源國家戰略(The UK Low Carbon Transition Plan：

National Strategy for Climate & Energy)」，勾勒出英國繁榮

和能源安全的低碳未來，並訂出實現碳預算的政策和建議，

以朝向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減量80%的目標。此計畫主要以

2020年為目標，規劃2020年40％的電力將來自低碳領域，

包括核電、風電等清潔能源；投入32億英鎊於住房節能改

造，預計700萬家庭受益；交通方面，新汽車的碳排放標

準比2007年平均降低40％。另所有英國政府機構都必須建

立各自的碳預算，若達不到標準將受罰。為配合英國低碳

轉型計畫之實施，同時還發佈「英國再生能源戰略(The UK 

Renewable Energy Strategy)」，作為實現英國低碳轉型計畫

的具體措施之一。指出英國應快速加強對再生能源電力、

熱能和運輸能源的利用，確保2020年能源供應的15%來自

再生能源，以符合「歐盟再生能源指令(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目標。

(三) 歐盟再生能源指令(EU 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 2009/28/

EC)

依據歐盟2009/28/EC 指令，英國於2020年所設定之目

標包含：(1)再生能源在能源總消費中占15%；再生能源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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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消費之12%；再生能源發電占電力需求之31%；(4) 再生

能源發電占能源需求之10%。為強化此目標之達成，英國政

府於2010年實施國家再生能源行動方案(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ction Plan, NREAP)，盼透過再生能源財務補助、障

礙移除以及支持興新技術等方式促進其國內再生能源之發

展。

(四） 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英國國會於2016年11月17日批准巴黎協定，早在2008

年通過氣候變遷法，除要求每5年制定碳預算外，並規定在

2020年減少排放量至26%到32%、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減量80%，並維持可靠而足夠的能源供應，而目前英國已於

2016年6月23日宣佈英國第五期碳預算，設定溫室氣體減量

目標2032年較1990年排放水準減少57%，展現脫歐公投之

後，英國仍致力於應對氣候變化，減低民眾的擔憂。

三、再生能源推動政策

(一) 再生能源義務制度(Renewables Obligation；RO)

為推動大型再生能源系統設置，2002年英國本島率先

實施再生能源義務(Renewables Obligation, RO)制度，2005年

北愛爾蘭才加入施行，其規定電力公司售電量中必須有一定

比例來自再生能源，在此制度下，再生能源發電可獲得再生

能源義務憑證(Renewable Obligation Certificate, ROC)，此憑證

可在公開市場買賣，電力公司的再生能源未達目標量則可由

市場購買憑證補足，故再生能源發電業者除了售電之外還可

藉由販售憑證獲得收入。

其執行期間以會計年度為準，各電力公司的義務水準係

由商業、能源及工業策略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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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dustrial Strategy, BEIS)公布，而電力及燃氣市場辦公室

(Office of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s, Ofgem)負責認證再生能

源業者所產生之電力並發給再生能源義務憑證。在會計年度

終了時，電力及燃氣市場辦公室將計算各電力公司向用戶供

應的再生能源電力占比，未達義務量的電力公司必須按照再

生能源憑證差額計算懲罰金，每單位再生能源憑證懲罰金價

格是每年2月公布的Buy-out Price，整體罰金收齊後依據比例

回饋給達標的電力公司作為獎勵，稱為Final Recycle Value，

由英國天然氣暨電力辦公室清算後於隔年11月公布。而再

生能源憑證價格是固定值的Buy-out Price加變動值的Final 

Recycle Value，故每年再生能源憑證價格將依再生能源義務

達標程度而變化，當年度不能預知價格。

因為成熟的再生能源技術通常吸引較多投資，但難度高

的技術常乏人問津，為此自2009年4月起英國政府給予各種

再生能源不同的再生能源憑證加碼倍數，難度較高、需要更

多財務支援的再生能源技術可享有最高2倍優惠，例如2015

年陸域風電每發1,000度電可獲得0.9張再生能源憑證，離岸

風電則可取得2張再生能源憑證。

(二) 電力市場改革(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EMR)

2011年日本發生福島核災，促使英國於7月進行電力

市場改革成效評鑑並頒布電力市場改革白皮書(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 EMR)，之後便進行一連串公眾諮詢與評估程

序，收集意見後將所有改革措施形成新的能源法案草案，

2013年通過立法並於2014年實施。由於英國政府評估再

生能源義務無法達成預期的減碳目標，必須促進更多再生

能源、核能、碳捕獲與封存技術等低碳電力投資，因此於

2013年12月提出差價合約(Contract for Difference, CfD)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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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4年底開始實施以逐步取代再生能源義務制度，而自

2017年4月起全面實施，表19為兩制度的差異比較。

表19　英國再生能源義務(RO)與差價合約(CfD)制度比較

項目 再生能源義務(RO) 差價合約(CfD)

實施日期
2 0 0 2 年 開 始 實 施 ， 預 定
2017年3月31日截止

2 0 1 4 年 開 始 逐 步 實 施 ，
2017年4月起完全取代RO制
度

發電商收
益方式

電力售出 + 再生能源憑證售
出

以政府訂定價格售電

風險程度
較高。需加入ROC價格波動
因素

較低。各年度CfD均為單一
價位，此部分風險可消除

收購期限 20年 15年

資料來源：工研院整理

該制度由商業、能源及工業策略部設定每項再生能源技

術之年度預算上限和行政履約價(Administration strike price)

以控制招標容量，再由能源與氣候變遷部設計競標流程、指

導競標過程與控制預算，接著國家電網公司(National Grid)執

行招標專案，最後由政府成立的低碳合約公司(Low-Carbon 

Contracts Company, LCCC)負責簽署合約及管理差價合約支

出。補助的再生能源技術區分成「市場成熟」與「市場尚未

成熟」等兩類分別編列預算，前者包括太陽光電、陸域風

力、大型水力、廢棄物汽電共生，後者包含離岸風力、生質

能、潮汐能、先進能源轉換。就目前已公告2015~2022年度

預算來看，市場尚未成熟技術的費用遠高於市場成熟技術，

顯示後者為英國政府支持發展重點。

開發商須經由招標取得差價合約，若所有申請者以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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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價計算之補貼經費總和不超過當年度預算，則都可獲得

15年購電合約；若超過預算則需採行競標機制。依照廠商投

標價格由低至高排定優先順序，再依據預算額度決定錄取家

數，獲得15年購電合約的履約價格為全部錄取廠商最高競標

價格，若該價格高於行政履約價則以行政履約價格簽約。得

標者須於電力市場販售電力，政府根據一段期間市價加權平

均後的價格計算出參考價，當參考價小於履約價格時，廠商

可獲得政府差價補貼；當參考價大於履約價格時，得標廠商

得繳回溢價給政府(詳如圖39)。   

資料來源：DECC (2011) 

圖39　英國差價合約運作模式說明

2015年2月英國完成第1次競標，總計有2個離岸風電

計畫、15個陸域風力計畫、5個太陽光電計畫、2個廢棄物

汽電共生計畫與 3個廢棄物先進能源轉換技術計畫，總計

2,138.85 MW裝置量，以離岸風電的1,162 MW最大，其次是



第三章　主要國家再生能源發展探討 ��

陸域風電的748.55 MW。第2輪之競標結果於2017年9月公

布，總計有3個離岸風電計畫、2個生質熱電計畫與6個廢棄

物先進能源轉換技術計畫，總計3,345.95 MW裝置量，其中

離岸風電共3,196 MW，占95.5%。

(三)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Feed-in Tariffs；FiT)

再生能源義務與差價合約制度實施對象為大型再生能

源系統，設置容量小於5 MW的再生能源系統則是適用2010

年4月開始推行的固定電價躉購制度(FIT)，購電期間為20

年。購電價格由商業、能源及工業策略部公告，逐季調降。

2016年1月英國政府調整修正FiT的費率和容量規定，平均

降幅超過50%。2017年躉購電價如表20所示。

表20　英國2017年小型再生能源躉購電價

Technology
Capacity

 (kW)

Tariff (p/kWh)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Standard Solar 

photovoltaic receiving 

the higher rate

0-10 4.11 4.14 4.07 4.00

10-50 4.32 4.36 4.29 4.22

50-250 1.99 1.99 1.94 1.89

Standard solar 

photovoltaic receiving 

the middle rate

0-10 3.70 3.73 3.66 3.60

10-50 3.89 3.92 3.86 3.80

50-250 1.79 1.79 1.75 1.70

Standard solar 

photovoltaic receiving 

the lower rate

0-10 0.52 0.48 0.43 0.38

10-50 0.52 0.48 0.43 0.38

50-250 0.52 0.48 0.43 0.38

Standard large solar 

photovoltaic 

250-1000 1.65 1.63 1.59 1.54

1000-5000 0.52 0.48 0.43 0.38

Stand-alone solar 

photovoltaic
1000-5000 0.42 0.35 0.29 0.23

Anaerobic digestion

0-250 6.06 6.24 5.57 4.99

250-500 5.59 5.90 5.27 4.72

500-5000 5.76 2.24 1.99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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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Capacity

 (kW)

Tariff (p/kWh)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 13.61 13.95 13.95 13.95

Hydro

0-100 7.63 7.80 7.80 7.78

100-500 6.11 6.26 6.25 6.24

500-2000 6.11 6.26 6.25 6.24

2000-5000 4.43 4.54 4.54 4.54

Wind

0-50 8.26 8.39 8.33 8.26

50-100 5.42 4.95 4.92 4.88

100-1500 3.51 3.22 2.88 2.58

1500-2000 0.82 0.8 0.81 0.80

資料來源 : Ofgem (2017)

(四) 再生交通燃料義務(Renewable Transport Fuel Obligation；

RTFO)

2008年英國頒布再生交通燃料義務制度，根據此制度

公路運輸燃料供應商被要求至2013/14年其所銷售燃油成

分中，4.75%須來自再生能源；此外依據業者所登記之生質

燃料數量發放再生運輸燃料憑證。此制度分別於2011年及

2013年進行修訂，將碳與永續性標準納入所有再生能源燃

油，並針對部分燃油提供雙倍獎勵；此外，其範疇亦從公

路運輸燃料擴張至非公路用之移動工具，包含農林業用之

卡車以及未在海上使用之遊艇。英國交通部(Department for 

Transport)於2016年針對RTFO提出修改意見，其內容包含自

2017年起增加燃料義務量，並訂定至2020年之義務量。

(五) 再生熱能源獎勵與額外補償機制(Renewable Heat Incentive 

and Premium Payment)

再生熱能源獎勵機制(Renewable Heat Incentive, RHI)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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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為鼓勵以再生熱能系統取代化石燃油所提供之財務獎

勵機制。此獎勵制度分為non-domestic RHI及domestic RHI兩

種，前者始於2011年並以商業、工業及公共部門為對象，

後者則於2014年開始提供予房屋擁有者、私人及社會地主

以及房屋自薦者。再生熱能源額外補償機制(Renewable Heat 

Premium Payment, RHPP)始於2011年，以一次性支付之方

式提供給屋主以協助其購買再生能源熱能技術，此計畫於

2014年3月底在domestic RHI機制實施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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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際發展態勢下我國可以借鏡之處

第一節　臺灣再生能源發展進展

探究臺灣再生能源發展歷程，早在民國90年初，政府即進行研

析並陸續投入示範性補助計畫加以推廣，如於民國91年提出「再生

能源發展方案」，在風力發電方面，於民國90年到91年投入雲林

麥寮、澎湖中屯及新竹竹北補助設置陸域風力發電示範機組；在太

陽光電方面，於民國96年推動「陽光社區」，補助設置屋頂型太陽

光電示範計畫。惟再深入分析，要說在民國98年7月8日「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通過立法院審議並經總統發布施行起，臺灣再生能源

的發展，才真正得到較好的發展環境，得以全面性及永續性發展。

一、再生能源發展情形

98年7月8日頒布施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此影響我國再

生能源發展的重要法源，給予再生能源發展的完整配套措施，包括

在市場面，明訂採用「固定躉購制度Fixed Feed-in Tariffs;FiT」規

定綜合電業台電公司依政府訂定之躉購電價費率躉購再生能源所發

電力20年，提供再生能源發展業者穩定市場機會。在經費方面，亦

明訂設立再生能源發展基金，提供再生能源躉購費率補貼及推動再

生能源經費來源。

詳細分析自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頒布次年起，即民國99年到106

年國內再生能源發展從再生能源設置容量來看，民國99年再生能源

設置容量占全國電力裝置容量比率為6.6%，到106年其佔比明顯成

長至10.6%(詳如圖40) ，其中成長最為顯著為太陽光電之設置，而

風力發電(陸域風力發電)在99年到102年之間也有明顯成長(詳如表

21)。另從再生能源發電量來看，民國99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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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發電量的比率為3.49%，到106年占比成長到4.62%(詳如圖41) ，

其中成長最為顯著為太陽光電發電量(詳如表22)。

圖40　歷年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及占總電力裝置容量比率

圖41　歷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及占總發電量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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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歷年各類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及其占比

表22　歷年各類再生能源發電量及其占比

當我們從再生能源的設置容量及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占總發電

設置容量及總發電量的比率來看，可以看到再生能源為間歇性能

源的特性，也就是說再生能源實際的發電量受到天候環境的影響很

大。近年來極端氣候影響到年降雨量的起幅很大，形成年水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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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顯著變化，而使得雖然國內再生能源設置容量占比年年成長，

而發電量卻在某些年度呈現下降狀況(詳如圖42) ，但從發電趨勢來

看，當國內太陽光電設置量及離岸風力持續成長下，因為風力及太

陽日照環境相對穩定下，此種情形將獲得改善。

圖42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發電量及水力發電量歷年統計

台灣擁有多元種類的再生能源發展資源，自98年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施行之後，我們從歷年再生能源的設置統計資料，看到各類

再生能源的發展情形，其中太陽光電發展最為顯著與快速，其設置

量從99年34.56MW一路成長到106年1767.7MW，成長高達51倍，

如再細探其發展內涵，此成長力道主要來自於屋頂型太陽光電之

設置，但我們也看到近2年來，地面型太陽光電之發展開始大幅成

長(詳如圖43)。另外，風力發電在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相關獎勵規範

下，雖不若太陽光電成長之速度，但亦展現設置成長之勢，但因此

領域主要為陸域風力發電，因台灣人口稠密，致使發展受限，因此

在105年後設置狀況產生停滯，雖然台灣再生能源的發展，受惠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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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加溫及適當的法規環境下，有顯著成長，但是幾項可擔任

基載發電之再生能源如地熱則未有任何進展，另外水力部份在發展

條例通過後幾年有些許進展隨後即停滯不前。從這些發展的情形來

看，台灣再生能源的發展，尚有許多地方需要再予以強化。

圖43　歷年太陽光電裝置量

二、再生能源發展推動目標與達成路徑

臺灣與國際上許多先進國家相同，訂定積極且具企圖心的再生

能源發展目標，規劃於2025年達到27,423MW的設置容量，其發電

量可達當年度總發電量20%之占比(詳如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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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臺灣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路徑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8年3月)

詳細分析其達成路徑內函，我們看到臺灣再生能源發展，係以

多元化的策略，融合「技術成熟可行」、「成本效益導向」、「分

期均衡發展」、「帶動產業發展」及「電價影響可接受」等原則進

行各類再生能源各年度設置目標量的訂定。相較亞洲國家的發展目

標，上開目標的訂定確實具有高度企圖心，但其落實達成之挑戰度

亦相當高。

二、再生能源發展推動措施

(一) 太陽光電

台灣日照充足，適合發展太陽光電發電，加上太陽光電

電池製造產業供應鏈完整強大，因此太陽光電被列為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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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發展重要項目之一。

推動初期設置的主力，來自於屋頂型太陽光電，但隨著

設置量的擴大，地面型太陽光電亦如雨後春筍般快速成長。

從經濟部規劃對外發布的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及路徑，太陽光

電的設置目標將於2025年達到20GW，其中屋頂型太陽光電

設置目標為3GW，而地面型則為17GW。這樣具企圖心的目

標，其達成最大挑戰為設置的場地-可設置的屋頂及土地，

我們從相關推動部會的網站及媒體報導，亦看到許多具體的

執行計畫之擬訂執行，如以短期鋪路之「太陽光電2年推動

計畫」、「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可設置土地盤

點與電網饋線資訊平台」等。下面就所列計畫執行內容分別

進行說明

1. 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畫

本計畫之提出，著眼於透過短期目標達成，來驗證相

關推動措施之可行性，以作為長期目標達成的打底或鋪路

工作。鑑此，此計畫訂定於105年7月1日至107年7月1日2

年期間能達成1,520MW太陽光電發電設置容量，其中屋頂

型設定目標為1,055MW，而地面型目標為465MW(詳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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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太陽光電2年期推動計畫推動情形統計

類型 分項內容
2年(105年7月1日
至107年7月1日)
計畫目標量(MW)

105年7月至107
年4月完工同意
備案量(MW)

屋頂型

中央公有屋頂 60 137.77

工廠屋頂 180 249.86

農業設施 450 366.54

其他屋頂 365 517.46

合計 1,055 1,271.63

地面型

鹽業用地 70 0.00

第一級地下水管制區 200 81.90

水域空間 150 83.75

已封閉掩埋場 30 28.05

其他土地 15 198.50

合計 465 392.21

總計 1,520 1663.84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107年4月)

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畫執行之核心思惟，為透過短期

目標之設定以驗證相關推動措施，因此所設定之屋頂型及

地面型太陽光電亦分類訂定不同執行類別目標，如屋頂型

太陽光電之設置，其設置場地有中央政府機關公有屋頂、

工廠屋頂、農業設施(禽畜舍)，而地面型則有閒置鹽業用

地、第一級地下水管制區之不利耕作農地、水域空間(滯

洪池、埤塘)及已封閉掩埋場等設置場地。從這些所盤點

出來之不同的設置場地來設置太陽光電，有其必須進行之

規定與程序，因此在推動上，在行政院層級成立「能源及

減碳辦公室」進行跨部會協調，在經濟部層級設立單一服

務窗口來協助企業或民眾排除申設所遭遇的問題，整體運

作機制詳如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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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圖44　太陽光電推動機制架構

從表24之執行進展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此計畫之推動

進展尚稱順利，雖然其總體目標應可達成，但是我們看到

在地面型太陽光電執行上，面臨較複雜的情形有所落後，

諸如設置太陽光電土地需要進行地目變更花費更多之籌備

時間及電網饋線之建設等關鍵問題。此類問題的解決將攸

關後續大量地面型太陽光電設置目標是否可以達成，因此

在此2年推動計畫執行所擬定之措施，相關機關必須再予

檢視進行強化。

2. 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

臺灣太陽光電再生能源的推動設置，規劃於2025年

要達成設置20GW之目標量，其中屋頂型肩負3GW之目標

任務。有鑑於此，為加速此類推動上較為單純之太陽光電

設置，我們看到相關單位研擬「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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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針對私人住宅屋頂透過地方政府，結合太陽光電系

統營運商之推動機制，鼓勵及吸引民眾提供屋頂設置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此計畫之推動擬訂於2020年達成屋頂型

太陽光電3GW的併聯設置容量，其主要推動機制，為明訂

給予提供住宅屋頂設置太陽光電住家，一定比例的回饋金

額來吸引民眾參與，並透過地方政府之整合成一定容量的

設置案，進而遴選適當的太陽光電系統設置商(PV-ESCO)

進行建置。此計畫的推動，除引導民眾提供住宅屋頂投入

太陽光電設置外，亦希望透過地方政府的整合最後形成區

域性分散式電力供應系統，以扮演穩定電力供應之角色，

其整體運作機制詳如圖45。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7年3月)

圖45　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推動機制

3. 建立「可設置土地與電網饋線資訊平台」

可設置土地之盤點與提供是臺灣達成17GW地面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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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電設置之關鍵成功因素。因此相關政府機關積極透

過跨部會合作進行可設置土地盤點。根據相關機關所公布

之資訊，在可以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之土地，已經盤點掌

握到109年可以設置之土地或場域面積計有14項類別達到

5,546公頃，為了方便有意願投資的廠商進行投資規劃，

相關機關將這些可設置土地與周邊可併聯電網之位置進行

整合，並建立一個「土地及電網可視化網路資訊平台」，

予以公開揭露(詳如圖46)。雖然相關推動主責單位，積極

盤點尋求可設置之土地，但至目前所盤點掌握之土地離要

達成17GW設置量所需的土地面積尚有一段距離，此挑戰

仍需臺灣推動再生能源發展相關職責單位投入心力才有突

破機會。

 

圖46　太陽光電可設置土地及電網公開資訊平台

(二) 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為臺灣推動再生能源發展另一重要的領域。從

表23我們觀察到風力發電中之陸域風力發電，在臺灣應該已

達到了接近飽合的狀況，再加上臺灣西部海域有著全世界排

名前茅的優良離岸風力資源，因此相關機關規劃將離岸風力

開發，列為2025年達標的風力發電核心推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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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相關推動單位研擬以「先示範、次潛力、後區

塊」推動策略，進行離岸風力發電發展推動。離岸風力發電

在臺灣為一全新領域之再生能源，因此相關單位先以示範之

方式進行在「法規面」、「技術面」及「財務面」之可行性

之試驗。此階段之推動，已在106年4月28日完成2座離岸風

力示範風機，於苗栗竹南外海設置併聯商轉。經過將近1年

之運轉實務驗證，目前相關單位所擬訂之離岸風力機組之規

格，可以適應臺灣海峽多颱風及地震之特殊環境，另在法規

面也調和出適用離岸風力發展之規定與程序，最重要的是這

將近1年2座示範機組運轉之時間，也驗證臺灣西部海域之風

場風力潛能確具有優異之能量(詳如表25)。

表25　海洋公司苗栗竹南外海2座離岸風力機組實際運轉容量因素

日期\機組 21號機組 28號機組

2017/05 22.7 23.3

2017/06 38.3 16.7

2017/07 10.8 11.2

2017/08 33.1 34.1

2017/09 15 13.2

2017/10 68.8 62.5

2017/11 62.4 62.2

2017/12 70.5 66

2018/01 53.3 40.6

2018/02 59.1 34.7

2018/03 33.9 35

平均 42.6 36.3

容量因素：當月實際發電時數/每月總時數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1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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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目前為止，離岸風力之推動，在臺灣已進入第2

階段「潛力場址開發」，而且於107年4月30日完成遴選出

3,836MW設置容量之風場及開發商之重要里程碑(詳如表26

及圖47)。為了降低未來離岸風力發電之成本，臺灣也引進

了歐洲國家如英國、德國及荷蘭之做法，規劃將1,664MW之

離岸風力設置容量以競價機制選取開發商及風場。在此，我

們看到臺灣在離岸風力之推動將以畢其功於一役之決心，將

歐洲發展將近20年離岸風力開發之成果，於2025年不到10

年之時間達成。

表26　離岸風力潛力廠址遴選結果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107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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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107年4月30日)

圖47　獲得遴選之離岸風力潛力廠址及分布

臺灣除了在離岸風力發展的決心外，我們看到在相關之

配套措施，如專用碼頭、併聯電力網之建設等基礎設施，也

相繼完成規劃投入興建。包括離岸風力之發展，需要有完備

之風機組裝、水下基礎組裝及營運維護港口及專用碼頭，在

此方面，相關機關已規劃於台中港建置為風機組裝專用港口

並建置4個專用碼頭，另規劃於台北港及高雄興達港建置為

風機水下基礎生產製造基地。而在維運方面，則規劃於緊鄰

主要離岸風場之彰化漁港設置為離岸風場維運港口(詳如圖

48、49及50)。離岸風場建置完成，電力是否可以輸送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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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需求端，在於併網饋線容量是否充足到位，為讓所建置完

成之離岸風場所發電力順利輸送到需求端，台電公司也完成

規劃主要離岸風場設置區域-彰化之併網饋線建置計畫並開

始投入執行，將於2025年完成6.5GW之離岸風力併網饋線容

量及上岸地點(詳如圖51)。從所蒐集到相關之推動措施，我

們看到臺灣推動離岸風力發電，已投入完整之準備，能否成

功就看相關執行措施的落實程度了。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107年2月)

圖48　臺中港離岸風力預組裝碼頭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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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107年2月)

圖49　離岸風機水下基礎碼頭預定港口及碼頭區位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107年2月)

圖50　離岸風力運維碼頭預訂港口及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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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107年2月)

圖51　主要離岸風力設置風場彰化地區之規劃海底電網上岸點及併網容量

(三) 地熱發電

地熱資源用於發電之發展，在臺灣也納為再生能源的推

動項目。相關推動機關，也積極研擬具體的推動措施，就

已初步掌握具地熱發電潛力地區如新北市大屯山區、宜蘭清

水、仁澤、土場及台東金崙等(詳如圖52)進行開發工作。地

熱發電之設置，必需經過鑽井探勘之過程，以確認具開發經

濟價值之地熱資源後再投入地熱電廠之設置。為降低地熱發

電開發業者之風險，相關單位提出補助規範以補助進行地熱

探勘。雖然現階段臺灣尚未有地熱發電，相信在相關單位投

入積極推動措施下，地熱發電之設置量將會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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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107年2月)

圖52　可開發地熱電廠潛能位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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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重點再生能源發展可借鏡國外之處

我們觀察近年來臺灣再生能源的發展，在相關機關與單位積極

投入具體推動措施下，呈現顯著成長。另在幾項重要再生能源推

展，如太陽光電、離岸風力及地熱等，也進行相當周延的規劃及執

行計畫擬訂，以期能達成所設定目標。

雖然臺灣在再生能源的發展推動工作，做了相當完整的投入準

備，但在走訪幾個國際上推動再生能源的先進國家或地區，進行深

入的體驗與實務運作訪視，看到有許多的措施與執行經驗可作為臺

灣學習與引進之處。

一、中央與地方政府緊密夥伴關係的建立，可加速再生能源的發展

更可創造新的經濟價值。

德國是國際上發展再生能源的先進與模範國家之一，其再生能

源的發展在2016年所產生的發電量已達占德國總發電量29%，更積

極設定在2035年達到55%-60%，進一步至2050年達到至少80%。其

發展成功的關鍵因素，當然有政府的強大決心及完備的鼓勵法規環

境之外，在此次本研究中實際訪視深入體驗所發現一個重要關鍵因

素為,中央與地方政府所建立的緊密夥伴關係，從柏林邦及布萊梅

邦的發展明顯看到這樣的成功模式。

柏林邦為落實德國在能源轉型的政策，早在1992年柏林眾議

院同意由柏林邦政府成立柏林能源推動機構(Berlin Energy Agency, 

BEA)，以推動能源永續性議題，並將政府政策落實於社會與民眾之

中。BEA在推動再生能源發展上，成功透過其所掌握柏林地區建築

住宅特色及產業群聚，針對醫院、公共建築、一般住宅進行熱電共

生與太陽能結合。

布萊梅為德國最小的聯邦州，為德國第二大港口城市，該邦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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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其所擁有的港口資源與腹地，規劃興建離岸風力專用碼頭及產

業專區，積極支援德國離岸風力發展，讓德國離岸風力發展設置於

2016年達5GW以上,亦為當地產業帶來新的發展價值。(詳如圖53、

54 及55)

從德國柏林邦及布萊梅邦兩個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建立緊密合

作夥伴成功案例，其中透過成立地方專責再生能源推動機構，另一

為將地方所擁有之資源配合中央之再生能源政策做轉型調整，這樣

的夥伴建立模式，相當適合臺灣現在推動太陽光電及離岸風電來引

進學習。

圖53　布萊梅哈芬港離岸風力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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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布萊梅哈芬港水下基礎載運

圖55　風機塔架置於布萊梅哈芬港碼頭後線等待出口作業

二、建立專責的金融支援體系長期支援

活絡的資金是推動任何建設或產業發展關鍵成功因素。在本次

研究，實地到德國及英國深入訪視相關再生能源發展推動措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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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了解到德國再生能源發展於2016年達到占總發電29%，而英國再

生能源發展於2016年達到占總發電22.9%，如此高的發展成果，其

背後來自於兩國政府在金融體系，建立高度支援措施而促使再生能

源經營者得以積極投入。德、英兩國在金融部門所建立持續性及功

能性對再生能源發展協助之金融支援體系、機制與措施，是臺灣要

發展再生能源達到所設定目標必須要引進學習的項目。

(一)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成立專案建立離岸風力創新融資

模式，成功帶動離岸風力發展。

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由德國聯邦政府於1948年創

立，為德國最大銀行。其設立目的為協助德國國家發展之投

融資業務，並推動環境與氣候保護。KfW為支援德國能源轉

型，統計在2012年-2016年之間，投入1030億歐元於能源效

率及再生能源產熱發電等融資計畫，KfW更推行「離岸風電

計畫」，長期永續運用「專案融資(project finance)」之創新

模式，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協助德國政府加速離岸風電開

發。其所建立之離岸風力專案融資，為無追索權融資(non–

recourse financing)，可根據不同的融資方案，放貸金額可達

計畫借款之50%到70%，並作為國際聯合貸款的一部分。此

「離岸風電專案計畫」，促使離岸風力開發商於離岸風場開

發初期可獲得充分資金，順利進行開發，此計畫亦支援德國

離岸風力發電之推動於2016年達到超過5GW的設置容量。

(二) 英國建立綠色金融投融資體系，成功支援再生能源發展

英國政府於2012年投資成立全球首家綠色投資銀行

（UK Green Investment Bank,UK GIB），以達引進更多私有資

本投入綠色經濟領域，加速低碳經濟發展，擴大綠色基礎建

設。

其投資領域包含離岸風力、能源效率等。透過英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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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UK GIB可讓投資者了解政府分擔部分投資風險，進而

鼓勵投資者投入綠能市場。現階段英國再生能源的發展得力

於UK GIB之投資，進展快速，而投資者也因為UK GIB專業風

險評估體系而得以降低投資風險，達到雙贏局面。

從德國及英國的再生能源發展金融支援作法，再回來看

看，臺灣的發展情形，雖然國內已有許多銀行投入太陽光電

之專案融資，但在離岸風力之融資，尤其是「無追索權之專

案融資」尚抱持著觀望的心態。國際上已有相當成功之案例

與經驗，臺灣金融主管機關應該更放寬心胸及以更高遠的

眼光學習國外成功案例的做法，除支援國內相關再生能源發

展，更可以此經驗放眼國際市場，結合再生能源開發商拓展

海外市場，以創造價值。

三、透過市場自由化及推行競標機制，降低政府的躉購電價補助負

擔

在再生能源發展推動，所有發展國家都給予不同方式之鼓勵措

施，在德國其成功的做法之一，即是在再生能源法(EEG)中，明訂

採用固定躉購費率制度(Feed-in Tariff,FiT)，規範電網公司優先併網

並保障20年固定收購費率，政府提供電網公司躉購費率與其他火力

發電成本差額之補貼。近來年因再生能源躉購成本增加，再生能源

市場漸趨成熟，以及產電成本降低，德國在2017年修正再生能源

法(EEG)，針對大型風能、太陽光電及生質能改推行全面競爭性拍

賣制度(Auction System)以降低再生能源發電補助金額。

在這樣的法制環境改變下，德國政府規劃在2021到2025年所

設置離岸風力採競標制度，並於2017年4月及2018年4月各舉辦一

次競標，每次各釋出1.55GW之裝置容量，實施結果，於2017年4

月，由德國EnBW與丹麥Orsted(原Dong Energy)2家開發商共4個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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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其中3個風場無政府補貼金額，完全由自由市場售電。檢視

這樣的競標結果並請教德國專家，主要原因來自兩個在德國再生能

源市場發展之趨勢促成，一是得標業者將採用目前在新科技發展下

之10-15MW大型風力機組，可降低成本，另一是德國電力市場自由

化下，得標業者可以透過自由市場以較高電價價格出售電力給終端

客戶。

隨著再生能源的大量發展，臺灣的電價終將受到躉購大量的再

生能源而影響，德國現階段，透過大型風力發電、大型太陽光電及

生質能設置採行競標制度，加上電力市場自由化及建立相關的市場

交易機制，讓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可以在自由市場以較好之價格銷售

電力給終端客戶，以降低政府之補貼負擔等做法及未來發展情形，

是值得臺灣相關政府機關進行觀察掌握。我們看到現階段相關政府

機關已就離岸風力的開發規劃進行競標機制，但如何讓競價得標之

離岸風力設置業者可以透過電力交易平台，容易地找到適當客戶購

買其所發電力，宜在現行電業法的規範下，盡速建立相關配套機

制。

四、建立及強化周全的人才培育體系，讓再生能源的發展更加穩健

再生能源的發展為一個高技術人力密集的產業。在德國、英國

成功的發展經驗中，完整周全的人才培育體系是扮演者相當重要的

角色。德國及英國在人才培育上之做法有著共通的特色，除了學校

養成體系外，在實務養成上，均透過建立專業的訓練機構，串聯學

校養成及再生能源開發商之在職訓練，此種完備的人才培育體系，

尤其適用於離岸風力的發展上。在德國，透過所建立之Falck海事

安全訓練中心，每年培訓超過1萬人以支援離岸風力發展各階段所

需人力。另在英國，亦透過所建立AIS Training來培訓所需離岸風

電相關人才，為臺灣階段重要的再生能源發展項目。以目前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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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5年設置5.5GW之容量目標評估，所需要將近2萬名人才之投

入，雖然相關政府機關及單位已進行具體培育及訓練能量之建置計

畫，如何加速及有效落實，可借鏡德國與英國做法，以收事半功倍

之效。

五、以更積極及企圖的策略，布局自主再生能源的科技，才能創造

產業永續發展

全球再生能源發展先進的國家，均投入自主再生能源科技研

發，以自主科技支持其再生能源發展。從此次研究的國家如德國及

日本所得到的結果確實如此。以德國在離岸風力的開發歷程，就得

到其自主技術及所建立製造產業支持得以發展迅速。其發展成功的

模式為建立建全的產學研合作體系，此成功發展模式，可以在德國

離岸風力之發展上得到驗證。在產業方面，透過政府積極發展離岸

風力的政策，德國西門子公司積極投入相關技術及產品的研發，在

研究機構方面，德國Fraunhofer則積極投入相關風機研發到商品化

之測試及驗證能量如風機葉片轉子測試中心，提供離岸試驗場進行

離岸風機真實承受負荷量測及氣候實驗艙進行模擬測試。

我們回到臺灣再生能源發展歷程，觀察到目前主力發展項目太

陽光電，在其發展過程中，受惠於國內完整的太陽光電電池、模組

到系統整合的供應鏈體系，持續投入技術的發展所帶來效率提升之

利，得以使得設置成本下降而發展快速。以上所分析不管國外或國

內的實例經驗，傳遞自主能源技術研發扮演著創造永續發展角色

的訊息，依循著這些成功的經驗，臺灣可以更積極及具企圖心的視

界，就本身具有豐富資源的再生能源項目如離岸風力佈局下世代的

技術與產品，擔任領頭羊的角色，除開發自主能源外，更能創造產

業永續發展。



��� 全球能源轉型下之再生能源發展探討與借鏡



第五章　關鍵機會 ���

第五章　關鍵機會

推動發展無碳的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的轉型趨勢下，已是一

條不可逆的發展路徑。臺灣已選擇並且已在這條正確的道路，正以

無比的決心與企圖站在關鍵的機會點上蓄勢待發。

在臺灣能源發展歷程上，直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高達98%的

能源是從國外進口，這樣的發展宿命，是否有機會改變？再從另外

一個角度觀察，臺灣能源的發展有帶出一個可以在國際上與其他國

家一較長短的關聯產業嗎?在臺灣選擇與全球發展趨勢齊頭並進，

積極擴大再生能源的發展，我觀察到臺灣可以一改過去的宿命，讓

所擁有之資源風力、太陽日照等轉化為可以使用的自主能源，讓自

主供應能源之比例增加到一定適當的比例。相同的，如果臺灣可以

做好配套措施，連結所積極投入之太陽光電發電以及離岸風力發電

等再生能源發展，絕對有機會可以培養發展出至少一個能在國際市

場上具高度競爭核心能力的新興產業與企業。

事實上，從目前臺灣所擬訂推動再生能源的目標，以及所採取

相關的執行措施，已經走向且站在可以脫離過去能源發展宿命的關

鍵機會點上。雖然如此，這條路決不是平坦無阻礙，另外也有許多

的隱憂存在，都會影響臺灣再生能源的發展，最終是否達成成功的

境地。在發展的過程中，技術與經驗之不足，法規環境未臻完備

或者基礎設施配套缺乏等問題，可以借由向已走過的國家學習而加

以補足，唯獨在發展共識的凝聚以及夥伴關係的建立就必須由生活

在此塊土地上的人們以自己的智慧來形成。我們清楚地看到，現階

段臺灣再生能源的發展，最大的隱憂，來自於各界互信互賴程度不

足，而缺乏凝聚不散的發展共識以及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

發展再生能源已是全球多數國家能源轉型的重要工作，在此全

球共同的發展趨勢下，臺灣也掌握到此關鍵的機會，如何轉化為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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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脫離過去能源發展宿命的多重價值成果，端賴各界摒棄意識形

態，透過有效地溝通，建立互信互賴的緊密合作夥伴關係。

聰明的臺灣人，此時此刻需要你我運用高度智慧來緊握此關鍵

機會，為臺灣的發展再寫下一頁有價值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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