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電哪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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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年代石油危機之後，「能源」成為各國最關注的問題。
德國經過國內多次辯論，在上個世紀末決定全力發展再生能
源，如今已成全球綠能的領頭羊；法國在戴高樂執政時期定調
往核能發展，至今供電穩定、電價便宜；
日本經歷311福島核災，由於核電發展暫停，因此全國上下力行
節能、共度難關。

3個國家，3種不同選擇，雖然方向有異，但至少都已走出一條
明確的路。反觀台灣，核四爭議未決背後，究竟有什麼樣的能
源政策？未來，我家的電究竟在哪裡？

越洋直擊 3個國家，3種能源的不同選擇

未來的

哪裡來？
企畫／高宜凡、王美珍、朱乙真
攝影／陳之俊、張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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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廢核，有望成為最快「戒掉」核電的國家。
能夠篤定跟核電說不，是因為德國已有1／4的電
力來自再生能源，是全球推廣綠電的火車頭。
事實上，是否廢核已在德國內部討論近40年，達
成多數人同意的共識後，政府才開始全力衝刺。

30年前 再生能源進入政策體系
自從1970年代石油危機後，德國跟許多國家一
樣，出現環保運動與廢核主張，1983年，堅決綠能
與反核的綠黨進入國會，開始讓再生能源進入政
策體系（頁208表2）。

文／高宜凡
立志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戒掉「核」癮的國家，德國能不能實現2022年廢核的宣言，全世界都在看！

陳之俊 攝

1998

年，當德國公告廢核計畫時，全球
都在觀望；2011年福島核災後，德

國宣布2022年全面廢核，全世界都知道，德國是
玩真的！為什麼儘管電價高達台灣四倍，德國還
是堅持走再生能源的路，而且還有高達91％的民
眾支持廢核？更令人訝異的是，德國企業仍然擁
有令人稱羨的競爭力。德國究竟是怎麼做到的？

目標2022年
全球最快「戒核」國家
華燈初上，德國柏林蘭登堡大門，綻放出皚皚的
黃色燈光。這裡是柏林最具代表性地標，不但吸引
許多遊客，也是當地單車族的必經路線，隨處可見
帶著小孩騎單車的全家福。
鏡頭轉到另一頭的柏林圍牆遺址，不少人正在
仔細閱讀牆上的文字，回味當年東西德分裂的歷
史，無知的孩子們卻把這當成遊玩場所，利用圍牆
的遮蔽，玩起了捉迷藏。
自從1989年推倒圍牆，德國不但結束分裂時期，
更一飛衝天。近年受歐債衝擊，歐洲各國一蹶不
振，只有德國屹立不搖，無論經濟表現或對失業率
的控制，都是歐洲的帶頭大哥。
除了耀眼的經濟光芒，最近德國還有項表現堪
稱全球頂尖，那就是再生能源！

2011年爆發福島核災，德國率先於當年關閉近半
（17座裡的8座）核能發電機組，隨後更喊出2022
206 遠見雜誌 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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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基本資料

1998年，左派社民黨與綠黨聯合執政，正式公告
廢核計畫，規定電力公司不准再增設核電廠，並在

面積

35萬7121平方公里
（約台灣10倍大）

人口

8200萬人（歐盟會員國最多）

首都

柏林

黨，但經過長期討論與民意凝聚，廢核依舊成為德

總統

梅克爾（基督教民主黨）

國社會的共識，而非單一政黨的堅持。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主要產業
經濟成長率
失業率

4萬4558美元
汽車、電機、機械、化學、通訊

2％
6.8％（7月份），15～24歲青年
為8.1％（歐盟最低）

電力市場特性
●2012年24％電力來自再生能源，2050年目標提高
至80％
●提出2022年廢核藍圖後，至今依舊為電力「淨出
口」國
●預計2050年電力消費較2008年減少25％，能源效
率提高80％

2003、2005年關掉兩座核電廠。
雖然多年來綠黨只是德國第三到第五大的政

事實上，德國也曾是核電大國。2010年發出1410
億度核電，高居全球第六大核電國，核能占發電比
例一度接近三成。2010年底本來打算延長核電廠
運轉，但隔年爆發福島核災，民間反核狂潮再起，
經過3個月評估，政府隨即喊出2022年全面廢核，
並頒布一系列能源轉向法案，長期目標是2050年讓

80％電力來自再生能源。
「連日本這樣高科技的國家，也有無法駕馭核能
的危險，所有有感知的人都能感受到衝擊，我也
改變了原有認知，」當時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如此解釋能源政策大轉彎的考量。
根據TNS Emnid於2011年4月及2012年1月做的民

表2

德國推動再生能源大事紀

1970年

環保運動及反核浪潮興起

1976年

頒布第一部節能法案「EnEG」，隔年再
推出建築節能法「WSVO」

1983年

綠黨正式進入國會

1991年

通過「能源購電法」（ Power Feed-inLaw）

1998年

電力自由化，允許新發電廠進入市場

2000年

通過「再生能源優先法案」（EEG），以
保證價格收購20年

2010年

公告2050年「能源轉型」目標，原本打算
讓核電廠延役

2011年

2013年

陳之俊 攝

調，支持廢核的民眾從89％升至91％。其中完全無
條件支持的，從38％激增至55％。當電價可負擔才
支持廢核的，反而從51％降到36％。

力最大宗、接著是生質能與太陽能（頁210表3）。

聯邦再生能源協會策略及政策部主任卡斯騰、

現在，德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太陽能市場，去年

菲弗（Carsten Pfeiffer）笑說，過去，德國只有四家大

新建容量超過24GW，幾乎是第二名義大利的兩

公司提供電力，現在能發電的大大小小單位，已經

德國工商總會（DIHK）能源及環境部主任雅

倍。今年7月，拜炙熱的陽光所賜，德國太陽能發

超過百萬家，稍具規模的起碼約有1000家，「現在

各．弗雷區納（Jakob Flechtner）解釋，廢核並非突

電單月超過5.1TW，創下歷史新高。此外，德國還

德國的電力市場裡，每個人都可以是生產兼消費

如其來，「其實我們準備了幾十年，如果再生能源

是全球第三大的風力市場，僅次於中、美兩國。

者！」

雙管齊下 十年再生能源大爆發

不夠多，也沒本錢廢核！」
過去十年來，德國透過市場誘因與政府補助，
讓再生能源大爆發。2000年的「再生能源法案」

再生能源不只是能源，更成了經濟大支柱

（EEG），要求電力營運商優先採購再生能源，更

多年來百花齊放的綠能，使目前德國前四大電力

費」概念，讓所有用戶一起分擔，隨電價徵收再生

提供20年的保證收購價，讓再生能源不再只是口

公司，合計僅拿下55％市占率，跟挪威的五家合占

能源稅，而不是由政府補貼。等補貼年限終止，就

宣 布 2022 年 廢 核 ， 推 出一 系 列 新 法 案
（Energy Package）

號，而是攸關荷包、且保證獲利的生意經。後來全

48％，並列為歐洲最自由開放的電力市場。

進入市場機制、完全競爭，讓價格更合理化。

聯邦國會大選，能源成第二大選舉焦點，
僅次於財政議題

有強大誘因，德國再生能源的發電比例，從1999

發生福島核災，一口氣停掉17個反應爐裡
的8個

球有近70個國家，都模仿這套鼓勵政策。
年的5％，一路竄升至2012年的近25％，其中以風

208 遠見雜誌 2013.9

透過立法鼓勵與建立市場機制，讓德國的再生能源蓬勃發展，成為目前僅次於褐煤的第二大發電來源！

除了立法，德國也考慮周邊配套措施，包括最棘
手的融資與財政。
例如，再生能源法案補貼業者是採取「使用者付

其次，銀行也提供許多寬鬆的綠能貸款，降低
進入門檻，讓一般人不用花多少錢，就能在自家裝
設備、做電力生意。同樣的，政府也要求電力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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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表3

德國歷年發電來源占比（％）

資料來源：Bruttostromerzeugung in Deutschland von 1990 bis 2011 nach Energieträg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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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F），不受國家財政左右。2011年廢核決議後，

當然，不少人擔憂，發電不穩定的再生能源，不

率」市場約7200億歐元，德國（980億歐元）即攻

該基金又宣布加碼3年35億歐元用於研發新能源，

會造成電力短缺嗎？過去三年來，即便德國核電供

下近1／7占有率。而3130億歐元的「環境友善能

比2006至2009年一口氣增加75％。

應驟降四成，但電力出口依舊多於進口量，維持電

源」市場，德國（710億歐元）更斬獲兩成市占。

力「淨出口」國的地位（表4）。

達姆施塔特（Darmstadt）科技大學教授、也

府也頒布許多節能法規。如化工、機械、金屬等能

根據聯邦統計局統計，2012年全國電力淨輸出

源密集產業，只要達到節能標準，就能獲得電價補

賺進14億歐元，創下歷年新高，荷蘭、奧地利、瑞

（Manfred

貼與賦稅減免。賣房屋還得出示節能認證，成為標

士等周邊鄰國，都是購買德國電力的大客戶。

影響就在於這些投資與工作都留在自己國內，「而

曾任法蘭克福市政府環保局長的環境專家克勞
商，不但得優先採購綠電，更得更新電網設施，讓

斯．維克特（Klaus Wichert）也分享，綠能政策是從

每個地方發的所有綠電，都能接上傳輸網絡。

最基層的鄉鎮社區，由下往上啟動，「老實說，地

除了提高國家能源獨立性，再生能源還創造了許
多新的產值與工作。

是德國永續建築協會總裁的曼弗雷德．黑格爾

Hegger）直說，再生能源對經濟最正面

且，老天爺不會寄帳單下來！」等於用得愈久、成
本愈便宜。
曾任聯合國氣候變遷委員會的綠色和平能源專

再生能源產值超過GDP一成

旅居德國快30年的台灣商會聯合會總會長李錦

方政府走得比中央快多了，各邦之間還會互相競

至今，再生能源相關產業雇用超過38萬位工作

鈺舉例，德國人在家上網下單，就可決定買哪家廠

爭，比誰的手續更簡便？誰能吸引更多民眾加入？

者。政府公布的「綠色科技3.0」報告，更估算能源

商發的電，「當大家都嚷著要買綠電，原本反對的

誰的點子更有創意？」

製造、能源效率、物質效能、永續運輸、廢棄物管

台灣首任環保署長、現任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理、水資源等6大綠色產業，合計每年創造3000億

在太陽能產業投資的她還發現，每逢年底，訂單

董事長簡又新舉例，有次到德國第二大城漢堡拜

歐元產值，占全國GDP超過一成。再生能源，顯然

量都會突然暴增，因為隔了一年，20年保證採購價

訪，發現當地民眾如果要在家裡裝冷氣，竟然得經

已成為德國經濟的重要支柱。

就會遞減。「你看左鄰右舍都裝了，每個月賣電賺

過市政府批准，審核有無必要性。

210 遠見雜誌 2013.9

+1257％

技術研發方面，則有獨立的能源和氣候基金

準採買程序，節能程度不夠的物件，行情會下跌。

那些公司，也會想辦法生出綠電來。」

國內生產總值（千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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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往上 地方政府走得比中央快

最後，針對最耗能的兩大部門：產業與建築，政

單位：億度

1990

GDP排碳量（CO2公斤／美元）

表4

+149

1980

資料來源：IEA（國際能源總署）、世界銀行

國際市場上也大有斬獲，2011年全球「能源效

案總監斯文．特斯克（Sven Teske）預估，2030年全
球能源產業將有65％（1200萬個職務）的工作來自
再生能源，德國積極布局的正是這片未來商機。

先天條件不佳 卻走出一條新路
其實，德國發展再生能源的先天條件，並沒比台
灣好到哪去。
以往，他們有九成天然氣跟97％的石油仰賴進
www.gvm.com.tw

211

未來的電哪裡來

CoverStory

EEX交易所

德國建構跨國能源交易市集，提高能源安全
在萊比錫火車站下車，走個5分鐘，來到了「歐洲

洲大陸相連，各國毗鄰，按照歐盟規劃，2014年將

電力交易所」（EEX）位於23樓的辦公室，一個已成

逐步打造「能源共同市場」，使各國的電力與天然

立11年的機構。

氣互相支援，提高能源安全。至今，不少國家都設

每天，上百名員工在此忙碌地跟24國的200多個

有聯外電網，並有30個能源交易所可互相買賣。

交易所互相聯絡、交易，商品包含電力、天然氣、燃

亦即，萬一某一國缺電了，可跟鄰國購電。

煤、碳權等，是觀測德國能源市場的最佳瞭望台。

歐洲電力交易所資深政治顧問羅伯特．蓋斯多夫

台灣是個能源孤島，無法跟別國共享電力，但歐

（Robert Gersdorf）指出，儘管目前跨國交易僅占用
歐盟用電量3％。但針對能源共同市場，德國無疑是
準備最積極的一國，「因為我們就位在（歐洲）正中
央，周圍有九個鄰國，不管再生能源過剩、還是電
力短缺，都必須跟鄰國互相支援、調度。」
翻開資料，歷年的電力交易量，一路從2002年的

119TWH，增加到去年的931TWH，2010年一度突破
1200TWH。尤其來自國際間的交易持續增加中。
他分析，這是因為近來德國再生能源發電量激
增，許多餘電可以外銷，「而且大多是短期交易，一
旦太陽能或風力太多，就得趕緊找人賣掉，」他笑
說，目前科技只能預測短期的天氣變化，因此這樣
的狀況大概還會維持好一陣子。
交易制度最大好處，就是能把供需兩端的資料公
台灣人難以想像的電力自由市場與商品交易制度，歐
洲各國已在實踐中。
陳之俊 攝

開。自由、開放，加上透明資訊，才是能源產業提高
效率的最快途徑。

口，2018年起禁止開採煤礦，能源依賴度超過七

當年制訂能源再生法案的綠黨議員奧利弗．克雷

成。由於緯度偏高，每年太陽能發電時間不到900

夏（Oliver Krischer）也認同，「再生能源不僅是為了

小時，風力資源也沒有北方的丹麥、英國那麼好。

氣候變遷或環保，更是刺激國家經濟的好機會。」

但這些都沒有妨礙德國在再生能源的大躍進。

近來提出「第三次工業革命」理論的美國學者傑

2006年起，德國的經濟開始與能源脫勾，經濟持續
成長，能源消耗與排碳卻持續下降（頁211表5）。

若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也表示：「全世界都

德國駐台北經濟辦事處處長魏諾朗（Roland

在關注德國，希望他們帶領人類走出新的經濟模
式，他們不能失敗！」

Wein）解釋，發展再生能源不僅是環保和能源安

當台灣糾結在「核四公投」時，或許該看看德

全，更是開發商機。「不是因為德國人環保，或比

國，如何把節能、立法、市場機制、周邊配套等

別人有道德感，而是因為我們從高效能源產品中獲

一一落實。這樣，核四到底蓋不蓋，就不是如此難

益！」

以抉擇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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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國綠能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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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應該怎麼走
相當大的代價。

供應不穩？欠缺智慧管理系統
其次，無論太陽能或風能發電都受氣候影響，讓

凡．哈同（Stefan Hartung）觀察，大家擔心的是，是

發電效率跟用電需求這兩條曲線，始終接不起來。

否會有季節性的短缺？是否會臨時斷電？比方，冬

2011年，德國境內屬於可信賴的裝置容量是
93GW，其中屬於再生能源的只有12GW。據統
計，德國太陽能每年發電時間不到900小時、風力
不到1400小時，跟燃煤、核能動輒6500小時以上的

季日照縮短，太陽能發電勢必不夠，就算有錢也買

運轉效率，差距太大。

納（Jakob Flechtner）觀察，儘管兩年來不曾發生大

換句話說，再生能源裝置是裝的夠多了，但發電
效率還不足以撐起穩定的基載電力。

年來全速衝刺名為「綠能」的高速公路，讓

多

四大電力公司之一的大瀑布公司（Vattenfall）便

德國成為全球再生能源領先者，更有本錢向

曾指出，德國有七成人口住在城市，且用電需求最

核能說不！

高的是南部工業聚落。但再生能源機組卻大多位

然而，宣布「能源轉向」後這兩年，也出現了許

機械業龍頭、博世（Bosch）集團董事會委員斯特

不到電，但企業生產不能中斷。「明天老天爺給你
多少陽光、多少風，是很難預測的，」他苦笑。
德國工商總會能源及環境部主任雅各．弗雷區

規模跳電或斷電，「但風險還是存在的。」
工商總會去年底調查發現，有55％的企業表示

於鄉間、濱海、或山上，增加配送困難。
德國能源局希望在2020年前新增4500公里長的

多亂象與雜音。

高壓電網，才能解決配送問題，但目前只完成300

電網不足？建設進度嚴重落後

公里，進度嚴重落後。

首先，堅決優先使用再生能源，使德國的電網基

落後原因除了是聯邦政府跟地方政府欠缺協
調，二來，是面對各地群眾的反對。

礎設施面臨了必須大量再造翻新的挑戰。

例如政府希望啟動「北電南送」的大型高壓電纜
表1

13年來，德國民生電價成長一倍

資料來源：德國能源經濟協會（BDEW）單位：歐分

●一度電的電價

●電力能源稅

●發電與配電成本

●加值稅

●再生能源補貼

17.2
14
12
10
8
6
4
2
0

13.9

2000

23.2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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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2005

鎮，卻屢次遭地方民眾抗議，他們不想為滿足大企
業的能源需求，而破壞社區生態與天然景觀。

28.5
23.7

25.2

20.6

表2

產業電價同樣走高，14年漲價近50％！

資料來源：德國能源經濟協會（BDEW）單位：歐分

14.3

2001

建設工程，把北海的風力發電，送到南部的工業重

2007

2009

2010

2011

2013

14
12
10 9.34
8
6
4
2
0
1998

11.53
6.16

6.86

2000

2002

13.25

12.07

13.87

8.9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過去十年砸下重金補貼太陽能，德國如今思考是否該將資源投入其他更具發電效率的再生能源，如離岸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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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vm.com.tw

215

未來的電哪裡來

CoverStory

無法將能源成本轉嫁出去、只能自行吸收，因此近

時，其實德國也有相同的煩惱，民怨甚至更嚴重。

三成打算自行發電，有62％表示會加強節能。規模

以三口小家庭的民生用電為例，自2000年至今，

千人以上的大企業，更有72％建置能源管理系統，

電價上漲又上漲，如今民生電價每度高達28.5歐

隨時掌控成本。

分，超過台幣11元，是台灣民生電價的四倍以上，
也高於歐盟平均值近四成。這樣高電價若發生在台
灣，老百姓應該早就走上街頭（頁214表１）。

投資氾濫？成為人民沉重負擔
第三個困境是，長年來為推廣綠能，德國政府與

檢視各種電費名目，基本費用（發電、傳輸）其

人民付出許多，導致德國電價幾乎成為歐洲最貴。

實只漲不到六成，反倒是各種綠能補貼及能源稅

按「再生能源法」規劃，德國電費裡要加收一項

賦，才是拉高電價的主因。

「再生能源附加費」。13年來，再生能源發電量增
加10.9倍，但補助經費卻暴增近20倍，從9億歐元

光是再生能源附加費這項，就從2000年的0.2歐
分，暴增為現在的3.5歐分。

變成176億歐元，成為人民沉重的負擔。

巴斯夫（BASF）能源及廢棄物管理部資深顧問圭

而且，吃掉近七成補助的太陽能，發電貢獻卻還
不及風力、生質能、甚至傳統水力。

多．哈姆斯（Guido Harms）無奈地說，就算到了晚
上或週末離峰，用電需求根本不多，但只要再生能

瘋狂投資再生能源，也開始激起居民的抗議，尤

源產生了，不管需不需要，都要有人埋單才行。

其是巨大的風力發電機，現在都被冠上毀壞林地、

儘管漲不停的電價成為全民沉重負荷，但德國人依舊有信心支持綠能，希望讓下一代享受更環境友善的低碳能源。 陳之俊 攝

度，到2030年，家戶電價恐怕會進一步飆高到每度

噪音擾人、破壞景觀的罪名，要增設不容易。
德國經濟研究院能源經濟部主任克勞蒂亞．肯
弗特（Claudia

德國能源經濟協會推估，假如再不修正補貼制

Kemfert）歸納，再生能源投資已夠

多，現在需要的是更好的管理系統來加強效率。

35歐分（約14元台幣）。一旦多數人難以負荷，可
能影響大眾對再生能源的支持度。德國目前已有約

依舊高出歐盟平均兩成，跟以低廉電價、能源豐富

觀察，將於9月進行的德國國會大選，「能源」已成

20萬貧民，因無法負擔電價而慘遭斷電。

著稱的中、美兩國，更沒得比（表3）。

僅次於「財政」的第二大議題，各政黨都嘗試提出

不僅一般人難以承受，高電價對產業界影響更
大。14年來工業電價也漲了快一半（頁214表2）。

電價狂飆？補貼制度須大幅修改

儘管政府已刻意優待產業界，但德國產業電價

當台灣近來為是否調漲電價而吵得不可開交之

前不久，原本設在漢堡的歐盟最大製銅業者歐
魯比斯（Aurubis），宣布轉赴亞洲或南美國家投
資，是否引發高耗能產業外移潮，令人關注。

更有效率與創意的解決方案。
例如，有人建議成立電網產業監督協會，由學者
監督改善基礎設施，有人建議把能源單位從環境
部獨立，設立層級更高的「能源部」。

表3

德國電價高於世界各大經濟體

●企業用電

25.9

●家戶用電

18.6

21.5
13.9

11.7
5.9

15.9

11.5

100％電力來自再生能源的目標，不但要廢核，更
要跟煤炭與天然氣說再見。
坐在離國會大廈不遠的辦公室，還不到30歲的

得增加17GW的火力（燃煤與燃氣）發電，才能彌

綠黨辦公室主任帝多斯•若潘（Titus Rebhann）充

補廢核後的缺口。

滿信心地說，「別以為不可能，看看10年前的德
國，那時候的再生能源才多少？現在又是多少？」

義大利

丹麥

英國

復興』了！」駐德代表處大使陳華玉觀察，德國人

劉書彬更認為，即便德國電價高，未來挑戰不

認為核電不安全、煤太汙染、天然氣得進口、又不

少，「但他們的競爭力就是那麼強！」用行動打破

想把風力發電機蓋在家門口，社會充滿雜音。

了高電價不利經濟的迷思。或許，這才是德國最值

鑽研歐洲政策的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劉書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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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反核的綠黨，更喊出提前於 2030 年達成

改成排碳量較低的天然氣裝置。估計2022年前，還

對此，「有人比喻，廢掉核能，反而造成『煤炭

9.7

德國

27

16.8

14.0

9.5

法國

中國

美國

歐盟 國平均

9.1

5.2

最後，想達成廢核目標，德國知道依舊需要傳統
能源。這幾年，他們提升許多燃煤發電機效率，或

資料來源：IEA（2012）
單位：每度／歐分
註：因電價隨時浮動，
故同一年度不同月份也會有所差異。

8.9

雖然電價高 但競爭力仍然強

30.0

得台灣學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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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S園區主任海克：

現在是痛苦高峰期，但我們可以熬過去
來到緊鄰盧森堡的特里爾（Triel）小鎮，據說這
裡是德國最古老的城鎮，歷史可追溯到古羅馬帝
國，也是「社會主義之父」馬克思的故鄉。

來台分享德國綠能經驗。
他分享，今天德國的再生能源應用藍圖，已進
化到將住宅、辦公、交通、環境一起規劃，且考慮

附近的國家公園保護區，有片IFaS零碳園區，

到電、熱、氣、水等各種資源，甚至包括能源的儲

負責人是特里爾應用科技大學教授海克（Peter

存跟轉換。以後舉凡住宅社區、辦公大樓、工業園

Heck），曾在台師大學習中文的他，後來經常受邀

區，都可自主管理、調配、或買賣能源。
目前全德共有16個不同單位，都在嘗試這樣的能
源運作概念。
對冬季酷寒的德國來說，熱能需求甚至比電力
還重要。因此再生能源過剩不是問題，如何把電轉
為熱、並儲存下來，才是重點。「電發太多也有好
處，這樣就能逢低買進，」海克解釋。
此刻，德國正處於電價高漲、電網建設不足、發
電卻又過剩的困境，也才驚覺再生電力的代價如此
昂貴。
對此，海克在黑板上畫出一個像是字母A的曲線
圖，縱軸是補貼費用、橫軸為時間。他解釋，補貼
支出最多的時候，也是人民痛苦指數最高的時候，
等補貼政策退場、業者投資回收、營運更具效率，
電價就會開始下跌，「現在，我們就位在這個『痛
苦高峰』裡！」
他認為，儘管負擔不輕，但民眾知道這只是暫時
性的，所以多數人還是願意承受，未影響其支持綠
能的決心。
他建議，台灣雖因長年扭曲的低電價，加上電力
市場未開放，導致綠能投資遲遲無法邁開腳步。
「但就算虧錢，去組國營的太陽能公司或風力公司
也好，因為這些投資總有一天會回收！」
最壞狀況就是一直買進口燃料發電，還得全民

對台灣相當熟悉的海克提醒，唯有建立自給自足的再生能源系
統，台灣才能擺脫「能源孤島」的宿命。
陳之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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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電力公司的虧損，搞了半天不但沒賺錢，國家
能源獨立性也沒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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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國公民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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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德國已被推崇為全世界推廣綠能成效最

雖

近幾年來發動了一系列驚人的在地運動，不但充滿

好、態度也最積極的政府。不過，德國人民

行動力與創意，且動作比政府還要前衛、激進。說

對這些成績還不滿意。

明了，只要人民有心，其實不必寄望政府怎麼做，

從南到北、從中央到地方、從鄉村到城市，德國

自己就能成為能源的主人。

能源農村費德爾Feldheim

128人小農村 電力自給自足還自建電網
車子出了柏林市區，駛上往萊比錫的高速公路，
往南約80公里，來到費德爾（Feldheim）小農村。
從環保運動啟蒙地弗萊堡（Freiburg）開始，多年

生活。社區裡只有一條街，沒有酒吧、餐廳、或遊

空，搭配筆直矗立的巨大風車，形成一幅壯觀又寧
靜的畫面。

但大家只把它當成一根大路燈，沒當一回事。直到

Thompson）笑說：「最環保的一點是，這些原料當

2008年景氣崩跌，農作物跟牛奶收購行情大跌，嚴

地隨處可見，不用花錢買、也不必大老遠運來。」

費德爾是個農村，當初會投入再生能源當然也

village of 2010 ）以及2011年度的德國

重影響收入，村民愁眉不展。

365個土地創意地標獎（365 landmarks in the Land of
Ideas 2011）等，並且是德國唯一達到碳中和、能源

吸引約150個團體、逾3000人次的參訪潮，這些都

力，並同時產生等同275萬千瓦小時的熱能，能源
轉換效率高達85％。

其中之一。

一般人來到費德爾參訪，是要收費的，但每年仍

費德爾能源村

有了沼氣工廠的成功經驗，村子又擴大投資風
力，至今累積建置43座大型風機，數量比村裡的房

頭上炙熱的陽光，於是興起投資綠能的念頭，做

子（37間）還多，每年產出電力128.8百萬千瓦，不
但自給自足，還有餘電外賣。

居民

128人

為農產品外的第二收入，並找上可再生能源公司

公司

能源公司Energiequelle、金屬工廠EQ-Sys，
合計新增20個工作

Energiequelle，作為技術與財務面的合作伙伴。
不久，村子募集了近50名股東，集資蓋了一棟

投資

累積投資172.5萬歐元，獲政府補貼83萬歐元

8600立方米的沼氣工廠，用農作物廢料跟家畜糞

產業、或相關政府單位，且多半來自德國以外。

地位

德國唯一達到碳中和、能源自給自足、且擁
有專屬電網的鄉村

便，進行發電與發熱的能源轉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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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訪客參觀的解說員凱薩琳•湯普森（Kathleen

忽然，大家看到農田間緩緩轉動的風車，還有

非走馬看花的觀光客，而是各地的環保專家、綠能

跟一般德國鄉村沒啥兩樣，這裡以種玉米、馬鈴

超過8300小時，可轉換出415萬千瓦小時度的電

2008年景氣崩跌 轉念投資綠能
早在1995年，當地就蓋了第一座風力發電機，

目前德國境內遍布上百個能源獨立村，費德爾便是

自給自足、且擁有專屬電網的鄉村。

跟農業有關。

樂場所，5分鐘就能逛完。
來到村外，放眼望去，盡是黃色麥草跟蔚藍天

（Bioenergy

陳之俊 攝

薯、養豬跟養牛維生，居民只有128人，過著純樸

來，德國各地鄉鎮掀起了一股綠能旋風。據估計，

這 裡 已 接 連 獲 頒 2 010 年 生 態 能 源 小 鎮 獎

類似費德爾這樣，能源自給自足的綠能鄉村，在全德國如雨後春筍般地到處綻放著。

2009年沼氣工廠啟用，便近乎全年無休地運轉

自行打造輸配電線與暖氣管線
產出足夠電力後，村民想翻新輸配網絡，讓家家
戶戶都能享用這些再生能源，沒想到，原本服務的
電力公司既不出售、也不出租線路，村民們乾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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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腰包，自己打造專屬的電網與暖氣輸送系統，直

因為投資再生能源，總共替社區帶來了20個工

例如在資金招募上，她們只開放一般民眾加入，

接脫離電力營運商的控制，讓費德爾成為德國第

作機會。包括負責設備維護的再生能源公司、沼氣

只要是德國公民，不管是否住在柏林，500歐元（5

一個擁有專屬輸配網絡的能源獨立村。

工廠的營運人力，還有另一間製作太陽能面板的

股）起就能成為股東，而且謝絕能源公司、大財

EQ-Sys金屬工廠，都因此增聘人手。

團、或政黨提供的資金。

現在，居民每月電費只需付5.95歐元，若冬天開
暖氣，再多付1.5歐元即可。每月合計帳單不到8歐
元，不到德國平均家戶電價的1／4。凱薩琳直說，

管理方面，BEB的工作團隊已有30人，除了另一

「現在我們的失業率是零！」凱薩琳笑說，村裡
只要想工作的人，絕對找得到差事。

這麼便宜的電價，也是吸引居民響應的原因之一。

此外，由於訪客絡繹不絕，只有128個居民的費

諸如自產能源、外銷電力、節能減碳等效益，每

德爾村，竟然可提供英、德、法、西班牙等多語專

年可產生約45萬歐元的商業價值，讓他們再也不

業導遊，隨著展示中心落成，不但能更詳盡地介紹

必進口16萬公升的熱油，就可讓村子的電力與暖氣

走向綠能之路的點滴，也可繼續增加工作職缺。

位發起人陸易絲全職投入，其餘多是志工。雅文白
天有正職，從早上7點工作到下午3點，下班後才到
托育中心接10個月大的小孩，再來當義工。
一年多來，兩人每天騎著自行車奔走，到處辦說
明會與理念分享活動，不但引起聯邦政府重視，吸

誰說綠能革命一定要充滿高科技風格與精英分

全年供應無虞。
更特別的是，不但替自己省下荷包，甚至還創造
出新的工作機會。

引環保部部長親自拜會，更促使柏林市議會多次討

子，或是完全要依賴政府？費德爾農村，就是絕佳

論電網議題。

反證。

未來挑戰艱鉅 但效應已經擴散
目前，BEB已籌到約600萬歐元資金，股東超過

公民團體BEB

24歲女生發動公民革命 向大電力公司宣戰
來到有「土耳其市場」之稱的克羅伊茨貝格
（Kreuzberg）地區，附近的柏林氣量器（Gasometer

Berlin）園區，以前是個天然氣工廠，有座顯眼的超
工廠遷走後，這裡重新規劃為環保園區，出租
辦公室給新創事業進駐，包括柏林公民能源團體

親幫未成年的孩子入股響應。

（BEB，Buerger Energie Berlin），園區內有餐廳與咖

雅文坦承，當初投入只是憑著一股念頭，既無市
場調查，也沒有政黨支持，成果已超乎預期。「我

啡廳，氣氛悠閒。
故事來自兩個年輕女生，雅文（Arwen Colell）跟
陸易絲（Luise Neumann-Cosel），學生時代起，兩人

大圓形儲存槽。

1300人，不但有前部會首長跟知名學者，還有父母

就常參與社會運動，對環保議題充滿熱忱。

想我們的確造成一些影響，例如把這個（電網）變
像雅文這樣充滿環保熱忱與能源意識的公民，才是
推動德國再生能源革命的強大動力。
陳之俊 攝

2011年底，德國受到日本311核災影響，也宣布

公民團體BEB
成立時間
發起人
成員

2011年
雅文與陸易絲（Arwen Colell,Luise
Neumann-Cosel）

於是，兩位年方24的窈窕淑女決定創辦BEB，加入

2014年底的柏林電網標案。
假如在台灣，這年紀可能才剛入職場，甚至還窩
在學校，但她們已經起身發動一場能源革命。

約30人（多為志工）

募得資金

約600萬歐元

股東人數

超過1300人

主要訴求

提高再生能源發電比重
翻新基礎設施為智慧電網
地方自決能源使用方式

大公司不肯做 我們自己來！
以往，德國地方電網隸屬各邦政府，通常每20年
一簽。從1997年起，柏林電網就交由給瑞典大瀑布
電力公司（Vattenfall）負責，目前高居德國市場第三
大的電力營運商。從發電績效看，表現並不差，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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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引起不少關注，然而，這場由兩個女生發動
的革命，未來還有許多挑戰。
首先是資金。為了多使用分散式再生電力，BEB

啟動終極廢核的能源轉型計畫，但她們發現，自己
住的柏林市，用的竟然還是燃煤產生的高碳電力。

成市民的熱門話題，讓大家去思考新的可能性。」

獨以火力跟核能為主，讓民眾不滿。

希望得標後把全市翻新為智慧電網。市議會估計，

雅文認為，唯有大幅改造現有電網結構，才能使

這筆費用起碼需要4億歐元，大瀑布電力公司更估

用更多再生能源，這只有電網營運商能做，「但目

算得砸30億歐元。按照BEB目前的資金規模，無法

前這些檯面上的大公司都不太肯，所以我們得自己

支應如此龐大支出。

來！」

接著，還有專業能力的挑戰。儘管熱誠可貴，但

問她家人是否支持？雅文笑說，「當然支持，我

由一般民眾組成的BEB，是否能夠服務柏林市近

是車諾比事件（1986年）一年後出生的，當時的德

300萬用戶，管理長達3萬5000公里、面積廣及900

國人、也就是我的父母們，都很擔心核災，」現在

平方公里的複雜電網，也讓人打上問號。

看到孩子們著手改革，豈有反對之理？
首開公民介入電網的先例，BEB的運作方式也很
不一樣。

儘管充滿挑戰，但BEB掀起的革命效應已擴散。
「大電力公司們，你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看著
還在牙牙學語的小寶貝，雅文充滿信心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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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夫、博世

〉西門子、
3.德國企業怎麼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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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強調不該只

長

年來因應國內轉向綠能及高電價的要求，已

各種幫助節能減碳的產品，整合成獨特的解決方

讓眾多德國企業彷如一個個體態健美的運

案，變成外銷的最佳武器！

動選手，在國內鍛鍊有成後，接著到全球各地扮演
幫忙能源「瘦身」、戒除用電「成癮」症的教練。

德國企業如何因應居高不下的電價，怎樣把來自
能源端的壓力，激發為本身的競爭力？

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觀察，累積

且看3家合計年營收逾2000億歐元（超過8兆台

了多年的再生能源使用經驗，加上德國政府與法規

幣）、員工近80萬人的德國龍頭廠商SIEMENS、

的節能要求，難怪德國企業不怕高電價，反而還把

BASF、Bosch，分享各自的節電心法。

西門子副總裁波姆認為，德國大量應用再生能源，其實是幫企業打開外銷綠能產品的國際商機。

陳之俊 攝

西門子SIEMENS：

不能只看能源價格增加，而應提升自身效率
力發電計畫──總發電量達630 MW、位於泰晤士

35％，是首要營收來源。多達332億歐元、超過四
成產值，都來自於環保方案，協助各地客戶減碳3.3

河口的「倫敦陣列」（London Array），成為一個新

億噸，堪稱當前全球的綠能產業龍頭。

前不久，英國政府啟動了目前全球最大的離岸風

的再生能源里程碑。

中才宣布要把太陽能事業脫手，以因應太陽能市場

渦輪發電機和電網連接設施，都出自德國西門子。

產能過剩、價格崩跌危機。而西門子去年底就決定

歷史超過160年的西門子，不但是德國最大企業

壯士斷腕，放棄太陽能生產事業，轉攻技術難度更
高、市場潛力也更大的離岸風力發電機。

及全球200國。過去，西門子出名的是手機、冰箱、
洗衣機等家電，還有前幾年火熱的太陽能事業。這
幾年，卻毅然轉戰能源領域。

再生能源需有新的管理系統

綠建築的101大樓，都是採用西門子的技術。
而近來德國熱烈討論的電網設施，西門子除了有

效率高壓直流電纜（HVDC）、運轉效能達60％的

綠建築、發電設備、節能效率等產品，貢獻多達

複循環（燃煤＋燃氣）發電機、效率增47％的火力

大型電纜，更想藉此打開智慧電網商機。
西門子能源事業群溝通經理威爾森（Christian

Stuart Wilson）在接受《遠見》專訪時分析，由於再
生能源的發電狀況隨天候起伏，更由遍布各地的分
散式小電廠供應，什麼時候有電？能產多少？能用
多少？這些都需要一套新的管理跟調度系統。

西門子SIEMENS
成立時間

1847年

全球員工數

37萬人

去年營收

785億歐元

主力產品

能源、自動化設備、基礎建設、醫療
科技

綠能表現

多次入選DJSI（道瓊永續指數）
「工業產品及服務類」領導廠商
逾四成營收來自環保節能技術與產品

除了先進的離岸風力裝置，包括提升30％輸配電

去年，西門子來自能源領域的營收，包括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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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目前約1／4電力的發電機組，還有全球最高

常被拿來跟西門子比較的美國奇異公司，今年

不過，這些綠能技術並非來自英國，包括175 座

之一，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機電設備大廠，業務遍

發電機，都是西門子在能源市場的暢銷產品。

抓對市場方向，接著西門子還提出了新的訴求，
幫節能產品打開銷路。
來自土耳其，外派過越南跟中國的西門子台灣分
公司總裁艾偉（Erdal Elver）分析，一個產品有八成
的能源使用與排碳量，都發生在出廠後，因此從生
命週期來看，就會發現節能產品的價值。
以綠建築為例，可比同級建築節能30％、減少廢
棄物70％、碳排放量少35％，只要用上20～40年，
就會發現很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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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業應接受挑戰 投入節能
他直說，台灣有七成能源用於產業跟建築，可立
即動手改善的地方太多了。例如從最基本的工業馬
達與驅動器著手，即有近70％的節能潛力。
在台灣，每次只要能源價格調漲，總會引來翻天

釋，一般人只關心能源價格調漲的那部分，但企業
卻應該關注營運效率是否也有同樣增幅？
「單純只看價格是錯的，要看的是競爭力與效
率！」波姆表示，否則能源最便宜的國家，早就該
誕生經營績效最好的企業了。但事實並非如此。

覆地的反彈，不少企業更要脅出走。德國電價長年

「當你（能源）用得愈多，才愈會思考如何節

處於歐洲最高電費，不會造成企業成本增加、甚至

約、提升效率，」他建議台灣企業要接受挑戰，更

被迫外移的壓力嗎？

何況，節能不是什麼高科技，願意做就能做到。

坐在柏林市中心的辦公室，61歲的西門子政府事
務部副總裁波姆（Hans-Peter Bohm）不疾不徐地解

從西門子的經驗不難發現，唯有把能源視為商
機與競爭力，而非成本與風險，才會看到轉機。

巴斯夫BASF：

七成能源靠自己，電價雖漲規模仍持續擴大
走出曼海姆（Mannheim）車站，這裡是德國有名

億台幣）電費的巴斯夫，有何因應之道？

的大學城跟文化城，來自各國的學生們，每天都一

巴斯夫總部會在這個不起眼的小鎮，除了念舊，

邊欣賞萊茵河美景、看著水鳥恣意飛翔，一邊遨遊

想繼續在故鄉投資，可直接利用萊茵河運輸也是

於知識天地裡。

原因。每天，路德維希港的進出船次多達25趟，

身為高耗能的化學工業，巴斯夫總廠區透過三座電廠自產七成用電，藉此降低電價波動的風險。

陳之俊 攝

不 過 很 少 人 知 道，不 遠 處 的 路 德 維 希 港

令人訝異的是，工廠跟社區間並沒有明顯的隔閡

（Ludwigshafen），可是全球化工業龍頭巴斯夫

與圍欄，幾乎融為一體，走沒幾步、過個馬路，就

（BASF）的大本營。

會從工廠跨入寧靜的住宅區。每個月，廠區都有定

用，也提供左鄰右舍服務。廠區廢水處理也達到

（Velt

期開放日，去年共吸引超過4萬人次參訪。

政府要求，可直接排入河水，「我們不鼓勵你直

組，不但能滿足路德維希港七成的用電，相當於

1200萬MWH電力，更能減少120萬噸的排碳量。

巴斯夫成立將近一個半世紀，產品涵蓋石油化
學、特用化學、功能性材料、農業用品、原油和天

事實上，整個路德維希港的電纜、油管、排氣

接喝，但跳下去游泳絕對沒關係，」來到河岸邊，

然氣等範疇。去年營收超過700億歐元，比台灣整

管等管路，都由巴斯夫規劃、管理，除了廠區使

巴斯夫媒體關係資深經理索尼亞．默懷斯（Sonja

Morweiser）幽默地說。

個石化業總產值還多。
路德維希港是片廣達10平方公里的遼闊廠區，
每天超過3萬人在此工作，廠區內遍布2000棟建
築物跟160個生產裝置，放眼望去，到處是綿密複
雜、顏色各異的巨大管線，包括遠從俄羅斯拉來的
天然氣輸送管。每年產出850萬噸化學產品到世界

巴斯夫BASF
成立時間

1865年

員工數

11萬人

營業額

721億歐元

各地，堪稱全球最大的一條龍化工生產線。

一年電費高達20億歐元
化學工業是能源消耗最高的產業之一，身在電
價快速飆漲的德國，一年要付20億歐元（約8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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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產品

石化產品、特用化學、功能性材料、
農業用品、原油和天然氣等

綠能表現

連續12年入選DJSI（道瓊永續指數）
路德維希港總廠區每年自產七成電
力，藉此減少120萬噸排碳量

身為全球最大生產線，路德維希港一年就要用
掉巴斯夫集團近四成電力（約6.1TWH），幾乎等
於中歐小國盧森堡一年的用電。

Hagenueger）解釋，靠這三座自設的發電機

近年，德國電價持續攀高，因太多費用都拿去補
貼綠能及稅賦，但巴斯夫大多使用自產電力，所以
完全沒困擾。
巴斯夫能源及廢棄物管理部資深顧問圭多．哈姆
斯（Guido Harms）強調，「我們把電力看成是一種
必要的原物料！」因為一旦停電，生產流程就有中

電力是原物料 能源採「綜合」管理法則

斷的危險。儘管政府對高耗能產業提供電價裡的

因此，早在1887年，路德維希港就打造自有發電

部分稅賦減免，但必須達到節能目標，才能獲得這

機組，目的是讓工人上夜班。1997年增添兩組熱電

些減免。預計到2020年時，巴斯夫還要把能源生產

並聯的天然氣發電機，除了發電、還產生熱能，能

力提高35％，

源運轉效率提高到90％。
負責三座電廠的管理主任韋爾特．哈根尤加

在德國長年的嚴苛訓練下來，巴斯夫發展出一種
「Verbund」（綜合）的能源管理概念，把電、油、
www.gv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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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氣、材料等統統列入考量。目前路德維希港有

從 廠 區 大 門 走 個 1 0 分 鐘，來 到 一 處 名 為

多達95％的能源、氣體、材料和廢棄物，都能繼續

「LUWOGE」展示區，眼前有一整排剛蓋好、紅黃

回收再利用，整個廠區每年節電效果高達1700萬

色系的漂亮樣品屋，是運用各種巴斯夫技術與產

MWH。

品打造出來的節能住宅，從建材、塗料、通風、隔

為鼓勵節能，不但採購50台電動車跟油電混合

熱、及能源管理系統，夏天可保持涼爽、冬天則能

動力車當公務車，更提供120台電動自行車，讓員

保存熱量。目前開放員工及社區居民認購。

工免費使用，降低排碳量。索尼亞透露：「大家都

8月初《遠見》來採訪時，正是最熱的正午時段，
外頭高溫超過攝氏35度，但走進屋裡，竟然非常涼

說不夠用，所以還要再買200台電動自行車。」

爽，LUWOGE計畫專案經理安德烈．扎曼（Andre

用能源做生意 節能屋是新商機

Zaman）笑說：「別懷疑，裡面真的沒開冷氣。」

往後，巴斯夫還打算用能源做生意。至今，巴斯

公司估計，LUWOGE節能屋平均每年每平方公

夫約有1／3營收，來自與節能、環保需求有關的產

尺的能源消耗，可降到45千瓦小時，遠低於同類型

品，不少客戶都在能源相關領域，舉凡風力發電機

房屋180千瓦小時，未來目標是降到30千瓦小時。

葉片、太陽能電池材料、能源儲存裝置，乃至於提
高電網傳輸效率的節能塗料，巴斯夫都能提供。
最近，他們甚至跨入B2C市場，賣起房子來了。

前幾年，巴斯夫曾在俄羅斯接到一份多達30萬
住戶的節能建材訂單。看來，綠建築與節能住宅，
往後也會成為這家化工龍頭的新商機。

博世Bosch

全球最大汽車零件商 以能源做為下個營收支柱
成立127年的博世集團（Bosch），是當前全球最

熟稔亞洲市場的博世台灣分公司執行董事白

大汽車零件廠商，從點火器起家，現在小至晶片感

邦德（Bernd

測器、大至汽車引擎，都有能力供應，堪稱德國強

（start-stop）就很適合地小人稠、交通擁擠的台灣。

大汽車產業背後的「影武者」。

據測試，用這項產品，排碳跟耗油量可減少5％，

去年，博世有311億歐元來自汽車市場，占集團
營收近六成，業務範疇遍及全球150個國家，今年

Barkey）舉例，像怠速自動熄火馬達

若是在走走停停的都會區，節約效果更有8％。

還成立新的「能源暨建築科技」事業群，把能源視

博世Bosch

為下一個營收支柱。

成立時間

事實上，博世最大的客戶群汽車業，就是最早被
要求節能效率的產業。如各方看好的電動車，博世

員工數

30.6萬人

營業額

525億歐元

就與多家車廠合作開發電池。
為符合最新出爐的2020年歐盟車市標準（每公

主力產品

汽車零件、工業設備、電動工具與
消費家電、能源與建築科技

綠能表現

每年投入超過40億歐元研發經
費，其中45％用於研發節能及節省
原物料題材

里排碳不得超過95公克），博世也準備了七種技術
因應，如減少引擎排氣量、手動變速箱自動化、怠
速輔助系統、能量再生功能、油壓混合動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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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能標竿，不僅多次拿下集團內節能首獎，更獲
得許多客戶頒發綠能認證，績效比許多設備更新
穎、規劃更先進的年輕工廠還好。
帶領參觀廠區的，是身材魁梧的Feuerbach廠區
副總裁拉爾夫．弗萊格（Ralph Flaig）。他開宗明義
說，考慮的不只電力，還有油、氣、熱、水、廢棄物
等，「不管什麼能源，價格都不是最重要的，效率
才是！」
來到一片海報區，上面寫滿密密麻麻的圖表跟
數據，他說明：「這是廠裡各單位的節能目標，還
有跟每年、每個月的比較，」這幾年，廠內已接連
啟動18項方案，並鼓勵員工主動提出改善方案，把

未來的電2〉供電占75%．每年少用8000萬噸石油

法國核電最倚賴，
價廉物美還外銷
優雅浪漫的法國是許多人嚮往的觀光勝地，
但較少人知道，法國也有讓歐洲人稱羨不已的低廉電價，因為他們是全球數一數二的核電大國。

節能跟員工的績效綁在一起。

為什麼法國要發展核電？因為要能源自主。

讓能源生產力成為企業競爭力
上下總動員的成果非常好，2007年，整個廠區用
了35萬MWH（百萬瓦小時）的電力，2012年已降

經過數十年來的發展，他們不僅達到能源自主的目標，
甚至還能將核電廠的供應鏈整體外銷，成為國家重要收入來源之一。
法國人為什麼不擔心核安問題？在福島核災後，他們還能堅持核電之路？

至27萬，足足省下近1／4。更驚人的是，今年預定
的省電目標5672MWH，才到7月就達成了。

撰文／高宜凡

攝影／陳之俊

事實上，想節能不一定非得花大錢買新設備，透
機械業龍頭博世從不認為能源價格是企業最該顧慮
的因素，能否提升自身競爭力才是重點。
陳之俊 攝

過現有技術、加點創意與整合性，就可達到。例如
有員工發現，只要在打磨機加上感測器，等產品進
來再動作，就可減少機器空轉，節省許多電力。

除了零配件，博世還能幫客戶規劃生產流程、提
高節能效果。如變轉速泵驅動系統可省44％能耗，
使用液壓設備的塑膠機床最多可省下七成能源。

目前，博世每年都投入超過40億歐元研發經費，
其中將近一半鑽研節能及節省原物料等題材。
在博世服務35年的拉爾夫回想，自從1970年代
能源危機以來，全世界的能源跟原物料價格，不知

最重要的不是價格 而是能源效率
來到有「汽車城」之稱的斯圖加特，這裡是德國
最重要的工業重鎮之一，也是博世集團大本營。
從斯圖加特火車站離開，搭車往山上走，約莫半
小時，來到當年發跡的第一間工廠、歷史超過百年
的費爾巴哈（Feuerbach）廠區，現在有來自40國的1
萬2000名員工，其中超過四成非德國籍。
出乎意料的，這間最老工廠，竟是博世表現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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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幾倍。他堅信，輕薄短小又節能的產品，將是
未來市場的主流。
他說，以前廠區很多空間都規劃成倉庫，用來堆
放大體積的貨物，現在都不必了，因為產品必須做
得更小、用的能源更少、而且擁有相同性能。
因此，即便德國電價偏高，對企業來說，最好的
因應方案還是提高自己的「能源生產力」，最後成
為行遍國際的企業競爭力。

法國電力公司 提供

www.gv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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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底的夏日午後，進入法國的暑休長假，但

表1

法國 基本資料

「花都」巴黎的香榭大道上依舊人潮洶湧，

面積

55.1萬平方公里，約台灣15倍大

「很多人都出城度假去了，現在看到的幾乎全是觀

人口

6550萬人，約台灣三倍

光客，」一位當地人笑說。

首都

巴黎

總統

歐蘭德（左派社會黨）

以光榮歷史跟文化深度自豪的法國，是全球最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具吸引力的觀光大國。2012年共吸引8300萬人次

主要產業

的觀光客，高居全球首位，讓法國賺進358億歐元

經濟成長率

的觀光財。其中成長最快的就屬中國客（140萬人

失業率

次），一年來激增23.3％，大家爭相到凱旋門、巴

約4萬4000美元（2012年）
汽車、航太、製藥、機械

0.2％（2012年）
11.0％（2013年第二季）

電力市場特性

黎鐵塔等地標拍紀念照。

●75％來自核能發電，加上水力及再生能源，近九
成發電不排碳

一向給人怡然自得風格的法國，今夏也出現35度

●為全球最大電力輸出國，核電相關產品為外銷主
力之一

以上的高溫，不少奢侈品門市的員工跟露天咖啡座

●新總統歐蘭德去年上任，訂出2050年核電依賴度
降至50％的目標

的客人，手上都拿著一把小扇子，用來驅趕暑氣。
過去，由於得天獨厚的宜人氣候，法國人的建築
物內不太裝冷氣，有些家裡連電風扇都沒有。但是
像今年這樣的炙熱高溫，已經超出他們的預估，顧
不得優雅了。
晚上10點，炙熱的太陽好不容易下山，巴黎鐵塔
開始定點燈光秀，鐵灰色的鐵塔彷如瞬間通電，變
成了浪漫的金黃色，還有白色亮點上下流竄，美不
勝收，讓底下等待許久的人們紛紛發出讚歎聲。
此時，一位旅法多年的老華僑透露，以前鐵塔
的發光秀有10分鐘長，最近幾年卻縮短到5分鐘，
「可能財政變差了，要省點電費，」他喃喃的說。

優雅而感性的法國，
也是最仰賴核電的國家

身為全球最受歡迎的觀光天堂，法國其實也是最仰賴核電的國家。

陳之俊 攝

是的，優雅而感性的法國，此刻也正煩惱著因能
源而起的議題。
或許你不知道，充滿浪漫美景、奢華品牌、佳餚
和美酒的觀光天堂——法國，其實也是全世界最發
達的核能國家。

反應爐，同樣緊追在美國（104座）之後。
不過論發電比重，法國可是世界最仰賴核電的
國家。
根據IEA（國際能源總署）2012年統計資料，

論發電量，法國（485.5TWH）是全球僅次於美

目前核能大約貢獻全球12.9％的電力，次於燃煤

國（790TWH）的第二大核電大國，58座運轉中的

（40.6％）、天然氣（22.2％）跟水力（16％），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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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第四大發電來源。

就了法國獨步全球的低人一等電價。據估算，法國

而法國，有超過3／4的電力都來自核能，比例高

電價長期低於歐盟平均，目前大約只有歐盟平均

居全球之冠。境內19座核能電廠和58個反應爐，密

電價的75％。電費帳單，對法國人來說從不是壓力

度也是歐洲第一，說法國是最愛用核電的國家，應

（頁237表3）。

不為過（頁235表2）。
透過多年來核電的穩定供應與高效率運轉，造

掌 管 能 源 政 策的 法國原 子 能暨 替 代 能 源 署
（CEA）主席畢科（Bernard Bigot）強調，核電的穩
www.gv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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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電力來源，3∕4靠核能發電！

獨立，使法國喪失了最主要的石油與天然氣來源。

表2

1970年代初，因中東政治動蕩引起兩次石油禁運危

資料來源：2012年 EDF（法國電力集團）

機，更讓法國人民吃足苦頭。
也因此，法國人開始思考如何尋找新的能源，提

火力發電

15.4％
98.5TWH

水力發電

7.2％
46.3TWH

高能源自主度。當時的北歐瑞典受到石油危機刺激
後，開始發展再生能源技術，而法國則選擇核電，

再生能源

成為主要能源。

1.9％
12.4TWH

「沒有石油，沒有天然氣，沒有煤炭，沒有選
總發電量

擇！」（No oil, no gas, no coal, no choice！）這句著名

核能

的標語，道出了法國人不得不選擇核能的理由。

75.5％

485.5TWH

此後40年，法國全力衝刺核能技術，把從美國學

642.6TWH

來的技術不斷精進、改良、升級，把核能當成提高
能源自主度的最大武器。

（兆瓦∕小時）

現在法國不但電力供應無虞，能源自主度更從

法國核電產業非常重視對外溝通，極力營造社會大眾的信任感。

陳之俊 攝

1973年的22.7％，提高到近50％的水準，每年藉此
減少進口8000萬噸石油。

是法國的新科技與現代化地標。全球核能產業龍

不只如此，法國目前還是全球最大電力輸出國，

頭之一、亞瑞華能源集團（AREVA）大本營，就位

每年輸出值約30億歐元，成為汽車、飛機、生醫藥
品之外，最大的外銷項目。不少人把核電視為法國
驕傲。

在於此。
亞瑞華年營收一度突破百億歐元，是目前全球最
大的民用核能公司，在中東、北非、亞洲，都有外

定供應與成本逐年回收，法國電價才能長年低於歐

電產業對法國經濟的貢獻。相較之下，再生能源在

2007年總統大選，社會黨提名的候選人是知名

洲平均。「這等於是對企業承諾，讓他們知道未來

法國創造的就業，包括水力、太陽能、生質能、風

美女議員賀雅爾（Ségolène Royal），但她在電視直

事實上，亞瑞華跟法國官方的關係密不可分，如

電價不會有太大的浮動，可以安心在這裡經營，」

力等，加起來還不到10萬個。

播的辯論會上答錯了核電數據，便立刻受到排山倒

今仍有近七成股權屬於政府機構的原子能與替代

海的攻擊，批評要爭取承擔重任的領導人職位，怎

能源署。「我們的使命就是確保法國的能源安全，

可對國家的代表性科技毫無概念，成為她後來敗

還有供應品質！」亞瑞華溝通事務部副總裁勞倫

選的原因之一。

斯．佩爾諾（Laurence Pernot）強調。

他分析。

40年來，法國能夠義無反顧地發展核電，來自獨
特的歷史背景。

核電優點：低排碳＋低電價

自詡為歐洲領袖的法國，擁有數百年光榮歷史，

低廉而穩定的電力，不但成為法國競爭力的一

不但位於西歐核心地帶，更是近代民主革命與重

環，當節能減碳成為時代顯學，法國人更自豪自己

大思潮發源地。這些成就，讓法國人不由得充滿高

近九成的電力（核能＋水力＋再生能源），都不會

人一等的優越感，希望在各方面都能掌握主導權，

產生二氧化碳。在OECD（經濟合作開發組織）30

不必看人臉色。

個會員國裡，法國是第四大能源消耗國，人均排碳
量卻是第24名。

2011年，法國曾委託資誠會計事務所進行研究，
指出核電產業創造了12.5萬個直接就業及超過40萬
個間接就業機會，帶來123億歐元的商機，凸顯核
234 遠見雜誌 2013.9

這種渴望自尊與獨立性的特質，便反映在他們對
能源政策的選擇上。

政策核心：提高能源自主性

1962年，北非的阿爾及利亞脫離法國殖民、宣布

銷成績，目前約65％業績來自法國以外。

儘管最近幾年受日本福島核災影響，使亞瑞華的

附加價值：核電變成一門好生意
法國人不但認為自己有能力駕馭核電科技，甚至
還把核電變成一門生意，造就出許多領導大廠。

業務推廣不太順利，不過去年營收依舊維持93.4億
歐元的水準，今年上半年更來到47.6億歐元，比去
年同期激增13％。

多年發展下來，法國擁有世界領先的核電產業，

而去年營收高達727億歐元、發電量642.6兆瓦小

從發電原理、電廠設計、設備、營運管理、到核廢

時（TWH）的法國電力集團（EDF），不但在法國

料處理，擁有從上到下的一條龍掌控能力。

囊括逾95％市占率，除了境內58個反應爐，還在其

來到紀念法國大革命200週年所打造的新凱旋

他國家擁有20個反應爐。雖是國營事業起家，但法

門，這一帶是巴黎的商辦聚集地與交通中心，可說

國電力集團已有46.2％的收入來自國外，在全球擁
www.gv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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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然啟動能源轉型，「這反而會將法國帶到危險的
境界！」一位民間專家警告，
一年來，諸如經濟不振、財政赤字、失業率高漲
問題，不但使歐蘭德的支持率跌破三成，更遲遲不

表3

法國用核能打造低電價，
約歐洲均價的75%

資料：EDF整理

年份：2011年

●商業用電

●家戶用電

敢啟動能源轉型，目前只確定於2016年底關閉於

13.7

中搭飛行傘闖入南部核電廠Tricastin，貼上「一

10.7
丹麥

Peace）就策動了一宗示威行動，從空

14.1
8.8

德國

平（Green

11.7

29.9

25.9

法國

在《遠見》造訪前一週，國際環保團體綠色和

18.6
歐盟平均

1977年商轉的最老電廠Fessenheim的兩個反應爐。

電價單位：每度／歐分

件核子事故，歐蘭德，災難總統」（Tricastin：

a nuclear accident，Francois Hollande：president of a
catastrophe？）的調侃標語，凸顯電廠的安全有漏
洞，要求政府不要只喊口號，應該立刻關閉最老
舊、而且具有危險性的五座電廠。

享受了多年的核電果實之後，如今法國也面臨能源政策的調整。

有近16萬名員工。
派駐法國第7年、今年夏天在亞維農（Avignon）
藝術節帶團踩街的駐法大使呂慶龍觀察，法國無論
是電廠或核能產業，都已經成功地民營化，所以做
法很靈活、又有效率，沒有公務員的習氣。
他參訪電廠時發現，法國電廠多雇用當地人當員
工，管委會邀地方人士與反對者一起加入，定期開

戰也不少，必須往前邁開能源轉型的腳步。

2012年中，新總統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上
任，為兌現競選承諾，隨即提出2025年將核電依賴
度降到50％的宣言，成為有史以來最「反核」的法
236 遠見雜誌 2013.9

不過，現階段，支持核電的依舊大有人在，如原
子能暨替代能源署主席畢科解釋，核能發電效率

儘管不少人都認為，享受了多年的低電價福利，

超過85％，比起目前還不到25％的風力跟太陽能，

法國人應該很難戒掉「核電」的癮頭。但一直以

仍最穩定，「假如天氣不好，既沒有風、也看不到

來，能源的確不是法國人茶餘飯後的關心話題，多

陽光，當然要有其他的電力選項。」

半只有電價調漲的時候，大家才會關心一下。

另一位法國地緣政治與能源研究中心

可是，如今狀況顯然有所改觀。綠色和平法

（CGEMP）副主席皮埃爾．扎列斯基（Pierre

國分部能源專案經理雅尼克．魯塞雷（Yannick

Zaleski）舉美國太空總署（NASA）報告說明，自從

會監督，並出版許多文宣刊物公開電廠資訊，不但

Rousselet）發現，老百姓愈來愈關心能源議題，「現

用核能取代化石燃料發電，全球已避免上百萬因空

有系統化的溝通手法，周邊配套措施也很完整，努

在大家想知道每件事，從電廠安全、電價成本、決

氣汙染的死亡人數，平均每年減少7.6萬人喪生。

力確保40年來不出大問題。

策過程、到有何替代方案，」他解釋。

「當人們反對核電時，這些資料很少被談論，」他

甚至，法國還把腦筋動到目前依舊無解的核廢
料。2005年啟動第四代核電廠（ITER）研發計畫，
希望2040年開發讓核燃料可回收使用的技術。一
旦成功，將成為核能科技的新里程碑。

福島核災後 法國人能戒掉便宜核電？
不過，穩坐多年的核電龍頭寶座，法國眼前的挑

陳之俊 攝

論辯：眾多意見仍待凝聚共識

國領導人，引起許多迴響與討論。

例如，到底核能比較貴，還是比較便宜，就成為
新的討論話題。

振振有詞地說。
只是，面對民眾渴望更安全、環保能源的呼聲，

核能專家常用「成本」最低的論點說服民眾，解

獨大的電力營運商、法國電力集團也不得不做出因

釋除了水力（每百萬瓦小時需15～20歐元）外，核

應。去年不含水力的再生能源發電量已有12.4兆瓦

能（49.5歐元）仍是目前最低的發電技術，再來才

小時（TWH），占整體比重近2％。

是燃煤的70～100歐元。反觀再生能源，成本最低

技術龍頭亞瑞華，去年也有超過6％營收來自再

的是陸上風力的82歐元，離岸風力跟太陽能都超

生能源，明年還要在北海啟動一個120架離岸風機

過220歐元，均太過昂貴。

的大型計畫。以前的核能大咖，現在都在鴨子滑水

同意的人認為，法國核電廠平均年齡逼近30歲，

可是，推動風力發電的ASAHLM公司總裁艾朗．

進行布局，因應未來可能的變化。經過40年風平浪

未來勢必有除役潮。其次，由於福島核災的刺激，

達屈貝克斯（Alain Delsupexhe）認為：「現在愈來愈

靜的發展期，法國在過去兩年經歷了一番上沖下洗

人民對於低風險能源的渴望也愈來愈高。

多人想問：電廠的安全措施跟核廢料處理，到底要

的能源辯論潮。往後，能堅持相同路線，維持核電

砸多少錢才夠？」

大國地位？全世界都在看。

但反對者也指出，假如歐蘭德沒有長遠規劃，就

www.gv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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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宜凡

拿到執照、不得運轉。「我們不但能對電廠say no；

約800次，且提出400多頁的年度報告，上網公開每

也能對政府say

個電廠的安全績效。

no！」拉修梅舉例，包括外銷核電

技術，核能安全局也會針對採購國的狀況審查，如
果覺得該國條件不足以營運核電廠，有可能產生
風險時，也可以喊卡。

局（ASN）獨立出來，脫離官僚體系的牽制（頁241

為天生浪漫個性、比較不信邪或不怕死嗎？

表）。

法

事實並非如此。為把關核電安全，法國多年來一

去年，記取福島核災疏失，法國又成立一個委員

步步建構嚴密的防護網與監督機制，設法讓自己成

會，邀集各方利益相關者加入，舉凡政府、學者、

為最安全的核能國家，早就知道「沒有安全、就沒

專家、產業協會、承包商，一起揪出核電運作制度

有核電」的道理。

裡可能的盲點。

剛發布的2012年報告，記載去年共發生830起事

他表示，七年前把核能安全局拉高為獨立機構，

故，其中734起屬第0級，95起為第1級，只有一件

如今看來是正確的，「因為各國愈來愈重視核能安

算第2級的輕微意外。國際核安事故分0到7級，福

全，假如監管機關的立場不夠堅定、客觀，很容易

島與車諾比為第7級，因此0到1級算輕微。

成為替政策背書的橡皮圖章，發揮不了作用。」
這兩年，核能安全局已出動檢查境內58座機組

國憑什麼成為全世界最仰賴核能的國家？因

尊重專業 清楚的決策眼光

曾在原子能與替代能源署與法國電力集團服務
多年的巴黎第九大學教授皮埃爾．扎列斯基（Pierre

核能安全局副局長拉修梅（左二）強調，擁有獨立調查與執照審核權力，才能維持核安管制單位的超然地位。

陳之俊 攝

發展核電技術的40年來，法國政府不斷提升法
規完備度，一步步完備安全防護網。

核能安全局 立場獨立超然

1945 年，法國先成立原子能及替代能 源署

來到巴黎外圍的蒙魯（Montrouge）地區，附近多

（CEA），負責執行能源、資訊、國防等重要政策。

是新規劃的街區，人潮並不多，跟市中心的擁擠景

隨著核電廠大量運轉，核廢料快速累積，1979年接

象截然不同。成立七年的核能安全局辦公室就坐落

著設立國家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局（ANDRA），管

於此。

理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置。2002年則成立核安與研
究院（ISRN），作為輻射防護的技術顧問。

從外觀上看，這裡實在不像什麼高科技的管制
單位，反而像處平易近人的社區活動中心。宣傳

1986年爆發車諾比（Chernobyl）事故，法國也從

部主任埃斯特爾．考文（Estelle Cauvin）解釋，這裡

中學到經驗，為避免「球員兼裁判」，政府定下雙

的場地分為三個區塊：圖書館、展覽中心、跟播放

軌制的監督方法，由法國電力集團（EDF）負責電

室，平常民眾可自由參觀、借閱書籍，剛落幕的能

廠營運，角色類似台灣的台電。民間則有亞瑞華能

源政策辯論，也有不少場次來這舉行。

源集團（AREVA），角色類似美國的奇異（GE），

「我們是完全獨立的！」副局長讓呂克．拉修梅

提供核電廠設廠、設備與服務解決方案。原子能及

（Jean-Luc Lachaume）開門見山地說，作為核能安全

替代能源署擔任主管單位，把營運跟監督的角色

的最高管制單位，只須向國會報告，不必看政黨或

拆開。

行政部門的臉色，立場超然。

2006年，又通過一項核能透明與安全法，再進

除了制定安全準則，核能安全局還握有檢查跟

一步把原本隸屬原子能及替代能源署的核能安全

發照的生殺大權，一旦達不到標準，核電廠就無法

238 遠見雜誌 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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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核電「四巨頭」，政策、技術、營運、監督四方兼顧
單位

角色

任務

原子能及再生能源署
（CEA）

角色類似台灣「能源局」，中央政府
的能源政策負責部會

推動核能與再生能源等相關政策與研究
計畫

亞瑞華能源集團
（AREVA）

全球最大民營核能技術服務公司，角
色類似美國的「奇異」（GE）。去年
營收達 93.4 億歐元，近 2 ／ 3 業績來自
法國以外地區

核能技術主導者，囊括整廠設計、建
廠、核廢料處理等一條龍技術的研發、
設備提供、服務等

法國電力集團
（EDF）

角色類似台灣的「台電」，為全球最
大電力公司，去年發電642.6兆瓦小時
（TWH），營收727億歐元

負責電廠的營運及管理，雖已民營化，
但在法國仍擁有九成以上市占率

核安管制局
（ASN）

角色類似台灣的「原能會」，2006年
因通過「核能透明與安全法」（TSN
法案）而成立，成為核能安全的獨立
管制單位

擁有電廠審查及核發執照權力，每年發
布報告，向大眾公開核能安全績效

AREVA 提供

亞瑞華副總裁佩爾諾指出，面對愈來愈多的
關注壓力，核能產業必須更主動面對問題。
（上圖為亞瑞華舉辦的社區說明會）

「有尊重專業的資訊環境，領導者下決策時，才有

者、甚至環保團體前來參觀，準備回答各種提問、

清楚的視野。」他強調。

甚至攻訐。

溝通積極主動 有效減少疑慮
最後，是積極主動的溝通態度，減少大眾對核電

然而，這不代表核安絕對沒風險。比方說，法國

為強化溝通效果，亞瑞華的溝通部門編制多達

雖少有地震或海嘯，卻有河水氾濫的威脅，10多年

160人，主動把核能議題製作成許多簡單易懂的文

前位於西南部的布萊（Blayais）電廠，堤防就曾遭

宣品，並積極參與各種討論場合，「比起以前，現

洪水衝垮。雖未釀成核災，卻露出危安漏洞。

在我們更主動發掘問題，選擇直接面對民眾，不會

其次，儘管官方表示法國的核廢料有九成經過

坐在新凱旋門的辦公大樓，有著一身古銅色肌

整天坐在辦公室等，」她強調，現代傳播工具太發

妥善處置，低放射性的還能加工再利用，目前約

膚的亞瑞華能源集團溝通事務部副總裁勞倫斯．

達，企業得及早發現問題，避免錯誤資訊一再流

17％核電來自回收核燃料，亞瑞華也宣稱有能力處

佩爾諾（Laurence Pernot）坦承，福島事故一度掀起

傳，最後釀成大麻煩。

理外國電廠的核廢料，變成一門生意。

的疑慮。

陳之俊 攝

的專業分工網。

法國民眾的恐慌，不過最近信任核能的支持度，又

目前法國的核能相關組織都在努力跟民間社會

然而，綠色和平法國分部能源專案經理雅尼克．

Zaleski），目前擔任地緣政治與能源研究中心副主

回到55％的水準。「早在總統更替前，法國對核能

溝通，連核能安全局也懂得活用網路工具，包括

魯塞雷（Yannick Rousselet）批評，「核電業都說法

席，是法國輩分極高的核安權威。他認為日本處理

安全的要求就愈來愈嚴了。」

Facebook、Google+、Twitter等社群平台，都看得到

國電廠很安全，事實上，他們對核廢料仍然沒有解

這些單位的訊息，隨時歡迎民眾發問。

決方法！」

福島事故的問題，多出於人為疏失，因為政府跟電

加入公司12年的她觀察，由於核能產業源自國防

廠的決策圈太封閉，缺乏外部專家，才會出現一連

部門，一直以來給外界很重的神祕色彩，過去並不

串錯誤。

擅長、也不需跟民眾溝通，但這幾年狀況已改觀，

相較之下，法國有許多獨立專家可供諮詢，這些

必須保持開放，用各種管道跟大眾對話。

對此，法國正著手研究第四代核電廠技術，希望

建構安全防線 必須有完整配套

回收、循環使用核廢料，化解外界的不安。

透過獨家技術研發商亞瑞華、電廠營運公司法

當台灣政府信誓旦旦地說：「沒有核安；就沒有

專家們敢對政府、甚至總統講真話，像他一樣有

像最近，她們就忙著籌備2013年9月中的核廢料

國電力集團，配合主管機關原子能與替代能源署及

核電！」不妨參考核電龍頭法國如何建構安全防

實務經驗與學術地位的專家，在法國還有一大把。

處理廠參訪日活動，主動邀請社區民眾、媒體記

獨立監督單位能源安全局，替法國建構了維繫核安

線，以及願意尊重專業的環境吧。

240 遠見雜誌 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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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科（Bernard Bigot）

專訪 法國原子能暨替代能源署主席 畢科

最大挑戰是
讓大眾接收正確訊息、維持信任

出生∕1950年

投入前就得想清楚，如果只看往後5～10年，根本
不夠！

現職∕法國原子能暨替代能源署主席

AREVA集團監督委員會副主席
公部門資歷∕

文／高宜凡

且幾乎超過90％的成本，都花在電廠運轉前，所以

1996～1997年

──教育部科技研究司司長

1998～2002年

此外，法國要擴大再生能源的另一項用意，其實
是因為法國的核電廠都已經運轉近30年了，未來勢
必有一波除役或翻新需要，到時候可能會引起電價
的波動。而再生能源的發電要靠天候狀況，供應跟
價格不會那麼穩定。

──研究與新科技部長辦公室主任

2000～2003年

──青年教育與研究部部長辦公室副主任

2003～迄今

──原子能暨替代能源署

提高再生能源比例 提早讓人民適應
因此法國目前要提高再生能源的比率，等於提早
讓人民適應這樣的情形。
目前法國對能源的資源配置是，每投資核能1塊
錢，也得投資在再生能源1塊錢。像CEA現在每年
花2.8億歐元，用於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的研究上，

席，可說是法國能源政策的大掌櫃。

比投入核能的經費還要多。

這位德高望重的專業官僚，如何看待法國未來

能源其實是很複雜的議題，它難以儲存、投資又

的能源走向？又給了台灣什麼建議？以下是《遠

大，不僅受到科技、經濟影響，跟國家的政治結構

見》訪問精華：

與社會發展也有關連，但又是非常不容易跟民眾解
釋清楚的領域。

蓋一座核電廠是百年大事
每一個國家的能源政策還是要看成本跟效率，
法國現在大概有近60％的能源仰賴燃煤，每年因
此要花掉700億歐元的經費。

因此，要如何維持專業機構的獨立性，與決策過
程的透明度，接受現代多元社會裡的各種聲音，確
定大家都接收到正確的訊息，並且保持外界對我

決定提高再生能源的發電比重。但問題是，要擴大

們這樣監督機構的信任度，是我目前最大的挑戰。

容我解釋一點，法國說要降低核能的發電比例，
任職原子能暨替代能源署長達十年的畢科指出，除了仰賴核能，法國未來的能源布局必須更加多元化。

樣一來，並不會如他們所想的，得到簡單的答案。

去年起，總統歐蘭德先生想兌現他的競選承諾，

再生電力，政府勢必得再投資傳輸網絡。

陳之俊 攝

而政治人物又常喜歡把問題給簡單化，偏偏這

並不代表要降低核電的裝置容量，重點是要刺激再
生能源的發電與消費。現在各國的能源政策都是
走多元混合（mix）路線，亦即不偏廢任何一種技

老實說，跟以前比起來，今天的能源技術與來源
已經非常豐富了。現在全世界面對的共同挑戰是，
如何按照自己的優勢與條件做出最適合的選擇。
針對這點，我想大家除了忙著互相辯論，或許更
要有多一點創意。

來到巴黎郊區吉夫伊維特（Gif-sur-Yvette），這

超過4年，這已經是他的第二任期。體型高瘦、談

一帶是法國的工程學校與生醫研究單位聚集地，

吐溫和的他，歷任過青年教育、科技研究、能源

做核電廠必須有長遠的規畫，先花5～10年蓋廠

達的內容，這樣子的辯論，是沒有幫助的。就像如

法國原子能暨替代能源署（CEA），就位於此。

等不同政府部門，目前同時擔任法國民間核能設

房，運轉最長的可以到60年。之後30～40年還有核

果有人說不要核電，卻又想維持目前的低電價，那

備廠商亞瑞華能源集團（AREVA）的監委會副主

廢料要處理，一座核電廠的過程長達一個世紀。而

是行不通的！

63歲的畢科（Bernard Bigot），擔任CEA主席
242 遠見雜誌 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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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Penly核電廠

潘
2.遠赴法國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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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聲浪，為什麼
相對於台灣的反
文／高宜凡
值得台灣參考。
其中關鍵因素，

實地了解法國核電廠的平日運作與公安績

對於法國電力集團進入中國市場，Penly有著不可抹

效，《遠見》特地向法國電力集團（EDF）爭

滅的正面影響。

為

取多時，終於獲得進廠採訪的機會。
法國電力集團亞太事務主管、來自中國大陸在當

操作員須訓練18個月才能上線

地服務的李崗透露，儘管法國人一向樂於公開電廠

「從外面是看不見的，因為電廠藏在懸崖下面，

運作，也有定期開放的參訪時間，但自從2011年爆

不妨礙自然景觀，」車子開進電廠區域時，李崗笑

發日本福島核災，加上近來歐洲屢傳恐怖攻擊威

著說。

脅，因此近兩年幾乎沒有批准過外國媒體進入。

法國核電廠都設有專門的展示中心，主動公開運作流程，作為公開的溝通平台。

陳之俊 攝

的確，放眼望去，除了英吉利海峽吹來的海風，

法國的核能電廠到底是何模樣？如何維持安全

只看得到鐵絲網跟幾間小辦公室。其中一棟是委

績效？怎樣跟周遭民眾溝通？請跟《遠見》一起實

託訓練機構UFPI的模擬訓練機房，操作員得經過

心，裡頭有各種關於核能發電流程與廠區構造等

（Stephanie Schnebelen）說明，Penly廠採用REP（歐

地見證。

三階段、長達18個月的課程，學習因應各種異常狀

圖形解說，很適合學校戶外教學。

洲壓水式反應爐），以鈾礦製成的燃料棒為原料、

從巴黎開車約兩個半小時，來到法國西北方沿

況與意外事故，才能上線工作。

難得有台灣媒體造訪，展示中心旁的廠區入口，

海，附近最知名的景點正是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

通過入行考試後，每年還得進行10天的回訓及

上方還特地掛起中華民國的國旗，以表歡迎。經過

勝負歷史的諾曼地（Normandie），潘力（Penly）核

測試，幾乎每兩個月就有一次緊急事故演練。測驗

入口處繁複的安全檢查，我們搭上員工上下班的纜

電廠就位於此。

不及格的員工，還有被開除的可能性。

車，緩緩下降到海岸邊。

Penly 是法國境內19座核電廠之一，設有兩座

1300MW的反應機組，儘管發電量不是最大，卻是
法國第三年輕（1992年開始運轉），更是少數獲准
擴建、繼續提升裝置容量的核電廠。
事實上，位於廣東大亞灣的中國第二座核電廠，

1987年建廠時適逢車諾比事件發生，加上鄰近香
港都會區，曾經引起居民極大反彈。
當時身為技術提供者的法國，便邀請許多專家與
抗議者到Penly參訪，最後才能在1994年順利運轉。

244 遠見雜誌 2013.9

崖上最顯眼的建築，反而是給遊客參觀的展示中

若是生平第一次踏入核電廠的人，來到這裡，一
定覺得沒有想像中的嚴重。這裡完全沒有戒備森

產生核分裂能量發出電力、再引入海水加以冷卻，
因此電廠必須靠近海邊。
為解釋如何把去汙後的冷卻水排回海裡，她還
建議訪客可用手直接碰觸水管，感受一下溫度，
「你看，都處理乾淨了，並且降回正常的海水低
溫，才能夠把水排出去。」

嚴、生人勿進的感覺，廠區景象跟一般化學工廠沒

除了記者參訪，這裡還有批天天造訪的客人

啥兩樣，充滿巨大管線與裝置槽。員工也沒有穿著

──隨處可見的海鷗，成了員工最大困擾之一。因

啟用時間／1992年

像太空人般的全身防護衣，大家都身著輕鬆便服，

為不但有噪音、糞便，牠們還會飛進機房、影響工

員工數／約800人（含200多名外包商）

還有不少是女性員工。

安，但公司規定不能捕殺，員工只能盡力驅趕。

潘力Penly核電廠

裝置容量／兩座1300MW反應機組

2009年加裝第三代EPR機組
年均發電量／19兆瓦小時（TWH）

兩個小時的參訪結束，剛好是5點鐘的下班時

從建廠開始，就充分對外溝通
走進廠內，負責導覽的溝通事務經理史蒂芬妮

間，成群員工跟著我們一起搭纜車回到崖上，有說
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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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得不佩服他們對於溝通的用心與充分準備，
許多文宣刊物的內容與科學數據，簡單得連小孩都
看得懂。
甚至為了接待華語訪問人員，公共關係部門還聘
用華人員工。法國電力集團亞太區交流專員李曉雅
就是一個華人，她隨手翻開歷史照片解釋，早在還
在建廠的1985年8月份，Penly廠就舉辦了第一次的
公開參訪活動，邀請數百位民眾入內參觀。

專業、坦然溝通 贏得民眾信任
至今，這裡每年約吸引5000名參觀人次。根據最
新調查，有高達86％的周遭居民，認為Penly廠是可
以信任的，「這並不代表一定不會出事，但起碼如
果有意外發生時，民眾會相信我們的解釋，」李曉
雅指出。
更重要的是，法國電力集團懂得委託專業，以強
化溝通及宣傳效果。如Penly廠溝通事務經理史蒂
芬妮，之前即在PSA集團（以Peugeot、Citroen為主
的汽車業）公關部門服務多年，展示中心的員工也
Penly核電廠位於懸崖下的海岸邊，是近來少數獲得
允許繼續擴產的電廠之一。

陳之俊 攝

都具備觀光專長，是接受委託負責導覽業務，並非
由電廠員工兼著做解說。
不過，即便付出許多心力宣傳，但這兩年因為福
島核災的緣故，使法國民眾對核電廠的關注度愈來
愈高。

觀察法國核電廠最大的特點，在於從最開始，他

事實上，在10多年的建廠過程中，曾有近1800名

們就開始考量對外溝通這件事，並且做足了準備。

相關工作者落腳在附近，不少人都留了下來。至今

以Penly廠為例，包括季刊CLIN infos、兩個月一

大部分員工都住在鄰近鄉鎮，公司更規定主管階

次的Les Nouvelles、及固定年報，每年會出版11份刊

級得住在半小時內可抵達的區域，以便快速處理問

物公開營運訊息，並主動邀請社區民眾、專家學者

題，因此平時Penly廠一有任何風吹草動，居民都習

召開公聽會。每年9月為期兩天的「電力宣導日」，

慣直接請教員工，成為另類的溝通管道。

Penly廠最多一次能接待250名訪客，用盡各種方
法，破除外界對核電廠的封閉印象。

最後問道，假使碰到福島事件般的複合式災害，
地形類似的Penly廠有沒有辦法應付？「不知道，但

除此，還製作許多宣傳文件跟講解影片，甚至幫

我們準備得很充分，希望到時候能發揮作用！」史

Penly廠設計精美的圖文寫真集，介紹從1979年開

蒂芬妮回答得很坦然，一點都不官方。善於溝通正

始打地基，到1992年電廠正式落成的點點滴滴。讓

是法國核電廠能受到社會信任的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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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能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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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仍未有實質
1000多場公民會議

末午後，巴黎東北方的維雷特（La

週

Villette）

公園，吸引了許多家長跟孩子，他們來的目

的，除了科學博物館裡展出的達文西創作展，還有
關於法國能源概況的特別展區。
展示牆上，清楚交代了法國歷年的煤礦、石油、

會」，評估可能的廢核方案。

2012年中總統大選落幕後，新上任的歐蘭德為
兌現競選承諾，喊出2025年把核電比重從75％降
到50％的目標，隨即由環境及能源部籌備，啟動一
系列的「國家能源轉型會議」辯論與討論。

天然氣、電力、核能等數據，一一道出各種能源的
使用多寡、進出口比例、及最新科技進展等，不少
孩子都好奇地張大眼睛張望著，拉著身旁的大人
頻頻發問。
最特別的，還有「Let's Design the Future」（讓我們
一起規劃未來）的影片播放區，在螢幕上對訪客丟
出許多狀況題，測試大家的能源態度。
例如：「為了減碳，你願不願意多搭地鐵？」
「如果可以更節能，願不願意多花點錢買綠建
築？」以及最敏感的「你是否支持法國繼續使用核
電？」

8個月舉辦超過1000場公民討論

去年底法國開始有史以來最大的能源政策辯論活動，如同為全民惡補了一堂能源教育課。

陳之俊 攝

來到素有「拉丁區」之稱的巴黎聖日耳曼（Saint

German）地區，附近聚集了許多洋溢藝文風的人文
咖啡館與優美古蹟，這裡更是許多政府機構的所
在地。
坐在彷如城堡古蹟的二樓辦公室，外頭陽光懶
洋洋地灑進屋裡，能源轉型辦公室主祕蒂埃里．瓦
爾（Thierry Wahl），向我們分享他們的工作心得。
從2012年的12月9日，到2013年的7月18日，能源
轉型辦公室啟動了長達8個月、超過1000場的公民

瓦爾解釋這個活動的特點，第一，不找學者專

活動討論的四大主題包括：如何維持能源效率、

家，也不找能源產業的人，反而要多聽一般民眾的

2025年前的能源結構、如何發展再生能源、能源政

意見。用意除了讓人民監督政府施政，也希望把能

策的財務。

源議題帶入大家的日常生活，促進全民參與。
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過去大家常發現，為能源
議題發言的都是那幾派人，吵得不可開交，但大多
數人總認為「那是你們在吵，不甘我的事」。

7月中活動一結束，能源轉型辦公室立刻彙整10
多項結論，向全民公開，並遞交給國會，作為今年
底研議未來能源轉型相關法案的參考。
一位民間專家直陳，歐蘭德對民眾畫了一個開發

去年底以來，法國正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能源

討論，累積參與超過17萬人次，範圍遍及全國26個

而且，法國以前的政策多由中央政府定調，這次

再生能源的大餅，「但他卻沒說要怎麼達成？」這

政策全民大辯論。從正式的研討會、社區公聽會、

省，可涵蓋法國2／3人口居住地區，各部會官員也

則希望以後的政策決定可以「去中央化」，讓地方

陣子的能源辯論場合，就是民眾最好的提問時機。

到有趣的展覽表演。令人好奇，法國怎麼讓民眾參

輪番下鄉參與，表示中央政府的重視程度。

政府有機會決定能源的生產與管理方式。

與艱澀的能源政策討論？他們想要的未來能源政
策是何模樣？

門的新聞焦點，但能源辯論最終產生的結果，各方

舉例來說，各鄉鎮、社區每月都舉辦「能源辯論
日」，用抽籤方式隨機挑選100～150人參加，這些

不過，雖然過程熱鬧，堪稱最近一年來法國最熱

結果各方不盡滿意 反應兩極化

卻不盡滿意。

其實在日本311發生後，當德國宣布逐步廢核

人會事先收到政府整理的能源教材與相關資料，內

「專家們的立場跟意見，都太根深柢固、不容易

例如，最後呈現的幾點結論，包括同意2050年減

時，全球核電比例最高的法國，也不是無動於

容正、反意見並陳，讓大家在討論會上暢所欲言。

變，那不是我們要的！」因此才需要收集更廣泛中

碳3／4、全民節能、推廣環保電動車等，早就是大

衷，也在2011年9月由工業部成立「能源2050委員

活動結束後，還可透過滿意度問卷表示看法。

立民眾的意見。

家都懂的基本概念，反而是敏感的國家財政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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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國家要進行什麼重大建設，都不能忽略事前的溝

法國能源辯論始末

通，「因為民眾變得更主動了，政府不可能再一手

舉辦時間

長達8個月

參與對象

不找專家或特定立場人士，以抽籤方式邀請一般民眾

決定所有政策。」

能源政策被仔細檢視將成常態
討論主題

●如何維持能源效率

●如何發展再生能源

●2025年前的能源結構調整

●能源政策所需的財務規劃

她甚至認為，隨著現代民主政治的演進，能源政
策隨著幾年一度的大選，不斷被檢視與激辯，將成

正面結論

反面結論

●法國2050年前需減碳75％

●企業擔心核電比例降低速度過快

●全民力行節能減碳活動

●環保人士擔心再生能源推廣速度不夠快

核電40年，導因於戴高樂時期的強人政治，使法國

●每年整修50萬戶老屋，提升建築節能效果

●擔心政府財政不足

人對核能帶來的低電價與穩定供電，逐漸習以為

●改善大眾運輸系統，鼓勵電動車及環保車款

●是否支持核電，意見仍舊兩極，無共識

常。「老實說，那時懂核能的人有幾個？所以戴高

為一種常態。
一位民間專家歸納，法國能夠義無反顧地發展

●減少使用高排碳能源，積極發展再生能源

樂可以一個人說了算！」

●要求高耗能產業積極節能

這位專家進一步解釋，倘若沒有發生福島核災，

●活動結束後，應繼續其他政策的公民參與程序

現在就不會有這麼多能源辯論，「或許法國人知道

●每年檢視政策承諾的落實度

有機會改變能源政策，但這不代表他們會做出你們
認為的決定，」他緩緩地說道。
不少人認為，歐蘭德提倡的新政策，將為法國再
電認同度，依舊沒有取得共識。
這樣的結果，當然使不滿者認為白白浪費了8個
月時間，批評這不過是政府主導的一場秀，目的只
是替政策護航。
綠色和平法國分部能源專案經理雅尼克．魯塞
雷（Yannick Rousselet）直說，歐蘭德必須趕緊公布
清楚的再生能源推動計畫，「否則大家馬上就會發
現，這只是他的口號！」

的立法行動。
不只結果評價兩極，其實活動進行時，也引起不
少團體隔空交火。
如法國企業公會（Medef）便發表研究，若要減

然而，也有人對結果不感訝異。「這個過程只是
想讓民眾知道，要達到那個目標，有多麼困難，」

目前，再生能源僅貢獻法國約一成電力，且大多
能源轉型辦公室主祕瓦爾認為，公民辯論只是法國
能源轉型的第一步，後續的工作才剛要開始。 陳之俊 攝

少核電比例，未來得砸下2兆歐元（約80兆台幣）

但是環保團體隨即反駁，法國再生能源推廣目標
沒有特別高，若英國跟德國做得到，法國沒理由做

是來自傳統水力發電。政府計劃，到2020年時把這
項數據拉高到23％，對再生能源業者來說無疑是
利多。
然而，來過台灣的法國風力發電公司ASAHLM總

的相關支出，法國財政勢必難支應。

不到。

收穫：為人民補上能源教育課

生能源市場帶來正面效應。

高目標、加快進度，但產業界與政治人物都覺得跑

裁艾朗（Alain Delsupexhe）理性看待，僅有一次的

太快了。」

公民辯論，仍不足以改變法國能源政策走向，「但

儘管波折與爭議不斷，但一位政府官員仍舊樂

這個過程，可以對年輕一代產生影響，進而影響

另外一份Tilder-LCI-OpinionWay民調則顯示，接

觀表示，以往非常單一、封閉的能源決策系統，能

2050年的法國。」或許，這才是能源大辯論活動帶

近八成法國人對「停止核電得支付昂貴電費」，還

夠有這樣的辯論潮，終究是件好事，可以讓大家了

來的真正作用。

沒做好足夠準備。

解，未來到底要什麼樣的能源？該如何降低能源的

「大半年來的辯論讓我發現，雖然能源政策是每

一位資深環境顧問聳聳肩無奈地說，法國的確沒有

可以這麼說，能源辯論進行的近一年來，只是替

風險與依賴度？現在開始要做什麼準備？只要把各

個國家跟政府都感到頭痛的問題，但如果故意『不

立即廢核的本錢，也真的需要一套長期而完整的替

法國老百姓惡補了好一陣子的能源教育課。卻沒有

種方案與證據都攤在陽光下，他相信民眾會做出正

作為』，以後要付出的代價，會比『有作為』還來

代計畫。

最終產生實質性的共識。

確的判斷。

得大，」能源轉型辦公室主祕瓦爾提醒。

甚至辯論還沒結束前，環境與能源部首長就突

法國原子能暨替代能源署（CEA）主席畢科

亞瑞華能源集團（AREVA）溝通事務部副總裁

然因故下台，輿論一片譁然，更讓許多人擔心爾後

（Bernard Bigot）比喻，「現在是環保團體希望再拉

勞倫斯．佩爾諾（Laurence Pernot）也認同，現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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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伊士環境

〉施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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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從何而來？施耐德IT事業部資深副總裁修

關莎菲．蘇魁（Sophie Souquet）舉例，如果施耐德

德華（Mike Hughes）不假思索地回答，因為這是現

CEO想知道全球138棟廠房或辦公室的電力消耗，

在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把能源管理好，不但

只要點擊一下就一目瞭然，還能跟過去資料比較。

是企業無法迴避的責任，更是值得投入的商機。

歐元（約台幣6299.6億），激增至近240億歐元（約

能源管理系統 資源使用一覽無遺
施耐德能源管理系統開發到第三代，除了讓客戶
即時掌控電力狀況，包括水、熱、油、氣、廢棄物
等資源也一覽無遺。甚至有專門設計給CEO的情
報系統，在螢幕上同時呈現天候變化、能源供需、
原物料漲跌、營運數據等最新資訊，協助決策。

施耐德Schneider Electric：

設備轉型節能專家，年營收增3276億元

轉型看來正確。過去四年施耐德營收從157.9億

「這套系統看起來像個股市觀測站，」施耐德公

台幣9575.5億），從硬體製造轉為軟體服務及能源
顧問，對不同客戶都能量身打造能源管理系統。

2006年起，施耐德還開始推廣能源大學（Energy
University）線上教學，目前共推出12種語言的
課程，累積逾 35 萬人使用。年初還獲得加拿大
Corporate Knights舉辦的「全球永續企業百強」第13
名，比去年躍升13名。

從巴黎市中心搭地鐵約半小時，就可來到施耐德總部Le Hive。這
幾年施耐德舉辦全球節能競賽，各國代表隊最後都來此進行總決
賽，並且趁機參觀這棟2008年才落成、全球第一座通過符合歐盟

EN16001能源管理認證的最先進綠建築。
走進門口，除了被顯眼的綠色企業Logo吸引，外頭放置的公務車

BMW Smart跟NISSAN Leaf兩款節能車，更引人注目，這兩大車廠用
的電動車電力系統，同樣出自施耐德。
歷史超過170年的施耐德，過去聞名的是武器、工業機具等重裝
備，1970年代後轉攻能源市場，代表作是中國三峽大壩的電力控制
與水力調度系統，以及台灣的雪山隧道與高雄捷運。
至今，能源部門已占施耐德年營收近四成，全球超過七成能源產
品類型，施耐德都有辦法供應。

施耐德Schneider Electric
成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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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

員工數

超過14萬人

去年營收

239.5億歐元

主力業務

能源管理、工業自動化、樓宇住宅、數據中心等產品

綠能表現

總部Le Hive為全球首座獲歐盟EN16001能源認證建
築，每平方米用電僅78千瓦小時，不到巴黎一般大樓
的五分之一

法國電力供應無虞、電價也相對低廉，

但企業依舊努力布局節能減碳技術。（左為施耐德副總裁修德華，右圖為蘇伊士環境公司的垃圾處理廠）

陳之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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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德華觀察，提高再生能源的比重，是各國共同

是個好例子，3萬5000平方米的樓地板面積，安裝

的挑戰，即便高度仰賴核電的法國也不例外。「但

186個智慧電表，員工識別證裝有感應器，方便系

重點不只有如何產生，還有如何運用或節省！」唯

統調節。假如偵測到外頭日照充足，就會自動減弱

有將死板的能源資料，轉為即時呈現、可查詢、可

室內燈光，員工刷卡下班，電力與空調也關閉。相

比較的數據，對使用者才有意義。「當人們了解平

較巴黎一般辦公大樓每平方米400千瓦小時的平均

日的耗能與支出，才知道節能潛力有多大。」

耗電量，這裡低到只有78千瓦小時。

他說，一般人以為頂多省個5％，卻不知道透過
科技工具，可輕易節能50％。他每天上班的大樓就

施耐德經過多次轉型，近來因應能源變革，再次
邁開轉型腳步。

蘇伊士環境Suez Environment：

未來的電 3〉311災後核能發電大幅降低

日本核電叫暫停，
要過活就節電

垃圾不只能回收，還可發電兼煉油
車子從熱鬧的巴黎市區駛出、開上高速公路，來

概念推演到下一階段：用來發電、甚至煉油！

到60公里外的Villers-Saint-Paul，這裡有個2004年完
工的Esiane垃圾回收廠，負責周圍265個社區及近50
萬居民的民生垃圾，每年可處理近16萬噸廢棄物，
超過九成都能再利用。
帶領參觀的廠主任讓保羅．杜波依斯（Jean-Paul

發電產生的熱能跟瓦斯也能賣
以Esiane廠為例，每年可用垃圾發電近8萬千瓦小
時（KWH），賣出近6萬千瓦小時，發電過程產生
的熱能、蒸汽、跟瓦斯，則賣給附近三家工廠。

Dubois）苦笑，由於民眾的資源分類做得好，收來

而且，這裡看不到成堆的垃圾山，垃圾運進來就

的垃圾每年減少2～3％，必須向其他城市「採購」

直接送進堆積槽，不外露、吸引蚊蟲。為降低運輸

上萬噸垃圾，才能維持產能。

過程的排碳量，不但垃圾車改成電力系統，甚至有

Esiane廠隸屬於成立超過130年的蘇伊士環境公
司（Suez Environment），是全球著名廢棄物與廢水
處理大廠，2008年與法國天然氣集團GDF合併。
一般來說，人們製造的垃圾，若非掩埋或焚化，
要不就是回收再利用。但蘇伊士已經把資源運用的

直達廠區的專用火車與軌道。
不少人好奇，設立資源回收廠是否引起左鄰右
舍抗議？讓保羅．杜波依斯解釋，已跟社區簽有15

成立時間
員工數

約8萬人

去年營收

151億歐元

主力業務

水資源、廢棄物處理

Esiane廠綠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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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

每年處理近16萬噸廢棄物，逾九
成可再利用。回收垃圾產生電
力，每年賣電約6萬千瓦小時

節電已成為日本的全民運動。
城市的水泥牆上，爬滿用來降溫的苦瓜藤；
電車上、辦公室內的燈管則拔掉一半，宣導必要時才開燈。
《遠見》團隊獨家走訪鄰近福島縣的EPSON東北廠，
見證工業用電大戶靠著節能革命奮力生存；
並前往東京江戶地區的壽光院，
探究一座寺廟如何在14年前就帶領民眾解決缺電問題，
電力自給自足。

年長約，受委託處理當地垃圾，而且每週都開放參

日本首相官邸前每週五上演的反核運動，

觀，供居民親眼見證處理過程，化解疑慮。

更讓人見識到日本人民對核電的憤怒與無助，

掌管整個歐洲廢棄物市場的蘇伊士資深執行副

蘇伊士環境Suez Environment

311強震改變了日本地貌，也徹底顛覆了人民的生活，
核電使用比例從32％大幅降至不到2％，電價不斷上漲，

總裁克力斯多夫．克羅（Christophe Cros）分析，廢

對照同為核能存廢困擾的台灣，如同一面明鏡，
值得我們省思。

棄物已進入「再恢復為能源」的概念，2011年底，
他們在英國啟動了將塑膠製品提煉成柴油的研究，

撰文／王美珍

攝影／張智傑

預計每6000噸回收塑料，可提煉出400萬公升柴
油。讓垃圾不只能發電，連煉油都沒問題。
面對法國總統歐蘭德提出削減核電比重，他認
為重點不是以後要更倚賴那種能源，而是不論哪
一個國家，都不能忽視任何一種能源的可能性。

張智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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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30餘度的盛夏東京街頭，燠熱宛若在烤箱

氣

之中。若你打算躲進超商吹吹冷氣再走，一

進門，也許腦海中會出現一個疑問：「這冷氣，好
像不太冷？」
換了下一家店試試，結果也差不多。原來，這是
日本政府倡導的節電措施，無論是機關學校、地鐵
等公共場所與辦公室，冷氣最低只能設定到攝氏

28度。
如果搭乘地鐵，在車廂內抬頭一看，也可發現日
光燈管被部分拔除，電車內比以往暗了一些。車窗
上貼著一個日光燈在睡眠中圖樣的貼紙，寫著「節
電中」。
這是日本自福島事故後，過去兩年來的生活縮
影。每個國民的心中，彷彿都內建了一個小電錶，
計算著日常行為的用電量，時時提醒著自己必須節
約用電。
核電要不要？這一全球性的能源難題，全世界與
台灣處境最相近的國家，就是日本。
做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國內缺乏天然能
源，又是不能自其他國家購電的孤立島嶼，因此過
去仰賴核電發展。
難題在於，日本偏又位於多帶斷層的地震頻繁發
生地區，人口稠密。核電廠一旦發生事故，後果將
難以承擔，2011年發生的311地震，就是最慘痛的
教訓。

311福島事故後，原本國內50座核子反應爐，停
止了48座。這兩年「將近零核電」的生活，究竟日

日本地鐵的電車車廂，冷氣均規定開攝氏28度，燈管則拔除一半，到處都貼著「節電中」的標示，提醒國民節電。

張智傑 攝

本的企業與人民是怎麼過的？

電力博物館變健身中心，反核擁核勢力拉鋸
日本，是亞洲最早發展核能技術的國家。從1954
年開始，國家就挹注上億預算進行研究，自1960年
代開始興建核電廠。「放眼望去，世界上核能技術
領先的國家，除了美國、法國，就是日本。」日本國

256 遠見雜誌 2013.9

2006年時，日本政府還訂立了「新國家能源戰

一核電廠的一系列設備損毀、爐心熔毀，引發氫氣

略」，那時候方向還包括大力發展核能。原規劃

爆炸、輻射外洩事件等，放出的放射性汙染值，是

際金融研究中心總裁櫻井真表示，核能是日本除了

於2030年底前再新建14座核電廠， 將核電占比從

車諾比核災後最嚴重的一次。這一重大事故，讓日

汽車、電子外，同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

30％左右再提高到45％，以提高能源自給率與因應

本一直以來對核電發展的雄心壯志，瞬間轉向了。

一直到現在，日本的東芝、三菱重工及日立製作
所，都還是全球重要的核電設備製造商。

全球暖化的減碳對策。
然而，2011年的311強震引發海嘯，造成福島第

如今，福島核電廠的經營者、原日本最大的東京
電力公司不僅要賠償380億美元的天價賠償金，更
www.gv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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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311後，日本核電使用降至1.7％（％）

●2010年

●2012年

資料來源：日本電氣事業聯合會

27.6
25.0

29.3

1.7

液化天然氣︵ LNG
︶

日本近三年，
九家電力公司供電力下滑（MWH）

核能

7.5

燃煤

石油等

8.5 8.4

表2

機檢修。9月開始，原本因通過壓力測試而成為少
數運轉的大飯電廠3、4機也即將大修，全國即將

2010年

9億8756萬8303

進入零核狀態。福島事故發生前的2010年，日本核

2011年

9億3733萬7962

能發電比例原本占32％，2012年瞬間降低至不到

2012年

9億2389萬4502

2％。過去占三成的核能發電，全由石油與液化天
然氣為能源的火力發電取代（表1）。

註：2011年受地震影響，電力供給開始下降
資料來源：日本電氣事業聯合會

福島核災現場，現在許多地區仍封閉。東電近日又爆發幅射水外溢醜聞，讓日本民眾信心盡失。

28.6

18.3
水力

地熱及其他
新能源

1.1 1.6

42.5

根據日本電氣事業聯合會的統計，這兩年間石油
發電比例從4％提高到19％，液化天然氣發電比例

陳宗怡 攝

電價大幅上漲10∼20％，企業叫苦連天
根據朝日新聞今年2月進行的民調，不贊成核電

從33％提升到47％，其餘煤炭、水力與再生能源發
電比例則沒有太大改變。
火力發電增加的進口燃料費，遂從2010年從3.6

瀕臨破產。過去，東京電力公司在繁華的澀谷地區

不過，2012年年底首相安倍晉三上台後，公開表

的日本民眾仍然高達七成。「即便通過了安全標

設立了「東京電力博物館」，有專屬樓層展示核電

明支持重啟核電廠，政策再度轉彎。核電廠倘若通

準，也需徵得地方政府同意，」日本綠色和平核能

技術，免費提供民眾參觀，並導覽介紹。不過，才

過今年7月由原子力規制委員會（Nuclear Regulation

部門主任鈴木惠一（Kazue Suzuki）說。

短短兩年時間，現在來到這裡，旅遊手冊上的資

Authority）新出爐的安全審查規定，就有重啟的可

到底這些核電廠什麼時候能通過安全審查而再

訊都還來不及取消，同樣的門牌號碼，已迅速改建

能。然而，政府雖如此定調，變數仍很多。比起之

度啟用，目前還沒有時間表。令人好奇的是，在一

電價漲那麼多，企業如何反應？旅居日本超過40

為高價的健身房與瑜珈中心，招牌強調「健康、自

前隸屬經濟產業省的原子力保安院，新成立的委員

切還混沌未明時，已長達兩年缺電的日本，社會如

年、生產汽車零組件的嚴氏貿易社長嚴為雄，7月

然」，與福島核災給人的印象形成強烈的對比。

會隸屬環境省，機制更獨立、標準更嚴格。

何持續運作？

時曾與東京中小企業協會會員晤談，當時同行的汽

此外，反核民意仍占多數。反對核能的知名企業

安倍定調核電重啟，但仍充滿諸多變數
為了回應日本國內掀起的強大反核聲浪，2012年

目前，全國50座商業用核子反應爐已有48座停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電價大幅上漲。一般家庭漲
幅大約10％，工業用電最高上漲達20％。

車零件、電子零件商都因為漲電價而叫苦連天。

家包括日本首富通訊業者軟體銀行（Softbank）社
長孫正義，他在福島事故後就公開反核。

苦瓜藤爬滿牆壁降溫，企業安裝智慧電表

9月，當時執政的民主黨政府曾透過公開評論、公

他認為，若加上原本應投保的保費或廢爐、核廢

聽會、民意調查、媒體意向調查、自主說明會等五

料處理費以及給地方的補助金，認為核電是便宜

如何在高電價時代保持企業競爭力？日本企

種方式進行「國民議論」，廣泛收集民意後，提出

的，根本是一種謊言。甚至他計畫投入10億日圓成

業的方法很原始，就是節電。如汽車大廠日產

「革新能源環境戰略」，當時結論以2030年核電歸

立「脫核電」集團，希望集合世界科學家研究再生

（Nissan）就在東京電力、東北電力公司範圍內，自

零為基調。

能源。

行安裝智慧電錶，24小時收集用電資訊，並把生產

258 遠見雜誌 2013.9

兆暴增至2012年的6.8兆日圓，等於增加近一倍。

線提早一個小時，從早上5點開始，節省尖峰用電
成果達15％～20％。

7-ELEVEn便利商店，則將東京都5000家店面都
換上LED燈，其他地區的3500家店面陸續跟進。如
www.gv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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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省電設備預計投資200億日圓，投資成本已從五
年來的節電回收。
數據公司NTT則將桌上型電腦改換成筆記型電
腦，並發送一萬名員工每人一盞小桌燈，以節省辦

兆日圓。

效率更好！」
日本各大小公司行號也開始落實「清涼商務

今年3月，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也通過了「節

COOL BIZ」運動，鼓勵一向注重服儀的日本上班

能法」的修訂案，明定企業有義務節能，單位能耗

族不需再穿西裝、打領帶，就不用將冷氣開太強。

必須每年降低1％，並向國家報告。若今年國會審
議通過，最快2014年4月開始施行。

公室大型光源。此外，鼓勵一成員工在家工作。諸

在早稻田大學教授中文的東京大學博士班學生

種節電措施總花費4億5000萬日圓，但三個月內就

龐惠潔說，夏季時，小小一間教室要坐30個人，十

「從企業、人民到國家，都經常在談如何節省電

省了3億2000萬日圓，並有員工表示：「在家工作，

分悶熱，雖然報紙時常有民眾熱中暑的新聞，大家

力，電視節目也經常報導，每個人都自動會去節

也都能忍受。校方為了防止有人自行調整空調，也

省。節能，已經是全民運動！」陳英顯觀察。

會派人固定巡視。

警訊，日人訪台覺得冷氣好冷、燈好亮
煮婦重新使用瓦斯爐，節能商品全熱銷

在核電廠重啟社會共識未明時，關於未來最佳
的能源配比，日本政府目前仍然還沒有定論。

省電，也落實在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已大大

展望未來，日本的電力一樣會混沌不明。櫻井

改變了城市的面貌與消費習慣。
「你會發現，綠牆變多了，」長期居住在日本的

真表示，油頁岩的成本未來會降低，美國已經允諾

東京台灣貿易中心所長陳英顯說，愈來愈多住家開

2017年會對日本出口，這會是日本未來的能源考量

始種植苦瓜藤爬上牆壁，雖是土法煉鋼，卻能有效

的出路之一。
但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The

減低室溫。他家中也都盡量不開冷氣、改用電扇，
電費可減少約30％。

Economics）今年6月報告已指出，對於像日本這樣

火車上的購物目錄，也有著琳琅滿目節能商品，

一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沒有所謂「完美」的能

包括可降低體溫的涼感衣、遮陽的黑色窗簾等，大

源方案。更何況，油頁岩進口的話，運輸等成本恐

賣場中的家電產品也都強化省電或有電費顯示計

怕也不便宜。

算功能。

暫時停止核電造成電價飛漲，日本難道沒人抗

此外，福島事故前原本各大電力公司都大力推動

議？「人民在街頭抗議的是核電，不是漲電價，」

「電力化廚房」的概念，鼓勵家庭以電爐完全取代

櫻井真說。

瓦斯，代表一種高科技的現代化家庭。如今，這樣

曾經來過台灣演講的櫻井真，生動地描述了對

的廣告也完全銷聲匿跡。
從台灣移居日本居住已經20幾年的家庭主婦黃

台灣與日本的差別：「一到台灣，我覺得這裡實在
日本綠色和平組織（Green Peace）成員們表示：對
張智傑 攝
於能源，我們可以有比核電更好的選擇！

這個日本人的不經意觀察，卻是一項重要提醒。

斯爐。
生產瓦斯爐具、熱水器為主的日本知名品牌

Paloma管理部經理小川宏樹表示：「電費上漲後，
我們的業績成長了兩成！」

日本許多企業的辦公室櫃台，現在都標示「 COOL BIZ 」
（清涼商務運動），鼓勵員工穿著輕便，節省冷氣用電。

260 遠見雜誌 2013.9

好冷、又好亮！」他指的是，台灣通常冷氣開得很
強，燈開得很亮。

惠敏說，原本她都使用電爐煮飯，現在重新改回瓦

張智傑 攝

Institute of Energy

動感應燈、可自動調節溫度的冷暖氣等，果然一推

能源條件與日本相似的台灣，每個人平均用電量，

出就大受歡迎。

在世界各主要國家中，竟然只比美國低，比鄰近的

節能，也已列入政府的重大施政目標之一。在安

日本、南韓、新加坡、香港都還高。

「節能住宅，現在也很搶手！」嚴為雄說。同時

倍政權新推出的日本經濟振興方案當中，就包含補

在「核電要不要」的抉擇十字路口，能源條件同

經營不動產出租的他特別花了150萬日圓，將旗下

助企業投資節能設備與推動建設智能住宅，外加

樣艱困的日本，是台灣的一面鏡子。只是，你看到

擁有的20年歷史舊大樓，增加了節能設置，包括自

上電動車基礎建設等項目，中央政府預計負擔1.8

了什麼不一樣？

www.gv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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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山形縣酒田市是日本傳奇女性「阿信」的

繼夜的搶修，「就像是一場短跑比賽！」酒井明彥

故鄉。這裡距離東京約五個小時車程，是一

形容。

般台灣遊客較感陌生鄉下小鎮。
然而，到了當地車站，只要說出「EPSON」，所
有的計程車司機都會告訴你：「我知道了！」

業用機械手臂等，全世界共有96家分公司，光在日

供電給東北愛普生的東北電力公司（Tohoku Power

本國內就有21家。

Co）電力，原本的裝置容量為1480萬瓩（KW），

此外，公司開始針對員工全面進行節電教育。員

與投資人關係部門主任阿拉斯泰爾•伯恩（Alastair

工每天都會收到由公司發出的信件，內容詳列電力

Bourne），拉了一下自己已經不再繫領帶的衣領

公司的發電量、目前廠內使用電量，提醒員工節約

說：「這就是節省能源！」

用電，各部門也必須對於省電知識進行討論。
《遠見》記者走訪在東北愛普生的廠房，幾乎每

用膠帶封住隔間空隙 預防冷氣溢散

到一個角落，都可以看見節電的措施。例如，進入

儘管災後一年，日本不少火力電廠已相繼恢復發

員工辦公室，會發現天花板上的燈都會垂吊下來一

電，電的供應已經充足。不過，日本企業界仍遇到

張智傑 攝

然而，2011 年實際裝置容量卻只有 1230 萬瓩
（KW），等於短缺了250萬KW的電力。
又因為地震後大部分的核電廠關閉，改以天然

此外，這裡也是愛普生在日本唯一的半導體生產

氣等其他更昂貴的發電替代，電價增加至少20％。

工廠，每年使用的電量為2億KWH ，也是全日本愛

缺電又上漲電價，日子該怎麼過下去呢？東北愛

若要了解311地震後，日本製造業如何因應缺電

從自己做起幾乎是每個員工的共識。愛普生公關

但更嚴重的衝擊，其實是地震後。2011年後，日

導致絕大多數的日本企業都面臨電力短缺的危機。

普生用電量最大的工廠。

調配尖峰用電使用，加起來可供應11％廠內電力。

個月的銷售，損失至少1.3億美元。

除了印表機，還包含掃描器、投影機、半導體及工

地稅收貢獻最大的企業之一。

醒員工。

嚴重地震帶來的影響，使得東北愛普生停止了三

本九成以上核電廠與許多火力發電廠均中止運轉，

多人，是全日本愛普生規模最大的製造廠，也是當

油發電機機組，除了緊急電力，這兩部機組也可做

張紙條，寫著「請節電」，落在視線位置，時時提

面對大多數核電廠暫時停機後的電價成本上漲，東北愛普生社長酒井明彥說：「我們要靠自己省回去！」

日本知名全球性企業愛普生（EPSON），產品線

位於山形縣酒田市的東北愛普生，員工達2000

首先，災後兩個月就砸下600萬美元添購兩台煤

普生就跟許多日本企業一樣，默默而安靜地開始積
極自救。

危機，東北愛普生過去兩年多來的經歷與努力，堪
稱是縮影。

東北愛普生
地震電力短缺 2億美元買發電設備
東北愛普生社長酒井明彥說明，兩年半前地震當
日，廠房經歷大約30小時的停電。4月7日，又發生
餘震，再度停電，持續4～5個小時。此外，地震也
使得廠房的基礎建設破壞，在這段期間，必須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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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山形縣酒田市（距離福島核電
廠273公里，開車約5小時）

設立時間

1985年

員工總數

2074人

生產產品

半導體與噴墨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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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艱鉅的挑戰。
例如東北電力公司為了以防萬一，仍須管控電
量，便與東北愛普生訂了電量使用上限，倘若達到

低的溫度，但因為不同空間之間會有間隙，這些間

生了很大效果。原本因擴產增加的1200KW電力需

率竟然達到92.6％，個個全力達成目標。當員工把

隙使冷氣溢散掉。為了保持一定的冷度，就得使用

求，卻靠其他的節電措施全部省了下來。

節電觀念帶回家，做為當地最大企業的東北愛普

更多電力。

東北愛普生也鼓勵員工把觀念帶回家，舉行全

此節電目標，就可以享有電價折扣。然而，東北愛

為了不再浪費，於是廠房使用土法煉鋼方法，找

普生因為業績上升，面臨擴產需求，比起前一年必

來了2000公尺長的膠帶，將這些間隙封住，大量減

須需多增加1200KW的年使用電力。

少冷氣溢散，也就降低了很多耗電。

為了因應不能再增加的電力供應，愛普生進一步
從廠房設備改善著手，提出了幾種方案。例如，過
去在精密產品的製造過程中，有些空間需要維持較

此外，在經過認證不影響品質的情況下，調整廠
房溼度，造成溫度差，也使得冷凍機的負荷減輕。
沒想到，好幾種不太需要成本的小撇步，卻產

生，對於區域節電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

公司居家節電比賽，方法包括隨手關燈、把冷氣調
到28℃、調高冰箱溫度、不使用烘乾機等。

大力發展節能商品，因應電價高漲趨勢

員工可以把自家的電費單帶到公司，省電最多的

雖然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可能重啟核電政策，但是

前三名，可以拿到5000日圓獎金，還可和社長去居

這個議題在日本仍然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愛普生

酒屋吃一頓。

的態度還是很保留。「便宜的電力對企業有益，但

雖然獎項並不貴重，但是廠內2074名員工，參加

採訪後記 看他們如何面對核災

是如何變便宜？我們不能夠評論，我們能做的就是

問兩位福島人是否贊成，重新啟用已經停掉的近

福島員工：憤怒無益，人要向前看

50座核電廠？長谷川清人說：「我不敢說核電一定
都不安全，但經過這次災害，還是有點不放心。」

位於福島隔壁縣的東北愛普生，除了很會節電
外，還有著另一個特色。

了核電廠氫氣爆炸事件。

菊地茂說，「身為一個工程師，我覺得還是要看

最後，很幸運的，他的太太與家人都平安無事，

政府新的管制措施內容如何才能決定。」

由於福島愛普生工廠，距離出事的福島核電廠一

不過，家中養的狗，卻還留在福島的家中。「我原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談及如此嚴重的災害，這兩

號機只有16公里，2011年10月，該廠確定關閉後，

本以為兩三天就可以回去，沒想到，下次回家已經

位福島災民仍然是淡淡笑容掛在臉上，彷彿在談

東北愛普生就接收了原本福島愛普生工廠的員工，

是兩個星期後！回去後，沒想到狗還活著，只是，

一件輕鬆的事，完全看不出任何激動的負面情緒。

最後有84名加入。他們的經歷與心聲是什麼？對於

變得很瘦很瘦，心裡很不忍。」

不見歇斯底里，也沒有怨天怨地、全怪社會與政府

核電重啟，又有什麼樣的看法？
《遠見》獨家訪問兩位福島廠的員工，聽見第一
線災民的心聲。
今年37歲的長谷川清人，平日與太太同住，還沒

「從那之後，那裡所有的食物與水都不能喝，」

的怒氣。

長谷川清人說，之後大概有半年的時間，都沒有工

其實，他們的家園已經毀壞，因為輻射屋汙染再

作，唯一的工作就是去附近的水力公司去提水給全

也不能居住，若要回去看一看，也得穿上重重防護

家人喝。

衣才行。

有小孩。回想起311那天，剛好請假在家，家中離福
島核電廠只有4公里，地震海嘯後馬上到附近的一
所中學避難。
然而，道路已經毀壞，手機通訊中斷，當時他並

記者詢問：「難道，你們都不會感到憤怒嗎？」

與其吵鬧內耗，不如從改變自己做起

長谷川清人仍掛著淡淡笑容：「其實，心裡當然會
憤怒。」

另一位原本在愛普生福島廠擔任工程師的菊地

他接著說：「但是，憤怒對事情沒有幫助，我覺

茂，談起福島核災，覺得最不忍的還是兩個孩子。

不知道太太的下落。同時，也開始聽到一些輻射已

「我有兩個孩子，兒子16歲、女兒14歲，很多地

經外洩的消息，「與太太一直聯絡不上，心裡真的

方都還是高輻射區，所以雖然是在好動的年紀，他

「是啊，日本人是這樣子的，」菊地茂說。

很擔心！」長谷川清人說。

們卻哪裡都不能去。」他說。

在東北愛普生的例子裡，從企業到個人，外人看

得人要向前看，想想明天怎麼樣可以更好。」

見一種值得台灣深思的「日本人style」：與其吵鬧

他回憶，當時大家都開始撤離，他趕往距離核電
廠50公里的父母家避難，原本一個小時的車程，因
為路上塞車，變成至少四小時，路程中就聽聞發生

來自福島災區的愛普生員工長谷川清人
（左）與菊地茂（右）說：「人要向前
看，想想明天怎樣可以更好。」

內耗，不如寧靜內求，從改變自己做起，就是解決
問題的第一步。（王美珍）
張智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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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ON 提供

愛普生的節能巡邏隊，派遣專業能源管理人員，免費替日本企業進行能源診斷，是日本企業自主節能的代表。

不斷革新，」愛普生事業基盤強化副本部長宮川隆
平說明。
例如，愛普生早在2000年開始就成立了「節能巡

不會因為電價就貿然這麼做。」
面對高漲的成本，如何保持獲利的平衡？「我們
會透過內部的節電把它省回去！」宮川隆平說。

邏隊」，以提升能源效率為目標，派遣電學、熱學
專業的能源管理士、電氣主任等技術人員，前往企
業進行能源使用診斷。
截至2013年3月，一共診斷了348家企業，削減了

2萬5100噸二氧化碳，節省了7億4000萬日圓的能
源支出。
另一方面，愛普生也大力發展節能商品，因應能

抱怨不如革新，節電把成本省回去
酒井明彥態度堅定的說，人類之所以可貴，就在
於會思考，而思考應該是沒有極限的。他深信，只
要願意想辦法，總會找出一條路。
只是，大家不免好奇，日本企業界對於電價巨幅
調漲難道沒有抱怨？

源價格高漲趨勢的市場需求。以新研發的印表機

對此，酒井明彥表示，抱怨不是很浪費時間嗎？

為例，大小只有以前的一半，耗電量能可以減少

「與其抱怨，不如趕快想辦法，這才是Japanese style

40％。不只是家用印表機，連工業紡織用的印表
機，都可以做到整體減少30％至40％的時間，節省

（日本人做事的風格）！」

許多電力。

前人堅毅努力的血液，締造另一種生存傳奇。

在這個「阿信」的故鄉，東北愛普生似乎也流著

在台灣，電價調漲就有企業喊著外移，這是否也

愛普生實踐並走出了日本企業在核能、再生能源

是愛普生考慮的選項之一？酒井明彥說，「一旦外

之外的第三條路──節能。不夠的電力，調漲的電

移，牽涉到的是2000多個員工與家庭的生計，我們

費成本，就自己省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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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壽光院

〉
2.日本民間拚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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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電，現在更
掏腰包進行太陽

從哪裡來？不用龐大的電力公司經營，在日

電

圓，其中政府補助225萬，銀行借貸112萬，其餘則

本，一座寺廟就能成為發電所，出售太陽能

向人民借款。當時，東京電力公司一度電只賣22

電力。位於東京江戶川區的壽光院，原是一座歷史

圓，但壽光院一度電賣55圓，支持的民眾，得自願

悠久的古寺，最早建於360年前的江戶時代，二次

多付33圓。

大戰時被摧毀後重建。

很難想像，到底誰願意花錢買貴兩倍的電？住持

1999年7月，日本NPO組織足溫網發起太陽能發

說：「這些民眾，與其說是買我們的電，不如說是

電計畫，當時就得到壽光院支持，願意提供場地

買我們的思想。」「人們應該要有一個觀念，天然

於寺中建置太陽能發電設備，規劃一年發電量約

的資源，本來就應該是珍貴的！」他表示，一年大

6000KWH。雖然只夠兩個一般日本家庭一年用電

約有200人支持這計畫，大概八年就回本了。

壽光院的屋頂，現在閃爍社區居民購買的太陽能光板。住持大河內秀人說：「民眾購買的其實是我們的思想！」

此外，足溫網也發行「綠色電力證書」給出錢

一個先進的電表，手掌大小的面板上載明著用電

一定會下降，是一條可行的路。他也主張，與其找

壽光院坐落在東京都裡靜僻一角的住宅區中，沒

的市民，10年後，用「賣電」給東京電力公司的收

量、發電量、買電量、賣電量，數據隨時變動，一

替代能源，其實「節電」更有效率。因此壽光院提

有地鐵直接到達，連計程車司機也花時間找一會

入來還。大約兩、三年前，政府也開始發展再生能

目了然。「台灣的廟，人民是捐磚瓦做功德，這座

倡，從家中冰箱開始改革。「所有電器都可關掉，

兒。然而，卻有著全世界最具創意的再生能源發展

源，東京電力公司也以一度電48圓保證收購，售電

日本廟，人們則捐錢做太陽能板！」旅居日本、來

只有冰箱是使用24小時，」大河內秀人說，冰箱若

模式。古時由茅草做成屋頂，後來鋪上了新穎的太

盈餘就分給當初支持的民眾。

參觀這座寺院的台灣人曾麗梅比較。

能節能，省的電力會超乎想像。

量，但做為先驅者，實驗意義濃厚。

陽能板閃閃發亮，早在福島核災還沒發生前，太陽
能發電早已運行十幾年。

發電量不足時，就和東京電力買電，有多餘電力
公司時，則再賣回電力公司。 祠堂的牆壁上，掛著

台灣人捐瓦做功德 日本人則捐太陽能板
這座美麗幽靜的寺院，另外一個佇立在外的招
牌，就是「江戶川市民發電所」。

壽光院

原來，世界各地大部分的太陽能電廠大多仰賴

名稱

江戶川市民發電所

政府或企業建置經營，然而，名為「江戶川市民發

歷史

最早建立於約360年前，1999年7月與NPO
組織足溫網合作，設置太陽能發電所

住持大河內秀人說明，建造總經費是590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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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廟方推動冰箱節電補助計畫。只要願意購

腦筋轉個彎 7個冰箱省電就超過電廠

發電量

一年6000KWH

買新型節電冰箱的民眾，就由壽光院無息放款10

除了太陽能板，寺院內還有一個可觀之處。祠堂

萬日圓，五年內償還。一開始，參與這個實驗的有7

內有一個書櫃，全都是核能相關書籍，是住持個人

個人，花出去補助共70萬，沒想到，一年後統計用

藏書。原來，現年56歲的大河內秀人是畢業於日本

電量，這7個人加起來一年就省下了8000KWH的

最知名的私立大學之一、慶應大學政治系的高材

電力，比當初花了590萬日圓蓋的太陽能發電量還

生，有自己對能源的見解。

多。因此，壽光院決定不再增資擴增太陽能板，而

他說明，日本電費最貴是在白天，而白天也是太
陽能發電量最大的時候，只要能以再生能源適當

電所」的壽光院，卻是附近居民自掏腰包支持。

張智傑 攝

的配比、輔以儲電技術的開發，未來再生能源成本

是鼓勵大家換成節能冰箱。
壽光院的實驗很小，意義卻很大。若很多小單位
都這樣做的話，或許社會就不需要大電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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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反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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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美珍
兩
持續
反核抗爭，已經

州的，蔬菜、水果都是買愈遠愈好，最好是進口

年7月底，才承認事實並對此公開道歉，更讓社會

的，」陳英顯說，福島核災發生後，台灣的悅氏礦

更對政府與電力公司提供的資訊失去信心。

泉水就突然成為非常受歡迎的商品。
連知名的築地海鮮，有些講究的人，也擔心海水
汙染，連海鮮都不吃了。「日本不是資訊很透明的

與台灣相較，日本人民對核能的恐懼，可以追溯

社會，很多訊息，政府並不公開，人民大部分只求

到二次大戰期間。85歲的齊藤美智子，是每週都會

自保，」陳英顯說。

出現在官邸前的反核民眾之一。身高才約150公分

事實上，福島核電廠之前就陸續傳出輻射物質
外洩，並已汙染海域和鄰近土壤的消息。不過，東
京電力公司一直沒有對此項指控做出回應，直到今

五傍晚，東京地鐵國會議事堂站附近分外熱

週

少。核能這個議題，反對的聲音能持續這麼久，就

鬧。這裡不是酒吧或餐廳，下班人潮卻慢慢

代表這件事超過他們容忍的限度了，」長期居住在

匯聚前行，宛若一條河流不斷延伸，直到首相安倍

日本的台灣貿易中心所長陳英顯觀察。

經歷廣島原爆，85歲婆婆反核逾30年

的她，在反核隊伍的人群中顯得瘦小，由一位友人
在旁攙扶著。
她的頭上戴著寫著「反對核電」的白色布帽，笑

每週五晚上，日本首相官邸周邊都有反核民眾聚集，以蠟燭替未來許願。

張智傑 攝

晉三的官邸前，人們的腳步才停了下來。
「停止核電！」「反對重啟！」街頭愈來愈多群
眾，齊喊口號。「自民黨＝自滅黨」「反對核電廠
重啟」等各式標語緊緊握在人的手心裡。

福島核災陰影深，七成日人支持廢核
根據日本最大報紙之一《朝日新聞》2013年2月
調查，認為應立即廢核或2030年之前逐步廢核的

這是日本民眾自發的反核活動。自2011年3月福

日本民眾，加起來高達71％，贊成繼續使用核電的

島事故發生後，每週五在官邸前的馬路聚集，迄今

只有18％，11％沒有回答，比民調顯示反核的民意

已兩年，反核人潮仍從不間斷。

仍舊高漲。

這項活動，人潮最多的時候多達20萬人，甚至還

甚至，首相安倍晉三雖支持重啟核電與外銷核

有鎮暴車出來維持秩序，兩年後估計每週仍有500

電，夫人安倍昭惠卻公開表示：「我反對核能。看

人左右，成為日本社會持續最久的公民運動。

見他（安倍晉三）推銷核能到海外，我就心痛。」

隊伍裡，許多是頭髮已斑白的老人，談天時輕聲

福島核災的陰影，是促使日本人民反核的最大原

細語，十分客氣，典型的日本人風格。然而，喊起

因。陳英顯舉例，他的辦公室一位優秀的日籍員工

口號，卻卯足了勁。

日前辭職，原因竟是因為擔憂東京的輻射汙染影響

年輕人則用新科技表達訴求，以iPad製作跑馬
燈，小小一塊面板，字體不大，卻始終高舉。
將視線往整條馬路延伸，一路有人吹著像是貝

兩個孩子的健康，夫妻兩人寧可中年轉業，放下原
本高薪的工作，搬到最角落的高知縣，到鄉下地方
重新生活。

殼一般的號角，有人打著日本傳統大鼓，也有媽媽

此外，由於受到福島核災的影響，東北五省的農

推著貼有標語的嬰兒……，眾生群相，共同的訴求

產品都已禁止出口，也有日本民眾擔心，這些銷不

就是廢除核電廠。

出國外的產品，就直接在日本國內銷售，影響國人

「日本其實是很能忍的民族，怎麼激怒都不容易
生氣，很難在路上看到有人吵架，大型集會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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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我之前都不敢買關東地區的礦泉水，只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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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全部在廣島原爆時死了。」
因為這段傷痛的回憶，當1986年烏克蘭發生車
諾比核電廠爆炸事件時，她就決定開始反核，自己
製作小旗子在官邸附近發送民眾。
齊藤美智子緩緩地說，她的兒子高中時曾因為好
友過世而想要自殺。她就告訴他，想要做什麼都可
以，就是不可以去死。後來，兒子結婚，媳婦的父
親竟也是廣島原子彈的輻射被曝者，手臂變形，全
身病痛，就是她親眼所見的例子。
「我追求的，只是好好的活著，如此而已，」齊
藤美智子說。
除了每週五的反核集會，每年的8月6日與9日，
分別是廣島與長崎原子彈爆炸的日期，她都會從家
裡搭一個半小時的車，出來默默舉著標語。
隊伍中也不少年輕的身影。早稻田大學文化人
類學研究生永野篤表示，1999年東海村JCO臨界意
外，三名現場工作人員因作業不當，造成大量輻射
線釋放，工作人員因此死亡。
「核災很多時候是人為疏失。這是機率問題，只
要再發生一次核災，就是日本再也承受不起的後
果，」永野篤說。

在東京，甚至有民眾自福島核災後就在路邊搭營反核，住宿在其中，激烈表達訴求。

張智傑 攝

新的安全審查標準，社會仍有許多疑慮
此外，對於核電是否就是經濟的解藥？社會也有
不同的意見。
反核已經成為日本的新公民運動，民眾會以各式自
製標語，表達反核心聲。
張智傑 攝

綠色和平組織能源氣候與能源主任高田久代表
示，做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的德國，過去20年能源

關於7月剛出爐新的安全審查標準，社會亦仍有
不信任的聲音。「新標準只規定核電廠不能位於斷
層帶的正上方，但並未考慮斷層地帶的連動性。」
綠色和平核能部門主任鈴木一惠表示。

消耗下降6％，然而GDP仍然增加30％。日本GDP
著說：「這可是福島地區的商品！」然後，從竹編

只成長了20％，比起德國少了10％，能源消耗卻反

包包裡，拿出從裁縫店購買的花布、以奇異筆寫下

而增加6％，由此可知，「經濟成長，不一定等同於

標語：「我希望住在一個安全的家園」。

用電成長。」

接受記者訪問時，她舉著標語的手，始終沒有放

高田久代舉出經濟產業省的統計，表示真正用電

下休息。不痠嗎？她說：「當然痠啊！」即便如此，

比率高的業種，其生產金額與雇用人數，占整體製

她仍在這裡持續舉牌兩小時。為什麼如此堅定反

造業不到1％。意即，並非所有的製造業都是高耗

核？這位老人家淡淡地說：「我的好朋友、國小老

能產業，破除製造業等於高用電量的迷思。

272 遠見雜誌 2013.9

核廢料除役的費用後，就不經濟了，當投入很多成
本發展核電，自然就會排擠再生能源的發展。
已經參與反核運動兩年的潔欣塔，觀察日本社會
的變化：「不太表示反對意見的日本人，終於願意
說出他們的心聲，這非常難得。」

沉默的日人終於願意說出心聲

不過，也有人認為，隨著時間的過去，人們終將

來自荷蘭、今年50歲的潔欣塔（Jacinta Hin），已

會向經濟低頭。前日本原子力技術協會最高顧問

經住在日本23年，從事人力資源工作。她和來自法

石川迪夫說，去年的眾議院選舉，反核的代表都落

國、日本的友人成立「美麗能源」團體，自掏腰包

選，就是證明了民眾雖然不情願，但仍會慢慢轉向

購買蠟燭，每週五都在官邸附近讓人們許願。

贊成核能。

她表示，所謂「美麗能源」，是指對地球、人們
與食物都安全的能源。核電若包含風險成本以及

未來，日本反核與擁核兩種勢力如何拉鋸？後續
發展，仍須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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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力產業協會

象〉日本原
4.台電核安取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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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美珍

問：剛出爐的新安全規制與過往有何不同？做了
哪些更嚴格的規定？
答：在新的安全規制中，我們深切記取福島核災
的教訓，重新制定了更嚴密、更周全的安全標準。
新的管制標準，是重建人們對核能信心的第一
步。最大的不同，就是新增嚴重事故對策。其中，
不但包含了如何預防事故的內容，也包含了事故發
生後如何減低影響的方法。

日

本原子力產業協會理事長服部拓也。

反對力量仍高漲。到底日本已經關閉的48

他除了提出日本最新安全規制的內容與影響，

座核子反應爐，未來何去何從？連台灣人也很關

曾經到訪核四廠許多次的他，也對台灣爭議不休

心，把它當作指標觀察。311福島核災發生後，

的核四發表觀察。以下為專訪精華：

本安倍晉三政府希望重啟核電，然而民間

日本主管核能安全的原子力規制委員會（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就重新訂立安全審查規定。
今年7月，新的審查規制終於出爐，原子力規制委
組，同時對多個核電站廠進行審查，通過審查者，

賴進口，也沒有煤炭、天然氣等，能源自給率只有

未來才有重啟的可能。

40％。然而，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又是地狹

日本的先例，能帶給台灣核能界什麼樣影響？

人稠的島國，為了支撐工商業發展，能源消耗量非

事實上，今年6月底，台電由核四最高總指揮副總

常大，因此，核能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為了國民

經理陳布燦帶隊，與日本原子力產業協會（JAIF）

的生活、產業發展，我們必須發展核能！

幾十年前，日本對中東地區石油仰賴度非常高，但

廠，包括位於靜岡縣的濱岡電廠與福井縣的美濱

1970年代石油危機發生，對國內產生很大影響。當

電廠，了解兩個電廠如何針對地震與海嘯而改

時，日本政府就希望調整能源結構，極力發展多元

革，做為核四安全的參考。

化的能源政策。核能發電，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

同樣的宣稱，台日有許多共同之處。

於核電廠的可能威脅。這點要如何處理？
答：新的安全規定中另一個重要的差別，在於規

此外，諸如恐怖活動、飛機墜機等問題，也都納

定所有核電設施，都不能位於活斷層上，只要在活

入考量。地震、海嘯的防護標準，則愈來愈嚴格。

斷層上，都不能繼續運轉。過去對於活斷層的標

日本原子力產業協會理事長服部拓也表示，日本已經記取福島核災的教訓，制定了更嚴格的安全標準。

張智傑 攝

比為：核能30％、天然氣30％、煤炭20％、石油

示：「若有媒體在場，我們將無法坦然對話。」因

新納入「安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與「成本」

此，雙方會談謝絕了媒體採訪。因此台日雙方針

等因素，在未來重新考量最佳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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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地震頻繁的日本，近來人們也擔心活斷層對

在福島事故發生前，原本日本採取最佳能源配

10％、水力10％。然而，經過福島核災後，必須重

《遠見》仍獨家專訪曾任職於東京電力公司的日

標準，不斷地往更高標準邁進。

開始大力發展。

日本原子力產業協會代表向《遠見》記者表

對核能安全到底有哪些具體討論，不得而知。但

這樣的安全標準，更要持續不斷努力，設立更高的

日本發展核能的背景，是因為石油危機的教訓。

這一趟行程，台電也參觀日本兩座關閉中的電

四」。同樣的，日本的所有核電廠重啟，官方也做

我期許每一家電力公司，不只要密切觀察，達到

要性如何？為什麼你覺得日本非核電不可？
服部拓也答（以下簡稱答）：日本有99％石油倚

核四廠運轉的條件是：「沒有安全，就沒有核

公尺高的防海嘯牆。

《遠見》問（以下簡稱問）：核電對於日本的重

員會將派出總計80人左右的工作人員，分成3個小

於東京進行了一場閉門的「台日核安會議」。

例如，濱岡電廠本來沒有防坡堤，現在則新設了22

據我所知，台灣同樣缺乏自然資源，能源自給率
很低，與日本的情況十分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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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乃是10～20萬年間，才能判定是活斷層，現在
則提高標準至40萬年以前。
人類的起源也不過是20萬年前，要推到40萬年
前，這真的有點難以想像。

後，用火力發電替代，燃料必須依賴進口。
因為現在日圓貶值，造成進口成本增加，添購燃
料的費用一年就要增加近4兆日圓，這些錢都支付
給了國外。

然而，世界所有的技術都一直進化，許多設備老

為了回收成本，電力公司只好漲電價，真正受到

舊的電廠，目前也都在積極改造。現在的情形，就

影響的是一般人民的生活電價與企業電價上漲所

像以前有一套汽車排放廢氣的標準，在注重環保

付出的成本。

後，也有了新規定，所有的汽車業也要努力改變，
這是相似的情況。
目前，敦賀電廠已經被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判定下
方有活斷層，不能運轉。
然而，電廠所屬的日本原子力發電株式會社
（JAPC）針對調查結果提出抗議與反駁，並重新提

問：日本近來與印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法國
等國紛紛簽署核能合作協定，意義為何？
答：這些國際合作，可能加強日本的核電技術輸
出，對日本經濟是一大助益。此外，這也表示國際
上對於日本有很大的期待，仍青睞我們在核電上的
技術能力。

交敦賀核電廠下方破碎帶調查報告。收到反駁報

在首相安倍晉三的振興經濟方案中，關於核能

告後，原子力規制委員會還會重新研議，目前還沒

產業的發展，主要是在提升基礎建設產業的項目

有最終結果。

中。核能產業本來就是我們的強項，如果未來可以

至於其他的電廠能否重啟，也都還在調查中，仍

增加輸出，將有助於經濟成長。

沒有最終結論。至於要調查多久？仍然是未知數。

不過，由於這還牽涉到政府之間更深入協議，與

問：氣候變遷急遽，許多災害超過人為預測。有

其他很多條件的配合，要現在立刻輸出還不太可

人認為，人們再怎麼運用技術防護，也抵擋不了大
自然災變的不可預測性，你的看法？
答：我們能做到的就是竭盡所能、充分地想像所

能，估計至少還要花10年以上。
問：你曾去過台灣核四廠嗎？核四的安全性受到
質疑，你的看法？

有最危險的狀況。至於在預測之外可能發生的重

答：核四廠我已經去過好幾次，之前發生的問題

大事故，我們也周詳設想了許多因應對策，與多重

我也都知道，依我來看，本來五年就可以做好的核

性的防範措施。

電廠，因為政治因素介入而停建，才要需要花那麼

當然，對所有科技而言，要達到百分之百零風險

久時間。

是不可能的。然而，人類為了存活，本來就應當去

因為花的時間太久，使得美、日廠商都很難配合

設想萬一問題發生，該如何解決。目前，新出爐的

下去。之前發生的種種安全疑慮，其實很多是因為

安全審查規定已經採取最高標準，我們抱持信心。

工程時間拉得太長所導致。核四問題的癥結主要是

問：日本核能相關產業一年總產值為何？在311
之後，是否受到什麼影響？
答：關於核能產業的年產值，我們沒有精確統
計，但是，國內的部分可以粗估大概一年1兆6000
億日圓左右。

311地震後對產業的影響，主要在於核電廠關閉
276 遠見雜誌 2013.9

政治，而不是安全。
整體而言，核電廠只要照著設計圖中規中矩地去
做，是不會有問題的，而設計、施工、試運轉、運
轉等每個環節都要確實按照規定執行。
關於核四是否運轉，我無法評論。這取決於台電
的控制能力，以及台灣人民自己的判斷與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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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都在積極為未來的能源布局，台灣

核一二三完全除役，核四又不運轉，落在眼前最實

的電力問題，正面臨三難。

際的問題是：未來的電，哪裡來？

第一難是任何新電力來源，幾乎都不可能在台
灣增設了。兩年前，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後，馬英九

台灣的發電困境不只在核四爭議

總統曾召開記者會公布新能源政策，為「確保核

台電總經理朱文成表示，倘若核四停建，最大危

安、穩健減核、打造綠能低碳環境、逐步邁向非核

機乃是北部電力短缺。核四並不是缺電唯一的原

家園」。按此目標，核能未來是「減」法，核一二三

因，位於北部的核一、核二與協和火力電廠預計將

確定不延役，興建中的核四也決定交付公投。未

於2017年開始陸續除役。

張智傑 攝

而1960年起運轉的舊深澳火力電廠，已於2007

來，自然不可能再有「核五」。
核一、核二及核三廠目前約占目前台電電力系統

年關廠，重建工程原預定於2006年1月開工，2014

總裝置容量的12.6％，核四未來預估約為6％。倘若

年12月商轉，也因為當地居民反對興建卸煤碼頭，

表1

擔心核四安全，台灣民間反核的聲浪仍然高漲。

台灣人浪費電，人均用電量只比美國低！（單位：度）

迄今協調仍無結果。

風力發電條件佳 但民眾抗爭不斷

若核一、核二、協和與深澳電廠均無法再供電，

即使是發展再生能源，風力發電增設也面臨抗

屆時總裝置容量將整體缺少6842MW，占北部總體

議，因為台灣地狹人稠，距離住家太近，使得低頻

裝置容量近50％。

噪音遭受居民抗議。苗栗苑裡就是例子。澎湖的風

台電可以採取的彌補方法是中部電往北送。但

力發電被認為條件極佳，原本希望透過海底電纜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美國

11,919

12,017

12,014

12,082

12,349

12,284

12,434

12,408

11,832

12,259

台灣

7,520

7,676

8,104

8,508

8,818

9,079

9,346

9,218

8,805

9,485

韓國

5,965

6,381

6,654

7,029

7,397

7,647

8,067

8,339

8,479

9,315

日本

6,602

7,880

7,906

8,280

8,394

8,444

8,598

8,445

8,207

8,950

據經濟部能源局預估，2016年以後若核四不商

國科會離岸風場計畫主持人林大惠表示：「一般

新加坡

7,166

7,455

7,634

7,823

7,991

8,018

8,153

7,839

7,610

8,110

轉，備用容量率將可能多年低至10％以下。即使核

風機轉動條件為每秒約需4米以上，台灣海峽的風

法國

7,059

7,019

7,247

7,388

7,380

7,257

7,024

7,182

7,020

7,561

四於2015年順利運轉，備用容量仍只有10.9％，仍

速每秒高達11米到12米，十分難得！」倘若未來台

德國

6,166

6,258

6,362

6,447

6,478

6,551

6,579

6,603

5,996

6,226

低於官方標準的15％。

灣海峽離岸風力發電能完全開發，估計裝置容量可

中國大陸

1,150

1,276

1,462

1,674

1,895

2,158

2,465

2,589

2,742

3,135

資料來源：1.台電海外電氣事業統計2012年版。 2.平成10~23年版電氣事業便覽。3.2004~2011年版韓電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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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種輸電能力有極限，輸送量大約2600MW，

從澎湖輸到雲林，供本島使用，同樣遭到抗爭。

大概只能僅占北部總裝置容量的20％，仍有30％的

其實國外專家已經發現，海洋上的風，是台灣最

缺口。即便核四提供的6％的裝置容量加入發電，

好的機會。根據英國offshore網站，全球十大最佳離

北部未來的電力仍可能吃緊。

岸風場，台灣就占了九個。

台灣的發電困境不只是核四爭議。環顧目前的電
廠新建計畫，幾乎條條不通。

達有60GW至80GW，大約等同於25座核電廠的裝
置容量。最保守的現階段努力目標應有3GW，大約
www.gv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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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於核四電廠的裝置容量。

表2

不過，四面環海的台灣，即便擁有這份大自然贈

台灣電價低廉，民眾缺乏節能誘因

●企業用電

●家戶用電

單位：每度／新台幣元
註：1.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 IEA）《ELECTRICITY INFORMATION（2012 Edition）》
2. 台幣對美元換算匯率為1 美元＝29.464 台幣（2011 年平均匯率） 3. "＊"註記者為2010 年資料

予的珍貴禮物，發展挑戰的仍然很大。因為相關技
術與人才還有待培育。

2.89

2.35 2.76

2.93

5.39
3.99

5.28

日本

新加坡

2.05

3.79

香港

防、航運、漁業權等諸多問題。林大惠表示，相關

3.47
美國

2.82
2.18

南韓

除噪音問題。但是，插設風機的區域，還牽涉到國

2.22

台灣

大陸

此外，雖然離岸風機距離本島有一定距離，可免

7.69

單位已經開過幾次說明會，但漁民擔心海流改變，
影響捕魚，未來仍需持續溝通。
長」的說明會評估資料，若全國各部門導入各項節
電積極作為，2013年至2030年用電成長需求可下

未來是否會缺電 各方爭議不斷

降至1.88％。

不過，對於台灣未來是否會缺電？目前各方意見
也不相同。

不過，經濟部能源局綜合企畫組組長翁素真表

均每度2.35元，全球第五低。（表2）
因此，多次到台灣的日本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總
裁櫻井真對台灣的印象一直就是：「台灣，冷氣好
冷，燈又好亮！」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趙家緯表示，台電推估

示，1.88％是假設民間百分之百配合、「最完美」

大陸遠大空調是世界上最大的非電空調公司。

缺電是基於尖峰負載於未來三年平均會成長3.5％

情況，實際上不可能，「節能是不確定性最高的，

一開始用柴油、後來用熱能、近年來用回收地溝油

以上評估。他認為，若能抑制尖峰負載成長，即使

因為掌握權在民間。」

提煉再生油來帶動大樓與廠房、機場要使用的空

核四不商轉，整體的備載容量仍可維持在18％以

翁素真表示，工業用電約占台灣用電50％，但生

上，無缺電疑慮。
反核團體也批評，台電並沒有努力做好有效抑
制尖峰的負載管理，只會一昧喊缺電。

調設備，非常節能，外銷世界70餘國。

產線用電管理有難度，很難設目標。若限定目標，

為什麼這麼節能的產品沒有賣到台灣？遠大空

有時某些企業接單多、用電多，反而會處罰業績

調高階主管回答：「台灣電價那麼低，賣給誰呢？

好、為國家爭取外匯的企業。

大家沒有誘因買啊！」

不過，台電也有話要說。「什麼叫有效？專制一

此外鮮少人知道，今年5月已通過「能源管理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教授許志義表示，南韓電

點，就有效！例如，命令大家在尖峰時間把開關關

法」規定11類公共場所，如超商、飯店、電影院、

價，用電500度以上的住宅用戶，是最低用電級距

掉。但在民主社會，這不可行，」朱文成說。

銀行、捷運等，冷氣不能超過26度，還要求不能冷

100度的11.7倍。而用電超過1350度的人，超額用電
還要另外加收每度118.4韓圜（約新台幣3.2元），類

氣外洩，否則將罰款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

真要靠著全民節能來達到不缺電，朱文成說：
「國民要幫忙！若有一種設計像空襲警報一樣，到
達尖峰就提醒大家趕快關燈，fine！（那很好！）」

綠能風機因地狹人稠使得居民抗議噪音，離岸風機
潛力大，卻牽涉漁業權，未來仍需持續溝通。

以前他在大同大學任教時，就曾和能源局建議，
應該設計一種燈號提醒大家用電量。日本在311後

中國、南韓、香港與新加坡，堪稱亞洲主要發展國

電力吃緊時，曾在部分地鐵站螢幕上顯示提醒全國

家中最浪費電的第一名（頁278表1）。

用電量的曲線，當即將超過可用電量時，就會閃紅
色警示，也是尖峰負載管理的一種手段。

此外，根據國際能源總署資料，台灣的電力能源
效率，也有很大改善空間。2010年時，台灣每賺1
塊錢，耗用的電力是丹麥的三倍、德國與日本的兩

台灣耗電量高 節能空間大

倍以上，比韓國多12％。

「這是全球第一個針對行為規範的法！」翁素真
黃菁慧 攝

似「奢侈稅」。

強調。只是，放眼望去台北街頭，開門吹冷氣的店

相對而言，國內目前單位電價差異，每月500度

家仍比比皆是，許多電影院仍低於26度。法規雖已

以上與110度以內相比，不及三倍。若用電多的人

制定，但查核還是一個大問號。

調漲多一點，則用電少的人即可漲少一點，交叉補
貼，不但有助節能，更兼顧社會正義。

垃圾能減量 為何用電無法零成長？
儘管漲電價是不討好的政策，但台灣電價與其
它國家相較確實太低，社會缺乏節能誘因。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祕書長崔愫欣表示，用電零
成長是台灣未來的出路之一。「就像以前要推動垃
圾減量，當時也認為不可能，但最後做到了！」

2011年，台灣住宅用電每度電平均為2.75元，低

台灣人民必須決定的，豈止是核四蓋不蓋。在核

台灣節能空間有多大？根據世界主要國家用電

自1996年至2012年，我國用電需求之年平均成

於鄰近的香港、南韓、新加坡等國，是世界主要工

四背後，還有新電力難、節能難、調高電價難的三

統計，台灣每人年均用電量是9485度，高於鄰近的

長率3.89％。然而，根據經濟部能源局「用電零成

業發展國中第二低，僅次於中國大陸。工業用電平

大困境，考驗著台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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