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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再生能源政策工具 

 

   再生能源政策工具可分為價格政策、數量政策、成本減量政策、公共投資政策，

而本文著重在數量政策與價格政策。本章首先介紹數量面政策工具，接著介紹價格面

政策工具，繼而將此兩政策工具作一比較，說明在邊際成本不確定與未全面執法下，

價格政策與數量政策的差異，最後才探討歐美國家與我國之再生能源政策。 

 

  第一節 數量面再生能源政策工具 

 

本節所探討獎勵再生能源生產之數量面政策工具有三，即競標制度(bidding)、可

交易綠色權證(tradable green certificate)及可再生能源發電配額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以下介紹此三項數量面政策工具： 

 

一、 競標制度 

競標制度如一開放性的競爭市場。此市場是由政府設定來自再生能源發電的最小

數量，並對再生能源業者公開招標，使業者互相競爭，由價出最低者先得標，直至目

標量競標完成，之後，電力事業或公用事業就必須向這些得標的業者依其所出之價格

購買電力。業者為了得標，必須盡量壓低出價金額，導致競標價格幾乎等於邊際成本，

如圖 2-1 所示。在圖 2-1 中，縱軸座標為再生能源業者為了得標所提供之收購價格，

而橫軸座標為再生能源總產出數量。政府首先訂出再生能源生產之總量Q，再將此總

量分配給再生能源業者去競標，此時，個別再生能源業者根據其邊際生產成本線mc提

供收購價格以競標，出價低者先得標，如此依次下去，直到政府所設定的再生能源總

量滿足為止。在競標制度下，再生能源業者僅獲得邊際成本線下之收入，且未享有差

異租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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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再生能源配比與可交易綠色權證 

可再生能源配比制規定能源生產者在生產能源時，其投入必須有一定比例來自再

生能源，或者規定能源消費者消費時，其能源來源有一部份比例需來自綠色能源。其

中，再生能源電力廠商會根據所生產出來的綠色電力獲得相當數量之可交易綠色權證

以供交易，而缺乏再生能源的電力廠商，可以自己設置再生能源電場，以自行發電的

方式取得權證，也可以向其他電廠購買綠色權證與綠色電力，亦可只買權證、不買電

力，當作是資助綠色電力發電廠商；可再生能源發電配額制通常會與可交易綠色權證

搭配使用。 

可交易綠色權證的概念，即是利用市場力量，給予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比傳統以化

石能源發電的業者多一份的收入，進而鼓勵生產者生產再生能源(Morthorst，2001)。 

可交易綠色權證為再生能源發電業者的金融性資產，可在市場上交易。再生能源

發電業者將一定產量的再生能源電力輸入電網後，可根據電力現貨市場之電力價格乘

上所輸入的電量賺取一筆收入，而同時也由政府處取得相對等發電量的可交易綠色權

證；發電業者將綠色權證拍賣給電力消費者或其他電力生產者，就可賺取不同於電力

市場之額外收入。一言以蔽之，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所賺取的收入將是電力現貨市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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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競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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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取的收入與拍賣綠色權證所獲取的收入之總和。發電業者根據再生能源發電量所取

得的可交易綠色權證，即是可交易綠色權證之供給面。 

可交易綠色權證的需求面則各國不同。有些國家規定電力生產者有購買可交易綠

色權證的義務，而有些國家規定電力消費者有購買可交易綠色權證的義務 (Jensen & 

Skytte，2003)。在以電力消費者有購買可交易綠色權證的義務為前提下，可交易綠色

權證的需求面運作如下：所有的電力消費者或電力分配商皆需購買一定比例的再生能

源所發的電力，此部分是由政府規定消費者有義務購買相等於再生能源發電量的可交

易綠色權證達成。Morthorst (2001)強調，可交易綠色權證的一項特色在國際交易時特

別明顯，即若運用可交易綠色權證，可使最有發展再生能源技術潛力的國家或開發再

生能源成本最小的國家致力於開發再生能源的技術；未達成發展再生能源發電規定配

額的國家可以進口可交易綠色權證，而擁有過多權證的國家則可以輸出可交易綠色權

證給缺乏權證的國家。 

    對於可交易綠色權證是否可達成效率，研究者說法不一。Menanteau、Finon 與

Lamy (2003) 強調，藉由可交易綠色權證的交易，可以達到效率。由於生產或消費再

生能源電力的成本每家不同，藉由可交易權證的運作，可使市場的運作更有效率。圖

2-2 中，縱軸為再生能源電價，而橫軸為再生能源總產出。政府規定 A、B 兩家廠商

各自生產再生能源至 q的數量，但廠商 A 的邊際生產成本 Amc 較高而廠商 B 的邊際生

產成本 Bmc 較低，如此，若廠商 A 與廠商 B 可自由交易綠色權證，廠商 A 自行生產

到 AQ 的量，並以市價 P (由兩家廠商之邊際成本曲線水平相加 A Bmc mc+ 與再生能源

總產出Q所決定)購得從 AQ 至 q的量，省下自己生產時，邊際成本高於市價的部份，

而廠商 B 則生產到 BQ 的量，並藉由以市價P 賣出一部份的權證(其達到數量 q時的邊

際成本仍小於市價)以獲利(即 BCDΔ )，如此可達效率。不過 Mats 與 Thomas (2006)

則堅稱，在有交易成本的考量下，將使綠色權證的交易不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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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可交易權證市場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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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價格面再生能源政策工具 

 

價格面政策，即補貼與躉購費率，主要是藉由價格之調整來達成發展再生能源的

目標，以下一一介紹： 

 

一、補貼 

基本上，能源補貼可粗略分為生產者補貼與消費者補貼兩大類，生產者補貼通常

以直接給付金錢予生產者、對生產者租稅減免或是獎勵研究發展的形式出現，而消費

者補貼指的是導致最終消費者購買價格低於完全競爭市場下的價格的任何措施

(Global Subsidies Initiative，2007)。如果細分，則可將補貼又分為四大類：(一)與產出

有關之補貼 (output-linked support)、 (二 )生產要素之補貼 (subsidies to factors of 

production)、 (三 )影響中間投入成本的補貼政策 (policies affecting the cost of 

intermediate inputs)以及 (四 )與消費有關之補貼 (subsidies related to consumption) 

(Koplow，2006)。 

補貼額的計算可以根據再生能源產出或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的百分比，但有時候補

貼並不是以百分比來計算，而是以每度電價來計算。目前較不經濟的技術通常獲得較

高水平的補貼，而較能在市場上競爭的技術則獲得較少的補貼。投資補貼的問題在於

生產再生能源之業者沒有足夠的誘因來有效率地運作(Menanteau、Finon ＆ Lamy，

2003)。 

 

二、躉購費率 

另一種價格政策為躉購費率。躉購費率指的是政府單位要求電力事業以保証價格

收購由再生能源業者生產出來的電力，躉購費率通常高於市場價格，如圖 2-3。在圖

2-3 中，縱軸為能源電力之價格，而橫軸為再生能源產出。當政府設定電力事業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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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以P 的價格購買再生能源，則再生能源業者將根據其邊際成本曲線

mc，決定其所應生產的數量Q。此時，再生能源廠商收入為躉購費率乘於數量的面

積。再生能源的躉購費率，一般皆高於傳統電力市場的價格，而躉購費率價格高於邊

際成本曲線的面積，就是再生能源業者所享受的「差異租」(differential rent)。但是，

由於我們無法事先知道再生能源的邊際成本曲線，故難以事先估量其邊際成本曲線；

如果邊際成本曲線相對平緩，則對補貼高估會造成產量與補貼量大增的情形，使支出

大增。 

能給予廠商收入的保障，降低投資上的風險，這是躉購費率政策最大的優點

(Ackermann、Andersson & Soder，2001)，且政府可以隨著區域與技術的不同調整躉

購費率，避免集中補貼在資源較豐富的地區或生產成本較低的技術上。然而在訂出躉

購費率後，政府無法預知有多少數量的再生能源會被供應到市場，且價格訂的太高

時，會給予廠商過多的報酬(Menanteau、Finon & Lam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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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躉購市場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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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價、量政策比較與技術進步 

 

價格政策與數量政策究竟孰優孰劣，一直以來爭議不休。在資訊完全以及零交易

成本的假設下，價格政策與數量政策都能達到相似的預期目標，不過，真實世界裡有

太多的不確定性、未全面執法等問題，使得廠商所達成的目標會因為政策是價格導向

抑或是數量導向，而有不同的結果。 

Weitzman (1974)很早就提出價格政策與數量政策間的比較。其說明在管制時，廠

商邊際成本的不確定性會影響政府所選擇的政策工具。如果廠商的邊際效益曲線陡於

邊際成本曲線，則政府應使用數量政策工具；反之則應使用價格政策工具。Montero 

(2002)則在未全面執法或全面監督的情況下，探討價格政策與數量政策的比較。其指

出，只要在政府確知廠商邊際成本曲線與邊際效益曲線的情況下，不管使用那一種政

策工具，效果都是一樣的；但是，在政府不確定廠商邊際效益曲線或邊際成本曲線的

情況下，數量政策工具的使用將優於價格政策工具之採行，這是因為在數量政策的控

制下，有效率的控制量不再是固定的。 

Finon 與 Menanteau (2004) 則指出，如果生產再生能源的廠商其邊際成本曲線非

常平緩的話，使用價格政策，例如躉購費率，會使得只要價格有小幅度的調整，就會

造成所生產出來的能源產量大幅度的變動；且若高估了躉購費率，會造成再生能源生

產大量增加，也造成補貼數額過於龐大。相反的，數量政策如競標或可交易綠色權證

則可控制上述之風險。然而，當政府不知廠商之邊際成本曲線時，不管其採用價格政

策或是數量政策，都無法預期如果要達到其所要求之目標產量時，所需付出的所有成

本。就價格政策方面說，為了獎勵再生能源的不同技術都能生產以達到所設定之目

標，政府遂根據不同技術設定不同的躉購費率，這就增加了不確定性；相反的，當政

府採用數量政策時，雖能直接控制目標產量，卻無法預先判斷其價格水準或總成本。

上述兩種政策，都需要靠政府不斷漸進式的調整，來達到所欲生產的產量與所欲付出

的成本。不過，逐漸調降躉購費率的作法，因為利益團體施壓的關係，在政治上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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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得通。 

Finon 與 Menanteau (2004) 更指出技術創新的誘因在於生產者剩餘的多寡。生產

者剩餘越多，越有助於廠商技術創新。價格政策與數量政策對於再生能源之技術創新

會有不同的影響。在躉購費率下，所有的剩餘皆由生產者分得，這使得生產者有較多

的誘因去進行技術創新。在時間進程之下，技術創新壓低邊際成本，創造更多利潤，

使得廠商又更能進一步創新技術。在競標系統下，廠商必須被迫壓下現有的所有成

本，但其無差異租，技術創新會相對較慢，另外，在權證交易系統下，越有生產效率

的廠商越能賣出更多的權證，這就不利於再生能源整體技術的發展，因為廠商就比較

不會去使用或改善較不成熟的生產技術，而會使用現存最有效率的生產技術。 

    Chakravorty、Leach 與 Moreaux (2006) 針對技術進步，也設定了最適控制的動

態模型，其探討在標準 Hotelling 框架下，邊做邊學的技術進步對最適能源開採率的

效果，其顯示當邊做邊學導致知識資本快速累積時，沿著最適轉換路徑的資源會加速

耗竭，且短期下的污染排放會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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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歐美及我國獎勵再生能源政策工具 

 

本節將以我國、英國、德國、美國為例，介紹其獎勵再生能源政策工具，包括數

量面政策工具與價格面政策工具： 

 

一、台灣 

推廣再生能源相關政策部門包括行政院、經濟部能源局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

署。首先，根據行政院「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其推廣再生能源之政策工具，主

要包括「推廣總量」、「再生能源發展基金」、「躉購費率」、「示範補助」。再來，經濟

部能源局在推廣生質能源方面，亦有四階段之「生質柴油推廣措施」，最後，農糧署

亦有「建立能源作物產銷體系」。 

經濟部研擬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於九十一年八月七日行政院核定後函送

立法院審議，歷經三次審議，未能於九十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第五屆立委任期結束前完

成三讀立法程序，依「屆期不連續原則」退回行政院重新提出。 

此後，九十四年六月八日經行政院再次函送立法院審議，而在同年九月十三日第

六屆立法院開始進行一讀審查程序。 

目前有六個版本的再生能源法草案於立法院經濟及能源委員會併案審查，包括行

政院版本、無黨團結聯盟黨團版本、唐碧娥等 42 人版本、王塗發等 97 人版本、田秋

堇等 36 人版本以及郭俊銘等 56 人版本。由於草案版本眾多，在九十五年五月二十六

日立法院第六屆第三會期決定以協商後再處理暫時擱置本案。以下僅以行政院版本之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作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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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推廣總量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明定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占全國發電總裝置容量 12％

為推廣總量上限。發電設備裝置容量達一定規模以上之自用發電設置者，得準用電業

法相關規定，取得工程所需用地等。 

 

(二) 再生能源發展基金 

再生能源發展基金是條例草案運作的心臟，透過強制「移轉性支付」，確保依條

例草案投資再生能源業者之信賴利益保護，如圖 2-4。在圖 2-4 中，綠色虛線為電力

流量，黑色實線為現金流量。再生能源發電成本較傳統發電成本高， 其 發展須透過

成立基金方式進行財務支援， 基金除向化石能源電業收取外， 並得由政府編列預算

補助， 專款專用於再生能源電價或再生能源設備補貼，以擴大營造國內再生能源發

展環境。 當基金不足以償付補貼時，必須由政府預算撥充。為了預防電業繳納基金

之費用成本必然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導致電價調漲，因此基金收支必須回歸「零基預

算」F

7
F精神，量入為出(張鼎煥、呂威賢，2005)。 

                                                 

7
零基預算者，在使管理當局，將每年的預算，從「零」的基準開始，不管上年度或以前年度預算數字

的高低，重新審視其業務活動，決定其優先順序，而根據成本效益分析，就下年度預算作最適當的安

排 ， 亦 就 是 說 將 有 限 的 資 源 為 妥 善 的 配 置 。 詳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535&ctNode=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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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躉購費率 

為避免再生能源電能無法銷售，影響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之購售電行為及考

量其設備安全與停機維修電力需求，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明訂電業具躉購再生能源

電能、提供併聯及停機維修其間所需電力之義務，政府並明訂再生能源之躉購費率。 

 

(四) 示範補助 

    考量高發電成本之再生能源技術發展潛力，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明訂太陽光電

發電、氫能及燃料電池發電採階段性推廣之示範補助措施，給予再生能源熱利用之獎

勵補助。 

 

(五) 生質柴油推廣措施 

經濟部能源局的生質柴油推廣措施係分四階段進行。首先，第一階段為鼓勵公營

消費者 

輸配電

業 

化石能

源電業 

再生能源

發展基金 

政府預

算 

再生能

源電業

現金流量 

售電價格反映 

圖 2-4 再生能源基金收支示意圖 

資料來源：張鼎煥、呂威賢，2005。 

電力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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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使用添加生質柴油之「綠色公車」計畫，其補助款以生質柴油使用總量乘以每公

升生質柴油補助金額上限核算；接著，第二階段為「綠色城鄉應用推廣計畫」，乃整

合農委會、環保署、經濟部等部會主管機關之資源，透過各類補助與輔導措施，從原

料自產、生質柴油自製、油品配銷等面向建構一個完整之生質柴油 B1（市售柴油內

添加 1％之生質柴油）供應體系；第三階段，將在 2008 年 7 月全面在市售柴油內添

加 1％之生質柴油；最後，第四階段是在 2010 年將生質柴油添加比例提高至 2％，以

達成生質柴油利用達 10 萬公秉之發展目標。  

 

(六) 建立能源作物產銷體系 

農糧署之「建立能源作物產銷體系」運作如下：農民於休耕田區種植能源作物遭

受天然災害導致無收穫時，可維持領取環境給付每公頃 45,000 元，並可按農業天然

災害救助規定，公告為現金救助災區者，比照天然災害雜糧作物現金救助標準每公頃

1 萬 2 千元。另外，在考量農民種植能源作物風險下，農糧署亦設計繳交基準量(依不

同作物訂定)之機制，只要能達到基準量則可全數獲得種植能源作物給付每公頃六萬

元。未達基準量時，倘經鄉鎮公所勘查能源作物之存活率達田區百分之五十以上，則

除仍可領取環境給付每公頃四萬五千元之外，其資材與生產作業費為每公頃一萬五千

元，按實際繳交量比例核發。 

 

二、英國 

    根據 2006 年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以下簡稱 IEA)，英國獎

勵再生能源之政策工具主要為資本補助款、減稅、再生能源運輸燃料義務(renewable 

transport fuel obligation，以下簡稱 RTFO)以及再生能源義務(renewables obligation，以

下簡稱 RO)。資本補助主要是補貼生質能源裝置設備，其運作是根據生質能源補助計

畫(bioenergy capital grants scheme)而來；減稅是針對含有生質柴油與生質酒精的油品

每升減少 20 便士的稅金；RTFO 規定在 2008 年時，油品中必須含 2.5％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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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年必須含 3.75％再生能源，而在 2010 年時必須含 5％再生能源。最後，RO

要求電力供給者所供給之電能必須要有一定比例來自再生能源。目前 RO 希望每年增

加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之比例，由 2007/08 年的 7.9％增加到 2015 年的 15.4％，並保

持此水準至 2027 年此機制退場止(Energy White Paper，2007)。此外，英政府尚有幾

項措施搭配 RTFO 與 RO，以下介紹： 

 

(一)代金(buy-out penalty) 

能源供給者若不遵守 RTFO 與 RO，就必須付一「代金」。所有繳交給電力暨

天然氣管制機構 (Office of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s，以下簡稱 OFGEM)的代金

總額，將會再依照實際提供再生能源電力業者的實際提供比例，發給提

供再生能源電力的業者，藉此鼓勵再生能源發電，此代金將與零售物價指

數連動，但於 2015 年至 2016 年則不與零售物價指數連動。 

 

(二)技術分組(banding) 

較有經濟效率的再生能源技術，例如近岸風力、垃圾掩埋沼氣等，每百萬瓦時

(MWh) 就可獲得一張或少於一張的再生能源義務權證 (renewables obligation 

certificate)，而較無經濟效率的再生能源技術，如離岸風力，每百萬瓦時就發給超過

一張的再生能源義務權證，用意是要鼓勵較不具潛力的再生能源發展。 

 

(三)溯往原則(grandfathering) 

    技術分組將在 2009 年四月一日執行。在技術分組之後，較有效率的再生能源技

術每發一百萬瓦時的電只能收到少於一張權證，勢必對再生能源發展有所衝擊，有鑒

於此，英政府特別准許這些只能拿到較少權證的效率廠商，只要在此日期之前就運作

或者獲得 OFGEM 鑑定且兩年內有運轉者，每百萬瓦時可以獲得一張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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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國 

根據 IEA(2007)，德國獎勵再生能源之政策為再生能源來源法(Renewable Energy 

Source Act)，而獎助計畫則有市場誘因計畫(market incentives programme)。在這些政

策之下，政策工具可包括躉購費率、金融援助及生質能源混合義務(biofuels mixing 

obligations)，以下分述之： 

 

(一)躉購費率 

再生能源來源法根據再生能源來源、地點、裝置容量以及技術給予不同的躉購費

率，此差別性費率乃根據所有技術之平均成本而定，如此使得再生能源生產者不管投

資何種技術，都能獲得一樣的利潤，因此對於再生能源技術的種類不會去揀擇。 

 

(二) 金融援助 

    市場誘因計畫提供金融援助來促進再生能源的發展，包括生質能的使用、太陽能

以及地熱能。為了促進再生能源進一步發展，德國銀行提供低利貸款，並為生物氣體

系統、大型燃燒固體生質能廠、使用較深處地熱能發電廠以及小水力發電廠減輕債務。 

 

(三) 生質能源混合義務 

德國政府藉由強制義務(mandatory obligation)的方式，規定生質能源與傳統之汽

油、柴油需混和。從 2007 年一月起，柴油裡必須有 4.4％的生質柴油能源含量，而汽

油則必須含有 1.2％的生質酒精能源含量。到 2010 年，汽油則必須含有 3.6％的生質

酒精能源含量。德政府立法，到 2010 年，生質燃料必須占運輸燃料的 6.75％，而到

2015 年則必須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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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 

美國獎勵再生能源之政策，在價格面主要是補貼政策與租稅抵減(tax credit)，在

數量政策面主要是再生能源發電配額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與再生能源燃

料標準 (renewable fuel standard)，以下根據 Koplow (2006)以及美國能源部網站

資料，一一介紹： 

 

(一)補貼 

美國獎勵生質能源的補貼又分為四大類： 

1.與產出有關之補貼 

2.生產要素之補貼 

3.影響中間投入成本的補貼政策 

4.與消費有關之補貼  

與產出有關之補貼指的是(1)市場價格支持(market-price support)，指的是藉立法

的方式或透過財政移轉的方式，來提高財貨的價格，將消費者剩餘轉成生產者剩餘，

例如關稅、再生能源標準 F

8
F等，以及(2)根據現有產量付款(payment based on current 

output)，即指根據廠商再生能源粗產出給予一筆款項或者根據其產量給予稅額抵減。

這些政策使得生產者所面對的財貨價格高於沒有任何政府干預時的價格。美國的酒精

與生質柴油市場裡，與產出有關的補貼通常與其所製造出來的燃料加侖F

9
F有關連，或

是與所混合的燃料加侖數相關連。 

與生產要素有關之補貼包括對生產生質能之資本設備、勞動以及土地補貼。資本

設備的補貼包括加速折舊、資本補助款、展示計畫基金等；對勞動補貼，指的是參與

生質能源生產的勞工，其營業稅或職業稅(occupation tax)稅率可獲減免。至於對土地

的補助，譬如政府捐贈土地、財產稅減免等。 

                                                 
8 再生能源標準指的是以管制市場佔有率的方式，提高再生能源的價格，詳 Koplow (2006)。 
9 一加侖約為 4.3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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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中間投入成本的政策，如對生質燃料投入的補貼或免費贈與，即實物補貼F

10
F 

(in-kind subsidies)。最後，對於消費的補貼，例如補貼能夠使用生質能源的車輛等。   

表 2-1 將上述補貼種類與實例整理如下： 

 

表 2-1 美國生質能源補貼類別 

生質能源補貼類別 補貼類別實例 

1.產出有關之補貼 (1)市場價格支持 

(2)根據現有產量付款 

2.生產要素之補貼 生產生質能之資本設備、勞動以及土地

補貼 

3.影響中間投入成本的補貼 生質燃料投入的補貼或免費贈與 

4.與消費有關之補貼 補貼能夠使用生質能源的車輛 

資料來源：Koplow，2006。 

 

Koplow (2006)對美國的龐大補貼相當不以為然，歸納其文中幾個主要的論點，

強調： 

1.美國對於生質能之補貼計畫過大且缺乏透明性與協調性，且在現行體制下幾乎無限

制的不斷增長。 

2.對生質能源補貼之成本有效性太低。 

3.聯邦與州的補貼計畫時有重疊，造成浪費。 

 

(二) 租稅抵減 

    在 2005 年能源政策法(Energy Policy Act of 2005)中第 1342 款規定購置替代燃料

資產的成本可抵百分之三十的稅額，其中，替代燃料指的是天然氣、丙烷、水力、E85 
                                                 
10例如 1986 年穀類價格大漲，聯邦政府即提供價值七千萬美金的穀物給再生能源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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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酒精與 15％的汽油)或 B20 生質柴油。另外，購買替代燃料器材可抵稅美金 1000

元，法案在 2005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至 2009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另外，第

1344 款將現有的租稅抵減擴大適用於生質柴油製造者至 2008 年底止，而酒精容量貨

物稅抵減(Volumetric Ethanol Excise Tax Credit)延至 2010 年。 

 

(三) 再生能源發電配比制 

     目前美國有二十四州與哥倫比亞特區執行再生能源發電配比之政

策。表 2-2 參考美國能源部網站，將這些參與再生能源發電配制的州以及

其所規定之再生能源占比羅列如下，其中，數量一欄包括了再生能源所

占比例以及百萬瓦特 (MW)兩個單位，而年份是指到該年再生能源所需佔

之比例或發電量。  

 

表 2-2 參與再生能源配比制之美國各州及其再生能源占比 

州名 數量  年份 執行 RPS 機構  

亞利桑納州 15％ 2025 亞利桑納合作委員會

加利福尼亞州 20％ 2010 加州能源委員會

科羅拉多州 20％ 2020 科羅拉多公用事業委員會

康乃迪克州 23％ 2020 公用事業控制部

哥倫比亞特區 11％ 2022 公共服務委員會

德拉威州 20％ 2019 德拉威能源局

夏威夷州 20％ 2020 夏威夷策略工業分部

愛荷華州 105MW 缺 愛荷華公用事業委員會

麻薩諸塞州 4％ 2009 麻薩諸塞能源資源分部

馬里蘭州 9.5％ 2022 馬里蘭公共服務委員會

緬因州 10％ 2017 緬因公用事業委員會



 23

明尼蘇達州 25％ 2025 明尼蘇達商業部

蒙大拿州 15％ 2015 蒙大拿公共服務委員會

新罕布夏州 16％ 2025 新罕布夏能源計畫局

紐澤西州 22.5％ 2021 紐澤西公用事業委員會

新墨西哥州 20％ 2020 新墨西哥公共法規委員會

內華達州 20％ 2015 內華達公用事業委員會

紐約州 24％ 2013 紐約公共服務委員會

奧勒崗州 25％ 2025 奧勒崗能源局

賓夕法尼亞州 18％ 2020 賓州公用事業委員會

羅德島 15％ 2020 羅德島公用事業委員會

德克薩斯州 5,800MW 2015 德州公用事業委員會

華盛頓州 15％ 2020 華盛頓國務卿

威士康辛州 10％ 2015 威士康辛公共服務委員會

資料來源：美國能源部， 2007。 

 

(四 ) 再生能源燃料標準  

在 2005 年能源政策法第 1501 款中，規定在 2012 年時，所有美國販售的汽油必

須包含七十五億加侖的再生能源，而在 2013 年，所使用的再生能源燃料必須包含兩

億五千萬加侖由纖維素生質能所提煉出之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