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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極端氣候造成全球高溫、洪澇災難頻傳

2020年堪稱全球「極端氣候」之年，氣候變遷造成

的災難，已經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事實。2020年梅

雨季期間，中國南方、日本九州、韓國釜山等地，多

處暴雨釀成洪水與土石流，導致死亡與失蹤人數攀升

的災難。極端氣候危機已經嚴重威脅地球環境生態與

人類生存，而2021年7月則是歷史以來地球氣溫最熱

的一年，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都必須嚴肅地關注極端

氣候對人類的傷害，未來只會更加劇烈恐怖。

2018年全球的「氣候難民」有1,720萬人，到2019

年有2,490萬人，而2020上半年全球有980萬人因為

自然災害而流離失所。日內瓦境內流離失所監測中心

在2021年3月報告指出，每年平均有2,270萬人流離

失所，大多數是與氣候相關。彭博社（Bloomberg）則

報導溫度變化與每年死亡人數增加的研究，在2000 ∼ 

2019年全球總死亡人數中，有9.4%要源自於「極端氣

候」。

國際期刊「環境研究 (Environmental Research)」2021

年2月9日的研究指出，2018年化石燃料污染造成超

過800萬人提早死亡，占當年全球成人死亡總數的將

近20%。倫敦環保智庫Ember研究指出，2020年全球

61％的發電量仍來自於化石燃料 (Fossil Fuel)，有5個

G20成員國的電力供應75％以上是依賴化石燃料，其

中沙烏地阿拉伯100％、南非89％、印尼83％、墨西

哥75％與澳洲75％。目前全球燃煤發電量亞洲就占

77％，而中國就最高達53％高於2015年的44％。未

來10年內燃煤發電用量必須大減80％，全球平均溫度

升幅不高過1.5℃，才能避免全球暖化陷入危險。二氧

化碳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溫室氣體之一，其人為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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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來源中，有97%是源自燃燒化石燃料。自工業革命

以來，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CO2)濃度由280 ppm，增

加至1990年的354 ppm；此外，燃燒化石燃料導致大

量CO2排放之外，空氣污染、PM2.5與其他的有毒物

質，更危害人類的健康。圖1是美國國家海洋大氣管

理局 (NOAA)，在夏威夷莫納羅亞山大氣測站二氧化碳

濃度紀錄，2021年5月測得的大氣平均CO2濃度更高

達419 ppm，人類每年更排放CO2約400億公噸至大

氣中，CO2濃度將會再續創新高。

圖1、美國NOAA在夏威夷莫納羅亞山大氣測站二氧化碳

濃度紀錄

資料來源：臺灣醒報，2021年6月9日

1. 高溫、乾旱、野火

2021年7月是歐洲第二熱的7月（全球第三熱），南

歐則是這種極端高溫影響的地區。希臘遭遇30年以來

最嚴重的熱浪，自7月27日起持續到8月初氣溫高達

45℃，義大利西西里島8月11日氣溫飆高至48.8℃，

寫下歐洲史上最炎熱紀錄。而土耳其有32個省自7月

減碳關鍵是再生能源
To Combat Extreme Climates, the Key to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is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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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起有107場火災，至少有6人喪命。8月1日義

大利佩斯卡拉（Pescara）松樹林發生大火，約800人被

迫撤離。希臘首都雅典、奧運發源地伯羅奔尼撒等地

區，自8月3日遭野火侵蝕，一週內就發生了586場

火災；其中以第二大島艾維亞（Evia）最為嚴重，大火

延燒10天，超過5.6萬公頃的土地被燒毀。

2018年美國加州野火延燒範圍超過80萬公頃土地，

相當於30個台北市大。2021年7月的氣溫也達到了第

六高，北美西部地區面臨極端高溫、乾旱和野火的肆

虐。隨著美國加州有史以來第二大火災持續蔓延，最

近也在15 個州奮鬥滅火。2021年8月美國加州「迪

克西野火」，燃燒面積達46萬3千多英畝，延燒面積

超過洛杉磯。2021年加拿大西部高溫到49.6℃破紀

錄，溫哥華東北方250公里處的李頓村（Lytton）村莊

90%已燒毀。澳洲亦創下了第四炎熱的7月，2020年

1月4日新南威爾斯州彭里斯湖（ Penrith Lakes）高溫

48.9℃。

2021年西伯利亞森林大火到7月，延燒面積足足高

達114萬公頃，是台灣面積的三分之一，其中79% 位

在薩哈共和國。2021年8月9日俄羅斯氣象監測機構

Rosgidromet表示，西伯利亞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是

雅庫特（Yakutia），燃燒近340萬公頃的土地。位處北

極圈內的西伯利亞地區大火燃燒的面積，超越希臘、

土耳其、義大利、美國和加拿大火災地區總和。氣候

變遷導致高溫持續消耗森林和永凍土表面水分，助長

了森林大火的蔓延，大火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進入大氣

層，都將加速全球暖化速度。

截至2021年8月5日歐洲各地被惡火燒毀的面積，

比過去12年的平均水平增加約55%。而地球極端高溫

助長火勢，是在受災地區造成傷亡的主因。依據國際

能源總署 (IEA)資料，燃燒化石燃料與各產業所產生的

碳排放，會造成全球氣溫上升1.1℃。美國國家海洋暨

大氣總署（NOAA）指出，2021年7月的陸地、海面

溫度，都比20世紀的15.8℃平均溫度高出0.9℃，這是

由142年來有氣溫紀錄的新高。權威醫學期刊「刺胳

針全球健康」（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在2021年8

月的研究顯示，過去20年氣溫每年導致全球死亡人數

達500萬。

2. 暴雨、洪災

2021年7月15日歐洲一場災難性降雨，萊茵河支流

潰堤，爆發百年罕見大洪水。德國的阿爾 (Ahr)和埃爾

夫特 (Erft)，一天之內的降雨量達到93毫米。在德國西

部造成約190人喪生，失蹤人數高達1,300人。而比利

時瓦隆尼亞 (Wallonia)的極端降雨，至少有38人死亡。

比利時默茲 (Meuse )在2天內，降下106毫米雨量的創

新紀錄。氣候變遷是強降雨與災難的主因。地球氣溫

正在上升，增加了大氣中的水分，導致更大的暴雨發

生。

印度自2021年6月起暴雨成災，其中以馬哈拉施特

拉邦（Maharashtra）和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的災

情最為嚴重，數百人因洪水罹難。2021年7月菲律賓

受到熱帶氣旋暴雨侵襲，馬尼拉郊區等地方面臨洪災

風險，至少1.4萬人撤離疏散。2021年7月20日中

國河南鄭州遭遇罕見極端暴雨，1小時雨量達到201.9 

mm，24小時下了627.4 mm，打破當地60多年來的紀

錄；河南全省150個縣市的經濟損失高達176.8億美元。

3. 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 

美國太空總署（ NASA）Terra的衛星影像，發現

2000至2019年間，全球冰川年平均流失2,670億公噸

冰，這將足以將瑞士淹沒到水深6公尺。而南極半島

（Antarctic Peninsula）埃斯佩蘭薩（Esperanza）研究站，

2020年2月6日測得18.3℃的破紀錄高溫。美國國家

冰雪數據中心格陵蘭冰原研究站，位於海拔3,216公尺

處，在8月14∼16日3天內降下70億公噸大雨。假如

格陵蘭的冰原完全融化，全球海平面估計會上升約6

公尺，全球所有的沿海地區將會被海水淹沒。

4. 台灣乾旱、強降雨淹水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氣候變遷

第6次評估 (AR6)，以及台灣氣候變遷評報告指出，台

灣年平均氣溫在過去110年上升了1.6℃，近30年增溫

有加速的趨勢。此外，每年最大的1日暴雨強度也有

增加的趨勢。台灣降雨量在2020年創下52年來新低，

導致今年各水庫蓄水量持續下降；台灣2021年5月缺

水、8月淹水； 8月6日受熱帶性低氣壓與西南氣流影

響，全台11縣市豪大雨淹水與海水倒灌，數百戶住家

積水成災，農作物損失慘重。竟然在三個月的時間，

乾旱 /水患接踵而來。

極端氣候將讓台灣陷入缺水的新常態，在全球晶片

大缺貨之際，國外客戶憂心產能過度依賴台灣，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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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情拉警報之後，供應短缺問題更加惡化。台積電

與聯電等晶圓代工大廠，雖然已經使用再生水與極佳

的節水措施，仍需啟動載水車備用。因為台灣未來長

期缺水，將導致晶圓廠供貨與營收成長受限，嚴重影

響我國的經濟發展。

二、 電力產業是主要碳排者 淨零碳排是全球

趨勢

全球主要的排碳來源當中，電力產業占比近40%，

車輛與海運等交通運輸產業占比20-30%，而鋼鐵、塑

化、水泥等重污染製造業則占約20%。在全球「碳中

和」的趨勢下，電力產業改用再生能源取代燃煤發

電；車輛產業改用電動車取代燃油車；至於高污染產

業，則需要輔以高科技降低碳製程、碳捕捉 /碳封存

等措施來減少碳排。碳排放在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的短暫歇止後，但2021年碳排放量

又再度快速增加。

面對氣候危機日益嚴重，包含2015年的《巴黎協定》

（Paris Agreement），以及2018年 IPCC發布的《1.5℃特

別報告》，都建議必須儘早將全球升溫控制在工業化

前水準的1.5℃之內。同時 IPCC指出，最晚在2050年

地球升溫將突破1.5℃；若要使均溫低於1.5℃以內，全

球碳排放量必須在2050年達成「淨零碳排」。而與之

最為相關的能源及電力系統轉型，於是成為各國政府

與企業關注的重點。國際企業邁向使用100％綠電的目

標下，亞太地區也是最具挑戰的區域之一。

「淨零碳排」已經是全球趨勢，用電量的需求有增

無減。為了降低碳排放量、解決溫室效應、極端氣候

等問題，全球已有130個國家宣布在2050年達成「淨

零碳排」，或是達到「碳中和」的目標。歐盟自要讓

產業「排碳者付費」，於2021年7月14日正式公布碳

邊境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規範碳密集型產品若進口到歐盟，必須購買

憑證（CBAM Certificates）才能將其產品銷往歐洲，自

2023年1月1日開始為期三年的過渡階段 2026年起

開徵。若台灣未實施碳費或徵收碳稅，2026年歐盟的

CBAM，將衝擊水泥業、化材業、金屬業共3.6億的產

值。如果再加上美日韓的碳關稅擴大徵收範圍，最高

可能衝擊達757億產值；電子電機業也可能受到影響，

對台灣產業影響甚鉅。目前歐盟的碳價約為每噸50歐

元（約新台幣1,600元），為避免遭歐盟課徵碳關稅，

我國政府應該儘速訂定碳費的標準。我國所推動的減

碳目標大幅落後歐美等國，企業若再不及早因應，未

來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將會更大。蔡英文總統在今年

4月22日 (世界地球日 )宣示，2050淨零轉型是全世界

的目標，也是台灣的目標。在追求淨排放的浪潮下，

發展再生能源絕對是首要任務。

三、 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 RE)是減

碳的關鍵

1. 再生能源的市場規模與商機

再生能源除太陽能與風力發電，還有地熱能、生質

能、海洋能、小水力等。圖2是2014-2020年再生能

源每年新增容量，太陽光電 (Photovoltaics, PV)的占比

排名第一，風力發電 (Wind Farm)則是第二高。至於地

熱、生質能、海洋能與聚光型太陽能 (CSP)的總和則

相對偏低。為了減緩地球氣候暖化，主要任務就是使

用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包括煤炭、天然氣與石油

等。國際再生能源機構（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IRENA）的報告指出，全世界在2020年新增

加的發電產能中，再生能源增加了256 GW，占整體發

電產能的80％，而太陽能與風能則占新增再生能源的

91％。再生能源在能源總量產能占比例的上升，主要

歸因於歐洲、北美以及歐亞大陸，逐漸淘汰化石燃料

的發電量。

圖2、2014-2020年再生能源每年新增容量 

資料來源：Renewables 2021 Global Status Report - Key Messages for Decision Makers

圖 3是 2019-2022年各種再生能源淨增加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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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來，新興國家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增加了

534 GW，每年可降低的電力成本約達320億美元。自

2010年到2020年間，太陽光電和風電的競爭力大幅提

升，太陽光電發電成本下降了85%，陸域風電成本下

降了56%，離岸風電成本下降了48%；所以最近拍賣價

格不斷創新低，每度電 (千瓦小時 )由1.1美元降到0.03

美元。此外，新增的化石燃料發電容量從2019年的64 

GW，降至2020年的60 GW，突顯了化石燃料擴張的

持續下降趨勢。

圖3、2019-2022年各種再生能源淨增加量 

資料來源：IEA, Renewable Energy Market Update-Outlook for 2021 and 2022.

在有些國家沒有任何政府補助的情況下，太陽光電

和陸域風電成本已經低於燃煤發電。圖4是全球2020

年太陽光電新增加容量前 10名國家；而圖5則是2020

年風力發電新增加容量前10名的國家。若依照我國風

力發電到2025年的規劃目標，每年至少要裝置100支

離岸風力發電機。

圖4、全球2020年太陽光電新增加容量前10名國家 

圖5、2020年風力發電新增加容量前10名國家 

資料來源：Renewables 2021 Global Status Report - Key Messages for Decision Makers

依據德國佛勞恩霍夫太陽能系統研究所（Fraunhofer 

ISE）研究表示，德國仍需安裝303-446 GWp太陽光電

容量，才能實現100%可再生能源供電，必須利用一

切可用的區域，包括露天礦場、外牆、道路、與農業

用地等等。德國太陽光電發電平準化成本（ Levelized 

Cost of Electricity, LCOE），大型發電廠為0.03-0.05 € /

度，一般 30 kWp的屋頂系統為 0.06-0.11 € /度。然

而要實現「碳中和」目標所需的設量規模，卻遠超

過目前主導再生能源產業的少數國家與公司的能力。

IRENA預估到2050年要滿足25%的再生能源電力需

求，至少要裝置8,500 GWp的太陽光電系統，這會是

2020年713 GWp的12倍。若到達到2050「碳中和」，

則太陽光電容量的裝置更高達14,000 GWp；而風力發

電則需要8,100 GW，未來在此兩大再生能源領域，商

機的確非常龐大。

澳洲新南威爾斯省 (NSW)已經規劃要建置34 GW的

再生能源區，將投入78億美元 (約新台幣2,180億 )資

金。這個再生能源區將創造830個就業機會，需要

1,250 個建築工作人員；並且吸引大量投資到偏遠地

區，也對土地所有人提供新的收入。荷蘭皇家殼牌規

劃投資太陽能和風能達20億美元，收購了新加坡太陽

能Cleantech Solar開發商49%的股權。英國石油 (BP)透

過其子公司Lightsource BP投入太陽能業務。然而這並

不代表石油公司要放棄石油和天然氣，而是想在不斷

成長的再生能源，以及原有的化石燃料方面，都能有

賺錢的機會。

2. 未來製造廠家需大規模購買綠電

美國受到極端氣候嚴重影響，毀滅性的森林大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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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乾旱不斷發生，導致許多地方多次斷電，或被迫

分區限電。因此加州居民想裝置太陽能發電與儲能設

施，以確保家庭供電無虞。過去10年來太陽光電成本

降70%，美國太陽能發電也成長40倍，但仍只占總發

電量的3%。拜登總統力促國會通過稅務優惠等法案，

美國參議院在2021年8月通過1兆美元的基建案，將

透過電網現代化，加快太陽能產業的發展速度，裝置

容量必須達到目前的3~4倍。如此可以創造150萬個

就業機會；期使太陽能發電在2035年，可占美國總發

電量的40%，以降低美國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度。

中國度陸在2020年占全球再生能源發電量增加量的

50%，歐洲預計每年新增的裝置容量將增長11％，成

為全球第二大市場。德國是歐洲最大的再生能源裝置

國家，其次是法國、荷蘭、西班牙與英國，其強勁的

增長來自各國的綠能發展政策，以實現歐盟2030年

氣候目標。觀察綠電成長的驅動力，除了售電制度以

外，受競標的綠電持續成長，去年有近75 GW的風力

發電、太陽光電與生質能，在競標之下比2019年增加

近20%，全球再生能源容量創下了歷史新高，而企業

在2020年綠電採購成本下降了25%。美國目前是全球

最大的企業PPA市場，而歐洲也成長了2倍。除了政

府因應氣候變遷的政策之外，民間企業的綠電採購的

增加，對於再生能源的發展確實是關鍵所在。

根據公開揭露的再生能源採購協定，全球前6大企

業購買綠電的業者，有4家是科技大廠，包括亞馬

遜、谷哥、臉書、微軟，這4家公司累計採購的綠電

高達25.7 GW，占全球企業總購買量的25.7%。亞馬遜

是全球最大的綠電企業買主，2021年6月宣布將在全

球14家太陽能和風能發電廠，購買1.5 GW的綠電，

亞馬遜並承諾2025年全部使用綠電。依據2020年對

加入RE100倡議的調查報告，澳洲、中國大陸、印

尼、日本、新加坡、韓國與台灣等國，被列為全球前

10大最難取得綠電的地區。RE100是由氣候組織 (The 

Climate Group)與碳揭露計畫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所主導的全球再生能源倡議，集合有影響力的企

業公開承諾，要在2050年前達成100%使用綠電的目

標。目前全球已超過300家企業成員。RE100會員已

共創超過315 TWh的綠電，可以支援一個中型國家一

整年的電力所需，可見RE100是綠電100%的焦點目

標。

當美國總統拜登2兆美元的淨零碳排方案，包括了

潔淨能源、高效率電廠、儲能、氫能源、核能、碳捕

集與封存、零碳交通、車輛電動化、鐵路系統重建、

建築節能等，希望能降低成本，達到真正的減碳，甚

至到達零碳的目標。愈來愈多國際高科技業、傳統製

造業、保險業、金融業、食品業、與服務業，近年來

都陸續宣佈承諾碳中和目標，加入「以科學為基礎的

減碳目標」（SBTi），並且取得碳中和與科學目標認證。

未來數十年產業低碳化是基本要求，更是符合人類永

續發展目標的社會責任。

比起其他發電方式，綠電對於環境所造成的衝擊較

低，因此「購買綠電」可以等同於是贊助再生能源的

發展，為推動能源轉型的一大助力。電力為臺灣目前

最主要的碳排放來源，若能增加綠電使用比例，可達

到的減碳效果將十分可觀。如今在購買綠電上有更多

的選擇，除了可向台電認購綠電，還可向民間再生能

源售電業者購買綠電，此外，也能以投資、入股、出

租屋頂裝置太陽光電系統等方式，支持再生能源的

發展。目前台灣已有9家業者取得再生能源售電業執

照，專門販售再生能源電力，當購買綠電的需求越來

越多，可以促進再生能源市場發展，價格也有機會更

低，若有更多民眾、業者的加入，也能夠使市場更加

健全。改善台灣市場對再生能源認知不足，不限制企

業規模、用電量、產業別，企業必須化被動為主動，

加強台灣民眾連結感，任何行業都需要挺身支持能源

轉型。

到2021年8月止我國加入RE100的企業已達12家，

其中4家為保養美妝公司，包含歐萊德、大江生醫、

科毅研究開發與佐研院； 5家為科技大廠台積電、台

達電、華碩、宏碁、聯電；菁華工業為紡織廠；葡萄

王為生技公司；金元福則是塑膠容器製造廠。台積電

在2020年起陸續購買離岸風電 (綠電 )、2030年生產設

施使用25％以上的再生能源、加入RE100組織、2050

年底前100％使用再生能源等目標；並要求其供應廠商

達到減碳的目標，否則就失去訂單。台積電到目前已

經買了我國99%的綠電，其他想購買的廠家根本沒有

綠電可買。如此將會影響台灣所有半導體、電子電機、

零組件等等產業，未來能否拿到國外訂單，持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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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關鍵。我國若想在2050年達成100％綠電的目

標，政府必須下定決心積極排除所有的障礙。

3. 太陽光電市場與未來發展

依據《2021年再生能源統計》報告資料，2020年全

球太陽光電累計裝置容量高達713 GWp，較2011年的

73 GWp成長將近10倍；而全球風力發電累計裝置容量

為733 GW，也較2011年成長3倍以上，其中34 GW

為離岸風電，其餘則為陸域風電。全球再生能源發電

量占比已由2011年的25.1%，成長到2020年的36.6%。

從2010年到2020年含離網 (Off-Grid)在內，年複合成

長率 (CAGR)高達34%。到2020年底全球的太陽光電

系統累計裝置容量為708 GWp，全球累計太陽光電系

統在各地區的裝置容量 (見圖6)，中國裝置容量占33%

（與2019年相同），歐洲裝置容量為22%（ 2019年為

24%）。

圖6、全球2010-2020年累計太陽光電系統在各地區

的裝置容量

資料來源：Photovoltaics Report,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Solar Energy Systems, ISE, 

Freiburg, 27 July 2021.

圖7、德國2006-2020年10 - 100kWp屋頂型太陽光

電系統的價格發展變化

資料來源：Photovoltaics Report,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Solar Energy Systems, ISE, 

Freiburg, 27 July 2021.

圖7是德國2006-2020年10 - 100kWp屋頂型太陽光

電系統的價格發展變化，除系統主要分為太陽光電模

組 (PV Module)與系統周邊 (Balance of System, BOS)，系

統周邊就包括變流器 (Inverter)、開關、配電箱、電纜

線與安裝等。在2006年太陽光電模組占整體成本的

71%，到2020年僅占40%，年均成本下降約0.6%。反

觀2006年BOS占整體成本的29%，到2020年卻占達

60%，年平均成本同比增加2倍。由以上的數據可以

發現，矽晶太陽光電模組在轉換效率技術提升與大規

模量產，都是製造成本可以大幅下降的主因。

我國政府規劃2025年太陽光電累積設置目標為20 

GWp，但是因為土地取得非常不易，所以將地面型系

統降低至12 GWp，而屋頂型系統則調高為8 GWp。圖

8為我國2020年的發電結構，再生能源占比為5.40%，

其中太陽光電占2.18%。太陽光電在2020年原訂目標

裝置容量是6.5 GWp，但截至2020年止，累計裝置容

量僅達5.82 GWp，未能達到預訂目標，其中屋頂型系

統為4.08 GWp；太陽光電的總發電量為60億8,579萬

度。地面型的土地開發時，土地成本的大幅增加、鋼

鐵 /鋁金屬 /玻璃 /塑膠等原物料高漲、地方要求回饋

金、黑道勢力介入、地方民眾的堵抗爭、阻擋工程進

行、系統廠與模組製造廠因合約價格，無法取得共識

等等問題，使得太陽光電系統的開發時程延宕落後。

雖然政府設有跨部會的管控協調機制，由行政院副院

長督導協商，全力排除障礙光電；而國內市場亦具有

政策支撐的投資動能；太陽光電的推動需要排除萬難，

才可以達到原設的政策目標。

台電公司2020年發電裝置容量為4,977.4萬瓩，其

中18.5%屬於再生能源，亦即全部再生能源設備一起

發電，將占台電全部發電設備的18.5%。然而以2020

年總體發電量為2,797億度，再生能源實際發電量總計

僅151.2億度，發電占比僅為5.4%(太陽光電2.2%、風

力發電0.82%)。台灣在2021年5月2次大停電，造成

全台1,139萬戶次停電、經濟損失約5.8億元，民眾無

法再忍受缺電的問題。但是我國每年人均用電量卻持

續成長，而政府「非核家園」目標，在2025年達成燃

煤30%、燃氣50%、再生能源20%發電容量，核能發

電2025年全除役，已經不再是選項；而為了減少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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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民眾更要求燃煤電廠降載，並希望儘速除役。

因此，除了更積極有效地推動節能外，實在沒有更好

的方案，所以加速大量裝置再生能源，應該是最適合

的解決方案。

個人認為我國推動太陽光電的關鍵問題，主要在於

民眾對太陽光電的認知不足，極端氣候對於全球各地

所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都已經遠遠超過Covid-19新

冠疫情，但是民眾未能親身感受時，將很難以實際的

行動，來支持再生能源的發展。在台灣裝置太陽光電

系統必須考慮許多的環境因素，例如颱風、地震、沿

海的鹽害腐蝕、系統的穩定性、可靠度、耐用性與生

命周期 (使用壽命20-30年 )的發電成本、廢棄太陽能

模組的回收等等，都會影響太陽光電的廣泛裝置與應

用。因為太陽光電只能在白天發電，沒有陽光的夜晚

與陰雨天時，則需要使用各式蓄電系統來儲存電力，

解決傍晚期間的用電高峰與太陽光電間歇性問題，達

到穩定電網供電的效果。當然強韌性電網的基礎建設，

也是刻不容緩不能再拖延；電網併聯接點、升壓站的

設置，智慧型電網的建構，電力智慧化管理系統的加

速建立，都是政府必須即刻投入的重要工作。

四、結論與建議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 · 古特雷斯表示，如果我

們現在就開始聯手行動，將可以避免氣候災難。但

是，我們既沒有再延誤的時間，也沒有再找藉口的空

間。在全球越來越重視氣候變遷的現今，G7承諾實

現「淨零碳排」，並停止國外投資全球煤炭市場；現在

G20與新興經濟體也應該採取相應措施。全球減少碳

排、發展永續能源，是各國政府及投資界高度關注的

議題，許多跨國企業更承諾要在2030-2050年，達成

100%使用再生能源、綠色產業鏈的目標。

我國的能源政策規劃到2025年再生能源20%的目

標，而燃氣占50%、燃煤占30%，若要達到2050年

「淨零碳排」，僅剩下25年的時間，要從80%占比的

化石燃料，降低至零碳排放，這絕對需要極大的決心

與努力，否則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台灣若不積極加

速開發再生能源，除了缺電、缺水的危機外，在全

球大型企業要求其產業供應鏈必須達到使用100%「綠

電」，不然產業將無法獲得國際訂單，將會嚴重影響

我國產業的競爭力與生存空間；企業領袖們必須正視

此一趨勢，面對生死存亡的挑戰。台灣若要達成2050

年碳中和，國家領導人的減碳決心、法規制度、中央

統籌專責單位、政策執行力，這些條件都不能缺少。

到 2021年 8月為止，台灣已經有 12家企業加入

RE100倡議，在此特別呼籲我國無論大中小型企業或

個人，都應該從日常生活加強減碳的作為，否則年輕

的下一代將會沒有未來。其實台灣具有發展再生能源

的極佳潛力與商機，需要大家一同推動政府與企業投

注資源與心力。從每個人自身做起，關心氣候與能源

轉型議題，用行動積極地支持節能減碳，為地球的永

續與我們的後代子孫，打造一個安全且宜居的生活環

境。

圖8、我國2020年的發電結構，再生能源占比為5.40%，其中太陽光電占2.18%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21年資料；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2020台灣能源情勢回顧研究報告，2021年0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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