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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
國能源約有98%需仰賴進口，同時又是以外貿

為主的經濟體系，因此在面對全球因溫室氣體

排放而造成環境急遽惡化的趨勢下，能源轉型及如何

因應全球2050淨零碳排之要求，我們勢必面臨國內外

甚多的挑戰；而在追求淨零碳排下，節約能源已成為

國內一個公約數，同時整體要求已從設備效率提升，

逐步邁向系統整合及系統能效之要求，因此ESCO產

業如何以過去累積之技術能力及專業形象，協助國內

相關產業導入AI數位化技術也將成為ESCO產業的一

個新的契機。

一、前言—我國的能源轉型

面對全球因溫室氣體排放而造成氣候變遷及環境急

遽惡化，人類已經不能再忽視整個大自然力量的反

撲；台灣在2015年為因應這樣的變化及善盡地球村公

民的角色而通過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中，已明白

納入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為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將為

2005年排放量再減量50%以上；由於台灣溫室氣體排

放量中，能源使用約為9成左右，因此政府從2016年

也開始推動能源轉型，透過「減煤、增氣、展綠、非

核」等四項作法，希望在2025年達成再生能源發電佔

比達到20%、天然氣發電達50%、燃煤發電及其它降

從能源轉型到2050淨零排放，

  楊秉純理事長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

我們可以做什麼?

圖一、我國能源轉型路徑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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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30%、核能發電歸零的目標 (如圖一所示 )。

二、全球對氣候變遷的努力

全球為了因應地球環境的惡化，於1987年簽署了

所謂「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針

對部份臭氧層破壞物質的五項氟氯碳化物及三項海龍

之生產與消費量訂定削減時程，並強調各國有共同努

力保護臭氧層的義務。接著聯合國於1992年5 月9 日

通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目標為將大氣中人為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於一個不危

及天氣系統的水平。並逐年在COP會議中進行協商，

尤其是在2015年的COP21達成所謂的巴黎協議，涵

蓋三個主要內容： (1)確保全球溫升抑制在攝氏2度以

下，並努力將溫度升幅控制在1.5度以內； (2)各國以

「自主貢獻」的自願性方式參與，提出削減目標及因

應對策； (3)從2023年開始，每5年將對全球整體之

溫室氣體削減政策進行盤點檢討。[2]

然而在COP21之後，溫室氣體排放並無減緩的趨

勢，地球環境仍持續惡化，因此更強制性的作為勢

必成為人類必需面對及採取的對策；這也是近年來國

際間開始呼籲各國需採取更為積極作為以追求及邁向

2050淨零排放的目標。因此今 (2021)年在英國舉行的

COP26中也對目前各項行動或措施恐無法達成限制溫

升在1.5oC之要求感到憂心，雖然在會議前已有全球

超過141個國家加上歐盟及台灣分別宣示了2050淨零

排放的目標，其總排碳量已接近全球總排碳量的9成

[3]，然而對如何落實各項作為仍無太大共識及決議。

倒是對巴黎協定第六條 (Article 6)有關碳交易市場部分

在懸宕多年後總算拍板定案，這也意謂著碳交易市場

也將正式啟動。第六條的重點即是規定排放國之間根

據其應對計畫的「碳排放交易機制」，俗稱「碳市場」。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或企業自行減量的成本太

高，可從其他國家或計畫買「碳權」來抵消。其中6.2

條文規範國家間的抵消機制，6.4則規範須經聯合國認

證的國際碳權規則。同時在碳權的計算上也排除了重

複計算，也就是未來碳權交易後，賣方售出的碳權，

只能算給買方的減量成果。另外在當年《京都議定書》

所提出了三種市場機制下所產生之碳權在COP26中也

達成協議以2013年1月1日為過渡截止日，在此日期

後認證的CDM碳權才能在國際間交易。這樣之結果

雖然許多團體表示不滿，但在妥協下也總算讓第六條

拍板定案了，也為避免全球環境持續惡化邁了一小步

[4]。

三、全球及我國因應淨零碳排的作法

這樣的結果對台灣來說，又有怎麼樣的影響？雖

然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不受《巴黎協定》第六條規

範，無法執行6.2規定的國家間減量交易，也無法參

與6.4的碳權認證。可是，若從國際碳金融發展趨勢

來看，未來「自願性市場」勢必與第六條連結。因此，

台灣就算短期內不受國際協議規範，也得好好制定國

家減碳目標與執行計畫，做好未來參與國際碳市場的

準備，才能免除被加諸各種貿易壁壘和氣候稅負的命

運。

我國是於今 (2021)年四月由蔡總統正式宣示「 2050

淨零轉型是全世界的目標，也是臺灣的目標；減碳也

會改寫經濟的邏輯，誰能率先發展出新技術、建立

新模式，誰就能在新的全球局勢中，把握住關鍵地

位。」因此也正式展開我國淨零碳排的路徑規劃。[5]

而根據 IEA(2021.5)「 全球能源部門2050年淨零排

放路徑 」指出可能的關鍵策略：在需求面須從行為

模式改變 (含生活方式、運輸行為、提高資源回收率

等 )、能源效率提升 (含淨零建築、高效率運具、廢熱

回收等 )、電氣化 (含電動運具、供熱電氣化等 )及氫

能應用 (含在工業部門為氫能煉鐵、天然氣摻配等 )；

等方面著手；而在供應面則是氫能應用 (則是指在發

電部分則是導入氫能、燃料氨混燒等 )、再生能源 (含

再生能源發電、再生能源區域供熱、生質燃料等 )

及CCUS(含水泥及電廠強化CCUS、推動BECCS及

DACCS等 )方面著手。IEA更進一步指出 IEA欲達成

2050淨零排放，能源系統使用須做出前所未有改變；

其關鍵因素為 (1)2050淨零轉型，45%仰賴創新潔淨技

術 (如碳捕存及氫能源等 )，惟技術尚未成熟； (2)轉型

過程需要最大化再生能源 (太陽能、風力 )供給，搭配

相對低碳天然氣補足電力缺口，並逐步應用未來創新

潔淨技術。其路徑則如圖二所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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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更提出「淨零推動時須審慎規劃，過程中除了

需要公民支持與參與外，以「人」為核心的公正轉型

內涵必須兼顧」之觀念及呼籲；而我國蔡總統也同時

強調「面對淨零轉型，更須關注的是，在轉型過程

中，可能受到衝擊的弱勢族群，他們才是政府需要照

顧的對象。」因此在我國推動2050淨零碳排下，在供

應端係以追求能源淨零轉型為目標，並以增加無碳電

力 (以再生能源為主 )及無碳燃料 (以生質能、氫能及

碳氫合成燃料為主 )為重點；在需求端則追求產業淨零

轉型為目標，透過電氣化、能效提升、製程改善及循

環經濟來達成；當然整體努力仍需透過碳匯 (負碳⋯

等 )，再加上碳交易等牽涉到碳權等財務金融手段來達

成目標。

四、ESCO產業的機會

針對這樣的趨勢，碳權除了是綠電綠能之導入外，

除了再生能源外，節約能源所造成之減碳效果也勢必

會逐漸擴大，因此如何將我國過去推動ESCO產業所

累積之技術能力來擴大對能源用戶提供從廠務系統到

整個製程的評估及改善，勢必在我國邁向2050淨零碳

排的路徑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ESCO產業在協助產業邁向2050淨零碳排目標下可

利用績效分享的模式，結合技術、量測驗證、財務規

劃等專業，提供能源用戶一個全方位的解決方案，再

加上各項人工智慧 (AI)及數位化技術之導入，並結合

區塊鏈技術將ESCO產業在能源系統整合技術再提升，

也使ESCO業者更能充分掌握客戶的用電模式，然後

透過聚合商的模式來參與電力公司的需量競價，這又

替業主創造另一項節電衍生之效益。在這種模式下勢

必能達成一方面提升ESCO產業之價值，一方面擴大

國內產業節能減碳之效益。[7]

五、結語與建議

追求2050淨零碳排已是全球為控制及減緩環境持續

惡化的必要作法，台灣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身為地

球村一員，同時經濟發展有以外貿為主，因此自然無

法置身事外；政府也分別從供應端、需求端、碳匯等

方面規劃積極的作為；然而大家的共識仍是節約能源

將在未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也創造了ESCO產業

一個發展的契機。展望未來，ESCO公協會可以積極

培訓專業人力，並推動強化量測驗證之規範，及深化

第三方公正單位之能量來優化以ESCO產業為主的節

約能源服務能量；如此一方面可以提高能源用戶的能

源有效利用率，另一方面可以降低能源的使用量而達

圖二、IEA�2050年淨零排放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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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減少碳排放量的政策目標，再則可以透過聚合商的

運作來參與需量競價或輔助服務來降低我國電網的負

荷及提升供電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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