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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濟環境友善，是時下的重要議題，而經濟活動中的製程技術更與之

息息相關。本研究旨在探討能源稟賦國─俄羅斯，其綠色經濟發展現況，

與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以下簡稱 BAT)之立法與執行。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

法，並以 2007 年，俄國訂定「國家環境日」之時點為分界，進行前後差異

比對，利用量化數據與質化成果為整體之論述。 

首先，經由資料數據蒐集，採用俄國碳排放量、GDP 能源強度，以及

該國耗能產業之占比等，進行交互分析。針對歷年數據觀之，俄國碳排放

量及 GDP 能源強度，與他國相比僅能望其項背，在近期只有微幅進步，而

在 2007 年後，無明顯差異。另質化部分，綠色經濟環境則明顯得到改善，

政府態度趨於積極，更在 2021 年 6 月通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及引入碳報

告之法案》。為激勵企業轉型，政府提供相關稅賦優惠措施，金融環境面，

則針對企業在提升能效與環保行動上，予以貸款優惠及發行綠色債券，並

且將 CSR 指標納入貸款評估。整體而言，俄國就轉型至綠色經濟領域，較

以往更為友善。 

接著，將俄國 BAT 政策分為兩部份討論。第一為政策立法過程，從

中，可觀察到俄國政治領導力及利益團體，對政策產生之影響。 BAT 政策

之最終定案，有關政策過渡期、規範客體以及技術標準等，皆明顯放寬。

第二，政策成效部分，以俄國熱電 BAT─參考文件 38 號為個案說明，該技

術標準雖汰換部份老舊設施，協助產業升級，但與國際新興技術仍存有差

距，尚須調整更新。由於歐盟 BAT 被多國參考採用，因此俄國在推行政策

過程中，增加了國際交流與合作機會，此舉將有助於提升其國際影響力。 

 

關鍵字: 綠色經濟、最佳可行技術、能源效率、製程技術、永續發展、環境

保護、政策制定、汙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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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issue 

nowadays, with which process technology in economic activities is 

considered closely associated.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status of Russia, a country with a rich endowment of energy, 

and analyze the legis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ts 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BAT) policy. Using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changes of Russia before an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 Day” in 2007 and conducts the overall expos ition 

with quantitative data and qualitative results.  

First, with the data collected, an interactive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items including Russia’s carbon emissions, GDP energy intensity, and the 

proportion of energy-consuming industries. Historical data revealed that in 

terms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GDP energy intensity, Russia was still placed 

way down the list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with slight progress 

secured, and that the situation was not found to have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after 2007. Qualitatively, the green economic environment had 

been remarkably improved and the government’s attitude turned to be active. 

What’s more, the Russian government passed the “Law on the Restric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arbon Reporting” in 

June 2021. To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transform, the government has 

developed relevant tax incentives. In terms of financing, the government 

grants enterprises green bonds and loan incentives in support of their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ions, and 

incorporates their CSR indicators into loan appraisal.  Overall, Russia's 

environment is more friendly than before in its transition to a gree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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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this study discusses Russia’s BAT policy on two aspects. The first 

is the policy legislative process, from which the influence of Russian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interest groups on the policy can be observed.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final BAT policy was evidently softened in terms of the 

policy transition period, regulated objects, and technical standards. The 

second is about policy effectiveness, exemplified by Russian Thermal Power 

BAT-Reference Document No. 38. Although this technical standard requires 

the replacement of old facilities and provides assis tance in industrial 

upgrading, it still has a gap between international emerging technology 

standards and needs to be modified and updated. Moreover, since the EU 

BAT has been used as a reference by many countries, Russia has increased 

th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which is expected to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Keywords: Green economy, 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Energy efficiency, 

Process technolo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formulation, Pollution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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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背景 

    氣候變遷，環境的劇變對世界各國產生影響，天災頻傳，即使已開

發國家亦無法阻止大自然的反撲。在 2019 年，歐洲熱浪來襲，法國、德國

及荷蘭等氣溫皆飆破攝氏 40 度，造成多人死亡，由於該地區建築設計並未

考量罕見高溫，部分鐵軌因受熱膨脹而彎曲、電纜也在高溫曝曬下故障。1

在南半球的國家也難逃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危機，澳洲大火造成大面積的叢

林被燒毀，新聞上處處可見燒傷的無尾熊，多種動植物隨祝融付之一炬，

該次叢林大火據澳洲政府統計的起火範圍約為 1,000 萬公頃，另外，澳洲

內政部也向記者證實，北部燒毀的 680 萬公頃尚未列入前項統計，可見澳

洲叢林大火所帶來的損失與嚴重性。2 

全球暖化主要原因源自於人類活動，由於相關活動所產生之溫室氣體

排放，使地球逐漸升溫，各國政府也啟動了應變機制。3氣候改變所帶來的

影響可見一斑，在此情況下，財產設備與生命安全皆受到威脅，許多國家

政府與人民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開始提高，然而，美國前總統川普 

（Donald John Trump）卻在世界聲浪下反其道而行。其在公開場合多次揚

言退出《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4認為在《巴黎氣候協定》的

框架下，美國處於不利的地位，依照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協會之統計數據，

若遵循《巴黎氣候協定》的承諾到 2040 年，美國國內生產毛額(Gross 

                                                
1 李修慧，歐洲熱浪襲擊：德、法、荷高溫飆破 40 度，鐵軌膨脹、核電廠停工，上網日期 2020 年 2 月 18

日，檢自：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2716 
2 Government set to revise total number of hectares destroyed during bushfire season to 17 million, 
Retrieved February 20 2020, from:  https://www.9news.com.au/national/australian-bushfires-17-million-
hectares-burnt-more-than-previously-thought/b8249781-5c86-4167-b191-b9f628bdd164 
3 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第五次報告， 

上網日期 2020 年 8 月 18 日，檢自：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2/ipcc_wg3_ar5_summary-for-policymakers.pdf 
4 巴黎協定主要目標為「全球目標升溫小於攝氏 2 度，並致力於限制在 1.5 度以內」。 

巴黎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氣候變遷生活網,環保署, 上網日期 109 年 2 月 20 日，檢自： 

https://ccis.epa.gov.tw/know/pact2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2716
https://www.9news.com.au/national/australian-bushfires-17-million-hectares-burnt-more-than-previously-thought/b8249781-5c86-4167-b191-b9f628bdd164
https://www.9news.com.au/national/australian-bushfires-17-million-hectares-burnt-more-than-previously-thought/b8249781-5c86-4167-b191-b9f628bdd164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2/ipcc_wg3_ar5_summary-for-policymakers.pdf
https://ccis.epa.gov.tw/know/pac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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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Product, GDP) 將減少三兆美元，5如此沉重的經濟負擔使美國在

2019 年 11 月 4 日向聯合國提出「正式通知」，要求退出，其中也意味著在

正式提出通知一年後，美國退出生效，6未來將不再受協議的拘束，直到拜

登(Joe Biden)當選後，美國才於 2021 年 2 月 19 日正式重返巴黎協議。7 

   2019 年俄國與美國持不同立場，在這個重要時刻，《巴黎氣候協定》

對俄國正式生效。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富有豐沛能源的俄羅斯，其能源

出口占總出口的 65%，8可見該國產業結構失衡，且大量仰賴初級能源出口

收入，然而，在俄國內部多次討論後，該國政府於 2019 年 9 月 23 日，在

官方網站發布了相關內容，9 2019 年 9 月 21 日由總理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簽署通過巴黎協定的第 1228 號法令，10隨後聯合國也在 2019

年 10 月 14 日正式受理。11
2019 年 12 月，俄國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

曾在新聞發佈會上直言，由於氣候變遷的暖化現象，使居住於永凍層的人

民安全受到威脅、俄國關鍵產業的發展風險也因此而提升，12暖化的不利因

素，也促使普欽總統多次喊話，俄國未來將逐漸轉向綠色經濟發展。13 

  

                                                
5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Retrieved February 25 2020,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trump-paris-climate-accord/ 
6 “On the U.S. Withdrawal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M. R. Pompeo, Secretary of Stat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trieved February 27 2020, from:https://www.state.gov/on-the-u-s-withdrawal-from-the-paris-
agreement/  
7 拜登上任一個月 美國正式重返巴黎氣候協定，上網日期 2021 年 05 月 18 日， 

檢自：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2190305.aspx 
8 Russia Economic Report, Word Bank, Retrieved March 02 2020, from: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russia/publication/rer 
9 Сообщение Алексея Гордеева на совещании с вице-премьерам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Retrieved March 06 2020, from: http://government.ru/news/37922/ 
10 «Об участии России в Парижском соглашении по климат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Retrieved 
March 06 2020, from: http://government.ru/docs/37917/  
11 Russian Federation: Acceptance ,UN, Retrieved March 10 2020, 
from: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N/2019/CN.507.2019-Eng.pdf 
12 Большая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Retrieved April 10 2020, 
from: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2366 (19 декабря 2019) 
13 不過普欽也言明，烴化物的時代並不會那麼快結束。T. Becker. (Ed.), S. Oxenstierna (Ed.). (2019). The 

Russian Economy under Putin. London: Routledge, Part I (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trump-paris-climate-accord/
https://www.state.gov/on-the-u-s-withdrawal-from-the-paris-agreement/
https://www.state.gov/on-the-u-s-withdrawal-from-the-paris-agreement/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2190305.aspx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russia/publication/rer
http://government.ru/news/37922/
http://government.ru/docs/37917/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CN/2019/CN.507.2019-Eng.pdf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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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氣候協定》對俄國正式生效，雖然需要落實國家自定預期貢獻

值（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INDCs），14但對俄國

來說，也帶來許多好處。首先，俄國未來在遵守及執行國家自定預期貢獻

之承諾時，有利於俄國境內產業設備更新、產業部門也間接受到調整。第

二，與他國攜手減緩全球暖化，同時，俄國可謂這場地球環境守衛戰的受

益者，由於其領土多位於高緯度地區，若平均溫度不斷升高而造成各國的

損失，俄國將首當其衝。第三，參與《巴黎氣候協定》將分配財務與技術

資源協助「開發中國家」，各國得以互相支持，共同面對環境的改變，然而

俄國在此協定下，不須負擔前述技術援助與財力協助之成本。15第四，俄國

的國際貿易市場也可望擴張，歐盟委員會曾經提到，國際貿易與永續發展

息息相關，未來將視支持《巴黎氣候協定》的國家為優先貿易國，16位於俄

國西方的歐盟，實屬巨大的經濟共同體，此貿易商機不容小覷，因此在俄

國批准了《巴黎氣候協定》後，無疑是取得歐盟市場之入場券。 

二、研究動機 

環境的變化帶來諸多不便，也讓大家意識到嚴重性，為求健康、生命

及財產的保障，人們汲汲營營的尋找所謂的「解決方案」，並希望能進一步

與地球和平相處。中國過度開發造成霧霾嚴重、福島核災事件，使民眾對

於使用核能的安全意識提升，人類社會不斷發展，資源的消耗與污染排放

也隨之增加，然而環境卻無法負荷。 

                                                
14 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DCs），在巴黎氣候協定通過之後，由於相關國家正式加入協定，其所提出的減

排目標值，用詞會將「預期」移除，換言之，於巴黎氣候協定中，正式提出之目標值為國家自定貢獻

NDCs（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五年需更新一次。 

What is an IN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Retrieved August 01 2021, from: https://www.wri.org/indc-
definition 
15 UFCCC 附件二上的締約方，應提供開發中國家資金及技術支援等義務，而俄國在 2019 年的聲明中指

出，其並非附件二中所稱之義務國。 

Parties & Observers, UN, Retrieved March 20 2020, from:  https://unfccc.int/parties-observers 

UFCCC 附件二國家名單, 

 Retrieved March 20 2020, from: https://unfccc.int/cop3/fccc/climate/annex2.htm 
16 EU says no new trade deals with countries not in Paris Agreement, Climate home news, Retrieved 
March 24 2020, from:https://www.climatechangenews.com/2018/02/02/eu-difficult-imagine-trade-deals-
countries-not-paris-agreement/ 

https://www.wri.org/indc-definition
https://www.wri.org/indc-definition
https://unfccc.int/parties-observers
https://unfccc.int/cop3/fccc/climate/annex2.htm
https://www.climatechangenews.com/2018/02/02/eu-difficult-imagine-trade-deals-countries-not-paris-agreement/
https://www.climatechangenews.com/2018/02/02/eu-difficult-imagine-trade-deals-countries-not-paris-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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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俄羅斯區域研究所時，筆者的研究標的，隨著深入瞭解俄國而

逐漸清晰定調。俄羅斯為全世界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17遼闊的領土下蘊藏

大量資源，但台灣對俄國的關注卻不如美國、中國及日本等國家，因此筆

者決定在「俄國能源經濟」領域進行鑽研，為台灣在俄國能源領域的文獻

資料庫，增添更多的內容。由於在探索俄國與學習過程中，正好經歷 2018

年核能公投及台灣立法一連串的變化，且氣候暖化天災不斷，出自於對地

球環境的保護心態，伴隨個人的好奇心，希望能進一步挖掘他國的解套方

法，視「經濟」與「環境」能否取得平衡，而非經濟學中之零和賽局。 

對此，擁有豐富能源的俄國，其政策與作法更讓人想探明究竟。在現

況背景與其他文獻說明中，能發現俄國的發展在能源與環保方面，態度出

現轉變，雖然俄羅斯擁有大量能源，其供給量足以滿足國內需求並出口，

然而俄國近期也跟上國際趨勢，致力於發展綠色政策與相關組織部門發

展，針對俄羅斯面對氣候變遷的因應之道，中文文獻相對稀少，難以蒐集

與閱讀。筆者希望，透過本文蒐集的文獻及數據說明，讓有興趣的讀者從

全新視野，進一步瞭解綠色經濟下的俄羅斯，該國未來的變遷與展望，另

外，正在擬定氣候變遷政策的相關組織，以及有意進入俄國從事貿易的企

業，也得以透過更簡單快速的方式，蒐集到該國就經濟與環境間權衡下的

發展政策。 

三、研究目的 

在世界面對資源耗盡、環境破壞的危機時，論俄國富饒的能源蘊藏

量，其實無須憂慮能源消耗之問題，然而俄國開始注重於能源使用，積極

加入綠色經濟的行列。就俄國的產業而言，有大一部分，仍偏重於初級能

源的出口，該國經濟枯榮常伴隨國際能源價格波動，何以俄國聚焦在節能

減排上，又該國在推動相關政策之過程與發展為何，這些對於俄國之經濟

                                                
17 Larg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y area), Worldometer, Retrieved May 12 2020, from: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geography/largest-countries-in-the-world/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geography/largest-countries-in-th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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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層面，皆環環相扣，並會造成衝擊與改變。 

筆者在研讀俄國相關資料的過程中旋即發現，多數研究侷限於俄國單

一政策制定過程，大多仍侷限在政治層面討論，抑或檢討特定產業別之發

展變化，然而，政策影響並非僅止於特定產業；反之，部分研究僅將俄國

永續發展及綠色經濟途徑，進行概括性探討，卻缺乏更深入的瞭解。 

筆者將依循現有之文獻及數據資料，與俄國能源政策結合，希望能分

析能源大國俄羅斯，在面對氣候變遷時，其針對能源所推行之措施，並就

該國政策的發展，進行研究與後續執行之探討。 

雖然一國之政策適用，應該因地制宜，且各國的作法仍存在差異，但

透過俄國的個案研究，可更全面的瞭解：一個國家，在面對環境、經濟與

社會的永續時，會如何使用能源以及推動政策，尤其是能源存量如此豐厚

的俄羅斯，該國之選擇與做法更令人好奇。 

本文研究目的有二，其一，筆者將以綠色經濟為切入點，探討俄國綠

色經濟的發展狀況，第二，進入俄國「最佳可行技術」 (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BAT)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以便更了解這個政策的制定背景因

素。本研究將彙整俄國歷年來之綠色經濟指標，如碳排放、GDP 能源強度

等，藉由理解該國綠色經濟發展之樣貌，並進一步深入旨在提高能效、減

少排放的「最佳可行技術」政策，其立法過程，以及執行發展；就該國節

能減排的生產技術政策，如何磋商與制定；又政策施行是否符合當初制定

之目的，進行整體的歸納研究，然而利弊相隨，俄羅斯在綠色經濟浪潮

下，所採取之策略，其成效是否得到有效之迴響，經濟面與自然環境品質

是否一併提升，皆是本文嘗試探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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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文獻探討 

環境保護的概念非常廣泛，並且涉及到經濟、社會與政治等其他面

向，其中關聯錯綜複雜。由於本文主旨在於探討俄國在面對氣候變遷之作

為，因此文獻探討將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永續發展與綠色經濟之概

念發展，並討論綠色經濟發展與學者看法，第二階段則聚焦於俄國，利用

相關數據及文獻，透過現有資料，釐清俄國在永續及綠色經濟上之發展歷

程，並利用過往文獻，探究俄國企業與政府在綠色經濟下之作為，以及何

為最佳可行技術。 

一、 永續發展途徑-綠色經濟 

（一） 永續發展與綠色經濟 

永續發展與綠色經濟的範圍難以界定，學者們的見解也略有分歧，不

過廣義上認為人們關注的議題乃由「永續發展」逐漸轉變為「綠色經濟」。

1987 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所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又稱為 Brundtland  Report）為「永續發展」奠定下基

石，18，該報告將永續發展的定義為「滿足我們現有需求，並且不影響未來

世代的發展需求」，除了關注於環境，也將整體「發展」考量其中，報告內

容列出了人類所共同面對的挑戰，其中包括人口與人力資源、糧食安全、

物種與生態、能源、工業及城市化的問題，呼籲各國政府與人民一同尋求

永續發展之可能性，勇於負起歷史的責任，為下一代做出適切的改變，並

設法找到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兩者之平衡，由於報告中提供了得以參考的

數據資料，也成功引起人們的關注。 

雖然永續發展得到廣泛認同，卻無法明確給予永續發展具體行動的發

展路徑，直到 1992 年於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高峰會，參與的國家代表簽

屬《二十一世紀議程》，才更進一步指出各國落實「永續發展」相關國家的

                                                
18 (1987).Our Common Future ,United Nations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Retrieved May 10 2020, from: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5987our-
common-future.pdf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5987our-common-future.pdf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5987our-common-futu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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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合作方法。《二十一世紀議程》分為四部分討論，社會經濟面、保存

管理資源與發展、加強主要組織的作用力及永續發展的實行措施，19針對永

續發展「需求」定義其實尚未存在明確的範圍，大致上人們將「永續發

展」視三大領域劃分，社會、經濟與環境，並透過發展質量去衡量所謂的

「發展」，然而三者的重要性孰輕孰重，何者為最適化的選擇，在眾人心中

往往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綠色經濟」與「永續發展」的起源存在同樣的情形，即早在多年前

已有類似的觀念被提出，而在特定時期後才開始出現「綠色經濟」的相關

著作。「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的概念在 1972 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

議中萌芽，1987 年聯合國所出版《我們共同的未來》，該報告旨在強調

「永續發展」的重要性，但可以在內文看見「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被多次提及，到了 1990 年前後更有多本「綠色經濟」的專書

出現，如皮爾斯（D. Pearce）在 1989 年所出版的《綠色經濟藍圖》

（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雅各（M. Jacob）在 1992 年的著作

《綠色經濟：未來的環境、永續發展與政治》（The Green Economy: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Future）等。 

主要從 2008 年開始，全球開始熱切關注「綠色經濟」，因為即使人們

朝著「永續發展」而努力，世界仍面臨三大衝擊，從而開始意識到永續發

展的困境，或許需要改變，朝新的方向前進。2008 年在「永續發展」的持

續推動下，大環境卻走到了低谷，首先，金融危機產生諸多社會問題，而

生態環境的惡化，也造成糧食價格上升；油價與其他能源價格也在當時飆

漲，於是聯合國環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提出了《綠色經濟倡議》（Green Economy Initiative），在此核心下為「綠

色經濟」之政策與評估訂立重要依據，同時，也提供特定國家，邁向綠色

                                                
19 (1992).Agenda 21,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Retrieved May 12 2020, from: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Agenda21.pdf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Agenda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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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途徑的諮詢服務。20 

「綠色經濟」實屬一廣泛的概念，其定義也有不同的見解。The Green 

Economy Group 賦予狹義解釋，認為綠色經濟是「經濟上永續，並完全使

用再生能源且零碳排放」，而 2008 年聯合國環境署提出的《綠色經濟倡

議》，除了資源使用效率外，還強調公平性，並能有效降低環境風險與生態

稀少性，而在 2011 年的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與綠色經濟聯盟 （Green Economy 

Coalition）則採廣義解釋，前者將「永續發展」有關、後者則以「生態環

境」有關之經濟活動界定為綠色經濟。21 

綜觀多篇文獻，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永續發展」與「綠色經濟」

相輔相成，兩者皆為了追求「美好的未來」而努力，「綠色經濟」的論調，

立基於經濟活動與發展。梅立諾莎姆（A. Merino-Saum）採量化及質化分

析了兩者差異，統計結果顯示，「綠色經濟」相較於「永續發展」忽略性別

平等、教育品質等社會體制領域，22因此可以發現，「永續發展」的三大核

心為社會、經濟與環境，三者權重，將隨著不同觀點而有所異，「綠色經

濟」則針對產業綠化概念，關注於投入與產出是否具有效率、減低外部成

本。（詳見圖 1.1） 

簡言之，「永續發展」以人類擁有更好的未來為目標，社會、經濟與環

境存在相互依存的互動關係，而所謂「綠色經濟」則以經濟活動為前提，

成為社會活動中的一環，若經濟發展產生外部性，影響了環境生態，將反

撲到社會與經濟面，造成衝擊，因此，綠色經濟成了實踐永續發展的具體

路徑。 

                                                
20 Green economy, UN, Retrieved April 12 2020, from:https://www.unenvironment.org/explore-
topics/resource-efficiency/what-we-do/policy-and-strategy/green-economy 
21 黃宗煌 (2014) 綠色產業，黃宗煌[等]編著 ;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編，初版， 臺北市: 五南圖書. 頁 63-65。 
22 A. Merino-Saum, et al. (2018) Articulat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rough green economy indicators: A systematic analysis. Resources, Conservation & Recycling. 
Vol.139, pp.90-103 .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explore-topics/resource-efficiency/what-we-do/policy-and-strategy/green-economy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explore-topics/resource-efficiency/what-we-do/policy-and-strategy/green-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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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永續發展與綠色經濟之比較  

說明: 左-永續發展，右-綠色經濟。 

資料來源 :本研究自行繪製 

 

（二） 綠色經濟施行途徑 

在大家勾勒永續發展的美好，且支持綠色經濟的一片聲浪中，本研究

將會藉由相關文獻的蒐集，透過各方對綠色經濟發展之看法，與相關質量

數據指標，更進一步推進，瞭解綠色經濟具體施行的策略途徑。 

綠色經濟由資本主義角度切入，本研究將之分為三個部分探討，個人

家戶，企業乃至全球。 

首先，從最底層探討勞動力的供需市場，在產業轉換成為綠色經濟的

過程，米拉尼（B. Milani）認為在勞工並非此過程先驅者角色，但勞工會

因此自我提升與管理，23而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則宣稱，轉變到綠色經濟的過程中，雖然帶來結構性

失業，但假如得以順利發展，到 2030 年綠色產業將帶來兩千四百萬個新工

作機會。24 

第二，企業的資本主義與環境被視為矛盾的存在，然而，由於投資人

                                                
23 B. Milani (2000) Designing the green economy: the postindustrial alternative to corporate globaliza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4 值得注意的是，在轉換過程中將喪失六百萬的傳統工作，ILO 是以 21 世紀末將氣溫上升控制在攝氏 2 度

內為原則計算之。(2018),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2018: Greening with jobs, ILO, Retrieved 

May 12 2020, from: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
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2865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2865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2865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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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重視「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企業

報告變得更加全面完整，洛紮諾 （R. Lozano）認為「永續經營」意識連結

了公司內部與外部社會責任。此舉使企業得在「永續發展」上提供一定貢

獻，25不過亞瑟 （L. Arthur）等卻提出反面研究，其發現具規模企業高呼

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崇高理想同時，卻為了收益而提供錯誤資訊與財

報，反而是「在地」的社區企業與社會緊密連接，具有高度責任感與可靠

性。26 

最後，在全球方面，綠色經濟也在雙邊與多邊貿易增加下帶來了許多

影響。國際貿易不斷擴張，「優惠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許多國家公民支持在協定中列入環

境相關規定，27強森（ T. Johnson）提到各國得以 PTA 作為環境外交的手

段，以設置更高的環境標準，28另外，艾丁頓（J. Ederington）等人認為在

PTA 中存有環境條款與「保護主義」具有有一定關聯，29 而布蘭蒂（C. 

Brandi）等則發現，高收入國家在 PTA 中，使用環境規定來促進「綠色保

護主義」，此並無實質性地限制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且其為採取綠色政策的

後發經濟體，帶來更多收益。30在國際貿易蓬勃發展下，部分學者如海因斯 

（C. Hines）提出「在地化」的理念也不容忽視，他提出的想法非絕對的在

地化，而是為了當地產業一定程度之發展，所推出之保護性措施，31然而，

在地化生產的概念也可能會降低生產效率。 

                                                
25 R. Lozano & D. Huisingh.(2011) Inter-linking issues and dimensions i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19 (2), 99–107. 
26 L. Arthur et al. (2007)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Your Own Backyard.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3 (2), 32–38. 
27 T. Bernauer & Q. Nguyen.(2015) Free trade and/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15 (4) , 105-129 . 
28 T. Johnson.(2015)Information revelation and structural supremacy: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incorpor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0 (2), 207-229. 
29 J. Ederington & J. Minier. (2003)Is Environmental policy a secondary trade barri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6 (1), 137-154. 
30 C. Brandi. et al.(2020) Do environmental provisions in trade agreements make expor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greener?, World Development,V129, Retrieved May 15 2020, 
from: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5750X20300255#b0145 
31 C. Hines.(2000) Localization, Routledge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5750X20300255#b014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692

11 
 

談到定義廣泛的「綠色經濟」，不免會接觸到「綠色成長」這個名詞。

因為不同的部門、領域及組織使用這兩個名詞，會有不同的詮釋方式，在

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兩者的名詞解釋也漸趨模糊，梅立諾莎姆（A. 

Merino-Saum）等人透過文獻蒐集的關鍵分類判別，發現大方向的元素概

念無太大差異，不過更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綠色成長」可謂「增量主

義」代表，強調數據的增長，而「綠色經濟」內容，則傾向更大的「創新

變革」潛力。32 

由於綠色經濟與成長的定義模糊，評估該領域也有不同的的指標。喬

治森 （L. Georgeson）等人針對全球四項衡量綠色經濟的方法提出綜合評

述，33其認為數據的蒐集困難、指標與綠色經濟的關聯性、資料可用性等都

造成評估之侷限，而綠色增長之計算應該超越 GDP，指標須得以衡量未來

綠色轉型後的發展可能性。34該篇文章提到了國際結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所公佈的《低碳環境之貨物服務報告》

（Low Carbon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LCEGS），其跳脫終端銷

售數值，並考量工業、技術和市場變化等，35另外，本研究發現 IMD 在

2010 年將綠色科技競爭力（Green Technology Solutions）納入國家競爭力

之評比，36而美國顧問公司 Dual Citizen 公佈的全球綠色經濟指標（Global 

Green Economy Index, GGEI），則分為四個面向進行分析，分別為政治領

導力與氣候變化、效率部門、市場與投資，最後才是整體生態環境之評

                                                
32 A. Merino-Saum. et al. (2020) Unpacking the Green Economy concep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140 
definition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242. Retrieved May 20 202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9652619332093 
33 其中包括四種衡量方法，OECD 的綠色增長監測框架、UNEP 所決策的綠色經濟指標、世界銀行下的

WAVES 夥伴關係以及聯合國國際環境經濟核算標準。 
34 L. Georgeson. et al. (2017) The global green economy: a review of concepts, definitions, measurement 
methodologie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Geo: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4 (1) , Article e00036. Retrieved 
May 16 2020, from: https://rgs-ibg.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geo2.36#geo236-fig-0004  
35 BIS,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為英國的商業、創新及技能部。 
36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在 2010-2014 年將綠色科技納入國際競爭力評比，而在 2018 年評比項目已無

「綠色科技」，而是出現 4.4.21 項「與環境有關之科技」(Environment-related technologies),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r, Codebook 2018, Retrieved March 15 2020, from: 
file:///C:/Users/Berylena/Downloads/codebook_2018.pdf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9652619332093
https://rgs-ibg.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geo2.36#geo236-fig-0004
file:///C:/Users/Berylena/Downloads/codebook_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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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37不難發現，在評估綠色經濟及成長時，各項評比已對於環境以外之因

素進行複合式之分析。 

發展綠色經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與協助，因此，需要理解在何種條

件下有利於政府推動相關政策。根據先進國家發展之經驗，楊惟任將與政

府具有關聯性之要素歸納為以下四點，其中為政治、制度、政策及財政條

件，本研究將內容整理如 表 1.1，在研究俄國面對氣候變遷之政策措施

時，亦會納入政府相關條件進行討論。38 

表 1.1、有效發展綠色經濟之政府四大條件 

政治條件 
1.政府領導人的態度與條件 

2.國民對於綠色經濟的支持與共識 

制度條件 

推動綠色新政之組織合作、溝通與執行效率 

1. 成立專責機構推動（成果最佳） 

2. 最高行政首長下成立工作小組（成果次佳） 

3. 權責委任特定機構負責（效率最差） 

政策條件 

1.綠色經濟發展之策略規劃是否可行 

2.規劃後所採取之政策方案與措施 

3.建立系統化指標及成效評估之依據 

財政條件 

1.策略規劃需有妥適之財政分析 

2.發行公債與稅收難以滿足綠色經濟發展之需求，透

過有效政策影響誘發企業投資動機，並將資金導流至

綠色產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先進國家發展綠色經濟的經驗對我國之啟示＞ 

  

                                                
37 Global Green Economy Index (GGEI), Retrieved March 12 2020, from: 
https://dualcitizeninc.com/global-green-economy-index/index.php#interior_section_link 
38 楊惟任，〈先進國家發展綠色經濟的經驗對我國之啟示〉，《國會月刊》（ACI），第 44 卷第 11 期

（2016 年 11 月），頁 50-54。上網日期 2020 年 2 月 18 日， 

檢自：file:///C:/Users/Berylena/Downloads/File_14618.pdf 

https://dualcitizeninc.com/global-green-economy-index/index.php#interior_section_link
file:///C:/Users/Berylena/Downloads/File_146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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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國之綠色經濟與最佳可行技術 

前兩部分文獻釐清了「永續發展」、「綠色經濟」及「綠色增長」之內

容，其概念範圍廣泛，令人眼花撩亂，本部分將聚焦在俄羅斯個體。由於

前述名詞涉及不同領域及組織，在理解上也存在相異之解釋，且各國存有

的數據不一，組織之間的評估方法與指標也存在差異，無法全部呈現，本

部分本研究將針對「俄國」相關文獻進行探討。 

在大家熱烈討論全球暖化，北極融冰可能帶來的收益時，俄國卻得面

臨「永凍層消融」的危機。前述兩大益處包含：第一，歐洲到亞洲的航道

可因此縮短距離，而有潛在的航運價值，第二，該地區蘊藏的能源在融冰

後的開發可能性，然而，全球暖化尚未替俄羅斯帶來收益，卻迎來沉重的

負擔，遠東及北極發展部的副部長克魯季科夫（A. Krutikov） 直言，永凍

層覆蓋俄國一半以上面積，該國能源運輸管道及建築物將因為永凍層的融

解，相關建築設施遭到毀損，該損失每年高達 500-1500 億盧布（約台幣

717 億元）。39 

俄羅斯針對氣候變遷的因應政策，除了盡力挽救氣候變遷的損失外，

還存在不同層面的意義。綠色政策措施有助於轉變俄羅斯在國際中的角色

定位、商品若符合國際間的標準，便得以擴大銷售市場，將商品銷往環保

意識強的國家，另外，綠色政策也有助於前身為共產體制的俄國，更換老

舊設備，汰舊換新，以提升產業各部門的生產效率。 

承上，各國為了抑制氣候暖化，召開多次會議並簽署相關協定，在

此，本研究將著墨於俄國之回應(詳見圖 1.2)。2005 年 2 月 16 日《京都議

定書》(Kyoto Protocol)在俄國正式通過，40該協議以 1990 年的排放量為基

                                                
39« Russia’s Thawing Permafrost May Cost Economy $2.3Bln a Year», Retrieved April 12 2020, 
from: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9/10/18/russias-thawing-permafrost-may-cost-economy-23-
billion-a-year-a67800 
40 Entry into force of Kyoto Protocol, following Russia’s ratification, historic step forward to combat global 
warming, secretary-general says in Nairobi, UN, Retrieved May 03 2020, from: 
https://www.un.org/press/en/2004/sgsm9599.doc.htm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9/10/18/russias-thawing-permafrost-may-cost-economy-23-billion-a-year-a67800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9/10/18/russias-thawing-permafrost-may-cost-economy-23-billion-a-year-a67800
https://www.un.org/press/en/2004/sgsm9599.do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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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由於 1990 年俄國仍為蘇聯體制之一員，在蘇聯解體及經濟衰退等因素

下，俄國溫室氣體排放量也隨之下降，並可輕易達到減排目標。2008-2012

年京都議定書的第一階段承諾，後期所推動碳交易專案的一年半期間，俄

國實則能成為協議中的受益者，銷售 2.38 億噸二氧化碳當量，41然而在溫

室氣體排放大國相繼退出的情況下，《京都議定書》的影響力大幅下降，在

《京都議定書》第二期承諾時，俄國斷然退出，42直到 2019 年，俄國國會

才核准《巴黎氣候協定》，並在當年 9 月 21 日正式通過俄羅斯聯邦決議第

1228 號，批准《巴黎氣候協定》。43 

 

圖 1.2、俄國對國際氣候協定之回應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統整繪製 

就俄國針對《巴黎氣候協定》所提出的國家自定預期貢獻計畫[（I）

NDCs]，承諾至 2030 年排放量將低於 1990 年水準的 25-30%。44規範內容列

出七種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es, GHGs）分別為：二氧化碳（CO2）、

甲烷（СН4）、一氧化二氮（N2O）、氫氟碳化合物（HFC）、全氟化碳

（PFC）、六氟化硫（SF6）及三氟化亞氮（NF3），45由於係以蘇聯時期為水

                                                
41 A. Gusev. (2016). Evolution of Russian Climate Policy: from the Kyoto Protocol to the Paris Agreement. 
L'Europe en Formation, no 380,(2), pp.39-52 Retrieved May 24 2020, from: https://www.cairn.info/revue-l-
europe-en-formation-2016-2-page-39.htm 
42 Russia will not cut emissions under extended Kyoto climate pact, Nastassia Astrasheuskaya, Reuters, 
Retrieved May 03 2020, fro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russia-kyoto/russia-will-not-cut-
emissions-under-extended-kyoto-climate-pact-idUSBRE88C0QZ20120913 
43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 1228, Retrieved May 25 2020, from: 
http://static.government.ru/media/files/l0US0FqDc05omQ1VgnC8rfL6PbY69AvA.pdf 
44 Russian Federation, Retrieved April 03 2020, from: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russian-
federation/pledges-and-targets/ 
45 (2016) Russia (I)NDCs, World Bank group, Retrieved April 03 2020, from: 
http://spappssecext.worldbank.org/sites/indc/PDF_Library/RU.pdf 

2004年11月5日

•普欽簽屬聯邦法，批准
《京都議定書》

2013年起

•退出《京都議定書》

2019年9月21日

•批准《巴黎氣候協定》

https://www.cairn.info/revue-l-europe-en-formation-2016-2-page-39.htm
https://www.cairn.info/revue-l-europe-en-formation-2016-2-page-39.ht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russia-kyoto/russia-will-not-cut-emissions-under-extended-kyoto-climate-pact-idUSBRE88C0QZ20120913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russia-kyoto/russia-will-not-cut-emissions-under-extended-kyoto-climate-pact-idUSBRE88C0QZ20120913
http://static.government.ru/media/files/l0US0FqDc05omQ1VgnC8rfL6PbY69AvA.pdf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russian-federation/pledges-and-targets/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russian-federation/pledges-and-targets/
http://spappssecext.worldbank.org/sites/indc/PDF_Library/R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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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基準年，因此該目標值對俄國而言並非難事，甚至其被揶揄為「薄弱的

目標」，在快速朝向低碳技術發展的市場中，假如俄國沒有做出實質的改

變，在未來其可能將失去全球競爭力，由於俄國是氣候變遷的首批受害國

家，致力於綠色經濟發展，有助於延伸該國經濟市場、未來實施碳交易也

可望成為受惠國，此舉能協助俄國產業結構之轉型，有益而無害。 

有鑑於降低碳排放與綠色經濟轉型，俄國展開多項行動，經過各方的

努力及政府政策，該國也得到相對應的成績。福科維克（N. Vukovic）等

人針對俄國綠色經濟指標與模型進行研究，其中提到俄國統計局雖未建立

聯合國永續發展的十七項指標數據，但就整體評估後，認為綠色經濟相關

政策已逐漸成形。文章中結合了綠色經濟的「現況」與「動態」，評估並預

測不確定性的數據條件，透過不同指標的分級制定，以列出綠色經濟過渡

時期，其研究方法及任務發展優先順序，46關於第一階段子系統優先發展，

提出「監管」的元素，包含法規制定、技術基礎及相關融資體制，法規制

定過程與政策發展狀況，將成為本文研究之主要方向，而本文的研究目

的，與該系統性指標第二階段提到的能源與產業息息相關，可見「最佳可

行技術」政策之重要性。 

（一） 俄國能源指標 

同前所述，在探討俄國各項能源指標，根據所蒐集的資料顯示，相較

於其他國家，俄羅斯的數據表現不佳，其尚存一定的進步空間。能源指標

是計算人類活動與經濟間的重要評估工具，並得以評估能源使用效率與碳

排放量，國際慣例上最常被用來評估經濟能效的有三大指標，分別是 GDP

能源強度、47能源效率及二氧化碳排放動力與結構。48截至 2015 年，俄國

                                                
46 完整系統性指標見期刊, N. Vukovic. et al. (2019) A study on green economy indicators and modeling: 

Russian context. Sustainability (Switzerland), September 2019, Vol.11(17), Retrieved May 03 2020, from: 
https://www.mdpi.com/2071-1050/11/17/4629/htm 
47 能源強度又稱為能源密集度，指單位經濟產出所消耗之能量；能源效率與能源強度存在反向關係。 
48 L. Matraeva. et al. (2019) Improvement of Russian energy efficiency strateg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reen economy’ concep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Energy Policy. 
Vol.125, pp.478-486. 

https://www.mdpi.com/2071-1050/11/17/46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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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強度為 0.337 KOE / GDP （每 GDP 所耗損之公斤油當量），成為能

源強度最高的經濟體，49 而本研究更新數據至 2018 年，能源強度前三名別

為烏克蘭、俄國、台灣，50俄國能源強度仍偏高，能源使用效率低。 

接著為碳排放動態，其與能源強度、能源效率息息相關。俄國自 1992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下降，之後排放量皆保持穩定，然而在 2017、2018

年排放量出現微幅增加的情況，51由於俄國在《巴黎氣候協定》的國家自定

貢獻計劃 NDCs，承諾 2030 年排放量將比 1990 年水準降低 25％至 30％，

就實際面而言，此承諾目標值極低，相較於俄國 2017 年之排放標準，實際

上允許該國排放量保有 16-23%漲幅空間。52 

二氧化碳的排放與能源消耗存在密切關聯，能源效率也成了排放量之

替代指標，俄國能源強度雖落後於許多國家，但也存在相當大的節能潛

力。 

再來，進到本文研究目的之原因，雖俄國將大量的能源投入生產電

力，但產業的製造也是高度節能與減排之目標。由於俄國的經濟受到採礦

業和能源密集型製造業的驅動，沿用的工業生產系統非常耗能，53在實施綠

色經濟的政策途徑中，俄國將「能源效率」視為《俄國 2035 年能源戰略》

之優先項目，據悉，俄國節能潛力約為 2016 年能源總消耗量的三分之一， 

54俄國能源部宣稱，到 2020 年電力及家用部門具有最大的節能潛力，其次

                                                
49 L. Matraeva. et al. (2019) Improvement of Russian energy efficiency strateg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reen economy’ concept。該作者提供之單位 kgTOE / GDP 可能有誤，筆者就現有數據分析，當年度單位

應該是 0.337 KOE / GDP；又當時其數據取自 Enerdata 並以 2005 年為基準年，根據 PPP(購買力平價)價

格計算各國 GDP。 
50 數據更新，其以 2015 年為基準年計算各國 GDP, Global Energy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9/ Energy 

intensity, Enerdata, Retrieved April 05 2020, from: https://yearbook.enerdata.net/total-energy/world-
energy-intensity-gdp-data.html 
51 Global Energy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9/ Energy intensity, Enerdata。 
52 Russia Federation/ Current policy projections, Climate Action Tracker, Retrieved April 18 2020, from: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russian-federation/2019-12-02/ 
53 T. W. Thurner & V. Roud. (2016) Greening strategies in Russia’s manufacturing – from compliance to 
opportunit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pp.2851-2860, Retrieved May 28 2020, fr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9652615013542#bib58 
54 Russia’s Energy Strategy to 2035, The Russian Government, Retrieved April 28 2020, from: 
http://government.ru/en/all/25812/ 

https://yearbook.enerdata.net/total-energy/world-energy-intensity-gdp-data.html
https://yearbook.enerdata.net/total-energy/world-energy-intensity-gdp-data.html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russian-federation/2019-12-02/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9652615013542#bib58
http://government.ru/en/all/2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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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共服務部門，碳氫化合物及製造業則位居節能潛力第三名；55據估算，

俄國到 2040 年將有一半的初級能源投入到能源轉換的鍋爐房及發電廠。56 

由此可見，俄國若以追求永續發展為目標，生產技術的能源效率及汙染排

放， 將成為綠色經濟與綠色成長途徑中的重要一環。 

（二） 俄國產業活動與最佳可行技術 

根據麥肯錫管理諮詢企業（McKinsey & Company）2009 年的研究報

告，俄國在提高能源及碳效率的道路上，增強能源使用效率是減少二氧化

碳排放的手段中，最具經濟利益的作法。57即使俄國服務業 GDP 佔比已經

逐漸提升，但在綠色經濟的過渡期，工業的高耗能高排放不容忽視，此報

告列出工業部門中四大排放產業，分別為油氣業、鋼鐵業、化學製品及水

泥業，本研究將依產業別資料統整如 表 1.2，其中四個產業產值總和

（GDP 佔比），與能源總消耗量相當，約 20%上下，然而四大產業溫室氣

體排放總量約佔全國 35%，可見仍有進步空間，該報告在文末提出各大產

業的改善措施，詳列了許多提高能源效率與減少排放之方法，不過該報告

並無分析相關政策法規，僅以經濟角度為考量，進行產業優化之建議。 

表 1.2、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前四大產業彙整表 

各項統計佔比 石油/天然氣 鋼鐵業 化學製品 水泥 

佔 2008 年俄國總 GDP 比 19% 3% 0.8% 0.3% 

佔 2005 年總能源消耗比 12% 4.6% 2.1% 1.7% 

佔 2005 年佔全國排放比 23% 6.7% 2.5% 1.9% 

資料來源: Pathways to an energy and carbon efficient Russia 

與能源效率息息相關的產業製造技術，成了俄國提高效能的關鍵推

                                                
55 L. Matraeva. et al. (2019) Improvement of Russian energy efficiency strateg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reen economy’ concept. 
56 Global and Russian Energy Outlook 2019, The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Energy Centre, Moscow School of Management Skolkovo, Retrieved April 28 2020, from: 
https://www.eriras.ru/files/forecast_2019_en.pdf 
57  (2009) Pathways to an energy and carbon efficient Russia ,Mckinsey & Company ,p.24. 

https://www.eriras.ru/files/forecast_2019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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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本研究將著重於俄國「最佳可行技術」政策，探討俄國減少排放與改

善產業能效之政策，整個制定過程與成效為何。 

其實 2009 年麥肯錫提出報告時，本研究要討論的政策尚未成形。然而

該報告文末詳列不同產業之改善方法，卻與本研究要討論的最佳可行技術

政策高度相關，該報告中所提到的優化手段，有多項類似技術，皆明定於

最佳可行技術政策裡，並記載於不同產業別的技術參考文件中。 

俄國最佳可行技術（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BAT）政策，俄文音譯

又名 NDT（Наилучшие доступ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指在產業活動上，以目

前可行之科技，完成實現環境保護的目標，並採用最佳適用可能性之技

術。此政策在 2010 年由當時的總統，梅德維傑夫提出，而推動立法的部門

為俄國自然資源與環境部，政策制定期間，企業、政府及相關團體不斷協

調，多項利害關係牽扯其中，整個磋商過程裡，俄國政府的領導力成了推

行政策重要的驅動力之一。58 

就社會與企業方面而言，產業綠化政策及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常常影響

企業的發展意願，必須考量投入成本與收益。特拿（T. W. Thurner）與路

德（V. Roud）兩人，透過俄國 600 家生態創新型製造業為實證研究，發現

國有企業致力於提高其能源效率；而擁有高度創新技術的小企業，則透過

開發綠色產品來獲利；另一部份的企業其財務狀況良好，主要專注於減少

污染排放，以避免相關罰則。59俄國未來的經濟、環境以及社會，三者存在

不可分割之關係，而各項政策也須更為慎重，以帶來最大之利益。 

俄國並非不注重科技創新，但由於該國擁有大量初級能源，因此其他

產業設備、技術更新的誘因相對較低，大量資金仍流入有利可圖的能源產

                                                
58 E. Martus. (2017) Contested policymaking in Russia: industry, environment, and the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debate. Post-Soviet Affairs, 04 July 2017, Vol.33(4), pp.276-297, Retrieved May 05 2020, 

from: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060586X.2016.1209315 
59 T. W. Thurner & V. Roud. (2016) Greening strategies in Russia’s manufacturing – from compliance to 
opportunit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 January 2016, Vol.112, pp.2851-2860, Retrieved May 18 
2020, fr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9652615013542#bib58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060586X.2016.1209315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9652615013542#bib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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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中。普欽曾在 2016 年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坦言：「俄國的主要製造商

將受到法規拘束，並使用最先進的技術以符合保護環境之標準，希望此舉

可以大力推動『產業現代化』」。60俄國在 2008 年時，曾提供聯邦預算補

貼，希望較 2007 年基準值，2020 年 GDP 能源強度能下降 40%，但截至

2017 年，該國 GDP 能源強度相較於 2007 年僅下降 10%，補貼成效有限，

聯邦預算補貼也中止了。61由於該國工業技術上的能源效率較低，與他國存

有差距，因此，制定最佳可行技術政策，是俄國政府改善產業狀況，更為

直接快速的介入手段。 

（三） 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瞭解永續發展與綠色經濟之概念，綠色經濟是以經濟

活動為基礎，朝向永續目標前進，因此最常採用的指標即為 GDP 能源強

度，此項指標將能源與經濟相結合；另外，一國的碳排放量與氣候環境及

人民生活有關，因此也常常被視為相關評估之標準。 

通過文獻相關之蒐集，可以發現俄國早已開始行動，明確地朝永續目

標發展，而本研究將探討俄羅斯綠色經濟下，政府之作為，以及最佳可行

技術政策之推動，透過研究觀察，究竟資源稟賦國─俄羅斯，在面臨關於

能源消耗與環境保護之難題時，會選擇何種做法及改變。產業的生產技

術、能源使用效率以及製程所衍生的外部性，皆與俄國的經濟層面高度相

關，而整個「最佳可行技術」政策的立法過程，包括後續的監管執行等，

也存在不同因素及拉力，影響政策走向，該政策之執行，將會為俄國的環

境與經濟帶來改變，短期看來，企業成本將因該政策而提升，以符合規範

標準，但唯有透過政策及誘因措施等影響，才能加速淘汰部分俄國老舊的

生產設備以及過時的技術，並為俄國帶來更好的生活環境。 

  

                                                
60 Plenary session of 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President of Russia, Retrieved May 
20 2020, from: http://en.special.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178 
61 T. Mitrova & Y. Melnikov. (2019) Energy transition in Russia. Energy Transitions. 3 (1), pp.73-80, 
Retrieved June 18 2020, from: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1825-019-00016-8#citeas 

http://en.special.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178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1825-019-00016-8#cit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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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透過文獻資料的研究蒐集，將有助於瞭解及

重建過去、解釋現在並推測未來。62利用過往的文獻與數據蒐集，分析當前

俄國在綠色經濟下，政策的制定與成效，成效分別為環境中汙染物排放情

形，以及政策對社會及經濟面產生之影響為討論，三者皆是綠色經濟成果

的重要目標。本研究以俄國為研究標的，限縮特定範圍於能源領域，其中

就最佳可行技術政策推動，蒐集過去與現有之文獻，以俄國綠色經濟之發

展，進而深入探討該政策制定過程與內容，並評估其整體發展趨勢。  

文獻分析法，可以提供相關研究之背景資訊。為了比較俄國這段時間

所產生之改變，透過文獻資料的蒐集累積、歸納與客觀的分析，並提出具

系統性論述，整個過程中，由於文獻可大量取得進行比較，因此效度也大

幅提高。63本文將透過學者文獻中之記載、俄國官方政策聲明及統計局發布

之數據，對照新聞期刊及國際組織數據等，以取得客觀精確的內容與統

計。對於俄國綠色經濟的能源政策分析，本研究將其途徑分為三步驟，政

府作為、量化結果之成效數據，以及質化影響評估。 

依蒐集到的資料敘明政策後，首先，「政府作為」將採用學者楊惟任所

提出，先進國家有效發展綠色經濟，其中與政府有關的「四大條件」延伸

討論，依序為政治、制度、政策及財政條件，並以兩項研究目的可及範圍

進行評估論述。64再者，政策的量化成果，主要來源為俄國統計局與國際組

織間綜合彙整之排放量、能源效率外加經濟領域之 GDP 能源強度指標等，

就所得到之相關數據進行量化分析。最後，質化結果，將提及社會中企業

與利害關係人針對政策的回應，本部分資料蒐集將來自新聞文獻、政策制

定與執行過程中之官方紀錄，以及相關人聲明回應等。另外，亦會討論到

俄國轉型到綠色經濟歷程中，是否有助於提升國際影響力。  

                                                
62 葉至誠 與葉立誠 (2011)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第 3 版， 臺北市:：商鼎文化出版社，頁 138。 
63 葉至誠 與葉立誠 (2011)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頁 145-147。 
64  詳見楊惟任，〈先進國家發展綠色經濟的經驗對我國之啟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692

21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一) 研究對象：本文主旨在於探討俄國為求永續發展，轉型到綠色經

濟而訂定之能源政策，並局限於能源效率有關之「最佳可行技術

政策」。綠色經濟涉及許多方面，而能源大國俄羅斯為了降低能源

強度，提高能源效率所為之政策，本研究透過俄國產業結構，討

論「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之影響，進而評估俄國經濟未來走向，

最後針對俄國個體，彙整該國排放情形與社會綠色經濟之發展。 

(二) 時間範疇：本文之研究期間與資料蒐集主要從 1990 年代後，綠色

經濟專書開始大量出現且蘇聯瓦解，並以 2007 年為轉捩點做為比

較，直至 2021 年 6 月為止，如後續發現數據更新，將放入結論或

附件供參考。 

從 1974 年開始，聯合國將 6 月 5 日訂定為「世界環境日」，以提升

人們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65而在 2007 年，俄國普欽總統始訂定

「國家環境日」，66此後，俄國也更加注重環保，2008 年梅德韋傑

夫當選總統，開始推行節能與能源效率政策，並建立許多相關的

法律規範。67因此，本研究才將俄國設立「國家環境日」的起始

年，視為該國綠色經濟研究之重點開端。  

二、 研究限制 

(一) 語言限制：針對俄國研究所蒐集之數據資料，大部分需要利用俄

文蒐集，然在語言方面，筆者尚無法全面掌握文章內容，因此，

將利用國際組織有關排放、經濟之數據文獻交叉比對（主要為英

                                                
65 Five decades of environmental action, United Nations, Retrieved May 15 2020, from: 
https://www.un.org/en/observances/environment-day/background 
66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igned a decree creating a new holiday called Environment Day, Retrieved 
May 18 2020, fro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1241 
67 L. Matraeva. et al. (2019) Improvement of Russian energy efficiency strateg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reen economy’ concept. 

https://www.un.org/en/observances/environment-day/background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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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與中文），並就所彙整之資訊，進一步確認資料內容是否屬實。 

(二) 數據蒐集限制：研究內容方面，由於俄國「最佳可行技術」政

策，與落實巴黎協定之國家自定貢獻（I）NDCs 部分，其執行時

間尚短，因此在初始執行的空窗期間，相關成效數據較難取得。 

然筆者將盡可能蒐集資訊，以提高未來評估政策之可行性，另外將

述明政策訂定過程與執行模式，希望本文能成為後續研究著手之起

源，讓相關研究者可以更快理解俄國相關政策內容，並得在未來取

得完整數據，以驗證政策措施之成效。 

俄國的最佳可行技術政策影響產業發展，與俄國許多產業部門具有緊

密之關聯性，其並非影響單一產業，因此該政策是綠色經濟下至關重要的

一部分，68然而俄國此領域的中文及英文文獻十分稀少。氣候的變化使天災

不斷，能源的開發存在稀缺性之問題，因此能源使用的議題也越發重要，

我們必須為地球努力，減少環境的破壞。 

此外，未來若因企業發展所需，而欲進入俄國生產製造，更應瞭解該國

相關之政策內容。希望本文成為開端，讓對本領域有興趣之研究者、相關組織與

企業，能更快速的取得資訊，並期待未來有更多俄國相關政策研究，以補足本文

未提及之內容與不足處。 

  

                                                
68 子系統第二階層即為替代能源與產業排放。N. Vukovic. et al. (2019) A study on green economy 

indicators and modeling: Russian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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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 研究架構 

本文的研究主旨將透過內文逐一討論，俄國的最佳可行技術，此提高

能效、減少污染物排放的政策發展如何，其未來是否能有效推動俄國產業

之轉型。俄國在實踐綠色經濟途徑中，各項生產技術皆不容忽視，就連電

力也需透過能源轉換而成，生產技術乃人類生存之必須。本論文之研究架

構，詳如圖 1.3 所示。 

 

圖 1.3、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二、 章節安排 

本研究旨在探討俄國面對氣候變遷下，蘊含能源之大國在追求永續與

「綠色經濟」過程中，該國之矛盾衝突與解決方案。針對俄國之社會環

境，以綠色經濟之視角進行分析，除了瞭解俄國追求環境保護，經濟後續

發展之改變，更深入該國有關製造生產技術之政策，試圖研究擁有豐富能

源條件下的俄國，實施最佳可行技術政策的立法背景與執行。 

第一章緒論分為五節，由文獻探討中理解相關概念，進一步說明本文

之主旨與架構。首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文獻探討，透過相關資

料，理解永續發展與綠色經濟之概念後，接續進到俄國綠色經濟之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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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第三、四節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及途徑，與研究之範圍及限制，最

終，就本文研究架構進行說明。 

第二章探討俄國推動綠色經濟之情況。首節將蒐集俄國歷年碳排放指

標，就排放量數據進行分析，並研究俄國政府對於溫室氣體排放之態度及

作為，接著到了二節，就該國能源強度變化進行分析，並與世界各國進行

比對，第三節整理該國產業概況，並就耗能產業部門進行探討，最終就重

要的耗能部門–發電業，進行簡短地討論，由於在綠色經濟趨勢下，本研

究所蒐集到的論文及資料，多檢討並提及到電力問題，因此在耗能產業的

架構下，會簡述電力部門概況統整，並就俄國綠色經濟現況進行整合。 

緊接著，第三章討論俄國「最佳可行技術」政策背景與制定，整個立

法過程中各方立場與最終定案。本章首節及第二節就「最佳可行技術」政

策制定背景與立法磋商過程進行說明，第三節則敘明最佳可行技術政策，

其最終定案之執行模式，最後，將歸結本章研究，總結「最佳可行技術」

政策各方所帶來之影響和結果。 

本研究之第四章分為三節，將俄國「最佳可行技術」政策為俄國所帶

來之轉變，就國內外之成果進行討論。首節整理出俄國「最佳可行技術」

政策現況；接著，則是俄國在此政策執行下，所帶來之成果，國內是否提

升生產技術，有利於產業現代化，另就俄國執行「最佳可行技術」政策

後，與他國之交流進行說明；第三節為政策發展策略進行評估分析。 

第五章結論則將上述研究彙整，進行系統性之梳理。有關俄國在綠色

經濟的浪潮下，經濟模式與技術政策，將如何實踐永續發展之目標，又其

政府作為，為俄國經濟、社會與環境面，所帶來之種種影響，其成效優劣

為何；最後，就後續研究提供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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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俄國綠色經濟發展狀況 

承前所述，綠色經濟可謂追求生產過程同時降低環境問題，以減少經

濟發展所帶來之衝擊。其重視經濟之持續發展性，而生產技術的創新與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乃降低環境外部性之重要一環，聯合國環境署更將綠色

經濟定義為「低碳、高資源效率和社會包容型之經濟」。69 

在分析俄國「最佳可行技術」政策前，必須先瞭解該國在「節能減

排」議題上相關歷程之轉變，該國整體就綠色經濟推動內容，其中碳排

放、能源強度等相關指標，以及該國的產業結構，皆與最佳可行技術

( BAT )政策存有一定關聯。因此本章以俄國「綠色經濟」發展為主軸，並

分項探討，此部分將成為理解「最佳可行技術」政策發展之起始，有助於

後續釐清俄國當時 BAT 政策相關制定因素與其時空背景。 

第一節、俄國歷年碳排放指標 

首先，在緒論中不斷被提到，跨國氣候變遷研究小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也證實，全球暖化的主

因，有很大機率源自於人類活動所產生。70由於排放大量的溫室氣體，使得

地球氣溫不斷攀升，而氣候持續的變遷與惡化，對環境與社會帶來影響破

壞，也力促人們改變生活模式，以遏止更糟的局面發生。 

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部分群眾開始呼籲環境保護，其中不乏節

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能源使用效率提高等面向。在排放方面，大至採

用綠能發電，工廠的生產排放，細至民眾所在乎的，產品生產及運送的碳

足跡等。甚至人類食品建議改採蔬食，以減少牲畜所產生的碳排放，部分

連鎖速食店開始提供全素的餐點。綠能環保、綠色經濟正式映入大眾眼

簾，也成為備受矚目的焦點，經濟與生活環境相輔相成，綠能股、綠能產

                                                
69 Green Economy, UNEP, Retrieved July 28 2021, from: https://www.unep.org/regions/asia-and-
pacific/regional-initiatives/supporting-resource-efficiency/green-economy 
70 IPCC 報告 全球暖化是不爭的事實，經濟部能源局 ，上網日期 2020 年 06 月 19 日，檢自：

https://magazine.twenergy.org.tw/Cont.aspx?CatID=&ContID=1266 

https://www.unep.org/regions/asia-and-pacific/regional-initiatives/supporting-resource-efficiency/green-economy
https://www.unep.org/regions/asia-and-pacific/regional-initiatives/supporting-resource-efficiency/green-economy
https://magazine.twenergy.org.tw/Cont.aspx?CatID=&ContID=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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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也搭上這波風潮，開始蓬勃發展。 

談到俄國，該國領土位於中高緯度，71乃「全球暖化」受影響之首當其

衝一員，在 2019 年的 12 月，該國首都莫斯科迎來一個沒有雪的聖誕節，

即使到了 2020 年前夕，當地居民也只能在「人造雪」中跨年。72該國氣象

局預測中心負責人羅曼·維爾夫德（R. Vilfand）直言，俄國 2019 年 12 月

到 2020 年 2 月的平均氣溫，相較於 1960-1961 年的紀錄，上升了攝氏 2.5

度，73截至 2020 年 9 月，俄羅斯氣溫屢創新高，而 2020 年 9 月均溫打破歷

年來之當月紀錄，有些地區甚至比均溫高出攝氏 5-6 度(華氏 10 度)，綜觀

年均溫，則以 2019 年，破天荒地成為俄國紀錄中最高溫的一年。74 

本研究透過客觀之數據，就俄國個體進行分析比較，釐清其碳排放歷

年情狀，並就研究大綱所言，以 2007 年為轉捩點進行比較，雖減少排放量

以遏止氣溫上升，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但仍有跡可循。生產排放活動

之於「最佳行技術」政策，其政策相關的技術規範內容，皆與各產業生產

技術、過程所產生之溫室排放息息相關，我們在下一章介紹最佳可行技術

政策時，將更清楚該政策與產業環環相扣，也與俄國總體現代化及綠色經

濟有關。本節旨在探討俄羅斯在世界各國中，碳排放量之佔比；並根據該

國歷年來的碳排放活動，研究俄國在全球暖化的影響下，產生何種變化，

以及政府是否提出相對應之政策。 

  

                                                
71 中緯度 : 南北緯 23.5 度到 66.5 度。高緯度 : 南北緯度 66.5 度至極點 90 度 (亦有說法以 30 度線、60 度

線及 90 度極點為劃分)。 
72 俄國聖誕節無雪 普丁提醒氣候變遷，施凱文，台灣醒報，2019/12/26，上網日期 2021 年 02 月 10 日，

檢自：https://udn.com/news/story/6809/4251152 ( 東正教聖誕節是在 1 月 7 日)。  

莫斯科破紀錄百年來最熱 跨年夜下「人造雪」市民吐槽，上網日期 2021 年 02 月 10 日，檢

自:https://www.ctwant.com/article/30579   
73 Moscow winter 'warmest since records began,' weather service says, 2020/03/01, Retrieved May 29 
2020, from: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0/03/01/world/science-health-world/moscow-winter-weather/  
74 Russia’s hottest September ever recorded saw temperatures rise 10 degrees above average, 
Retrieved December 22 2020, from: 
https://kyrnews.com/russias-hottest-september-ever-recorded-saw-temperatures-rise-10-degrees-above-
average/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4251152
https://www.ctwant.com/article/30579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0/03/01/world/science-health-world/moscow-winter-weather/
https://kyrnews.com/russias-hottest-september-ever-recorded-saw-temperatures-rise-10-degrees-above-average/
https://kyrnews.com/russias-hottest-september-ever-recorded-saw-temperatures-rise-10-degrees-above-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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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國碳排放指標 

資源稟賦國之詛咒，俄國難以擺脫，這也是俄國排放量較高的原因之

一。由於俄國是世界上擁有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想當然爾，其可利用的

天然資源相較他國豐富許多，且俄羅斯地下蘊含大量礦產及天然氣等，透

過初級能源的開挖精煉，以及副產品的製造輸出，這些資源成為影響俄國

產業的重要一環，但相關的經濟活動，對環境也帶來衝擊，畢竟初級產業

的原料開採及產品生產過程，其溫室氣體 (包含碳) 排放量是非常可觀的，

一個國家擁有的豐富能源，可以為該國帶來豐富的收益，然而就長期看

來，由於過度仰賴初級產品的輸出，資源稟賦國常常會有產業失衡、經濟

成長趨緩甚至停滯的狀態，這也是俄國必須面對與突破的產業困境，油價

起伏之時，間接影響俄國經濟體系之脈動，這些初級能源的開採，產生相

對應之碳排放量，在造成地球的負擔，全球暖化的同時，俄國也成了直接

受害之一員。 

（一） 俄國碳排放全球佔比 

本段就俄國碳排放量之世界佔比進行研析。2016 年，根據世界銀行碳

排放量數據，俄國位居榜上排行第四名，僅次於中國、美國、印度，75其當

年度實際排放量為 1,732,026 千噸 (kt)，76可見俄國的排放量驚人，在蘇聯

解體後，俄國排放量大幅下降，雖然俄國在 2007 年開始重視環境，加入國

家環境日，但時至 2016 年，該國仍名列於碳排放大戶之中。 

又數據更新到 2019 年，化石二氧化碳所產生之排放量，全球年增率約

0.9%，大概是 2018 年的一半(2018 年增率為 1.9%)，整體而言碳排放的增

加量開始趨緩，俄國化石二氧化碳排放量為 1792.02 百萬噸，77前述於

                                                
75 CO2 emissions (kt) - Russian Federation, Retrieved December 18 2020, from: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ATM.CO2E.KT?end=2016&locations=RU&name_desc=true&start
=1960&view=chart  

worldbank,CO2 emission (Kt), 筆者進入 World Bank 官網進行整理比較，檢

自: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reports.aspx?source=2&series=EN.ATM.CO2E.KT&country=RUS# 
76 Worldbank,CO2 emission (Kt),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ATM.CO2E.KT?locations=RU 
77 與前述碳排放數據採用之範圍、方式可能略有差異，但可就歷年數據進行前後比對。An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Fossil CO2 emissions by country, Retrieved April 12 2021, from: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ATM.CO2E.KT?end=2016&locations=RU&name_desc=true&start=1960&view=chart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ATM.CO2E.KT?end=2016&locations=RU&name_desc=true&start=1960&view=chart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reports.aspx?source=2&series=EN.ATM.CO2E.KT&country=RU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ATM.CO2E.KT?locations=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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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前四大排放國仍穩居榜上，2019 年，化石二氧化碳排放量前五大

國排行，依序為中國、美國、印度、俄國、日本，俄國則佔全球排放量的

4.71%。78(詳見表 2.1) 

表 2.1、二氧化碳總排放量前五大國 

 
資料來源: 譯自《Fossil CO2 emissions of all world countries, 2020 report 》 

An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單位:百萬噸) 

https://edgar.jrc.ec.europa.eu/overview.php?v=booklet2020&sort=des9 

綜觀俄羅斯於全球的表現，以 2019 年統計數據來看，俄國確實有些微

進步。回顧本文第壹章，俄國於 2019 年底正式批准《巴黎氣候協定》，而

在全球因化石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微幅上升時，俄國排放量不升反

降，相較於 2018 年降低了 0.8%，其排放「年增比」在世界均值以下，雖

然無法排除大環境及經濟影響等綜合因素，但我們在報告中可以得知，俄

國經濟面， 在 2019 年 GDP 產出，相較 2018 年上漲 1.3%，可見該國碳排

放量所經濟產出收益是增加的。79 

（二） 俄國境內碳排放之情形 

本研究根據歐盟《Fossil CO2 emissions of all world countries》報告，

所統整出俄國自 1990 年來化石碳排放情況，其中可以觀察到俄羅斯歷年來

                                                
https://edgar.jrc.ec.europa.eu/overview.php?v=booklet2020&sort=des9 
78 An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Fossil CO2 emissions of all world countries, 2020 report, 
Retrieved April 12 2021, from: 
https://edgar.jrc.ec.europa.eu/overview.php?v=booklet2020 
79 M. Crippa. et al.( 2020) JRC Science for Policy Report- Fossil CO2 emissions of all world countries. 
European Comission. Retrieved April 10 2021, from: 
https://publications.jrc.ec.europa.eu/repository/bitstream/JRC121460/kjna30358enn.pdf p.12 

https://edgar.jrc.ec.europa.eu/overview.php?v=booklet2020&sort=des9
https://edgar.jrc.ec.europa.eu/overview.php?v=booklet2020&sort=des9
https://edgar.jrc.ec.europa.eu/overview.php?v=booklet2020
https://publications.jrc.ec.europa.eu/repository/bitstream/JRC121460/kjna30358en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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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趨勢，並且得以瞭解俄國境內各排放部門的變化。 

由歷年來俄國化石碳排放總量(見下圖 2.1)，可以看到幾處較為明顯的

落差，我們透過圖示上的時間比對俄國當時國內情況，梳理後進行初步之

理解。在圖示前半部，即 1991 年後，約五年時間碳排放量持續下滑，主要

之原因乃蘇聯解體所致，1991 年俄國發生政變，蘇聯總統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回任後辭去職位，而蘇聯在 1991 年 12 月 26 日正式解

體，其中帶來不小的影響，由於蘇聯瓦解，該地區整體生產製造鏈大受打

擊，碳排放量在聯盟解體後明顯下降，而共產主義下的計劃經濟，被迫面

對轉型，此過程造成許多國家經濟邁向負成長，並出現財政赤字，俄國亦

受到嚴重影響，直到 1997 年左右才止跌回穩。 

經濟面的走勢與排放量息息相關，兩者互相影響。因此可以看見俄國

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1992 年蘇聯解體後也明顯下降(圖 2.1 左半)，其中碳

排放量萎縮主要來自建築與交通部門，蘇聯解體下之俄國概況，在 1993 年

至 1996 年經濟衰退逐步放緩，並在 1997 年後趨於穩定，80而該國化石二氧

化碳排放量明顯與大環境同步，在經濟復甦後便止跌回穩，後期大致上維

持相同水準，排放量隨著俄國之經濟發展微幅上升。 

在 2008 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俄國化石二氧化碳排放量，出現一小段跌

幅波動，而在簽屬《巴黎氣候協定》後，整體碳排放量並沒有大量減少之

趨勢，正式加入前甚至有排放量上升的現象。首先，來到俄國近期(圖 2.1

右半)，二十一世紀後有處凹陷，整段時期約為 2008 至 2011 年間，而

2008 年正值能源危機及亞洲金融危機，由於經濟活動受影響，有關電力、

建築以及其他工業燃燒三大部門，化石二氧碳排放量出現較為明顯之下

降；又自 2016 年俄國簽署《巴黎氣候協定》至 2019 年正式加入，81期間俄

國排放量不減反升，2019 年正式加入協定後，化石二氧化碳排放量僅微微

                                                
80 洪美蘭 (2008) 經濟均衡發展策略 : 歐洲轉型國家之案例與啓示 / 洪美蘭著. 初版. 臺北市: 洪美蘭出

版.pp.259-272 
81 俄羅斯總理簽署文件 正式加入巴黎氣候協定，中央通訊社 CNA，2019/9/24，上網日期 2021 年 06 月 18

日，檢自：俄羅斯總理簽署文件 正式加入巴黎氣候協定 | 國際 | 中央社 CNA 。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9240208.aspx#:~:text=%E6%B3%95%E6%96%B0%E7%A4%BE%E5%A0%B1%E5%B0%8E%EF%BC%8C%E7%94%B1%E9%BA%A5%E7%B6%AD%E5%BE%B7%E5%A4%AB%E7%B0%BD%E7%BD%B2%E7%9A%84%E6%96%87%E4%BB%B6%E6%8C%87%E5%87%BA%EF%BC%8C%E4%BF%84%E5%9C%8B%E6%AD%A3%E5%BC%8F%E6%8E%A5%E5%8F%972015%E5%B9%B4%E5%B7%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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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修。雖然俄國在 2019 年排放量尚未大幅減少，然而在全球減碳的聲浪

下，俄國境內法規也逐步調整，短期內碳排放量之波動，或許能維持在一

定水準，而未來在相關政策規範到位後，排放量則可望逐步減少。 

 

圖 2.1、俄國化石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產業別) 

資料來源:《Fossil CO2 emissions of all world countries, 2020 report》 

An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s://edgar.jrc.ec.europa.eu/booklet2020/Fossil_CO2_emissions_of_all_world_countri

es_booklet_2020report.pdf 

承上圖 2.1，其中顏色區塊代表不同產業部門，本研究就俄國化石二氧

化碳排放量分別討論，該報告將產業劃分為五大部分，圖說明分區由左而

右依序為電力業、其他工業燃燒、建築、交通以及其他部門。長年以來，

電力業毫無疑問地穩居第一，而其他工業燃燒、交通、以及其他產業部

門，排放量漲跌不分軒輊，最後是人類賴以維居的建築部門，其排放量於

1990 年代開始減少，最終波動趨緩。撇除其他產業部門排放之總和，端看

單一產業部門化石燃燒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建築部門是四大產業排放量最

少的，但其排放量仍蔚為可觀，而交通部門之化石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媲

美其他工業燃燒，電力業排放量則是其他單一部門的兩倍以上。82不過需要

                                                
82 M. Crippa (2020) Fossil CO2 emissions of all world countries, European Comission. Retrieved April 10 
2021, from: 
https://edgar.jrc.ec.europa.eu/booklet2020/Fossil_CO2_emissions_of_all_world_countries_booklet_2020r

https://edgar.jrc.ec.europa.eu/booklet2020/Fossil_CO2_emissions_of_all_world_countries_booklet_2020report.pdf
https://edgar.jrc.ec.europa.eu/booklet2020/Fossil_CO2_emissions_of_all_world_countries_booklet_2020report.pdf
https://edgar.jrc.ec.europa.eu/booklet2020/Fossil_CO2_emissions_of_all_world_countries_booklet_2020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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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交通部門占總電量消耗約 6%，工業部門約 37%，83因此，就加

總後數據觀之，工業部門終端使用之化石二氧化碳排放量，實際數據比其

他部門多了不少。 

二、 俄國對於碳排放之立法與態度 

為因應俄國大量碳排放之情狀，政府對於減少排放的措施與目標，也

動作頻頻，相關政策也陸續出臺。《國家對溫室氣體排放之監管以及俄羅斯

聯邦部分法規修正案》«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и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其草案業已發布，進入意見諮詢階段並進

行相關內容之編寫，84而執行面如監管機構，針對「減排額度」及「排放許

可」，也在擬定相關驗證報告等之規範基礎。85俄國經濟發展部透過立法，

規範二氧化碳排放之修正案，原預定 2019 年 6 月完成，86截至 2020 年底，

該修正案仍在討論階段，並未見到修正案實質結果，且由於在 2019 年底爆

發 COVID-19 病毒，疫情蔓延全球，俄國感染人數眾多成為疫情重災區，

各國皆瀰漫抗疫的謹慎態度，世界經濟、社會面受到重大影響，有關《國

家對溫室氣體排放之監管以及俄羅斯聯邦部分法規修正案》，至 2020 年 12

月底，僅公佈草案評估報告，立法則尚未生效及實施。87 

雖然如此，但透過草案，可以發現俄國對於溫室氣體排放，著重三大

重點面向： 

                                                
eport.pdf p.184 
83 Russia Energy Information, Enerdata, Retrieved July 28 2021, from: 
https://www.enerdata.net/estore/energy-market/russia/ 
84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И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Федеральный Портал Проектов 
Нормативных Правовых Актов, Retrieved May 10 2020, from: 
https://regulation.gov.ru/projects#npa=86521 
85 ETS Regulations under consideration in Russia, 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 Retrieved 
May 22 2021, from: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news-archive/608-ets-regulations-under-
consideration-in-russia 
86 俄國即將透過立法來規範二氧化碳排放，能源知識庫電子報，2019/4/22，上網日期 2020 年 12 月 20

日，檢自:https://km.twenergy.org.tw/Content/Epaper/2019422164747.html 
87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и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федеральный портал проектов 
нормативных правовых актов, Retrieved December 18 2020, from: https://regulation.gov.ru/p/86521 

https://edgar.jrc.ec.europa.eu/booklet2020/Fossil_CO2_emissions_of_all_world_countries_booklet_2020report.pdf
https://www.enerdata.net/estore/energy-market/russia/
https://regulation.gov.ru/projects%23npa=86521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news-archive/608-ets-regulations-under-consideration-in-russia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news-archive/608-ets-regulations-under-consideration-in-russia
https://km.twenergy.org.tw/Content/Epaper/2019422164747.html
https://regulation.gov.ru/p/8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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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刺激綠色產業，以促進關於俄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經濟活動發展   

2、透過許可制度，轉而向超額排放企業收取費用，減低外部性  

3、制定溫室氣體排放的交易機制，透過市場經濟來推動減排目標 

然而，工業部門與俄國議會出現反彈聲浪。俄羅斯工業家與企業家聯

盟（The Russian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RSPP）持有反

對意見，88希望以 2018 年所提出之替代方案進行，相關內容則希望將超額

排放收費、排放配額制等項目排除。除了業界的強烈反對，該國能源部也

反對現行草案，擔憂俄國化石燃料產業將受到立法的限制與影響。89 

綜上所述，透過官方所提供，針對《國家對溫室氣體排放之監管以及

俄羅斯聯邦部分法規修正案》評估報告的結論，我們可以發現部分爭議尚

未得到妥適規畫。其中針對修正草案之內容評估，最終論點仍力促找出

2025 年目標之詳細的實施途徑，評估報告呼籲，該立法在推動上不可躁

進，以防止未臻完善的法案內容，對各產業部門產生影響，該「草案評估

結論」提出五大重點，簡化濃縮如下: 

1、要求制定完整的監管體系與機制:資料及訊息由監管單位，進行單一系

統性監管。 

2、此草案的收費與減排補償機制，應予以補充:其中提到的基金由排放超

額收益給付於減排單位，關於排放的申報計算和履行繳費義務，應提出數

據佐證，並就相關計算程式進行補充說明。 

3、此項草案中，缺乏「基金會」之定義:應依法成立並確認相關執行使

用，符合法案的目的性。 

4、法律架構之調整:溫室氣體貿易市場的法律基礎，以及溫室氣體排放之

稅賦單位，其相關法規，應於法律架構範圍內進行整合。 

5、缺乏數據引用之調適:建議法規導入計畫之中，以限制溫室氣體排放之

                                                
88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юз промышленников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РСПП ,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юз 
промышленников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rspp.ru) 
89 俄國提出第一部規範二氧化碳排放的立法草案，此草案將賦予政府監管二氧化碳和創造碳市場的權力，

但莫斯科政府面臨內外強烈反對，能源知識庫，2019/3/29，上網日期 2020 年 10 月 12 日，檢自: 

https://km.twenergy.org.tw/Data/db_more?id=3621 

http://rspp.ru/
http://rspp.ru/
https://km.twenergy.org.tw/Data/db_more?id=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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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執行，並且由受管制的實體進行報告，作為管制溫室氣體排放之強制

性措施。 

6、在推動時程方面，需考量相關的經濟成本，應在立法推動的過渡期「分

階段實施」。90 

溫室氣體監管之相關法規修正草案，其評估報告之內容，明列了關於

該溫室氣體管制法規的重要立法根據及推動時點。《巴黎氣候協定》的締約

方於 2015 年 12 月 12 日通過該協定，緊接著，俄國也在 2016 年 11 月 3 日

批准第 2344-р 號聯邦法令，91為《巴黎氣候協定》進行相關準備，該號命

令旨在規範境內經濟活動所帶來的碳排放與吸收，俄羅斯經濟發展部

（Минэконом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根據 2012 年 12 月 17 日批准俄國聯邦法

令第 1318 號，所通過之《歐亞經濟委員會法規範和立法草案之法規影響評

估規則》，92進行俄國國內法施行評估，並開始了修正草案後續繁雜的程

式，經過多方討論參與，終於完成上述修正草案之評估，不過相關法規之

框架與概念，可追溯自 2014 年 4 月 2 日的 N 504-р 俄羅斯聯邦法令，93內

容包括一系列的「行動計畫」，旨在確保俄國到 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可減少至 1990 年平均排放量的 75%以下。

                                                
90 Заключение-об оценке регулирующего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на проект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и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s://regulation.gov.ru/projects#npa=86521 
91 聯邦法令批准了一系列的措施，檢自: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3 ноября 2016 г. № 2344-р 
https://www.garant.ru/products/ipo/prime/doc/71432434/ 
92 歐亞經濟聯盟 (EEC, Eurasian Economic Union)相關法規 影響評估，檢自: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17 декабря 2012 г. N 1318 
http://base.garant.ru/70285758/#friends 
93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2 апреля 2014 г. N 504-р 
https://www.garant.ru/products/ipo/prime/doc/70530682/#1000 

https://regulation.gov.ru/projects%23npa=86521
https://www.garant.ru/products/ipo/prime/doc/71432434/
http://base.garant.ru/70285758/%23friends
https://www.garant.ru/products/ipo/prime/doc/70530682/%2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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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俄國減少碳排放之相關立法及修法歷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統整繪製 

有趣的是，有關於減少排放的行動計劃的源自兩位總總的總統令(詳細

歷程可見圖 2.2)。2013 年 9 月 30 日俄羅斯聯邦總統令 752 號（普欽任總統

職），94進而演變至上述 2014 年 4 月 2 日的 N 504-р 俄羅斯聯邦法令，並開

始了碳排放量核算及統計等，以及相關行動計畫之實質進行。然而，2013

年的總統令再向前回顧，於普欽發布總統令 752 號的內容提及，制定經濟

部門所必須減少溫室氣體的指標，是為了能讓 2009 年 12 月 17 日的總統令

N 861-рп 「俄羅斯聯邦之氣候綱領」的順利實施，當時正是另一位總統─

總統梅德韋傑夫執政，而「俄羅斯聯邦之氣候綱領」主要強調氣候變遷

下，透過國家政策來維持俄羅斯的安全與永續發展，95 在 2009 年當時的國

                                                
94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09.2013 г. № 752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37646 
95 17 декабря 2009 года N 861-рп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7.12.2009 г. № 861-рп 
Retrieved April 14 2021, from: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30311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7 декабря 2009 г. N 861-рп "О Климатической доктрин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Retrieved April 14 2021, from: http://www.garant.ru/hotlaw/federal/216535/#ixzz6mcyyihft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37646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30311
http://www.garant.ru/hotlaw/federal/216535/%23ixzz6mcyyih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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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背景，乃俄國在《哥本哈根協議》中承諾，2020 年排放量會比 1990 年

的水準降低 15％至 25％。96 

簡言之，俄國減少碳排放量之計畫，按總統令內容所提及，實則由

2009 年總統梅德韋傑夫任職，該時期俄國所提出的《俄羅斯聯邦氣候綱

領》延伸至今，進而有一系列之行動，而整個過程也歷經了《哥本哈根協

議》及《巴黎氣候協議》。 

三、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俄國歷年來對於「溫室氣體排放監管」的轉

變與進步。世界強調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運動，俄國也面對相當的壓力，除

了與時俱進，跟上腳步一同改變，執政者的執行力似乎也產生一定的影

響，政治領導力與環保浪潮兩者相輔相成，為俄國溫室氣體排放政策帶來

了變化，該國經濟生產活動也開始注重環保，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所帶來

之外部性。 

有別於在國際間，俄國所承諾的的自主貢獻值 NDC，該國國內目標更

顯得遠大。俄國於 2020 年 11 月，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提出更新版的國

家自定貢獻計畫 NDC，其提出減排目標至少要達到 1990 年排放量的

30%，97而俄國所擬定的國家計畫《2050 年戰略草案》，其減排目標值則設

在 1990 年水準的 33-36%，98相較於俄國於 2019 年減排目標定在 1990 年

的 25-30%，仍可謂邁進了一小步。 

  

                                                
96 Statement by Russian Federation at the high level segment of COP16, Retrieved March 15 2020, from: 
https://unfccc.int/files/meetings/cop_16/statements/application/pdf/101209_cop16_hls_russia.pdf 
97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Retrieved May 10 2021, from: 
 NDC_RF_eng.pdf (unfccc.int) 
Russia communicated its first NDC, Platform For Redesign 2020, Retrieved May 12 2021, from: 
https://platform2020redesign.org/news/3566/ 
98 Стратеги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Низким Уровнем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До 2050 Года, Retrieved May 22 2021, from: 
https://economy.gov.ru/material/file/babacbb75d32d90e28d3298582d13a75/proekt_strategii.pdf 
Russia drafts strategy for low-carbon development, Retrieved May 18 2021, from: https://www.world-
nuclear-news.org/Articles/Russia-drafts-strategy-for-low-carbon-development 

https://unfccc.int/files/meetings/cop_16/statements/application/pdf/101209_cop16_hls_russia.pdf
https://www4.unfccc.int/sites/ndcstaging/PublishedDocuments/Russia%20First/NDC_RF_eng.pdf
https://platform2020redesign.org/news/3566/
https://economy.gov.ru/material/file/babacbb75d32d90e28d3298582d13a75/proekt_strategii.pdf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Russia-drafts-strategy-for-low-carbon-development#:~:text=Russia%27s%20Ministry%20for%20Economic%20Development%20last%20week%20published,TWh%20in%202030%20and%20260%20TWh%20in%202050.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Russia-drafts-strategy-for-low-carbon-development#:~:text=Russia%27s%20Ministry%20for%20Economic%20Development%20last%20week%20published,TWh%20in%202030%20and%20260%20TWh%20in%20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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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為了達成更新後之國家自定貢獻值，原預計於 2020 年底，將相對

應法案準備就緒，然誠如本文前述，相關修法仍在編撰中，原定時限尚未

完成立法。 

氣候行動追蹤(Climate Action Tracker，CAT) 認為俄國的國家自定貢獻

目標(NDC)差強人意，並評定其 2030 年減少至基準年排放之 30%以上，為

「嚴重不足」之目標。該分析提出，假如依照俄國 2020 年減排之相關政

策，99因世界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而造成經濟面發展趨緩，預計俄

國能減少的排放量為基準年(1990 年)平均的 32%至 37%，且該數據並未整

合所謂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 (Land Use, 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ry，以下簡稱 LULUCF)之相關數據，據悉，假如納入 LULUCF 之吸

收，按統計數據，俄國將可以減少碳排放至基準年水準之 38%至 43%左

右，然而在 2020 年 11 月，俄國自提之 NDC 為 30%，因此 CAT 認為俄國

的國家自定貢獻目標是毫無野心的承諾。 

然本究研發現，俄國已在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做出相對應的回應與努

力，並逐步修正其目標值與相關之法規範。即使該國所提出之《國家對溫

室氣體排放管制以及俄羅斯聯邦相關法規修正案》尚未完備並正式公佈，

100然面對歐盟於 2023 年即將生效之碳稅徵收政策，101俄國政府及企業意識

到，在全球減碳的目標下，未免成為被邊緣化之一員，也需要進行調整，

未來在國際貿易上才不會面臨高額碳稅等壁壘。 

  

                                                
99Russia formally submits NDC update to UNFCCC, CAT, Retrieved May 10 2021, from: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limate-target-update-tracker/russian-federation/ 
100 詳參聯邦法規草案網，Федеральный Портал Проектов Нормативных Правовых Актов, Retrieved 

June 10 2021, from: https://regulation.gov.ru/projects#npa=86521 
101 歐盟碳關稅 衝擊全球產業，自由時報，檢自 :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530772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limate-target-update-tracker/russian-federation/
https://regulation.gov.ru/projects%23npa=86521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53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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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 2021 年 6 月俄羅斯通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和引入碳報告之法

案》，102旨在監測高排放量企業，其碳排放當量之情況，其中第一階段將在

2023 年 3 月 1 日開始提交，103要求每年排放超過 15 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公

司，必須自行提出碳排放報告，2024 年起，每年排放五萬噸二氧化碳之法

人與獨資企業也會同步納入名單，並且需要向授權之聯邦行政機構提交碳

報告，而相關碳報告提交後之登記，將提供政府核算104，也使俄國得以蒐

集紀錄相關碳排放數據，撇除強硬的的手段與措施，強制繳交碳排報告成

微軟監管措施，有助於經濟活動者在提供產品或服務上，有意識的減少相

關之碳足跡，在種種的改變下，俄國在經濟面與環境面找到了平衡，第一

階段不與企業衝突，回歸市場經濟之調和，為《巴黎協定》與歐盟 2023 年

課徵碳稅的壓力下，找到了緩衝之解決之道。 

  

                                                
102 № 1116605-7/Об ограничении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Retrieved June 10 2021, from: 
https://sozd.duma.gov.ru/bill/1116605-7 
103 部分報導顯示第一階段提交報告時間為 2023 年 1 月 1 日，然本研究依該國經濟發展部官方訊息為主，

上網日期 2021 年 06 月 10 日，檢自：俄國聯邦經濟發展部 Закон об ограничении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создаст нов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экономики, 
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news/zakon_ob_ogranichenii_vybrosov_parnikovyh_gazov_sozdast
_novoe_regulirovanie_ekonomiki.html 
104 Госдума РФ приняла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об ограничении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и введении 
углеродной отчетности Энергетика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03 June 2021, Retrieved June 10 
2021, from: https://www.eprussia.ru/news/base/2021/2707386.htm 
В России создается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нов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экономики, основанное на уровне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Энергетика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03 June 2021, Retrieved June 
10 2021, from: https://www.eprussia.ru/news/base/2021/2700670.htm 

https://sozd.duma.gov.ru/bill/1116605-7
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news/zakon_ob_ogranichenii_vybrosov_parnikovyh_gazov_sozdast_novoe_regulirovanie_ekonomiki.html
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news/zakon_ob_ogranichenii_vybrosov_parnikovyh_gazov_sozdast_novoe_regulirovanie_ekonomiki.html
https://www.eprussia.ru/news/base/2021/2707386.htm
https://www.eprussia.ru/news/base/2021/27006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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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俄國能源強度指標 

由於俄國前身為蘇聯，原先的計劃經濟以及該國所擁有的豐富資源，

種種原因使得俄國偏重於能源輸出，造成俄國生產技術落後，該國領導人

不斷強調「產業現代化」，希望調整該國產業結構，然而資源稟賦國之詛

咒，經由俄羅斯歷年經濟面的波動與轉變歷程，似乎得以窺見端倪。 

該國出口之產品以天然資源為主，能源價格與俄羅斯的經濟脈動有著

強大連結，每當俄國面臨油價的起伏，其整體經濟亦會受到嚴重影響。以

歷年數據視之，俄羅斯的能源強度(即產出每 GDP 所消耗之能源)相較於世

界各國，數值仍偏高，因為該國主要經濟來源，仍重於初級產品–資源的

輸出，由於產業結構失衡，致使該國生產技術之升級因缺乏動力而遲滯，

該國仍存在許多能源密集型的設備及工廠，近年來俄國有意識地想要進行

產業結構之調整，本節將透過數據探討俄國能源強度之轉變。 

一、 俄國能源強度指標 

本研究第壹章提到，2008 年俄國提供聯邦預算進行補貼，希望能夠有

效降低該國 GDP 之能源強度，目標是 2020 年 GDP 能源強度能下降至

2007 年基準年之 40%。然截至 2017 年統計，GDP 能源強度下降 10%，成

效僅達目標值的四分之一，而在 2021 年的 6 月，本研究嘗試尋找佐證資

料，以便分析俄國整體是否因此而有所轉變。在此，GDP 能源強度越低，

代表該國能源使用效率越高，所以各國皆在努力往低數值前進。 

（一） 俄國 GDP 能源強度 

2019 年俄國能源強度，在世界排行中仍是名列前茅，亦即能源強度高

於大部分國家。但根據該國統計表示，2019 年底，是俄國 GDP 能源強度

五年來之新低點，與 2015 年相比，該國 GDP 能源強度下降了 1.6% (詳見

圖 2.3)。1052021 年 1 月，該國經濟發展部副部長托羅索夫(Ilya Torosov)直

                                                
105 России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пятилетнего минимума энергоемкости ВВП,Retrieved June 12 2020, 
from: https://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21/01/17/854381-rossii-udalos 

https://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21/01/17/854381-rossii-udalo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692

39 
 

言，2008 年 6 月 4 日總統令所提之目標，乃希望 2020 年俄國 GDP 能源強

度，相較於 2007 年水準下降 40%，然而為期十年的努力，GDP 的能源強

度僅下降 9%，106俄國依舊不遺餘力的推動能源效率提升之經濟活動，希望

能從根本提高能源使用之效率。 

 

圖 2.3、俄國 GDP 能源強度動態 

資料來源: 俄國經濟發展部  聯邦國家統計局 

而異於上述結果，本研究發現根據 Enerdata 的資料庫之數據(如圖

2.4)，俄國 GDP 能源強度在 2019 年不降反升，由於該資料庫計算方式是以

2015 年為基準，依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各國貨幣，因此，本研究認為該資料

庫的統計資料與現實數據更為貼近，換言之，俄國 2019 年的 GDP 能源強

度，相較於 2018 年上升了約 0.4%，2020 年則微幅下降，然而依 2008 年

總統令提出之目標進行評估，該國後續之能源強度似乎不見大幅度降低，

整體情況依舊穩定持平。         

                                                
106 據俄國經濟發展部之報告，России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пятилетнего минимума энергоемкости 

ВВП,Retrieved June 12 2020, from: https://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21/01/17/854381-rossii-
udalos 

(單位:噸燃料/百萬盧布) 

https://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21/01/17/854381-rossii-udalos
https://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21/01/17/854381-rossii-uda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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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俄國 1990-2019 年 GDP 能源強度 

資料來源: Global Energy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0, Enerdata 

https://yearbook.enerdata.net/total-energy/world-energy-intensity-gdp-data.html 

（二） 俄國與各區域能源強度綜合比較 

2019 年全球能源強度相較於 2018 年降低了 2.1%，不過遠遠不及維持

《巴黎氣候協定》之預估值。想要溫度上升控制在攝氏 2 度內，全球能源

強度必須下降 3.5%，許多國家保持積極的態度，相較於 2000 年，歐盟與

美國 2019 年的能源強度年皆下降 30%以上，107這些可以歸功於能源使用效

率的提升、電力結構調整以及轉向低能源密集之產業與服務業；而中國能

源強度之降幅亦非常可觀，與 2000 年相比，其整整減少了 44%的能源強

度，雖然中國有如此可觀的減少幅度，但仍比世界平均高了 16%，還存有

進步空間(詳見圖 2.5)。 

                                                
107 Enerdata 數據庫，上網日期 2021 年 06 月 18 日， 

檢自：https://yearbook.enerdata.net/ 

https://yearbook.enerdata.net/total-energy/world-energy-intensity-gdp-data.html
https://yearbook.enerdat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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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主要地區能源強度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相關數據整理繪製 

同中國一同被點名，能源強度偏高的國家，多是由能源密集產業占主

導性之地區，如中東、獨立國家國協、及部分亞洲國家，由於低廉的能源

價格，成為無法推動能源效率之最大原因，大多數中東國家，能源強度甚

至在上升中，而本研究之主角俄羅斯，則平穩地維持在全球均值的「兩

倍」左右。 

二、 結語 

2008 年 6 月 4 日俄國總統令第 889 號，108即使強調要對環境負責並且

合理的使用能源，但截至 2021 年，其成效顯得微弱。俄國的能源強度仍遠

遠落後其他國家， 經過了十多年的時間，其能源強度高佔世界排名第二 

(詳見圖 2.6)，此數據不容忽視，不見效果的原因，或許是能源低廉的價格

導致浪費，經計算，俄國所浪費的能源，能提供英國或法國一整年的電力

使用，109可見該國在節能方面之監控與管理，並未得到良好的發揮。 

                                                
108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04.06.2008 N 889 "О некоторых мерах по повышению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Retrieved June 18 2021, from: 
https://legalacts.ru/doc/ukaz-prezidenta-rf-ot-04062008-n-889/ 
109 Increasing Energy Efficiency and Modernization of Energy Systems in Russia: A Review, Retrieved 
June 18 2021, from: https://www.mdpi.com/1996-1073/14/11/3164/htm#B68-energies-14-03164 

維持溫度上升攝氏兩度內

全球能源強度平均需減少3.5%

2000年-2019年

歐盟、美國
減少30%以上

中國減少44%
高於全球平均16%

俄國維持平穩

約為全球平均

「兩倍」

中東國家多數能源
強度上升

https://legalacts.ru/doc/ukaz-prezidenta-rf-ot-04062008-n-889/
https://www.mdpi.com/1996-1073/14/11/3164/htm%23B68-energies-14-0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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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各國 2019 年 GDP 能源強度 

資料來源: Global Energy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0, Enerdata 

https://yearbook.enerdata.net/total-energy/world-energy-intensity-gdp-data.html 

即使就數據看來，讓人替俄國感到惋惜，但俄羅斯政府態度專趨積

極，且就社會面而言，可以看到政府開始提供綠色經濟相關之援助，默默

成為幕後之推力。該國經濟發展部出面說明，在 2021 年至 2030 年，俄羅

斯會積極提高能源效率，促進此領域之發展，並且預計在 GDP 成長的情況

下，資源消耗仍可減少 4.66 億噸的燃料當量，110其實該國經濟發展部提出

諸多措施在提高能源效率及節能上，諸如 

1. 完成電廠能效之標準 

2. 刺激電動車市場的發展 

                                                
110 России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пятилетнего минимума энергоемкости ВВП,Retrieved June 12 2021, 
from: https://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21/01/17/854381-rossii-udalos 

https://yearbook.enerdata.net/total-energy/world-energy-intensity-gdp-data.html
https://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21/01/17/854381-rossii-uda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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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面亦在研擬「綠色債券」機制 

4. 並提供節能措施相關之融資111 

俄國「國內」數據於 2019 年，顯示俄國能源強度下降，其被解釋為是

能源密集型部門技術更新所致。製造業是能源消耗減少的最大原因，而供

熱與採礦業的能源消耗卻增加了，這些技術更新產業，部分將與本研究後

續欲探討之「最佳可行技術」政策，其所包含之行業技術參考文件等產生

重疊。 

俄國在能源強度指標上，數據表現不佳，然視其政府推動政策之態

度，有著明確的改善方向，總體而言是一大躍進。其一，該國政府在這個

時期尚未祭出重大罰則與限制，讓一切回歸市場經濟面去改變，雖然這需

要時間，因為便宜的能源價格目前經濟誘因更大，但政府開始逐步規劃，

提供一個良好的轉變環境；又，即使企業目前對於提高能效，技術更新沒

有強大動力，但隨著其他競爭者的技術更新與產能升級，企業必會在環境

的氛圍下開始轉變，市場經濟中看不見的手，作用力或許會比政府強制力

來的稍緩一點，但，俄國能源強度未來仍可望降低。 

  

                                                
111 俄國針對節能措施融資之金額提供，依各區域有所不同，詳見該國經濟發展部 2021 年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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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俄國產業 

俄國的產業結構，誠如前述，前身為蘇聯的計劃經濟轉型、俄羅斯的

政治國情，及其蘊藏的天然資源優勢等因素，造成該國產業結構呈現不均

的態樣。前面強調能源價格波動會影響到俄國整體的經濟狀況，這是由於

該國的產業尚未多元化，因而過度仰賴能源，然而，俄國仍有為人稱頌之

產業，如國防、航太、核能產業等，這些是沿襲當時蘇聯計畫經濟下的產

物，當然部分因素與過去的政治國情有關。 

一、 俄國產業現況 

（一） 產業概況 

當局政府明白俄國的產業問題，因此開始積極調整產業結構，並且在

貿易夥伴強調節能減碳的同時，也努力進行產業技術更新。這裡必須要提

到該國近期較大的轉折點，2014 年，在烏克蘭東部發生了克里米亞事件，

由於當地公投獨立並脫離烏克蘭，俄國駐軍當地，最後接受克里米亞申

請，將其納入俄羅斯聯邦，此舉引起各國強烈反對，認為俄國破壞烏克蘭

領土之完整性，因此，許多國家聯合祭出經濟制裁手段。112當時許多商品

無法再透過國際貿易取得，而俄國出口也受到阻礙，進出口的稅賦隨之增

加，這讓俄國意識到境內產業不足之處，也因此更積極強調「進口替代」

的規劃，113並開始了反制裁措施，禁止美國、澳洲等農產品進口。俄國扶

植境內農業與製造業發展，這也進一步加強俄國自給自足之能力，尤其是

在農業生產及工具機組的製造，國際制裁因而成了俄國近期產業多元化的

推力之一。 

                                                
112 洪泉湖 (2017) 當代歐洲民族運動 從蘇格蘭獨立公投到克里米亞危機 / 洪泉湖主編. 初版. 臺北市: 聯經. 

頁 100-128。 
113 俄羅斯產業之進口替代 (105) 蕭昊元，檢自: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Detail/detail?sysId=C10503340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Detail/detail?sysId=C1050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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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俄國 1990-2019 年 GDP 

資料來源: The World Bank  (單位:美元) 

俄國的企業由於歷史因素與自然因素，使其經濟制度與產業發展較為特

殊，然而能源收入也使俄國在危機中得以快速脫困。自從蘇聯解體後，俄國的

經濟開始轉型，由於先天的資源豐富，及後天經濟轉型的歷史因素，該國形成

寡頭壟斷之自然獨占型企業，該國轉型時期，亦產生經濟二元性，即該國缺乏

中小企業，114大部分的投資都在利潤豐厚的能源產業上，當然，這也帶來一些

好處，圖 2.7 是俄國 1990 年到 2019 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動態，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時，GDP 呈現下滑的狀態，而俄國

因為在 2004 年設立穩定基金，得以在全球經濟慘澹時以更快的速度恢復元

氣，其中該穩定基金乃透過能源售出後的盈餘稅收來建立，並且分為兩部分，

一是企業穩定基金，意在防止能源價格波動影響俄國經濟及財政，二是國家福

利金，用在社會、國民或該國投資發展等，這筆基金收入提供了俄國面對經濟

危機的預算。115 

                                                
114 洪美蘭 (2008) 經濟均衡發展策略 : 歐洲轉型國家之案例與啓示 / 洪美蘭著. 初版. 臺北市: 洪美蘭出版. 頁

280-295。 
115 (2017) Eastern Europe,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England: Europa Publication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9&locations=RU&name_desc=false&start=1990&vie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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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仰賴能源，是俄國當局早已明白的事實，而其早有準備，透過各項措

施扶植多元產業，提倡生產技術現代化，二十世紀末後，所謂經濟二元性的問

題也逐漸開始改善，政府開始協助中小企業發展。高科技上的技術研發也替俄

國帶來佳績，其產值在 2016 年已達該國 GDP 的 22.3%，1162018 年俄國經濟表

現亮眼，但高科技知識密集型產業在 GDP 佔比卻微微下降至 21.3%，117數字未

成長的原因被歸咎於西方制裁與反制裁、以及高科技產業國有化(效率較私人企

業差)、經濟成長趨緩等原因；按照企業規模分析生產佔比，中小企業佔 GDP

的產出，2018 年為 20.4%、2019 年則為 20.8%，118可以見得俄國已經著手在解

決國內產業結構問題，發展更均衡的未來指日可期。 

 

圖 2.8、俄國 2018 年各產業 GDP 佔比  

資料來源: Stockfeel 

                                                
116 T. Lanshina & Z. Stepan (2018) Развитие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ого сектора экономики в России / 
Development of the High-Tech Sector of the Russian Economy, p38, Retrieved May 18 2021,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4669696_Razvitie_vysokotehnologicnogo_sektora_ekonomiki
_v_Rossii_Development_of_the_High-Tech_Sector_of_the_Russian_Economy/citations 
117 Доля высо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снизилась до уровня 2015 года, 2019/02/06, Ольга 
Агеева, телеканал, Retrieved June 15 2021, from: 
https://www.rbc.ru/economics/06/02/2019/5c598ccb9a7947731eea7477 
118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Введите свой запрос, Retrieved May 18 2021, 
from: https://rosstat.gov.ru/accounts 

https://www.stockfeel.com.tw/%E3%80%8C%E4%BF%84%E7%BE%85%E6%96%AF%E7%94%A2%E6%A5%AD%E7%B6%93%E6%BF%9F%EF%BC%9A%E8%B3%87%E6%BA%90%E8%B1%90%E5%AF%8C%E7%9A%84%E7%A5%9E%E7%A7%98%E5%9C%8B%E5%BA%A6%E3%80%8D/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4669696_Razvitie_vysokotehnologicnogo_sektora_ekonomiki_v_Rossii_Development_of_the_High-Tech_Sector_of_the_Russian_Economy/citation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4669696_Razvitie_vysokotehnologicnogo_sektora_ekonomiki_v_Rossii_Development_of_the_High-Tech_Sector_of_the_Russian_Economy/citations
https://www.rbc.ru/economics/06/02/2019/5c598ccb9a7947731eea7477
https://rosstat.gov.ru/ac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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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描述了俄國的產業概況、問題與目前改善的成效，也談及石油天然氣

等能源收益對俄國的重要性，接著就圖 2.8 視之，2018 年俄國 GDP 產出各產

業佔比，觀察耗能產業，是否對俄羅斯經濟產生一定影響力。在 2018 年，俄

國的前四大排名依序為貿易業 14.49%、金融與房地產 14.22%、能源礦業

14.13%與製造業 13.54%，119貿易業雖然為 GDP 產出最高貢獻者，但整體而

言，俄國貿易業的出口品項中，能源類產品佔比約為整體的三分之二，因此工

業與能源產業，依然與俄國經濟脈動息息相關。 

（二） 俄國耗能產業 

 根據俄國歷年碳排放指標與俄國能源強度現況，可以推斷出俄國仍有

部分高耗能(低效率)之產業。各產業的消耗能源占比，有關高汙染、高碳

排放以及高耗能的狀況，未來皆可能會因此被俄國政府列入監管，因此就

統計資料，以不同能源之佔比來分析俄國的產業耗能現況，圖 2.9 為 2019

年俄國三大能源消耗之各產業占比，分別為石油、煤炭及天然氣，各產業

之單項能源總合為百分之百，而三個能源種類之消耗量，以及所產生之碳

排放量不一。就部門別視之，電力部門與工業部門，其能源消耗總和明顯

高於其他部門，電力部門多為燃煤燃氣機組，因此這兩項能源用量較大，

工業部門因為生產設備及機組多使用油品，因此石油消耗偏高，而交通部

門則是石油用量的主力。 

需要注意的是，電力部門發電後，仍需將電力供應給其他產業。其中

工業部門佔最大宗，約需消耗 37%總電量；住宅用電量約佔 18%、服務產

業佔 17%。而交通用電量則佔總電量的 6%，120相較於他國家而言，算是非

常可觀的用量，這也凸顯幅員廣闊的俄國，其強大的公共交通建設能力。  

                                                
119 俄羅斯產業經濟：資源豐富的神秘國度，Stockfeel，上網日期 2021 年 06 月 20 日， 

檢自：

https://www.stockfeel.com.tw/%E3%80%8C%E4%BF%84%E7%BE%85%E6%96%AF%E7%94%A2%E6
%A5%AD%E7%B6%93%E6%BF%9F%EF%BC%9A%E8%B3%87%E6%BA%90%E8%B1%90%E5%AF
%8C%E7%9A%84%E7%A5%9E%E7%A7%98%E5%9C%8B%E5%BA%A6%E3%80%8D/ 
120 Russia Energy Information, Enerdata, Retrieved June 12 2021, from: 
https://www.enerdata.net/estore/energy-market/russia/ 

https://www.stockfeel.com.tw/%E3%80%8C%E4%BF%84%E7%BE%85%E6%96%AF%E7%94%A2%E6%A5%AD%E7%B6%93%E6%BF%9F%EF%BC%9A%E8%B3%87%E6%BA%90%E8%B1%90%E5%AF%8C%E7%9A%84%E7%A5%9E%E7%A7%98%E5%9C%8B%E5%BA%A6%E3%80%8D/
https://www.stockfeel.com.tw/%E3%80%8C%E4%BF%84%E7%BE%85%E6%96%AF%E7%94%A2%E6%A5%AD%E7%B6%93%E6%BF%9F%EF%BC%9A%E8%B3%87%E6%BA%90%E8%B1%90%E5%AF%8C%E7%9A%84%E7%A5%9E%E7%A7%98%E5%9C%8B%E5%BA%A6%E3%80%8D/
https://www.stockfeel.com.tw/%E3%80%8C%E4%BF%84%E7%BE%85%E6%96%AF%E7%94%A2%E6%A5%AD%E7%B6%93%E6%BF%9F%EF%BC%9A%E8%B3%87%E6%BA%90%E8%B1%90%E5%AF%8C%E7%9A%84%E7%A5%9E%E7%A7%98%E5%9C%8B%E5%BA%A6%E3%80%8D/
https://www.enerdata.net/estore/energy-market/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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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2019 年俄國產業部門能源消耗佔比 

資料來源: 本研究彙整自 Enerdata 

能源消耗部門，首重為電力業(圖 2.9)，原因是其他部門需要將能源轉

化為電力後使用。電力的終端消費者，工業部門佔比非常高，又俄國之工

業在能源消耗量上，比他國平均值來的高，俄羅斯工業產出效率遠比他國

低許多。  

表 2.2 為俄羅斯聯邦統計局 2012 年之統計資料，121其計算燃料及能源

佔工業產品成本之佔比，並依國家發展程度分為五大類別，已開發國家燃

料及能源的單位成本相對較低；而俄國在許多領域中，工業產品的燃料及

能源成本占比，高出已開發國家近兩倍之多，如紡織業、機械工程、紙漿

與造紙業等；而與發展中國家相比，許多產業數值也是偏高的，部分原因

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為新建立之設備，生產效率較高。俄國較具競爭力的部

門，除了前文所提到的運輸設備領域，其燃料及能源成本比所有國家的均

                                                
121 表 2.2-註 1:所有國家均值採 50 個國家平均，而數據包括使用能源作為原材料之成本。 

                註 2:數據不包括使用能源作為原材料的成本。 

https://www.enerdata.net/estore/energy-market/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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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低，另外一個產業部門則是石油產業。122 

表 2.2、燃料和能源佔工業產品成本之比重 

（%） 

 

資料來源: 本研究翻譯繪製 (2012 年 Rosstat 統計資料) 

2012 年工業部門能源消耗與世界差距 

由該統計可以得知，俄國在 2012 年，許多工業部門的生產技術及能源

效率，仍與他國存在一定差距，換言之，在工業節能方面，俄國也具有很

大的發展潛力。在 2019 年工發組織俄羅斯中心(ЮНИДО в РФ)提到，俄國

工業部門有 50 多家中小企業，採行工業發展組織(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所提出的能源管理標準，進而帶來能源

效率的提升，整體經濟規模節省超過 25 億盧布，並減少使用大量電力，相

關能耗與氣體排放也隨之降低。123然工發組織專家安塔莫斯金(A. 

Antamoshkin)也聲明，採用能源管理系統，乃透過節約能源的方式，在整

個調整過程中大概需要經過 9 至 12 個月，才能得到相對應之經濟成效，124

                                                
122 Ивано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2015)“Анализ энергозатрат в различных отрасл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нтернет-журнал «Науковедение», Retrieved May 15 2021, from: 
https://cyberleninka.ru/article/n/analiz-energozatrat-v-razlichnyh-otraslyah-promyshlennosti 
123 Программы энерго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сэкономи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более 2,5 млрд 
рублей,Expoforum, Retrieved June 12 2021, from: https://expoforum-center.ru/ru/news/programmy-
energoeffektivnosti-sekonomili-rossijskoj-promyshlennosti-bolee-25-mlrd-rublej/ 
124 Energy Efficiency Programs Saved 2.5+ bln rubles for the Russian Production, St. Petersburg 

https://cyberleninka.ru/article/n/analiz-energozatrat-v-razlichnyh-otraslyah-promyshlennosti
https://expoforum-center.ru/ru/news/programmy-energoeffektivnosti-sekonomili-rossijskoj-promyshlennosti-bolee-25-mlrd-rublej/
https://expoforum-center.ru/ru/news/programmy-energoeffektivnosti-sekonomili-rossijskoj-promyshlennosti-bolee-25-mlrd-rubl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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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能源管理規劃能否有效達成，端視企業管理人之執行態度。 

二、 結語 

承上所述，瞭解俄國耗能的產業部門後，可以發現，各產業部門 GDP

產出的佔比，與消耗能源的多寡，具有相關性，這也是當今俄國能源強度

居高不下的原因。前面討論俄國產業現況之圖 2.8 顯示，2018 年俄國各部

門 GDP 產值佔比，貿易業居首位，緊接著依序為金融房產、能源礦業、製

造業、交通與資訊通信業、國防工業等，其中許多產業部門皆是高耗能產

業，GDP 最高產值部門，貿易業中更有高達 63.7%的出口品是俄國能源(下

圖 2.10)，而俄國出口比例中，除了能源外，還有部分的初級產品如木材及

金屬等，可見該國還是非常仰賴初級產品的出口。 

 

圖 2.10、2018 年俄國出口結構 

資料來源: Stockfeel 

2019 年俄國國際貿易呈現出超的狀態，而能源出口佔比仍高。俄國

2019 年出口值為 4070 億美元，進口值為 2380 億美元，該國三大主要能源

出口，原油及精煉石油佔了 2019 年的 46.6%，是貿易額中的 1890 億美

                                                
International Gas Forum, Retrieved July 12 2021, from: https://gas-
forum.ru/en/publications/02.10.19/5d94ac50ec62b2942677f0ba/?s=59a53d7bf033a2fe6bff937c 

https://www.stockfeel.com.tw/%E3%80%8C%E4%BF%84%E7%BE%85%E6%96%AF%E7%94%A2%E6%A5%AD%E7%B6%93%E6%BF%9F%EF%BC%9A%E8%B3%87%E6%BA%90%E8%B1%90%E5%AF%8C%E7%9A%84%E7%A5%9E%E7%A7%98%E5%9C%8B%E5%BA%A6%E3%80%8D/
https://gas-forum.ru/en/publications/02.10.19/5d94ac50ec62b2942677f0ba/?s=59a53d7bf033a2fe6bff937c
https://gas-forum.ru/en/publications/02.10.19/5d94ac50ec62b2942677f0ba/?s=59a53d7bf033a2fe6bff93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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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天然氣則佔 6.46%，出口價值為 263 億美元，煤球及焦油則佔

5.43%，產出約佔 221 億美元，其總量依然佔出口值的 60%左右。125 

綜觀俄國的產業概況，雖然俄國有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希望不要過

度依賴於耗能產業生產或初級原料出口，以降低能源強度或其相關排放，

但就近期數據顯示，改變尚存一段旅程。耗能產業確實對於俄國的生態發

展有所侷限，不難發現，俄國也試圖多元化發展，開始投資高科技及其他

服務業部門，然在估算工業生產成長率及結構時，得到的結果卻是對原物

料需求的增強，2010 年至 2018 年採礦業在工業結構佔比增加 4.8%，而製

造業則微幅下降 2.5%。126 

第四節、小結 

一、 電力業優化 

探討整體俄國是否朝向更環保、綠色經濟發展的過程，本研究在章節

最後特別提到俄國電力業，關於電力業綠化轉型及優化的困境，透過此特

定產業，或許能瞭解俄國其他產業，轉型到綠色經濟之困境。 

（一） 選擇電力業原因 

選擇電力業的原因不外乎與這個部門的重要性有關，撰寫俄國綠色經

濟的同時，不管是提到 GDP 能源強度，或提到碳排放量及產業結構，在歸

納整理後發現電力業與多項行業別，以及俄國綠色經濟相關指標等皆息息

相關。第一，在研究跟蒐集數據之時，直到 2018 年，電力業仍是能源產業

以外，俄國排放量最高部門，其排放之溫室氣體約為 844 百萬噸二氧化碳

當量(圖 2.11)，又依本章第一節 圖 2.1 ，化石二氧化碳排放部門之排放，

                                                
125 Russia, OECD, Retrieved June 12 2021, from: https://oec.world/en/profile/country/rus/#trade-products 
126 Росстат зафиксировал усиление сырьево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едомости, 
Retrieved June 1 2021, from: https://www.vedomosti.ru/economics/articles/2020/02/17/823221-rosstat-
zafiksiroval-usilenie 

注意，2020 年疫情關係，疫情下經濟趨緩，與 OPEC+協議聯合減產，俄羅斯採礦業下降 6.9%，製造業產

量增長 0.6%。Реальный сектор (2021)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итоги кризиса и ситуация в первом 

квартале 2021 г, Retrieved June 1 2020, from: 
https://www.hse.ru/pubs/share/direct/document/450451985.pdf 

https://oec.world/en/profile/country/rus/%23trade-products
https://www.vedomosti.ru/economics/articles/2020/02/17/823221-rosstat-zafiksiroval-usilenie
https://www.vedomosti.ru/economics/articles/2020/02/17/823221-rosstat-zafiksiroval-usilenie
https://www.hse.ru/pubs/share/direct/document/4504519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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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業從 1990 年來到現在更是穩居第一；第二，提到俄羅斯 GDP 能源強

度偏高、能源效率低，抑或是能源的浪費時，總會看到研究或專家提到，

俄國電力價格低廉，127可能造成上列缺點。甚至有言，商業競爭與電價上

漲將有助於改善技術與能源效率128，因此，本研究選擇電力業在俄國綠色

經濟之小結中進行探究。 

 

圖 2.11、2018 年俄國產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  

資料來源: 本研究繪製，數據來自 Climatewatch 之 CAIT 資料庫  (單位: Mt CO2e) 

（二） 電力業轉型挑戰 

氣候變遷的影響下，克裡曼柯（V. Klimenko）等人量化了對俄國電力

業的影響。不同地區氣溫上升的多寡及該地區均溫初始值，造成效率的下

降也會因地而異，據估至二十一世紀中期，暖化造成俄國機組效率下降，

                                                
127 Электриче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сочли почти самым дешевым в Европе, Retrieved June 28 2021, from: 
https://lenta.ru/news/2021/06/21/electroenergia/ 
128 Средства 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Ф назвали слишком энергозатратной, Retrieved 
June 28 2021, from: https://iz.ru/1177167/valerii-voronov/sredstva-i-proizvodstvo-promyshlennost-rf-
nazvali-slishkom-energozatratnoi 

https://www.climatewatchdata.org/data-explorer/historical-emissions?historical-emissions-data-sources=cait&historical-emissions-end_year=2019&historical-emissions-gases=all-ghg&historical-emissions-regions=RUS&historical-emissions-sectors=All%20Selected&historical-emissions-start_year=1990&page=1
https://lenta.ru/news/2021/06/21/electroenergia/
https://iz.ru/1177167/valerii-voronov/sredstva-i-proizvodstvo-promyshlennost-rf-nazvali-slishkom-energozatratnoi
https://iz.ru/1177167/valerii-voronov/sredstva-i-proizvodstvo-promyshlennost-rf-nazvali-slishkom-energozatratn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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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燃料消耗需增加 3-4 百萬噸標準煤。129 

在 2014 年世界銀行在俄國能源效率報告曾提到，俄國電力部門偏重於

建立新的傳統發電廠，而非致力於提高電力能源能源效率方面，而俄羅斯

電力產業開放「私有化」後，產業進行重組，部分電力供應回歸自由市

場，將使電力私營企業進一步考量「能源效率」的問題，但俄羅斯電力市

場仍存在許多發展困境，就報告內容整理幾項關於優化之挑戰。 

1. 雖然投資能源效率比新增產能要便宜三倍之多，但多數電力業者存在一種偏

執，多選擇增加生產力而非提高能效。他們認為賣得多能賺得多，而拓增基

礎資產，能收獲更多，相反地，投資在能源效率短期內通常無法獲得回報。   

2. 俄羅斯電力建設缺乏規劃的。如火力電廠可以為周邊建築供熱， 與加熱系統

進行整併；又其可與工廠之鍋爐互為替代，工廠擁有者得以出售餘電，然而

上述例子在俄國都未被好好規劃，業者會避免許多規則或環保標準，僅建立

現有廠址設施，並簡單升級電網連接設備。  

電力的現代化需要投資更新電廠、電網等基礎建設，而再生能源有助

於「減碳」計畫，使用當地資源（在地化）發電，也可以減少能源在長距

離運輸中的損耗。據 2010 年出版的《俄國再生能源政策》（Renewable 

Energy Policy in Russia: Waking the Green Giant）指出，2008 年俄國的裝

機容量和發電結構以火力發電為大宗，而按照當時俄國的計畫執行，預測

2030 年總裝機容量與發電量會增加，由於當時尚未建立再生能源投資及監

管之架構，因此再生能源非主力發展，根據 2008 年調整預測值，主要的火

力佔比減少，增加的則為核能發電，再生能源僅微幅增長（詳見圖 2.12），

130不過可以見得，俄國已把再生能源列入電力總計畫中。 

  

                                                
129 V. Klimenko. et al. (2018) Vulnerability of the Russian power industry to the climate change. Energy , 
Jan 1, 2018, Vol.142, p.1010, Retrieved May 05 2020, fr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544217317747 
130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2011)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in Russia: Waking the Green 
Giant., p.29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60544217317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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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俄國 2008 年及其預測 2030 年之裝機容量與發電結構 

資料來源: 《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in Russia: Waking the Green Giant》本研究

繪製 

（三） 現況 

依目前所擁有的數據看來，與當初的預測值相距不遠，只是目標提早

在 2020 年前被實踐。2017 年俄國火力發電廠佔比約 63%，而另外 35%來

自無碳排放的核能與水力發電。131 

過往俄羅斯的電力屬於集中式發展，以符合規模經濟，然而後來權力

下放 （部分電力私有化），也開始了區域去中心化。電網及發電開始分散

式發展（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再生能源也適用在分散式的微電

網，這樣的轉變將使俄國偏遠地區有穩定的電力供應。 

 

                                                
131 T. Mitrova & Y. Melnikov. (2019) Energy transition in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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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減碳目標並非推動電力分散的主因，它的動力來

自於經濟誘因，電力的主要消費者，「企業」為了得到實惠且穩定的電力供

應，而投資開發自己的發電項目；另外具有經濟利益的，則是家戶使用再

生能源的微型發電，目前電力業的轉型，仍須提升發電技術並制訂完善的

市場機制與原則，以確保執行更有效率。 

二、 論俄國政府發展綠色經濟之四大條件 

最後我們就「有效發展綠色經濟之政府四大條件」，評估俄國在綠色經

濟之發展與政策執行。四大條件分別為，第一為政治條件，視領導人與國

民對綠色經濟之態度；第二為制度條件，判斷推動綠色政策組織之效率；

第三為政策條件，確認政策規劃措施之可行性，是否建立系統化之依據；

第四為財政條件，針對政策規劃之財政與資金流向進行分析，以下將分述

俄國發展綠色經濟四大條件之現況。 

首先，在政治條件方面，政策最終推手皆是執政者之態度，而前述減

排政策等各項法規的推動，都已有部分的進度，也開始向企業要求提供碳

報告，而 2021 年，普欽在聖彼得堡經濟論壇(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SPIEF)談到相關氣候協議時，對氣候改變與環境的發言

態度似乎更加懇切，其提到各國應一同為世界和後代子孫的生活負責，且

在論壇中，普欽陳述了俄國當前與綠色經濟有關之發展重點項目，並強調

俄羅斯對國際氣候議題之重要性。132 

1. 減少經濟部門排放。並利用核能、再生能源當作低碳能源使用，

另一部分則為汙染較低的天然氣。 

2. 火力發電深度現代化。提高供熱系統及多項產業之能效，並進行

整體經濟與基礎設施之技術更新。 

3. 發行綠色債券，制定環境評估績效及目標。 

                                                
132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О чем рассказал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ПМЭФ, RG.RU, 
2021/06/04, Retrieved July 05 2021, from: https://rg.ru/2021/06/04/stenogramma-o-chem-rasskazal-
vladimir-putin-na-plenarnom-zasedanii-pmef.html 

https://rg.ru/2021/06/04/stenogramma-o-chem-rasskazal-vladimir-putin-na-plenarnom-zasedanii-pmef.html
https://rg.ru/2021/06/04/stenogramma-o-chem-rasskazal-vladimir-putin-na-plenarnom-zasedanii-pme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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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碳中和問題。認為二氧化碳不再是減少排放的問題，而是一種可

交易的資產，在氣候產業上的投資，經濟效益更大；因此建立溫

室氣體排放和吸收監測，是必要的，而後續相關做法為空間觀

測、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133並在庫頁島區試點，成立碳交易

市場。 

5. 2022 年 7 月要完成俄羅斯實施氣候項目的監管框架，並建立清晰

的規範標準，以利國內外企業能做合適的規劃。 

就上述內容與項目看來，未來俄國在綠色經濟的執行上會有更多措

施，提供企業與社會更友善的綠色經濟發展環境。 

又國民及社會對綠色經濟的支持，國民對於綠色環保意識有提升，然

而相較他國仍較為不足。具 Lamoda 公司 2020 年針對消費者調查，該企業

消費者中有 49%的人，願意為了環境而付出更多。134在 2015 年時，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 的《Climate Change Seen as Top Global Threat》報

告，135其總共在 40 個國家進行調查，22%的俄羅斯人民對氣候變遷感到擔

憂，在 40 個國家中排名第 39 名，僅高於波蘭，當時俄國人最感受到威脅

的事件為全球「經濟的穩定性」，或許也備受當時政治情勢與經濟制裁之影

響，直到 2019 年 Pew Research Center 再次發布全球威脅之調查，與其他

國家相比，俄國國民對於各項威脅皆較不介意，而對於全球氣候變化有意

識的國人提高到 43%，此次調查中，俄羅斯人感到最受威脅的是伊斯蘭激

進組織之行動。136綜觀前述提及之多項數據及資料，企業對綠色經濟的關

                                                
133 另俄國也通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和引入碳報告之法案》，以及要求設施建立自動控制系統監測。 
134 Россияне усваивают "зеленые" привычки, Владимир Полканов, 2021/06/23, Retrieved July 05 
2021, from: https://www.ng.ru/economics/2021-06-23/100_192423062021.html 
135 雖然「氣候變遷」這項威脅在俄國國民中，位居第二高，但就 22%國民意識仍偏低。(2015)《Climate 

Change Seen as Top Global Threat》, Pew Research Center, Retrieved May 10 2021, 

from: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5/07/Pew-Research-Center-
Global-Threats-Report-FINAL-July-14-2015.pdf ,p4 
136 Climate Change Still Seen as the Top Global Threat, but Cyberattacks a Rising Concern, Jacob 
Poushter & Christine Huang, Retrieved May 10 2021, from: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9/02/10/climate-change-still-seen-as-the-top-global-threat-but-
cyberattacks-a-rising-concern/ 

https://www.ng.ru/economics/2021-06-23/100_192423062021.html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5/07/Pew-Research-Center-Global-Threats-Report-FINAL-July-14-2015.pdf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5/07/Pew-Research-Center-Global-Threats-Report-FINAL-July-14-2015.pdf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9/02/10/climate-change-still-seen-as-the-top-global-threat-but-cyberattacks-a-rising-concern/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9/02/10/climate-change-still-seen-as-the-top-global-threat-but-cyberattacks-a-rising-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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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甚至更高。 

第二，就制度條件而言，在綠色經濟部分，俄國政府成立不同的專責

機構，去推動負責。如俄羅斯的 EIPC (Environmental Industry Policy 

Centre)，即是聯邦下的自治機構，乃針對商業經濟面和環境保護調和的機

構，137另外，俄國最佳可行技術局138則是負責 BAT 相關業務之專責機構。 

而在前期俄國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 NGO)參與

綠色經濟議題與活動較少，有一說是俄國政府過去對於 NGO 組織的打壓及

監控，其在 2006 年頒布的《非政府組織法》，要求組織每年提交活動報

告，因此就 NGO 組織在綠色經濟上，前期參與度並不高，139 

第三，針對政策條件，必須依照不同政策去做說明，每項政策皆是浩

大工程，如有關溫室氣體排放國家監管之相關法規，整個立法過程非常冗

長，磋商、修改以及制訂，目前俄國政府也僅要求企業自提報告書，以利

後續數據之蒐集，達到有效監管之條件。 

最後，財政條件，目前俄國政府推動綠色債券，以及支持相關投資，

如俄國中央銀行在 2019 年發行一筆 2.5 億盧布之綠色債券，資助 36 個項

目，其中 83%為農業，17%為製造業，2020 年該銀行再發布價值 3 億盧布

之綠色債券於莫斯科交易所，140另外該國大型銀行有三分之一已經將「企

業社會責任」，列入貸款和投資流程中評估 KPI 的指標，足以看見整個金融

體系開始關注企業責任與社會環境之連結，141而政府對於再生能源也有更

直接的稅賦優惠，俄國 2021 年針對再生能源微型發電之收入，從 2021 年

至 2029 年暫停徵收其所得稅。142 

                                                
137 Фгау Нии Цэпп, Retrieved May 01 2021, from: https://www.eipc.center/ 
138 Бюро НДТ, Retrieved June 28 2020, from: http://burondt.ru/ 
139 範純，〈俄羅斯環境政策評析〉，《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第 6 期(2010 年) ，頁 19-25。 
140 Банк «Центр-инвест» выпускает новые зелёные облигации, Ведомости, 2020/12/09, Retrieved 
April 28 2021, from:  https://www.vedomosti.ru/press_releases/2020/12/09/bank-tsentr-invest-vipuskaet-
novie-zelyonie-obligatsii- 
141 Будущее рынка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я в РФ: банки формируют рынок, Эксперт, 
2021/3/31, Retrieved April 20 2021, from: https://raexpert.ru/researches/sus_dev/esg2021/ 
142 Environmental law and practice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verview, Thomson Reuters, Retrieved 

https://www.eipc.center/
http://burondt.ru/
https://www.vedomosti.ru/press_releases/2020/12/09/bank-tsentr-invest-vipuskaet-novie-zelyonie-obligatsii-
https://www.vedomosti.ru/press_releases/2020/12/09/bank-tsentr-invest-vipuskaet-novie-zelyonie-obligatsii-
https://raexpert.ru/researches/sus_dev/esg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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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不難看出俄國在綠色經濟方面，已經逐漸在完善施策與提

供良好的發展環境。然而，由於該國經濟主導仍由低廉的能源價格所驅

使，許多企業利益也依附於該國的天然條件，這也造成推動綠色經濟的誘

因偏小。該國政府考量到整體經濟面，因此在環境保護以及綠化推動上，

措施似乎更顯溫和，整體而言不見嚴厲的懲罰及賦稅手段，目前僅就

「軟」監管政策，要求提供排放數據；另外政府也提供有利的技術效率指

標、專家協助等，慢慢促進企業轉向綠色經濟發展之意願，就近年資料看

來，俄國最常強調的仍是生產效率的提高及產業現代化發展。 

1. 能源效率的提升，是推動俄國產業及設備現代化的過程。 

2. 歐盟及商業合作夥伴，其越發重視環境保護，會提高俄國企業減少排

放，以及提高能效之意願。 

3. 俄國面對氣候變遷的損害，也為了提升俄國在世界生產競爭力，轉型至

綠色經濟勢在必行 

4. 就上述有效發展綠色經濟之政府四大條件歸納，俄國在綠色經濟的塑造

上，已完成雛形，並且開始有所作為。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俄羅斯於現階段似乎更在意經濟，因此，投入

綠色經濟的利益誘因必須要提升。如帶來更高的利潤，又或者是合作貿易

夥伴、消費者環保意識抬頭，將能更快速使俄羅斯過渡至更為環保的綠色

經濟發展。如同電力業的轉變，以及俄國面對未來歐洲碳稅徵收，而快速

通過溫室氣體排放的監管政策，外在環境中的種種刺激與利益誘因，將會

慢慢地改變俄國政府以及企業之態度。 

 

  

                                                
June 05 2021, from: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w-013-
5609?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firstPage=true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w-013-5609?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firstPage=true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w-013-5609?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firstPag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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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最佳可行技術政策的制定背景與歷程 

第三章，來到本研究欲深入探討地的「最佳可行技術政策」。就第二章

所蒐集的資料及數據，可以知悉俄羅斯目前的產業概況，有關俄國政府的

態度、對環境造成影響之溫室氣體排放情況，以及 GDP 能源強度與該國經

濟產出之連結。在取得較為全面的資訊後，本章將探討何謂「最佳可行技

術」，又此政策是在何種背景下被提出，整體的制定過程是否發生阻礙與矛

盾，最終政策如何完成，將在本章一併探討。 

第一節、政策制定背景 

在討論政策制定的立法時程與磋商前，需要先了解當下的背景與最佳

可行技術的出處。由於俄國當下的國情，是 BAT 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又

當下的時空背景與 BAT 技術為何，將在下文進行探討。 

一、 最佳可行技術 

最佳可行技術(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以下簡稱 BAT)，俄文又名

NDT(Наилучшая Доступная Технология, НДТ)。簡言之，乃指在勞務、

服務與生產技術上，以目前可行的科技，完成並實現環境保護目標，該生

產技術符合最佳適用之可能，在許多環境法規中也能看到類似技術術語，

如美國環境保護署的汙水指南，在各行業廢水排放指標中，也提到了

BAT，又美國汙水指南將其定義為「經濟上可實現的最佳可用技術」。143 

雖然在許多產業法規與相關技術文件中，常能看到類似術語，然而本

研究要深入探討，俄國所制定的「最佳可行技術」政策，實則源自於歐

盟。關於各行業最佳可行技術(BAT)的參考文件簡稱 BREFs (BAT reference 

documents)，第一份 BREFs 其實是在綜合污染預防與控制指令(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以下簡稱 IPPC)下所完成，而在 2010 年

IPPC 被工業排放指令 (Industrial Emissions Directive ,IED)所廢除，之後工

                                                
143 Learn about Effluent Guidelines,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Retrieved February 
12 2021, from: https://www.epa.gov/eg/learn-about-effluent-guidelines#BAT 

https://www.epa.gov/eg/learn-about-effluent-guidelines%23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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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排放指令所採用的最佳可行技術，其參考文件(BREFs)等檔案依工業排放

指令第 13 條起草、審查，144而最佳可行技術之結論，涵括了 BAT 參考文

件(BREFs)。 

根據 IED 第 14(3) 條，有關工業排放指令附件 I 中所包含大型農、工

業設施，在設立排放限值和頒布運轉許可證時，應參考最佳可行技術 BAT

之結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最佳可行技術並非僅限特定行業別，其中也

有跨領域解決環境及效能問題的 BAT，如能源效率、工業冷卻系統，以及

一般工業製造相關的存儲與排放技術等。145 

最佳可行技術旨在以最合適的先進製程，以預防人類生產活動對環境

之衝擊，然而，特定產業的繁複製程，仍須因地制宜。換言之，俄國所採

用之 BAT 僅能參考歐盟相關文件，由於各國生產優劣勢不同，且氣候及生

態環境也存在著差異，因此技術標準無法一脈承襲，俄國本身也需要斟酌

技術專家之意見，訂立一套專屬俄羅斯之最佳可行技術政策。 

二、 2010年提出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之時空背景 

最佳可行技術政策，在 2010 年由俄國當時的總統梅德韋傑夫提出。 

首先就兩位領導人的態度為探討，當時是梅德韋傑夫執政第兩年，普

欽則為俄羅斯的總理，兩者對於氣候變遷上的態度也多有不同。2003 年在

莫斯科的世界氣候變遷大會上，普欽曾開了廣為人知的玩笑，認為全球暖

化替自己的國家帶來好處，俄國人可因暖化降低皮草大衣的需求，並得以

收穫更多的糧食，俄國的排放量使其成為《京都議定書》後續協議的關鍵

參與國，而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會議前，當時為總理的普欽仍強調，支持全

球氣候改變之協議必須符合兩個前提，首先是排放大國皆須簽屬這份協

議，另外，這份協議必須考量到俄羅斯森林之碳吸收能力，146綜觀歷年來

                                                
144 Directive 2010/75/EU, industrial emissions (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trieved 
February 12 2021, from: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0L0075 
145 BAT reference documents,European IPPC Bureau, Retrieved June 16 2021, from: 
https://eippcb.jrc.ec.europa.eu/reference/ 
146 Russia's Putin sees climate deal, but with conditions, Darya Korsunskaya, 2009/11/03, Reuters, 
Retrieved June 12 2020, fro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INIndia-4362122009110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0L0075
https://eippcb.jrc.ec.europa.eu/reference/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INIndia-436212200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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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氣候變遷之議題之反應，普欽的態度較為曖昧模糊，通常更像是政治

談判，或替俄國國家利益所發聲；反觀梅德韋傑夫，長久以來在環境保護

與氣候變遷議題上多有關注，並且十分在意俄羅斯現代化之進程，其成為

總統後，在 2009 年推動「俄羅斯聯邦之氣候綱領」，希望俄國在面對氣候

變遷上能更積極面對，且在 2009 年 12 月也提到，至 2020 年其目標是將能

源效率提高 40%，147梅德韋傑夫希望在面對氣候變遷問題的同時，俄國所

做出的改變能一併提高經濟競爭力，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質量。148  

國際面，2008 年金融危機影響各國經濟，2009 年 COP15 會議也在矛

盾中草草結束。149當時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危機，連動各國經濟一同陷入泡

沫化，俄國也難以倖免。世界經濟呈現負成長趨勢，而油價也大幅下跌，

造成能源收入銳減，當時俄羅斯受到嚴重波及；就氣候變遷協議而言，

2009 年於哥本哈根舉行的氣候高峰會陷入僵局，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

陷入了減排責任歸屬的意見分歧，最終協議並沒有達成，而梅德韋傑夫當

時仍然承諾會維持俄國的新目標，150並以 1990 年排放均值為基準年，預計

在 2020 年減少排放 25%。其實受到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影響，俄國 2009

年排放量已大幅減少，151金融危機使許多國家財政陷入困境，俄國也不例

外，然該國政府在哥本哈根會議中，仍提供 2 億美元至氣候援助基金，以

協助弱勢國家面對氣候變遷，促進其減少碳排放量。152美中不足的是，俄

                                                
147與前幾章討論相關，即降低能源強度時所提到的聯邦預算補貼，後來成效不佳。 Видеоблог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2009/12/14, Retrieved August 12 2020, from: http://blog.da-medvedev.ru/post/53/transcript 

影片，http://blog.da-medvedev.ru/post/53 
148 Глобальные 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должны стать стимулом к повышению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ки, 2009/12/14,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20, from: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328 
149 即 2009 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 
150 梅德韋傑夫在 11 月與歐盟的會議上，已提出此目標。 

Россия потеплела к изменению климата, Павел Феденко, BBC, 2009/12/04,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20, from: https://www.bbc.com/russian/russia/2009/12/091204_russia_climate_fedenko 
151 Медведев рассказал в своём блоге, как бороться с глобальным потеплением, ВЕСТИ RU, 
2009/12/14,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20, from: https://www.vesti.ru/amp/article/2030457 
152 Medvedev offers $200 million in climate financing to needy countries at UN climate talks, Bellona.org, 
2009/12/18, Retrieved  December 15 2020, from: https://bellona.org/news/climate-change/international-
climate-conferences/2009-12-medvedev-offers-200-million-in-climate-financing-to-needy-countries-at-un-
climate-talks 

http://blog.da-medvedev.ru/post/53/transcript
http://blog.da-medvedev.ru/post/53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328
https://www.bbc.com/russian/russia/2009/12/091204_russia_climate_fedenko
https://www.vesti.ru/amp/article/2030457
https://bellona.org/news/climate-change/international-climate-conferences/2009-12-medvedev-offers-200-million-in-climate-financing-to-needy-countries-at-un-climate-talks
https://bellona.org/news/climate-change/international-climate-conferences/2009-12-medvedev-offers-200-million-in-climate-financing-to-needy-countries-at-un-climate-talks
https://bellona.org/news/climate-change/international-climate-conferences/2009-12-medvedev-offers-200-million-in-climate-financing-to-needy-countries-at-un-climate-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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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最終的國家自定預期貢獻值，仍是以普欽當時提出，「附帶條件」的減少

排放值為最終定論。153 

當時俄國境內，出現減排無助於氣候暖化的論點；然而卻在 2010 年俄

國發生嚴重熱浪，也讓人開始反思，全球暖化利於俄國的論調。在 2009

年，俄國科學家提出了其他觀點，認為人類活動並非全球暖化的首要原

因，而是地球自然週期性的過程，其提出七十五萬年前的數據，認為間冰

期氣溫甚至比 2009 年還要高出攝氏 1.5-2 度，人類甚至還未出現，又五千

五百萬年前，地球均溫在短短幾年內升高攝氏 5-6 度，造成此現象卻是火

山噴發所釋放的氣體，所造成之溫室效應。154其實直到 2018 年，普欽在俄

國能源周發表的談論中，仍可以明顯感受到，其觀點傾向暖化原因非人為

所造成。155接著將視角拉回俄國當下背景，2010 年嚴重的熱浪席捲俄羅

斯，並且突破當時紀錄，森林大火造成 54 人死亡，四分之一的農作物毀

損，經濟損失達到 140 億美元，156雖然個別事件不能完全歸咎於氣候變

化，但也讓人意識到氣候暖化仍對高緯度國家存在高風險。 

在「最佳可行技術」政策提出的這段期間，梅德韋傑夫總統除了對氣

候改變有所關注外，也力推俄國經濟「現代化」以及該國技術發展。其主

要目的在改變俄國經濟結構，並希望國內產業能多元化發展，以減輕對石

化產業之依賴，現代化目標產業有五大領域，能源使用效率增加，並提倡

核能、醫藥、通信資訊以及太空科技領域；當時也提出《2030 年前的能源

戰略》，強調能源使用效率以及能源結構之調整，減少排放方式除了提高能

源效率外，更希望能藉由如核能、氫能以及相關可再生能源進行替代，即

                                                
153 Pledges And Targets, Russian Federation, CAT, Retrieved  December 18 2020, from: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russian-federation/pledges-and-targets/ 
154 Юрий Медведев (2009) 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й триллер-Человек не виноват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потеплен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 142(4966), Retrieved  December 18 2020, from: 
https://rg.ru/2009/08/04/poteplenie.html 
155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рум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неделя»,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2018/10/03, 
Retrieved  December 25 2020, from: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8701 
156 Putin ponders climate change in Arctic Russia, Darya Korsunskaya, Reuters, Retrieved  December 26 
2020, fro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russia-climate-putin-idUSTRE67M3G920100823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russian-federation/pledges-and-targets/
https://rg.ru/2009/08/04/poteplenie.html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870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russia-climate-putin-idUSTRE67M3G9201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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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俄國的油氣不至於匱乏，但政府仍努力為國家另闢新徑。 

綜上所述，俄國當時制定各項政策的原因及關聯性即一目瞭然。 

1. 俄國經濟結構調整。朝向產業多元化發展，並且汰舊更新，升級

老舊基礎設施，以提升該國競爭力。 

2. 維護國家安全使然。首先為能源戰略調整，其可避免氣候變遷對

俄國之衝擊，又在金融危機後，經濟疲軟造成油價大跌，該情況

警示了能源大國俄羅斯。 

3. 捍衛國際地位，避免邊緣化。氣候改變高峰會，俄國從被動轉主

動積極的發言，可以視為國際政治的手段之一。 

4. 在各國關注減排議題下，能替國家帶來經濟利益。如第壹章提

到，假如當初京都議定書第二期協議達成，俄國有望在碳交易下

獲利。 

第二節、政策制定過程與角力 

最佳可行技術政策的推出，對俄國許多行業產生影響，因此在制定過

程中，必然會發生經濟利益與環境保護之衝突。關於最佳可行技術適用範

圍，其中不乏造成嚴重污染的原物料採集業、自然資源加工業等，在國

家、企業、社會等利害關係拉扯下，俄國政府欲制定最佳可行技術政策，

此舉引起了工商業界的反對聲浪，也收到各方關係人之建議。 

一、 政策立法過程 

政策的推動，必須按法源依據去執行施政。前面闡述了梅德韋傑夫推

動最佳可行技術政策當下的背景，也了解「最佳可行技術」來自歐盟，採

行當代最適技術，並以降低對環境的污染排放為目的，政策的制定與立法

漫長且耗時，本研究將 BAT 政策母法起源以及最後三讀通過的歷程條列於

下，以清楚的呈現該政策的立法推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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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2 年  

「最佳可行技術」母法之緣起-《環境保護法》要求採取相關措施，限制排

放至環境中的污染物，其中內容包含實施「現有的最佳方法」。 

2、2008 年  

梅德韋傑夫當選總統後，為了自己的政見與人民的期許，成就俄羅斯環境

政策的新時代。在 2008 年 6 月 4 日提出法令 889 號，文件中指出「提高俄

羅斯經濟能源和環境效率的相關措施」。157該法令列舉了一系列任務，其中

包括政府採取相關措施，鼓勵企業接受節能和環保清潔技術，並加強違反

之企業實體的責任，提撥聯邦預算以刺激政策發展。 

 3、2010 年  

 A. 2010 年 5 月 27 日國務院會議針對「環保領域公共行政改革」討論。158 

 B. 依據該結論在同年 6 月 7 日發布的 1640 號指令，該內容呼籲制定六項

改善環境立法的法案，其中一項即是引入「最佳可行技術」為原則之法

案。159 

4、2011 年 

A. 梅德韋傑夫 2011 年 6 月 21 日發布了指示清單，要求擔任總理的普欽，

與杜馬主席鮑裡斯·格裡茲洛夫（Boris Gryzlov）作為，在 2011 年 7 月 15

日之前最終確認包含了「最佳可行技術」的一籃子法律。160 

 B. 2011 年 10 月 7 日「最佳可行技術」草案，一讀終於在杜馬會議中通

                                                
157«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4.06.2008 г. № 889», Retrieved  May 25 2020, from: 
http://kremlin.ru/acts/bank/27565 
158 解決環境問題所需要的國家政策，含會議逐字稿” Для решения эк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 необходима 

един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Retrieved  March 25 2020, from: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871 
159 2010 年 6 月 7 日於決議後所發布之 1640 號指令，其中尚包括保護海洋免受石油污染，國家環境監測，

國家環境控制保護區和廢物管理等相關之環境保護領域的公共行政指示清單 。Утверждён перечень 

поручений по итогам заседания президиум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2010/06/07, Retrieved  May 
25 2020, from: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980 
160 “Утверждён перечень поручений по итогам заседания президиума Госсовета”, 2011/06/21, 
Retrieved  May 25 2020, from: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1642 

http://kremlin.ru/acts/bank/27565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871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980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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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161 

5、2012 年 

在 2012 年 5 月謝裡·頓斯科伊（S. Donskoi）接任自然資源與環境部部長

前，162前部長尤裡·特魯特涅夫（Y. Trutnev）即已要求引入「最佳可行技

術」政策為優先事項，可見該部會高層對政策的重視。 

6、2013 年 

2013 年 6 月 18 日，「政府專家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環境立法改革，其

中包含「最佳可行技術」的實施方式與內容。163 

7、 2014 年 

A. 2014 年 3 月 19 日在梅德韋傑夫擔任總理時期，採取更直接的方式，發

布了聯邦政府第 398 號命令，該命令旨在間接的遏止企業使用過時和低效

能技術，為「最佳可行技術」的過渡期作準備。164 

B. 2014 年 5 月 14 日，普欽發布 1159 號指令，165並且進行干預，呼籲杜馬

進行最終確定，他聲明通過「最佳可行技術」，其最終目的乃促使該政策成

為刺激俄國經濟增長之一環。 

C. 「最佳可行技術」法案於 2014 年 7 月 1 日通過二讀，並於 2014 年 7 月

2 日三讀。此後不久，聯邦委員會於 2014 年 7 月 9 日批准了該法案，並在

2104 年 7 月 21 日總統簽署了聯邦法律 N219-ФЗ。166 

 

                                                
161 “Евгений Туголуков: Э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технологии – это уже не прихоть, а реальное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2011/10/10, Retrieved April 25 2020, from: http://duma.gov.ru/news/6163/ 
162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рирод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и эколог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63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обсудил с экспертами варианты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формы в России”, 
2013/06/18, Retrieved  May 25 2020, from: https://open.gov.ru/events/5508290/?sphrase_id=109373 
164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19 марта 2014 г. № 398-р, Retrieved  May 25 2020, from:  
https://meganorm.ru/Data2/1/4293747/4293747056.htm 
165 “Перечень поручений 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мерах по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2014/05/14, Retrieved  May 29 2020, from: http://www.kremlin.ru/acts/assignments/orders/23900 
166第 28.1 條 最佳可行技術。Статья 28.1. Наилучшие доступ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Retrieved  July 03 2020, 

from: 
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34823/5b5677b304ec83610cb849eb108fadf413b1ea
5a/ 

http://duma.gov.ru/news/6163/
https://open.gov.ru/events/5508290/?sphrase_id=109373
https://meganorm.ru/Data2/1/4293747/4293747056.htm
http://www.kremlin.ru/acts/assignments/orders/23900
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34823/5b5677b304ec83610cb849eb108fadf413b1ea5a/
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34823/5b5677b304ec83610cb849eb108fadf413b1ea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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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之立法，共耗時了四年才完成三讀，整個政策

的制定過程非常冗長，也歷經了兩位總統任期，167該法案由梅德韋傑夫提

出，從兩任總統發言與態度，不難發現，兩者強調的政策發展面向仍有差

異，雖然梅德韋傑夫有提到 BAT 是屬於「現代化」策略的一環，但從言論

與立場看來，梅德韋傑夫仍強調「環境」面的益處，經濟面發展所需要的

成本，反而非他所關注的優先事項。 

相反的，當時任職總理的普欽，態度則強調，希望在實行「最佳可行

技術」過程中，不抑制經濟面發展，並且防止造成經濟上新的行政壁壘，

採用最佳可行技術意味著未來俄國不至於落後於競爭對手。168在他回任總

統時，其繼續推動「最佳可行技術」的理由除了「環境」面的問題，更強

調了「採用環保清潔的現代設備，最終會提高生產效率，並且也成為俄國

工業和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 

另外需要特別注意到的一點，可以發現 2014 年「最佳可行技術」政

策，在杜馬會議上快速通過，其實俄國當時正處於國際制裁的壓力下，普

欽祭出「進口替代」以減少國際依賴，為了達到目標，俄國生產設備也被

迫更新，以提升生產效率，這或許是當時力推「最佳可行技術」政策的如

此急迫的重要原因之一。 

  

                                                
167 梅德韋傑夫- Дми́тр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任期 2008 年 5 月 7 日－2012 年 5 月 7 日。  

普欽-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任期 2012 年 5 月 7 號－現在-2020 年 1 月-(2018 年獲得連任)。 
168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В.Путин провёл совещание «О 
комплексе мер по улучшению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в России», 2011/03/30, Retrieved  July 03 
2020, from: http://archive.government.ru/docs/14655/ 

http://archive.government.ru/docs/1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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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係人的爭執與退讓 

就政策的意見蒐集與溝通過程，必須通過有效的磋商，其意見交換之

過程必定不可少，因此我們就政策之主要參與者的意見進行探討。首先，

是本研究前半部已討論的俄國政府領導人，第二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部

門，即俄國經濟發展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ЭР，以下簡稱 MER)，第三個溝通要角則是政

策推動者，自然資源與環境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рирод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и 

эколог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以下取自然資源部縮寫 МПР，簡稱

MPR)，第四為企業組織而成的俄羅斯工業家與企業家聯盟(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юз промышленников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РСПП， 以下簡稱 RSPP)，

另外還有部分參與者，可能為個人或非政府組織，對於政策影響力較小，

如工商聯合會(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Пала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ТПП，以下簡稱 TPP)。 

 

圖 3.1、制定過程之主要參與人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繪製自相關文獻及官方會議紀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692

68 
 

由圖 3.1 可以清楚看見「最佳可行技術」政策的主要參與人與各自立

場，在制定過程中歷時兩位總統，可見立法時間非常漫長，因此以下就主

導「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之部門 MPR 與反對組織兩方的爭議為探討，任何

事情都是一體兩面，推動「最佳可行技術」與永續發展更貼近，然而也帶

來非常高的成本，企業及經濟發展部門希望將政策影響降到最低，下方將

列出雙方爭執的問題點(表 3.1)，讓讀者可以明白，整個推動過程窒礙難行

的原因。 

表 3.1 為利害關係組織與政策推動方之爭議內容，其實大部分是立法前

期雙方意見來往。169整體而言，雙方最大的分歧點，即是在「適用範圍」

的界定、採行成本是否透過政策優惠吸收、經濟上企業是否得以營利及引

入時間太短讓企業措手不及等。針對政策立法「具體內容」的爭執，RSPP

表明願意支持「最佳可行技術」的政策發展，然而就前述相關爭議，雙方

難以達到共識，經濟發展部(MER)與企業團體對於適用的內容存有疑慮，

認為相關措施有害於經濟發展，這才是最大的問題。由於正反意見僵持不

下，該政策制定延宕許久，最終定案在雙方的溝通與退讓下完成，並因為

多種因素下，俄國政府於 2014 年加速政策立法的推動與制定。 

  

                                                
169 官網提供之會議紀錄於 2019 年尚能檢視，唯 2021 年部分頁面已更新移除，未來如要查詢杜馬(Duma)

會議記錄，可至下列參考網站搜尋 :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заседаний, Retrieved  July 10 2021, from: 

http://duma.gov.ru/legislative/transcripts/。  

其他俄國 BAT 活動紀錄、會議紀錄及標準參考文件: Наилучшие Доступ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Росстандарт, 

Retrieved  July 10 2021, from: https://www.gost.ru/portal/gost/home/activity/NDT  

http://duma.gov.ru/legislative/transcripts/
https://www.gost.ru/portal/gost/home/activity/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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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推動政策方與關係組織之爭議彙整表 

關係組織意見:MER、RSPP 推動政策方:MPR 

---------------俄羅斯工業、企業家聯盟 RSPP----------------- 

1.推動政策，給予企業的反應時間過短。 

2.紅蘿蔔代替棒子，希望以「優惠貸款」方式，激勵企業

優化設備，以及進行減少其對環境影響的一系列措施。 

3.違反政策的罰款過高、重點應放在工業的「現代化」和

提供經濟動力的工業上，而不是環境計劃上。 

4. 幾乎所有工業、企業都違反了最佳可行技術政策，此舉

將浪費行政資源，相關機構未來會難以管理，甚至將出現

腐敗的行政亂象。 

5.企業在採行最佳可行技術時，是否擁有「抵銷權」，免

除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所之相關費用。 

6.清楚定義「最佳可行技術」，並確保受限公司使用特定

技術的同時，還能保持盈利生產。 

-----------------------經濟發展部 MER-------------------------- 

1.「最佳可行技術」將企業分為不同種類，種類需定義明

確，這是各行業投資和決策目的的重要前提。 

2.若俄國境內工業技術無法達到「最佳可行技術標準」，

將會引起「國外技術」進口的風險，增加國內現代化成

本。 

3. 認為政策大大低估了實施該草案所需的投資成本，因此

可能無法實現其預期目標。 

4. 引入 BAT 的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卻步，有可能導致企業

破產，需要採取更好的激勵誘因來推動政策。 

1. MPR 認為過去

對環境產生負面影

響的罰款太低，幾

乎所有大型工業企

業都超過了既定規

範，只支付了微不

足道的費用，因此

MPR 認為應該採

行「以量計價」的

方式。 

2. 制定草案時，認

定數千家企業是對

環境有重大負面影

響，需要採行

BAT。 

3.拒絕採用 RSPP

所提供的草案修改

版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官網相關會議紀錄及相關文獻 

說明 : MPR 部門以「版本已經更新」為理由，而拒絕 RSPP 所提供的舊版修正草案，進

而影響後續 RSPP 的合作意願。 

三、 結語 

透過上述內容可以釐清就主要參與者的看法與作用，持意見方主要為

RSPP 及 MER，由於 RSPP 建議是由企業利益本身出發，針對政策範圍、

定義、執行成本或相關負擔的增加都非常重視，採用「最佳可行技術」可

能帶來企業營運的困難；又 MER 是俄國經濟發展之行政部門，其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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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與 RSPP 有大量重疊，認為引入 BAT 需要注意風險，以免破壞經濟成

長動力來源，影響了企業投資發展意願，造成環境與經濟面的失衡。 

就執行政策方，自然資源與環境部(MPR)，其經年累月努力推動政策，

透過不斷的政策溝通、協調與修改，外加政府領導人的態度轉為積極，才

將政策上架，雖然一開始 MPR 採納極少數建議，態度較為強硬，因而造成

前期溝通不良。在政策政策制定前期，草案內容未臻完善，讓利害團體感

到擔憂。然而 MPR 到最後仍有所讓步，在執行方面採階段性展開，第一階

段適用 BAT 的企業，也由千家下降至 300 家，可以得知 MPR 最終接受了

建議，以利 BAT 政策為企業所接受，提升後續推動措施的配合度。 

最後是兩位領導人的介入力道，由 BAT 的立法過程看來，提出並完成

政策的制定，有極大部分歸功於俄國領導人。該政策由梅德韋傑夫提出，

也導致了各方人馬的爭辯，梅德韋傑夫曾力促執行部門與總理普欽完成，

然而事與願違，在梅德韋傑夫任期尾聲，為了減少與工商團體摩擦，對於

BAT 的介入程度開始下降，但仍希望該政策能達到大家都凝聚共識的最終

版本。170  

 

 

 

 

 

 

 

 

                                                
170 Встреча с членами Экспертного совета 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о повышении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охраны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2013/06/18, Retrieved  May 03 2020, from: 
http://government.ru/news/2471/ 

http://government.ru/news/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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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普欽回任後，一方面為了環保，另一方面為了經濟，採取穩健前行

的方式，並提供企業優惠貸款。 171不可忽視的是，在 2014 年因為克里米

亞事件，俄國面臨國際制裁危機，普欽要求進行有效的技術轉型與進口替

代，並要求俄國杜馬對 BAT 政策進行最後確認，最終普欽呼籲的目標也順

利達成。 

除了當下國際情勢與境內需求的因素外，這裡可以注意到兩位領導人

皆曾要求 BAT 政策進行最終確認，差別在普欽執政下，兩個月時間 BAT

旋即通過杜馬二讀及三讀，普欽的「政治影響力」實則高於梅德韋傑夫。

俄國官僚體制，造成政策效率不佳。梅德韋傑夫曾在 2010 年，不滿自己的

指示未被按時完成，並為此召開了特別會議要求懲處名單；172然而普欽所

具備之影響力，則源自於出身蘇聯國家安全局(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ГБ, 又簡稱 KGB)，其在該時空背景下培養了自己的親信

與派系，因此影響力更勝一籌。173其實俄國非正式的派系結構(被簡稱為 

Sistema)，是長久以來的公開秘密，非正式的權力體制與菁英派系，在國家

治理層面下，隱含著人際派系網絡間之影響，普欽被稱為政治強人不無原

因，在普欽退下總統職位，出任總理期間，更掌握國會約八成之席次，隨

時可以達到四分之三罷免總統梅德韋傑夫之門檻，即使位居總理職，普欽

影響力依舊不減。174 

 

 

                                                
171 “Семь шагов Путина: Кремль представил план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2014/05/24, 
Retrieved  June 05 2020, from: https://www.zakon.kz/4626698-sem-shagov-putina-kreml-predstavil-
plan.html 
172 Вся власть рабочим группам: кому нужны бессмысленные заседания, dp.ru, 2021/07/02, 
Retrieved  July 22 2021, from: https://www.dp.ru/a/2021/07/02/v_kontekste_Vsja_vlast_ra 
173 Ledeneva, A. V. (2013) Can Russia Modernise?: Sistema, Power Networks and Informal Govern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50-84. 
174 王思維，〈從普丁總統到普丁總理－論俄羅斯的雙軌行政〉，《台灣東北亞研究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2008 年)。檢自：

http://nhuir.nhu.edu.tw/retrieve/51553/%E5%BE%9E%E6%99%AE%E4%B8%81%E7%B8%BD%E7%B5
%B1.pdf 

https://www.zakon.kz/4626698-sem-shagov-putina-kreml-predstavil-plan.html
https://www.zakon.kz/4626698-sem-shagov-putina-kreml-predstavil-plan.html
https://www.dp.ru/a/2021/07/02/v_kontekste_Vsja_vlast_ra
http://nhuir.nhu.edu.tw/retrieve/51553/%E5%BE%9E%E6%99%AE%E4%B8%81%E7%B8%BD%E7%B5%B1.pdf
http://nhuir.nhu.edu.tw/retrieve/51553/%E5%BE%9E%E6%99%AE%E4%B8%81%E7%B8%BD%E7%B5%B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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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影響力有所差異，但梅德韋傑夫的努力也難以抹滅。所謂前人種

樹後人乘涼，經由梅德韋傑夫的堅持，BAT 政策前期才能討論出草案雛

形，並且找到各方之之爭執點，不難發現在草案初期的討論方向，政策推

動者與意見方各執己見，無法凝聚共識，而梅德韋傑夫多次於中調停，希

望能互相溝通退讓，以至於後續能得到較為一致的制度框架與內容。 

綜上所述，除了「政治領導力」外，政策得以順利推動之原因仍受俄

國當下時代背景所影響。在 2014 年，俄國受到國際制裁，急需推動進口替

代政策，而最佳可行技術政策能提升國家生產技術，並降低製程之外部性

汙染；又利害關係人之看法與政策推動方最終達成共識，其與草案內容完

備與否有關；綠色經濟與生產技術的提高，這些議題在世界各國得到越來

越多的迴響等，相關因素都須列入考量，這些皆是最佳可行技術政策最終

得以順利推動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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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政策定案 

一、 最佳可行技術政策適用對象 

最佳可行技術的適用範圍依照汙染源分類為四大種類，如下圖 3.2，依

照該企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程度不同，有不同的要求:175

 

圖 3.2、針對汙染將企業分為四大類 

資料來源:譯自 Alexander Romanov, Implementation Of 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verview 

  

                                                
175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ритериев отнесения объектов, оказывающих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окружающую среду, к объектам I, II, III и IV категорий, Retrieved May 10 2020,  from: 
http://docs.cntd.ru/document/420305438 

http://docs.cntd.ru/document/42030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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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重大程度-  第一類的企業必須獲得政府核發的「綜合環境許可證」，其有

效期為 7 年。這些許可證內容述明企業被允許的排放標準，並規定了污

染排放及廢棄物處理之限制。176 

II. 中等程度- 每七年企業需提交環境影響聲明，該聲明須包含「預期」的

汙染源種類及排放量。  

III. 微小程度-必須提交報告，以告知政府污染物和廢物產生的實際排放量。  

IV. 最小化-沒有重大的行政管理要求，也不需要報告其活動。。  

在俄羅斯，企業活動 90%的汙染源來自對環境產生「重大」負面影響

的企業，而其他加總僅占 10%。於俄國屬於第一類的企業種類，不外乎是

能源、化學、冶金及水泥等重工業。 

二、 階段性執行 

表 3.2、BAT 執行階段表            

2015-2021 2021-2026 2026-2033 2033-2040 

符合第一

類別新建

工業設施

需符合

BAT 要求 

100 個現有的

「試點」工

業設施中實

施最佳可行

技術 

300 個主要「試

點」工業設施的

排放種類及水準

符合最佳可行技

術標準 

所有符合

BAT 所規範

的主要工業

設施皆需符

合 

                    資料來源:本研究譯自 Alexander Romanov, Implementation Of 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verview 

在 BAT 草案討論過程中，RSPP 曾提出政策實行反應時間短，企業生

態無法短時間做出改變，而就 2016 年底的資料顯示 (表 3.2)，俄國「最佳

可行技術」政策執行將分為四階段，目前僅就符合第一類別，對環境產生

「重大」負面影響之「新建」企業設施，要求執行 BAT 政策，而在未來也

會陸續要求 100、300 個試行設施，要求其排放種類及水準符合最佳可行技

                                                
176 城市及國家戰略企業，期限將延長至 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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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標準，並於 2033-2040 年要求所有「最佳可行技術」政策內所明定之企

業，其設備與製程等需符合政府之規定。 

由於俄國政府政策的執行伴隨滾動式的檢討更新，依據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在 2019 年所發布之「評估最佳可行技術政策成效」檔案中顯示，177俄國規

範之 300 個主要污染源占 60%全國工業排放量，178其需在 2019-2022 這段

期間提出許可申請，而屬於第一類別的 7000 項工業設施則需在 2024 年底

申請「綜合許可證」。 

三、 政策過渡與先行 

為了讓整個政策實施得更加順利，俄國在政策的過渡期，制定了實驗

性的「商業試行模擬」，並希望在政策試行的互動過程中消弭企業、公眾以

及政府之間的分歧，透過這樣的互動，讓參與者更熟悉制度過程。針對

「第一類別」之企業，讓企業自願並自行提出 BAT 適用申請，試行流程稱

為「商業試行模擬」，也可視為政策過渡期的的先行，179過渡期的的施行程

式有下列三群主要參與者：180 

A. 企業申請者-發起人，為經濟主體，屬第一類別，管理層自願響應

BAT。 

B. 聯邦執行機構-最佳可行技術局、地方政府及相關組織機構。 

C. 業別領域專家-在相關專業領域上，有標準製定與實施方面之經

驗。 

                                                
177 OECD (2019) “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BAT) fo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Industrial Pollution, 
Activity 3: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BAT Policies”, pp.125-135, Retrieved June 12 2021,  from:   
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ENV/JM/MONO(2019)21&docLa
nguage=En 
178 Приказ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ирод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и эколог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8.04.2018 г. № 
154,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20, from: https://cdnimg.rg.ru/pril/156/31/11/51494.pdf 
179 商業試行模擬被認為是草擬法律行為的有效機制，在最佳可行技術的過渡期將會廣泛使用此方法。 

EIPC, Retrieved May 21 2020, from: https://eipc.center/en/bat/ 
180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對於該法規感興趣的代表也可以參與。 

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ENV/JM/MONO(2019)21&docLanguage=En
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ENV/JM/MONO(2019)21&docLanguage=En
https://cdnimg.rg.ru/pril/156/31/11/51494.pdf
https://eipc.center/en/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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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商業試行模擬流程摘要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整繪製 

而根據商業流程(圖 3.3)，首先由企業申請者，也就是發起人，向最佳

可行技術局(以下簡稱 BAT 局)提出意向書；10 天內收到 BAT 局答覆；發

起人需在 14 天內完成線上標準問卷範本，且提供自身生產流程、環境等相

關數據與資料；最佳可行技術局 14 天內對資料進行初步確認，如完備則邀

請專家到現場訪問，並進行可行性的評估；BAT 局與發起人在完成前置作

業後，需在活動開始 7 天前確認參與代表名單，以及企業實行 BAT 的最終

版本。由發起人邀請 BAT 之評估參與者，181並確認工業現場、文件、影

片、語言翻譯等需求後通知參與者，另外發起人需維護現場安全，182發起

人所提供的企業實行 BAT 內容需完全實踐。此後，經由整個流程判定，作

出商業試行模擬的最終決定，該決定包括是否發放綜合許可證，或另訂提

高能源效率之計劃等。183 在此須注意，由於對法規感興趣之代表也可以發

起商業試行模擬流程，因此最終決定之有效性，取決於利害關係人及發起

者立場是否有效。而整個商業試行模擬中所呈現之缺點或可精進處，皆能

供執行單位及其他企業參考。  

                                                
181 名單需按照前述 BAT 局與發起人所確認之清單結果為邀請。 
182 如果因為重建、維修、限制進入某些區域，工業場所的偏遠位置等原因，可以考量是否採行影片撥放方

式，發起人需陪同確保正確呈現相關資料。 
183 這些決定例如，向發起者發出具有綜合環境許可證的可能性、是否需要另訂計畫來提高環境效率、進行

額外研究的可行性、是否有可能在接近的真實情況下組織公眾聽證會。 

發起人發起意
向書

BAT局確定前
置作業完備

發起人進行資
料及現場準備

參與者進行分
析評估

最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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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小結 

一、最佳可行技術之利弊 

最佳可行技術，在環保人士眼中是一大福音，也是俄國前任總統梅德

韋傑夫與現任總統普欽所言，俄國社會經濟「現代化」的方式之一，該如

何去探討其中的利害得失，尤其是在 2014 年該法三讀通過，其中定案後的

實施方式與成效，是否達到最初政策目標，有利於降低污染物排放、更換

老舊設備，抑或是增加企業成本與負擔 ， 透過圖 3.4 我們可以窺視一二。 

 

 

圖 3.4、BAT 的利與弊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繪製 

俄國 MPR 前部長特魯涅夫 (Trutnev)曾直言，如欲採行現代化措施，在

經濟方面需要支出的成本約佔總 GDP 的 2%。184 因此，實施初期將導致經

濟成長的下降，該結果將使想要投資新建的企業，因需要提高資金成本而

望之卻步。然而 Trutnev 也指出，俄國若能成功提高工業部門的競爭力，

隨之而來的將是快速的經濟成長，此行也將帶來一筆可觀收益。 

由於目前俄國「最佳可行技術」之執行為階段性的進行，僅限於第一

                                                
184 俄國 MPR 前部長 Ю.Трутнев 在 2010 年 5 月國務院主席會議上提出，檢自: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о заседании президиум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 сфере охраны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2010/05/27,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Retrieved May 28 2020, from: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787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7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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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新設」企業，要求其符合 BAT 標準，而受規範之對環境產生「重大」

負面影響的 300 個試行點，則需申請「綜合環境許可證」。另截至 2020 年

1 月 1 日為止，商業試行模擬「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之企業，已完成的案例

共有 18 件，185 承上所述，近期直接「減少污染物排放」之成效，並非源

自 BAT 政策。然政策的執行以及先行企業所得到的結果，會提升其他業者

之意識，使其朝「最佳可行技術」目標發展，間接提高其他企業的參與動

力，使俄國得以往「環保」、「現代化」的方向推進，階段性的推動與企業

自願先行是推動政策過渡期的折衷方式。 

實施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也有助於俄羅斯與國際的連接。首先，俄羅斯

採用歐盟所提出最佳可行技術參考文件 BREFs，使俄國與歐洲國家有更強

的連結，也有助於俄國在技術面上奮起直追他國生產力，再來，由於企業

的環保意識抬頭，對於產品來源與生產過程，開始產生相關認證規範標準

之意識。若生產碳排放量過高，則必須承擔商品輸出被拒絕購買之風險。

俄國在面臨國際消費者環保意識提升，採行了 BAT 政策，選擇與世界趨勢

並肩前行之政策。 

  

                                                
185 俄國最佳可行技術局可查詢資料為 13 件，地圖上則有 16 個按鍵點，而 OECD 提出「2019 最佳可行技

術執行成效」報告中顯示俄國所完成商業試行模擬已達 18 件，由於數據差異，作者採行 OECD 資料，檢

自: ЗавершенныеДеловые игры, бюро НДТ,Retrieved March 12 2021, from: http://xn--90ag0adjp3f.xn--

p1ai/ 
OECD (2019) “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BAT) fo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Industrial Pollution, 
Activity 3: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BAT Policies” 

http://бюрондт.рф/
http://бюрондт.р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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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色經濟─永續發展的新趨勢 

綜上所述，由 BAT 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不難發現在政策協議當下，利

害關係人會以自身角度進行談判，若雙方不妥協，或最終沒有領導人及種

種因素之介入，BAT 政策正式通過的時間或許會一再拖延。 

 俄國政策制定的過程，兩位領導人積極介入，政治領導力成為俄國最佳

可行技術政策之催化劑。 

 最佳可行技術政策的採用，成了俄國「現代化」、「設備升級」的強制

力。 

 俄國企業的生產設備及技術，將在社會趨勢與政策實施下面臨轉型壓

力。 

 產業轉型成本高昂，卻是必要支出，此舉將是俄國永續發展的動力。 

 跟上世界腳步，俄國加入巴黎氣候協議，若有效實施 BAT，將有助於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支出。 

其實利害關係人爭論的內容，總是周旋在「經濟」與「環保」該如何

取得平衡，得利方想繼續獲利，而受到外部性影響的人則卯足全力抗衡。

實施最佳可行技術的成本雖不容小覷，但隨之而來的收益是未來環境品質

與生產力的提升，除了能源使用效率、生產效率提升的產業設備「現代

化」外，對俄羅斯的生態環境有極大助益，原因是俄國仰賴初級產品開發

與出口，以及耗能產業的產品，在製造過程中會排放出許多汙染物，對生

態造成極大破壞，普欽曾說:「當想到數以百萬的人被迫飲用不符合衛生規

範的水，而且居住在大型工業城市的人民數週看不到陽光，就很難去談長

壽與健康這個議題」，186可見，俄國生態保護的行動刻不容緩。 

將視角轉到國際面，最佳可行技術增強俄國「軟實力」。天災不斷讓人

民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俄羅斯在美國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後，於

                                                
186 EIPC 首頁明列普欽說的話，上網日期 2020 年 06 月 18 日，檢自: https://eipc.center/en/bat/ 

https://eipc.center/en/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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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通過實施巴黎氣候協議，187替該國提升正面的形象，BAT 加快

實施的腳步，有助於俄國間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目標。經濟面而言，良

好的生態環境，還有對於採用最佳可行技術的優惠貸款與鼓勵政策，將增

加外資投入意願，在國際氛圍下，產品訴求差異化，也讓俄羅斯所生產的

產品更容易打入講求綠色環保的市場，如鄰近的歐洲國家。 

所謂的永續發展，是經濟成長與經濟發展並行，實行 BAT 的花費，是

產業升級的必要成本，俄國產業轉型也因而多了一股強制力。試想馬克思

階段論，唯物史觀說明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進步的根本動力」，隨著科

技的進步，人民所需的訴求開始著重於生存環境上，天災不斷讓人民意識

到科技的進步，應該促使生活環境更加健康舒適，也讓我們所居住的地球

更受到重視，「最佳可行技術」是隨著科技發展與人民訴求的產物，利用當

前最頂尖的技術，為社會帶來「技術、均衡、經濟、環保與效率」，使國家

得以邁向更好的未來，因此，不難理解俄國跟進採行最佳可行技術之原

因。 

  

                                                
187 “Об участии России в Парижском соглашении по климату” 2019/09/23,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20, from: http://government.ru/docs/37917/ 

http://government.ru/docs/3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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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之執行與成效 

 

第參章闡述了 BAT 政策的制定背景與過程，而本章將更具體地闡述

「最佳可行技術」政策。從當初梅德韋傑夫強調「環境保護」，且在 2009

年推動「經濟現代化」的論調基礎，到 2014 年普欽力促推動下，BAT 政策

得以快速通關，撇除特定的專有名詞，本章透過實體政策的執行分析，以

切和實際的角度，探討當初的政策目標是否有效達成。 

1. 俄國「綠色經濟」與這項政策的是否產生有效連結? 

2. 產業的發展是否會因為 BAT 政策而受影響? 

3. 參採歐盟的「最佳可行技術」，能否成功融入全球經濟，變相

發展成為外交政策軟實力? 

BAT 政策能否真正成為俄國境內永續發展之一環，同時，創造提升國

際聲譽之雙贏局面。 

第一節、政策執行現況 

在本節我們欲探討了解的，是有關俄國 BAT 技術參考文件之項目內

容，其中對國家之產業產生何種影響，又與俄國占經濟主導性之產業是否

高度相關，而就 2021 年當前的執行狀況，對於企業設施是否具有相關強制

性規範。 

一、目前 BAT項目 

俄國最佳可行技術項目之制定，需考量國家自身條件。若一國制定生

產技術標準，將對各行各業產生極大影響，而標準之界線，更限制了企業

生產與製造條件，俄國之最佳可行技術清單，共計 51 項，由於各國生產優

勢及自然經濟環境存有差異，無法完全沿用歐盟最佳可行技術參考文件，

俄國的清單依然保有國家特色，本研究將俄國 BAT 參考清單與歐盟進行比

較，油氣大國俄羅斯就參考文件 28-30 號，以及 50 號，皆屬於油氣開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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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煉之內容，又歐盟僅有兩份 BAT 參考文件與油氣有關，一為工業排放指

令(IED)下之礦物油氣精煉 BREF，另外則是依照歐洲能源安全戰略，制定

而成的油氣探勘與開採之 BAT 參考文件(水力壓裂探勘技術，如頁岩

油)188。 

最佳可行技術政策生效後，必須訂定各產業部門之 BAT 標準參考文

件，大部分最佳可行技術參考文件，乃依據當時 2014 年 10 月 31 日政府令

2178-р 號之要求訂定，189另外部分技術標準乃依他號政府令修訂而成。

2014 年的 2178-р 號政府令內容，將 BREFs 依序分三階段，在 2015 年到

2017 年間編訂，其中油氣類的開採與加工之最佳可行技術參考文件，28 號

─石油生產、29 號─天然氣開採以及 30 號─石油煉製，皆於最終階段

2017 年完成，另外，部分特殊編修的 BAT 參考文件，名後有**，如參考文

件 50 號((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 Техн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ИТС)─天然氣與伴

生氣之加工，則按 2015 年 12 月 30 日 指令 2765-р 修訂，190而 BAT 參考文

件清單，名後有***，乃依照 2016 年 07 月 07 日 1444-р 編修完成。191(詳

BAT 列表見附件)。 

透過本文第二章，已知悉俄國產業概況，而「最佳可行技術」與各項

產業之連結，則能從中窺見端倪。在 BREFs 清單 51 項列表內，除了橫向

的共同標準，如參考文件 48 號─提高經濟活動之能源效率等，另外則詳述

各領域之生產技術，其中包含許多項原物料生產技術，以及加工製程，其

參考文件所規範之項目，與俄國高耗能及高溫室氣體排放量之經濟部門，

具有高度重疊性，(詳見表 4.1)，而如溫室氣體排放的廢物處理，與耗能的

                                                
188 Reference documents under other legislative instruments/policy documents, European IPPC Bureau, 
Retrieved May 12 2021, from: https://eippcb.jrc.ec.europa.eu/bref_other_policy 
BREF ''Hydrocarbons exploration and extraction'', European IPPC Bureau, Retrieved May 12 2021, from: 
https://eippcb.jrc.ec.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inline-files/hydrocarbons_guidance_doc.pdf 
189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31 октября 2014 г. № 2178-р, Retrieved February 12 2021, 
from: http://burondt.ru/NDT/NDTDocsFileDownload.php?UrlId=281 
190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30 декабря 2015 г. № 2765-р Изменения, Retrieved February 
12 2021, from: http://burondt.ru/NDT/NDTDocsFileDownload.php?UrlId=527 
191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от 07 июля 2016 г. № 1440, Retrieved February 12 2021, from: 
http://burondt.ru/NDT/NDTDocsFileDownload.php?UrlId=704 

https://eippcb.jrc.ec.europa.eu/bref_other_policy
https://eippcb.jrc.ec.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inline-files/hydrocarbons_guidance_doc.pdf
http://burondt.ru/NDT/NDTDocsFileDownload.php?UrlId=281
http://burondt.ru/NDT/NDTDocsFileDownload.php?UrlId=527
http://burondt.ru/NDT/NDTDocsFileDownload.php?UrlId=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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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服務部門(BAT 參考文件 10 號─居住區廢水處理)，也包含在最佳可行

技術規範中。 

表 4.1、簡述 BAT 項目與高耗能高排放之經濟部門關聯 

能源 

(圖 2.11 溫室氣體

排放最高部門) 

石油 
BAT 參考文件 28 號─石油生產 

BAT 參考文件 30 號─煉油 

煤炭 BAT 參考文件 37 號─煤炭之開採與選礦 

天然氣 
BAT 參考文件 29 號─天然氣開採 

BAT 參考文件 50 號─天然氣與伴生氣加工 

熱電部門 

(高耗能高排放) 

BAT 參考文件 38

號─大型燃料燃燒 

製造、工業部門 

(高耗能高排放) 

依產業項目別定之 

另也適用共同標準 

交通部門 

(高耗能高排放) 

無特定規範，最多

適用共同標準，以

及使用原料之能源

生產如電力、石油  

等 

建築部門 

(高耗能高排放) 

建築之原料含括在內，如

BAT 參考文件 5 號─玻

璃，6 號─水泥生產 等 

農業部門 

(高耗能高排放) 

BAT 參考文件 41 號─豬隻集約化養殖 

BAT 參考文件 42 號─家禽集約化養殖 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整製表 

 

俄國所擁有的天然資源，除了眾所皆知的煤炭與油氣，還有大片的森

林資源、礦產與家禽養殖，針對 2018-2019 兩年間的產品出口結構 (表

4.2)，也能找到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之蹤跡。俄國在這兩年間，礦產出口仍達

到 53%；192第二大佔比是俄國未公開出口品的部分，佔 13.7%；193重金屬

達出口比 9.3%，其中鋼鐵比例佔重金屬的 50%；194化學及相關行業產品來

到 4.4%；195機械器具 3.3%，而機械器具中大部分是和核反應爐與鍋爐等

                                                
192 礦產品其中包含礦物燃料、礦物油及其蒸餾產品；瀝青物質；礦物蠟 (98%)、礦石、礦渣和灰分(2%)。 
193 國家未公開之出口品貿易額。 
194 鋼鐵（51%）、鋁及加工產品（15%） 
195 肥料（43%）、有機化學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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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196又蔬菜及動植物產品達 4.4%；林業產品如木製品、紙類等約佔

3%。在羅列俄羅斯之出口產品結構後，並知悉相關產業出口額占比，可以

對照俄國最佳可行技術清單，並藉此明白不同產業，其出口貢獻值與經濟

影響力，透過詳細表列說明，能發現俄國出口的產品類別及細項，有部分

與一般既定印象有所差別。197 

表 4.2、俄國 2018-2019 出口產品            

俄國出口產品類別 2018 年 2019 年 
2018-

2019 
佔比 

1.活體動物；動物產品  

$5,090 $5,670 $10,800 1.2% 

2.蔬菜產品  

$12,200 $9,910 $22,100 2.5% 

3.動植物油脂及其裂解產物  

$2,670 $3,360 $6,030 0.7% 

4.加工食品；飲料、烈酒和醋；煙草  

$4,950 $5,610 $10,600 1.2% 

5. 礦產  

$242,700 $226,900 $469,600 53.7% 

6.化學或相關行業的產品  

$19,500 $19,300 $38,700 4.4% 

7.塑料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  

$6,340 $6,090 $12,400 1.4% 

8.生皮、皮革、毛皮及其製品；旅行用品、手提

包  

$255 $204 $460 0.1% 

9.木材和木製品；木炭；軟木和軟木製品  

$9,030 $8,600 $17,600 2% 

10.木漿；廢紙及其製品  

$4,900 $4,140 $9,040 1% 

11.紡織品  

$959 $1,090 $2,050 0.2% 

                                                
196 核反應爐、鍋爐等機械設備（63%），電氣機械：錄音機，電視圖像等（37%）。 
197 Export from Russia «All products» 2018 - 2019, Ru-stat, Retrieved February 12 2021, from: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01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02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03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04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05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06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07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08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08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09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10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11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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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出口產品類別 2018 年 2019 年 
2018-

2019 
佔比 

12.鞋類、頭飾、雨傘、太陽傘、座桿、鞭子及

其零件  

$253 $300 $554 0.1% 

13.石頭、石膏、水泥、石棉或類似物品；陶瓷

製品；玻璃和其器皿  

$1,580 $1,620 $3,200 0.4% 

14.天然或養殖珍珠、寶石、貴金屬；仿首飾；

硬幣  

$10,100 $15,300 $25,400 2.9% 

15.重金屬和重金屬製品  

$43,900 $37,600 $81,500 9.3% 

16.機械及機械器具；電子設備; 聲音和電視  

$14,100 $14,600 $28,700 3.3% 

17.車輛、飛機、船舶和相關運輸設備  

$4,780 $5,190 $9,970 1.1% 

18.光學、攝影、測量、音樂、醫療儀器及鐘錶  

$1,770 $1,890 $3,670 0.4% 

19.武器和彈藥；其零件和附件  

--- --- --- 0 

20.雜項製品  

$1,030 $1,180 $2,220 0.3% 

21.藝術品、收藏品和古董  

$9.3 $6.4 $15.7 0% 

22.隱藏部分  

$63,700 $55,900 $119,700 13.7% 

全部 $449,800 $424,500 $874,300 99.9% 

說明: 出口產品類別詳見該網站           (單位: 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 整理譯自 https://ru-stat.com/  

而 2020 年因受到 COVID-19 的疫情影響，俄國經濟發展部原預估

GDP 將下降 3.8%，然而結果卻比預期還要好。根據俄羅斯統計局初步估

計，2020 年 GDP 僅下降 3.1%，其中與 2019 年相比，依經濟部門別分

類，平減指數總值增加的項目為:醫療保健+11.9%、金融服務業(含保險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12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12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13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13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14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14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15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16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17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18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19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20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21
https://en.ru-stat.com/date-Y2018-2020/RU/export/world/22
https://ru-st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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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7.9%、教育部門+5.5%，而由於公用事業稅的增加影響，公共電力、

天然氣和蒸汽部門+ 3.9%、供水、污水處理及廢物處理+ 6.2%；而以服務

業為導向的如酒店餐飲業、交通業等產值則因疫情影響而下降，另外能源

價格與全球經濟需求下降，造成採掘業指數下降，製造業也因石油價格受

影響，微幅下跌 0.3%。198 

貿易順差為國內生產總值注入一股活水，使俄國 2020 年經濟數據比預

估值出色。自然資源出口佔比創二十年來新低，其天然氣、石油及煤炭總

和比例未過半，僅達 49.6%，雖然在 2020 年前期油價低迷，但價格在年底

回漲，而 2020 年出口增長部門值得關注的有食品及貴金屬業(黃金與鈀

金)，由於 2014 年進口替代、盧布貶值等原因，俄國的食品及食材類出口

值逐漸增長，於 2020 年該產品進出口值甚至趨於均衡，199可見過往對於食

品及食材之進口替代施政，有了一定之成果。 

BAT 清單也含括多數上列所提及，2018-2020 年俄國的出口與經濟概

況，其相關產品與產業部門項目。前述表 4.1 中主要提及俄國高耗能與高

排放產業，而針對近年來俄國出口及經濟的狀況，除了本研究於表 4.1 所

整理的能源、農業以及工業製造外，其他細項如重金屬、化學產品、機械

器具、200林木產品、汙水與廢物處理以及食品業等，相關項目多規範於

BAT 清單中(詳見表 4.3)。而歐盟的最佳可行技術，實則被許多國家參考採

納，因此在國際貿易品的製造與出口上，若俄國 BAT 政策規範執行得當，

或許能受益提升產品競爭力。 

  

                                                
198 Росстат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первую оценку ВВП за 2020 год,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2021/02/01, Retrieved July 08 2021, from: 
https://rosstat.gov.ru/folder/313/document/113015# 

統計局新聞稿發布與數據表格仍有差異，統計方式可能略有不同，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валового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продукта (ВВП) за 2020 год,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Retrieved July 08 2021, from: 
https://www.gks.ru/bgd/free/B04_03/IssWWW.exe/Stg/d02/18.htm 
199  Как изменилась за год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с друг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Главное, РБК ,2021/02/15, 
Retrieved July 08 2021, from: https://www.rbc.ru/economics/15/02/2021/6028f9c79a794754fdb4362e 
200 屬於工業生產製造，涉及多項技術內容。 

https://rosstat.gov.ru/folder/313/document/113015
https://www.gks.ru/bgd/free/B04_03/IssWWW.exe/Stg/d02/18.htm
https://www.rbc.ru/economics/15/02/2021/6028f9c79a794754fdb436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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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簡列俄國出口產品及部門與 BAT 項目清單關聯 

重金屬 
BAT 參考文件 3 號─銅生產 

BAT 參考文件 12 號─鎳鈷生產等 

化學產品 
BAT 參考文件 2 號─生產氨、礦物肥料和無機酸 

BAT 參考文件 33 號─特種無機化學品生產 等  

林木產品 BAT 參考文件 1 號─生產纖維素、木漿、紙、紙板 

汙水與廢物處理 

BAT 參考文件 10 號─利用居住區、市區的集中排水

系統進行廢水處理 

BAT 參考文件 15 號─廢物的處置和中和（熱中和及

廢物焚燒除外） 等 

食品業 
BAT 參考文件 44 號─食品生產 

BAT 參考文件 45 號─飲料、牛奶和乳製品的生產 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表 

註 : 這裡需要注意，許多生產品項並非僅涉及單項 BAT 

俄國 51 筆最佳可行技術參考文件項目，極大部分涵蓋了俄國經濟部門

與出口產品，顯而易見地，這項政策對於俄國經濟現代化具有不可忽視的

重要性。然而人們往往更在乎自身權益，反觀這項涉及企業、國家經濟以

及社會環境之政策，我們則容易聚焦在個人議題上，如社會福利金、自由

權以及金融經濟等，與日常生活更貼近之事物。然而，若能將這項與我們

生活存在極大關連，卻易被忽略的政府政策得以完整呈現，讓想了解的

人，能更輕易讀到相關文獻與數據資料，即達到筆者研究之目的。 

人類的生存不外乎生產與製造，而後才有社會上的消費行為，我們生

活的必需品，無法脫離上述多項生產技術，國家、企業與社會，與最佳可

行技術難以分割，又製程所造成的外部性，與我們的生活環境息息相關，

BAT 政策除了製程技術的創新升級外，也降低了污染源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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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環境造成不利影響之第一類設施 

承上，在討論完政策的立法與定案，也大致清楚何謂最佳可行技術，

以及目前俄國所訂定之 BAT 項目後，本部分要討論的，為最佳可行技術政

策規範之客體，以及該客體應如何配合政策執行。 

(一) 強制建立自動控制系統 

俄國將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之汙染源分為四類，其中屬第一類汙染源

之企業設施，對環境影響甚大，因此被納入監管範圍。其中被歸類為第一

類的企業設施，首要任務必須獲得政府核發之「綜合環境許可證」，目前規

定第一類固定汙染源，若被列入俄國特定類別中(聯邦政府令 2019 年 3 月

13 日，第 428-р 號)，201其技術設備之運轉過程，及固定汙染物之排放，皆

需配有自動控制系統(Системами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ого Контроля ,САК)，該政

府令乃依據大氣保護法與環境保護法訂定，此系統將協助計量與核算相關

數據，而污染物排放資料與紀錄須回傳至國家登記冊，該設施或企業在取

得綜合環境許可證後，應在四年內完成自動控制系統，以符合其規定。 202  

  

                                                
201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от 13 марта 2019 N 428-р, Retrieved July 
10 2021, from: https://docs.cntd.ru/document/553884112 
202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й контроль выбросов и сбросов на объектах первой категории, Бюро НДТ, 
Retrieved July 10 2021, from: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sak/ 

https://docs.cntd.ru/document/553884112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s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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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建立自動控制系統 (САК)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 Бюро НДТ 後 整理繪製   

針對環境與大氣之保護，為求更多數值資料，必須要求對環境負面影

響之企業設施，創建一套自動控制流程，以利提高後續制定標準之客觀可

行性。目前被列入強制設立自動控制系統之企業設施，設立 САК 過程分為

五個步驟(如圖 4.1)，首先必須預先設計及調查，並進行汙染源之識別，整

個過程採取自動測量儀，並且嘗試制定自動控制系統之程序，第三是制定

每個污染物排放源之技術文件標準，203第四步驟則依蒐集之數據資料進行

計量審查，其最終目的在於後續「自動控制系統」的創建，希望能提供足

夠且可靠的科學數據基礎，成為支持國家監測之依據。 

  

                                                
203 Так что же такое «Техническое Задание»?, Хабра, Retrieved July 08 2021, from: 
https://habr.com/ru/post/300420/ 

https://habr.com/ru/post/3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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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類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之設施 

在 BAT 政策執行階段表中，最佳可行技術之適用客體，目前僅就符合

對環境產生重大負面影響，第一類別之新建設施，要求其必須符合 BAT 技

術參考文件。而本段則針對第一類別之定義進行分析。其中對於環境造成

負面影響之設施分為四類，第一類重大負面影響者屬於現有最佳可行技術

政策之首要規範目標，第二類為中等負面影響之設施，第三類對環境造成

微小程度之汙染，第四類必須同時符合廢水與大氣排放汙染物標準之內，

但研究開發及測試之相關生產設備等，具部分除外規定。204 

在 2015 年所批准之「對於環境有負面影響，第一到四類設施分級標

準」，該政府決議將於 2021 年正式失效，取而代之的為 2020 年底之 2398

號新決議，兩者僅存部分差異，新決議中對於第一類設施標準訂定更為詳

盡。2015 年 9 月 28 日聯邦政府決議第 1029 號，將對於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之設施進行標準化分級，205然而，根據 2020 年 9 月 18 日聯邦政府決議第

1496 號，上述標準將於 2021 年 1 月 1 日失效，其要求國家在進行環境監

督與監測活動時，有關載有「強制性」要求之法規應得到適切之評估，而

對環境負面影響之相關分級標準被列於第一份附件，聯邦政府第 1496 號決

議要求國家在監測過程中，評估第一份附件中各項法規之遵守情形。206 

本研究將「對於環境有負面影響，第一到四類設施分級標準」新舊決

議，針對目前屬政府監管範圍，其第一類別進行對比。 

1. 就石油與天然氣之生產，以及礦石金屬之開採沒有改變，無特定

數據範圍，直接列入第一類對環境產生重大負面影響之設施。 

                                                
204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31 декабря 2020 г. N 2398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ритериев 
отнесения объектов, оказывающих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окружающую среду, к объектам I, II, 
III и IV категорий",ГАРАНТ.РУ ,2020/12/31, Retrieved July 01 2021, from: 
https://base.garant.ru/400167826/ 
205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т 28 сентября 2015 года N 1029, 
Retrieved July 02 2021, from: https://docs.cntd.ru/document/420305438 
206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т 18 сентября 2020 года N 1496, 
Retrieved June 11 2021, from: https://docs.cntd.ru/document/565837295#6560IO 

https://base.garant.ru/400167826/
https://docs.cntd.ru/document/420305438
https://docs.cntd.ru/document/565837295#6560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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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電設備、生產鋼材、金屬鑄造冶煉以及石灰生產等，相關數據

標準相同，並無放寬或限縮之情形。 

3. 陶瓷製品將原定產能每日 75 噸放寬至 150 噸，同屬對環境產生重

大負面影響之類別。 

4. 2020 年 12 月 31 日第 2398 號決議，針對生產與消耗廢棄物之管理

有更嚴格明確之標準規定(決議第一部份第 12 點)。 

5. 生產食品及畜牧業之規定，條件有鬆綁之現象，另外新決議還提

及這些產業的廢水處理依據(決議第一部份 19-22 點)。 

以上為對環境有負面重大影響之第一類別新舊決議比較，如需更詳細

內容可參考網址連結進行比對，又可以發現，「對於環境有負面影響，第一

到四類設施分級標準」，其中相關之企業設施並非僅須遵守最佳可行技術政

策，其中尚需符合其他法規之要求，法律規範及政策錯綜複雜，偶爾有疊

床架屋之虞，若政策制定錯誤，恐限制企業發展，造成不必要之行政壁

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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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政策成果 

一、BAT國內成效 

俄國 BAT 清單琳瑯滿目，特定產業 BAT 及橫向共同標準(如參考文件

22 號.48 號等與汙染排放處理、產能提升有關)共計 51 項，而「最佳可行技

術」政策真正實施情況，是否與制定當時期望目標相同，本研究將以俄國

最佳可行技術 38 號參考文件─熱電效率(大型燃料燃燒)，以下簡稱 ИТС 

38-2017(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 Техн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ИТС)為說明207。 

(一)熱電最佳可行技術 

同前所述，電力使用及生產不僅對各國非常重要，就企業與個人而

言，亦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另外，電力屬耗能產業，占能源使用之大

宗；而其所產生之污染排放量，仍十分可觀。尤其在現代科技不斷更新

下，日常生活大多脫離不了電力，舉凡現在的熱門話題，如金融科技與虛

擬貨幣、疫情封城下之電商及智慧物流發展，又 5G 及 6G 通訊研發、AI 大

數據等皆須借助電力才得以使用。在現代，電力為人類生活中帶來種種便

利，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俄國而言，當初針對環境產生「重大」負面影響之類別中(第一類)，

選定 300 大試行企業設施，其中包含 44 座火力電廠。依照俄國自然資源與

生態部於 2018 年 4 月 18 日所發布之第 154 號命令，208符合該名單之 300

大污染源，按後續政策要求，需在 2019-2022 年期間取得綜合環境許可

證，並且確保整個內容符合各 BAT 參考文件中，所訂定之技術流程與排放

標準。這也意味著 44 座火力電廠必須符合 ИТС 38-2017，並且如本章第一

節所述，需要安裝自動控制系統。又，假如其不符合排放汙染物之標準，

該汙染源則須向自然資源部提交改善環境效率計畫，受批准後之綜合許可

                                                
207 ИТС,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 техничес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他國使用英語簡稱為 ITS。 
208 Приказ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ирод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и эколог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8.04.2018 г. № 
154, Retrieved June 12 2021, from: https://cdnimg.rg.ru/pril/156/31/11/51494.pdf 

https://cdnimg.rg.ru/pril/156/31/11/5149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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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在 7 年內有效，209而該工業設施必須按其所提出之改善計畫執行。 

看似完整的最佳可行技術政策，在執行最佳可行技術 38 號參考文件

(ИТС 38-2017)上，卻存在許多問題。 

首先，適用對象之範圍即排除許多大型火力電廠。根據俄國最佳可行

技術政策目前之規範，僅要求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之第一類別，需符合

BAT 參考文件之技術流程與排放標準，換言之，適用對象僅含燃氣發電機

組裝機容量 500MW，以及固液態燃燒機組裝機容量 250MW，而許多熱電

設施仍被排除在外，相較於歐盟與美國其未限制燃料種類，以電廠熱功率

與輸入之燃料低熱值計算之，明顯缺乏彈性。210 

大型燃料燃燒 BAT 參考文件(ИТС 38-2017)，其實未納入許多國外高

產能之裝置與技術，且相關排放標準甚至較俄國早前訂定之國家標準寬

鬆。第一，若設施引入未包含於 ИТС 38-2017 之高效技術與裝置，並不會

替企業帶來財政稅賦優惠，如循環流化床燃燒、211組合式二級除塵裝置，

以及乾、濕脫硫等技術裝置等皆未列入 ИТС 38-2017 中；第二，針對現有

鍋爐廠汙染物排放允許，相較於俄國先前訂定之國家標準值， ИТС 38-

2017 變相放寬標準(如表 4.4)，其汙染物濃度允許甚至高出哈薩克。 

整體而言，這項 BAT 參考文件造就一種詭異的現象，使用更高效能之

技術與裝置的工業設施，卻無法申請免除環境費用。據估計，如俄國要求

第一類設施規範中之熱電設施符合 ИТС 38-2017，整體成本應不超過 1000

億盧布。212最佳可行技術參考文件確實可以將俄國過時的設備汰舊換新，

                                                
209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рирод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И Эколог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каз От 17 Декабря 
2018 Года N 666, Retrieved June 15 2021, from: 
https://docs.cntd.ru/document/552045912?marker=6500IL 
210 Roslyakov, P.V., Kondrat’eva, O.E., Skobelev, D.O., Guseva, T. V., Mikaelsson, A. (2020) Normative 
and Legal Regulation for Implementing the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ies in Russian Heat-and-Power 
Engineering. Therm. Eng. 67, 733–740, Retrieved May 10 2021, from: 
https://doi.org/10.1134/S0040601520100092 
211 循環硫化床鍋爐，森展企業有限公司，上網日期 2021 年 05 月 12 日，檢自: 

https://soundbell.com.tw/tc/p5_product.php 
212 Kondrat’eva, O. E., Roslyakov, P. V., Skobelev, D. O., Guseva, T. V., Loktionov, O. A. & Mikaelsson A. 
(2019) Developing the Cost-Estimation Technique When Switching to Best Available Power 
Technologies, Thermal Engineering vol 66, pp.513–520, Retrieved May 11 2021, from: 

https://docs.cntd.ru/document/552045912?marker=6500IL
https://doi.org/10.1134/S0040601520100092
https://soundbell.com.tw/tc/p5_produc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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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 44 座電廠中，其中兩個火力電廠中，有 6 座煤炭鍋爐之二氧化硫仍

超過 ИТС 38-2017 標準，因此需要更新汰換。但該 BAT 參考文件卻遠遠不

足，現有的汙染物排放標準及技術設備規範，尚無法根本地解決俄國現代

化之問題，然而俄羅斯之窘境，哈薩克卻有其解決之道，該國提供企業選

擇最佳可行技術之適用，亦即哈薩克企業得以選擇他國之 BAT，並提出舉

證說明採行原因，企業在選擇技術之採用實則更為彈性。 

表 4.4、各國現有鍋爐廠污染物最大濃度允許值   

 (單位: 毫克/立方米) 

 

資料來源:＜Normative and Legal Regulation for Implementing the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ies in Russian Heat-and-Power Engineering＞ 

（按攝氏 0° 101.3 kPa、乾氣、О2 含量 6%計算）/（新廠數值較低）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34/S004060151907005X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34/S00406015190700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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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對於熱電效率 BAT，推動技術及設備現代化尚存調整空間。應針

對 ИТС 38-2017 進行更新，建立更嚴格的技術指標，以脫離舊有的低效技

術，並提供相關符合 BAT 之優惠稅率，如加速設備折舊等激勵措施，213此

舉才得以有效提升企業更新設備及技術之意願。 

 (二) 小結 

最佳可行技術政策，是間接減少碳排放的一種方式。其主要是透過更

新過時的設備及技術，以提高生產效能，並且減少生產過程所排放之有害

物質，以減輕環境之負擔。214整個生產過程對於汙染物之處理、提高產出

效率、採用更新穎之技術，以及投入原料替代等方式，前述 BAT 之種種措

施，將間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透過有效的採行現代化技術標準，以及老舊設施汰換，才有辦法達到

目標。因此俄國部分最佳可行技術參考文件，有更新之必要，當前俄國最

佳可行技術局官網，仍有多項 BAT 參考文件持續滾動更新中。(詳見附件) 

而俄國 BAT 政策的執行現況，目前仍待蒐集更完整之數據，才能於

BAT 規範上建立有效之科學基礎，以利未而來該國標準之訂定，在數據完

整的基礎上，能更準確直接地調整技術目標，以符合國際現代化之「最

佳、可行」技術。假如標準有效訂立，且俄國能嚴格執行政策，要求企業

採行相關技術規範，經濟及產業將得以加速推動轉型，否則，該國產業更

新轉型時程將拉得更長。 

  

                                                
213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20.06.2017 N 1299-р, Retrieved June 11 2021, from: 
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218766/ 
214 本研究邀請到 1 位俄國 BAT 政策專員，以及 1 位參與 BAT 項目之企業負責人，匿名回覆 Gmail 表單問

卷，其中，兩者同意 BAT 政策為促使俄國工業現代化的一種手段，並能微幅提高企業環保意識。然而，企

業負責人對於最佳可行技術政策抱持較消極之態度，認為政策造成執行與管理成本增加，將使企業競爭力

下降，其展望未來，認為執行 BAT 在歐盟課徵碳稅後，或許能成為受益方；而政策專員則認為 BAT 政策

有助於企業競爭力之提升，使其技術得以現代化，整體而言，政策能降低俄國之「能源強度」，但其不認

同碳排放會因此減少，而是將政策視為「間接」降低碳排放之手段。 

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21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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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德合作 

最佳可行技術的延伸使用，可視為俄國向歐盟遞出的橄欖枝，也是其

突破性的外交手腕。2009 年俄國的「現代化」計畫，呈現了與以往不同的

外交政策，在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的追求尚，俄羅斯於 2009 年，其政府透過

氣候與現代化之論點及行動，證明自身價值，也展現出俄國成為世界重要

一員之決心。此舉打破他國對俄羅斯的既定觀點，現代化計畫在當時甚至

被評為「以歷史角度觀之，屬於俄國戰略革命性之改變。並認為歐盟應該

抓住機會，給予俄羅斯現代化之援助」，215 俄國之轉變，其不再強調軍事

硬實力，或以能源安全進行外交談判，BAT 政策之沿用，使俄國多了與他

國交流之合作機會。 

在制定與施行最佳可行技術政策方面，就相關資料顯示，俄國與德國

兩者合作互動最為密切，德國在整個過程中，提供俄國許多協助，以下就

俄國與德國之技術、資金合作為說明。德國國際合作署(The Germ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以下簡稱 GIZ)，為德國公營之國際企

業，旨在促進德國與他國合作永續發展之領域，並提供相關服務，216為了

協助俄國順利引入歐盟 BAT，並有效實施，GIZ 向俄國提供了多項服務，

兩國以「氣候友善型經濟：引進最佳可行技術 (BAT)」為專案合作，217並

選定三大產業部門試行，分別為水泥、石化及採礦業，在德國的協助下，

推動前述領域的技術發展與企業應用。 

  

                                                
215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Программа Медведева по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 шансы Европы, Инго Маннтойфель, 
2009/12/11, Retrieved May 23 2021, from: https://p.dw.com/p/KVZ8 
216 GIZ, Retrieved May 11 2021, from: https://www.giz.de/en/html/about_giz.html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GIZ,  Retrieved May 11 2021, from: https://www.giz.de/en/press/9785.html 
217 Climate Friendly Economy: Introduction of 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 
Green Policy Platform, Retrieved June 11 2021, from: 
https://www.greengrowthknowledge.org/project/climate-friendly-economy-introduction-best-available-
techniques-russian-federation 

https://p.dw.com/p/KVZ8
https://www.giz.de/en/html/about_giz.html
https://www.giz.de/en/press/9785.html
https://www.greengrowthknowledge.org/project/climate-friendly-economy-introduction-best-available-techniques-russian-federation
https://www.greengrowthknowledge.org/project/climate-friendly-economy-introduction-best-available-techniques-russian-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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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俄國產業排放大量汙染源，環保技術之投資仍存有資金缺口，而

相關技術發展相對遲滯，因此 GIZ 在俄國引入歐盟最佳可行技術後，著手

促進兩國公私部門及地方政府間相互交流。其協助俄國改善法律及制度框

架，並鼓勵兩國企業彼此合作，致力於企業與研究機構間的專業知識分

享、技術轉讓等過程，另外提供長短期的專家諮詢，也建造 BAT 交流平

台，協助俄國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之後續專業人員培訓計畫，最終目的乃希

望俄國境內最佳可行技術能有效推動。 

根據本研究資料蒐集後進行統整，發現俄國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之合作

對象，德國 GIZ 是 BAT 政策制定上之強大後援及推手。兩國合作項目從

2015 年開始，原定 2019 年結束，時至今日，俄德建立之交流平台訊息仍

不斷更新，並提到了相關產業之執行成效(如水泥業)；218另外，在俄國商業

試行模擬的過程中，其中多位技術專家皆來自德國國際合作署(GIZ)，而有

關 BAT 政策立法編修會議，德國的相關政策立法人員也參與其中。 

在 GIZ 與俄國 2015-2019 的執行項目期間，合作成果如下：219 

1. 為 BAT 政策引入法規之草案提供 6 份專家意見 

2. 編制 3 份水泥業之企業國家標準草案 

3. 在各項目之專家協助下，起草 8 份 BREF 

4. 發表 24 篇 BAT 主題之出版物 

5. 提供具有潛力和需求的 9 家公司，有關實施 BAT 之諮詢 

6. 2 家試點企業在 2019 年獲得綜合環境許可證 

7. 組織 8 項教育培訓課程 

8. 俄國認可之部門和企業代表，共 272 位完成培訓 

                                                
218 Климатически нейтральная хозяйстве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недрение НДТ в РФ, Retrieved July 11 
2021, from: http://www.good-climate.com/content/ru/news.php 
219 Selected results and impacts 2015 – 2019, Retrieved June 28 2021, from: http://www.good-
climate.com/materials/files/168.pdf 

http://www.good-climate.com/content/ru/news.php
http://www.good-climate.com/materials/files/168.pdf
http://www.good-climate.com/materials/files/16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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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開發 3 項最佳可行技術施行法律基礎及技術方面之培訓模組 

10. 成立 5 次德國考察團 ─ 以 BAT 和排放控制為考察核心目的 

在俄德「氣候友善型經濟：引進最佳可行技術 (BAT)」合作項目下，

俄羅斯共獲得德國 8,147,869 歐元援助(2015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220該

款項是由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護與核安全部 (The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多簡稱為 BMU) 所提供，以實踐俄國 BAT 政

策執行得以更快速上軌道。221 

 經德國從旁支援指導，俄國境內環境法治框架也更加完善。2020 年底

德國與俄國項目合作的討論會議，大多是與水資源、廢水及汙泥處理有

關，反觀本研究前述 2021 年新訂定的「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之設施分級標

準」，被規範為第一類對環境產生重大負面影響之產業，其中食品與畜牧業

增加了「廢水處理」之規範描述，此處明顯呈現兩國合作之成果與應用。 

第三節、小結 

綜上所述，俄國最佳可行技術政策確實將部分過時技術設備提升，然

而政策實施尚未達到當時預期之目標，產業現代化仍處在緩慢推進的過程

中。就工業能源消耗，俄國每兆焦耳所產生之二氧化碳從 2014 年政策推動

後，並沒有明顯下降的趨勢，甚至出現上升情形(如圖 4.2)，其最主要原因

乃 BAT 政策仍處於數據蒐集階段，且其他與環境有關之立法，如碳排放之

監管等，目前強制拘束力僅及於「監管」。未來需待自動控制系統建立完

善，企業監測得到足夠數據後，才得以推出更精確之汙染源排放標準。又

政策針對試點之企業仍給與執行 BAT 改善之寬限期，因此就能源消耗之碳

                                                
220 Climate friendly economy: Introduction of 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BAT), International 
Climate Initiative (IKI), Retrieved June 25 2021,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
initiative.com/en/details/project/climate-friendly-economy-introduction-of-best-available-techniques-bat-
11_I+_046-2755 
221 其於 2008 年成立了國際氣候倡議 (IKI)，每年能從 BMU 獲得 1.2 億歐元，其預算使德國政府能與發展

中國家/轉型國家/新興經濟體合作，以共同面對氣候變化，保護生物之多樣性，檢自: Research · 

Government Funding, Retrieved May 25 2021, from: https://www.bmu.de/en/topics/research-government-
funding/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details/project/climate-friendly-economy-introduction-of-best-available-techniques-bat-11_I+_046-2755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details/project/climate-friendly-economy-introduction-of-best-available-techniques-bat-11_I+_046-2755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details/project/climate-friendly-economy-introduction-of-best-available-techniques-bat-11_I+_046-2755
https://www.bmu.de/en/topics/research-government-funding/
https://www.bmu.de/en/topics/research-government-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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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至 2018 年之數據，並無法完整顯現政策成果。BAT 政策目的並非直接

減少碳排放，就本研究所蒐集到之相關文獻與資訊表示，BAT 將有助於製

程減少汙染排放，以及提升能源效率，相關規範內容是間接減碳的方式。

實際上，BAT 政策提出至今，俄國 GDP 能源強度也未無明顯下降，222原因

同前。 

 

圖 4.2、工業能源消耗-碳強度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署 IEA   (單位:克二氧化碳/兆焦耳) 

首先，最佳可行技術政策在俄國「綠色經濟」目標的確產生了作用。

根據其 BAT 參考文件，過時的老舊設備與技術被要求更換，然而因為各行

業參考文件標準具有差異，並且需要花時間蒐集科學證據，以確認 BAT 參

考文件更新對各產業別不會有嚴重的經濟影響，因此目前就政策執行之數

據成果並不準確。本項政策僅對部分企業產生拘束力，而政策執行階段仍

待資訊蒐集與更新。另外，對於前述大型燃料燃燒的最佳可行技術，俄國

也制定了一項評估標準，「關於電力企業減低污染物排放，以實踐最佳可行

技術之成本評估指南」，223顯見其對提升電力生產技術之決心。目前多項

BAT 政策皆在陸續編修中，而施行的標準與建議也陸續出台，就當前俄國

                                                
222 詳參第貳章，第三節-俄國 GDP 能源強度 pp.38-44。 
223 ГОСТ Р 113.38.02-2019, Retrieved April 25 2021, from: https://docs.cntd.ru/document/1200167475 

https://docs.cntd.ru/document/120016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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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積極度觀之，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之完善發展指日可期，此舉將有助於

俄國經濟產出與環境保護間之均衡。 

第二，產業發展的確受到 BAT 政策影響，企業發展更為環境友善。雖

然目前執行 BAT 會使企業成本提高，但若俄國能有效調整規範與政策，企

業善用優惠稅率，即可減少環境費用，並在未來產出效能提高後，有更好

的利潤收益。雖然前期成本回收之時程難以預估，容易造成企業對設備與

技術更新的不信任感，從而使企業對 BAT 政策適用有所卻步，但仍有企業

成功的案例。在德國 GIZ 的幫助下，試點之水泥企業 LafargeHolsim 

(ЛафаржХолсим) 有了傑出的表現，透過廢物回收處理替代原燃料，每月

替代率可達 15%，並利用高溫技術處理有機物汙染，減少對環境與人體有

害之物質排出， 2019 年該企業處理了 4800 萬噸廢棄物，而天然能源之使

用則以廢物消耗替代，有助於減少二氧化碳之排放。224 

最後，俄國參採歐盟的「最佳可行技術」的，有助於其參與全球經

濟，並提升俄國外交軟實力。第一，「最佳可行技術」並非僅歐盟使用，由

於歐盟對於環境保護意識甚高，因此其他國家在環保與預防氣候變遷的措

施上，會參考歐盟最佳可行技術以制定國內標準，如中國、日本等，最佳

可行技術也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力推的現代化技術；225又俄國在

訂定 BAT 政策標準與執行，同時也增進了與其他國家之合作交流機會，俄

德合作交流的項目中，俄國交流團曾到德國 BMW 汽車工廠參訪，以觀摩

最佳可行技術之執行成果，又在 2018 年 9 月，俄國曾與各國代表一同討論

OECD 所編寫之最佳可行技術項目報告，並與他國代表互相分享施行經

驗。226 

                                                
224ЛафаржХолсим 是全球廢物回收領域主導企業之一，Пилотное предприятие проекта - Ферзиковский 

цементный завод ЛафаржХолсим - стал победителем конкурса «Надежный партнер – Экология», 
Retrieved May 25 2021, from: http://www.good-climate.com/content/ru/shownews.php?id=478 
225 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BAT) to Prevent and Control Industrial Pollution, OECD, Retrieved July 09 
2021, from: https://www.oecd.org/chemicalsafety/risk-management/best-available-techniques.htm 
226 Наилучшие Доступ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За 80 Минут, Бюро НДТ, Retrieved June 25 
2021, from: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novosti/nailuchshie-dostupnyie-texnologii-vokrug-sveta-za-80-
minut.html 

http://www.good-climate.com/content/ru/shownews.php?id=478
https://www.oecd.org/chemicalsafety/risk-management/best-available-techniques.htm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novosti/nailuchshie-dostupnyie-texnologii-vokrug-sveta-za-80-minut.html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novosti/nailuchshie-dostupnyie-texnologii-vokrug-sveta-za-80-min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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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地區之間也有 BAT 技術之合作。近北極巴倫支海地區，有部分高排

放汙染源，如造紙業、能源生產與城市汙水處理等，相關設施被視為汙染

熱點，其巴倫支歐洲-北極理事會成員國（Barents Euro-Arctic Council, 

BEAC），227如瑞典、芬蘭、挪威等環境當局承諾，將投資於減少工業排放

之措施，並在相關合作架構下實施最佳可行技術，其中也包含俄國的摩爾

曼斯克(Мурманск)、阿爾漢格爾斯克(Архангельск)等地區。另外有關北極

油氣部門的開發，如透過全球最佳可行技術以及最佳環境實踐(Best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BEP)之參考應用，可預期 2025 年俄國在極區的石

油伴生氣利用率，能由 73.6%提升至 91.6%。228 

就相關資料顯示，俄國在初期的 BAT 政策制定與執行，最多合作交流

互動之對象是德國，其中不外乎前面所提到之資金、技術及政策擬定之協

助，然而也與其他國家有更多合作機會。如芬蘭與俄國在歐盟的跨境合作

計畫下，229兩國關係密切，其中包含多項環境經濟、技術與社會面之交

流。芬蘭對於環境保護重視，並擁有多項先進的環保技術，在前述跨境合

作計畫下，芬蘭提供許多技術參考意見予俄國，如針對水資源處理及空氣

淨化等技術，230提供俄國相關領域更為新穎的技術參考，而兩國合作也提

到，就相關技術之交流與結合，能使俄國 BAT 政策過渡向零廢棄經濟與更

為清潔的環境發展。231 

 

                                                
227 Barents Euro-Arctic Cooperation, Retrieved June 28 2021, from: 
https://www.barentscooperation.org/en 
228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gains can be achieved by applying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in the oil sector in the arctic, Arctic Council, 2020/06/25, Retrieved June 25 2021, from:  https://arctic-
council.org/en/news/best-available-technology-in-the-oil-sector-in-the-arctic/ 
229 South-East Finland – Russia CBC 2014-2020, Retrieved June 25 2021, from:  
https://www.sefrcbc.fi/wp-content/uploads/2016/12/South-East-Finland-Russia-CBC-2014-2020-EIA-in-
Russia_EN.pdf 
230 Russia and Finland are in search of the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ies,2019/11/26, Retrieved June 29 
2021, from: 
http://www.vodokanal.spb.ru/en/presscentr/news/russia_and_finland_are_in_search_of_the_best_availab
le_technologies/ 
231 Внедрение передовых финс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в России помогает быстрее перейти к безотх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2020/07/09, Retrieved June 29 2021, from: https://www.svkk.ru/novosti/vnedrenie-peredovyh-
finskih-tehnologij-v-rossii-pomogaet-bystree-perejti-k-bezothodnoj-jekonomike-zamknutogo-cikla/ 

https://www.barentscooperation.org/en
https://arctic-council.org/en/news/best-available-technology-in-the-oil-sector-in-the-arctic/
https://arctic-council.org/en/news/best-available-technology-in-the-oil-sector-in-the-arctic/
https://www.sefrcbc.fi/wp-content/uploads/2016/12/South-East-Finland-Russia-CBC-2014-2020-EIA-in-Russia_EN.pdf
https://www.sefrcbc.fi/wp-content/uploads/2016/12/South-East-Finland-Russia-CBC-2014-2020-EIA-in-Russia_EN.pdf
https://www.sefrcbc.fi/wp-content/uploads/2016/12/South-East-Finland-Russia-CBC-2014-2020-EIA-in-Russia_EN.pdf
http://www.vodokanal.spb.ru/en/presscentr/news/russia_and_finland_are_in_search_of_the_best_available_technologies/
http://www.vodokanal.spb.ru/en/presscentr/news/russia_and_finland_are_in_search_of_the_best_available_technologies/
https://www.svkk.ru/novosti/vnedrenie-peredovyh-finskih-tehnologij-v-rossii-pomogaet-bystree-perejti-k-bezothodnoj-jekonomike-zamknutogo-cikla/
https://www.svkk.ru/novosti/vnedrenie-peredovyh-finskih-tehnologij-v-rossii-pomogaet-bystree-perejti-k-bezothodnoj-jekonomike-zamknutogo-cik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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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最佳可行技術參考文件實則比歐盟還多，惟技術內容上，部分仍

須更新，以符合國際趨勢之技術。而俄國與環保技術之先驅國家交流，將

有助於俄國更有效率的執行實施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並且加速邁向降低環

境污染之經濟活動，以利俄國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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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論 

在研究俄國綠色經濟與最佳可行技術政策的過程中，俄國自身的獨特

性也展露無遺。歷史文化的影子仍對該國經濟社會帶來影響，政治國情因

素在細微之處隨處可見，這些俄國獨有的特色，牽動著俄國發展綠色經濟

與制定政策的每個細節。 

第一節、研究成果 

在本文的第肆章及第伍章，不難發現推動 BAT 政策的過程中，存在外

部作用力，影響著政策之走向，立法歷經多年後才得以順利推行。雖然

BAT 參考文件尚需更新調整，但其政策執行，也替俄國境內及其提升國際

地位帶來收獲。 

其中兩股非常重要的影響力，第一即為政治領導力，BAT 在兩位領導

人的帶領下，政策才得以開花結果，第二為利益團體之權衡，在溝通協商

中最終才在雙方的矛盾中得到妥協。 

就成效而言，政策制定完成後，僅要求對環境產生重大汙染之第一類

「受規範」設施，設立自動控制系統；又，僅「新建」之第一類重大汙染

源設施需符合 BAT 標準，以及 300 個先行試點單位，需有效調整生產技術

流程與排放標準，以符合產業最佳可行技術參考文件，如無法達標，則須

提出改善計畫，並於期限內改善。大型汙染源被迫汰換老舊設施，政策至

今帶來微幅之成果，而企業對政策的預期心理，將加速未來產業的更新轉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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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國綠色經濟發展現況 

第貳章已就俄國綠色經濟進行完整之討論，而本部分將簡短總結，並

就以下幾點分析之 (表 5.1)。 

表 5.1、俄國政府發展綠色經濟之四大條件 

政治條件 

1.領導人的態度趨於積極，近期就實質推動面更為關注。 

2.國民對於綠色經濟的意識提升，然而相較他國，支持度

仍較為不足。 

制度條件 

俄國就推動綠色新政之組織，存在不同領域及施政內容，

因此其成立專責機構推動（成果最佳）、工作小組（成果次

佳）以及權責委任特定機構負責（效率最差），上述三種態

樣，都有相關之執行部門組織。而俄國專責組織的差異，

其行政效率差別小，主要仍是政治領導人與經濟主導者，

其作用力影響較大。 

政策條件 

俄國綠色經濟之發展，策略規劃與執行時程，前期較為耗

時，規劃後採取的政策方案與措施，最近趨於積極，並開

始建立系統化指標與成效評估之依據。 

財政條件 

整體而言，俄國綠色經濟發展之財政條件，於近期才開始

出現更多的財政優惠，以及相關提高企業投資動機之誘

因，以鼓勵金流導向綠色投資。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三) 政治條件 

就歷年來梅德韋傑夫與普欽所發表之言論觀之，綠色經濟發展的政治

條件似乎在近期發生了轉變。就普欽前期針對氣候變遷的回應，更傾向為

「國際政治正確」之選擇，抑或為求國家經濟與基礎建設發展，避免國際

地位受到邊緣化而談論之；相反的，梅德韋傑夫雖然目標明確，但執行力

度上影響力較微弱，直到 2021 年普欽在聖彼得堡經濟論壇(SPIEF)的談

論，綠色經濟才有了更確切之發展方向。普欽明確勾勒出未來的執行重

點，雖然減少碳排放的主要方式是利用核能及小部分再生能源，但其提到

發電部門現代化、整體經濟與基礎設施之技術更新，都與前述最佳可行技

術政策近期的變化相去不遠，由此可以推論，建立自動控制系統，是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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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監測非常重要之一環，不過誠如前言，綠色經濟的發展對普欽而言，

更像是俄國提升經濟發展與現代化之策略手段。 

另外就歷年來的資料看來，俄國人民對於氣候變遷意識仍有逐漸提高

之趨勢，只是相對歐盟等對環境保護意識甚高的區域，該國國民對氣候改

變的擔憂程度略顯不足，當然，仍有小部份的俄國民眾及組織，是積極且

持續關注環保、氣候變遷議題的，整體而言，該國人民對綠色經濟產品支

持度有逐年提升之傾向。 

(四) 制度條件 

推動俄國綠色經濟之制度條件，就俄國多項政策而言，有不同的組織

參與。過去俄國對於環境的議題，非政府組織前期參與較少；又俄國依不

同性質之項目，由不同機構及組織參與執行，因此成立專責機構、工作小

組或委任特定機構負責，上述三種方式皆存在，就俄國在制度條件下，所

成立不同型態之機構，其執行效力未見太大差異；另外 BAT 政策乃成立專

責機構─最佳可行技術局(Бюро НДТ)，針對相關技術評估與 BAT 參考文

件調整，進行資料蒐集與舉行會議編修內容；而綠色環保相關政策推動

下，俄國也有相關負責之單位，如蒐集碳排放報告之聯邦授權機構。 

(五) 政策條件 

在政策條件制度下，需回顧第貳章中俄國所提到之政策目標。 

1. 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至 1990 年平均排放量的 75%以下。 

2. 2020 年俄國能源強度，以 2007 年為基準需下降 40%。 

就上述兩個目標，第一項減排目標，達成的原因乃數據基準點設定在

1990 年之有利條件，而第二點減少能源強度之施政措施，則不足以順利達

成政策目標，俄國就綠色經濟規劃其所設定之目標值，達成率尚待加強。 

然可以看出俄國政府目前轉為較積極的態度，經本研究分析，俄國對

經濟利潤及發展更為重視。世界趨勢雖關注經濟發展，但氣候變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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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卻成為綠色經濟守護之核心，而俄國對經濟與技術設備現代化之目

標，則透過「綠色經濟」為主要施行途徑，以跟上全球關注之綠色議題，

畢竟受到大量關注之綠色領域，未來可望成為收益之來源(如碳交易)。 

又根據本研究當初設定之時間區分，以 2007 年俄國設定國家「環境

日」為判斷基準，視俄國綠色經濟之變化。就量化結果看來，2007 年並無

特殊意義，原因是在 2007 年後，GDP 能源強度量化結果呈現持平狀態，

沒有明顯改變(如圖 2.4，購買力平價估算)，又碳排放歷年之波動(如圖

2.1)，並未因 2007 年前後出現太大變化，反而因全球經濟波動，而有較大

之起伏。 

就質化結果看來，2007 年後，綠色經濟發展還是有所成果的，相關環

境法令與政策陸續推行，而組織與機構也陸續成立，政府對具體政策執行

與推動，在近期開始趨於積極，因此，就綠色經濟相關指標，在量化的數

據變化上，尚難看見成果，但質化方面，政府及社會氛圍開始出現轉變。 

BAT 政策之策略規劃、執行措施，與成效評估之依據，近期緊鑼密鼓

的更新發布中。其中包括 2020 年 3 月 31 日修訂的採行 BAT 技術設備，相

關適用之稅法，以及關於電力業實現最佳可行技術的評估指南等(普欽也在

2021 年提及電力部門現代化之議題)。  

(六) 財政條件 

俄國在綠色經濟上，祭出許多的財政條件，以提供企業相關金融資

源、稅賦優惠及投資動機。如同第貳章所述，銀行將企業社會責任列入貸

款評估，政府規劃綠色債券，並且在 2020 年，將綠色債券上交易所發行；

又最佳可行政策，為執行 BAT 之企業提供稅賦優惠，加速設備折舊(不過

這裡仍需適時更新 BAT 參考文件，以提高企業採用高效技術設備之動

力)，以及提供再生能源生產之稅賦減收等，第三，綜合許可證的申請發放

與環境費用的徵收措施，也會誘發企業進行綠色投資，以避免後續未符合

標準，產生多餘的環境費用，造成企業生產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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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中之政治領導力與經濟要角 

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不管是立法過程或政策推動上，皆受政治領導力

與俄國經濟要角之影響。兩股不同的作用力，為政策增添許多侷限及看

法，但也受益於兩者的力量與共識，政策得以順利實施。 

  (一) 政治領導力 

根據 BAT 政策成立之時程看來，撇除其他因素，政治領導力是非常關

鍵之推力，然而也可以看出普欽與梅德韋傑夫兩者影響力之差別，這在其

他政策推動上也非常明顯。梅德韋傑夫有如振奮人心的演說家；而普欽則

是強而有力的推動者。 

1. 2009 年梅德韋傑夫信誓旦旦提出的減排願景，讓許多國家感到驚

艷，然在哥本哈根會議最後定案，俄國仍是以普欽當初發表的；

附條件減排承諾為定論 

A.考量俄國森林部門之吸收能力 

B.所有排放大國需要共同承擔減排之法律拘束力 

2. 除了最佳可行技術政策外，尚可以觀察兩位領導人對其他政策之

影響力，諸如溫室氣體監管之相關立法、2009 年梅德韋傑夫所提

出的俄國現代化計畫、以及俄國當時能源強度減少之目標成果，

其相關具體推動與實施，在兩位領導人的領導下，具體執行所得

到之成果卻略顯差異，誠如前述，兩人政治經歷有所不同，由於

普欽出身於國家安全局，因此政治影響力更為傑出。 

 (二) 經濟與社會環境之權衡 

在國家政策立法，要試圖取得經濟與社會環境間之平衡。政策推動需

要妥善規劃，否則倉促上路執行，可能造成難以挽救之損失，而最佳可行

技術政策的立法過程雖然緩慢，但就相關資訊顯示，俄國目前正在加速政

策推動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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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國的自然環境與歷史因素，在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之立法談判過

程中，能找到蹤跡。就利害關係組織間的談判，俄羅斯工業家與

企業家聯盟(RSPP)多由礦業、金屬部門發言，其中俄國經濟發展

部提出的建議與 RSPP 高度相同，因為 RSPP 中之企業成員與俄國

經濟息息相關，由於天然資源豐富，以及當初計劃經濟轉型等因

素，俄國上述部門在經濟上具有經濟主導地位。 

2. 磋商過程中，自然資源部 (MPR)與工商團體互相妥協，雖然減少

了經濟成長率下降之風險，然而 BAT 政策標準之制定過於寬鬆，

推動初期未見成效。MPR 在推動過程中，針對適用範圍與引入政

策過渡期等議題上的退讓，也導致 BAT 政策需要花費更多時間成

本執行，然而在世界趨勢下，俄國的態度開始有所轉變，也使得

近期政策調整腳步加快。 

3. 最佳可行技術政策，是俄國政府實踐對社會及生活品質之承諾。

BAT 政策如妥善運用，將成為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之動力，政策

最大的潛在價值在於實現俄國產業現代化之願景，再者是俄國環

境的保護，透過汙染物排放之技術調整，減少對自然之破壞；國

際合作(OECD 推出的 BAT 報告分為俄文與英文，可見俄國在氣候

議題上之影響力)、永續發展等，這些國家願景，在執行 BAT 政策

時，可望成為實踐目標之一環。 

本研究在訂定研究架構及問題意識時，曾經質疑最佳可行技術政策，

是否能達成俄國當初的目標，促進國內產業設備更新，抑或是造成企業成

長限制，從而阻礙經濟發展。然就整體視之，確實有部分老舊設施已被強

制更新。在政策推動後，俄國政府訂定相關稅賦優惠，發行債券及企業融

資項目，並提供企業經濟面之援助及誘因，也陸續針對政策進行編修調

整。企業設施在政策執行初期，獲得引入最佳可行技術的調適空間與時

間，雖然政策推動過程較為遲滯，卻是穩健的政策過渡措施。理論與技術

知識固然重要，但仍需要有俄國的實際行動，才能把過往想像的社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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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轉為現實。 

俄國就政府有效推動綠色經濟發展四大條件，相較於過去，其環境狀

態更具成功發展之潛力。轉型到綠色經濟的過程，雖然前期需要投入大量

成本，並且提高國人與企業之共識，然而此舉有助於俄國社會環境品質之

提升。以往相關政策之立法訂定後，財政與政策條件不足，領導人與國民

也對綠色經濟態度略顯消極，造成後續的政策制定與推動明顯缺乏動力，

然近期結果明顯有了改變，俄國政府就相關政策與金融措施積極推行，人

民對於氣候變遷與環保意識也逐漸提升。而外部的大環境趨勢，也是促使

俄國政府、企業及人民改變之重要原因。 

最佳可行技術的推動，近期看似如火如荼在進行中，因此俄國之現代

化目標，有望在未來 BAT 政策完善，約束力生效以及嚴格施政下實現。其

實俄國的經濟發展與財政狀況不亞於許多國家，然而卻缺乏現代化轉型進

步之動力，資源產業的收益誘使大量資金投入，企業為選擇利潤最大化，

容易拒絕無法預估時程之投資，而產業綠化前期成本較高，因此需要有政

府政策誘導，以及金融機構提供貸款利率優惠等措施，才有助於俄國企業

轉型，就 BAT 執行階段觀之，在 2033 年至 2040 年，所有符合 BAT 政策

規範之設施，皆須符合最佳可行技術標準。因此，BAT 政策的執行力度與

成果，可望在未來得到解答，若政策能有效施行，俄國經濟與產業現代化

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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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建議 

本研究猶如前言或引導之使用說明書，短短篇幅仍有許多未盡之處，

僅可視為深入俄國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之開端，後續需待其他研究補足。生

產技術為人類生活所必需，而本項政策卻與日常生活有段距離，一般人接

觸到企業生產技術的機會略少，然本項政策實則為國家與企業建立新興標

準。製程所生的外部性也影響著人民生活環境之優劣，其中更與多項產業

存在密不可分之關聯。若想了解相關內容，俄國最佳可行技術政策在前期

文章及數據偏少，想完整閱讀中文文獻資料實屬不易，因此本研究就所及

內容進行歸納分析。後續俄國所進行之技術標準更新、完善施政措施之過

程，以及政策成效與數據蒐集等，仍待未來研究探討。 

針對俄國 BAT 政策，涉及不同產業領域，其中有許多部門值得深入比

較分析，另外政策推動成果等，也是一個研究方向，俄國最佳可行技術政

策，未來研究可以期待朝多元化發展。如現行 BAT 參考文件的更新過程及

技術標準，能成為各領域比較研究之內容；另外，由於政策前期，俄國仍

在進行 BAT 參考文件更新與數據蒐集，因此政策成效難以判定，未來可進

行綜合評估；而俄國在政策執行框架的完備上，相關研擬執行與推動，也

能研究該政策之施行過程。 

由於目前各項技術指標仍採取滾動式檢討調整，建議後續研究能: 

1. 接續研究俄國綠色經濟，並進行質性與量化分析。 

2. 針對俄國 BAT 政策後續執行，就實際得到之數據成果進行分

析，評估該政策為俄國帶來之影響。 

3. 劃定範圍，不同領域之研究能針對俄國特定部門，進行技術鑽

研與更新探討，也可以與各國生產標準及過程進行比較。 

4. 針對企業營運受最佳可行技術政策影響之方面，進行分析。 

由於俄國 BAT 政策於 2014 年生效，已經過了七年，相關產業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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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陸續完成，政策推動上也逐漸落實，隨著俄國對提升能效與環保議題

的關注度提升，最佳可行技術政策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在本文蒐集文獻

數據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後期資料明顯增多，直至 2021 年，俄國 BAT 政

策英文文獻也增加不少，在資料取得更為簡易多元的情況下，建議未來可

劃定小範圍進行討論，或單一產業部門研究分析，並藉由俄國自動監控系

統所蒐集之科學數據，支持 BAT 政策發展後續之評估。 

而未來在俄國陸續完成數據及資料蒐集後，其可望加強 BAT 政策規範

與實施；另外俄國綠色經濟，政府相關施政措施也是值得探討的一環。在

探究最佳可行技術政策之執行成果，可以觀察該政策為企業帶來何種改

變，是否增加相關競爭力，又政府加強政策實施，是提起企業誘因及動

機，抑或是規避懲處。俄國逐漸成熟的綠色經濟與相關綠色政策，其相關

財政優惠、懲罰性措施及金融環境等，是未來從事綠色產業值得研究之內

容。綠色經濟對俄國環境之影響，也可進行質化與量化分析。 

最佳可行技術政策對企業造成之影響不容小覷，未來研究也能由企業

視角切入，進行不同面向之闡述。由於此政策為生產技術訂定標準規範，

「最佳可行技術」之引用將使企業製程有所改變，若國內技術不足，可能

造成技術進口等問題，而生產設備汰換與製程更新，耗費金額也相當可

觀。目前台灣也有參考歐盟「最佳可行技術」，制定相關政策規範，為求降

低汙染，符合最佳可行技術規範，企業需調整設備、技術及原料等，就經

濟面而言，未來研究能透過企業執行政策之成果，進行利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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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remlin.ru/acts/assignments/orders/23900 

Пилотное предприятие проекта - Ферзиковский цементный завод 

ЛафаржХолсим - стал победителем конкурса «Надежный партнер – 

Экология», Retrieved May 25 2021, from: 

 http://www.good-climate.com/content/ru/shownews.php?id=478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31 декабря 2020 г. N 2398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ритериев отнесения объектов, оказывающих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окружающую среду, к объектам I, II, III и IV 

категорий",ГАРАНТ.РУ ,2020/12/31, Retrieved July 01 2021, from: 

https://base.garant.ru/400167826/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от 13 марта 2019 N 428-р,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novosti/nailuchshie-dostupnyie-texnologii-vokrug-sveta-za-80-minut.html
https://regulation.gov.ru/projects%23npa=86521
https://www.gks.ru/bgd/free/B04_03/IssWWW.exe/Stg/d02/18.htm
http://docs.cntd.ru/document/420305438
http://government.ru/docs/37917/
https://iz.ru/news/357198
http://www.kremlin.ru/acts/assignments/orders/23900
http://www.good-climate.com/content/ru/shownews.php?id=478
https://base.garant.ru/40016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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Электронный фонд, Retrieved July 10 2021, from: 

https://docs.cntd.ru/document/553884112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В.Путин провёл 

совещание «О комплексе мер по улучшению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в 

России», 2011/03/30, Retrieved  July 03 2020, from: 

http://archive.government.ru/docs/14655/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Retrieved July 11 2021, from: http://kremlin.ru/ 

Пресса России: Медведев не сделал погоды в Копенгагене,BBC, 2009/12/19, 

Retrieved August 16 2020, 

from:https://www.bbc.com/russian/russia/2009/12/091219_rus_press  

Приказ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ирод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и эколог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8.04.2018 г. № 154, Retrieved June 12 2021, from: 

https://cdnimg.rg.ru/pril/156/31/11/51494.pdf  

Программы энерго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сэкономи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более 2,5 млрд рублей,Expoforum, Retrieved June 12 2021, from: 

https://expoforum-center.ru/ru/news/programmy-energoeffektivnosti-

sekonomili-rossijskoj-promyshlennosti-bolee-25-mlrd-rublej/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19 марта 2014 г. № 398-р, Retrieved  May 25 

2020, from:  https://meganorm.ru/Data2/1/4293747/4293747056.htm 

России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пятилетнего минимума энергоемкости 

ВВП,Retrieved June 12 2020, from: 

https://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21/01/17/854381-rossii-udalos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юз промышленников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https://www.rspp.ru/ 

Россия потеплела к изменению климата, Павел Феденко, BBC, 2009/12/04,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20, from: 

https://www.bbc.com/russian/russia/2009/12/091204_russia_climate_fedenko  

Россия: Кремль пересматривает отношение к теме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потепления , 

Иван Овсянников  ,Eurasianet, Retrieved June 22 2020, 

https://docs.cntd.ru/document/553884112
http://archive.government.ru/docs/14655/
http://kremlin.ru/
https://www.bbc.com/russian/russia/2009/12/091219_rus_press
https://cdnimg.rg.ru/pril/156/31/11/51494.pdf
https://expoforum-center.ru/ru/news/programmy-energoeffektivnosti-sekonomili-rossijskoj-promyshlennosti-bolee-25-mlrd-rublej/
https://expoforum-center.ru/ru/news/programmy-energoeffektivnosti-sekonomili-rossijskoj-promyshlennosti-bolee-25-mlrd-rublej/
https://meganorm.ru/Data2/1/4293747/4293747056.htm
https://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21/01/17/854381-rossii-udalos
https://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21/01/17/854381-rossii-udalos
https://www.rspp.ru/
https://www.bbc.com/russian/russia/2009/12/091204_russia_climate_fede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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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https://russian.eurasianet.org/россия-кремль-пересматривает-

отношение-к-теме-глобального-потепления  

Россияне усваивают "зеленые" привычки, Владимир Полканов, 2021/06/23, 

Retrieved July 05 2021, from: https://www.ng.ru/economics/2021-06-

23/100_192423062021.html 

Росстат зафиксировал усиление сырьево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 

Ведомости, Retrieved June 1 2021, from: 

https://www.vedomosti.ru/economics/articles/2020/02/17/823221-rosstat-

zafiksiroval-usilenie 

Росстат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первую оценку ВВП за 2020 год,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2021/02/01, Retrieved July 08 2021, from: 

https://rosstat.gov.ru/folder/313/document/113015#  

Семь шагов Путина: Кремль представил план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2014/05/24, Retrieved  June 05 2020, from: https://www.zakon.kz/4626698-

sem-shagov-putina-kreml-predstavil-plan.html 

Средства 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Ф назвали слишком 

энергозатратной, Retrieved June 28 2021, from: https://iz.ru/1177167/valerii-

voronov/sredstva-i-proizvodstvo-promyshlennost-rf-nazvali-slishkom-

energozatratnoi 

Статья 28.1. Наилучшие доступ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Retrieved  July 03 2020, from: 

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34823/5b5677b304ec8361

0cb849eb108fadf413b1ea5a/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О чем рассказал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ПМЭФ, RG.RU, 2021/06/04, Retrieved July 05 2021, from: 

https://rg.ru/2021/06/04/stenogramma-o-chem-rasskazal-vladimir-putin-na-

plenarnom-zasedanii-pmef.html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заседаний, Retrieved  July 10 2021, from: 

http://duma.gov.ru/legislative/transcripts/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о заседании президиум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по 

https://russian.eurasianet.org/россия-кремль-пересматривает-отношение-к-теме-глобального-потепления
https://russian.eurasianet.org/россия-кремль-пересматривает-отношение-к-теме-глобального-потепления
https://www.ng.ru/economics/2021-06-23/100_192423062021.html
https://www.ng.ru/economics/2021-06-23/100_192423062021.html
https://www.vedomosti.ru/economics/articles/2020/02/17/823221-rosstat-zafiksiroval-usilenie
https://www.vedomosti.ru/economics/articles/2020/02/17/823221-rosstat-zafiksiroval-usilenie
https://rosstat.gov.ru/folder/313/document/113015
https://www.zakon.kz/4626698-sem-shagov-putina-kreml-predstavil-plan.html
https://www.zakon.kz/4626698-sem-shagov-putina-kreml-predstavil-plan.html
https://iz.ru/1177167/valerii-voronov/sredstva-i-proizvodstvo-promyshlennost-rf-nazvali-slishkom-energozatratnoi
https://iz.ru/1177167/valerii-voronov/sredstva-i-proizvodstvo-promyshlennost-rf-nazvali-slishkom-energozatratnoi
https://iz.ru/1177167/valerii-voronov/sredstva-i-proizvodstvo-promyshlennost-rf-nazvali-slishkom-energozatratnoi
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34823/5b5677b304ec83610cb849eb108fadf413b1ea5a/
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34823/5b5677b304ec83610cb849eb108fadf413b1ea5a/
https://rg.ru/2021/06/04/stenogramma-o-chem-rasskazal-vladimir-putin-na-plenarnom-zasedanii-pmef.html
https://rg.ru/2021/06/04/stenogramma-o-chem-rasskazal-vladimir-putin-na-plenarnom-zasedanii-pmef.html
http://duma.gov.ru/legislative/transcri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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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опросам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 сфере 

охраны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2010/05/27, Retrieved December 12 2020, 

from: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7872 

Стратеги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Низким Уровнем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До 2050 Года, Retrieved May 22 2021, from: 

https://economy.gov.ru/material/file/babacbb75d32d90e28d3298582d13a75/pro

ekt_strategii.pdf 

Так что же такое «Техническое Задание»?, Хабра, Retrieved July 08 2021, from: 

https://habr.com/ru/post/300420/  

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Пала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s://tpprf.ru/ru/ 

Утверждён перечень поручений по итогам заседания президиума Госсовета, 

2011/06/21, Retrieved  May 25 2020, from: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1642  

Утверждён перечень поручений по итогам заседания президиум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2010/06/07, Retrieved  May 25 2020, 

from: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980 

Фгау Нии Цэпп, Retrieved July 11 2021, from: https://www.eipc.center/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Введите свой запрос, 

Retrieved May 18 2021, from: https://rosstat.gov.ru/accounts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Портал Проектов Нормативных Правовых Актов, Retrieved June 

10 2021, from: https://regulation.gov.ru/projects#npa=86521 

Электриче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сочли почти самым дешевым в Европе, Retrieved June 

28 2021, from: https://lenta.ru/news/2021/06/21/electroenergia/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7872
https://economy.gov.ru/material/file/babacbb75d32d90e28d3298582d13a75/proekt_strategii.pdf
https://economy.gov.ru/material/file/babacbb75d32d90e28d3298582d13a75/proekt_strategii.pdf
https://habr.com/ru/post/300420/
https://tpprf.ru/ru/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164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980
https://www.eipc.center/
https://rosstat.gov.ru/accounts
https://regulation.gov.ru/projects%23npa=86521
https://lenta.ru/news/2021/06/21/electroene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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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俄國最佳可行技術參考清單 

 
最佳可行技術參考文件 名稱 

(ИТС НДТ) 
狀態 

2015   -

2017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 生產纖維素、木漿、紙、紙板 正式核可 
 

   

2 生產氨、礦物肥料和無機酸 更新 

 

 

  

3 銅生產 更新 

 

 

  

4 陶瓷產品的生產 正式核可 
 

   

5 玻璃生產 正式核可 
 

   

6 水泥生產 正式核可 
 

   

7 石灰生產 正式核可 
 

   

8 
大型企業產品（貨物）製造、工作執

行和服務提供過程中的廢水處理 

正式核可 
 

   

9 通過熱方法利用與中和廢物 正式核可 
 

 

 

 

10 
利用居住區、市區的集中排水系統進

行廢水處理 

更新 

 

 

  

11 鋁生產 更新 

 

 

  

12 鎳和鈷生產 更新 

 

 

  

13 鉛、鋅和鎘的生產 正式核可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484&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486&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488&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490&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494&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496&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498&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500&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502&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500&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504&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616&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793&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795&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502&etkstructure_id=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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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可行技術參考文件 名稱 

(ИТС НДТ) 
狀態 

2015   -

2017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4 貴金屬生產** 正式核可 
 

 

 

 

15 
廢物的處置和中和（熱中和及廢物焚

燒除外）*** 

正式核可 
 

  

更新中  

16 礦業(一般過程和方法)*** 正式核可 
 

   

17 生產和消費垃圾的處理*** 正式核可 
 

  

更新中  

18 基本有機化學品的生產 更新 

 

 

  

19 固體和其他無機化學品的生產 正式核可 
 

 

 

 

20 工業冷卻系統 正式核可 
 

   

21 生產氧化鎂、氫氧化鎂、氯化鎂*** 正式核可 
 

  

更新中  

22 

淨化在產品製造、在大型企業活動和

提供服務過程中，所排放到大氣中之

有害污染物質 

正式核可 
 

   

22 1 工業環境控制總則及其計量支持** 正式核可 
 

  

更新中  

23 有色金屬礦石的提取與選礦 正式核可 
 

   

24 生產稀有稀土金屬** 正式核可 
 

 

 

 

25 鐵礦石的提取和選礦 正式核可 
 

  

更新中  

26 生鐵、鋼和鐵合金的生產 正式核可 
 

  

更新中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texnicheskie-rabochie-gruppyi/?UrlY=7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texnicheskie-rabochie-gruppyi/?UrlY=7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texnicheskie-rabochie-gruppyi/?UrlY=7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texnicheskie-rabochie-gruppyi/?UrlY=7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texnicheskie-rabochie-gruppyi/?UrlY=7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texnicheskie-rabochie-gruppyi/?UrlY=7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797&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504&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799&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801&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803&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805&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807&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506&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809&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811&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813&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815&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02&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04&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508&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06&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08&etkstructure_id=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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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可行技術參考文件 名稱 

(ИТС НДТ) 
狀態 

2015   -

2017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7 黑色金屬深加工產品的生產 正式核可 
 

  

更新中  

28 石油生產*** 正式核可 
 

  

更新中  

29 天然氣開採 正式核可 
 

   

30 煉油** 正式核可 
 

  

更新中  

31 精緻有機合成產品製造 正式核可 
 

  

更新中  

32 
聚合物的生產，包括可生物降解之聚

合物 

正式核可 
 

   

33 特種無機化學品生產 正式核可 
 

 

 

 

34 其他基本無機化學品的製造 正式核可 
 

 

 

 

35 有機溶劑處理表面、物體或產品 正式核可 
 

   

36 
使用電解或化學過程對金屬和塑料進

行表面處理 

正式核可 
 

   

37 煤炭的開採和選礦 正式核可 
 

   

38 用於能量生產的大型裝置燃料燃燒** 正式核可 
 

   

39 

紡織品製造（紡織纖維的洗滌、漂

白、絲光、染色、紡織產品的漂白及

染色） 

正式核可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texnicheskie-rabochie-gruppyi/?UrlY=7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texnicheskie-rabochie-gruppyi/?UrlY=7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texnicheskie-rabochie-gruppyi/?UrlY=7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texnicheskie-rabochie-gruppyi/?UrlY=7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10&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12&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14&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16&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18&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20&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22&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512&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24&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512&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26&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28&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30&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32&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34&etkstructure_id=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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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可行技術參考文件 名稱 

(ИТС НДТ) 
狀態 

2015   -

2017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40 皮革和皮革的鞣製、染色、修整 正式核可 
 

  

更新中  

41 豬隻集約化養殖 正式核可 
 

   

42 家禽集約化養殖 正式核可 
 

   

43 
在肉類加工廠、屠宰場、動物副產品

及屠宰動物 

正式核可 
 

   

44 食品生產 正式核可 
 

   

45 飲料、牛奶和乳製品的生產 正式核可 
 

   

46 
減少污染物排放以及貨物儲存和倉儲

過程中之污染物排放 

正式核可 
 

   

47 化工行業廢水和廢氣的處理系統 正式核可 
 

   

48 
在實施經濟及其他活動時提高能源效

率 

正式核可 
 

   

49 貴金屬開採** 正式核可 
 

   

50 天然氣和伴生氣之加工** 正式核可 
 

  

 

說明: 1、**為 2015/12/30,第 2765-р 指令修訂 

                     2、 ***為 2016/07/07 第 1444-р 指令編修 

                               3、 代表參考文件於該時期發佈或推出更新版 

 

資料來源: 整理翻譯自 俄國最佳可行技術局 

(本文電子版含 BAT 參考文件之連結) 

http://burondt.ru/informacziya/texnicheskie-rabochie-gruppyi/?UrlY=7
http://burondt.ru/index/its-ndt.html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36&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38&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40&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42&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44&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46&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48&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50&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53&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55&etkstructure_id=1872
http://burondt.ru/NDT/NDTDocsDetail.php?UrlId=1157&etkstructure_id=1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