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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為人類社會生產和生活之所需。能源之取得和使用顯著影響世界各國

的經濟、環境和人民生活狀況，並且也導致全球暖化、環境污染、重大核能災

變、不均衡發展、戰爭等全球性問題。因此，能源問題是攸關人類永續發展的

重要議題。

    台灣的環保團體長期以來關注能源問題，倡議停止核能發電、發展再生能

源、落實民主參與權利，以建立非核家園。2002年公布施行的環境基本法已規

定非核家園為我國能源政策要達成的目標。2011年日本福島核能電廠災變之

後，我國反核民意更為高漲，政府因而決定暫時封存核四。但台灣仍有三座老

舊核電廠在運轉，政府並打算延長他們的除役期限。台灣未來要繼續依賴高風

險的老舊核電廠或是追上先進國家腳步推動綠能、節能政策？國家能源政策正

面臨關鍵的十字路口。因此，政府目前正在籌辦「全國能源會議」以尋求社會

共識。然而會議尚未舉辦之前，政府仍於網路置入大量宣傳，行銷擁核政策。

政府在本次會議籌辦過程先射箭再畫靶，無視環境基本法之非核家園規定，顯

然已為老舊核電廠延役、核四工程重啟預設結論。這將導致國家能源政策持續

封閉保守，與人民之期待脫節，失去全國能源會議之政策高度，嚴重背離積極

發展綠能和節能的國際能源發展潮流。    

    為謀求國家可長可久之能源大計，以確保台灣的永續發展，台灣環境保

護聯盟等民間團體，秉持人民參與的精神，擬於2015年1月23日及24日召開「

2015民間能源會議」，邀請環保團體代表、學者專家、產業界代表、民意代

表、政府官員等人士與會，針對以下主題加以研討：

1.　國際能源政策與發展策略

2.　非核永續能源政策

3.　能源效率與節約能源（需求面）

4.　綠色能源發展（供給面）

5.　能源市場自由化與綠色稅制（制度面）

6.　地方與社區綠電發展（實務面）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秘書處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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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能源會議演講摘要 
歐盟能源政策

龐維德處長
歐洲經貿辦事處

     歐盟28個會員國，五億人口，全球經濟的1/4。歐盟的

任何一個政策，28個會員國用不同的方式在他們自己國家落

實，是相當複雜也相當豐富。

    「歐盟能源政策」面對四個挑戰，一個是溫室氣體排放

，跟能源使用息息相關。第二個挑戰是能源安全與供應，對

國家安全和歐盟安全有很大的關係。（特別是歐盟與俄羅斯

的關係變緊張以後）歐盟警覺太依賴能源的進口。第三個挑

戰是空氣污染，�是來自能源的使用比較多。第四個問題，

核能的安全。歐盟會員國之間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會員國

有 75%的電力來自核能—法國；有的會員國已經決定放棄核

能；有的會員國早就放棄；有的會員國從來沒有開始發展； 

但是，歐盟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是，核能安全怎麼保證？
       溫室氣體、氣候變遷跟能源有很大的關係。溫室氣體排放80%來自能源，其他

像農業、工業的部分是比較少。一個能源政策，一定跟氣候變遷的政策一起考慮。歐

盟的能源進口依賴率，從1995年43%到2011年53.8%，基本上解決方案有兩個大的方法

可降低能源依存度，一個是降低能源使用，一個是更好的能源配比。

                           歐盟進口能源依存度 

       降低能源使用，有些做法是不需要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比如說提高能源效

率，用更多科技，舉例來說，替換節能產品如省油汽車。另外一個方法是降低能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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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比如：把汽車換�腳踏車、冬天降低使用空調、暖氣，降 

低室內的溫度。所有的方法都必須並行。減少石化燃料，用更多再生能源，減少石化

燃料，用更多再生能源，當然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有直接關係。 

       關於核能的辯論，歐盟各個國家有自己的方法，大家都在探究這個問題。歐

盟去年11月已經�了2030年的目標，由28個會員國的政府、首腦、總統或總理一起決

定減碳目標：到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排放量降低20%，2030年的目標降低

40%，2050年的目標是降低排放量至少80%。

                      歐盟2020年減碳、綠能、節能目標  

       歐盟預計2020年的能源配比裡有20%的再生能源；2030年27%。能源效率到

2020年提高20%；到2030年提高27%。但是歐洲的環保團體，覺得這樣不夠。目前減

碳目標會超過歐盟的目標，降低排放量24%(原目標是20%)。2030年降低40%，應該可

行。再生能源的比例，2020年目標是提高20%，歐盟大概會到21%。可是提升能源使用

效率，節能20%的目標已經知道達不到。對歐盟而言，能源使用的控制是目前我們碰

到最大的瓶頸。

       歐盟並非經濟不好才減碳、節能。20年來歐盟的GDP�長45%，溫室氣體的排

放量降低17%。而且歐盟工業繼續�長，並非�為外移而減碳。以會員國—德國為例

，2014年，能源的消耗減少了3.8%，國民生產毛額GDP�長了1.4%。證明可以繼續發

展經濟同時，降低排放量，同時降低能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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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碳排放與經濟發展脫鉤

       有90%的歐洲人認為氣候變遷是嚴重或非常嚴重的問題。80%的歐洲人�覺得

有辦法一方面更有效率地使用能源，一方面繼續發展經濟。台灣永續能源基金會的民

意調查顯示，去年4月，85%的台灣人支持通過溫室氣體減量法。�就是說，台灣的老

百姓�覺得有問題，政府需要採取政策。台灣相較於歐盟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歐盟的

企業界�支持減碳，台灣的企業界未必支持。

       Business Europe是由歐盟的大企業組�的團體，去年已達�共識：強烈支持

全球減碳的努力，並呼籲各國政府和歐盟執委會達�一個有野心的2015年全球氣候協

議。無論2015 的全球氣候協議結果為何，歐盟都應設立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2030減

碳目標。他們希望歐盟政府採取積極對抗氣候變遷的政策，他們甚至說，如果2015年

在巴黎UNFCCC的會議中，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國際性的共識，那歐盟還是要自己做。雖 

然每個會員國的目標可能不太一樣，有的有辦法做更多，有的�為各方面的環境、企

業、經濟的�素，沒辦法做這麼多。歐盟有非常多的經驗、實驗、好的典範和案例， 

�有一些失敗的部分。

       另外一個最核心的工具，是Emission Trading System碳排放交易制度。全球

有不少正在運作的碳排放交易制度，有一些在發展當中，像韓國今年1月1日就已經開

始啟用他們的碳排放交易制度。台灣還沒有把這個東西變�一個政策目標。

       歐洲產業的能源密集度，現在比2001年減少了19%。在歐盟，平均新的建築物

的能源需求跟30年前比是一半。最近2012年�了新的歐盟能源指令，裡面有一些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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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業、會員國的要求。越來越多的產品，必須提供能源標示，讓消費者了解他們買

的產品到底會耗能還是不耗能。

       消費者會買能源效率比較高的產品，是�為電力價格比較高。如果電價很低

的話，那麼消費者不在乎，而大企業�不會努力投資降低能源的消耗。台灣的電價實

在是太便宜，是全球最便宜之一，這樣的電價沒辦法發展出真正的政策， �沒辦法

提供整體的經濟一個環境給予他們好的投資機會。電價比較高一點會提供整個社會、

經濟投資的機會。

       歐盟幾個會員國的例子：丹麥2014年的再生能源，用風力發電提供39%的電

源。丹麥2020年再生能源的目標，應該達到50%（歐盟的總體目標是20%）。另外一個

例子，英國是比較大的國家，發展綠能比丹麥難，但英國的風力發電已經提供9.3%的

總體電力，2014年風力發電的�長率15%，�會繼續發展下去。德國的電28%來自再生

能源，德國是8000萬人口的工業國家，所以，達到28%是很不容易的�就。

       再生能源其實不貴，最便宜的電力現在是5 to 7 cents €，是天然氣或煤電

廠的價格，風力6 cents €，太陽能8-9 cents €，核能11 cents €，煤／天然氣

二氧化碳封存場是比較貴，11-15 cents € per kWh。11-15 cents € per kWh。 

其實再生能源比一般傳統的天然氣貴，可是並非貴得付不起，而且有越來越便宜的趨

勢，現在的太陽能比8年前便宜80%，而且應該會繼續下去。

                                 綠能不貴

       義大利8%的電源來自太陽能，德國6%，希臘6%，比利時3、4%...等。台灣是

個很大的PV太陽能板出口國，可能佔全球PV產量的20%，可是，台灣台陽能的發展很

慢。德國和台灣比起來，陽光曝曬度很低，但是還是大力發展，台灣還有空間可以改

善。

      有很多節能減碳的方式不會干擾我們的日常生活，可是會降低我們的能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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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歐盟Horizon 2020的研究計畫，每年都會用將近10億歐元發展新的能源安全、乾

淨、高效的能源，台灣的研究機構�可以跟我們一起來參加Horizon 2020的研究計

畫。

       台灣跟歐盟之間還有很多可以分享，兩件很重要的方向：一個是地方政府， 

台灣跟歐盟之間還有很多可以分享，兩件很重要的方向：一個是地方政府，�為歐洲

地方政府在能源消耗的效率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覺得兩邊的地方政府之間的對話

�是有辦法帶來不錯的效果。歐盟跟台灣的非政府組織之間，未來�歡迎更多對話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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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核永續能源政策 

王塗發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召集人

      主持人、各位環保朋友大家早！今天跟各位報告

非核永續能源政策。基本上，我們要了解現在政府正準

備要召開全國能源會議。我們要問的是，為何要召開能

源會議？我們希望是制定新的能源政策。到底台灣能源

政策出了什麼問題？是能源安全問題嗎？能源價格問題

嗎？還是能源結構問題？到底國際潮流發展趨勢如何？ 

我們要問的是怎樣建立一套可長、可久的新能源政策。 

要建立可長可久的新能源政策，一定要先確定核心價值

與未來發展的方向；要認清國際的潮流，借鏡國際�功

的經驗，改進過去錯誤的政策。這�是為何今天要邀�

日本的專家、 歐盟的專家，來跟我們做報告的主要原

�。

      自從產業革命以來，�為消耗大量的能源，對環

境產生很大的衝擊，造�現在全球暖化、溫室效應問
題。個問題從1980年代以來就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聯合國世界環境暨發展委員會

在1987年發表一份布蘭德報告書《Our Common Future》（我們共同的未來）；這裡

面就特別強調永續發展的重要性。永續發展是一種發展模式，既能滿足我們當代人的

需求，同時又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需求的發展。它是兼顧經濟�長與環境保護，並

考量跨世代間的社會公平正義的發展型態。這裡面就涵蓋三個層面，涵蓋了經濟、社

會與環境三個系統。這三個系統的發展跟能源都有密切的關係。�此，從1990年代以

來，西方先進國家，就非常關心economic development（經濟發展）,energy con-

servation（能源節約）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環境保護）三者之間的

平衡問題。這個3E問題可以說是永續發展的核心問題。�此，這些先進國家�是從

1990年代，就開始積極制定與環境友善的新能源政策，從過去著重開源轉為優先節流

為主。節流當然就強調節約能源與提升能源效率。開源指推廣新的能源與再生能源。

       聯合國大會非常關心開發中國家，現在有26億人口仰賴傳統生質能炊飯、取

暖，有13億的人沒有電可以用。 聯合國大會�體認到提高能源效率、增加使用新能

源與再生能源，是攸關消除貧窮與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的落實。於是在2012年大會

決議宣佈，從2004年起10年為人人享有永續能源的10年（2014-2024 Deca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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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這個宣示在凸顯追求人類永續發展是當前國際社會

的主流價值。這對台灣而言，應該深具啟發。但是我們政府的作為卻是與國際潮流背

道而馳。1月26日要召開的全國能源會議就早有預設立場，實際上是想要讓既有的核

電廠延役。這是我們必須強烈反對的，先在這邊提出嚴正的抗議。

       我們要制定新的能源政策，要先看看到底我們原來的能源政策有些什麼問題? 

我的歸納有三點：最主要是能源市場的獨佔造�效率不佳；獨佔的電力事業造�過度

投資與資源浪費；獨佔的電力市場結構阻礙了再生能源的發展。其實，能源市場沒有

效率的問題，是由中油與台電獨佔油氣與電力，造�效率低落的問題，這個事實就不

必多談。比較大的問題是：台電是獨佔的企業，又是國營企業，這就很容易產生代理

人的道德風險問題。道德風險問題是�為台電負有穩定供電的政策任務。要達�這樣

的政策目標，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拼命去蓋電廠，而且是蓋大型的電廠。這樣的情形就

會造�電力供給過高。台電為了要拼命去蓋電廠，都會先高估未來的用電需求。再加

上通常需要有一個合理的備用容量率，台電就規劃一個偏高的合理備用容量率，這樣

就有理由去蓋電廠。例如：過去都以20%的備用容量率做為規劃的目標，而事實上8% 

~ 10%就夠了。大家看這張圖就知道了。實際電力需求，如果是這條A線，但是他會刻

意高估未來的經濟�長率、高估我們未來的用電需求，就用這條B線。�要8% ~ 10%

的備用容量率就夠了，但是台電規劃需要20%（現在改口說15%），那麼就跑到D這條

線。D與C的距離，就是過度浪費投資的部分。�此，導致我們從2001年以來，備用容

量率都超過13%；2008年以來，備用容量率都超過20%。而備用容量率是跟尖峰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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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比，比尖峰用電量多出來的，可以發的電量，就是所謂的備用容量。若以2011年來

看，事實上20.6%備用容量率，一整年的產能利用率平均�有59%，�就是說有超過

40%的電廠平常是關起來養蚊子，這就是浪費投資的問題。如果核四廠繼續蓋下去，

�會造�備用容量率的增加而已，完全是浪費的投資。

       �為台電浪費的投資太多，所以現在累積負債非常高。�為蓋電廠有大部分

資金是要貸款的，現在累積負債已超過一兆三千億元。各位想想看，每年的利息負擔 

，加上浪費投資電廠的這些折舊費用，一年就要好幾百億元；而產能利用率又不到六

�。這樣的一個公司，怎麼會不虧損？當然會造�累積虧損。現在累積虧損超過二千

二百多億元。台電當然就要靠漲電價來彌補它的虧損黑洞。在我們現在的制度之下， 

再生能源發出來的電�一定要賣給台電，台電再賣出去。現在電已經是太過多了（大

量供過於求），台電還要花錢去買再生能源的發電，難道它「頭殼壞了」嗎？這�會

讓它多虧損，�會增加支出，不會增加收入，所以台電當然會想盡辦法阻止再生能源

的發展。這樣的獨占事業如果不被打破，說要發展再生能源、推動綠能，那是impos-

sible, mission impossible！如果核四再運轉，可以增加5.5%的發電量，那麼還有

再生能源發展的空間嗎？當然不可能！在這樣惡劣的市場結構下，再生能源發展當然

是困難重重。到去年底，我們再生能源的發電量，不要算大水力的話，佔不到1%，跟

全世界相比，大概不到人家的四分之一。我們如果不解決這樣的問題，要去談新的能

源政策，�有白費唇舌。

       那麼，到底台灣需要什麼樣的能源政策？我們認為，需要非核永續的能源政

策；其核心價值就是「永續發展、永續能源、非核家園」。當然�必須要把一些觀念

導正過來，例如：重視節流勝於開源。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必須以節流為最優先，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及節約能源。另外很重要的，必須製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來 

落實能源市場自由化。如果沒有辦法落實自由化，還是由台電一家獨佔公司來壟斷的

話，那麼任何能源政策都無法著力。在開源方面，基本上對於再生能源的發展是非常

重要的。另外，核四廠現在雖然是封存，但是必須讓它永遠的關閉；�就是說應該廢

除核四廠，才能夠建立永續發展的非核國家。

       我們對非核永續能源政策的構想就是：提升能源效率、加強節約能源；積極

推動能源事業自由化；配套的措施必須建構全台智慧型電網及電表、加強電力需求面

的負載管理；在開源方面，積極開發再生能源、調整能源結構、提高能源安全保障；

另外的配合措施，就是積極推動綠色稅制改革；我們必須要�一個目標，在2025年前

告別核電，實踐非核家園的理想。

       在提升能源效率方面，每年至少應該提升能源效率2%以上。這可以從各個部

門去做，包括工業部門、交通運輸、住宅商業部門等。另外照明設施方面，要全面推

動省能燈具來取代白熾燈具。

       在市場自由化方面，下午有一場我會詳細地來介紹自由化的部分。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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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廢除過去對中油、台電的特權保障。輸配電系統與發售電應該要分離。

       至於為什麼要談到智慧型電網？事實上，有了智慧型電網及電表以後，對提

升能源效率的使用有很大的幫助；對於促進再生能源的發展�有很大的助益；�可以

真正實施時間電價制度，普及到一般家庭用戶，落實負載管理，縮短尖、離峰的差

距。

       在積極開發再生能源方面，再生能源有非常多的好處。我們接下來，在能源

供給面有很多報告會做詳細的說明。事實上，台灣再生能源蘊藏豐富，條件比世界上

其他國家像德國、日本的條件都來得好，這個事實上是可以好好進行。

       在配合推動綠色稅制方面，能源稅條例與溫室氣體減量法，都應該好好去推

動。在告別核能這部分，現有的核電廠大概佔10.5%左右的裝置容量，在2025年之前

要取代這10.5%，其實方法很多，如節約能源、提升能源效率，這些都可以。若包括

再生能源的發展，事實上是不會有問題的。如果不需要過多的備用容量率，�就絕對

沒有問題。

       時間的關係，我就移到結論。我還是要強調，台灣必須立基於「永續發展、

永續能源、非核家園」的核心價值上，建立一套邁向「永續發展」理想目標的非核永

續能源政策。事實上，要在2025年前告別核電，實現非核家園理想，台灣一定可以辦

得到，關鍵就在於政府的態度、決心與魄力。希望我們今天在座的各位、民間的團體

好好來督促政府！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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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儘速採行非核能源政策 

施信民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創會會長

       各位朋友，剛剛吳榮義董事長說大家對發展非 

核永續能源都已經很有共識了，我在這裡還要談些什

麼？我想最主要是如何行動去落實。我簡單講一下， 

我們30年來的努力，以及要採取何種非核能源政策方

案。

       台灣能源最主要的爭議議題，就是核電的議 

題。台灣現在有4座核能電廠，8個機組，大家應該都知

道，其中核一、核二、核四是在台灣的北部，核三是在

南部。北部核電廠30公里的逃命圈內，有五、六百萬的

人口，這是很重大的能源議題。這五、六百萬的人口， 

如果遇到核電災害，怎麼辦？

       政府為什麼一直強調要發展核能發電？綜合他

提出來的理由，第一個是便宜，第二說是準自產能源， 

第三說是低碳，然後說是低污染，再來說是非常安全。

事實上核能發電的本質是危險的，這從多件重大的國際核災的發生，可以得知。其次

，它是昂貴的，這個有很多人提到過。還有，它是低效率的，比較一般的熱力機（汽

力機）的發電廠來講，原理是一樣，�是熱能的產生，一個是從化石能源，一個是從

核能；從熱轉換為電，核能發電的效率比一般的火力發電的效率來得低。核電會產

生核能廢料，是貽害萬年的；並且它會產生核武原料，導致核武的擴散。核能發電必

須依賴其他能源才能夠運作，各位知道，核能電廠裡面，�有核能是沒有辦法讓原子

爐（反應爐）運轉的，一定要有柴油發電機，先產生電力，然後才能讓反應爐開始去

運作。核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於再生能源，所以用它來減碳是不對的做法。核燃料

�有用完的一天，所以不是永續的能源。後代子孫對核電所產生的核廢料必須花費更

多能源和�本來照顧。核電�阻礙了再生能源的發展，還有節約能源、提升效率的努

力。所以，發展核電是不利於解決全球暖化的危機，並且會使人類承受更多的核災風

險。

       對台灣來講，台灣是地狹人稠的海島，位處地震帶，地震、颱風等天災非常

的多，所以缺乏發展核電的自然和社會條件；萬一發生重大核災，台灣社會是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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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的。現有的核一、二、三廠，已經老舊，所以風險也愈來愈高。核四，各位知道

，問題重重。核能電廠的存在，是讓我們人民生活在核災的恐懼之中。

       真正要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增加能源自主的方法是：節能、提升效率、調

整產業結構、降低能源的消費、發展再生能源或者增加天然氣發電。

       回顧我們台灣推動非核家園的歷程，在座的張國龍教授、黃提源教授差不多

在1985年就開始，針對核四的興建，提出反對的聲音，到今年差不多30年了，歷經很

長的時間了。我們現在核四的計畫是1992年行政院正式推動。經由我們的努力，在

1996年立法院曾經通過一個廢核案，但是又被行政院覆議而撤銷了。 到2000年10月

的時候，�民進黨執政，行政院正式提出了停建案，但是，立法院反對，做出復工續

建的決議。後來，陳水扁總統妥協；所以，2001年2月就復工續建。但是，朝野達�

了「非核家園」的共識。這個共識，進一步在2002年的時候，立法院通過了「環境基

本法」，其中第23條納入要求政府要�定計畫，逐步達�非核家園的目標。當然，環

保團體希望早日解決核四的問題，所以，一直推全國性的核四公投。但是，立法院

又通過了「鳥籠」公投法，使得陳總統承諾的全國性核四公投受阻，一直到現在。

2008年國民黨執政之後，「非核家園」的政策就被摒棄，他把核能列為「低碳」能源

選項，希望能夠擴張核電。但是，後來�為2011年福島核災，核電的政策又變�「穩

健減核」，就是：核四要商轉，現有的機組不延役。但是，在反核的民意高漲之下，

2013年，江宜樺院長宣佈：核四是否停建，由立法院提案，交付全民公投。這是希望

用鳥籠公投法來合理化核四續建。在我們繼續努力之下，2014年4月28日，在林義雄

先生的禁食要求停建核四的情況之下，江院長宣佈：核四停工封存，將來是否運轉交

由全民公投決定。這是我們30年來努力到現在，大致的情況。我們最大的�果當然就

是把「非核家園」的理念納入法律的規定。

       目前台灣核能發電裝置容量的占比，差不多是10.53%（2013年），它的發電

量是16.50%。但是，備用容量率，這幾年來，大概都是20%左右。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就把核能發電停掉，我們�不會缺電；何況，由年平均的設備利用率來

看，台灣全體的發電設備之利用，多年來一直沒有超過50%的設備利用率，可見，發 

電設備事實上是過剩的，我們需要的是加強負載管理，抑低夏季的尖峰用電。 電設

備事實上是過剩的，我們需要的是加強負載管理，抑低夏季的尖峰用電。大家都知

道，應該發展再生能源；在民間的努力之下，台灣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是在2009年公

佈施行，並且獎勵發電的裝置容量到10GW，就是1000萬千瓦，差不多是目前核電裝置

容量的1.9倍。但是，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之後到目前，再生能源的發展並不佳， 

目前其裝置容量占比差不多是7.83%（2013年），但是，如果把慣常水利和焚化爐那

些去掉以後，裝置容量�有百分之二點多。發電量整體來看是4.28%，但是，如果不

算慣常水利和廢棄物的話，就�有0.88%。所以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所獎勵的這些再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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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裝置容量也好，發電量也好，都是很低的，可見，成效不佳。

       採取非核家園的政策，是大家的共識，要怎麼樣來做到？就簡單歸納如下。 

首先，我們希望政府能夠遵守非核家園的法定目標，早日停止核一、二、三廠的運

轉，不得延役。再來，就是早日廢除停工封存的核四廠。�為封存的核四廠，事實

上，我們還是每天要花費經費去維護它的存在。第三，要調整產業結構，推動節能，

提升能源效率，加強負載管理，�要停止高耗能、高污染工業的持續擴張。再來就

是，減少燃油、燃煤發電的使用，落實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提高再生能源的發電量。 

還有，積極鼓勵新能源技術和再生能源技術的研究、發展與推廣，提升台灣綠色能源

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更重要的是要鼓勵民眾參與再生能源的發展，特別是鄉村地區的

民眾。再來是，儘速通過能源稅條例、溫室氣體減量法以及相關的立法及修法。還有

，儘速修�電業法及相關法令，打破台電之壟斷，促進電力系統多元化、分散化。

       面對危害台灣永續發展的核能發電政策，我們一定要持續反對。剛剛有提到

，1月26日的全國能源會議，政府的目標是想要繼續使用核電， 所以，把核一、二、

三廠的使用年限拿出來討論，看看能不能延役，封存的核四廠是不是大家有共識讓它

有一天再啟動。我想，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所以，希望我們繼續努力，可以早

日把核四廠廢除，而且，讓核一、二、三廠停止運轉，讓台灣能夠儘速邁向非核家園

的目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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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核家園 

許富雄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北海岸分會長

       各位好！我是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北海岸分會 

會長。我們的前輩與專家都已經講過，我�很認同。 

我記得非核家園第一次是在經濟部12樓開，我那時

�參與，但是到現在�有十多年了。民國92年到現

在， 第一次的籌備會我�參與，開兩次會議，就結

束了。 第一次開會我就說，非核家園是騙人的。是

在騙我們地方人口稀少的居民，核四停建，現在又要

復建。 就是用非核家園來騙我們。我�說過了，核

一、核二、核三當時說要使用25年、21年、19年，時

間到了，先進國家25年就停廠，核四還要繼續興建，

怎麼非核家園? 根本就是用藉口在欺騙我們。之後就

沒再開會了。核一廠及核二廠現在要做乾式貯存，看

能不能做�。如果做�，我就要發動抗爭，去圍廠。 

現在是新北市市政府擋住，建照還未給予。現在有前

輩們說過的話，我就不再說了。接下來說要運轉，我

也打電話去原能會罵人。如果要做乾貯，必須跟當地的居民溝通，否則就會抗爭。總

是要想辦解決最終處理的問題，如果乾貯空間不夠用，難不�要繼續放不管嗎? 不�

是北海岸居民的事情，其實關心這議題的人都應該要幫忙。到時候出事了，全國居民

都受到影響。台灣是海島，與日本、美國、蘇聯不能相比，一旦發生事故，整個台灣

就沒了。以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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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核家園 

吳文樟
鹽寮反核自救會會長

       我們敬愛的主持人呂忠津，呂教授、各位貴賓

及各位反核的前輩們大家好！

       我是來自好山、好水、好風景的東北角；也是 

好憂、好愁、好煩惱的貢仔寮。為什麼我要說好憂、好

愁、好煩惱的貢仔寮呢？因為我的家鄉蓋了一座令人厭

惡的核四廠。可是大家又會質疑的說，不是封存了嗎？ 

所以我今天就要拆穿馬英九總統的二種謊言。

       其一是，大家知道核四廠建多久了嗎？從民國

69年開始徵收土地，到現在，少說�有35年了。雖然中

間經過幾次波折，建建停停，可是國民黨，偏偏就是要

把它蓋起來。為甚麼呢？我在此大膽的說，就是利益掛

勾。怎知那是一部不能啟動的拼裝車。執政當局還是把

它當作錢坑，不斷的追加預算。從原先一仟柒佰多億， 

追加到目前参仟参佰多億，追加的額度將近一倍。所以
我常說馬英九總統是我們台灣最大的詐騙集團。專門詐騙我們台灣人民的納稅錢，難

怪他的民調�剩9%。

       大家記得民國99年吳敦義副總統當行政院長時，說要慶祝建國百年，核四要

讓它商轉，結果呢？每次試運轉，每次都失敗。不是淹水，就是火燒電線，甚至還

有電線被老鼠咬斷。到了民國100年根本沒辦法商轉。要跳票之時，剛好託日本福島

311核暴之福，大家緊張會不會傷及我們台灣，他們卻在沾沾自喜。

       馬英九總統還說為了安全起見，�國外專家來安檢。那這些國外的專家就是

我們國人去香港，過個鹽水回來就是專家，什麼專家？就是專門欺負人家，專門欺騙

人家的專家。這樣一拖又拖三年。�為當時的核四，台電根本沒那種技術把它拼裝出

來。所以那時我常說，核四是一部拼裝不出來的拼裝車。所以才一拖再拖。再說核四

廠原先得兩部機組，現在�能說�剩一號機。�另外的二號機已完全停擺。�部份的

零件已拆除裝到一號機組。這兩部機組�長期日積月累，有的以腐蝕、潰爛，所以�

能犧牲二號機組，來完�一號機。騙我們百姓，核四可以商轉。 那我們所花的錢参

仟参佰多億，�能完�一號機。如果二號機組要讓它商轉，預算又要重編。馬政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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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又可以A了。

       謊言其二，就是我們台灣電力公司，長年都不缺電，年平均節餘電至少有

22%。可是到每年夏天，用電量比較多的時候，他們就發布新聞，今天的用電量又超

高，使我們百姓又緊張，又害怕沒電，怎麼辦? 其實我們從921大地震到現在，�沒

有停過電。現在更可惡的是台電要把台電的節餘電降至3%，怎麼降呢？就是把火力發

電廠，部份先暫停不發電，對外就說要歲修。等到明年夏天，用電量較高時，就說核

四廠不商轉不行，要啟封商轉了，否則台灣電不夠用，要限電。核四廠若啟封商轉， 

它的總發電量才占3%。所以我要呼籲我們台灣百姓，核電全部把它關掉，我們�不缺

電。�為我們的核一、核二、核三廠總發電量占11%。我們的節餘電有22%。所以台電

節餘電22%扣除核電總生產量11%，�有101%的節餘電。希望台電不要搞小動作。我們

台灣能早日�為非核家園。謝謝大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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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與節約能源 

林子倫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主席、在座的各位先進、老師、董事長

，大家午安！時間的關係，我想就符合最近的

新潮，講重點，可能還要先講結論。我把重點

跟各位做分享。今天主辦單位，環盟老師提供

我這個場次，我的會議資料提供包含社區供電

，可是，我在最近比較關切，希望從地方及社

區的角度，我想這本來是明天早上重要的主題

，就是說，怎麼從這個角度開始推動台灣再生

能源的發展。

       我自己在這幾個主題裡面，希望從中央

到地方的關係，不過，基本上，我呼應今天王

老師這邊分配主題，希望我多強調能源效率需

求面的部分，所以把重點擺在永續能源重要議

題的關鍵政策發展。早上有非常精采的討論，

包含歐盟的一些關鍵政策的發展，時間上，我就很快處理。�為我本來有好幾個方向

，但是由於時間的關係把它刪掉，等一下如果有時間可以再討論。包含第一個是能源

效率與節能，為什麼它應該還是最重要關鍵政策。需求面管理一直是我們談能源議題

非常關鍵，等一下再談目前世界幾個重要報告與發展。

       我在這裡呼應潮流，希望在這個議題上，除了關切中央百分之幾的能源效率

提升之外，�可以把關注點推到地方政府，剛好呼應了前一陣子地方政府的選舉，可 

以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已經開始有新的政策，但是，看起來，他們對能源效率議題還是

比較陌生，整體看起來�沒有什麼新的政策發展，但是，如果嚴格說來，大概在前幾

年，環保署或者能源局曾經提過一些地方型的能源政策：低碳城市或者光電城市。但 

是基本上，整體地方能源政策思考還不是很完整。我希望透過這個機會把不管從再生

能源發展、能源效率的提升，我希望在最後倡議一個新的再生能源或者新的能源策略

，從中央再轉到地方，希望這次新的縣市首長上任能重視能源政策這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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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幾分報告跟各位分享，第一個是IEA每年定期出版的World Energy Out-

look。第二個是IEA這一份25個所謂的能源政策建議，Energy Efficiency Policy 

Recommendations。另外是，國際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 International）在過

去十年長期出版一本叫做The Energy Revolution，有提到再生能源、能源效率的發

展。從這三份關鍵的政策，而且在去年最新的政策發展可以看出，化石能源還是最重

要的方向。但是，他們都一致地指出，能源效率的提升、節能是最關鍵，必須重新被

放到非常重要的角色。雖然大家都一直強調再生能源，可是節能這一塊，其實在座很

多先進�一直提到，我覺得台灣還有很多方向。整體來看，有三個重點。這三份報告

，第一個，提升能源效率，節能部分。第二個，調整產業結構。第三個，發展再生能

源，這些跟今天大會的主題都非常呼應。由於時間關係，其他兩項就交給其他先進和

講者。我在這裡主要針對這幾份報告，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在網路上download，這

本要花錢購買，其他兩本是free，這本有summary甚至有中文版。

       未來的這幾份關鍵報告，或許不太可能馬上face out，但是可以看到，他在

長期的預測，他所扮演的角色跟比例，其實已經越來越少。能源效率和再生能源其實

比例是更擴大，各位看到早上歐盟的報告，其進展速度非常驚人。整體來看，雖然能

源效率和再生能源被視為能源永續發展的兩項支柱，但，能源效率和節能被視為�本

最有效�是最快的方式。Green Peace在這裡面第一次提到差不多有2/3的電被浪費掉

，歸�於有很多不當的產品設計。

       剛剛有幾位朋友提到我們這棟樓後面有很多燈都開著，等等我們去反應一下

。據說這一棟有得到綠建築，但是還是有很多不盡滿意的地方。就我們自己使用者來

看，其實還有很多改善的地方。IEA�提到，在未來消除能源和投資障礙，有可能更

釋放相關的潛力，對於節能的部分，�可以減緩很多新的油田、甚至�可以減緩再生

能源的開發，�為再生能源的開發並不是完全沒有問題，而是阻礙，事實上，如果能

在節能方面多做一點，是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

       在這本報告裡面有七大重點，其實�都不陌生，現在�是端賴政府的決心、

政策把這些東西落實。他提出幾個，我很快帶過去：第一個是跨部門的部分；第二個

是現在有很多都更，可能我們稍後在幾個slides提到，台灣目前在能源的部分雖然在

組織和法令上，在未來的都改能夠變�經濟和能源的部分，整體下到地方政府，地方

政府其實沒有能源的對應單位。我們看縣市政府，有的包括產發局，有的包括經發局

，有的包括其他的單位，或是環保局，但是，我們在跨部門，不管垂直或水平協商，

�非常的關鍵，在這裡面�包含各種投資或各類議題。

       另外就是建築。建築如果放到都市裡面，其實，都市和運輸、建築和運輸，

這幾年能源效率快速提昇，建築在台灣其實某種程度，呼應了第一項的跨部門，我們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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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一起處理。我們現在某種程度來看，還是相對的被動，相關的誘��不足。電氣設

備相關的認證�是提到的重點。照明大概全球消耗了20%的能源，和核能發電的發電

量相當。所以，他們認為照明是非常關鍵的節能設備。

       台北市在最近全面換了LED燈，這可能是第一步，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細部的

部分必須由政策或其他的部分來落實，運輸是非常高的挑戰性，最近幾年許多全球的

會議上都在談這個transportation，可能是過去比較少處理，或是效果還不太明顯的

部分。產業，產業結構轉型�是台灣面臨非常重要而且長期的挑戰。另外，還有智慧

電網，以及相關設施，使用端或相關效率的改善，事實上，透過更多資訊的部分，我

最近才聽說其實，台灣有很多智慧電網相關的設備在台灣是先進的，或者，在太陽能

方面，其實，國內政策相關的支持是不足的，這其實可以解決我們很多的問題和能源

效率的提昇。

       在這部分裡面其實提到幾點，包含使用再生能源、使用分散式的電網、放棄

這些相關污染的使用。而且，他特別強調社會和資源使用的公平，提倡相關的運輸，

這幾點大家都不陌生，但最近在相關的討論，特別是接下來的全國能源會議，好像�

沒有注意到這議題受到重視，�就是，國際上許多團體以及國際上許多組織都一直倡

議對化石燃料的補貼的改革和議處。

       有很多國家碰到資金的問題，�為大家經濟不太好，沒有錢投資，他們其實

在談biomass，就是說，怎麼樣從化石燃料的大量補貼轉到再生能源或能源效率相關

的補貼上，所以，它可以解決財政的問題和能源的問題，�可以解決減碳的問題。所

以，在IPCC的報告裡面，�把停止化石燃料的補貼，或是化石燃料的補貼改革作為他

們七大減碳策略之一。所以，這個部分�應該在未來台灣的政策裡面，變�很重要的

策略。2013年，IMF國際貨幣基金會發佈關於化石燃料補貼的相關報告，台灣是東亞

裡面補貼最高的，特別是在電力部分，這是值得大家關注的方向。另外一個是在：電

器、建築、能源效率的標準上，這個還是有努力的空間。

       電力市場的重整，這個在最近期一直準備提出來，但是，電業法這個部分一

直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另外，還可以做到資訊，透過電網、電錶的接連，可以讓民

眾更清楚直接了解相關的電力設施。

       整體來看，World Energy Outlook每年會提出不同的情勢，最近大概�為美

國、歐洲和地緣政治帶有些忌諱油價的部分，我覺得他的預測可能沒有那麼準，�為

他大概是前半年做的預測，可以看得出來，有很多政治問題，包含天然氣。

       關於能源效率，他提出來非常重要，是舒緩供給壓力的關鍵，他還有提到化

石燃料的補貼超過再生能源，而且，還會進一步排擠其他投資，這�值得各位先進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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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是再生能源技術的進步，以及核能還是重要的爭議焦點。

       虛擬電廠，很多人不陌生，但是，最近台灣環保團體朋友綠盟在推one less 

nuclear power plant邀�首爾市學者來做分享報告，他們在首爾市�立一個節能所

，其實就是這個虛擬電廠的概念，我們可以把這個做一個整理：分散電網、電量運

算、智慧配電，透過這樣改善耗損、效率分配可以提昇效率。

       另外，負瓦特的概念，這是幾十年前早期的能源決策者就提出這樣的概念。

我們應該從能源效率部分，如何與虛擬電廠的概念作相輔相�。�希望資訊開放，現

在大家在談open data, open government, �希望在這個議題上的很多資訊有更多的

開放，包含在價格、使用…等。

       當然，財務誘�

是我們過去比較少重視

的，希望在化石燃料補

貼的議題可以把它帶進

來，可以逐步移除對化

石燃料的補貼，很多國

家都已經在做，英國在

2020年要移除補貼了， 

甚至我們鄰近的印尼，

還有很多國家都做了很

多討論。如果我們國家

沒有錢，或許可以把這些錢從其他對於化石燃料或對其他非永續能源作轉移，事實上

，可以解決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提昇很多的資金方面的挑戰。時間的關係，我做以上

的報告，謝謝大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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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提昇與台灣現況 

徐光蓉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謝謝主持人！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

生、大家好！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討論的也是有關能源效率

的部分，我的討論基本上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假如

對全國能源會議有興趣的人就會發現，我們的政府

說：我們的效率最近改善了不少；我對此提出駁斥。

然後，會討論我們能源的現況；最後會用一點點時

間，和大家討論幾個節約能源例子。

       下圖表列出台灣能源使用現況，包括人口、

總能源消耗、二氧化碳碳密集度、每人每年的二氧

化碳排放、與每人每年用電度數；在國際能源組織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的 

最新的資料中，列出139個國家，�為收集全球資料有兩年落差，這個最新的資料應

該�到2012年。大家可以清楚看出，台灣人口其實不是世界上最多，但是我們能源消

耗與二氧化碳排放，都在全球排24名。而台灣每人每年用電量甚至高達全球第12。假 

如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在我們前面是哪些國家呢？卡達、沙烏地阿拉伯、美國、瑞

                                              典、挪威、冰島，除盧森堡外，

                                              這些國家都是有自產的能源：              

                                              油， 天然氣或大量水力的國

                                              家。但我們的政府還跟大家說， 

                                              我們希望用電零�長是不可能的

                                              事情！�問：用電要�長是用給

                                              誰？我們已經用了這麼多，很多

                                              國家每個人每年平均用電量遠輸

                                              於我們，但是，人家的經濟發展

                                              比我們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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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用最近一期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報導，引用美國 American 

Council for an Energy Efficient Economy（ACEEE）討論每度電的成本，結果“節

約”是最有效、最省錢的方法。所有其他的方式都是比較昂貴的。我們這裡稍做整理

結果是：能源效率提升最便宜，是1/6美分，平均是2.8美分。風、天然氣、煤、太陽

光電8-9美分1度；核電與淨煤加CCS是最昂貴！換成台幣假如節省1度電，成本只要台

幣大概5分～不到1塊錢，非常便宜！這裡面的順序除了天然氣之外，台灣應該和美國

順序相似。核電呢？核電的成本約合台幣大概是2.85至4.05元／度，遠比台電所說的

高出許多，這個數值其實是和法國政府在福島核災之後，確實地做過詳細查核結果相

符合，法國報告說明運轉中的法國核電廠，每度電成本在台幣2.6至2.8元左右。大家

要知道，法國核電廠許多是同類型一起蓋，維修運轉成本要比我們低；即使法國，那

麼高比例的核電，它的成本不像台電所說每度才0.7-0.9元台幣。大家還要注意，我

們政府除了提倡核電外，另外還希望繼續用煤，倡議以淨煤配合所謂的碳的捕捉與封

存，但完全不提這是個尚未成熟且非常昂貴的技術。

       其實節能�分幾個部分，最重要就是供應端，�就是發電部門節能。所以這

張圖是比較台電與民營火力電廠發電效率：實線是台電的部分，虛線是民營電廠；紅

色是燃煤電廠，藍色的部分是天然氣，每發1度電用多少燃料。大家可以很清楚地從

這個圖看出：台電公司每發1度電，要比民營電廠多用10%左右的燃料，十多年來一直

如此。所以，假如台電發電效率提高跟民營電廠一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多出差不多

5%的電，不需太多額外花費，抵過一個核四2個機組完全運轉的發電量。假如我們不

需要這麼多電，每年台電就可以省下10%的火力燃料，相當於多少？大概估了一下，

約是每年250億台幣。你想想看浪費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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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電力消費是誰在用？很多人都看過這樣的表，我們工業用電用得非常

多，53%。大家沒有注意的是我們的電廠用的電�滿多的，8～10%，這個事情我是怎

麼注意到的呢？�為看全國能源會議的會前資料，有張政府提供的資料，仔細地看一

下，發現台灣把電廠用電放到「其他」，共8.9%；其他國家，「其他」部分最高的是

美國，4.7%；我去查一下是高速公路、路燈…等。是否意味別國電廠不需用電？想想

看，假如這些國家電廠耗用8～10%的電，法國可能讓電廠用電8～10%嗎？美國可能有

8～10%是電廠用電嗎？不可能！�問這8～10%的電廠用電是怎麼一回事？發電效率未

提昇，電廠用電過多問題沒改善，我們就讓台電用所謂電價公式，從此隨他高興， 

虧錢就要漲電價？這是一個發電端的問題。

       另外一個有意思的事情，如果看全國能源會議官方提供的資料：台灣近年能

源效率提昇有�！圖中的紅色線是所謂的能源密集度，生產每單位GDP時消耗能源的

量。這數值確實下降，是否顯示台灣的能源效率提昇？但大家忽略，第一是全球的效

率都在提昇，大概每年改善1.5%，我們有沒有比人家好？好像沒有。第二，大家別忘

記了台灣很多的外銷產品是台灣接單，海外生產；從2010年開始，我們海外生產的比

例已經超過我們製造業的50%，那GDP呢？GDP是從2005年開始，改變了統計方法，所

以，海外生產的盈餘不需要匯回台灣，�要呈報；錢沒有進來，但可列在我們帳上， 

所以台灣的GDP是虛胖的！而且每一年比率都不斷地增加，越來越嚴重，去年海外生

產的比例高達53.7%！�此我們的GDP中一部分貢獻，用中國或越南的能源！那怎麼能

說這是我們效率的提昇呢？所以假如我把它畫一下，你就發現，一條是政府的統計，

是我們剛剛講的能源密集度，另外紅色的是我們海外生產的比率，兩個有非常不錯的

負相關。所以，我們海外生產越多，我們台灣的效率就越好！

       許多人沒注意，台灣政府又在另外一處變更統計方法；過去能源密集產業用

了台灣1/3左右能源。現在去查統計資料發現，啊！�有20%，為什麼？�為從2011年

開始變更統計方法，這表列出新舊比較，舊的統計資料用黑色字體， 顯示能源密集

產業在2012年的時候用了全台近四�能源。但換�新的數據時，就�剩1/5了！很有

意思？！��為統計方法改變我們能源密集產業的能源密集度�在下降。是玩數字遊

戲！所以，假如你有舊版，2011年之前的能源統計手冊，你就可以看得非常地清楚，

之前跟之後。

       住商等部分，前面林子倫老師介紹的很詳細，所以我就不特別地多說。住商

的部分，基本上看建築物，照明、空調、家電…是否節能；像歐盟就非常先進，要求

2020年起所有新建築必須是零耗能，他們從2010年起開始，每年強制改善政府使用的

公共空間，每年改善3%。2009年McKinsey做了能源效率潛勢報告，名稱為“Unlock-

ing Energy Efficiency in the US Economy 2009”，我建議大家都去看。這報告討

論，以現有能源效率的提昇可以讓美國2020年節能做到什麼程度；結果在此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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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座標是不同的節約的量，縱座標是用多少的錢﹔將美國人喜歡用BTU單位換成台灣

使用的單位。虛線部分，相當於節約1公升油當量（loe）成本18元台幣，或是每度電

5元台幣，假設發電效率0.35。最便宜節能的有哪些選項？藍色部分是住宅，淺藍色

部分是商業；成本較高地方，也有一部分是住宅。所以，各種節能方式，有些是非常

便宜，有些比較昂貴，可以將各種可能仔細計算清楚。這邊部分譯成中文，比較昂貴

的包括住宅的通風的絕緣、烹煮用的家電、頂樓絕緣、窗戶。也列出哪些是工、商業

可以做的事情與成本。

                                                     McKinsey 2009年報告的 2009年報告的2009年報告的

                                              估計是用美國政府於2008年出版

                                              能源展望報告做為基準、美國政

                                              府2008年報告預測了2020年時需

                                              用能源的量。McKinsey 2009年

                                              報告估計，不包括交通的部門， 

                                              2020年美國政府光以節約能源， 

                                              就可以少用229個百萬公噸油當

                                              量（Mtoe），相當於23%最終能

                                              源消費。但是消費減少23%，到

                                              推算回初級能源節約的量，約省

26%！假如真的都落實，美國可以省26%能源，台灣有沒有這樣的潛力？當然有！�為

台灣許多行為與美國相似，並沒有比美國效率高，如果美國有這些潛力，台灣當然�

有。如果2020年美國省26%能源，相當於省1300億美金，減少11億公噸的二氧化碳排

放。

       方才林子倫老師�提出很詳細各國政策，這邊介紹幾個例子。這張是美國紐

約的帝國大廈，前幾年完�改裝，外觀沒有改變；經過更換窗子，空調、照明、熱

水系統等，能源消耗減少38%！這是棟老舊建築喔。紅線是它的租房率（occupancy 

rate），�為非常的節能，企業喜歡租用。這棟大廈的管理公司還告訴你，是在哪些

地方節能，哪些地方做了哪些事情，花了多少錢。我認為台灣所謂綠建築多半是虛有

其名，不重視能源消耗。這張圖是柏林火車站，在那麼北的國家，建築設計都盡量白

天可以不用開燈就不需開燈。以柏林的火車站為例，每天有1000輛車次來往歐洲東

西、南北，白天基本上可以不需要開燈，上面還覆蓋太陽光電板，可以自產能源。 

我們台灣日光充足建築卻設計�，多數房間白天都要開燈，喜歡營造地下街，我不知

道為什麼。

       今早歐盟代表報告提到歐洲在運輸方面，對轎車能耗的規範。這張圖是許多

國家的現況，與到2025年各國對小客車的規範；2025年，歐盟規定在歐盟賣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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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駛1公里平均排放不能超過95公克二氧化碳，差不多等於1公升油要行駛20多公

里。台灣是怎麼樣呢？有意思！這是環保署2013年所�的標準，基本上是一個頗複雜

的公式。公式假設1423公斤的車，2017年時出售的新車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須小於

每公里163公克；比較輕的車，如1000公斤，就�能排126公克；但如果是2000公斤的

車，就可以排放222公克。要知道歐盟設下規範的是所有在歐盟出售車輛的平均排放

量，不管車輛輕重；有排放高的車，就必須配合出售排放低的車。但是我們的規範

呢？是不是鼓勵大家買大車呢？有這樣的嫌疑！為什麼要做這麼複雜？

       還有一些廢熱再利用的可能；如果是個分散型能源供應，就有許多可能。這

張圖是聖母大學（Notre Dame University）與附近植物園合作的例子，花房需要

暖氣，計算機中心需要冷氣降溫，將計算機搬到植物園暖房中，大家都可以省錢，

花房少用暖氣，計算機中心�可降溫。日本對企業有所謂領頭羊計畫（Top Runner 

Scheme），先找出市場上最有效率的產品，要求同業的同樣產品在4到6年內達到同樣

效率，否則罰款。�為有政府規範，企業才會不斷改善。

       為什麼節能很困難？�為節能有許多障礙，最重要是政府不管。以住房為例

，蓋房子的人不是住戶，是否有效率，建商不會關心；買方關心房價，如果想選地點

好又便宜，建商怎麼蓋的房子你必須接受，所以消費者的選擇有限。另外消費者的資

訊不足，買電器時無法判別不同產品的耗電差異；雖然台灣有綠色標章，�分好幾

級，不同大小電器到底一年要耗用多少電，消費者根本不清楚。國外很早就規定冰箱

門上貼一年消耗幾度電，消費者一目了然很容易做選擇。像我們現在，�為資訊不

足，如果真的想要買最節能的產品，就必須自己做功課花費許多時間研究，根本是浪

費社會資源。另外，有些節能設施添購，需要初期資金投入，但有些人有困難負擔，

如果沒有辦法貸款就無法改裝。另外的障礙就是發電業者，基本上發電業者是賣電越

多越賺錢，怎麼可能希望大家節約？這幾類障礙，都需要政府介入，用政策引導，鼓 

勵企業、民眾節能。�是台灣都沒做。

       台灣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是： 2020年回到2005年排放水準，約是1990的兩

倍。另外，政府預測用電量持續上昇 2020年將比2010再增加27%到40%。早上王塗發

老師�提到，過高預期用電量的增加，讓實際的能源供應與節能減碳很難進行。不注

重節約能源，卻不停宣傳節能“十分艱難”、“要很艱難才大概能夠每年減1%”，這 

是台灣當政者的態度。

       最後，我的建議是，政府不要再玩數字遊戲，不要�一直談、一直談，從不

曾認真實踐，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我今天就跟各位報告到這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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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能 

吳明全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副祕書長

       風力發電是個很成熟的技術，就風車來講已經運用千年了，就算是發電的部

分，�有百年的歷史了，所以這是很�熟的技術，�此，�應該是再生能源的主流，

我們來看價格，去年的部分離岸發電，�為漸漸往深海移動， 所以，有一些技術門

檻和海纜供應不足…等，所以是每千度大概要200美元，換算大概是每度電要台幣

6元，可是這預計將隨著技術創新，慢慢會到風力最好的地方-亞洲-投入。所以，在

2025年，價格應該會低於每度3元台幣以下。 同樣的，現在陸地上的風電就已經每度

電3元以下了。 所以，這是經濟上有競爭性的再生能源。

       我們來看德國的例子。德國在2008年預測時，就希望在2020年時，再生能源

可以達到18%；在2050年時可以達到60%。而且，德國耗電量不像台灣的預測都一直

往上升，德國是一路往下降。而且，我們後來發現在2012年的統計，德國事實上在

2010年的時候就已經達�原定2020年的目標。在2012年時，德國事實上已經有大概

45百萬度的電是由風能發出來。而且，今年德國再生能源的比例佔發電量已經超過

2�5，其中，風能又是佔最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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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全球再生能源的統計，就2012年，因為統計需要時間，我們換算所有能

量消耗的概念，風能加生質能加地熱再加太陽能的消耗，佔全球能源所消耗的1.2%。

在2013年底，發電裝置容量，風能大概佔能源供應的2.9%，這是全世界的平均。

                                                        目前丹麥是最重要的

                                                  一個風力發電國家，在2014

                                                  年已經有接近四�的電是由

                                                  風力發電提供。如果我們檢

                                                  視台灣， 就知道台灣多麼          

                                                 “掉漆”。這是過去33年台

                                                  灣發電量，包含石油的用

                                                  量，這是能源總供給的統

                                                  計，我們發現：包含地熱、

                                                  太陽能和風力發電，配比�

                                                  有0.12%！這代表什麼？我

                                                  們剛剛看到全世界2012年的

                                                  時候，再生能源、地熱、太

                                                  陽光電和風力發電已經佔全

                                                  世界平均值1.2%。所以，代

                                                  表台灣的再生能源�有全世

                                                  界平均的1/10。所以，這是

相當差的�績。而且，再生能源中，目前絕大部分就是這一塊，代表焚化爐的發電。 

所以，我們的再生能源配比，說是佔全世界的1/10還是“虛胖”的結果。

       這張我們來看裝置容量，剛剛是包含石油的使用，如果扣除石油的使用，台

電最近20年的發電裝置容量的統計，風力發電在2014年時，到達0.9%，這個是指台電

的部分。我們知道，目前的風力發電絕大部分是民間在做。所以，我們計入民間的部

分，加入民間的部分在2013年，台灣風力發電裝置容量大概達到1.9%，這個數字代表

台電的風電不到一半。在2014年接近2%。可是，全世界的統計，在2013年風力發電的

裝置容量，全世界的平均是2.9%，但是，台灣�有1.9%～2%而已，所以，台灣風力發

電的裝置容量�是不到全世界的平均。我們強調全世界平均指的不是先進國家，是全

世界所有國家在內的平均。所以，台灣在這部分的�績非常落後。接著我們看台灣風

力發電的目標，在2005年召開「全國能源會議」，�下2010年風力發電目標是大約

2.2GW，事實上，在2012年大約�有1/4的目標裝置容量，離目標還差很遠，所以在

2012年，能源局就改�「千架海陸風力機」的規劃目標，細節我就不看，就是陸地上

的大風機希望最後可以達到1.2GW，離岸可以達到3GW。當然，我們後面會發現，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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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劃相當保守，也是很落伍的規劃。

                                                            這是今年度我再

                                                       去「千架海陸風力

                                                       機」看，他的規劃又

                                                       做了一些修正，可是

                                                       大致上還是那1.2GW和

                                                       3GW。在2014年的十月

                                                       底時，風力裝置容量

                                                       大概是在0.6GW左右。 

                                                       我�對照過英華威於

                                                       2013年的裝置容量大

                                                       概是0.3GW，這代表台

                                                       電之外的英華威已經

                                                       超出台電的裝置容

                                                       量。

                                                            至於離岸風電的

                                                       部分，我們預計今年

度開始有離岸風電，現在主要有三個案子：第一個是永傳公司組�的福海集團，在彰

化外海；第二個是上緯公司組�海洋集團，在苗栗外海；第三個是台電，�在彰化外

海。 

       我們接著看風力發電的全球發展狀況。就累計值而言，到2013年，風電最多

的國家是英國，第二名是丹麥。就增加量來說，�是英國最多，丹麥居第二。這是�

為英國和丹麥的政策，就是以開發風力發電作為主要的發電。身為島國的英國，很重

視在岸和離岸的風力發電。這些風電風機的製造廠商都不是英商，目前發現風電的風

機累計容量製造廠商最多是德國西門子，第二名是丹麥的Vestas。

       至於全球離岸風電發展預測，預計年�長率為24%。全球離岸風電最好的地方

是亞洲，包含中國、韓國、日本、台灣，這些地方會漸漸投入，這是未來的趨勢。國 

際離岸風電研究單位4C Offshore以全球風速模擬，發現：全球最佳的風場就是位於

台灣海峽。

       就再生能源國家吸引力指數而言，台灣各種再生能源的比較當中，離岸風電

是最具未來性的發電方式。

       我們看過風機，從大風電、離岸風電，現在來看小風電。根據台灣中小型風

力機發展協會的統計，台灣的小風電在2013年單年，94%的風機數都是供應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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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換算成裝置容量也是94%，其中91%的營業額全都是出口。出口絕大部分是銷往美

國，其次是銷往中國。小風最大市場目前是中國，第二是美國。雖然美國本身的市場

處於萎縮狀態，但是小風產業有提升的現象，美國小風廠家也是銷往中國。

      有關台灣小風機國內架設統計，根據台灣中小型風力機發展協會的統計資料，

在台灣架設的數目，從2010年到2012年前後三年的累積不到1000台，�為九�多都供

出口，如果三年�有1000台，這幾家小風公司大概都已經燒乾了。我們發現當時的五

都，就是桃園還沒有升格時，其他的直轄市就佔了七�的裝置容量。

      我們開始談談今天的重點，迷思一：根據全國能源會議提供的資料顯示，台灣

地理及天然條件的限制，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有其限制，不適合發展？以風力而言，他

們認為，對住家環境和生態有影響，離岸的部份可能有航道、漁業權區、斷層帶、保

育區、海底纜線和油氣管線的影響，所以他們認為最終台灣的大風電�能到1.2GW，

離岸風電�能到3GW，這是他們的想法。可是，事實真的是如此嗎？真相是什麼？我

們舉台灣和德國北威州的例子做比較，面積大約相似，人口大致相似，風能方面，我

們調出風地圖來看，台灣的風能比北威州好多了，可是，風機的裝置台數，台灣�有

北威州的1/10，目前的風機裝置容量，台灣�有北威州的1/6，所以，很顯然，台灣

的風能，包含台灣�能到1.2GW的推估，絕對是低估的！我們有經過推算，即使是陸

地的大風電應該可以到5GW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將面臨必須思考的問題，就是，目前的大風力都是分布在西岸沿海

一帶，以後會慢慢從第一線退居第二線慢慢移往山上的稜線，那麼究竟會不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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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則必須經過環評。其實，對於海拔500公尺以上的山地風場，是否適合利用，

德國已經做過這些討論。 

       第二個迷思：這個�是在全國能源會議，由能源局提供的，再生能源發電供

應不穩，台電必須另行建置傳統電廠備載電力，備載�本過高？他們的講法是電網不

穩定，缺乏儲能技術，再生能源無法做基載發電；又說，再生能源屬間歇性能源，易

導致電網不穩定，但是，事實是如此嗎？事實是：再生能源供給會隨時間而變化，但

是，電力需求�是會隨著時間而變化。英華威的資料顯示，台灣風電每日發電的時間

正好與每日的用電趨勢吻合。事實上，這�不一定，�為台灣有海陸風的問題，所

以，在早晚的時候，風可能比較大。但是，有風的時候，就以風機為主，中午比較熱

的時候，在一般的地方風可能比較小，就以太陽能為主。所以，事實上，不會有供需

不穩定，以至於不能配合的問題。更何況，在電網供電量20%以內的再生能源發電，

電網會自動調節供需，不致對電網產生任何影響。我以前曾經問過台電某個發電廠的

廠長，他認為三�，33%，而我則假設20%好了。大家如果還有印象，在2014年風力發

電裝置容量佔全國發電才2%而已，距離這20%差太遠了，根本不會有所謂無法調配的

現象，而電網不穩定之說根本是假議題！至少到現在為止，這絕對是個假議題。

       這張標題「風能推動目標設定太保守」，我要講的不是台灣，�為台灣和德

國比起來已經是太保守了。我們來看德國，歐洲所有風力發電的趨勢推估，實際狀況

都比最佳的推估還好。這包含風力發電、太陽能…等，都會提早5~10年達到目標，這

是已經發生的事情。

       全球離岸風電專案融資，今天我們不談。

       台灣離岸風電應協助之方向，今天我們�不提。

       第三個迷思：台電不斷灌輸大家：再生能源是昂貴的，如果使用再生能源，

電價就必須調高？真的是如此嗎？我們算算台電到，比較晚，2025年，�為我們用的

數據比較保守。2025年台電的迴避�本電價大概一度台幣3.87元，原�是台電屆時是

以天然氣發電為主，以台電的規劃來說。但是，我們到2025年的時候，陸地風電都比

迴避�本低了，小水力當然更低。生質能和太陽光電預計�都比迴避�本低。到2025

年是和天然氣作比較。

       全國能源會議不斷丟出各種迷思，表示台灣�為自然資源的限制，所以風能

不夠多、風能不穩定、風能是昂貴的，其實，這些說法都是錯的！第四個迷思，就是

核四被封存後，官方希望藉著全國能源會議的召開，做出核一、核二、核三廠延役的

結論。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我們一定要盡力反對！特別是核一廠，這最老舊又危險

的核電廠，我們來看它的裝置容量，用保守的估算，2025年經過modified之後，它的

裝置容量可以是核一、核二、核三加核四全部的3倍；發電量�超過它的核電的發電 

更何況，台灣需要這四個核電廠嗎？這一直是個假議題。現在核四不用算了，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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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經去掉四個核電廠的三成了，剩下的，台灣需要核一、核二、核三嗎？我們的用

電成長，過去三十幾年成長了四倍多，事實上，這個趨勢是對的嗎？我一直很懷疑。

就算這個趨勢是對的，在2025年，再生能源也全部取代核能發電了，因此，不能讓

核一、核二、核三延役，不但核一廠不能延役，核二、核三廠營運到達年限就應該除

役，絕對不能再延役。而且，我們透過再生能源可以完全取代核能發電。以上是我的

簡單引言，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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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生質能及地熱取代化石能源及核電 

高成炎
台灣大學資訊系教授

       謝謝主持人！大家好！這場演講大概是我退休之

前的最後一場演講，�為我下個禮拜就退休了。我這邊掛

兩個titles，一個就是做了25年的台大資工所教授，另外

一個雖然已經掛在那邊，但是還沒有全力投入，退休以後

要全力投入蘭陽地熱資源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我的很多朋

友都跟我講，恭喜我當董事長，其實這家公司很小，這家

公司�立的時候�有100萬元，就是我騙我太太，拐出了

100萬元�立一家公司，然後去租地。在退休以前，我總

要把自己重要的計劃跟大家討論一下。

       我在1980年就拿到清華大學副教授的聘書，但是

因為黑名單回不來，所以就在美國太空總署休士頓太空中心關了十年，在太空中心寫

了許多東西，包括現在要用的。我回台灣以後，投入環保運動，最重要的就是反核， 

所以，1996年那時是廢核案，早上施信民教授有提到，我們廢核案碰到的問題就是，

沒有電怎麼辦？

       然後二氧化碳的問題，所以那個時候，正好那一年我出國，正好在哈佛，我

就想起我在NASA看過的資料，所以，我就寫了一篇大概一、二萬字的文章，�為找不

到發表的地方，後來自立晚報有個編者，是我們環保聯盟學生會的�員，就每個禮拜

一篇、每個禮拜一篇，大概分六次登出來，裡面最主要就是太空電廠。太空電廠主要

的觀念就是：台灣是半導體很強的國家，所以應該大力發展太陽能發電。然後，隔了

十年，2007年我很勇敢地�立了一家叫做「台灣纖維酒精公司」，主要是研發引進第

二代非糧食纖維酒精生產技術，這家公司燒掉了三千萬加二千萬元。

       後來想想，乾脆回復教授本行做計劃，所以我2010年拿到纖維水解的計畫， 

就是生質能計畫。2011年拿到聚光型高效能III-V族太陽能電池之產學計畫，我們的

target是42%。後來，�立了蘭陽地熱資源有限公司。目前，我�參與能源國家型計

畫的地熱計畫。我雖然人在台大，可是屬於所謂的海大團隊。等一下要評論我的陳文

山教授是在台大團隊。這一張我非常喜歡放映，這是我們反核朋友們的共同努力。這 

是聯合報做的民調，在民進黨執政之前，反核已經比擁核多了6%，所以，我一直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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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是應該要走的路。我們看到，目前核電廠一定要關掉，大家就問：沒有電怎麼

辦？我一言以蔽之：短期先用天然氣取代核電，然後，興建深層地熱發電廠。我帶了

一些發表過的文章，有二篇文章，是去年七月份時，一篇是雜誌的訪問；一篇是我寫

的文章。等一下有興趣的人歡迎前來索取。

                                                          這一張是什麼意

                                                          思？這一張是我們

                                                          要把缺陷變�缺陷

                                                          美。我們在核一廠

                                                          、核二廠、核四廠

                                                          ，核三廠我沒有特

                                                           別講，都在斷層

                                                           帶及火山帶的附

                                                           近。那麼，我們

                                                           為什麼不能發展

                                                           地熱，使核電廠

                                                           變�地熱電廠？

                                                           我寫300MW，是

�為我看到一個外國的設計，一個機組就可以300MW，所以我說，核四廠先做一個

300MW，核一300MW，核二300MW，然後，核二比核一大很多，所以再加200MW。核四更

大，再加300MW。這樣加起來就1400MW，超過核一的1300MW。這個什麼時候可以完

�？看我們投入多少資源而定。

                                                  這一張的目的是要和日本比

                                                  一下。過去三十年日本，對

                                                  應我們工業部門，日本是直

                                                  直的。這個資料是我參加台

                                                  日能源相關的研討會上提供

                                                  的資料。

                                                      所以，沒有核電，我們

                                                  可以用深層地熱取代，而

                                                  且，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當

                                                  基載。我們台大地質系，所

                                                  謂台大團隊的領頭羊，宋聖

                                                  榮教授做了很久，他在NEP1 

                                                  的時候，就是第一期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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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國家型計畫時，就提出台灣地熱至少存有25GW也就是9.7座核四廠發電的總潛能。

核四廠因為附近斷層多，外圍有火山，海嘯來非常危險，所以，我認為應該發展深

層地熱。關於深層地熱，我也研究了一陣子。第一篇深層地熱的演講，是五年多前

2009年11月在宜蘭，陳定南基金會邀我演講「綠色能源、永續宜蘭」，當時，林聰賢

縣長也是聽眾，我的主張就是在宜蘭清水做EGS，也就是加強型地熱，我等一下會解

釋。我現在的看法有一點改變。2011年8月，在「台灣環境」，我發表“開發地熱與

黑潮取代核能發電”。2012年10月，我認為我們可以發展到自主能源。所以，具體地

說，2013年1月我在立法院報告提到2013年台灣地熱應該可以 20GW，黑潮10GW，這樣

的話，我們不要核電、不要化石能源，整個電力可以自主 。

                                        這是2年前，2013年4月15日的報紙，台

                                    美合作研發地熱發電技術，我最近問了一

                                    下，這個聯盟有任何�果嗎？答案是零。為

                                    什麼要做地熱呢？這一張是由國科會深層地

                                    熱發電主軸專案計畫辦公室當時的召集人陳

                                    宏宇教授所列出，這一張很有意思，上面表

                                    格就是基載�子，意思就是設備使用率，我

                                    們可以這樣看，風力、太陽能的話，�為有

                                    時沒有太陽，全台灣平均是15%。風力大概

                                    百分之二十幾、30%。他們說核電很高，核

                                    電是80%。地熱更高，地熱是90%。生質能大

                                    概有50%。下面的表格是多少錢。我們看到

                                    地熱，就是傳統形，其實�就是最便宜的，

                                    至少他這麼寫。然後，EGS，就是和天然氣

                                    和核電一樣多，以後，EGS�會下降。

                             

                                       這個是菲律賓，我們非核亞洲論1995年

                                    在菲律賓召開。我們去看過巴達安核電廠，

                                    其實當時正值馬可仕政權垮台之時，馬可仕

                                    被逮到收了GE很多錢，菲律賓後來就投入地

                                    熱。目前菲律賓有多少地熱呢？2GW，就是

                                    2000MW，�就是我們核二廠那麼大，或者是

                                    我們核三廠那麼大。那印尼是1250MW，差不

                                    多1.3GW，�就是相當我們核一廠那麼大。 

                                    那麼，台灣呢？台灣零度！台灣在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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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ation裝置容量是3MW，當時是全世界第14個有地熱的國家。今天有76個國家

有地熱，台灣發電是零度！所以，為什麼？這個我們必須追究。

       我們來看看日本，日本有17個地方，有的地方有兩個發電廠，所以有20個地

熱發電廠，歷史最久的是1966年到現在。所以，快40年了。單機容量最大的是65MW， 

總發電量其實不是很多，我問過日本人他們說�為他們要發展核電。最大的地熱廠

在九州，叫做八丁原，是110MW，就是兩個55MW，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說有兩個問

題，就是他們的淺層地熱資源，大部分位於國家公園或自然保留區內，而且附近的溫

泉業者都害怕地熱電廠會使溫泉資源枯竭，所以反對。這個問題，在台灣�是一樣。

       很湊巧，2012年9月，我正要去日本訪問時，有朋友寄給我一篇日本的文章，

作者是Hirofumi教授，提到日本可以完全用地熱，不需核電廠。他的看法和我一樣。

所以，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前去拜訪他。

                                                          這一張是講地熱都

                                                      會出現的圖，台灣的地

                                                      熱梯度很高，在宜蘭、

                                                      花蓮、台東有很多地熱 

                                                      。台灣地熱能源豐富，

                                                      儲量大概有10座核四電

                                                      廠之多。

                                                            我最重要是要講

                                                      這張圖，我有文章特別        

                                                      解釋這張圖。這張圖說

                                                      起來，好像有點複雜。

                                                      地熱在裡面�是一個小

                                                      部分，我又結合生質能

                                                      ，結合藻類，結合藻類

                                                      做生質酒精或生質柴油

                                                      ，結合碳捕捉，以及，

                                                      我沒有封存，碳捕捉然

                                                      後可以燃煤，開始的時

                                                      候這樣。最後，把燃煤

                                                      或天然氣漸漸換�生質

能，這樣的話就可以100%生質能。20GW，最重要的就是燃煤、鍋爐產生的熱可以補充

地熱的不足。我們target的地熱電廠是 320℃，核電廠的機組就是300多度，並不是           

              35



專題報導 台灣環境 163

‰s  “” 

              36

像燃氣電廠1500℃。所以，我們有可能靠著地熱以及生質能來取代核電廠的設備，如

此一來，就可以省下很多錢 。

                                            這一張 (台灣過去的地熱發電) 最

                                      有趣，台灣的地熱電廠，為什麼會這樣？ 

                                      我討論很多，1981年，我們是全世界第14

                                      個有地熱的國家，然後，1993年關掉，裝 

                                      置容量是3MW，一開始發電時是1.5 MW，

                                      最後是0.17 MW關掉，為什麼？理由有：

                                      選錯發電機了，有的人說我們水質不好，

                                      實，都不是這些原�。最主要的原�就

                                      是，水抽出後沒有再灌回去。大概一、二

                                      個禮拜前，能源國家型計畫地熱主軸會

議，在隔壁的building召開，提到了剛剛我所講的話，現在大家終於有共識了，最主

要的原�並不是其他的問題，而是，我們把水抽出後沒有再灌回去。 

                                                  左邊的圖是澄川地熱，這些

                                              圖都是我去當地訪問拿的。澄川

                                              地熱是把水從比較深的地方抽出

                                              來，然後，發完電後，把水灌回

                                              比較淺的地方。可是，台灣就是

                                              水抽出來後，等發完電以後就被

                                              排掉，所以，大家看到它的發電

                                              量一直下降，原�就是地下水被

                                              抽光，�為地下水的補注期是七

                                              年，那兩個七年就完蛋了。所

                                              以，地下水被抽光。台灣2012年

                                              5月有一個試驗性計畫，有一家

公司去負責，這家公司的董事長叫高志明，這家公司去年解散了，�為總經理往生

了。後來，我去馬祖做地熱，馬祖有地熱嗎？沒有，但是，挖到地心都有地熱。為什

麼要去馬祖？�為當時博弈條款通過，馬祖有賭博的資源，所以可以做。所以，我現

在缺的是錢。2014年2月，就是去年的差不多現在，我�通過能源局的試驗性計畫，

�有一個社團�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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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2014年的6月11日，

在立法院舉行公聽會，由陳歐珀

和田秋堇委員共同主辦的公聽會

，這個是中油的報告，中油說：

我們曾經挖過多少又多少地熱井

，台東有三個，宜蘭寒溪總共有

幾個…等。總結是，到1986年時

，中油曾經挖過80口5000公尺的

深井，底下200℃。當時是�為要

天然氣，所以沒有利用。如果我

們今天轉個角度，可不可以利用
這些地底下的熱源呢？當然可以。

      再來，這個是2011年的 

 9月份有一個美國專利，我現在

 就是想在台灣推這個美國專利

 。我再說一次，這個是美國專

 利，但是，它的idea非常簡單

 ，我現在要賭的事情，我一個

 禮拜以後全力投入的事情，就

 是要在台灣落實這個美國專利

 。這個是水裂法，這個來源是

 ，有一次我在中油，有一位澳

 洲挖頁岩氣的專家來台演講， 

 他就是用水裂法挖頁岩氣。我

們看到，最古早，是挖這個淺的，這邊是有天然氣的地方。然後，挖深一點，然後，

挖更深。天然氣這邊也有，整個是帶狀，這個是頁岩，整個是帶狀。所以，挖頁岩的

技術就漸漸變成，你看2000年挖到很深，5公里、10公里，甚至挖到10公里，然後，

再來就是往右邊轉，從右邊轉，轉了很多，然後就是這個樣子。所以，這樣的東西，

再加上管子很深的時候把水灌進去，然後，從旁邊出來，吸熱，這樣就有可能。
      這個是所謂EGS，意思就是說，從中間灌水然後到旁 

 邊去。但是，EGS和CEEG不同的地方在於，CEEG是封閉性的

 ；EGS用深井與水裂法。CEEG是用深井和定向井。我們用核

 電廠做比喻，CEEG必較像壓水式，就是它的水和有接觸。  

 熱源沒有接觸。EGS的水和熱源這個就是CEEG地熱能取熱示

 意圖。這個設計是300MW。這個是挖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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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講一個很有趣的，八丁原

 地熱鑽井是中油去挖的。八丁原電廠

 是日本最大的地熱電廠，是中油去挖

 的。中油在那一次的研討會上講說： 

 我們的技術沒問題，可以精準命中熱

 源。這是八丁原地熱電廠，這張是我

 照的。

     這個更有趣了，八丁原是 110MW

 ，總共是台幣110億元開發費用。這

  個是它的告示牌。所以，1 MW一億

 元，所以，我就鎖定，我以後要做一
個110MW的，我需要多少錢？100億元。在達到100MW以前，我需要10MW，那多少錢？

我說20億元，但是在此之前，我需要先開發一個1MW，那麼，需要多少錢？我說5億

元。因為時間快到了，所以，我就不講詳細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往核電廠推，這個就是開始的時候全部用生質能取代核電廠， 

然後再加20GW。生質能的部分我就全部跳過去。生質能部分�大家自己看。

       我在宜蘭（利澤工業區）租了一塊地，台幣120萬元押金，就在焚化爐的對

面。我說，以後要變�100 MW，就在焚化爐對面，為什麼選這個地方？�為，有初步

的地質調查，說地底下有很好的熱源，等一下，陳文山教授可以comment一下。我們

的做法就是，挖一個洞，5公里，挖下去，然後， 往外海挖，10公里。然後，這個是

發電系統，我很幸運能和海洋大學王天楷教授合作，拿到國科會計畫，雖然錢很少，

100多萬元，我自己投入100萬元，王教授大概一年給我100多萬元，我要推動100億元

的計畫，這叫做“乞丐發大願”。 

                                               我們來看這一張（台灣地熱發

                                           電計畫發展藍圖建議），這一張是

                                           能源局的規劃，他說，2030年宜蘭

                                           EGS，50MW，其他的加總不知道多

                                           少，2030年，其實，我們能源局的

                                           規劃非常保守。而且，他說2015年

                                           清水地熱有4 MW，其實現在是零度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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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宜蘭，鳩之澤、清水、紅柴林、利澤，我就是要在利澤做。目前的國家

型計畫準備在紅柴林挖深井，5000公尺的，所以，我現在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

要�教陳教授，我們5000公尺的深井可不可以從紅柴林挖一口，利澤挖一口，然後清

水或者更下面的地方挖一口？這樣大尺度地了解整個構造，而不是把3口、4口全部挖

在紅柴林。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我跟大家講一下我碰到的問題。我去�

�建照，11月7日向宜蘭縣政府��建照，結果，12月24日被駁回退件。而且，其中

原�第一條說依照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我在工業區內不能做地熱電廠。我的�

�，工業局准我進工業區，我跟他講說我要做地熱電廠，宜蘭縣政府居然把我駁回，

說那裡不能做地熱電廠，不發給建照，所以我�不了解，�問一下，跟宜蘭有關的鄉

親。我的報告到這裡，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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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市場自由化之道

王塗發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召集人

       謝謝田委員！謝謝王京明研究員！為什麼我  

 們請京明兄來談「能源市場自由化與綠色稅制」

 呢？坦白講，大家都很擔心，就是他剛剛講的，學 

 者都是仰賴政府的計畫，所以他們講的東西到底是

 什麼？（可信嗎？）其實，他是（我自己認為）

 非常少數接受政府委託研究計畫，但是學術良心還

 沒有泯滅的學者，極少數的學者之一！所以請大家

 給他鼓勵！

       現在我來談一下，台灣電力市場自由化之道

 ，到底要怎麼自由化？其實，早上我已經把非核永

 續能源政策的構想提出來，那麼，這一部分前面講

 過了我就不再提。在那裡面提到非核家園是朝野的

 共識，已經在環境基本法裡明�了。然後，我們�

 看到台灣的再生能源蘊藏量非常豐富，都具有開發

 的潛能。現在國際的潮流，前面講的聯合國「人人

有永續能源十年」的宣示，就是要去推動積極的利用再生能源，為什麼台灣做不到？

我們談非核家園，可是我們曉得如果核四運轉，非核家園就遙遙無期！下個禮拜的全

國能源會議，其實早就預設立場，就是要讓核一、核二、核三廠再延役。因此，談非

核家園是說假的啦！為什麼沒有辦法落實？很簡單，基本上就是能源政策的問題，能

源事業獨占與壟斷的問題。

       這一部分（台灣再生能源發展的困境），之前，有很多專家�提了，風能至

少有5GW的潛能；太陽能，這一次全國能源會議的資料裡面�提到，我們屋頂型可以

到3GW，地面型可以到3.2GW，這個其實都是至少可以達那麼多。地熱可以有7GW，可

以全天穩定發電。海洋能，其實都非常多。當然這裡面有很多牽涉到�本的問題，但

是，事實上，從國際上的發展可以看出來，真的它不會比核能來得貴。說核能便宜，

是編造出來的！

       到2013年台灣的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大概分別�佔0.65%和0.13%，合起

來還不到1%。前面的主題大家已經了解了，國際上至少平均是4%以上，甚至更高。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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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問題出在哪裡？為什麼台灣這麼不堪？其實，是因為這個政府獨鍾核能，電力事業

被壟斷。早上我已經講過了，這一部分我就不再談了。其實，要讓一個虧損的公司，

又是在電力供給過剩，備用容量率已經超過那麼多的情況下，而且在現在的制度之

下，要發展再生能源，但是，這些再生能源發的電一定要賣給台電，台電要多花錢來

跟你買，但他賣出去的電又沒有增加，跟你買這些電，他自己的一些電廠就要關著養

蚊子！結果，只會增加他的虧損。這些問題如果不先解決，再好的能源政策都不可能

落實，絕對沒有辦法。因此，問題就是非得要電業自由化不可。當然，剛剛王研究員

講的，不管是天然氣或者油品，都應該自由化。不過，整個影響比較大的是電力，所

以我就專門針對電力市場來談。 

      那麼，怎麼自由化？當然，自由化的方式有很多。我們不妨學學國際上的發展

趨勢，我們希望借鏡國際�功的經驗。我們發現，其實做得比較好的是歐盟，特別是

德國。德國從1998年就開始實施電力市場自由化政策。他們強調的是，消費者和電力

公司應立於平等地位；不讓電力市場被少數業者壟斷。�為在新能源政策之前，或者

電力市場改革之前，�幾乎都是由少數幾家業者壟斷，所以他們特別強調消費者和電

力公司基於平等地位。 

      消費者可以自由選擇電力公司，�就是所謂自由選購的權利。他們基本上可以

向任何一家電力公司買電，而且買哪一種發電。如果你是再生能源發的電，我寧願多

花一點錢來買，所謂綠色電價高一點都沒關係，�為它清潔。到目前為止，德國電價

購買的combination（組合）有300多種，可以選擇向哪一家公司去買哪一種發電。他

們的政府推動發電、輸電獨立政策，防止舊有業者獨佔輸電網，而且設立管理輸電網

機關，避免讓新加入的小型電力公司處於劣勢地位。 

      �為從1990年代以來，電力大概都是往小型分散的方式發展，而不是集中、大

型的電力。剛剛王研究員講的，不�是批發、零售都是可以完全競爭，新業者都可加

入公平競爭。�此，他們的再生能源發展非常快。他們讓再生能源可以優先上網的權

利，在他們的改革過程中非常重要。在2011年再生能源發電的比例就已經達到20%，

這本來他們的目標是在2020年要達到的，結果2011年就達到這個目標。�此，他們在

日本福島核災之後，宣布要在2022年之前全面廢核，他們認為這個沒有問題。德國的

核能倫理委員會認為：道德應優先於技術與經濟；人類沒有辦法控制核能技術。不管

它有再高的經濟效益，一旦發生了核災，這個是沒有辦法控制的。而且，他們認為核

廢料�沒有辦法處理，所以最後決定廢核。  

      德國在2012年新修�的再生能源法，更設定再生能源發電比例的下限。我們現

在的問題等於是把本來在立法院通過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怕這個政府怠惰，所以要

他們去規劃，逐年發展再生能源的比例，本來是當下限的，結果我們的政府現在拿來

當上限，然後由業者去競標，這個是最大的問題。德國的規定是下限，在2020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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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030年是50%，到2050年要達到80%。   

      之前，林理事長有提到，德國的太陽能，在2010年安裝了7.4GW，2011年7.5GW 

，2012年7.6GW創紀錄。到2013年底，他們整個太陽能發電的裝置容量達36GW，在那

一年超過風力的裝置容量。這裡面，我們國內的一些擁核學者就說，�為他們要廢核

，發展再生能源，使得他們電力不夠，所以他們要進口電，他們的電價要漲。可是，

這一張德國的資料告訴我們：從2003年以後，他們的電力是淨出口，2013年的出口更

是創紀錄。可見，一個有遠見的國家，透過電力市場自由化，可以使再生能源快速�

長，那麼，廢核就�為可能。他們認為可以發展他們的技術，去提升產業的競爭力，

不怕�為廢核會使他們的經濟發展受到影響。�此，這其實是可以作為我們很好的借

鏡。  

      台灣如果電力市場要自由化，到底該怎麼做？很簡單，如果學一下德國，基本

上就是把輸、配電系統和發電、售電業分離，一定要打破一家綜合電業壟斷特權獨佔

的情形。當然，輸配系統會有所謂自然獨佔的情形。所以可以保留國營，但是，一定

要有獨立管理輸配電網的機關，來管理輸配電系統經營者。而且，還包括應該制定像

英國的一個管制單位，會去精算輸配電的�本，管制代輸的費率，所以要有像這樣的

獨立機構來做。另外，�應該要分割台電的發電系統，把核能系統跟其他的發電系統

分割。那麼，民營電廠這個時候就直接可以賣電給用電者，就不再透過台電，一定要

賣電給台電才可以；而且消費者應該有自由選購的權力。另外，應�立獨立電力調度

中心，或者電力交易所，來處理包括電力調度、維持電力供電穩定的問題。   

      其他的配套措施，早上我�提到，智慧電網、電錶的建置。現在輸配系統和發

電系統分離以後，輸電系統國營的這一家就應負責建構全台的智慧電網與電錶。然後

就可以去推動需求面負載管理，像時間電價。另外的配套，就是在能源稅制方面。能

源稅制的部分，剛剛田委員的報告裡面，我們之前在立法院裡面所提到的，事實上，

都已經有列出來，不�是稅率要怎麼徵收，還有稅收到底要用在哪裡，這都是非常重

要的。這一部分，�為時間的關係，我�稍微提一下，就是這幾個原則要把握住，例

如：能源稅當時提出的稅收中性原則；從量課徵原則，就是以含碳量來課徵；漸進原

則；另外，為避免重複課稅，要把原來油氣類的貨物稅跟汽車燃料使用費併入到這裡

面，不要重複課徵。  

      在溫減法（溫室氣體減量法）的部分，我們�有提到過，最主要就是總量管制

，必須�定減量基準年以及目標年，然後，配合碳排放權交易制度的落實。 

      �時間的關係，最後我�能這麼說：其實，這個東西（電力市場自由化）和我

們早上提到的，就是再生能源或者非核家園能不能做得到？關鍵在於政府的態度與決

心和毅力。態度決定高度，高度決定眼界。如果態度曖昧、沒有決心去做，那麼，再 

多的政策都沒有用。只要有決心，這裡面當然會碰到很多困難，但是，都可以解決！

以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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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16日本佛教團體來訪

2015/01/23  民間能源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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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05 揭穿台電核醫廠乾式貯存
           的內幕記者會

2015/02/04 施老師與台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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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25 核安黑箱不公開?
           民眾安全誰把關? 記者會

2015/02/10 AIT代表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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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2 暗度陳倉，藐視國會!台電
核廢境外再處理招標違反預算法記者會

2015/03/14  反核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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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工作報告

1月1日~1月31日 

0105 台灣環境雙周刊79期出刊。

0108 下午3:00召開工作會議。

0111 下午7:00於慕哲咖啡舉辦「氣候變遷與再生能源」環保茶坊，由王塗發

學委召集人擔任主持人，徐光蓉老師、周美惠執行長擔任主講人。

0116 下午3:00四位日本佛教界人士來訪，由施信民創會會長介紹環盟和反核

運動。

0118 上午10:00於總會辦公室召開人事案內部討論會議。 

0123 上午9:00本會於台大社科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召開主辦之「2015民間能

源會議」，共計有130人參加。蔡英文主席上午貴賓致詞。 

0124 柯文哲市長上午出席座談。

中午於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宴�大林美香、吳榮義董事

長等。 。

0126-27 劉俊秀會長、王塗發老師、高�炎老師及徐光蓉學委赴世貿國際會議廳

參加「2014全國能源會議」

0129 陳秉亨秘書長參加立法院溫室氣體減量法審查。

0130 陳秉亨秘書長參加水土保持法研討會。

2月1日~2月28日 

0203 下午3:00於總會召開反核擴大會議。 

0204 下午3:00台大研究學生拜會本會,由施信民創會會長接受訪談，談再

生能源政策。 

0205 上午9:20於立法院中興大樓106室（台北市濟南路一段3-1號）召開「

揭穿台電核一廠乾式貯存的內幕」記者會。計有田秋菫立委、高�炎

教授及賀立維教授參與。 

0206 下午3:00召開工作會議，下午7:00於建國南路育�蕃薯藤舉辦年終尾

牙聚會。 

0207 162期會訊出刊。

              47



會務報告 台灣環境 163 

‰s  “” 
0210 上午10:00美國在台協會官員拜會本會，談再生能源發展，由劉俊秀

會長、施信民創會會長、王塗發老師、徐光蓉老師接待。下午2:00施

信民創會會長、翁英琪秘書赴立法院出席「全國憲政聯盟」記者會。

陳秉亨秘書長參加「2050能源計算器研討會」。

0211 陳秉亨秘書長參加再生能源推動聯盟會議。

0213 晚上高�炎教授赴大湖公園於罷免蔡正元晚會演講。 

0214 陳秉亨秘書長赴內湖公參加聲援罷免公投活動。 

0225 發布呼「籲立即公佈核一燃料束把手鬆脫事件肇� 回應民間『關鍵

四問』」新聞稿。

晚上7:00讀書會。 

0226 陳秉亨秘書長參加彰化空氣污染總量記者會。

3月1日~3月31日 

0302 上午10:00於劉俊秀會長、施信民創會會長參加於立法院門口召開之「

暗度陳倉，藐視國會!台電核廢境外再處理招標違反預算法」記者會。

0303 下午陳秉亨秘書長赴水保局談農村再生條例。

下午7:00陳秉亨秘書長赴地球公民基金會參加「2015廢核遊行擴大動

員會議」。

0305 召開「NGO大會工作會議」。

0306 陳秉亨秘書長參加「台東原住民記者會」。 

0309 召開「核廢料委外處理反預算法」記者會。 

0310 下午7:00於醉紅小酌舉辦春酒聚會。

0312 陳秉亨秘書長參加「反核遊行工作會議」及立法院「原能會質詢核廢

料境外處理」。

0314 台灣環境雙周刊80期出刊。

下午1:00於凱道集合，與反核團體共同舉辦廢核大遊行，並於凱道舉

辦晚會，計有二萬人參加。

0316 陳秉亨秘書長參加「再生能源推動聯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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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7 陳秉亨秘書長參加新境界基金會「環保小組會議」。

0318 上午10:00施信民創會會長、劉志堅副會長赴台北市NGO會館參加「全

國憲政聯盟」�立記者會。

0319 下午1:30施信民創會會長、陳秉亨秘書長、吳明全副秘書長參加於遠

東飯店舉辦之「城市永續對話峰會」。

0320 陳秉亨秘書長參加「世界水資源日」記者會。 

0321 劉志堅副會長赴宜蘭參加宜蘭分會的會員代表大會。 

0324 陳秉亨秘書長赴台東參加台東環保聯盟會議。 

0325 陳秉亨秘書長參加雲林嘉義再生能源訪調。 

0327 中午12:00內部工作會議

晚上7:00於台教會舉辦「環保茶坊-霧霾台灣怎麼活?」,由創會會長施

信民主持，鄭尊仁教授擔任主講人,徐光蓉老師、吳焜裕老師、劉志堅

老師擔任與談人,共計20人參加。 

0328 陳秉亨秘書長參加屏東環盟募款餐會。  

0329 劉志堅副會長上午赴台中參加台中市環保局舉辦「台中市空氣污染管

制研討會」。

劉志堅副會長赴彰化參加「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立籌備及討論

反空污事宜。

0330 劉志堅副會長及高�炎老師及陳秉亨秘書長拜會謝長廷前院長。

0331 陳秉亨秘書長參加水資源論壇。

晚上學生參訪環盟,由施信民老師介紹環盟及環保運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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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至12月捐款徵信

   市環境保護聯盟.紀國鐘.葉樑.(財)新

   境界文教基金會.陳鄰安.林國慶.

   (財)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廖崇禮.周淑

   美.劉深.鍾佳濱.楊澤泉.張國龍.邱雅

   婷.林奎佑.蔣為文.彰化縣環境保護聯

   盟

 $5,000李永得.景昱有限公司.陳登欽    

 $6,000鄭湧涇.佳契國際(�)公司. 陳朝

       欽.王塗發.詹伯廉.蔡長盛.周柏

       雅

 $9,000台灣教授協會.台灣國辦公室

 $10,000施信堅.(財)陳定南教育基金會

 $12,000吳培基

 $15,000(社)台灣北社

 $30,000施信民.鄭麗君台灣團結聯盟

 $108,000胡廷秉

         (施並錫畫作台大醉月湖)

 $500,000蔡明忠

 捐款收入

      $100葉芷吟

      $200徐詩閔.郭金泉

      $250林幸蓉

      $300藍育萱.龔裕程 

      $500劉蕙甄.徐世榮.Roger.李則

          慶.辛炳隆.CJ.徐薇謦.吳月鳳

          廖金英.鍾賢政.許惠悰.林暉

          凱 

      $800楊振銘

      $1,000謝建民.賴彥合.濁水溪

捐款收入

      $100葉芷吟

      $200郭金泉.徐詩閔

      $250林幸蓉

      $300龔裕程

      $500吳月鳳.徐世榮.Roger.辛炳隆. 

          CJ.蘇冠賓.徐薇謦.廖金英.許

          惠悰.林暉凱   

      $800楊振銘

      $1,000謝建民.濁水溪.王俊秀.吳焜

            裕.廖彬良王秀文. 李建畿.施

            克和.劉鴻水.無名氏.王淑芬.

            劉俊秀

      $1,500許瓊丹

      $1,600吳焜裕.陳曼麗

      $2,000郭惠二

      $3,000無名氏楊孟麗

      $5,000劉士誠林千俐

      $6,520台灣樂菲(�)公司

義賣收入

      $480書籍

      $2,000測試器

會務收入

      $2,000蕭文鳳

專案收入-2014非核亞洲論壇

      $5,000(財)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全

          國教師工會聯合會.民主進步黨

專案收入-27周年感恩餐會

      $1,000林詠凱.張瑞吉

      $2,000蔡秀菊.李佳言

      $3,000鄭文龍.謝明義. 陳椒華.台南  

  10月1日至10月31日

  11月1日至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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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至12月捐款徵信

   $20,000萬國法律事務所李慶鋒 

   $26,000何春松(施並錫畫作義賣)  

   $30,000柳碧貞結構技師事務所

   $100,000辜寬敏.榮星企業�份有限公

           司

   $108,000廖彬良(施信民老師的畫作)

 捐款收入

       $100田芷璦.楊�英.葉芷吟

       $200郭金泉

       $250林幸蓉

       $300龔裕程

       $500徐世榮.Roger.辛炳隆.CJ.徐

           薇謦.蘇冠賓.吳月鳳.廖英金

           許惠悰.林暉凱

       $800楊振銘

       $1,000洪新興.周仲佑.濁水溪.謝  

             建民.王俊秀.廖彬良.王秀

             文.李建畿.施克和.吳焜裕

             曾淑敏.王淑芬.劉俊秀

       $1,500許瓊丹

       $1,600蘇焕智

       $2,000黃盟仁.許天麟.郭惠二

       $3,000許爐.陳振陽.廖元鴻.楊孟

             麗.張慧芬

       $4,600無名氏

       $6,000許晃雄.

       $7,000李駿

       $10,000邱育玲

       $20,000朱瓊芳

      $1,000潘建安.王俊秀.廖彬良.王秀

            文.李建畿.施克和.無名氏.吳

            焜裕.王淑芬.劉俊秀

      $1,500許瓊丹

      $2,000郭惠二

      $3,000郭梅子.楊孟麗.謝安通

      $6,833台灣樂菲(�)公司

      $10,000黃顗頻

      $14,000李駿

      $37,638福福好創意有限公司

      $100,000昶懋國際�份有限公司

專案收入-反核專案

      $900反核旗

專案收入-27周年感恩餐會

     $1,000謝和銘

     $2,000黃麗蓉

     $3,000朱學亭.詹長權.吳麗珍.林萬億  

           楊維哲.闕杏芬台灣野鳥保育協

           會.黃炯憲.蕭新煌.李建畿.廖

           秋娥.黃宗樂.王偉民.鄭欽仁

           吳麗慧.林仁斌. 顧忠華.莊萬

           壽.張清溪.江妙瑩許舜欽

     $4,100義賣品無名氏

     $5,000蕭景燈.張正修.林鎮洋.劉志堅

     $6,000無名氏.徐建洋.(社)台灣公投

           護台灣聯盟促進會. 陳榮銳.許

           富雄.吳焜裕.吳君真

     $9,000民進黨.黃提源.

     $10,000高涌泉.嘉德技術開發(�)公

            司(施並錫畫作義賣

     $15,000徐世榮(相片義賣)

  12月1日至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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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至12月& 2015年1月至3月 捐款徵信

 會務收入

       $1,000劉深

 義賣收入

       $4,000台灣環境珍藏本

 專案收入-反核專案

       $250反核旗

 專案收入-2015民間能源會議

       $7,400報名費

       $2,000楊順美.許富雄.周美惠.陳

             鍚南

       $3,000董建宏.施信民.林山城.林 

             子倫.吳明全.高�炎.田秋 

             菫.曹啟鴻.蘭陽地熱資源  

             (�)公司.(財)地球公民基

             金會.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

             盟協會.(社)台灣環境資訊

             協會.(財)綠色消費者基金

             會.(財)台灣基督教長老教

             會宣教基金會.(社)公民監

             督國會聯盟.彰化縣環境保

             護聯盟.(社)台灣蠻野心足

             生態協會.(財)台北市綠台

             文教基金會.(財)陳定南教

             育基金會.(社)台灣公投護

             台灣聯盟促進會

       $5,000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葉光

             芃.(社)台灣北社.(財)宜

             蘭人文基金會.(財)主婦聯

             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日山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社)台灣

             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   

      $30,000陳孟君

專案收入-27周年感恩餐會

      $30,000(社)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110,000(財)義美環境保護基金會

專案收入-2014非核亞洲論壇

      $10,000高�炎

專案收入-2015民間能源會議

      $3,000(財)守望文教基金會

      $5,000台灣教授協會.新境界文教基

            金會

  1月1日至1月31日

捐款收入

      $100葉芷吟

      $200郭金泉

      $250林幸蓉

      $300藍育萱.龔裕程 

      $500余蕙雯.徐世榮.Roger.辛炳隆

          蘇冠賓.CJ.徐薇謦.林金田.吳月

          鳳.廖金英.許惠悰.林暉凱

      $800楊振銘

      $1,000濁水溪.謝建民.林世賢.王俊

            秀.吳焜裕.廖彬良.王秀文.李 

            建畿.施克和.王淑芬.劉俊秀

            吳碧月

      $1,500許瓊丹

      $1,600徐光蓉.王塗發.周美惠

      $2,000無名氏

      $3,000楊孟麗

      $6,600李駿

      $10,000董祐夙.林士雅

              52



會務報告 台灣環境 163 

2014年10月至12月& 2015年1月至3月 捐款徵信

   $5,000看守台灣協會

   $5,305徐光蓉 

   $6000王塗發.劉俊秀

   $50,000許明芳.聯亞科技(�)公司

捐款收入

      $100葉芷吟

      $200郭金泉.黃建中.徐詩閔

      $250林幸蓉

      $300龔裕程.林麗華

      $500徐世榮.Roger.羅進軒.辛炳隆

          蘇冠賓.CJ.徐薇謦.吳月鳳.廖

          金英.許惠悰.林暉凱

      $800楊振銘

      $1,000謝建民.濁水溪.王俊秀.吳

            焜裕.廖彬良.王秀文.李建

            畿.施克和.曾淑敏.王淑芬

            劉俊秀.謝佺甫

      $1,500許瓊丹

      $2,000廖悅庭

      $2,400李駿

      $3,000陳文賢. 楊孟麗

      $4,292無名氏

義賣收入

      $6,000中高頻測試器

專案收入-反核專案

      $1,350反核旗

      $1,000,000柯文哲

捐款收入

      $100葉芷吟

      $200郭金泉

      $250林幸蓉

      $300龔裕程

      $500徐世榮.Roger.吳月鳳.廖金英

          辛炳隆.蘇冠賓.CJ.徐薇謦.許

          惠悰.林暉凱

      $800楊振銘.

      $1,000謝建民.濁水溪.許毓珈.王俊

            秀.廖彬良.王秀文.李建畿

            施克和.王淑芬.劉俊秀.王素

            花

      $1,200陳易潔.

      $1,500許瓊丹

      $1,600施信民.鄭尊仁.徐光蓉

            劉志堅

      $2,000李駿 

      $2,600吳焜裕.

      $3,000葉靜芳.楊孟麗.

      $4,026無名氏  

      $5,000安南文教.

      $6,000林興溪水協會

專案收入-反核專案

      $1,925募款箱.$

      3,900義賣品

專案收入-2015民間能源會議

      $5,000綠色21台灣聯盟

      $100,000(財)台灣民主基金會

  2月1日至2月28日

  3月1日至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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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台 灣 環 境 保 護 聯 盟 出 版 品

書名 作者 義賣價格(元)

天火備忘錄 張國龍、洪田浚、黃立禾 250

解剖「核電經濟」的神話 王塗發 120

台灣斷糧-水控制你的生命 台灣環境雜誌社 50

核殤-車諾堡核災考察 廖彬良 120

核電夢饜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180

核工專家VS.反核專家 胡湘玲 200

「台灣環境」珍藏本2-9卷

(第一卷已絕版)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每卷1000

廚餘有效利用 洪嘉膜 250

「環保綠生活」校園宣導教學資料

(光碟版)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450

「環保綠生活」研習手冊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150

生命亮起來-飛魚青年in Taiwan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150

漫長苦行-對抗電磁輻射公害之路 陳椒華 220

溫室效應完全自救手冊 徐光蓉 免費

夢幻之石化王國-探討國光石化的必

要性與其環境影響評估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國光石化

環評監督小組 徐光蓉 整理

100

戒除核癮 徐光蓉 50

福島核災啟示錄 高�炎/主編 300

作者:徐光蓉

內容:

1.台灣萬一發生嚴重核災

該去哪?

2.可怕的核四

3.放射性物質對人的影響

4.沒有核電，不該缺電

5.核電最便宜是謊言

6.核能發電廠與核彈原理相同

7.燃料有限，昂貴的高溫熱水器

8.想停可能停不住的核電

9.長相左右的不定時炸彈-核廢料

10離譜的核四-擅改設計，偷工減料

11.國際非核的趨勢

高�炎/主編

內容:

來自福島與車諾堡的訊息，

�核電事故引起的農業傷害

與農民處境，莫讓台灣�為

第二個車諾堡。

山腳斷層和大排北地區的斷

層知多少? ...等收錄台灣，

日本返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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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本 會 「 電 磁 波 測 試 器 」 租 借 辦 法

租借須知
自從本會關心「電磁波」議題以來，民眾詢問度非常踴躍，本會特別提供電磁波測試

器供民眾租借使用，讓民眾無須花費購買，方便租借使用。�測試器費用不低，本會

屬於民間社團致力環境保護運動，生存本不易，故需酌情收費，租借收費規範如下：

租借項目：極低頻檢測器

押金：2000元  租金:第一、二天200元，之後每天加100元

租借辦法
�為儀器數量有限，欲來租借�您務必先來電詢問是否還有儀器，謝謝。

一、填寫電磁波儀器租借單及租借收據。

二、租借時本會收取抵押現金2000元+第一、二天租金200元=共2200元。

     若延續租借則之後每天加100元，歸還時以租借收據作為退還押金的依據。

三、工作人員向您說明如何使用電磁波測試器。

四、完�租借手續，帶調查表與須知回家。

五、歸還時煩�填寫調查結果。

六、此儀器檢測項目：高壓電塔、高壓電纜、變電所、變電箱、電器用品(微波爐、

    電磁爐、吹風機、建築輸電纜線等)，無法探測基地台及行動電話。

七、若以郵寄方式租借器材，需另繳兩百元作為郵資。

租借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9:30~12:00 下午13:30~17:00

服務地點
台北：臺灣環保聯盟總會(台北市汀州路三段107號2樓) 電話：02-2364-8587

                      (舊三軍總醫院對面、台電大樓捷運站附近)

桃園：台灣環保聯盟桃園分會(桃園市中山路658巷4弄3號) 電話：03-3346452 

台中：主婦聯盟台中辦公室 電話：04-23755234

台南：台南環保聯盟 電話：06-3363751

義賣品
向電磁波說不-如何避開電磁場污染 義賣價280元

漫長苦行──對抗電磁輻射公害之路　 義賣價220元

測試機器：電磁波測試器 義賣價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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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環 境 保 護 聯 盟 分 會 資 訊

※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總會
地址:10090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107號2樓
電話：(02)2363-6419　(02)2364-8587
傳真：(02)2364-4293
理事長: 劉俊秀

※ 北海岸分會
地址:20741 新北市萬里區大鵬村加投
           路287-18號
電話：02-24988877
傳真: 02-24987219
理事長:許富雄

※ 東北角分會
地址：22841 新北市貢寮區龜壽谷街
            27號
電話 : 02-24633662
傳真 : 02-24992255
理事長: 吳文樟

※ 宜蘭分會
地址:26049 宜蘭市負郭路21號
電話: 039-331696
傳真: 039-320834
理事長: 張曜顯
Email:lcu.x890002@msa.hinet.net 

※ 花蓮分會
地址: 97355 花蓮縣吉安鄉南華村
            南華六街133巷6 號
電話 : 03-8510512
傳真 : 03-8510513
理事長 : 鍾寶珠
Email : ehup56@gmail.com 

※ 桃園分會
地址 : 33058 桃園市中山路658巷
             4弄3號
電話 : 03-3346452
傳真 : 03-3373980
理事長 : 盧敏惠
Email : lu940504@yahoo.com.tw

※ 彰化分會
地址 : 50563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354號
電話 : 04-7764467
傳真 : 04-7769516
理事長 : 蔡嘉陽
Email : 7764467@gmail.com 

※ 雲林分會
地址 : 63050 雲林縣斗南鎮大東里
             136-1號
電話 : 0921-213-811
傳真 : 05-5377886
理事長 : 張子見
Email : Jacob7349@seed.net.tw 

※ 台南分會
地址 : 70172 台南市東門路三段37巷75弄  
             17號
電話 : 06-3363751
傳真 : 06-3363841
理事長 : 邱雅婷
Email : teputnbr@ms13.hinet.net 

※ 台東分會
地址 : 95002 台東縣中華路一段684號
電話 : 089-352751
理事長 : 劉炯錫
Email : jesse@nttu.edu.tw 

※ 屏東分會
地址 : 90060 屏東市台糖街39號
電話 : 08-7550922
傳真 : 08-7550892
理事長 : 洪輝祥
Email : tail2007@yahoo.com.tw

※ 澎湖分會
地址 : 88041 澎湖縣馬公市光武街15號
電話 : 06-9277700
傳真 : 06-9266898
理事長 : 陳香育
Email : 144mail@ms59.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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