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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能源戰略環境之評估 

 

第一節 淨評估與 SWOT 

 

本文於開宗明義之始即表示欲採取淨評估作為研究的方法，然而綜觀前述，

由於保密等種種因素，目前尚未有相關的淨評估分析方法與寫作範例可供參考，

在執行研究上無可避免地會遭遇到一些疑慮，諸如評估過程的進行、淨評估的思

維邏輯、其寫作方式與既定的評估流程等等問題，這些問題都是必須加以釐清與

回答的。 

回顧相關文獻與美國學者的說法，我們可以從兩項因素來探討淨評估的理論

基礎與評估方法。首先，就淨評估的屬性而言，它屬於一種敵對競爭優勢的分析

技術，此為國家與敵手間國力之比較，乃是戰略規劃之源頭，與企業經營所需的

策略規劃（strategic planning）頗為相似。而就管理學理論來看，在企業策略形

成前，規劃者應對企業當前環境與潛在之威脅與機會，以及企業本身的優勢劣

勢，進行全面性的評估，1之後由管理學者波特（Michael E. Porter）發展出一套

被稱為SWOT的分析技術，主要是從企業內部和外部的角度，找出內部經營所擁有

的優勢（Strength, S）和劣勢（Weakness, W），以及外部環境面臨的機會

（Opportunities, O）和威脅（Threats, T），以提供一種系統性的分析架構，教導

企業如何進行策略規劃。2其運作邏輯在於探討競爭環境的認知程度（level of 

understanding competition），把握本身的優勢，克服內部的劣勢，利用外部環境

的機會，避開競爭敵手的威脅，將四項因素相互配對如表 3.1.1，界定其所在的

位置，進而擬定出合適的對策。 

 

                                                 
1 William F. Glueck, Business Policy：Strategy 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76). p5. 
2 參見Michael E. Porter,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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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SWOT 分析矩陣 

 優勢 

（Strength） 
劣勢 

（Weakness） 
機會 

（Opportunity） 
SO 
（Strength ,Opportunity） 

WO 
（Weakness,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 
ST 
（Strength, Threat） 

WT 
（Weakness, Threat） 

Source：Weihrich Heinz, “The TOWS Matrix-A tool for Situational Analysis”, Long 
Range Planning, Vol.15, NO.2 (1982), p60. 
 

由於策略規劃是以達成組織目標為最終目的，依據策略規劃的邏輯分析，可

以發現其目標制定、環境分析、資源評估、策略選擇、組織發展等符合「目標-

策略-政策或計畫」之理性過程，大都是以建立目標為首要課題。對照淨評估，

也可以發現國家安全目標的制定，無疑是最重要的起源，如果沒有確立國家安全

的戰略，自然無法建立核心競爭優勢。另一方面，SWOT分析與淨評估兩者均試

圖瞭解組織（或國家）目前所在的位置，唯有掌握本身位置，再透過國際環境結

構的分析，遂能描繪出一條潛在的價值鏈（Value Chain），以作為戰略規劃的母

體。在定位戰略位置之後，就可以提供未來戰爭情景與國家安全資源經營構想之

基礎，而參照矩陣分析，戰略位置的組合會有四種不同的情境，值得注意的是，

各種情境可能處於平衡，也可能處於不對稱的狀態中，這正與淨評估的分析焦點

不謀而合。3  

以中國為例，為避免石油能源問題在進行全球化（Globalization）擴展及實

施區域整合過程中，受到不確定因素和「全球化安全困境」（Global Security 

Dilemma）的牽絆，危及石油供應鏈的安全，於是制訂了「全球能源戰略」（Global 

Energy Strategy）。此項以新興「全球產業價值鏈理論」（Theory of Global Value 

Chains）為核心，可稱為「軸心圓」戰略（參照圖 3.1.1）4，強調在曲折變化的

                                                 
3 潘東豫，前揭書(2003 年 6 月)，頁 65-73。 
4 張輝，「全球價值鏈理論與我國產業發展研究」，中國工業經濟（北京），第 194 期（2004 年 5

月），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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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大環境中，能將石油相關議題置於國家政策及戰略高度加以盱衡，確保國家

經濟安全，進而增強風險防範與危機應對的綜合能力，使其能有更多的戰略機遇

參與國際競爭，找到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又能兼顧亞太地緣各國力量情勢消

長及石油供需風險係數發展，確保國家主權及安全事務。5

圖 3.1.1  中國全球能源戰略部署圖 

 

Source：洪正，「中共石油政治與戰略管理」，展望與探索，第 3 卷第 7 期(2005

年 7 月)，頁 66。 

 

如此，即可清楚地瞭解，國家在進行戰略規劃時所應進行的活動，與競爭的

優勢。依波特（Michael E. Porter）的觀點而言，企業（國家）所進行的活動分為

主要活動(primary activities)與支援活動(support activities)，主要活動是和企業生

產產品或服務有直接關係的活動，支援活動雖然和企業生產的產品或服務沒有直

接關係，但支援了主要活動的進行，而在企業中價值鏈的位置不同，主要活動與

                                                 
5 洪正，「中共石油政治與戰略管理」，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7 期（2005 年 7 月），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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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活動之重要性亦不同，因此活動是一種相對性的概念，以下圖觀之，內側第

二圈的產業分析、戰略分析、價值分析與政策分析即為主要活動，而內側第三圈

的全球化治理、戰略與戰術、可持續發展與辯證科學發展觀即為第二圈主要活動

的支援活動，但同時它們亦是第四圈活動所支援的主要活動，以此類推，外圈即

為內圈的支援活動，因層級不同而本身相對應的位置亦不同，這種綿延不絕、環

環相扣的價值鏈體系，有助於瞭解企業（國家）之主要情境，並藉以探討其本身

之資源與能力，進一步檢視出可行之競爭策略。 

但淨評估畢竟不等同於SWOT分析，兩者之間雖具有相似的思考邏輯，卻仍

有迥異之處，不能以SWOT的分析技術完全移植到淨評估上，否則就會有理論與

方法上的錯誤。6
嚴格來說，淨評估是在從事組織未來經營環境的威脅與機會之

分析，所以這應屬於SWOT理論中的O（機會）與T（威脅），偏重於外部的環境

分析，而SWOT理論中的S（優勢）與W（劣勢），乃是接近於「整合評估」，是

組織內部優勢與劣勢的分析，也就是偏重於內部的環境。 

另外，利用SWOT矩陣分析可以按照情境列舉出應對的策略，以選擇「正確

的答案」，這也與淨評估欲尋求的是「正確的問題」不同，因為尋求正確的問題，

很可能會面臨同一議題卻有不同問題產生的現象，如何從諸多的問題中選擇一個

或多個正確的問題，是戰略規劃機制運作的結果，形成過程較不確定；但是選擇

正確的答案只要結論清楚地顯示某一個答案是最適解（optimal solution），即代表

工作結束，無須再設規劃機制，形成過程較為確定，7換言之，利用SWOT分析

是要找到組織在其優勢-機會、優勢-威脅、劣勢-機會、劣勢-威脅的四種環境下，

所能選擇之最符合效益與最能避免危險的策略；而淨評估則是找到來自外部可能

的威脅與機會加以分析，並不提供主要應對的策略。故此，本研究借用SWOT技

術的內涵，以O（機會）與T（威脅）的外部環境分析為主，S（優勢）與W（劣

勢）為輔，進一步剖析所欲探討的第一個問題：目前台灣在能源戰略環境中所面

                                                 
6 陳勁甫，前揭文(2001 年 5 月)，頁 6。 
7 同註 3，頁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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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之態勢。 

 

在機會（O）方面： 

 

O1. 發展再生能源為世界潮流，國內的能源設備業如能藉由技術創新增加本身

籌碼，不僅能提供國家能源，亦可跨入國際市場，成為世界級企業。 

 

O2. 隨著石油日益短缺及其價格飛漲，有利於使用其他能源，並可藉機重新調

整國家能源結構。 

 

O3. 能源安全議題日益嚴峻，應思考規劃區域及雙邊能源國際合作。 

 

O4. 持續兩岸能源合作，有助於營造和平氣氛，或可共同開發。 

 

O5. 東海能源競局，中國與日本一觸即發，我國應從中獲利。 

 

在威脅（T）方面： 

 

T1. 能源需求緊俏，將帶來高油價時代，不利經濟成長及國家建設。 

 

T2. 由護衛能源航道所可能引起的戰略競逐與軍備競賽值得注意。 

 

T3. 京都議定書生效，我國雖非締約國，但仍應遵守國際規範，否則可能面臨

制裁，亦不利我國形象。 

 

T4. 我國未能加入 IEA，需加強建構應急反應機制與戰略儲油。 

 

T5. 中國採行走出去戰略，推動能源外交，恐將趁機壓縮我國外交空間。 

 

T6. 南海能源豐富，我國雖為主權聲索國，但就現勢觀之，處於不利地位。 

 

T7. 進口煤炭大量來自中國，未能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 

 

在優勢（S）方面： 

 

S1. 台灣在 IT 產業上具有優勢，恰可配合全球智慧型綠色產品研發趨勢需求，

我國能源科技研發宜善加利用此優勢，提升國際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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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節約能源技術已成熟，各部門均有節能措施，只需加強執行面與推廣面。 

 

S3.  在農業科技上已累積充足研發能量，足以與能源作物研究團隊整合，進行

大規模的開發。 

 

在劣勢（W）方面： 

 

W1. 台灣缺乏全盤能源研發政策及佈局，國家投入之能源科研經費有限，較不

利基礎性及較需長期投入之技術研發。 

 
W2. 我國自產能源已屬稀少，然而能源密集度仍偏高，不利國家永續發展。 

 

W3. 國內發電成本節節高升，電價未能合理反映供電有效成本與能源使用的外

部成本。長久以降，將嚴重影響能源生產力。 

 

第二節 外部機會分析 

 

O1. 發展再生能源為世界潮流，國內的能源設備業如能藉由技術創新增加本身

籌碼，不僅能提供國家能源，亦可跨入國際市場，成為世界級企業。 

 

為因應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降低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並依「全國能源會

議」、「全國經濟發展會議」及「經濟發展諮詢會議」之共識結論，新及再生能源

發展為我國未來能源發展主軸之一。行政院於 2002 年底成立「非核家園推動委

員會」，其中潔淨能源推動小組檢討各項再生能源推動事宜，研議提升再生能源

發電推廣目標並加速推動，積極推動國內風能等再生能源之利用，以達成非核家

園之共識。為了配合非核家園政策及政府設定之目標， 2003 年 6 月之「全國非

核家園大會」決議要求經濟部研議，提前於 2010 年將再生能源發電之占比達到

10%。8此外，開發自產能源，同時創造國內再生能源產業，將原本要付出的溫室

氣體減量代價，轉化為一種投資，間接促成產業結構調整。 

                                                 
8 中華民國經濟部能源局編，能源政策白皮書（台北：經濟部能源局，2005 年 12 月），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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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再生能源現行推動措施與執行情形，以及推廣效益簡述如下： 

1.太陽能熱水系統：獎勵補助設置太陽能熱水系統，依產品型式及設置地區，每

平方公尺補助新台幣 1,000 元至 3,000 元。截至 94 年 10 月底止，國內安裝經

銷廠商達 190 家，年安裝面積為 10 萬平方公尺，排名全球第 8 位，安裝太陽

能熱水器的用戶約有 35 萬戶，總安裝面積接近 140 萬平方公尺，居全球第 10 

位，相當於每年可節約接近 7萬噸之家用瓦斯，若從單位土地面積計算所安裝的

面積，我國僅次於以色列及賽浦路斯，為全球第 3。9在能源效益上，估計節約能

源每年為 9.4 萬公秉油當量，如果以等效熱含值的液化石油氣（LPG）每公斤

29 元的市價來估算，則每年可節省 20.340 億元的LPG。在環境保護效益上，

相當於每年可抑制CO2 排放量達 26.5 萬噸。10
在經濟效益上，將累積的集熱面

積換算為太陽能熱水器售價金額，則歷年太陽能熱水器產業所增加的產值約為

146 億元；並可透過業界合作或技術轉移方式，強化業界之技術實力。11

綜合國際上在太陽熱能領域的研發方向，並考量國內當前的市場狀況，在太

陽熱能應用技術領域上，未來的技術發展重點為：1)短期（2008 年）：建立大型

太陽能熱水示範系統及系統監控、大型系統的最佳化設計技術及評估軟體、建築

物整合集熱器的開發、太陽能輔助熱泵熱水器；2)中期（2010 年）：多色系太陽

能選擇性吸收膜技術、太陽熱能製冷技術；3)長期(2020 年)：先進太陽能集熱

器技術研發。12

2.風力發電：獎勵補助設置風力發電示範系統，補助金額最高可達設置成本

50%。截至 93 年 7 月底止，透過資源評估、技術輔導、示範補助與宣導推廣，

先後完成雲林麥寮、澎湖中屯及竹北春風等三座示範風力發電場總設置容量達

8,540 瓩，已初步達成推廣成果並帶動國內風力發電應用的風潮。預計至 95 年

                                                 
9 葉惠青，「我國推動再生能源的應用策略」，發表於綠色能源技術研討暨發表會（桃園：清雲

科技大學綠色能源研究中心、清雲科技大學電機系，2004 年 11 月 12 日），頁 12-15。 
10 梁啟源、吳再益、郭博堯、劉致峻，「再生能源發展方案之社會成本效益分析」，台灣經濟論

衡，第 2 卷第 10 期（2004 年 10 月），頁 15-16。 
11 同前註，頁 17-18。 
12 同註 8，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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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底，國內將完成 15 萬瓩設置容量，分別矗立於台北、桃園、新竹、苗栗、

台中、雲林、屏東及澎湖等縣，94 年度當年設置成長率居全球之冠。13在落實非

核家園的推動上，行政院要求 2010 年再生能源設置達發電容量配比 10%的目

標。為達此高挑戰之目標，能源局規劃 2010 年將設置 2,159 千瓩的風力發電容

量，則可約有新台幣 1,000 億元風電市場之商機，屆時每年可發電 57.4 億度，

值新台幣 114.8 億元（以 2 元/度電估算），能源貢獻度將可達 142.9 萬公秉油

當量，且每年可減少 344.6 萬噸CO2 排放。14

未來我國風力發電重點技術發展項目將以風力機關鍵元件研究開發、風力電

場開發應用技術以及風力發電應用系統開發三大方向為主。在風場評估、選址技

術領域以及離岸式風力發電系統技術方面，國際皆有領先技術，國內應透過研

發、國際合作，強化整合與市場分析，建構國內整體風力發電系統與應用能力也

提昇國內風力發電相關技術。15

3.太陽光電發電：獎勵補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示範系統，補助金額最高可達

設置成本 50%。至 94 年 12 月已有 169 件申請案件獲得核准補助(含全額及半額

補助 2 種)，核准設置容量亦到達 1,726 峰瓩，已完成 80104 座示範系統設置，

完成設置容量達 920 峰瓩，其中包含了總統府、立法院、南沙群島、蘭嶼國中

等地，16可說是在全台灣的北中南及離島、山區等重要處均有太陽光電系統。國

內太陽光電系統設置規模逐年擴大，並且也帶動國內太陽光電產業，在全球市場

高度成長下，國內已有更多廠商陸續投資太陽光電產業。 

目前國內太陽電池製造已有 4 家：茂迪、益通光能、光華、旺能，涵蓋了

單晶矽、多晶矽、非晶矽太陽電池生產。茂迪為國內太陽電池第 1 大廠，位居

全球第 10 大生產廠商，自 2000 年 11 月開始量產，產出 3.5 千峰瓩。2003 年

                                                 
13 見台灣電力公司網站，電力與生活-電源開發計畫-電源開發方案，http://www.taipower.com.tw/。 
14 馬小康、唐敏，「我國風力發電技術之評估與建議」，工業污染防治，第 94 期（2005 年 4 月），

頁 106-108。 
15 翁榮羨、呂威賢，「全球風力發電應用現況與國內開發展望」，台電工程月刊，第 651 期（2002
年 11 月），頁 18。 
16 同註 8，頁 87。 

 25

http://www.taipower.com.tw/


能源戰略環境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一個淨評估的探討 
 

第 2 條生產線完成後，產能已達 25 千瓩，產量約 18 千峰瓩，躍居全球第 11 大

太陽電池廠，2004 年增加第 3 條生產線後，太陽電池年產量增加為 35 千瓩，

已為全球第 10 大太陽電池廠；益通集團旗下之益通光能科技公司於 2001 年設

立，自 2003 年下半年開始生產，目前具有 5 吋單晶矽與 5 吋多晶矽太陽電池

之生產能力；光華科技自 1989 年開始投產太陽電池，以非晶矽技術為主，年產

能亦有四百萬峰瓩。另外 2005 年台達電子公司轉投資的旺能科技也將跨入太陽

電池生產領域。17至於太陽光電範本製造部分，國內目前也有 4 家廠商：興達科

技、永炬、日光能、中國電器，由於在國內政策獎勵及先進國家追求環保之潮流

下，這些廠商也紛紛結合下游應用產品的發展與作系統的設置。18由於自 2000 年

起國內廠商陸續投入電力用太陽電池與模組之生產行列，使我國太陽光電產業漸

朝高附加價值之領域邁進，國內產值也不斷增長，由於太陽光電的應用推廣已帶

動國內產業的發展，並順應著全球發展讓國內太陽光電產業更加茁壯。19

在太陽電池技術方面，國內將發展新型製程、結構、材料，節省原物料的使

用，提高太陽光電電池/模組轉換效率，落實價格低廉、降低生產成本之目標。

例如結晶矽太陽電池已發展數十年，相關技術和半導體製技術相容，已相當成

熟，將以此為基礎發展低價化的製程技術，並配合大面積、薄型化晶片，以及創

新的結構設計，可有助於太陽電池之普及；薄膜太陽電池因不需使用昂貴的矽基

板材料，且其製程以真空鍍膜為主，易於連續化生產，因此具有低價化的的優勢，

是發展此技術的最大誘因。20至於太陽光電範本方面將建立產品性能檢測驗證平

                                                 
17 「太陽光電將是未來重點發展能源產業 台灣產業鏈日趨完備」，經濟日報，2005 年 6 月 16 日，

網路版http://www.pmc.org.tw/news.jsp?HotNewsID=1565&pageNum=1&history=0。更多資訊可見

相關公司網站及報導：茂迪股份有限公司網站，公司簡介，關於光電事業部與大事紀兩部分，

http://www.motech.com.tw/Chinese/Incorporation1/c-index.asp。光華開發科技公司網站，公司簡介

網 頁 ， http://www.sinonar.com.tw/chinese/index.htm 。 益 通 光 能 科 技 公 司 網 站 ， 產 品 網 頁 ，

http://www.e-tonsolar.com/product.htm。「台達電工研院共製太陽能電池 第三季量產 旺能首季 2

千 萬 瓦 」 ， 台 視 新 聞 ， 2005 年 3 月 3 日 ， 網 路 版

http://www.ttv.com.tw/news/html/094/03/0940303/094030390267026.htm。 
18 同前註。 
19 郭禮青，「全球太陽光電開發現況及國內應用潛力」，台電工程月刊，第 651 期（2002 年 11 月），

頁 38-39。 
20「全球太陽光電產業發展與挑戰」，電工資訊，第 180 期（2005 年 12 月 1 日），網路版，

http://www.teema.org.tw/publish/index.asp?serialno=05121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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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及降低成本，增長使用壽命。太陽光電系統方面將建立建物整合型太陽光電

系統(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 Volt age，BIPV)自動化設計與施工技術，大型系統

設計與可靠度分析。21

4.生質能應用：我國 93 年國內廢棄物能源利用的發電（主要分為都市廢棄

物發電、沼氣發電及農工廢棄物發電等 3 種）裝置容量共達約 55.4 萬瓩，熱利

用總裝置容量約達 0.434 1 百萬公秉油當量，兩者能源產出占全國再生能源供

應絕大比例。而要達到 2010 年生質能發電 74.1 萬瓩的目標，應針對擴大與提

高發電裝置容量，並初估現有可規劃之生質能潛力等方面努力，可朝推動生質燃

料與傳統化石燃料於既有發電系統混燒、鼓勵與協助民間評估投資興設生質能源

電廠、擴大固態廢棄物衍生燃料推廣成效、擴大生質能料源、建立中小型生質能

源系統以及建立生質柴油與產氫示範系統的方向努力，俾能達到規劃目標。22

在固態廢棄物衍生燃料應用推廣方面，若處理台灣地區約 15%不在焚化廠服

務範圍之都市垃圾廢棄物，落實廢棄物能源化之目標，處理潛力可達 3,300 噸/

日。此外，併同其他可利用之生質物料源，如農業廢棄物、工業廢棄物等，將可

擴大生質物之能源利用。23固態廢棄物衍生燃料經實際應用與推廣後，每年可產

生之固態衍生燃料相當於 46 萬噸的煤炭，約可發電 11 億 2 千萬度，並同時達

到CO2 減量約 98 萬噸。經推動區域性固態衍生燃料製造與應用網後，估計約可

帶動 200 億以上之生質能產業投資商機，提升社會經濟，扶植本土再生能源生

質能應用產業之發展。24

在生質柴油與生質氫氣技術開發方面，可推動廢食用油回收、結合能源作物

種植及再生能源發展的綠色城鄉(Green County)示範體系，利用國內休耕或閒置

的耕地種植能源作物，初估有 50.2 萬公頃耕地可資應用，油脂潛量達 30-40 萬

                                                 
21 李魁鵬、周勤凱，「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系統之建築節能與經濟效益」，太陽能及新能源學刊，

第 8 卷第 1 期（2003 年 6 月），頁 15。 
22 同註 8，頁 88。 
23 詹世弘，「綠色能源發展與提高能源使用效率」，發表於全國能源會議（台北：經濟部，2005

年 6 月 20 日），頁 19。 
24 同註 8，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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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若研發油脂含量 30%之微細藻高密度生長關鍵技術，可建立每公頃年產量

15-30 公噸油脂及直接製造成本小於新台幣 15 元/公斤（低於目前食用油及精

鍊廢食用油價格）之技術，可有效利用適合微細藻生長的海埔新生地外；若於沿

海電廠附近設置養殖場，更可利用藻類的光合作用，每公頃每年可減少CO2 排放

40-80 公噸；國內初估總潛力超過 1 萬公頃養殖面積，可產生 15-30 萬噸天然

油脂，相當於 15-30 萬公秉生質柴油，有助於生質柴油的推動。25

在國內未來重點技術的篩選分析方面，以運輸用生質燃料技術及定置型生質

燃料熱電利用技術進行分類，則國內主要適合發展之生質能技術包括屬運輸用生

質燃料技術的生質柴油製造、油脂藻類利用、生質物煉油等技術，及屬定置型生

質燃料熱電利用技術的生質物混燒、廢棄物衍生燃料製造與發電技術。未來國內

生質能技術之發展，可利用廢休耕農地種植能源作物與廢棄物為燃料，兼具提高

自產能源，強化能源供應安全與貫徹資源永續利用與發展農村轉型等多重效益；

而生質燃料具有可儲存的特性，可與傳統能源系統如柴油車輛、燃煤電廠結合使

用；與其他再生能源比較有供應穩定，應用方便與成本低的優點。26

5.慣常水力發電：水力發電研發利用已歷百餘年，其間不斷研究改進，目前

技術已臻成熟，推廣利用應無問題。為使後續推動順利，以達成發展目標，應持

續建構完善開發環境。2010 年設置目標為 216.8 萬瓩，至 94 年 9 月累計容量

為 191 萬瓩，目前籌設興建及規劃中的容量，台電公司為 17.1 萬瓩，民間則有

6.83 萬瓩。目前民間業者進行中之水力發電計畫有西口、豐坪溪、名間、東錦

等 4 案，裝置容量共計 6.83 萬千瓩。27由於水力發電可提供尖峰用電，台電公

司亦持續推動相關開發規劃，進行中之計畫包括穀關復建、碧海、高屏竹門機組

更新、明潭濁水機組更新、西寶、萬大擴充、松林分廠、仲岳、梅園等 9 案，

                                                 
25 吳耿東、李宏台，「生質能源化腐朽為能源」，科學發展，第 383 期（2004 年 11 月），頁 26。 
26 吳耿東、李宏台，「生質物發電利用技術現況與發展」，台電工程月刊，第 651 期（2002 年 11

月），頁 77-78。 
27 見台灣電力公司網站，電力與生活-電源開發計畫-電源開發方案，http://www.taipow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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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容量共 27.45 萬千瓩。28

6.地熱發電：經濟部於 93 年度公告「地熱發電示範系統探勘補助要點」，

由宜蘭縣政府以清水地熱為基礎申請獲得經費補助，並於 94 年度正式執行探勘

工作，期結合休閒遊憩觀光及發電等多目標利用的開發計畫，預定於 96 年底完

成 1 座 5 千瓩地熱發電廠的設置營運。許多地熱應用先進的國家，對於成本的

資料亦著墨甚少，雖然一般認為地熱發電成本不會高於傳統火力發電成本，但是

有太多的影響因素，如：鑽井的深度、數量、總體蒸汽量、壓力、併聯費用及枯

竭衰減等，因此不易精準地評估地熱發電經濟效益。29例如宜蘭清水地熱先驅試

驗電廠歷年來的發電量及成本統計顯示，民國 71 年地熱井狀況最佳時，年發電

量有 8,977,790 度，發電成本每度電約 2.651 元：在民國 81 年年發電量已經

降為 1,902,990 度，每度發電成本攀升至 7.77 元。30未來計畫初期電廠開發可

以先考量供應飯店及專區內相關用電，日後再進行大規模地熱發電開發，應是風

險較低的投資策略。 

 

O2. 隨著石油日益短缺及其價格飛漲，有利於使用其他能源，並可藉機重新調

整國家能源結構。 

 

依政府現行規劃的能源政策，未來石油配比將下降，煤炭配比隨著核能運用

相對調整，天然氣與再生能源配比增加，核能配比在核四廠依計畫進行，核一、

二、三廠正常營運下，隨能源總使用量變化而變動。根據上述原則，規劃及檢討

中長程整體能源供需策略，能源結構配比在 2025 年為：煤 41~45%、石油約

30~31%、天然氣 16~19%、核能 4%、再生能源 5~7%；發電裝置容量結構配比在 2025 

                                                 
28 見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網 站 ， 電 力 與 生 活 - 電 源 開 發 計 畫 - 台 電 新 增 電 源 計 畫 ，

http://www.taipower.com.tw/。 
29 林忠育、李欣哲，「全球地熱發電開發現況與展望」，台電工程月刊，第 651 期（2002 年 11 月），

頁 49~52。 
30 施信民，「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發展方向」，發表於全國能源會議（台北：經濟部，2005 年 6

月 20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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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則為：燃煤 48~50%、燃油 2~3%、燃氣 27~28%、核能 5%、抽蓄水力 5%、再生

能源 10~12%。31

由上述可知，擴大低碳(天然氣)之潔淨能源使用，將是未來最主要的能源政

策，其具體規劃為提高燃氣發電容量因數，以及增設新燃氣電廠，預定天然氣總

用量在 2010 年達 1,300 萬公噸，2020 年達到 1,600~2,000 萬公噸，2025 年達

到 2,000~2,200 萬公噸。要達到以上的目標，在天然氣的發展戰略上，還有六

點方向需努力：（一）取消關稅、貨物稅及肥料用氣價格補貼。由於目前燃料煤

係免稅，天然氣稅率又偏高，為倡導使用天然氣，稅率上宜適度調整。再者，亦

要取消肥料用氣價格補貼政策，使天然氣的價格能公平、合理反應在任一消費層

上。若直接降低天然氣的成本，則天然氣的價格自然更具競爭力。（二）延長固

定資產折舊年限，並擴大天然氣進口量。未來將延長固定資產折舊年限，間接地

將使每年提列的折舊費用減少，使天然氣的成本降低。另外擴大進口量，開拓與

其他新興天然氣國的合作，以補自產天然氣之不足。若降低天然氣的成本，並擴

大供給，應可刺激天然氣的使用量、使用範圍及層面。（三）擴大燃氣發電規模。

在兼顧環保與經濟發展考量下，燃氣發電是較為一般大眾所接受之發電方式，未

來也將是我國新興初級能源的主流，可以減少溫室效應問題，抑低 CO2 排放量，

維護環境的潔淨。（四）建立天然氣代輸制度。減少固定成本的重覆投資並適時

調節供需，可加速天然氣的普及。普及天然氣的使用率及適時調節供需，實可平

衡城鄉發展差距。（五）建立合理競爭環境。受限於天然氣之強制買賣合約(take or 

pay)，因此，天然氣進口以後若不能從速消化或調節供需，將導致天然氣的儲存

費用、資金調度和利息負擔的增加，天然氣的售價自難低廉，而窒礙其發展。近

年來交易型態雖逐漸改變，但政府仍須從政策面與執行面著手，使天然氣的競爭

環境更合理化，減少資金的浪費，促使天然氣成為最理想的燃料。另外，政府尚

須加速推動完成「天然氣事業法」立法程式，及擴大國內天然氣使用計畫；並將

燃煤及複循環燃氣發電機組效率標準，納入現階段開放民間設立發電廠方案規範

                                                 
31 同註 8，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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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中，如此配套才算完備。32

但目前依照我國能源管理法第十三條規定：「我國能源用戶使用石油或其產

品、煤炭或其產品，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數量者，應設置儲存設備，依中央主管

機關儲存安全存量」。故我國已針對石油及煤炭定出明確安全存量標準，在電能

供應事業方面分別是燃油火力發電廠的四十五天存量及燃煤火力發電廠的六十

天存量；在石油生產製造業方面是六十天存量；在煤炭儲存調節機構是十五天存

量。而天然氣方面，由於氣體傳統上有較難儲存的特性，目前我國能源法規中針

對天然氣銷售業的安全存量只訂出「上一年度之平均銷售半天以上數量」。因為

我國天然氣的來源是向印尼及馬來西亞進口液化天然氣(LNG)為主，有很多不確

定因素，加上陸續有很多民間電廠的發電機組是以天然氣為燃料，所謂「半天」

的天然氣安全存量法律規定，未來恐怕難以大量供應燃氣電廠。33

在煤炭的使用上，其規劃雖是以逐步減少為主，然而為顧及我國經濟成長與

能源需求，未來 20 年間煤炭的使用仍有小幅度增加，但較之 90 年代使用煤炭的

比率已見縮小。台灣地區燃料煤進口來源，主要集中在中國大陸、印尼及澳洲三

個地區，由這三個地區進口的燃料煤在 2003 年佔台灣地區燃料煤進口總量

95%，其煤炭出口情勢，深深影響台灣煤炭供應穩定與安全。鑑於海運價格受到

世界經濟景氣循環、天候、季節性變動等因素，散裝海運貿易量船噸需求起伏變

化很大，建立自有船隊，掌握船噸以達到適當自運比率，除可掌握船噸有助於確

保燃煤供應安全外，亦有助於穩定燃料煤海運成本。 

目前主要的煤炭用戶如台電公司、麥寮汽電、和平電力及台泥公司等，都有

卸煤專用碼頭，其餘均依賴各地之公用碼頭卸貨。由於駁運方式易受天候影響（尤 

其夏季期間慮及颱風的危害），故須預為提高儲煤，但目前國內公、民營燃煤用 

戶之卸儲設施大多不足，影響台灣地區煤炭供應穩定與安全。國內以高雄、台中、

麥寮、和平及基隆為煤炭主要進口港，若以每年操作 330 天計算（台中港設計

                                                 
32 黃宗煌，「我國能源發展與能源結構規劃」，發表於全國能源會議（台北：經濟部，2005 年 6

月 20 日），頁 10。 
33 參見「能源管理法」，能源局網站，http://www.moeaec.gov.tw/laws/all/l_all_01.asp?grou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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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年最大可操作 350 天），目前最大卸收量約為 7,662 萬噸/年，以 2003 年進

口量 5,475 萬噸計算，設備利用率已達 71.5%；唯若加上蘇澳及花蓮港則可達

8,817 萬噸/年，設備利用率為 62.1%。此時若不考慮台電公司規劃中的碼頭，

若煤炭進口港卸收能力不能有效提升，勢必將無法應付需求。根據可能新增的卸

收能量估算，唯有台北港設置兩個專用碼頭並配合台中港濬深及麥寮港新增一個

專用碼頭這些條件同時達成才能滿足需求。但此時的設備利用率已然達到 77%以

上，此一高設備利用率對於碼頭的操作是一難度極高的要求。34

另一方面，在國內運輸有所限制之下，電廠的位置顯然必須一併加以考量，

否則國內運輸能力極可能無法負荷此一龐大的需求。綜合言之，在國內卸收能力

拓展有限的限制下，唯有透過新增專用碼頭配合濬深台中港，未來煤炭進口的卸

收能力方足以應付需求。然而即使在前述條件下，在設備利用率偏高的情況下，

卸收作業的順暢與否將成為能源供應相當重要的課題。 

在核能發電方面，政府雖立下「非核家園」之目標，但同時又要兼顧京都議

定書CO2排放量之限制，現階段再生能源無法作為基載電力，故核能發電在未來

20年間仍有其必要性，若核四於2008 年商轉，核能裝置容量由5,144MW增為

7,844 MW；其後不再新增核能機組；核能機組於運轉40 年後除役。核一廠2 部

機組合計1,272MW，分別於2018 與2019 年除役；核二廠2部機組合計1,970 

MW，分別於2021 與2023 年除役；核三廠2 部機組合計1,902MW，分別於2024 

與2025 年除役。35

事實上，自 1990 年以來核能發電持續扮演重要角色，截至 2005 年 3 月止，

全世界運轉中之核能發電機組共有 441 部，其發電量占全世界發電總量約 16%，

另外有 25 部機組正在興建中。36而核能發電的燃料係源自鈾礦，鈾礦蘊藏豐富，

2001 年底世界蘊藏量約為 356.1 萬公噸，主要分佈於澳洲(20.1%)、哈薩克

                                                 
34 同註 32，頁 23-24。 
35 同註 32，頁 36。 

36 見 行 政 院 非 核 家 園 推 動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網 站 ， 核 能 四 廠 相 關 資 料 彙 整 ，

http://www.moeaboe.gov.tw/NuclearPowerStat4/0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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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美國(10.1%)及加拿大(9.3%)等地。1973 年能源危機發生後，各國大

力興建核能電廠，帶動世界鈾產量急速增加，1980 年世界鈾產量達 4.4 萬公噸

之最高峰，此後逐漸下降，1995 年至 1997 年緩步上升至 3.7 萬公噸後又逐步

下降，主要原因係因生產能量過剩及預期需求延宕，導致鈾市場持續低迷，使得

全世界鈾生產量呈下降趨勢，1999 年世界鈾產量降至最低點，僅生產 3.3 萬公

噸，2001 年產量則回升至 3.8 萬公噸。2001 年世界原料鈾需求為 6.5 萬公噸，

預估至 2020 年將增至 7.8 萬公噸，成長約 20%；惟由鈾礦直接生產的「初級來

源」產量不足以滿足市場需求，尚需仰賴庫存鈾料、軍用高濃縮鈾轉換後之饋料、

再處理與再回收鈾料等「次級來源」挹注。根據「臺、美及國際原子能總署三邊

核子保防協定」，我國的核物料全數來自於美國提供，目前並無匱乏之虞。37

 

O3. 能源安全議題日益嚴峻，應積極思考規劃區域及雙邊能源國際合作。 

 

宥於我國國際情勢，現階段無法參與聯合國體系相關活動，目前主要透過

APEC 架構參與能源區域合作機制，包含參與APEC 能源部長會議、定期的能

源工作組會議和技術專家分組等會議，38與APEC 會員體進行能源技術合作、能

源資訊交流與溝通，並表達我國的立場與意見。目前有關能源供應安全及穩定的

議題已普遍受到APEC 會員體的重視，「能源安全倡議」的執行措施已成為近期

討論的主軸課題，39討論範圍、合作層面及執行機制則逐年擴大及深入，涵蓋探

討油價衝擊、共同石油資料倡議、即時緊急資訊分享系統、能源緊急應變、戰略

石油儲備、能源投資、天然氣貿易、能源效率、核能、甲烷水合物、潔淨化石能

源、再生能源、氫能及替代燃料、石油基礎設施與原油及油品等不同構面。 

                                                 
37 參見原子能委員會網站，http://www.aec.gov.tw/www/policy/index04.php。 
38 能源工作組（Energy Working Group, EWG）成立於 1990 年，其目的在於尋求能源部門對於亞

太地區之經濟與社會福祉的最大貢獻，同時減少能源供給與使用對於環境的衝擊。我國目前負責

能源效率與節約專家分組。 
39 2005 年第七屆能源部長會議中，我國新研擬之「液化天然氣公眾教育與溝通資訊分享倡議」，

以及目前正進行中之「能源標準與標章合作倡議」，獲得與會各會員體代表一致同意，並納入能

源部長會議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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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源雙邊國際合作而言，我國目前與美國、日本、丹麥、荷蘭、澳洲、印

尼已建立不同程度之能源雙邊關係，包含：與美國聯邦政府於 1998 年簽訂「台

美淨煤與先進發電系統技術合作協定」；40與美國奧勒岡州於 2001 年簽訂「能源

合作備忘錄」；41與日本輪流每年舉行「台日能源合作會議」（至 2004 年已舉辦 3 

屆），討論雙方共同關切之能源議題與合作方式；42與澳洲輪流每年舉行「台澳能

礦諮商會議」（至 2004 年已舉辦 11 屆）進行意見交流與商討合作前景。43此外，

亦正積極與德國、法國接洽合作事宜，未來每年透過能源國際會議，尋求能源供

應來源，建立穩定的雙邊關係對於我國能源安全提供進一步的保障。除藉由參與

區域能源合作組織或已建立之實質雙邊能源合作溝通管道外，我國計畫以友邦作

為CO2 減量跨國合作之試驗對象，同時選擇精簡、透明、程式單純之減量機制，

以提昇我國參與碳市場交易之實務經驗。44

以天然氣為例，近年來天然氣穩定供應的課題重新受到國際產、官、學各界

矚目，其原因可溯自部分歐、美國家在天然氣市場去管制化（deregulation）及自

由化（liberalization）達到一定程度之後，一方面由於天然氣所占能源消費的比

率不斷增加，使其必須轉而仰賴較難掌握的國外氣源，一方面也由於人們體認到

目前實際運作的市場機制似無法逕形成調節供需的足夠力量，所以希望透過國際

                                                 
40 本協定簽署之目的為提供兩國官方能源技術合作管道，合作目標有下列六項：（1）進行加強

台灣利用改良先進發電系統及相關技術的知識與能力之合作事宜，（2）對台灣提供有關淨煤及先

進發電系統技術之規劃與執行的技術協助，（3）對台灣參與人員提供教育與培訓，（4）提供對改

良先進發電系統技術之建構及財務誘因機制的知識，（5）推動共同科技研究計畫，（6）提供台灣

相關單位在管理研究發展及技術移轉的訓練。 
41 我國經濟部與美國奧勒岡州州政府於 2001 年 9 月 26 日假行政院舉行雙方「能源合作備忘錄」

簽約儀式，會中由當時經濟部部長林信義與美國奧勒岡州州長Mr. John Kitzhaber代表雙方簽署備

忘錄。合作範圍包括能源之規劃與管理、能源效率及能源節約、再生能源、淨潔能源之技術等領

域之合作，對於未來促進雙方的合作關係極有助益。 
42 台日能源合作，係於 2001 年由當時我方經濟部部長林信義與日本經產省平沼赳夫大臣於出席

亞太經濟合作（APEC）部長會議時經由雙邊諮商所達成之共識。同時，並由我方能源局及亞東

關係協會與日本交流協會及日本經產省資源能源廳協商，雙方每年分別在臺北或東京召開研討

會。其主要目的是就能源相關議題，進行廣泛經驗交流及深入意見溝通，基於互利互惠的原則加

強雙方之能源事務合作。 
43 台澳兩國為瞭解雙方之能礦政策，促進能礦及資源加工之聯合開發、貿易及投資之參與，以提

高長期雙邊合作並激勵雙方商務關係之發展，乃於 81 年 10 月底提議建立能源與礦產部門政策諮

商管道，定期討論雙方關切事項，主要議題包括了雙方能源形勢與政策發展、油氣、煤炭、鈾礦、

鐵礦與再生能源等。
44 同註 8，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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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來達成確保天然氣穩定供應的共同目的，例如歐盟在 2004 年就頒布了一道

「關於保障天然氣供應安全之措施」的理事會指令（Council Directive：concerning 

measures to safeguard security of natural gas supply），要求各會員國合作落實，可

見一斑。45

我國目前是由中油公司獨家進口液化天然氣，連同少量的自產氣供應國內用

戶，市場結構比較單純，因此，短期內保障天然氣供應安全的重點在於輸儲設備

整體規劃、運作得宜，並須隨時留意國際間及區域內液化天然氣的供需趨勢。另

外，經由船運的液化天然氣，因其本身可靈活調度，因此比跨國管線長途運輸的

天然氣較易維持其供應安全，例如近年來國際間液化天然氣交易型態已從過去完

全由賣方所主導，以不取亦須付費（ take or pay）及限制取貨目的港條款

（destination clause）為主要特色的長約，逐漸向由買方所主導的交換（swap）、

現貨（spot）等短期市場交易型態偏移，對於我國液化天然氣供應安全之維持也

有一定助益。46

就長期而言，則因輸儲設備之充實、緊急應變機制之建立等都只能發揮暫時

的作用，而且未來世界各國均可望擴大使用清淨能源天然氣，所以與其供需相關

的國際及區域合作將成為維持天然氣供應安全的關鍵所在。而中油公司於 2005

年 9 月 14 日在卡達首都都哈（Doha），與該國財政部長兼RasGas II公司董事長

H.E. Minister Kamal正式簽署為期 25 年之液化天然氣（LNG）購氣合約，正是對

我國能源供應極為重要的計畫。中油公司與卡達的良好合作關係源自 10 年前卡

達燃油添加劑公司（QAFAC）合資計畫的成功執行，依此合約，中油將自民國

97 年起，每年向卡達RasGas II公司採購 300 萬噸LNG，以充分供應台電大潭電

廠及國內天然氣用氣成長需求，此購氣合約將促使中油公司天然氣氣源更多元及

穩固，且更拉近與中東國家之合作關係。47  

                                                 
45 EU, “Security of supply of natural gas,” http://europa.eu.int/scadplus/leg/en/lvb/l27047.htm. 
46 同註 8，頁 127。 
47 卡達係位於波斯灣富產油氣之國家，Ras Laffan Liquefied Natural Gas Company Limited（II）（簡

稱RasGas II公司 ）成立於 2001 年，係卡達國營石油公司（Qatar Petroleum）與Exxon Mobil Ras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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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 持續兩岸能源合作，有助於營造和平氣氛，或可共同開發。 

 

在兩岸經貿關係發展過程中，也展開了能源領域的合作。1994 年起，中國

中海油公司和台灣中油公司就在台灣海峽中線合作勘探油氣工作展開接觸，同年

4月在新加坡舉行第一次會談，成達兩點重要共識：一是雙方完全依商業、經濟

原則處理事務；二是雙方同意相互交流人員、相互提供研究資料。同年 10 月在

新加坡舉行第二次會談，台灣中油公司以OPIC子公司名義與大陸間接合作探

油。1995 年 4 月達成共識，決定在台灣海峽中線的珠江口台南盆地與潮汕凹陷

區域聯合勘探。1996 年 7 月 11 日簽署第一階段的聯合測勘物探協定合約。經過

多年的努力，兩岸能源合作在中國與台灣先後加入世貿組織後終於有所突破。

2001 年 5 月，台灣中油公司與中國中海油公司合作取得重要進展，雙方通過在

第三地成立公司的方式合作勘探“台南盆地及潮汕凹陷區＂油氣。隨後，陸委會

正式同意中油公司與中海油公司在維京群島合資成立資本 300 萬美元的合資公

司，在台灣海峽合作勘探油田，投資均攤，成果均享。48

2002 年 5 月 16 日，台灣中油公司與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正式簽署「台潮石

油合約」，雙方合作在台灣海峽中線合作探油，這是兩岸國營企業簽訂的首宗重

大商業協議，全名為「台南盆地與潮汕凹陷部分海域合約區」石油合約的「台潮

石油合約」，合約規範的合作探勘海域面積廣達一萬五千四百平方公里，東經一

百一十八度以東的七千六百平方公里區塊，是中油海域第一礦區，以西的七千八

百平方公里則是大陸礦區。兩岸曾於一九九六年簽訂物探協議備忘錄，由大陸公

司震測船進行震測，中油負責處理震測資料。49中油與中海油總公司計畫在台灣

                                                                                                                                            
合資組成，其天然氣源來自全世界最大礦區North Field，卡達於 1999 年開始生產銷售液化天然

氣，預計於數年後超越印尼成為全世界最大液化天然氣供應國。關於中油與卡達合作事項，參見

中國石油公司網站，http://www.cpc.com.tw/news/n940914.asp。 
48 郭博堯，「從兩岸合作探油看我國石油產業發展」，國政研究報告，2002 年 5 月 29 日，網路版，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D/091/SD-R-091-004.htm。 
49 「 兩 岸 探 勘 石 油 ， 明 簽 第 二 階 段 合 約 」， 工 商 時 報 ， 2002 年 5 月 15 日 ， 網 路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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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中線合作探勘油氣已有多年，惟因兩岸關係的限制，導致雙方一直無法進入

實質合作階段。此一秉持平等互惠、成本分攤、利益分享及政府核准的計劃得以

實現，不但是開啟兩岸另一合作契機，也會對兩岸石油產業發展產生影響。 

 

O5. 東海能源競局，中國與日本一觸即發，我國應從中獲利。 

 

東海是中國大陸東岸與太平洋之間的一個半封閉海，西接中國、東鄰日本的

九州和琉球群島、北瀕韓國的濟州島和黃海，南以臺灣海峽與南海相通，總面積

約為 75 萬平方公里。20 世紀 60 年代以來，地處東海海域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

嶼（日本稱“尖閣列島＂）周邊發現蘊藏豐富的石油資源，使中日兩國間關於東

海的海底資源以及釣魚台及其附屬島嶼的領土主權歸屬爭端浮出水面。1982 年

《聯合國海洋法公約》頒佈後，雙方在東海海域專屬經濟區和大陸架劃界問題上

的矛盾與分歧日漸突出。而隨著冷戰的結束和大規模開發利用海洋資源時代的到

來，雙方圍繞釣魚台主權及東海海洋權益的爭端愈演愈烈，再加上台灣也對釣魚

台列嶼聲稱擁有主權，讓此地的情勢更形複雜，不但涉及到三方在主權、油權和

魚權等綜合性的權力爭取，更對亞太地區的戰略平衡有著深遠的影響。 

1982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沿海國的大陸架邊從測算領海寬度的基

線量起超過200海浬的情形下，可延伸至350海浬，或不超過連接2500米等深線100

海浬，並規定各沿海國可在本國批准公約生效後10年內向聯合國大陸架界線委員

會提交“延伸200海浬外大陸架界線＂的調查資料。這一法律規定，頓時重新燃

起了日本擴張領土的希望。1983年7月，日本簽署《聯合國海洋法公約》。同年10

月，海上保安廳即投入當時新造的測量船“拓洋＂號，開始對其周邊海域的大陸

架進行調查。經過20年多的勘測，目前日本已初步認定包括南大東島、南鳥島、

沖之鳥島等海域，相當於日本陸地面積1.7倍的大陸架，有望獲得200海浬外大陸

架主權。這次延伸大陸架申請一旦獲得成功，日本的國土總面積將達447萬平方

                                                                                                                                            
http://www.future-china.org.tw/fcn-tw/200205/2002051505.htm。中國石油公司網站，中油新聞資

料，2002 年 5 月 16 日，http://www.cpc.com.tw/news/n910516.asp。 

 37

http://www.future-china.org.tw/fcn-tw/200205/2002051505.htm
http://www.cpc.com.tw/news/n910516.asp


能源戰略環境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一個淨評估的探討 
 

公里，在世界的排名也將由現在的第59位躍升至第6位。50更重要的是，這些大陸

架的地層中蘊藏著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礦物資源。據推算，僅釣魚島周邊海域

的石油儲量就高達1095億桶，幾乎與伊拉克的原油儲量相當。金、銀、鈷的儲量

可供日本使用5000年，錳的儲量可供日本使用1000年，天然氣儲量可供日本使用

100年，還有豐富的、被認為可代替石油資源的可燃冰以及蟹、蝦、貝類等深海

漁業資源。當然，從戰略意義上來說，這片大陸架海域是中國向東、東南深入太

平洋、美國向西進入東亞以及俄羅斯南下的必經通道。日本認為，獲得了這片大

陸架的主權不僅可以影響幾個大國，而且還可拓寬自身的防禦範圍。51

對照日本將有爭議的島嶼納入專屬經濟區劃界計畫和大陸架調查戰略的做

法，中國對日本也向同其他周邊鄰國解決海洋爭端一樣，對島嶼提出了“擱置主

權爭議，共同開發資源＂的主張。但是，由於日本是個注重海洋權益、精於算計

的國家，其東海戰略是首先有效控制有爭議的島嶼搶奪主權權利，然後再進行劃

界談判或商議合作開發資源。為此，對中方的倡議與主張始終態度消極不予回

應，但隨著中國在東海開採油氣田的成功，中日間圍繞東海能源開發和劃界問題

上的爭端驟然升溫。 

中國正在開採的春曉天然油氣田群距離日本主張的中間線只有 5 公里，與

1998 年建成投產的平湖油田相比，向日本方向推進了 65 公里，日本於 2003 年 6

月在馬尼拉舉行的「東盟能源部長會議」上向中國發難，提出所謂「吸管效應」，

比喻以吸管吸果汁的方式，質疑中國的開發行為將吸走中線東側「原屬」日本的

地下資源。522004 年 6 月 9 日，日本經濟產業相中川昭一在菲律賓舉行的“東盟

和中日韓能源部長會議＂上，向中國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寶國提出“希望中方儘

快提供東海專屬經濟區調查和開採油氣資源的相關資料＂的要求。而中國認為在

本國的大陸架範圍內開發油氣田是行使主權權利，從而回絕了日本的要求。該年

                                                 
50 朱鳳嵐，「中日東海爭端及其解決的前景」，當代亞太（北京），127 期（2005 年 7 月），頁 11-12。 
51 高井三郎著，楊建安譯，「日本自衛隊的釣魚台防衛計畫」，亞太安全譯文彙輯（Ⅲ）（臺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 年 7 月），頁 505-507。 
52 「 東 海 石 油 流 向 何 處 」 ， 中 國 時 報 ， 2004 年 10 月 24 日 ， 網 路 版 ，

http://www.gl.ntu.edu.tw/resources_article_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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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中日首次舉行了“東海油氣開發問題＂的會談，但由於雙方在劃界

問題上的立場存在嚴重分歧，談判無疾而終。2005 年 10 月，中日第二次磋商，

日本提出的共同開發範圍包括在東海中間線以西、中國正在採掘的春曉、斷橋、

天外天和龍井 4 個油氣田，並提出中日間召開部長級會談，敲定中日的共同開

發。但中國堅持認為“共同開發＂的範圍應是東海中間線以東的區域，不包括中

國正在開採的幾大油氣田，更何況，中國一向堅持東海劃界應遵循大陸架原則，

中日間專屬經濟區的界線應該在沖繩海槽，所謂中間線是日方片面劃定的，中國

並沒有承認，談判仍告破局。53

  由此可以看出，中日兩國在東海劃界以及資源開發問題上存在明顯的戰略歧

異。日本的做法，採取步驟實際控制有主權爭議的釣魚島，並將其納入大陸架延

伸戰略，然後依據國際法的有關規定獲得大陸架以及專屬經濟區的主權權利，在

此基礎上，再與中國協商劃界以及資源開發等問題。中國的做法是強調聯合國海

洋法公約中有利於己方的大陸架延伸原則，在國內制定的有關《專屬經濟區和大

陸架法》中沒有明確大陸架界線可延伸至 200 海浬外的主權權利。在東海問題

上，主張先開發油氣資源，然後再與有關國家協商劃界。這樣，在東海海域，中

國的資源開發與日本的大陸架調查就發生了直接的戰略利益碰撞。54

在台灣方面，雖然早在 1970 年就和美國海灣石油公司合作，探勘並鑽井 13

口，但礙於國際情勢，合作的大洋及福斯特公司引用合約中「不可抗力條款」暫

停履約至今，第三及第四礦區只到地球物力探勘階段，導致油田主控權拱手讓

人。春曉位置距中國較近，憑著地理位置優勢，中國逐漸掌控採礦權，預估春曉

天然氣的上游輸氣幹線將由寧波向西延伸至杭州和上海等地，紓解中國華東地區

能源緊張情況。事實上，大陸主要油田已接近生產結束期，而至今中國在戰略石

油儲備量上仍屬不足，必須積極對外尋求補救措施，而日本石油全部仰賴進口，

因此開拓能源一直是中國與日本重要國家戰略，也使中日東海水域能源之爭，一

                                                 
53 石美瑜，「中日東海問題磋商之研析」，大陸工作簡報，2006 年 4 月 12 日，頁 13-14。 
54 朱鳳嵐，「解讀日本大陸架延伸戰略」，世界知識，2005 年第 15 期（2005 年 8 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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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相爭不下。而春曉油氣田位在台灣經濟海內，台灣不能坐視不管，任憑中日兩

國蠶食鯨吞，因此海巡署自 2003 年起即定期派遣船艦，執行北方專屬經濟海域

巡護勤務，執行範圍係以「中華民國第一批專屬經濟海域暫定執法線」為界，迄

2005 年 4 月底止已執行 105 航次，目前仍維持每月執行 2航次，近期執勤時並

遭遇美國海測船、日本海上自衛隊P-3C 反潛機及「中國海監」輕航巡邏機，顯

見中、日、美各方均已加強對東海水域控掌能量。55就現實面而言，由於國際間

一個中國的原則，台灣對釣魚台宣稱的主權並未獲得國際認同，在日本的大陸架

延伸戰略下，只要中國在 2009 年 5 月前不能證明沖繩海溝深度超過 2500 公尺，

日本即可延用海洋法中的大陸架法囊括釣魚台列島主權，更完全無視台灣主權及

於釣魚台的存在事實。56
故在東海問題上，我國必須以務實的角度處理，在中日

兩者之間保持平衡的角色，以靈活的策略取得一定的發言權與利益，而透過適當

的武力宣示以表達台灣的立場是必須的，也唯有保持中立，才能在兩大強國之間

獲取最大利益。 

第三節 外部威脅分析 

 

T1. 能源需求緊俏，將帶來高油價時代，不利經濟成長及國家建設。 

 

自2003 年12 月西德州中級原油（West Taxes Intermediate Crude）現貨價格

脫離每桶30美元年均線以來，國際油價持續攀升，2004 年8 月的平均現貨價格

實績值為每桶45.00美元，較去年同期31.57美元，每桶增加13.4美元，漲幅達42.5

％，10月1 日之現貨價已達50.13 美元（10 月4 日略郤為49.88美元）。而觀之

同時期我國進口原油平均價格的變動趨勢，由於進口原油主要來自中東地區，原

油進口成本漲幅未如WTI價格漲幅來得大，但以9 月份的原油CIF平均價格為每

                                                 
55 行政院海巡署，台灣海洋（台北：行政院海防署，2005 年 8 月），頁 51-53。 
56 廖文中，「釣魚台列島主權歸屬牽涉中、日東海劃界」，戰略安全研析，第 3 期（2005 年 7 月），

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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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39.22美元而言，較之2003年7月份之平均價格每桶26.31美元，漲幅亦達29.42

％。至2005年8月30日西德州原油現貨收盤價格更漲至每桶69.91美元，其後原油

價格雖然逐步下降，仍維持在每桶60元左右水準。57
  

探究 2003 年迄今國際油價高漲原因，首為OECD 國家對原油需求穩定，以

及中國、印度、俄羅斯等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成長所致，另外美國的需求成長亦

是一大要因。58依據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BP)統計數據顯示，隨著世

界經濟景氣復甦，2003 年至 2004 年世界石油需求年平均成長率約為 3.4％，其

中，中國及美國 2004 年石油需求量分別成長 15.8％及 2.8％，其消費增加量分

別占全球總增加量之 33.7％及 20.2％，這波石油消費成長中，惟德國、義大利

等歐洲主要工業國家石油消費呈下降趨勢。59
上述需求的高漲，使得剩餘產能不

斷下降，提高供給的不穩定性，亦為油價上漲主因之一。依據美國能源部能源資

訊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的報告顯示，2004 年全年世界石油

（含原油、凝結油、頁岩油）總供給為每日 8,297 萬桶，勉強高於總需求（8,246

萬桶）51 萬桶。60而國際能源機構（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的研究指

出，高油價已損傷全球經濟，油價若一直居高不下，未來兩年間可能持續妨礙經

濟成長、刺激通膨、拉高失業率，國際貨幣基金（IMF）因此將 2005 年的經濟

成長率由 4.6%調降為 4.4%，全球透視（Global Insight）也將經濟成長率的預測

由 4.3%調為 3.5%，可見油價持續上漲將不利於經濟發展，部分專家並認為油價

持續上漲，將導致全球經濟再度衰退。61研究顯示，一旦原油價格上漲至＄35／

桶，對OECD國家的經濟即有重大衝擊。此外，根據經建會的評估顯示，若油價維

持在每桶 45 美元以上，超過一年，我國經濟成長率將下滑 0.2 個百分點。同時，

                                                 
57 張四立，「分散油源與能源供應安全」，能源報導，2005 年 1 月，頁 33-34。 
58 中華民國經濟部編，2005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台北：行政院經濟部，2005 年 8 月），頁 3-5。 

59  British Petroleum （ BP ），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04, 
http://www.bp.com/downloads.do?categoryId=9003093&contentId=7005944. 
60  梁 啟 源 ，「 高 油 價 對 台 灣 的 衝 擊 」， 國 政 研 究 報 告 ， 2005 年 8 月 7 日 ， 網 路 版 ，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D/094/SD-R-094-008.htm。 
61 王 素 彎 ，「 油 價 上 漲 物 價 蠢 動 」，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台 商 電 子 報 ，

http://news.cier.edu.tw/Y04/1002/23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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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石油及煤製品每上漲 1％，將使國內躉售物價上漲 0.054％，消費者物價上

漲 0.04％。因此，一旦油價持續上漲將對台灣的整體經濟相當不利。62

此外，石油最大產地 (中東地區)政局不穩，更進一步加深石油供給之不確

定性。前述供給吃緊及需求擴張之不平衡局面，提供國際炒家抬高油價的題材，

以致國際油價漲幅超乎供需均衡之合理範圍。考量中東地區的原油蘊藏量、可開

採年限及其未來出口能力之預測，石油消費國對於中東地區的石油進口依賴度勢

將逐年提高。此一趨勢無可避免將提升 OPEC 在未來國際油價走勢的操控權，

同時對全球各國的石油供應、乃至能源供應安全的維繫，形成威脅。 

具體而言，油價居高對能源供給的影響可分為二部分，首先，高油價將提高

非傳統石油（包括油砂、超重質原油、頁岩油及煤製油）開採及煉製效益，因而

提昇石油供給，解決供給不足問題；其次，高油價將提昇替代能源，如：生質柴

油、酒精汽油等，在價格上之競爭力，因而帶動再生能源供給增加。在消費方面，

高油價將驅使發電部門、工業部門、運輸部門等能源主要用戶調整其能源使用種

類及能源使用效率，以減少燃料費用之支出，對能源消費之增長，將產生相當抑

制效果。63

由於過去兩次的石油危機曾對台灣及世界經濟造成停滯性膨脹（即物價膨脹

與經濟蕭條同時發生）的影響，國人不免擔心，目前高漲的油價可能也會打擊正

走向復甦的台灣經濟，尤其是中小企業對於成本的反映能力相對較弱，其所受到

的影響，也特別值得重視。石油、石化產業屬於上游產業，多是大型且寡占性質

產業，轉嫁較容易，而中下游的產業尤以使用油料較多的中小型產業，如化纎製

品、塑膠製品、鋼鐵、金屬等產業面臨較大的衝擊，中小企業因為議價能力較低，

所受衝擊可能較大企業為大。此外，一旦油價持續飆漲，將引發電力、航運、原

物料價格持續上漲，企業生產成本也會隨之波動，對中小企業將是雪上加霜。就

                                                 
62  郭博堯，「全球石油危機的油價衝擊」，國政分析 ，2003 年 1 月 24 日，網路 版，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D/092/SD-R-092-005.htm。 
63 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MIC觀點，「剖析國際油價上漲對ICT產業之衝擊 」，2005 年 12 月 7

日，網路版，http://mic.iii.org.tw/pop/micnews2_op_new.asp?sno=121&cred=200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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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面而言，將使企業成本上升、獲利減少，而若成本轉嫁消費者，在產品售價

上升的壓力下，除了會帶動物價上升外，對消費者需求也有壓抑作用，不利經濟

的成長。油價上漲所及，電力、航運、大宗物資、原物料均因成本上漲而被迫反

映，除了加強產業經營的壓力外，也會進一步造成通貨膨脹。64

 

T2. 能源運輸有其風險，以海盜猖獗與恐怖攻擊最為明顯。 

 

西太平洋有兩條主要的運輸航道，一條為南海航道：自台灣海峽、南沙群島

西側至新加坡馬六甲海峽，可前往中東產油區，是主要的石油運輸航道，另外一

條則為台灣海峽沿著南沙群島東邊的巴拉望航道，也是重要的能源航道。南海海

域內之航道係穿過麻六甲海峽後，沿中南半島北航，穿越南海盆區，經中沙群島

之東而北上，據估計約有 25%世界航運量及行經此南海航道海域，南海亦係世界

航運量第二大之海上航道，每年約有 4 萬艘船舶航經本海域，僅次於地中海，

全球「液化天然氣」貿易量將近約有三分之二係經由南海運送，65因此，只要東

南亞附近的航線發生中斷，就可能演變成為區域性甚或全球性的經濟事件。 

麻六甲海峽是世界上海盜活動最多的海域之一，根據國際海事局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 IMB）的統計，1994 年到 2005 年登記有案的海

盜事件共 3480 件，其中麻六甲海峽佔了 197 件，再加上鄰近的印尼、越南以及

南中國海，即達到總數的六成之多，66猖獗的海盜活動不僅對船舶通行構成嚴重

威脅，貨物與人員的損失、高額保險金的賠償也給相關國家造成了重大損失。 

  其次，恐怖組織的活動使各國對海峽的安全問題更加擔憂。原因在於：第一，

恐怖分子襲擊海上目標的傾向性增強。如2000年10月發生在葉門的美國軍艦科爾

                                                 
64 經 濟 部 中 小 企 業 處 ，「 油 價 上 漲 對 中 小 企 業 經 營 之 影 響 與 對 策 」， 網 路 版 ，

http://www.moeasmea.gov.tw/Data_Service/%E6%B2%B9%E5%83%B9%E4%B8%8A%E6%BC%B
2%E5%B0%8D%E7%AD%96.asp。 
65 翟文中，「南海爭議的緣起，現況與解決(上)」，海軍學術月刊，第 39 卷第 8 期(2005 年 8 月)，

網路版，http://www.mnd.gov.tw/publication/subject.aspx?TopicID=1163。 
66  ICC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2005ANNUAL REPORT,” www.icc-ccs.org. 

 43

http://www.moeasmea.gov.tw/Data_Service/%E6%B2%B9%E5%83%B9%E4%B8%8A%E6%BC%B2%E5%B0%8D%E7%AD%96.asp
http://www.moeasmea.gov.tw/Data_Service/%E6%B2%B9%E5%83%B9%E4%B8%8A%E6%BC%B2%E5%B0%8D%E7%AD%96.asp
http://www.mnd.gov.tw/publication/subject.aspx?TopicID=1163
http://www.icc-ccs.org/


能源戰略環境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一個淨評估的探討 
 

（USS Cole）受襲事件、2002年法國油輪林伯格號（Limburg）在葉門發生爆炸

都被認為是恐怖分子所為。第二，東南亞地區的恐怖組織與基地組織關係密切，

911事件後其恐怖活動頻繁，這使東南亞各國政府普遍擔心伊斯蘭聖戰組織等可

能會襲擊麻六甲海峽以及該地區的重要港口。第三，海盜在海峽地區的長期存

在，為恐怖組織發動襲擊提供了條件，使海峽的安全狀況更加惡化，許多國家擔

心如果恐怖分子一旦和當地海盜勾結，利用海盜提供的情報資料和技術，襲擊過

往麻六甲海峽的商船或油輪，將會破壞海峽的通道安全，這被認為是目前麻六甲

海峽面臨的最主要的安全威脅之一。67

對於仰賴能源進口及對外經貿的台灣而言，進出口貨物大多經由海上運輸，

尤其是原油能源及製造原料又佔大宗，如能源約佔 52.6%，礦砂原料佔 19.4%，

民生必需品進口約佔 13.9%，若每日進口 60 萬桶原油，其中 89%經由南海航

道，9%經巴拉望航道，分別自產地中東（67%）、非洲（12%）、西歐（2%）及東南

亞（17%）運返台灣，68由此可見南海航運對台灣能源進口及對外經貿出口之重要

價值，此外，隨著台灣經濟發展進步，能源消耗及外國進口勢必升高，而對外航

運交通的仰賴程度亦將隨之加重。 

 

T2.  由護衛能源航道所可能引起的戰略競逐與軍備競賽值得注意。 

 

冷戰結束後，以美國為中心的區域安全架構逐漸鬆動，加上區域內各主要強

權經濟蓬勃，也促使各國相繼推動海軍軍備擴張計畫，其中以崛起的中國、印度，

以及脫離泡沫經濟的日本最為積極，若檢視其戰略目的，大抵不脫離下列四點思

考：（一）保護領土安全，包括「專屬經濟海域」（EEZ）及「近海」（Off-Shore）

資源；（二）監視及保護海上運輸線（Sea Line of Communication, SLOC），尤其

                                                 
67 張潔，「中國能源安全中的麻六甲因素」，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 97 期(2005 年 8 月)，頁

20-21。 
68 張中勇，「南海航運與交通安全」，發表於南海政策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台北：政大國際關係

研究中心、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2003 年 3 月 29 日），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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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聯繫海外原油至本國的航線；（三）國內政治的需求，比如民族主義興起、與

他國的歷史宿怨與領土爭議；（四）針對美國的「戰略撤退」（Strategic Retreat）

做出回應，欲填補區域權力真空，或是提升國家地位。69以下將針對未來二十年

間影響亞洲最為明顯也最為重要的三個大國：中國、日本與印度，進行威脅評估，

這三國不但是擴充軍備最為積極的國家，更是有大量能源需求的國家。70

在中國方面：根據華盛頓郵報獨家取得美國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內部報告，

名為「亞洲的能源未來」（Energy Futures in Asia），中國已發展出一項「珍珠鏈」

(string of pearls)戰略， 試圖在緬甸和巴基斯坦之外，再與孟加拉、柬埔寨和泰

國達成軍事協議。71從地中海到南中國海以設立軍事基地或投射軍力方式，確保

石油運輸通道不受威脅。報告說，此舉危及在公海航行的各國船隻，而由於美中

之間存在「台灣問題」，一旦衝突爆發，勢必對美國海軍構成威脅，報告說，中

國相信一旦「台灣問題」衝突爆發，美軍將打斷中國大陸能源供應，因此中國希

望建立一支深海海軍來控制海上航道，以避免能源供應因為美國海軍等潛在威脅

而可能出現的中斷狀況，特別是在它與台灣發生衝突的情況下。英國《衛報》在

2005 年 11 月刊登了一篇題為《美國對北京發展“珍珠鏈戰略＂感到不安》的文

章，文章指出，瓜達爾港有“巨大的戰略吸引力＂，北京為突破麻六甲困局，正

採取“珍珠鏈＂政策，與從波斯灣到中國東南部沿海的一連串戰略港口發展商業

或軍事關係，以此保護其能源安全，瓜達爾正是鏈上的第一顆“珍珠＂，文章並

                                                 
69 Wilfried A. Hermann著，張天虹、翟文中、沈明室譯，亞洲的安全挑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

譯局，2000 年 5 月），頁 42-43。 
70 本文論述的重點並不在於這三國整體的軍力發展，而是著眼於這三國在能源安全議題上所衍

生出的軍備擴張現象，其中又以海軍軍力為最主要的焦點。 
71 根據報告，中國的相關部署如下：瓜達爾（Gwadar）：中國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建造新的海

軍基地，並在該處設立電子監聽站，瓜達爾港位在巴國西南端最接近波斯灣之處，可監視從赫姆

茲海峽到阿拉伯海之間的船行航行動態。安格達旭：中國在孟加拉的吉大港（Chittagong）建立

貨櫃港，並加強和孟加拉海事關係及商業關係。烏瑪：中國與仰光軍事政權關係密切，有 80%

的進口石油將途經此地；目前中國正在緬甸建立海軍基地，並在孟加拉灣和麻六甲海峽附近的島

嶼上設有電子情報搜集設施。柬埔寨：2003 年 11 月，中國與柬埔寨簽署軍事協議，柬國並協助

北京興建連接中國西南方至柬國海港的鐵路。南中國海：中國在南中國海積極加強軍力，以期能

夠從內地大陸與海南島投射海、空軍力。泰國：中國正在考慮資助一項穿越克拉地峽的運河工程—

這條運河能夠使船隻繞過麻六甲海峽，將使中國在泰國擁有港口設施、倉庫及其他一些基礎設

施 ， 從 而 擴 大 中 國 在 這 一 地 區 的 影 響 力 。 見 亞 洲 時 報 在 線 中 文 版 ，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3701&Itemid=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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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五角大樓不安地注視著這一切。＂72

瓜達爾港位於巴基斯坦南部沿海，南臨阿拉伯海，西望阿曼灣和波斯灣，地

理位置非常優越。目前由中國港灣建設（集團）總公司援助建設，因為座落在歐

洲、非洲、中東與亞太地區海上交通運輸的樞紐地段，港口建成後將為巴基斯坦

落後、封閉的俾路支省(Balochistan)和西北邊境省打開一條連接外部世界的藍色

通道，其輻射作用可覆蓋整個阿富汗和中亞地區，偏遠窮困的瓜達爾城也將借助

港口優勢成為巴基斯坦國內的一個物流中心。而瓜達爾港與具有重要戰略意義的

波斯灣咽喉荷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相距只有 400 公里，根據 2004 年的統

計，經過荷莫茲海峽的石油運輸大約是 1650-1700 萬桶/ 日，佔全球 40%的供應，

是目前為止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通道，73
中國亦有將近 60%比例之重的石油來自

中東，目前中國尚無法突破麻六甲困局，更遑論前進至荷莫茲，故中國擔心在波

斯灣和中亞地區有著大量駐軍的美國，會在台海局勢緊張時切斷荷莫茲海峽或麻

六甲海峽的石油供應線。此外，如果中國能取得瓜達爾港，便可以監視美軍在波

斯灣的一舉一動，並對印度海軍在阿拉伯海上的行動以及美印在印度洋的軍事演

習瞭若指掌，還可為中國提供了一個從伊朗和非洲向新疆等西部省區輸入石油的

轉運基地，中國也可以通過這個港口大舉進入中亞各國市場，並刺激中國西北部

地區的經濟增長。中巴合作修建瓜達爾港口令印度、美國不安，中國在阿拉伯海

的存在加劇了印度的被包圍感，在區域層面，印度認為巴基斯坦是其主要的現實

威脅，而中國則是主要的潛在威脅。74美國則對中國即將取一條關鍵航道的入海

口感到不自在，在與伊朗一觸即發的當下，華盛頓似乎更加密切關注瓜達爾的海

軍設施。 

在日本方面：日本對國外能源依賴非常強，其在中東產油區進口大量原油都

                                                 
72 Declan Walsh, “US uneasy as Beijing develops a strategic string of pearls,” The Guardian, November 
10, 2005.  
73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World Oil Transit Chokepoints, Strait of Hormuz,” 
http://www.eia.doe.gov/emeu/cabs/World_Oil_Transit_Chokepoints/Hormuz.html.  
74 Jasjit Singh, “Indian Ocean and Indian Security,” in Indian Defense Review, ed., by Satish Kumar
（India：Lancer International, July 31, 1988）,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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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經過南海水道，在麻六甲具有重要的經濟利益，其所需原油的 90%都必須經

過麻六甲海峽，因此麻六甲海峽被日本視為“海上生命線＂。長期以來，日本一

直高度關注海峽安全，從地緣戰略的角度上觀之，這條航線途經台灣海峽、南沙

海域及東南亞有關國家的沿海，是一條具有政治、經濟、軍事意義的重要航線。

日本方面表示為了維護日本的能源安全，必須對這條能源運輸線加以保護。由於

東南亞國家對日本戒心很重，日本的艦隊還不能過分張揚地獨自進入該地區，採

取和該地區國家進行聯合軍事演習的方式可以避免刺激東南亞國家。75

    日本海上自衛隊主要透過不斷進行海軍艦艇和設備升級來提高戰鬥力，雖然

在艦艇數量上變化不大，但日本海上自衛隊艦艇的噸位和裝備則獲得了迅速提

高，基本實現了大型化和遠端化。目前，日本海上自衛隊的遠洋作戰能力僅次於

美國，配備了金剛級導彈驅逐艦、美國的神盾（Aegis）防空系統以及村雨級導

彈護衛艦，更建造了大隅級兩棲攻擊艦，此使海上自衛隊跨入擁有現代主流兩棲

戰艦的行列，亦被視為是日本未來航空母艦的雛形。76

1980 年之前，海上自衛隊扮演著負責日本領海周邊海上管制的次要且被動

的角色，但 1982 年日相鈴木善幸訪美，隨後兩國發表聯合公報，其中確認「日

本與美國之間對角色適切劃分之企求，乃是確保該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一種方

法」，公報中雖未明指 1000 浬海上運輸線的防禦，但日相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回

答，1000 浬海上運輸線的防禦確實是日本國防政策之一，這是首次將防禦海上

運輸線的構想納入日本官方政策中，隨後，繼任的日相中曾根康宏在 1983 年訪

美間，重申對防衛海上運輸線的承諾，並指出「如果我們要建立海上航線，就要

捍衛關島與東京，以及台灣海峽與大阪之間的海上航線」。因此，1000 浬海上航

線的防禦政策在 1983 年正式確立，此後日本國防白皮書中自然地將此一任務列

為海上自衛隊的角色之一。772003 年日本參議院通過所謂有事三法案，78翌年，

                                                 
75 倪建民主編，國家能源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417。 
76 Duk-Ki Kim著，吳奇達、張台航譯，東北亞海軍戰略（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年 9

月），頁 38、42。 
77 日本防衛廳編，黃朝茂、宋一之譯，2003 日本防衛白皮書（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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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通過所謂的有事七法案，79所謂「有事」，根據日本官方的解釋是不僅指既成事

實的“遭受武力攻擊＂，甚至連“事態緊迫，可以預測將受到攻擊的局面＂以及

“有被攻擊的危險＂也被統統納入“有事＂範圍。這樣一來，日本便可以根據自

己對事態的預測和判斷，突破“專守防衛＂原則，先行發動攻擊以解除“潛在威

脅＂。另外，該法案還假設了周邊地區可能出現的緊急事態，按照此法案，日本

的周邊事態，不僅包括台灣海峽，而且包括日本的海上生命線—麻六甲海峽，這

就莫可避免與中國產生國家利益上的矛盾了。80

在印度方面：印度近年來一直宣稱在麻六甲海峽擁有安全利益，其新的海軍

戰略也強調維護從波斯灣到麻六甲海峽的合法利益。印度的安達曼與尼科巴群島

位於孟加拉灣，正處於麻六甲海峽的西部入口處。印度在該群島修建了海軍基

地，在安達曼島上成立了第四海軍司令部，並配備有相當的兵力，從而在麻六甲

海峽的西部入口處建立了一個前進基地，以此達到掌控印度洋的目的。81印度認

為，確保麻六甲海峽安全符合國家的貿易和軍事安全利益，傳遞了印度原則同意

為海峽提供安全保障的明確信號。822000 年初，印度外長、國防部長相繼訪日，

雙方展開安全磋商，建立定期的防務對話機制，於同年 8月建立了全球性夥伴關

係，並加強海軍合作，共同保護從波斯灣、印度洋、馬六甲海峽、南中國海到日

                                                                                                                                            
年 3 月），頁 302。 
78 這三項法案是：《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改

案》。《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的主要內容是：當日本遭到武力攻擊時，政府可以在內閣會議上

決定應對基本方針，並設置由首相擔任部長的對策總部；授予首相能夠對地方自治體發佈具體行

政指示的指示權和代執行權。《自衛隊法修改案》增加的主要內容有：當預測到要遭受敵方的武

力攻擊時，自衛隊可以構築防禦設施；接到行動命令後，自衛隊有權強行徵用私有土地和改變私

人房屋的形狀。《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改案》增加的主要內容有：設置向安全保障會議提供建

議的“應對緊急事態專門委員會”。 
79 這七項法案包括《國民保護法案》、《美軍行動順利化法案》、《修改自衛隊法法案》、《外國軍

用品海上運輸規範法案》、《特定公共設施利用法案》、《俘虜等處理法案》和《違反國際人道法行

為處罰法案》。根據這些法案，日本自衛隊將不僅可以在和平時期，而且也可以在“緊急情況”

下為美軍提供後勤物資、亦在緊急情況下保護和撤離平民、在日本周邊海域檢查船隻、確保戰俘

受到公正對待、禁止外國公民旅行，以及保護文化財產等等。 
80 同註 77，頁 418。 
81「鼓勵印打造一流海軍 美國借印度之手遙控麻六甲」，人民網，2005 年 11 月 8 日，網路版，

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1078/3837887.html。 
82 Ramtanu Maitra，「能源合作可望成為中印關係之紐帶」，亞洲時報在線，2005 年 4 月 13 日，網

路版，http://www.atchinese.com/2005/04/0413spe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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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能源運輸線；另外以聯合打擊海盜為名，在南中國海進行聯合演習。83

目前印度海軍已擁有 19 艘常規潛艇，其中 10 艘為俄製「基洛」級潛艇、5 

艘F 級潛艇、4 艘由德國引進的 209 型潛艇。印度國防部長與法國國防部長在

2002 年 11 月簽署一份從法國購買 6 艘「魚」級潛艇的協定，印度也計畫自己

建造一艘核潛艇，增購或建造潛艇，擴張海軍戰力是印度實現其控制海洋戰略的

目標。2002 年 11 月 5 日，印度首度與東協進行ASEAN +1 高峰會議，並簽署

共同聲明，加強彼此合作關係。1997 年開始，印度也開始積極參與東協區域論

壇活動。84但就現勢觀之，麻六甲海峽周邊三國的立場也在發生變化。2005 年 9

月 13 日，馬來西亞、新加坡、印尼與泰國對麻六甲海峽進行聯合空中巡邏，名

為「天眼」（Eyes in the Sky），確定了海峽安保的標準作業程式。這意味著反制

美國提出的「區域海事安全倡議」（RMSI），也代表短期內日本和印度也被排除，

麻六甲海峽的安保事務將由 4個東盟國家主導。85

另外，印度曾公開支持越南在南沙領土主權上的立場，又與越南簽訂了在南

中國海開採石油的協議，並和美、日、東協各國舉行聯合海上演習，在在都增加

了中國海上安全的壓力，中國認為，「印度是藉防禦之名，行擴張之實，企圖控

制從阿拉伯海到南中國海的廣大海域，其插手南海事務的意圖已見端倪。」86亦

有觀察家認為，印度東進南海的目的之一，是為了回應中國在孟加拉、巴基斯坦、

緬甸等地的擴張行動，對於崛起的大國而言，沒有什麼是比控制鄰近海域與擴大

勢力範圍更具誘惑了。87

印度和日本都希望在更大範圍內具有重大影響力，並認為這種重大影響力是

建立在足夠強大的軍事力量之上，雙方還不約而同地選擇了海軍作為發展的重

                                                 
83「日印美共築海上安全防線 試圖遏制中國海軍」，新華網，2003 年 12 年 23 日，網路版，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3-12/23/content_1244779.htm。 
84 宋燕輝，「南海地區安全戰略情勢之發展與現況」，發表於南海政策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台北：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2003 年 3 月 29 日），頁 13。 
85 宋燕輝，「麻六甲海峽四國聯合空中巡邏演習之意涵暨我應持立場」，CSCAP中華民國委員會

會訊，第 12 期（2006 年 1 月），頁 44。 
86 杜朝平，「論印度東進政策」，國際論壇，第 3 卷第 6 期（2001 年 12 月），頁 26-27。 
87 劉二龍，「經濟與政治的接軌-由東協自由貿易區看中共區域版圖的擴張」，共黨問題研究，第

28 卷第 8 期（2002 年 8 月），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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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這兩國軍事實力的迅速膨脹和活動範圍的不斷擴大，將使周邊國家深感不

安，尤其是意欲在東南亞稱霸的中國，這可能引起亞洲新一輪的海軍競賽。就長

期而言，中國若刻意成為「兩洋海上強權」（Two Ocean Maritime Power），且印

度經濟發展亦能支持其海軍現代化，則中國和印度的利益衝突極可能升高；與日

本之間的新仇（爭奪能源）舊恨（歷史宿怨），也可能化為戰爭危機。另外，印

度是否會與美日結盟、中國是否會拉攏東協各國以抗美日、東協各國是否會為了

維持實力的平衡而發展海上力量，這些議題都會造成新的不穩定因素，值得我國

持續觀察。 

 

T3. 京都議定書生效，我國雖非締約國，但仍應遵守國際規範，否則可能面臨

制裁，亦不利我國形象。 

 

京都議定書已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全球因應氣候變遷將邁入新

紀元，附件一國家除美國、澳洲、白俄羅斯外，其餘 35 個國家已面臨實質履行

減量承諾責任，目前除了德國與英國達到具體減量目標之外，其餘工業化國家

CO2 氣體排放仍然呈現成長趨勢。依據京都議定書第三條規定，至 2005 年起，

應開始審議第二階段的減量承諾，特別是非附件一國家的減量責任。此一趨勢將

提高非附件一國家的減量壓力，雖然我國並不是聯合國之會員國，無法簽署京都

議定書，目前並未直接受國際規範要求減量，但對占全球CO2 排放量 1%的我國

仍有相當程度之影響，88並由於我國並非公約締約國，無法透過國際正式管道(例

如締約國大會)參與協商談判，爭取我國最適減量承諾。其不利情勢，更增強研

擬策略性減量政策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另一方面，京都議定書的生效將直接或間接地改變國家的產業競爭力、國際

貿易型態、及比較利益。雖然京都議定書並沒有貿易制裁的條款，因此，也不會

                                                 
88  經 濟 部 中 小 企 業 處 ，「 京 都 議 定 書 對 我 國 中 小 企 業 的 影 響 與 因 應 策 略 」， 網 路 版 ，

http://www.moeasmea.gov.tw/Data_Service/approu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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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議定書的締約國引用議定書的規範對我國進行貿易制裁的狀況。但附件一國

家為達到國家減量目標，在符合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原則下，對於貿易商品可能提出較過去嚴格的能源效率標準等可能影響貿易之措

施，將可能影響我貿易發展。89如歐盟的環保三指令規定除電器電子產品回收

（2004 年 8 月生效）及限制有毒物質（如鉛、鎘及汞）的使用（2005 年 7 月生

效）之外，在能源使用方面也要求能源使用產品需滿足生態設計（EuP）的要求，

否則可對其進口加以設限。台灣的出口及進口分佔GDP比率達 56.4％及 48.9

％，貿易依存度（即進出口總額佔GDP比率）達 105.3％，出口若受各國的貿易

制裁，台灣經濟勢必遭受重大打擊。歐盟 2004 年佔台灣出口及進口總額的 12.8

％及 9.9％，國際比較亦顯示台灣的能源生產力（以購買力平價計算）比日本及

歐盟分別低了 24％及 20％，以美金計價則更低，約低了 50％。而台灣耗能產業

佔整體經濟能源消費比重則由 2000 年的 31.8％提高為 2004 年的 35.93％。故台

灣產業面臨國際貿易制裁的風險相當高。90

在需求面，京都議定書的生效，將迫使各國採取適當措施，如碳稅、排放交

易等機制，以增強能源使用者調整能源使用方式之誘因，提昇各能源需求部門能

源使用效率，降低能源消費量，進而減少CO2 之排放量。91其中，發電部門除需

透過前述發電燃料轉換以減少CO2 排放外，亦可能透過提昇發電設備能源轉換

及電力輸送效率，及使用淨煤技術等潔淨能源技術達成排放減量目標，透過相關

燃料轉換及效率提昇措施，將使認可議定書之附件一國家發電部門整體能源消費

減少，特別是高碳含量的煤炭及石油等能源消費，將更顯著降低。至於其餘附件

一國家及發展中國家之消費量，短期內則應不會有顯著調整。 

另一個受京都議定書影響較大的部門為運輸部門，由於運輸部門油品消費量

                                                 
89 根據WTO有關於貿易障礙的規定，對環保有「除外條款」，即基於環保考慮可對進出口品課徵

環保稅。 
90 梁啟源，「京都議定書生效對台灣經濟之影響」，國政研究報告，2005 年 8 月 7 日，網路版，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D/094/SD-R-094-009.htm。 
91 韋伯韜、蒙志強，「政府應積極面對嚴峻的台灣經濟形勢」，國政評論，2005 年 3 月 9 日，網

路版，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FM/094/FM-C-094-0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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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若認可議定書之附件一國家選擇透過課徵碳稅方式提昇調整誘因，運輸部

門將因燃料成本增加而減少運輸量，複燃料車種及省能車種的市場佔有率亦將提

昇，進而減少油品耗用量。至於發展中國家，由於原本汽車普及率較低，目前汽

車銷售年增率仍高，短期內油品消費應仍呈成長趨勢。92

至於工業部門及住商部門，議定書的生效將提高能源使用者選用高能源效率

設備設施之誘因，進而擴大高能源效率機具之市場佔有率，有利於該類產品達到

市場規模，降低該類產品之價格，在設備能源效率普遍提昇後，工業部門及住商

部門之能源使用量將顯著減少。惟能源效率提昇之減量效果未必能大過經濟成長

之增量效果，整體減量成效仍需視全球經濟成長幅度而定。 

但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的研究，若將 2015 年時CO2 排放值訂在 1990 年排

放值之 2倍，且CO2 排放效率可提升 19％ 的情形下，製造業的產值將呈現逐年

衰退的現象（服務業的成長率也受衝擊）。更何況，京都議定書最重要的目標，

是 2012 年時CO2 等六項溫室氣體的排放量，要比 1990 年還少 1.8％。若要完全

符合此一嚴苛要求，我國產業受到的衝擊之大，不言可喻。93 

    若單就製造業來看，由表 3.3.1 可以看出，若將 2015 年時的CO2 排放量，

設定在 1990 年排放量 2 倍的限制下，金屬機械、化學工業、民生工業都會受到

相當大幅度的衝擊，從 2003 年到 2015 年的平均成長率，都會大幅衰退，其中化

學工業與民生工業更會成為負成長，平均成長率分別為 0.19％ 與 0.92％。該實

證結果顯示，若排放減量目標之標準過高，不僅耗能產業受衝擊，其他產業部門

也將受影響。因此，我們必須承認，溫室氣體減量是一長期且具持續性工作，若

想在短期內達到過嚴之目標，將嚴重衝擊相關產業。 

 

 

                                                 
92 同註 8，頁 24。 
93 侯貞雄，「因 應 京 都 議 定 書  產 業 界 觀 點 」，全 國 工 業 總 會 服 務 網，財 經 文 摘，2005

年 7 月 5 日 ， 網 路 版 ，

http: / /www.cnf i .org . tw/kmporta l / f ront /bin/ptdeta i l .phtml?Part=magazine9407-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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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2015 年四大製造業部門生產毛額結構與成長率預測 

  金屬機械 資訊電子 化學工業 民生工業 

無 CO2 排放限制下，佔製

造業的比重 
25.45% 37.67% 24.90% 12.00% 

2015 年的排放量為 1990 排

放量 2 倍的限制下，佔製

造業的比重 

22.90% 46.76% 19.93% 10.41% 

無排放限制下，2003-2015

的年平均成長率 
4.51% 5.22% 3.55% 2.03% 

2015 年的排放量為 1990 排

放量 2 倍限制下,2003-2015

的年平均成長率 

1.68% 5.15% 0.19% 0.92% 

Source: 侯貞雄，「因應京都議定書 產業界觀點」，全國工業總會服務網，財經文

摘，2005 年 7 月 5 日，網路版，

http://www.cnfi.org.tw/kmportal/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magazine9407-424-5。 

 

T4. 我國未能加入 IEA，需加強建構應急反應機制與戰略儲油。 

 

1973 年和 1979 年兩次石油危機嚴重打擊了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的爆發使

美國、日本和歐洲等先進國家認識到，必須建立因應的石油應急反應機制，國際

能源機構﹙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就是在這樣背景下應運而生，其核

心任務便在於建立石油儲備體系，保障成員國的能源安全。
94三十多年來，IEA

已經建立起世上最完善的石油儲備體系，其標準與經驗包括：(1)石油淨進口國

需建立至少相當於前一年 90 天的淨進口量；(2)石油儲備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可

以包括戰略儲備（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與商業儲備（Commercial 

Reserve）；(3)在儲備總量中，戰備儲備占 1/3，商業儲備占 2/3。商業儲備包括

不可動用儲備（Unavailable Reserve）與可動用儲備（Available Reserve），前者是

維持煉油廠、銷售公司或加油站等正常營運而儲備，後者則是可以透過高賣低買

                                                 
94 見IEA網站，http://www.iea.org/Textbase/abou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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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市場運作，以提高經濟效益；(4)戰略石油儲備不可輕易動用，主要針對供應

中斷。IEA對於供應中斷的定義為市場供應缺口在 7%以上；(5)成立專門管理機

構和制訂相關法律規定；(6)石油儲備建設需要一個漫長的建構過程，時間持續

20 年甚至更長。95

IEA的會員國有 26 個（亞洲的成員國為日本與南韓），我國因國際情勢未能

加入，必須獨自建立政府安全儲油體系。根據亞太能源研究中心對石油安全存量

之成本效益分析報告顯示：(1)當經濟體規模越大，石油安全存量之經濟效益將

越大；(2)區域中部分經濟體建置石油安全存量，於石油危機時釋油能為整個區

域帶來效益；(3)石油危機越嚴重，則石油安全存量所帶來之效益越大，但小型

經濟體單獨建置石油安全存量之效益則不佳。96

目前經濟部運用石油基金儲存不低於前一年國內石油平均銷售量及使用量

30 天需要量之政府儲油，總計 283 萬公秉，其中原油 160 萬公秉，成品油(包

括燃料油、航空燃油、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氣)123 萬公秉，已於 93 年 12 月

14 日完成石油採購作業，由於考量石油業者船期安排及儲槽調度限制等因素，

已交貨 187.5 萬公秉，均以租用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兩家煉製業者之油槽

方式儲存。由於業者儲油槽有限，少部分原油及航空燃油需待業者於 96 年新建

儲槽後方可交貨。97未來當油源不足或油價大幅波動，有影響國內石油穩定供應

或國家安全之虞，而進入緊急時期時，主管機關將依法釋出政府儲油，以避免石

油供應短缺。 

近年來國際油價持續高漲，不易以低價儲油，現行政府儲油制度是採記帳式

儲油方式，委託石油業者代儲政府儲油。而政府儲油原油標案於採購初期係採固

定價格，基於國際油價甚難準確預測，經改變招標採購策略，採行設有(離岸價

格每桶價 37 美元)採購上限之實報實銷處理原油標案，如原油採購費用超過每

                                                 
95 同註 75，頁 120。 
96 白裕成、吳榮華，「石油安全議題剖析-石油安全存量範例研究」，成功大學石油策略研究中心，

專題研究，2004 年 8 月 6 日，網路版，http://www.ncku.edu.tw/~cpss/。 
97 同註 8，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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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 37 美元油價上限，尚需與業者採行協商專案辦理。98「石油管理法」除規定

石油煉製業及輸入業應儲備前 12 個月國內石油平均銷售量及使用量不低於 60 

天安全存量外，依同法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政府應運用石油基金儲存石油，

其儲存量在本法施行後第 3 年不低於前 1 年國內石油平均銷售量及使用量之 30 

天需要量」。99以期因油源不足或油價大幅波動，以致國內石油發生供需失調時，

能藉由政府儲備石油之釋出，恢復市場供需秩序。 

 

T5. 中國採行走出去戰略，推動能源外交，恐將趁機壓縮我國外交空間。 

 

由於石化燃料係非再生資源，在中國本身無法自給自足的情況下，這一永續

發展戰略的解釋應是向外國進口，亦即向外找油。自中國第四代領導人上任後，

即依 2001 年「中國經濟貿易委員會」制訂的〈石油工業十五規畫〉的「走出去」

戰略與分散油源政策，四處尋油。「走出去」戰略設定三大戰略區：中東北非、

南美洲、俄羅斯中亞，其戰略主要包括兩方面：一是接受國際資金技術參與本國

油源的開發；一是以投資方式，參與國外油源相關基礎建設的建制。100

目前中國大陸的油源外交，是運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金元等各種手

段，和世界各國和地區，尤其是和產油國簽署各種形式的協議或組成組織，強調

能源合作，以建立穩定供應的多元化油氣進口管道，完成中國大陸石油貿易多元

化體系。除了國對國的能源合作、開發協議，中國大陸當局也支持國內三大石油

業巨擎走出去，加強海外探勘開發業務的投資力度，實現國際石油資源國內化，

提高海外份額油(很多石油開採合作都採取份額油的方式，即參與在石油建設項

目的股東，每年可從該項目的石油產量中取一定的份額)比例，以進一步降低對

                                                 
98 白裕成、吳榮華，「政府儲油成本效益初步探討」，成功大學石油策略研究中心，專題研究，

2005 年 7 月 13 日，網路版，http://www.ncku.edu.tw/~cpss/。 
99 見「石油管理法」，能源局網站，http://www.moeaec.gov.tw/laws/oil/l_oil_01.asp?group=g。 
10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石油工業十五規畫」，2002 年 7 月 31 日，網路版， 
http://www.setc.gov.cn/gjjmwznzn/gyswgh/2002073100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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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進口的依賴。101

西方學者研究發現，2003 到 2004 年中共石油進口來源的調整是增加非洲、

俄羅斯、巴西、加勒比海的進口量，而這些地區國家正是中國能源外交工作的重

點，石油採購毫無疑問扮演著橋樑的角色。102就非洲而言，石油產量估計佔全球

總產量 11%，其中埃及、阿爾及利亞和利比亞的產量約佔 50%。此外，近幾年在

安哥拉、剛果、赤道幾內亞和尼日利亞的近海也相繼發現重要油田。專家認為，

在喀麥隆、剛果、加彭、安哥拉、賴比瑞亞近海更深的水域還有儲量更豐富的油

田。而外國資本則已大量湧入撒哈拉以南非洲石油產區，據估計，今後 20 年內，

僅在幾內亞灣這一地區，西方石油公司就打算投資 400-600 億美元。103有鑑於非

洲豐富蘊含的油礦，中國大陸於是積極佈局欲與非洲國家建立油源合作關係，藉

著成立“中非合作論壇＂作為中非集體對話與務實合作的機制。目前中國大陸已

與埃及、阿爾及利亞簽署開採石油和天然氣的合作協議，並開始從加彭購買原

油，蘇丹更於九零年代中期即與中國合作，被視為是中國在非洲實行「走出去」

戰略的成功典範。2005 年中國持續深耕非洲地區，國家主席胡錦濤會晤包括津

巴布書（原南羅得西亞）、肯亞等國總統，並派外交使節拜訪阿爾及利亞、墨三

比克、加蓬、納比瑞亞、利比亞等國，加強雙方交往與合作關係。104中國對非洲

的投資也使其在聯合國中獲得對於台灣主權聲明的支持，塞內加爾在與中國斷交

10 年後，於 2005 年 10 月由原本承認台灣轉為承認中國，此舉使我國的邦交國

只剩下 25 國，且大部分是加勒比海和太平洋島國。 

為了保護台灣在國際上能源合作開發的利益，以及與中國大陸爭奪非洲地區

能源，國安會專門成立「台非小組」，提出「緝黑行動」（即石油）的海外石油合

作計畫，針對非洲原油礦產豐富的國家尤其是友邦，進行石油能源開採投資可能

                                                 
101 于有慧，「胡溫體制下的石油外交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第 48 卷第 3 期，頁 29-31。 
102 楊志恆，「中共的石油外交戰略與市場操作」，大陸工作簡報，2005 年 10 月 12 日，頁 6-7。 
103  陸綺雯，「石油爭奪下一站：非洲」，人民文摘 ，第 7 期，2004 年 7 月，網路版，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2086/12404/1115608.html。 
104 簡淑綺，「中國大陸原油需求與油源外交之研究」，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第 153 期，2005 年 7
月，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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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評估。據報導指出，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親自主持該小組，主要成員包括國

安會諮詢委員楊光華、外交部政務次長高英茂與非洲司司長張北齊及主管非洲事

務的幕僚，實行以石油開發與外交利益相結合的戰略，其中，台非小組已對安哥

拉、查德等非洲產油國的基本國情、石油儲藏及能源生產能力等情況進行了投資

評估，中油公司已編列 28 億元的專門勘探經費，用於與台灣有邦交的查德合作

開發油田。105另一與台灣有邦交的甘比亞儲油潛力尚大，已和台灣、加拿大等國

進行合作計畫，但由於資金缺乏，至今未能有效開發，台灣對此非常關注，於

2004 年專門在臺北科技大學成立了甘比亞石油專班（The Gambian Petroleum 

Educational Program），為其培養石油工業人才，亦為未來雙方合作開放油氣田創

造條件。106

 

T6.  南海能源豐富，我國雖為主權聲索國，但就現勢觀之，處於不利地位。 

 

南海是「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的簡稱，南中國海水域東西寬約 1,500

公里，南北長約 2,700 公里，面積約 350 萬平方公里。在這片廣大的水域上，散

佈著大約 230 個左右的大小島嶼、環礁以及洲灘。南海水域通往印度洋的主要出

口有麻六甲海峽(Malacca Strait)、巽他海峽(Sunda Strait)與龍目海峽(Lombok 

Strait)；通往蘇祿海(Sulu Sea)的出口有巴拉巴克海峽(Balabac)；通往太平洋的出

口有巴士海峽、呂宋海峽(Luzon Strait)與巴林坦海峽(BalintangStrait)；通往東海

的出口則為台灣海峽。就地理徵候論，南海周圍 90％為陸地環繞，係東北、西

南走向的半封閉型海底盆地。南海水域散佈著西沙群島、東沙群島、中沙群島與

南沙群島等四組島群。南海水域的各島嶼面積不大，但是海域面積遼闊，蘊藏豐

富的海底資源，加之位居戰略要衝，使得南海主權爭執越演越烈，目前我國對於

                                                 
105  「 我石油戰略 鎖定亞西南美非洲挖黑金」， 中國時報，94 年 7 月 3 日，網路版，

http://times.hinet.net/news/20050703/headline/3215454.htm。 
106 臺北科技大學於 2004 年 10 月 1 日與西非甘比亞共和國合作，為甘國二十五名學生開設四年

制學士專班，見http://www.ntut.edu.tw/~wwwoaa/english/international_progra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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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群島實施有效佔領，此群島主權歸屬並無爭論，中沙群島在法理上並無主權

之問題，因為中沙群島是由約 29 座水下環礁所組成，沿海國不能主張這些水下

環礁的所有權，西沙群島是由中國有效佔領，因此一般所指南海群島主權爭議，

主要是指南沙群島而言。107

南沙海域的沉積盆地具有非常誘人的開發前景，生產油氣多集聚於南海周緣

之大陸棚盆地，其中產油潛能較佳者為北邊之珠江口、北部灣及瓊東南盆地；西

邊之越南外海如湄公河及萬安盆地，以及東南側之馬來盆地；南側之沙撈越及沙

巴盆地及曾母盆地。至於我國管轄駐軍之太平島附近之太平盆地及南海中央盆

地，則屬於油氣潛能較低而風險高之沉積盆地。2003 年 EIA 的資料顯示，南海

石油已證實儲量值約 70 億桶，總產量每天達兩百二十萬桶；天然氣產量達 3.2l

兆立方英尺。（參見表 3.3.2） 

表 3.3.2 南中國海之石油與天然氣藏量及產量（與其他地區比較） 

 

已獲證實的石

油儲量 (十億

桶)  

已獲證實的天然氣

儲量 (兆立方英尺)

石油產量(百萬桶

/日)  

天然氣產量

(兆立方英

尺/年)  

裏海地區 17.2-32.8 232 1.6 4.5

北海地區 16.8 178.7 6.4 9.4

波斯灣 674.0 1,923.0 19.3 8.0

南海 Est. 7.0 Est. 150.3 2.2 3.2

Source: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Sea Region Tables," 
2003/01/01, http://www.eia.doe.gov/emeu/cabs/schinatab.html.  
 

除了石油與天然氣之外，中國以及台灣的研究學者均指出，在中國南海的震

測剖面上，識別出天然氣水合物埋藏的顯示標誌擬似海底反射，其厚度約達 80

到 300 公尺。據估算，這一地區天然氣水合物總資源量達到 469×109 至 563×109

桶的石油當量，約相當於中國大陸的陸上和近海石油天然氣總資源量的二分之

                                                 
107 宋燕輝，「各國南海政策之發展與南海潛在衝突之處理：一九八八-一九九二」，台灣的國防安

全（台北：業強出版社，1995 年），頁 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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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8天然氣水合物是由水分子組成的冰晶結構空隙中包含天然氣分子，為一種

籠形包合物。當天然氣由固態水合物中分解或熔解出來時，一立方公尺的天然氣

水合物，在標準狀態的溫度及壓力下，可產生大約 0.8 立方公尺的水，及大約

170 立方公尺的天然氣，所解離出來的水及天然氣，會隨著天然氣水合物組成的

不同，而有些微的差異。109除了潛在的能源價值外，科學家也注意到甲烷是非常

活躍的「溫室氣體」，和同量的二氧化碳氣體相較，其增溫效率要大上 20 倍。

因此，若埋藏在地下的甲烷水合物受到擾動而解離，其釋放出來的甲烷氣如果進

入大氣層，會對全球氣候造成相當大的影響。此外，海床下甲烷水合物的解離也

有造成地質災變的危險，當甲烷水合物在海底的沉積物中形成時，它填充了沉積

物中的孔隙，卻也防礙了地層在正常沉積狀況下壓密脫水及礦物結晶等成岩作用

的發展。一旦環境溫壓改變，地層中的甲烷水合物解離成甲烷氣和水，反而形成

地層中的弱帶，導致其上海底沉積物的崩塌及滑移。110因此天然氣水合物雖在能

源價值上有極大的潛力，但對環境與地質災害亦充滿了潛在的威脅，對於其開採

及使用必須再經過審慎的評估與研究。 

為了表示和平解決南海爭端的立場，2000 年 2 月 1 日我政府宣佈以海岸巡

防署接替原由海軍陸戰隊駐守的東、南沙任務，唯此舉並未受到其他南海主權聲

索國善意的回應。台灣無法以官方身分參與南海各項事務，導致南海主權聲索國

繼續在北部灣、南海西沙、中沙與南沙群島附近海域進行有關漁業與油氣資源之

開發活動，111目前我國在南海僅控制太平島一地，太平島的棧橋碼頭自 1992 年

即破損未修，而島上亦無飛機跑道。太平島距越南西貢 450 海浬、距菲律賓巴拉

望（Palawan）島波令西沙（Puerto Princesa）城 260 海浬、中共西沙永興島 408

海浬。相較於其他四個南沙主權爭端國已在其佔領島礁築有機場跑道，台灣顯得

                                                 
108 鄧瑞彬、林再興，「二十一世紀的新能源天然氣水合物」，科學發展，第 361 期（2003 年 1

月），頁 64。 
109 同前註，頁 62。 
110 劉家瑄、徐春田，「甲烷水合物研究—探索未來的新能源及其對環境的衝擊」，自然科學簡

訊，第 14 卷第 1 期（2002 年 2 月），頁 18。 
111 林海清，「台灣海權的發展戰略－從海洋政策層面分析（下）」，海軍學術月刊，第 39 卷第 1

期（2005 年 8 月），網路版，http://www.mnd.gov.tw/publication/subject.aspx?TopicID=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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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消極。中國於 1988 年在西沙永興島修築機場（約 2.5 公里）；菲律賓在中業

島短場跑道可供C-130 起降（約 1.4 公里）；馬來西亞在彈丸礁築有短場跑道（約

1.5 公里）；越南在南威島亦築有短場跑道。我國原有意於 1993 年在南沙太平島

構築機場，並將南北走向一公里或東南走向二公里的跑道列為考慮，而引起越南

的關切。112近年來南海情勢日漸不利於我，政府遂重新展開在太平島修建機場跑

道的計畫，由國防部與海巡署制定執行，名為太平專案，整個工程預計於 2006

年 12 月底竣工，此舉仍舊遭到越南抗議侵犯其國家主權，然而興建機場跑道勢

在必行，不僅關乎我國於南海競局的地位和籌碼，更與我國拓展南海資源具有莫

大影響。113姑且不論軍事上的動作是否能成功達到國家設定的目標，近年來在南

中國海的能源競局，我國正處於被動而疏離的地位，不僅無法維護國家利益，更

讓我國國際地位江河日下，實為政府需誠實檢討與面對的議題。 

 

T7. 進口煤炭大量來自中國，未能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 

 

        我國進口煤炭主要為燃料煤與原料煤，其進口總量由 71 年 559 萬公噸增加

至 93 年的 6,063 萬公噸，成長將近 11 倍，究其來源國結構分佈，70 年代初期

以美國為大宗，比重高達四成，澳洲緊追在後，其後澳洲因較美國相對我國有地

利之便，始終獨占鰲頭；惟近年來中國大陸與印尼進口煤炭比重合計已超過半

數，主要成長來自於燃料煤進口的大幅增加，其中中國大陸進口總量在五年內成

長達三倍以上，印尼進口總量則成長約 75%，相較之下澳洲進口總量雖有小幅成

長，然其比重反呈衰退。114我國在經濟發展的第二次進口替代階段前所消費的能

                                                 
112 林正義，「台灣南海政策的困境」，國策期刊「南海問題之發展與評析」專輯，第 116 期（1995
年 7 月），網路版，http://www.inpr.org.tw:9998/inprc/pub/jounals/110-9/no117.htm。 
113 台灣看似異常的行為其實是經過謹慎盤算，目的在製造一個外交爭端，即使越南因此採取強

勢作法，動員軍艦和戰機以升高緊張，台灣當局也不會太過不安。箇中原因與其目標有關，台灣

正努力爭取區域內的承認。台灣若未加入「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機制，就無法真正解決和越南以

及他國的領土爭議。但台灣若欲加入此一機制，就必須先由區域內各國承認台灣為南海諸島主權

聲索國之一，進而承認台灣有能力具備任何方面的主權。見遠景基金會網站，研究中心，

http://www.pf.org.tw/FCKM/。 
114 同註 8，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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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煤炭為主，且大部分為省產燃料煤。自 1970 年後因經濟擴張、進口原油增

加，石油消費超過煤炭用量。2003 年煤炭總消費量為 5,489 萬公噸，較 1993

年增加 127.0 ％。煤炭之主要消費部門為台電公司、民營發電廠、汽電共生廠、

中鋼公司以及水泥、化工等一般民間工業。其中台電公司發電用煤為目前台灣地

區煤炭的消費大宗。在中鋼公司方面，煤炭耗用主要為煉鋼所需要的原料煤，其

次才是該公司所需的燃料噴煤，及汽電共生廠用煤。由於中鋼公司已於 1996 年

10 月完成四階段工程，因此用煤量更較以往增加。  

在燃料煤部分，主要係供台電公司與民間大用戶作為發電與工業上之用途。

台電公司進口燃料煤在 70 年代初係以美國與南非為大宗，85 年後則為澳洲與印

尼取代，90 年印尼進口燃料煤比重甚且超過 60%；而自中國大陸進口部分，一則

因早期中國大陸能源市場依賴煤炭、出口能力不強，加以台電公司配合經濟部政

策自該地進口煤不得超過 20%，又中國大陸推動鼓勵出口政策，加以 92 年起經

濟部放寬台電公司自大陸進口煤比例可達 30%，至 2004 年已達四成，預料其燃

料煤進口比重將持續上揚。民間燃料煤主要用戶包括水泥業、石化業、民營電廠、

汽電共生廠與紙業等，各種需求的品質要求條件不一，惟因印尼煤品質差異大，

大陸煤在品質上與澳洲煤較接近，且有運費便宜、適合小量運輸等特性，故近六、

七年民間用戶自中國大陸進口之燃料煤已追過澳洲，至 91 年比重高達 63%，澳

洲煤僅占 24%。115

在原料煤部分，主要係用來生產焦炭、啟動高爐，以中鋼公司為唯一大用戶。

長久以來澳洲一直是最大宗的來源市場，占比始終維持在七成以上，加拿大次之

約一成五。中鋼公司 90 年起亦有自中國大陸進口原料煤，雖大陸宣稱其煤炭產

量中有大比例原料煤，但成分多屬低粘結性之原料煤，就中鋼公司的設備利用率

而言，粘結性低的原料煤在使用成本上過高，加以大陸的經濟發展誘發大量的煉

鋼需求，因此優質產品出口的意願相對被削弱。近年來台灣煤炭進口來源已出現

                                                 
115 吳依凡，「我國石化燃料能源供給現況與展望」，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網路版，www.itri.org.tw/chi/services/ieknews/c1301-B10-02732-B6C1-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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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變化，其中主要原因之一為運費因素的影響，緣於週邊具有潛力的供應市場

如中國大陸、印尼等的興起，二者平均煤價約較傳統澳洲市場便宜 7%左右，尤

其是中國大陸近年來鼓勵煤炭出口、資金技術的大幅進步下，更加使得澳洲市場

備受到挑戰。116

以煤品別區分主要係反應在燃料煤市場的變動，原料煤則因用於煉鋼，在品

質的優劣上，澳洲與加拿大之原料煤，仍佔有相當之優勢，故變動不如前者劇烈；

惟我國進口煤炭依存度已達 100%，為有效掌握煤炭進口來源之穩定供應，實有

必要加強風險分散管理，避免對單一國家煤炭進口之過份倚賴，以維國家經濟與

國防安全，故除應持續留意中國大陸與印尼二市場後續發展外，亦可積極開拓如

東南亞國協等市場來源，以期分散進口來源、降低風險。 

 

第四節 內部優勢分析 

 

S1.  台灣在 IT 產業上具有優勢，恰可配合全球智慧型綠色產品研發趨勢需求，

我國能源科技研發宜善加利用此優勢，提升國際競爭力。 

 

隨著科技之進步，各類新式電子資訊產品不斷被研發及製造，為人類生活帶

來前所未有的便利，但該類產品快速汰舊換新，大量累積之廢棄物對環境亦產生

相當之負面衝擊，因此國際間紛紛制定相關規範以解決此一日益嚴重之環保問

題。其中歐盟最為積極，其廢電機電子設備（WEEE）、有害物質限用（RoHS）

指令將於2005、2006年陸續施行，對我國近3.5萬家廠商，以及高達新台幣2,446

億元之產值將產生立即之衝擊。117

依據經濟部調查發現，國內產業因應WEEE、RoHS困難之處，包括：歐盟

即時資訊掌握不易、企業高層認知仍嫌不足、綠色供應鏈體系不易掌控，中小企

                                                 
116 同前註。 
117  經 濟 部 中 小 企 業 處 ，「 企 業 服 務 E 網 通 電 子 報 」， 第 46 期 ， 2006 年 1 月 25 日 ，

http://esmeap3.moeasmea.gov.tw/e-News/e-News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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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供應商配合能力不足、檢測驗證體系有待建立、新技術及材料有待開發等。為

協助國內產業妥善因應歐盟環保指令，經濟部於 2005 年即研擬「我國產業因應

歐盟環保指令行動方案」並於該年 5 月成立RoHS服務團，邀集相關企業共同參

與，因應之措施包括研發綠色供應鏈核心技術、建置綠色供應鏈資訊管理系統、

建立認驗/驗證體系、發展標準檢驗技術、培育人才、加強宣導與推廣等。「輔導

建置綠色供應鏈資訊管理示範系統」為經濟部「我國產業因應歐盟環保指令行動

方案」重要工作之一，由經濟部技術處負責，實際上技術處早於 2004 年即著手

寰淨計畫規劃，寰淨計畫主要目標係結合系統中心廠、檢測驗證機構、產業公協

會、資訊服務業者、以及產險公司等相關單位，共同建構完整的產業綠色供應鏈

電子化之解決方案，其中包含綠色供應鏈電子化體系輔導、綠色產品及管理系統

認驗證標準及體系建立、以及綠色材料與元件驗證資料庫等三大項工作。118

在全球的生產網絡中，我國企業因為是全世界電機電子產品主要的

ODM(Own Designing & Manufacturing, ODM) 、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據點，深受這波漣漪效果(ripple effect)的影響。包括ODM、

OEM 供應商甚至於品牌廠商，除了要察覺這綠色產品趨勢外，並且要準備好自

己的因應策略，因為未來將是供應鏈與供應鏈的競爭。若不能趕上這股綠色的風

潮，可能將逐漸從大廠的採購名單中被刪除。因此寰淨計畫除以上所述，以建構

綠色供應鏈體系，促進國際大廠及國內外買主採購台灣綠色電子產品或元件之

外，將積極協助國內產業所面對全球環境保護風險，轉化為競爭優勢。119

其中，燃料電池（fuel cell）又是最具潛力的綠色發電工具，不僅可以廣泛

地使用於運輸交通工具和定置型發電上，甚至是手機、筆記型電腦等可攜式電子

                                                 
118 第一類係強化系統中心廠之綠色設計及管理能力，並透過中心廠之供應商輔導機制，輔導中

小型零組件供應商符合歐盟綠色規範，並進而成為綠色零組件供應商。第二類提案係透過國內驗

證機構例如台灣檢驗科技公司及財團法人電子檢驗中心等，規劃建立國際接軌之行業別綠色產品

產業標準及驗證程式標準，解決國內廠商面臨國際多項綠色規範之困境，未來並可配合本部標準

檢驗局作業程式，作為國家綠色產品認驗證標準基礎。第三類係綠色材料與元件驗證資料庫，由

電機電子公會提出，針對綠色產品及綠色零組件，建立與國際連結之資料庫，透過國際合作及展

示以增加國內綠色零組件供應商的商機。 
119 施勵行、林琨翔，「綠色供應鏈中企業的整合策略」，永續產業發展雙月刊，第 12 期（2003

年 12 月 15 日），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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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尤其隨著可攜式電子產品功能的推陳出新，導致電池續航力成為頭痛課

題，燃料電池因具有高於一般二次電池十倍以上的能量密度，故歐美各國皆積極

投入燃料電池技術開發。台灣是高度仰賴進口能源的國家，不僅能源成本較高、

還有能源安全的考量。因此，「能源來源之穩定與分散」一直是我國相當重視的

能源政策。尤其是燃料電池發電機這類「小型分散式電力糸統」，更可達到穩定

的替代電力來源，不僅有別於現有「大型集中發電模式」，將發電系統分散建置

於各使用端，如家庭、社區、學校、醫院、工廠等，還可克服大型電力開發之不

足，並可滿足高科技廠商、醫療院所、通訊設備等場所的穩定供電需求。120

做為 21 世紀的驅動科技，燃料電池應用於可攜式電子產品的時程已進入倒

數計時階段，台灣 IT 產業為全球 3C 產品的研發生產重鎮，擁有成熟整齊的產業

供應鏈：零組件供應、系統整合設計能力、量產製程成本上的優勢及成熟的應用

技術。面對燃料電池商品化到來，應有完備的系統設計整合能力與產業供應鏈，

相較於歐美及日本等國，台灣更能有效的將燃料電池快速導入量產，大幅縮短燃

料電池商品化的時間和成本，進一步使台灣產業取得新能源科技的關鍵地位。 

 

S2. 節約能源技術已成熟，各部門均有節能措施，只需加強執行面與推廣面。 

 

由歷年部門別能源消費情形來看，工業部門所耗能源佔台灣地區總能源消費

量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尤以紙漿、紙及紙製品業、化學材料製造業、非金屬礦

物製品製造業及基本金屬工業等能源密集產業的能源消耗佔極高的比重。因為經

濟活動的發展促使能源需求日漸增加。然而在環保、地球生態這股為全球經濟、

社會所共同關心議題的時代潮流下，因能源過度使用而導致地球溫暖化問題日益

嚴重，汽機車輛排放廢氣所引起的空氣污染、酸雨及其他種種能源污染問題，都

使能源使用、經濟發展與環保、生態保護間如何取捨成為一大難題。台灣地區在

                                                 
120 董珮真，「綠色能源氫世紀，燃料電池新動力」，Focus OpenLab季刊，春季號（2005 年 5 月），

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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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產能源缺乏，及世界環保潮流等影響之下，有鑑於節約能源的重要性，減少能

源使用或提高能源使用效率，以求減少能源污染的形成；因而，節約能源一直於

我國能源政策中扮演著不可忽視的一環。直至目前實施的「節約能源限制性措

施」，針對工、商、服務業及一般民生部門均提出多種效率管理、獎勵優惠、技

術移轉、技術服務及教育宣導等推行措施。 

在工業部門方面，執行能源用戶查核制度，實地查核國內前 200 大能源用

戶能源效率，並輔導能源大用戶建立能源查核制度，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行計

畫。在政策上，建立新設或擴建工廠之能源效率指標，分期訂定能源密集產業主

要單位產品及耗能設備之能源效率指標，以提供工廠新設或擴建，及既有工廠節

能改善及汰舊換新設備之參考指標。並與產業合作，輔導產業加強推動節能計

畫，以提高能源效率及降低生產成本，針對鋼鐵、石化、水泥、造紙及人纖等七

大耗能產業要求自願減量，中長期則依產業排放密集度管制各產業排放量。而為

使國內重大基礎工業得以成長，帶動經濟起飛，對於重大投資案之製程，政府將

要求其採用足以媲美世界先進能源效率之製程，再依合理能源效率分配產業排放

量。此外，擴大實施節約能源獎勵優惠亦是必要的措施，政府需輔導產業更新設

備，適用加速折舊、投資抵減、優惠貸款等財稅優惠。121

在運輸部門方面，首要目標是提升汽機車輛耗能標準及漁船引擎耗能標準。

台灣自 1997 年開始施行「車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理辦法」，並視國際燃

油效率提升逐步提高汽機車、漁船引擎耗能標準，必須與時俱進，才能合於國際

標準。再者，需發展綠色運輸系統，健全完善的軌道運輸服務、提升公共運輸服

務功能與彈性、提供民眾無遠弗屆的交通轉乘服務、落實以綠色運輸系統為導向

之土地使用規劃。並提昇運輸系統能源使用效率，運用先進科技以強化運輸需求

管理、提昇貨物運輸之運作效率、推廣低污染省能源運具或交通設施，以及加強

車輛的怠速管理等。基於可持續發展的原則，能量形式必要轉換，逐漸以「可再

                                                 
121 陳良棟、林華宇、林明傳、陳玲慧、黃孝信，「我國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工作推動之回顧與

展望」，工業污染防治，第 94 期（2005 年 4 月），頁 16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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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為主要動力(包含行人和腳踏車)。按「生活需求」為本位，「永續運輸」

的重點理應置於改善城鄉各社區(生活圈)內生活交通運輸的品質，以行人和腳踏

車優先考量。社區間配合大眾運輸，讓大眾(多數人)的平常生活都可只需用行走

(含腳踏車)或公共運輸系統。122

在住商部門方面，提升耗能器具能源效率標準，逐步提升用電器具及設備之

能源效率標準及擴大推動節能標章認證項目。修法推動強制性能源效率標示制

度。並推動舊建築節能改善服務，推動能源服務業（ESCOs），執行住商部門能

源查核輔導，除具有本身的產業與總體經濟效益外，更具有社會外部效益，面臨

國際能源需求熱絡、產油國家產能供應、政治因素和世界局勢造成的油價攀升，

再加上京都議定書生效後的溫室氣體減量問題，能源技術服務產業不僅有助於推

動能源使用效率提升，也能發揮環保效益。再加上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的關聯效果

大，可以帶動設備製造、技術服務及財務、金融、保險等行業的發展，非常適合

服務業比重超過七成與能源仰賴進口超過九成的台灣經濟。123

其次，推動建築能源管理系統（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BEMS）

示範應用及能源效率評估制度、提供財稅獎勵誘因及補助既有建築物節能改善計

畫。並配合建立建築空調照明節能設計基準，研訂空調及照明系統節能設計基準

與技術規範、落實執行符合空調節能設計規範之空調設計簽證制度。此項能源管

理系統係透過資訊技術之使用，能夠利用溫度偵測器來即時瞭解建築物內各房間

之狀況，以便進行空調與照明之最佳化控制。此系統包括利用活動偵測器來偵測

房間內是否有人活動；利用溼度與溫度偵測器來偵測房間內的溫度與溼度資訊；

將前述資訊送至「中央監督與控制單(CMCU)」，以帶動空調設備的風扇速度將

冷暖氣送達房間，因而能夠達成能源使用之最佳化工作。124

                                                 
122 鄭先祐，「從「生態」的觀點，談台灣的「永續運輸」」，發表於邁入台灣高速運輸時代--分享

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華民國運輸學會，2005 年 11 月 25 日），頁 3。 
123  財 團 法 人 中 技 社 ， 能 源 中 心 ，「 政 府 機 關 與 住 商 部 門 節 能 診 斷 手 冊 」， 網 路 版 ，

http://www.ctci.org.tw/ct.asp?xItem=157&ctNode=61。 
124 楊冠雄，「BEMS 建築物能源管理系統」，發表於 2005 年建築物能源管理研討會（台北：台北

科技大學能源科技研究中心、中華民國冷凍空調學會、中華建築中心，2005 年 9 月 3-4 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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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擴大推動綠建築，結合都市計畫落實執行，並擴大建築外殼節能設計

之管制建築規模與類型，提高建築外殼耗能基準、辦理建築外殼節能設計管制效

益與減量目標評估研究、研議將綠建築指標中與降低CO2 排放有關之指標納入

建築技術規則綠建築專章，逐步擴大落實執行之可行性。對於指標中屬於建築設

計之範疇者，應從設計者之方面著手並執行落實，住宅設備耗能方面則應是針對

實際消耗者加以規定，並同時獎勵技術研發著手；對於綠建材、再生材料之利用、

環保建材的創新發明等，應從降低建材的價格差異，以提升民眾與設計者之使用

率。在二氧化碳減量指標，由於其涵蓋之範疇以「結構合理化」、「建築輕量化」

與「再生建材使用」，主要是在建材選擇與建材使用量之節約，因此有賴政府對

建設公司與營造單位加以補助跟獎勵，以刺激綠建築之發展。125

在電力部門方面，應提升發電機組效率，淘汰老舊機組、提高各類新設火力

發電機組之熱效率、提高既設火力發電機組之平均熱效率、建立火力發電機組熱

效率指標。並提升輸配電效率，改善電網結構及妥善規劃運用靜電電容器，持續

辦理配電計畫、電源開發計畫以及新擴建輸變電工程計畫。此外，推廣汽電共生

系統，輔導大用戶裝設汽電共生系統，需提供獎勵優惠措施以推廣高效率之汽電

共生系統，宜參考歐洲主要國家德國、法國、荷蘭、西班牙和葡萄牙對汽電共生

總熱能效率的標準：（有效電能產出熱效率）＋（有效熱能產出熱效率的三分之

二倍）≧（總熱能輸入的 60%）」以為我國合格汽電共生系統的標準。其次是必

須掌握設計值與實蹟值之差距，對於確實經過查核程式，確認其能達到效率標準

的汽電共生系統，才可認定為合格汽電共生系統。經重新認定為合格汽電共生系

統者，才可依規定由綜合電業負起收購其餘電的義務。126

另外，我國產業以出口為導向，為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量之趨勢，確保產業

永續發展，將擴張節能技術研發能量，目前以冷凍空調系統、LED 照明、建築

                                                                                                                                            
路版，http://www.cc.ntut.edu.tw/~wwwar/_acr/7-2-8.htm。 
125 譚亮璽、餘政達，「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台灣綠建築，二氧化碳減量相關指標之探討」，網路

版，http://www.ldm.leader.edu.tw/_student/achievement/Conference/2004/weather.pdf。 
126 陳文樹，「汽電共生的推廣應用」，瓦斯季刊，第 68 期（2004 年 7 月），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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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燃燒及熱能應用為重點研發項目，並推動LED照明與冷凍空調產業發展為

主軸，結合我國半導體產業優勢，推動國內利基節能設備(LED 照明與高效率空

調)產業之發展。為進一步達成中、長期節能目標，有賴前瞻節能技術開發，未

來應投資於有機發光二極體(Organic Light Emitting Devices, OLED 照明及奈米

節能(如奈米流體、奈米碳管照明)等前瞻節能技術，以加速本土化、高效率、低

成本之產品普及推廣，以及扶植我國產業永續發展。127

 

S3. 在農業科技上已累積充足研發能量，足以與能源作物研究團隊整合，進行大

規模的開發。 

 

自 2006 年起，農委會配合能源局推動「生質柴油」規劃，將全力推動「建

立能源作物產銷體系」，打造綠色油田，為農業跨足能源產業開啟嶄新里程，並

逐年擴大能源作物栽培，以提高我國能源自給率。目前我國稻米產業結構仍處產

業調整過程，每年 2 期作約有 22 萬公頃的休耕農田。若能充分利用這些休耕農

地，積極發展能源作物的生產技術及應用體系，將可大幅提高農業的「綠色產

值」，而可做為能源作物的種類眾多，主要以生質柴油（Bio-diesel）及生產酒精

二類為主：一、生質柴油－以高油分含量植物為主（以大豆、向日葵、花生、油

菜籽、棉花籽、胡麻、亞麻、蓖麻、橄欖、油棕、椰子、油桐等），經由轉酯化

反應生成，其燃燒特性和石化柴油相近。二、生產酒精－糖質及澱粉類作物（如

甘蔗、甜高梁、甜菜、甘藷、玉米及穀類等）經發酵產生酒精。我國地處亞熱帶

氣侯區，對部分油料作物（經品種改良）及澱粉類作物已有良好的品種及栽培技

術，可做為能源作物之發展基礎。其中又以大豆、向日葵、油菜、甘蔗及甘藷等，

較適合台灣氣候及土質，值得開發利用。128

當今包括德國、法國、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紛紛把「生質柴油」視為當

                                                 
127 陳志恆、楊顯整，「節能材料之開發與使用技術」，工業污染防治，第 94 期（2005 年 4 月），

頁 136-137。 
128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農 委 會 牽 引 農 工 雙 方 共 同 跨 出 打 造 綠 色 油 田 的 第 一 步 」，

2006 年 3 月 6 日 ， 網路版，www.afa.gov.tw/agriculture_news_look.asp?NewsID=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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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最有開發價值的替代能源，主要是「生質柴油」可以跟一般的「石化柴油」依

任何的比例混合使用，使用設備完全不需要調整或修改。同時，因其閃火點較石

化柴油高，因此運送與儲存的安全性也較高。再者，生質柴油可燃燒更完全且不

含硫，可有效改善柴油引擎的廢氣排放品質，是一種結合再生能源與減低污染的

能源，符合永續發展政策。因此農委會推動「建立能源作物產銷體系」計畫，將

有效利用休耕農地，提供與國際價格相同的原料供生質柴油製造廠使用，以積極

發展綠色能源產業。初步規劃以雲林、嘉義、台南、高雄及屏東等 5縣為示範推

廣地區，輔導栽培大豆、油菜及向日葵 3種能源作物。預期農委會推動此計畫工

程，將可達到紓解農田休耕問題、節省農業用水、美化環境景觀、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量、改善空氣品質，以及提高能源自給率等多重目標，所創造的整體利益絕

非單純的經濟效益所能衡量。如以 2006 年栽培 2 千公頃能源作物估算，約可生

產 1千公秉的生質柴油，可抑低二氧化碳排放量達 3千公噸，並可節省農業灌溉

用水 1,100 餘萬公噸；而至 2008 年，栽培面積達 2萬公頃，其效益可望呈現 2006

年的 10 倍以上。129

此外，由富含澱粉、糖類等農作物種類，經由發酵可產生生質酒精，亦為各

國研究發展與推廣之重點。甘蔗及甘藷為適合台灣種植之作物，早期有大面積栽

培。為研究及評估該 2項作物在國內推動生質酒精之可行性，另規劃種植甘蔗 5 

公頃及甘藷 30 公頃，約可供應甘蔗原料 350 公噸及甘藷原料 900 公噸，供作小

型酒精量產試驗，約可由甘蔗原料轉化 30 公秉及甘藷原料轉化 240 公秉之生質

酒精。130

第五節 內部劣勢分析 

 

W1. 台灣缺乏全盤能源研發政策及佈局，國家投入之能源科研經費有限，較不

利基礎性及較需長期投入之技術研發 

                                                 
129 蘇宗振，「打 造 綠 色 油 田 - 政 府 規 劃 種 植 能 源 作 物 」， 能 源 報 導 ， 2 0 0 6 年 4
月 ， 頁 1 7 - 1 8 。  
130 同前註，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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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科技資源中之研發經費而言，過去五年中，我國研發總經費（不含國防科

技經費）由 1995 年的 1,250 億元增加為 1999 年的 1,905 億元，年成長率自 1995

年至 1999 年分別為 9.0 %、10.3 %、13.3 %、12.9 %和 8.0 %；全國研發經費佔

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率也由 1995 年的 1.78 % 提昇至 1999 年的 2.05%。

就民間與政府投入研究發展經費的比率來看，在 1999 年的全國研發經費中，政

府投入佔 37.9%，民間投入佔 62.1%，已達到方案中原先規劃的目標值(2000 年

政府相對於民間投入 45：55)。企業研究發展經費佔其營業額比率則由 1995 年

的 1.06 %緩升到 1999 年的 1.33 %，與方案中規劃的目標值 2%還有一點距離。131

再比較科技先進國家近年研發經費佔 GDP 之比率，經濟規模較大者如美

國、日本之此項比率已達 2.8 %以上；德國、法國約為 2.2%；南韓近年積極投入

研發，甚至領先美、德、法等國，於西元 1997 年更高達 2.89%；我國的研發經

費佔 GDP 之比率到 1999 年首度超過 2%，未達方案規劃的目標值 2.5%，與各科技

先進國家相較，我國的研發經費投入顯然偏低。（參見圖 3.5.1） 

圖 3.5.1 國際間國家研發經費佔 GDP 比率之比較 

 

Source：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統計要覽，2005年版，網路版，

http://www.nsc.gov.tw/tech/index.asp。 
 

                                                 
131 陳立功，「一九九九年全國科技動態調查－兼論國內研發經費」，科學發展月刊，第 28 卷第

10 期（2000 年 10 月），頁 77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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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各國政府能源研發經費佔總研發經費的比例各有不同，日本約14.3%，韓

國約9%，台灣僅佔2.9%，在先進國家中位居倒數，對我國未來的發展十分不利。

132（參見表3.5.1） 

表 3.5.1 先進國家能源研發經費比較 

 美國 日本 德國 荷蘭 韓國 我國 

能源研發經費 

(億美元) 

30 

(2001) 

25 

(1997) 

8.9 

(1997) 

1.3 

(1996) 

3.5 

(2000) 

0.66 

(2002) 

能源研發經費佔

政府科研經費% 

7.3% 

(2001) 

14.3% 

(1997) 

5.7% 

(1997) 

5%(1996) 9% 

(2000) 

2.9% 

(2002) 

能源研究主要領

域(政府經費)  

核 能

(8%) 

石 化

(18%) 

 能源效率

(8%) 

節 能

(27%) 

 再生 (3%)

再 生 

(12%) 

其 他 

(35%)  

核能(75%)

石化 (9%)

其他 (5%) 

核能(16%)

石化 (3%)

能源效率

(15%) 

再生 (6%)

環保(56%)

其他 (3%) 

核 能

(13%) 

石 化

(10%) 

節 能

(39%) 

再 生

(16%) 

其 他

(22%) 

核 能

(50%) 

能 源 與

環保 

(50%)  

核 能

(19%) 

節 能

(39%) 

再 生

(37%) 

其 他

(5%) 

Source：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氣候變遷及京都議定書之對策」，2005

年 4 月，網路版，www.stag.gov.tw/include/getfile.php?fid=361。 
 

以新興的燃料電池為例，台灣於 2003 年約投入 780 萬美元作為研發經費，

其中約佔 62%是屬於質子交換膜燃料電池(PEMFC)的研究，第二位是約 27%的直

接甲醇燃料電池(DMFC)之研究。在長期研發方面，主要提供研究資金的國科會

在 2003 年成立一個針對燃料電池研究的特別計畫。到了 2004 年這個計畫已經在

台灣的大學促成超過 60 個燃料電池相關的研究案，研究資金也從 2000 年的新台

幣 1,100 萬元增加到 2003 年的新台幣 6,200 萬元以上，這總額約佔台灣年度能

源研究經費的 10%，也由此可見政府對於燃料電池作為清潔能源重要技術的重視

程度，然而，如果希望有具體成果，政府仍應該付出更多努力，因為這與美國、

                                                 
132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2001 年 5 月 9 日，網路版，

http://www.nsc.gov.tw/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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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歐盟政府每年投入 3 億美金研發經費,如加拿大、韓國、德國與台灣相當

經濟體也投入每年 5000 萬~1.5 億美金研發，簡直不成比例，如何在此研發經

費落差，發展適合台灣的氫能燃料電池科技，將是最大瓶頸。133

就台灣發展氫能燃料電池的現狀而言，起步已晚於美日 5~10 年，主要投入

經費單位為能源局、經濟部技術處。政府經費集中於工研院，其他如國科會、國

防部、環保署、國營企業等，投入經費非常有限。2000~2004 年政府投入研發經

費從 3000 萬成長為 2.5 億台幣，相比於生物科技、奈米科技獲得跨部會之研發

資源每年 20~30 億，全程 200~300 億經費，可以說是相當保守，且有限研發資源

缺乏整合，重複投資現象，無整體研發目標。在產業界方面，以小公司投入為主，

大公司因未見政府之政策性的研發投入與產業風險性高，抱持觀望態度，而國營

企業則固守本業，等待政府政策。反觀國際先進國家針對再生與氫能源研發等項

目，早已成立新研發計畫與研究部門，選定策略性新能源發展項目。如日本的新

能源與產業技術組織(NEDO)成立於 1980 年，投注大筆研發經費在補助產業界

上，以從事新能源技術開發，規劃日本新能源政策與目標；德國於過去十年成立

7所氫能與太陽能研究中心，各中心人員約 100~800 人，各自選擇特色專長研究，

研發經費 30%來自政府，70%來自產業合作，各中心之間相互競爭研發經費與成

果；新加坡以引進德國賓士汽車，為亞洲燃料電池汽車示範運行基地，並引進英

國勞斯萊斯燃料電池SOFC研發中心設置於新加坡，策略性投資於燃料電池與引

進國際合作。134

政府對能源問題的認知與策略，與先進國家氫能燃料電池科技發展差距逐年

加大，肇因於能源研發經費停滯已久，和先進國家產生落差，研發資源分配跟不

上國際研發趨勢與步伐，雖然近年來，學研產界已建立初步研發能力與專利技

術，但缺乏政府明確氫能經濟發展願景之政策與目標，在有限經費與人力投入

                                                 
133 同註 23，頁 18。 
134 萬其超、Robert Rose,「台灣燃料電池商業化的潛力」, Woodrow Wilson Center’s China 
Environment Forum, 
http://www.wilsoncenter.org/news/docs/08-29-2005%20Full%20Cell%20Paper%20FINAL%20VERSI
ON%20Chinese%20COMPLEX%20character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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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難以整合成果，趕上國際。另外，能源相關研發單位人才老化與制度僵化，

無法因應新能源發展趨勢與挑戰，也是一大原因，因為傳統產業缺乏研發能力與

人才，而傳統能源技術領域就業市場亦已飽和，教育學術缺乏相關系所培育人

才，得不到政府與產業大力支持，能源科技就業市場困難。目前台灣新能源與再

生能源投入研發，是以工研院能資所為單一整合單位，投入人力不到百人，又無

其他相對競爭研發單位，與國際活躍的能源研發制度與體系相去甚遠。 

 

W2. 我國自產能源已屬稀少，然而能源密集度135仍偏高，不利國家永續發展。 

 

台灣自產能源缺乏，開發新的能源又有現實技術上的侷限，加上工商業不斷

地發展使得能源消耗量升高，能源密集度由民國 77 年的 10.21 公升油當量/千

元曾一度下降到民國 86 年 9.24 公升油當量/千元，表示在此期間內台灣的能源

使用效率有上升的趨勢。但民國 86 年以來能源密集度卻逐漸上升，直到民國 91 

年更高達 10.20 公升油當量/千元，接近民國 77 年的水準，顯示這段期間台灣

的能源使用效率逐年下降，對於永續發展具有負面的影響。至民國 93 年能源密

集度降至 10.05 公升油當量/千元，顯示近兩年台灣在能源使用效率方面有些微

的改善。根據調查報告顯示，日本、南韓、台灣在能源使用效率指標(兆焦耳能

源/每百萬美元GDP(經購買力平價調整))的表現分別為 6.07、9.86 與 11.28，

也就是台灣每產出一美元GDP，需比日本多耗用 86%、比韓國多耗用 13%的能源，

顯示台灣在能源使用效率上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136

觀察台灣近二十年來(1983-2003)之重要能源指標的變化趨勢，可以發現代表能

源安全指標之一的能源進口依賴節節高升，由 1983 年的 87.63%上升至 2003 年

的 97.87%，平均年成長 10%，凸顯台灣能源供給系統的脆弱性。因此，我國經濟

                                                 
135 所謂「能源使用密集度」，意指在一定期間內，生產每一單位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所需耗用之

能源，其計算方式是以能源總消費量除以實值國內生產毛額。若能源密集度下降，表示為創造一

單位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所需使用的能源正逐漸減少，能源使用效率提高，因而對環境永續度會有

正面的影響。 
136 行政院研考會，「台灣永續發展指標 2004 年現況分析與研提策略期中報告」，2005 年 6 月，

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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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極易受到國際能源市場變動的影響，如何提高能源供給的自主性，確實是永

續能源政策的重要方向之一。其次，近二十年來之能源使用效率（或能源生產力，

其倒數即為「能源密集度」)雖有所改善，由 1983 年的 89.77 元/油當量，上升

至 2003 年的 96.69 元/油當量，平均年成長率為 0.4，但實務上仍有成長潛力

空間，137故提升能源使用效率（或降低能源密集度），亦是未來能源施政的重點。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能源的人均消費量卻與日俱增，與人均所得迄無脫鉤傾

向，顯見能源消費型態的不永續，眼見日本、德國等工業先進國家早已呈現脫鉤

情勢，因此，如何積極促進能源人均消費量與經濟成長的脫鉤，亦為不可忽視的

課題。（參見圖 3.5.2） 

圖 3.5.2 我國能源人均排放量與密集度 

 

Source：黃宗煌，「我國能源發展與能源結構規劃」，發表於全國能源會議（台北：

經濟部，2005 年 6 月），頁 5。 

 

有鑑於此，各部門必須提升能源效率，以減低能源密集度，2004 年住宅部

門的能源密集度由 27,843 公升油當量/千元降為 27,194 公升油當量/千元，減少

2.33％，能源效率亦有改善的跡象。而在工業部門方面，消費能源最多的產業為

化工業(以化學材料為主)、非金屬礦物製品業（以水泥為主）、及金屬基本業（以

鋼鐵業及煉鋁業為主），其次為紡織業與木竹、造紙業。上述這些石化、鋼鐵、

水泥、造紙等能源密集產業所消耗的能源占全國最終能源消費的比重，一直高達

                                                 
137 同註 8，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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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以上（2002 年為 35.6%），但其所創造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僅占全

國實質GDP的 6％左右。因為這些高耗能產業所消耗的能源相當多，但所創造的

實質GDP卻很有限，所以導致我國的能源密集度偏高，而能源生產力偏低，同時

也帶來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這種現象可以反映出我國的產業結構不良(偏重高

消耗能源)，是造成高二氧化碳排放與高污染的主要原因。製造業能源密集度從

2003 年 20.51 公升油當量/千元降至 2004 年 19.75 公升油當量/千元，減少 3.72

﹪；製造業若扣除化學材料業中當原料投入的部份，能源密集度從 2003 年 17.20

公升油當量/千元降至 2004 年 16.45 公升油當量/千元，減少 4.36﹪，減幅更大。

138製造業中除了皮革毛皮及其製品、木竹及傢俱業、食品及菸草業、化學材料業、

紡織成衣及服飾品業外，能源密集度皆呈現下降趨勢，進一步分析 2004 年整體

經濟之能源密集度下降的主要原因，乃是因為經濟成長加速（分母變大）及油價

上漲，各產業產能利用率普遍提高，致使單位產品耗能下降，就整體提升能源效

率的目標而言，尚有許多努力空間。 

 

W3. 國內發電成本節節高升，電價未能合理反映供電有效成本與能源使用的外

部成本。長久以降，將嚴重影響能源生產力139。 

 

我國能源價格一向受到政策嚴重的干預和扭曲，價格管制和補貼是最常見的

措施。油品市場在自由化之後已經有所改善，電力市場的自由化則仍在掙扎當

中。我國電力事業上的奇蹟之一在於電價 20 多年來未曾調漲，即便近兩年的國

際能源價格大幅攀升，國內發電成本節節高昇，但調漲電價仍是障礙重重。能源

價格若無法合理反映成本，勢必導致許多負面效果，包括：危及電廠的永續經營，

降低用戶節約用電及投資節能設備的誘因，不利於再生能源及能源服務業的推廣

                                                 
138 工研院能資所永續能源組能源查核室，「93 年國內能源使用分析」，能源資訊網，2005 年 7 月

28 日，網路版，http://emis.erl.itri.org.tw/upload/admin/ISSUE/38/file/93 年國內總體能源效率分析.doc。 
139 能源生產力係衡量使用每一單位能源所生產的附加價值，造成各國能源生產力差異的原因，

除了能源使用效率高低差異外，亦與各國產業結構及地理環境、氣候因素、居住型態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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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展，也不利於能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調整，更間接造成空氣污染與溫室氣體排

放的增加。近年來，我國能源生產力雖有提升趨勢，但步伐蹣跚，比諸先進國家，

仍有改善空間；如果電價能夠合理化，並藉以改善上述各項負面效果，則能源生

產力應可有效提升。（參見表 3.5.2） 

表 3.5.2 世界主要國家能源生產力 

 

Source：中華民國經濟部能源局編，能源政策白皮書(台北：經濟部能源局，2005

年 12 月)，頁 42。 

 

影響電價之因素可依時間劃分為短期與長期來討論。在短期電力價格應反映

燃料成本；而在長期，應將發電所造成的外部成本予以內部化，同時應儘速消除

各種扭曲能源價格的措施。在內部成本方面，造成其變化的主要因素，乃是來自

於燃料成本的變化，而此一燃料成本變化依其原因又可分為兩類：（一）國際燃

料市場價格之變動、（二）發電結構改變導致燃料成本之變化。近來一則國際能

源大幅上漲，二則因為我國未來將調整電源結構（石油配比下降、煤炭配比隨著

核能運用相對調整、天然氣與再生能源配比增加，而核能配比不再增加），此一

趨勢發展，將使燃料成本隨之變化。140為確保電力事業的永續性，電價應該充分

反映內部成本，惟電價所反映之成本應以最低有效的成本為限。因此，未來電力

公司的成本結構應由學者專家進行成本有效性的評估審議，電價只宜反映有效成

本的部分，並與電力公司的服務與經營績效掛勾，因人為因素或管理不當所增加

                                                 
140 許志義，「台灣電價制度之探討」，經濟情勢暨評論季刊，第 5 卷第 1 期（1999 年 6 月），網

路版，http://www.moea.gov.tw/~ecobook/season/sag/sag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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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則應剔除。此外，電價調整的機制，也應該徹底改善。現行調價機制之

過程冗長僵硬，且常因政治考量而致調漲價格之議無疾而終。 

在外部成本方面，應使其內部化，因不同的發電方式將對環境造成程度不一

的環境負荷，而此一負荷所衍生之外部成本並未包含在電價中，因此容易造成資

源配置上的扭曲（例如發電時的燃料捨天然氣而就煤），並使環境污染更加惡化。

不過，外部成本的推估不易，因此，未來應該加強發電方式或其他能源用方式的

之外部成本的評估（包括對環境及生態體系的損害成本、對人體健康的損害成本

等）。再者，賴以反映外部成本的政策工具亦需審慎規劃，如果納入電價中予以

反映，主管機關須有能力從台電公司的售電收入中撥入國庫專款專或統收統支。

最後，電價合理反映成本對總體經濟、產業發展、以及社會正義所造成的影響，

也是不容忽視的一環。因此，未來相關單位亦應提升翔實評估電價調整之經濟衝

擊的能力建置，並確保資訊的透明化。141

另外主管機關為了照顧民眾福祉而對低所得階層或職業團體優惠電價，或間

接補貼離島地區的用油價格，此類扭曲電價的方式終將削弱能源使用效率。未來

仍須讓價格機能回歸正常運作，減少不必要的價格扭曲；攸關照顧特定民眾的政

策目標，宜改採社會福利措施。 

 

 

 

                                                 
141 同註 30，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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