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綠色振興為動力引擎打造臺灣低碳韌實力
實踐循環經濟與環境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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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於 2020 年 6 月 4 日接見全國環保團體代表首次提及「綠色振興」
（green recovery）概念。基於總統的第二次任期起始在臺灣防疫有成與高聲望的
基礎上，並根據第十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之議題三經濟與創新，子題二循環經
濟與環境永續項目；研究認為，政府可以積極帶領臺灣人民跨出高碳、氣候貿易
障礙之轉型決心，以及奠基臺灣公民對全人類綠色貢獻的作為。
國際綠色振興科技投資
全科會循環經濟與環境永續子題之策略 2 精進資源循環技術，促進資源再利
用效益以及策略 3 推動循環技術記關鍵材料創新研發與專區，支持國家額新戰略
產業；在國際上已經有值得參考的標竿國家與競合對象，相當值得政府大力推動。
例如歐盟於 5 月 27 日通過總計 7500 億歐元的「下一代歐盟」（Next
Generation EU）振興基金，強調加速履行歐洲綠色政綱（EU Green Deal），並以
推動數位轉型為其重要目的。此次預算中，規劃了 910 億元用於建築能源效率提
升和綠色供暖設備佈建，再生能源編列了 250 億歐元，潔淨車輛推動上則編列
200 億歐元，並設定五年內增加 200 萬個充電樁的目標，更規劃生產 100 萬噸乾
淨氫。亦將公正轉型基金由原訂的 75 億歐元提升至 400 億歐元。但更重要的是，
要求「下一代歐盟」的用途，均需符合永續金融分類指引中的「不傷害原則」（do
no harm），確保不用於環境破壞性高的投資計劃，並將碳關稅、一次性塑膠使用
稅明定為經費來源。
東亞方面，作為臺灣競爭國家的韓國，其民主黨於四月份國會大選期間，提
出綠色新政法，將 2050 年前達到淨零排碳列為選舉政見。韓國總統文在寅在 6/1
第六屆國家緊急會議，宣布正式推行韓國綠色新政及數位新政兩大政策方向，強
化雇傭安全網、提升就業安全，總投資達 76 兆韓元(約 1.9 兆台幣)，將完善並擴
大相關追加議題，並於 7 月份確定綜合計劃（邱虹儒、張景淳，2020）。日本方
面，目前安倍政府的振興方案中，尚未有具體氣候能源事項，但環境大臣小泉進
次郎在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秘書處主辦的「六月氣候動能」（June Momentum）上

宣示，將於九月初舉辦線上國際高階政治論壇討論綠色振興的重要性，後續與由
大企業組成「日本氣候倡議」座談時，提出仿效歐盟綠色振興提案，研擬日本版
的綠色振興。
臺灣公眾支持綠色紓困以推動循環經濟與環境永續
依據 Ipsos 橫跨 27 國的最新民調，有 38%的受訪者支持政府紓困應就產業
擬定綠色條款，另有 36%的受訪者認為減碳要求不應作為紓困的先決條件。對於
綠色條款支持度較高的國家為中國（77%）、馬來西亞（59%）、墨西哥（57%）
(Ipsos 2020)。而風險中心於今年四月份進行的能源轉型民調中，亦設計了綠色紓
困題組，了解臺灣民眾對綠色振興政策的支持程度。
本調查中，首先詢問民眾是否支持在企業疫情紓困方案中，增加能源轉型要
求，有 59.8%的受訪者支持在肺炎疫情紓困方案增加能源轉型要求的作法，表示
不支持者有 29.3%。若就年齡層進行分析，18-29 歲者支持的比例顯著高於其他
年齡者，支持度達到 67.5%。
圖 3、對紓困方案增加能源轉型要求的支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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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因為疫情的關係，政府預估將花費 1.05 兆元拯救經濟。請問您支不支持
政府將這些紓困方案加上『能源轉型』的條件、將錢用於幫助產業節能或是擴大
推動再生能源上？」
本調查中，進一步調查民眾是否支持提供紓困貸款的同時，也需要求航空業
設立減碳目標，並且投注低碳航空燃料的研發。本次調查的受訪者中，有 77.2%
的受訪者支持政府在肺炎疫情時提供航空業紓困貸款需附帶減碳要求，表示不支
持的受訪者為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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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對航空業紓困方案增加減碳要求的支持程度

題目：「因疫情的關係，政府提供航空業 300 億貸款作為紓困之用。請問您
支不支持提供紓困貸款的同時，也要要求航空業設立減碳目標，並且投注低
碳航空燃料的研發？」
依據經濟部評估，中美貿易戰併同疫情，將加速台商回台投資。然而臺商回
流對能源供需的影響，亦是各界極為關注的議題。本次民調中，詢問民眾是否支
持針對台商回台投資，訂定能源效率審查制度，要求他們提出綠能使用承諾。調
查顯示，有 82.1%的受訪者支持訂定臺商回臺投資能源效率審查制度，僅 8.3%
不支持。
圖 5、對訂定臺商回臺投資能源效率審查制度的支持程度

題目：「請問您支不支持針對台商回台投資，訂定能源效率審查制度，要求他們
提出綠能使用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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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民調結果顯示，針對「訂定臺商回臺投資能源效率審查制度」、「肺炎
疫情紓困方案增加能源轉型要求」、「航空業肺炎疫情紓困方案增加減碳要求」
等尚未納入政策議程的管制措施，均有六成以上臺灣民眾支持。本調查顯示民眾

支持此類前瞻性作為，氣候與能源相關部會應擺脫行政窠臼，研擬更積極的管制
措施。
三管齊下把握綠色振興歷史契機
爰此，本研究認為，全科會子題推動循環經濟與環境永續對未來臺灣至關重
要，而其中更應該把握國際當前趨勢，以「推動綠色振興」作為動力引擎，作為
全科會經濟與創新之其中兩大策略，策略 2 精進資源循環技術，促進資源再利用
效益以及策略 3 推動循環技術記關鍵材料創新研發與專區，支持國家額新戰略產
業的實踐驅動力。也就是說臺灣可以趁著當前的防疫成效，掌握國際趨勢，藉由
綠色振興措施提升其低碳競爭力，方能提升臺灣的韌性（周桂田，2020a）。
對此，本研究提出「提升前瞻基礎建設的綠色含量」、「把握碳定價機會之
窗」、「增進環境管制強度」三項具體政策建議，能使政府推動經濟與創新時有
如虎添翼一般的助益。首先建議國發會前瞻基礎建設進行第二階段規劃時，應該
依據「綠能建設上應以節能、儲能與氫能發展為重」、「城鄉建設需有助於人本
交通、運具電動化與循環經濟」、「水環境建設需以重建生態韌性為優先目標」
等三大原則進行規劃，方可同時發揮刺激景氣與促進轉型的立法目標（趙家緯，
2020）。
「把握碳定價機會之窗」方面，因疫情之故，導致全球油價走低，故可預期
臺灣油價、電價將會維持低檔。低能源價格之際，正適合推動能源稅或碳費等措
施，促使化石燃料使用的外部成本可確切納入能源價格。一方面可促使企業不至
於因能源價格下跌降低節能投資意願，另一方面收取的稅費亦可補充國庫財源。
「增進環境管制強度」方面，為了因應此公共健康緊急狀態，臺灣採取了許多前
所未見的高強度管制措施。然而依據能源與潔淨空氣研究中心（ Centre for
Research on Energy and Clean Air）分析，臺灣一年因使用化石燃料所排放的空氣
污染衍生的健康衝擊達到 160 億美元，約為 GDP 的 2.6%（CREA, 2020），早死
人數約在 16000 人以上。因此若政府真的以民眾的健康為重，更應增進環境管制
強度，降低空污衍生的健康外部成本。
過往六個月中，已見證 COVID-19 此系統風險對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的劇
烈影響，而臺灣有幸藉由「精準防疫」擋住了疫情的衝擊，有餘裕等待疫苗開發
完成，但面對另一影響更為廣泛的系統風險— 氣候變遷，則是沒有任何疫苗。
臺灣同樣站在這個歷史的十字路口，COVID-19 不僅提升臺灣國際形象，更加速
重塑供應鏈（周桂田，2020b）。建議政府即時三管齊下把握綠色振興歷史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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