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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循環經濟簡介 

第一節 循環經濟之概念與基本原則 

吳季松(2005)認為近代之經濟發展經歷了三種模式，且分別代表了三種不同

的層次。第一種是傳統模式，它不考慮環境因素，是一種「資源-產品-污染排放」

的單向性開放式經濟過程。第二種是過程末端治理模式，它開始注意環境問題，

但其具體作法是「先污染，後治理」，強調在生產過程的末端採取治理污染措施，

但由於末端治理的技術難度與治理成本過高，使得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

益皆難以達到預期目的。第三種則是循環經濟模式，其遵循「減量化、再利用、

資源化」原則，採用全過程處理模式，以達到減少進入生產流程的投入。以不同

方式多次反覆使用某種物品和廢棄物，是一種「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封閉回

饋式循環過程，實現從減少廢棄物排放到淨化廢棄物再到利用廢棄物的過程，達

到最佳生產、最適消費及最少廢棄。 

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一詞係由美國經濟學家 Boulding(1966)所提出，

他受到當時所發射的太空船影響，並以此比喻為分析地球的經濟發展。他認為，

太空船是一個孤立無援、與世隔絕的孤立系統，必頇進行太空船內的資源循環，

如將呼出的二氧化碳分解為氧氣、從尚存營養成份的排泄物中分解出營養物再利

用。同理，地球經濟系統有如一艘太空船，儘管其資源與壽命甚大，但也只有實

現對資源循環的循環經濟才得以長存。雖然 Boulding 做了一項有關循環經濟的

比喻，但並未進一步深入而使之成為一種經濟學說。儘管如此，循環經濟一詞的

提出仍啟發了對於循環經濟的後續研究，以下為多位學者對於循環經濟一詞之定

義。 

吳季松(2006)認為循環經濟可以定義為在社會經濟、科學技術和自然生態的

大系統內，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全過程中，不斷提高資

源的利用效率，把傳統的、依賴資源淨消耗線性增加的發展，轉變為依靠生態型

資源循環來發展，從而維繫和修復生態系統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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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之浚(2005)認為循環經濟要求遵循生態學規律，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

容量，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的基礎上發展經濟，使經濟系統和諧地納入到自然生

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中，實現經濟活動的生態化。其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

宣導一種與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 

多數文獻認為循環經濟之運行具體表現在三個層次上，分別為企業層次、區

域層次及社會層次(馮之浚，2004；齊建國等，2006)。 

1. 企業層次 

根據生態效率的理念，要求企業減少產品和服務的物料使用量和能源使用量，

減少排放有毒物質。加強物質的循環，最大限度可持續的利用再生資源，提高產

品耐用性和強度。而企業內部廢棄物的回收循環，通常包括下列情形： 

 (1) 將流失的物料回收後做為原料返回到原來的生產過程中。例如，從造紙廢水

中回收紙漿。 

 (2) 將生產過程中生成的廢料做為原料返回到原生產流程中。 

 (3) 將生產過程中生成的廢料經處理後作為原料，用於企業內部其他生產過程

中。 

企業層次的成功案例是美國杜邦化學公司，其研究人員利用循環經濟原則，

透過放棄使用或減少使用化學物質的使用量，組織工廠內部之間的物料循環，達

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污染物的環境保護目標。至 1994 年，已經使該公司生產造

成的廢棄塑膠減少了 25%，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減少了 70%。同時還利用回收的

廢棄塑膠，開發出耐用的乙烯材料新產品。 

2. 區域層次 

主要是指企業間的物料循環，例如下游企業的廢料、副產品返回上游企業做

為原料重新使用，或者某一產業的廢料、餘熱送往其他產業並加以利用，此種層

次的循環通常藉由生態工業園區(Eco Industrial Park)的方式運行，生態工業園區

是按照循環經濟理念和工業生態學原理設計建立的一種新型工業組織形式，例如

丹麥卡倫堡生態工業園區(Kalundborg)。在園區工業體系中，各企業按照生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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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原理建立合作體系，而卡倫堡工業園區的主體企業是發電廠、煉油廠、製藥廠

和石膏板生產廠，以這四個企業為中心，透過交易方式利用對方生產過程中產生

的廢棄物和副產品，作為自己生產中的原料，不僅減少了廢棄物產生量和處理費

用，還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形成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良性循環。這種類

型的生態工業園區在歐洲、北美的主要國家和地區正在迅速發展。 

3. 社會層次 

主要是指整個社會的產品經使用報廢後，其中大部分的物質型態返回原生產

部門，經處理後重新成為再生原料，例如輪胎、鋼材、玻璃、紙張等回收再生利

用。社會層面的循環實質上是要在全社會範圍內或在產品消費過程後組織物料和

能源的回收利用。即從社會整體循環的角度，進行資源回收利用。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循環經濟重點行業試點單位，即為上述之企業層次。其

實際操作分別透過 3R 原則實現該層次之資源循環流動，而 3R 原則係指減量化

(Reduce)、再利用(Reuse)和再循環(Recycle)，茲分述如下： 

1. 減量化 

減量化原則屬於輸入端方法，旨在減少進入生產和消費過程的投入，從源頭

節約資源使用和減少污染物的排放。減量化要求從源頭上預防廢棄物的產生，而

不僅是污染物產生後的治理。在生產過程中，企業可以透過減少產品生產的原料

和能源投入量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減少廢棄物排放。這可以透過改進產品設計、

創新工業技術和流程來實現，在設計時便充分考慮產品生命週期內對資源的消耗

和廢棄物的排放。在消費過程中，消費者可以減少對物品的過度消費，選擇包裝

物可以循環使用的物品 

2. 再利用 

再利用原則屬於過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利用效率，要求產品

和包裝多次利用，減少一次用品的污染。透過再利用，可以防止物品過早成為垃

圾。廢棄產品的再製造和再修理都是確保再利用的有效途徑。紙箱、玻璃瓶、塑

膠袋等包裝材料都可以回收再利用，這不僅是節約能源和資源，而且是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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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污染的措施。據周宏春與劉燕華(2005)之估算，可再利用的飲料瓶最多可循

環使用 50 多次。 

3. 再循環 

再循環原則屬於輸出端方法，其要求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後能夠重新變成再生

資源，也可以稱之為再資源化。由於再循環可以盡可能地再生利用廢棄物，既減

少了垃圾的產生，又可以減少對自然資源的開採。再資源劃分為同級資源化和升

級資源化。同級資源化是指廢棄物經再資源化處理後用於生產與原產品同類型的

新產品；升級資源化是指廢棄物經資源化處理後用於生產與原產品不同類型的新

產品。 

總而言之，循環經濟並非簡單的透過循環利用實現廢棄物資源化，而是強調

在優先減少資源消耗和廢棄物產生的基礎上綜合運用 3R 原則，而這三項原則在

循環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是並列的, 而是按輸入端、產品生產和消費過程、輸出端

的先後順序逐步實現的，次序不容顛倒。要成功實施循環經濟，每一原則都是必

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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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循環經濟於中國大陸之發展 

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前三十年間，其國內尚未有循環經濟的概念，且當時

中國大陸尚未進入工業化的階段，社會還沒有建立貣生態環境意識，尤其是還沒

有在資源消耗、廢棄物排放和環境污染之間建立貣關係，在 1972 年世界環境大

會時，甚至認為環境污染是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現象，社會主義國家並不存在環

境污染問題。因此，在當時中國大陸的循環經濟處於一種簡單的循環利用廢棄物

階段，節約資源是因為生產力落後，社會無法提供足夠的商品供給，因此，民眾

和企業不得不利用一切可以再利用的資源，包括廢棄物。 

從 80 年代初至 90 年代末，即改革開放後的近 20 年間，中國大陸開始真正

進入大規模工業化的階段，大規模的技術引進和本土技術的開發，使得社會生產

力急遽提高，到了 1996 年以後，其經濟結束了數量短缺，進入了過剩時代。然

而工業化快速發展的直接結果是，大規模生產、消費並帶來大量的廢棄物，環境

污染急速惡化。這一時期的廢棄物循環利用已經不再是因為生產力落後而不能提

供足夠的商品供給，而是自然資源日益接近枯竭，過多的污染排放已遠超過環境

的自我淨化能力。但也因為經濟增長快速，環境污染成為了關注的問題，各級政

府成立了環境保護局，在環境污染上開始由末端治理轉變為源頭預防，推行清潔

生產、開發生態示範建設、環境示範城市建設等。 

自 2000 年以後，中國大陸則正式進入循環經濟理論和實踐的推進階段。此

一階段，政府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經濟總量快速增長，加劇了資源的消耗和污

染的排放，使得中國大陸每人帄均資源擁有量降低，亦影響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因此，其政府認為以節約利用資源、循環利用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將廢棄

物進行資源化再生利用為形式的循環經濟模式，可成為解決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

的重要方式。因此，2000 年以來中國大陸不斷增加有關循環經濟理論研究，以

加快實踐循環經濟。 

2004 年，中國大陸第十六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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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年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要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

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和環境相協調。2005 年 3 月，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把發展循環經濟作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

觀，轉變經濟方式，解決資源與環境壓力的措施。2005 年 7 月，中國國務院認

為在推動資源節約和推行清潔生產方面，雖取得積極成效。但傳統的高消耗、高

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長方式仍未根本轉變，資源利用率低，環境污染依然嚴

重。同時，存在法規和政策不完善、體制不健全、相關技術開發停滯不前等問題，

因此正式發布「關於加快發展循環經濟的若干意見」，此文件成為中國發展循環

經濟的指導性文件，對中國發展循環經濟目標、重點領域、管理措施等提出了原

則性指導方針，說明了實踐循環經濟的四項重點工作和五項重點環節，其中皆可

看出中國實踐循環經濟之方式及目標。 

關於四項重點工作，一是推動節能降耗，強調在生產、建設、流通和消費各

領域節約資源，減少自然資源的消耗。二是推行清潔生產，從源頭減少廢物的產

生。三是開展資源綜合利用，實現廢棄物資源化和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四是發展

環保產業，注重開發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技術與裝備，為資源高效利用、循

環利用和減少廢物排放提供技術保障。至於五項重點環節，一是資源開採環節，

係指統籌規劃礦產資源開發，推廣先進適用的開採技術、工藝和設備，提高採礦

回採率、選礦和冶煉回收率，大力推進尾礦、廢石綜合利用，提高資源綜合回收

利用率。二是資源消耗環節，加強對冶金、有色、電力、煤炭、石化、化工、建

材(築)、輕工、紡織、農業等重點行業能源、原材料、水等資源消耗管理，降低

消耗，提高資源利用率。三是廢物產生環節，強化污染預防和全過程控制，推動

不同行業合理延長產業鏈，加強對各類廢物的循環利用，推進企業廢棄物「零排

放」；加快再生水利用設施建設以及城市垃圾、污泥減量化和資源化利用，降低

廢物最終處置量。四是再生資源產生環節要大力回收和循環利用各種廢舊資源，

支持廢舊機電產品再製造；建立垃圾分類收集和分選系統，不斷完善再生資源回

收利用體系。五是消費環節，倡導有利於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消費方式，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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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能效標識產品、節能節水認證產品和環境標誌產品、綠色標誌食品和有機標

誌食品，減少過度包裝和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且政府機構實行綠色採購。 

此外，中國國務院於 2005 年 10 月又發布在重點行業、重點領域、產業園區

和省市組織發展循環經濟試點工作的「循環經濟試點工作方案」，確定了國家循

環經濟第一批試點單位，其中依循環經濟層次分為重點行業、重點領域、產業園

區和省市，希望透過試點提出發展循環經濟的重大技術和項目領域，進一步完善

促進再生資源循環利用、降低污染排放強度的政策措施，並提出按循環經濟模式

規劃、建設、改造工業園區以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城市的思路，樹立

一批先進典型，為加快發展循環經濟提供示範。 

在進行一連串的推廣與試點之後，中國大陸於 2008 年 8 月通過「中華人民

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其中不僅包含循環經濟相關管理制度，亦規範其激勵

制度及法律責任，其規範皆是為了促進循環經濟發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

和改善環境，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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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大陸企業循環經濟之實踐 

中國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 2005 年選擇了鋼鐵、有色、煤炭、電力、化

工、建材、輕工等行業，作為循環經濟試點重點行業。由於企業是循環經濟系統

中企業層次的組成部分，因此保護生態環境同時促進經濟發展，便成為實施循環

經濟企業之責任。關敏(2006)認為循環經濟的主要表現為以清潔生產為核心的企

業綠色管理模式，即以綠色生產為基礎，同時納入綠色行銷、綠色會計、綠色審

計等內容。在管理過程中，需遵循一般企業管理原則和循環經濟 3R 原則，以達

到資源利用最大化、廢棄物排放最小化和產品生產綠色化之目標。以下為綠色管

理之主要內容： 

1. 綠色企業文化與策略 

綠色企業文化是企業及其員工在長期的生產經營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價值觀和

行為典範，因此企業文化是綠色管理的重要內容，也是實施綠色管理的前提。而

經營策略是企業根據與自然、社會發展，在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中實現企業可持

續成長的理念，結合外部環境的變化和企業的實際情況，從總體和長期上考慮經

營目標，明確經營方向，並制定實現目標的程序和措施，故綠色策略是確保企業

長期穩定、持續實施綠色管理、採取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措施的綱領。 

2. 綠色組織結構 

綠色管理不僅需要全體員工有綠色意識，尚頇有形的職能部門來履行，因此

就需要企業設置相對應的計畫制定部門、執行部門及監督部門。 

3. 綠色採購 

選擇資源和材料時，在考慮其必要品質、功能和經濟合理性的基礎上，應優

先採購不破壞生態環境、可再生或可循環利用的原料和廢棄後便於處理的材料，

並且在採購過程中減少對環境的破壞，採用合理的運輸方式，減少不必要的包裝

物等。而 Rao(2004)認為綠色採購的成功與否，與企業之供應商有相當大的關係。 

4. 綠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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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設計即綠色生命週期設計，其考慮產品整個生命週期可能對環境帶來的

影響，並將減少環境負面影響作為其設計目標。郭財卲(2001)認為綠色生命週期

主要由四個階段所組成：第一為生產階段，包括了產品原料的選擇、產品功能與

外觀的決定、生產技術的選擇及組裝與拆解的方式。第二為運輸階段，包括了包

裝材料的選擇、產品包裝的樣式及運輸方法與工具的決定。第三為使用階段，其

為消費者的使用，設計者應考慮到產品使用中能源的消耗與其壽命、安全性、耐

久性。第四為再生階段，包括了產品的回收與再利用、回收後的產品拆解、無法

再利用的材料處理。 

5. 綠色技術 

綠色技術是減輕環境污染或減少原材料及自然資源使用的技術。綠色技術以

最大限度的節約資源和能源，減少環境污染為目標，貫穿於綠色生產的始終，也

是綠色生產的關鍵。 

6. 綠色生產 

綠色生產，又稱清潔生產。其為綠色設計、綠色技術的綜合實施過程，也是

綠色管理的重點。而清潔生產意味著對生產過程、產品和服務持續運用整體預防

的環境策略以期增加生態效率並減輕人類和環境的風險，其著眼點並非消除污染

引貣的後果，而是消除污染的根源，故其不僅致力於減少污染，亦致力於提高效

益。Rao(2004)認為綠色生產受到員工品質之影響，因此，企業應投入時間和資

源對員工進行訓練，以達到綠色生產的高績效。 

7. 綠色行銷 

Peattie(1992)認為綠色行銷是一種能辨識、預期及符合消費的社會需求，並且

可帶來利潤及永續經營的管理過程。與傳統行銷的根本區別在於它是一種強調環

境責任，以社會及企業自身可持續發展為最終目標的一種行銷活動，其手段可能

藉由生產及銷售綠色產品、運用企業綠色形象進行促銷等。 

8. 綠色投資 

綠色投資是指企業抓住機會，投入循環經濟項目，發展綠色產業，進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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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企業的綠化程度。企業的發展不能侷限於現有規模，應適當的開發新項目，以

增強企業實力。 

9. 綠色會計 

綠色會計是將會計學和自然環境相結合，以貨幣為主要計量單位，以有關環

境法律、法規為依據，研究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之間的關係，對企業給社會資源

環境造成的收益和損失進行確認、計算、揭露及分析，以便為決策者提供環境訊

息的會計理論和方法，可以監督反映企業綠色管理的經濟利益、社會利益和環境

利益。 

10. 綠色審計 

綠色審計是針對自然資源短缺、生態環境污染嚴重的現狀、傳統會計計算失

真、未將資源環境納入核算範圍而出現的會計虛假等問題，而進行的審計監督。

透過綠色審計可降低潛在的風險，使企業能較正確判斷綠色管理的投入。 

綜上所述，企業若欲導入循環經濟模式，除了應掌握循環經濟之概念與原則，

亦必頇將本身傳統管理模式轉換為綠色管理模式，以增加循環經濟在企業層次上

之實施效果，並達到企業發展與生態環境雙贏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