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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能源展望---BP預測

摘要

英國石油公司 (BP)是國際績優能源公司，其能源

展望 (Energy Outlook)對全球能源、經濟、環境之趨

勢，進行分析與預測，極具前瞻性，本文以英國石

油公司2015年能源展望為藍本，對應美國能源資訊

局 (EIA)2015年世界能源展望特別報告，完成本文內

容，包含能源供給、能源需求、電力部門、技術發

展及生產力、石油部門等，呈現BP對世界能源的卓

越貢獻。本文摘錄其報告中之重點，提供給會員參

考未來能源發展之動向。

一、能源供給(Supply for Energy)
依據英國石油公司之能源展望，化石燃料 (Fossil 

Fuels)將繼續供給大部份之世界初級能源，在2035年

時，提供全球初級能源的 81%。而不含水力 (Hydro)

在內的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預計到2035年

時將較目前成長近三倍，但仍僅佔全球初級能源供給

率之8％，詳如圖一所示。

依據BP預測，至2035年，全球能源需求的增加，

大約1/3是由天然氣 (Gas)所供給，另1/3是由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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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節能績效量測驗證師(CMVP)、PMP、NPDP
(Oil)及煤 (Coal)所供給，最後1/3是由非化石燃料

(non-fossil fuels)，如核能 (Nuclear)及再生能源等所供

給，詳如圖二所示。

由能源消費所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3至

2035年間，預期將持續增加，但在預測最後的10

年，其成長率將放緩。

二、能源需求(Demand for Energy)
依 據 B P，初 級 能 源 消 費 ( P r i m a r y  E n e r g y 

Consumption)在 2013 至 2035 年間，預期將增加

至37％，以年平均約1.4％成長。幾乎所有的預測

(96％)，預計開發中國家 (Developing Countries)之能源

消費以每年2.2 %速度成長。

開發中的亞洲，自2000年以來能源年均成長率

7%，2013至2035年間預計將放緩至2.5%，結束了

由工業化及電力化 (Electri�cation)所驅動之快速成長。

能源需求的減少是由於經濟成長放緩及能源密集度下

降 (能源密集度=能源總消費量 /實質GDP)。

BP預測，在開發中國家，能源需求成長放緩，將

相當均勻地分佈於主要之燃料類別間 —石油、天然

圖一…初級能源比例 圖二…2013~2035增量(燃料別)
*：再生能源包含生質燃料(Biofuels)。(註:toe每噸油當量)

資料來源: BP Energy Outlook 2035, February 2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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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代不斷增加。

英國石油公司在2035年展望中，預期2035年之全

球初級能源投入發電將增至47%，其組成結構方面，

經估計BP各初級能源投入發電圖示得知，煤仍然是

發電之主要燃料投入將超過1/3約35%；其餘依序為

天然氣約22%，再生能源約15％，水力約15%，核能

約10%，石油約3%，且未來最大的變化是再生能源

投入發電之比率將增加以及燃煤投入發電下降，均詳

如圖六所示。

四、 技術發展及生產力 ( T e c h n o l o g i c a l 
Development & Productivity)

從2013至2035年，世界初級能源生產量以每年

1.4%成長，此舉初級能源消費量之年均成長率相吻

合。按區域別來看，是全面成長的，其中以歐洲之

成長率最快，每年以2.1%成長；最大增加量則來自

亞太地區，北美則是第二大的增加量來源，且仍是

第二大的區域能源生產者，詳如圖七所示。

BP展望，假設新形式的能源將持續的成長，以透

過技術開發及大規模投資來達成。技術改良及生產

力對供給的成長，BP預測此將作出重大的貢獻。新

的能源來源，如再生能源、頁岩氣 (Shale Gas)、 緻密

岩油 (Tight Oil)、油砂 (Oil Sands)、其他 (如生質燃料

⋯)，每年將以6%的速度一齊成長，詳如圖八所示。

五、石油部門(Oil Sector)
根據BP，技術創新與高油價解鎖了北美巨大之非

傳統資源 (如緻密岩油、頁岩氣 )，顯著地增加了美國

石油及天然氣生產量並且改變了全球能源平衡。

氣、煤、以及非化石燃料各1/4。在已開發國家，石

油及煤需求量之減少大致相等於天然氣及再生能源之

增加。

在預測期間 (2013~2035)，工業部門預計每年將成

長1.4%，運輸部門預計每年將成長1.2%左右，而其

他部門 (住宅、服務業及農業 )預計將是成長最快的

部門，年平均成長1.6%，詳如圖三所示。

就全球而言，2000年以來，煤炭是成長最快的化

石燃料，年平均成長3.8%，但BP預測2013至2035

年，它卻是成長最慢的燃料，每年僅成長 0.8%，主

因係亞洲之煤基 (Coal-Based)產業放緩，以及受許多

國家的環保法規影響。

另外主要市場之天然氣低價格所影響，因此天然氣

將改成為增長最快的化石燃料，每年以1.9%的速度

成長；石油近似於煤，每年只成長0.8%。核能則以每

年1.8%以及水力以每年1.7%速度成長。而以燃料別

整體來看，成長百分比最快的是再生能源 (包含生質

燃料 ,Biofuel)，每年以6.3 %的速度成長，詳如圖四所

示。

 三、電力部門(Electric Power Sector)
英國石油公司預期世界將繼續其電力化趨勢，電

力為次級能源 (Secondary Energy)，而用於發電之初級

能源消費將從2013年之42%比率，至2035年增加到

47%，詳如圖五所示。

全球發電部門之燃料佔有率，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歷

史上轉移，石油在1960年代成長及在1970年代漸失

去佔有率；核電在1970及1980年代增加佔有率，然

後在2000年後下降；以及天然氣之佔有率由1990及

圖三…最終部門之能源消費 圖四…按燃料別之能源消費

資料來源:均同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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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BP，緻密岩油 (頁岩油 ,Shale Oil)之全球技術

可採資源估計約3,400億桶以及頁岩氣7,500兆立方英

呎。最大的資源發現在亞洲，其次是北美地區，詳

如圖九所示。

儘管非傳統資源廣泛分布於全球，但生產似乎仍集

中於北美地區。英國石油公司預計2013至2035年間，

北美緻密岩油之累積產量，是總緻密岩油之技術可採

資源的50%；以及北美頁岩氣的累積產量，估計約為

總頁岩氣之技術可採資源的30%。世界其他地區的比

較數字，預計分別為3%及1%，詳如圖十所示。

在2014年，美國石油產量增至約150萬桶 /每日，

是美國歷史上最大量，係由緻密岩油及液化天然氣

(NGLs)的產量增加所驅動。近幾年美國石油產量增

加，已為曾經所見之最大值，只有沙烏地阿拉伯有

記錄過更大的年生產量成長，詳如圖十一所示。投資

增加及快速的技術創新支持了美國之緻密岩油及頁岩

氣的成長。生產力測定自每口新井生產量，在2007

至 2014年間，美國石油每年增加34%及天然氣增加

10%，詳如圖十二所示。

在未來幾年，預期美國緻密岩油之成長變為持平，

此反映了高油井產量遞減率以及其相對於頁岩氣為較

不廣泛的資源。相對比在BP展望中，美國頁岩氣生

產量預計以每年4.5 %快速成長，儘管成長率逐漸溫

和。

英國石油公司 (BP)預計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將

恢復其於石油市場之支配地位，以及當美國緻密岩油

之成長變為持平，到2030年，預測OPEC將會出現

超過其歷史記錄的生產水準。但是，在短期內，當

美國緻密岩油生產量依然強勁，則對OPEC石油之需

求，預計仍將處於壓力之下。美國緻密岩油之生產量

已成為供給成長的主要驅動力，也刺激了自2014年6

月以來石油價格的大幅下降。

…圖五…總初級能源投入發電之比例

圖七…初級能源生產量

圖六…初級能源投入發電

圖八…新能源形式

資料來源:均同圖一

資料來源:均同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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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至2035年間，美國緻密岩油生產量預計將

增至約300萬桶 /每日。然而，較慢的美國緻密岩油

生產量配上較高的全球需求，則預計將增加對OPEC

石油之需求，因此BP預計OPEC石油將超過歷史上

2007年的高點，到2030年約3,200萬桶 /每日。

英國石油公司預計全球對石油及其他液體燃料 (如

生質柴油 )之需求增加，預估到2035年中國大陸將取

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費國，亦預測美國由

於增加其石油生產及較低的能源需求將在2030年自

給自足。

六、總結

彙總英國石油公司 (BP)所提出2035年能源展望報

告，結論摘要如下：

1.在2035年時，BP預測化石燃料仍提供全球初級

能源供給的81%。而再生能源 (不含水力 )雖較目前成

長近3倍，但仍僅佔全球初級能源供給之8％。

2.在2013至2035年間，BP預測天然氣將成為增長

最快的化石燃料，每年以1.9%的速度成長，煤、石

油每年只成長0.8%。核能則以每年1.8%及水力以每

年1.7%速度成長。而以燃料別整體來看，成長百分

比最快的是再生能源 (包含生質燃料 ,Biofuel)，每年以

約6.3 %的速度成長。

3. 2035年展望中，BP預期2035年之全球初級能源

投入發電將增至47%，其組成結構方面，經估計各初

級能源投入發電圖示得知，煤仍然是發電之主要燃

料投入，將超過1/3，約35%；其餘依序為天然氣約

22%，再生能源約15％，水力約15%，核能約10%，

石油約3%。且未來最大的變化是再生能源投入發電

之比率將增加以及燃煤投入發電下降。

4.透過技術開發及生產力，新的能源來源，如再生

能源、頁岩氣、緻密岩油、油砂、其他 (如生質燃料

⋯)，每年亦將以約6%的速度一齊成長。

5.英國石油公司預計全球對石油及其他液體燃料

(如生質柴油 )之需求增加，預估到2035年中國大陸

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費國，亦預測美國

由於增加其石油生產及較低的能源需求將在2030年

自給自足。

七、主要參考資料:
1. BP Energy Outlook 2035, February 26,2015 ( http://www.bp.com/

content/dam/bp/pdf/energy-economics/energy-outlook-2015/bp-

energy-outlook-2035-booklet.pdf )

2.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World Energy Outlook Special

Report, Washington D.C., U.S.A.,2015

圖九…剩餘的技術可採資源

圖十一…最大的石油生產量增加

圖十…2013~2035累積產量

圖十二美國每口新油井的生產量

資料來源:均同圖一

資料來源:均同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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