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62 次公亮紀念講座會議紀要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時 間：111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主 題：臺灣淨零排放的科學解方及產業契機 

主講人：中央研究院 廖俊智院長 

 

摘要： 

壹、溫室效應的起源 

依據黑體輻射(blackbody radiation)理論，所有的物體都會輻射能量。

太陽輻射的能量可輕易穿透大氣層，但地表向外輻射的紅外線能量卻會被大

氣中的溫室氣體分子所吸收，再釋放回到地表，熱量疊加之後產生的升溫現象

便稱為溫室效應。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以二氧化碳影響最大、甲烷次之，

地球上的碳循環主要透過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及分解反應達成平衡，然而工業

革命後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導致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逐年上升，破壞碳平

衡系統。據統計，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約有 73%來自於能源部門，台灣則高

於全球平均達到 91%，我國是否能達到減碳目標，能源項目至為關鍵。 

貳、全球減碳走勢 

2018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全球升溫 1.5℃」特別報

告指出，2020 年至 2030 年是實現控制升溫 1.5℃目標的關鍵 10 年，各國必

須急速減碳，並於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Net Zero)。 

2021年在英國格拉斯哥召開的COP26會議，各國達成逐步淘汰燃煤電廠、

全球甲烷承諾、零碳車承諾、綠色航運承諾、格拉斯哥領袖森林與土地利用宣

言等各項減碳共識，並成立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 

2022 年 6 月 22 日歐洲議會通過新版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草案，希望

以貿易政策手段達到全球減碳目標，法案重要內容包括： 

(1) 調升 2030 年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至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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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BAM 機制於 2023 年起適用，並於 2027 年正式開徵，管制對象擴

及水泥、鋼鐵、鋁、肥料、電力、有機化學品、塑料、氫及氨製品

等行業，且徵收範圍包含間接排放； 

(3) 通過設立社會氣候基金(SCF)。 

民間透過經濟與產業推動淨零的力量也不容小覷，目前全球已有 360 家

企業加入 RE100倡議，承諾在 2050 年以前達成 100%使用綠能的目標，國際品

牌大廠如 Apple、Google、Microsoft 紛紛加入，帶動供應鏈淨零轉型。 

2015 年 G20 下金融穩定委員會組成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專案小組，

推動企業揭露氣候相關財務資訊，作為投融資風險評估指標，目前全球已有超

過 3,400家企業支持 TCFD，這也是我國金管會「公司治理 3.0」、「綠色金融

2.0」重要推動項目。 

值得注意的是，2022 年 7 月歐盟通過決議，有條件將天然氣、核能納為

綠能。其中，天然氣替代燃煤，但每度電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須低於 270g/KWh，

此外天然氣電廠必須於 2030 年前獲得建廠許可，並規劃在 2035 年底前變更

為使用再生能源或低碳氣體發電。核電廠則必須在 2045 年前獲得建廠許可，

並在避免對環境及水資源造成重大破壞的原則下進行設立。 

參、台灣淨零排放的科技政策建議 

我國若僅靠現有科技，無法在 2050年實現淨零碳排目標，必須設定新科

技方向、投入研發資源，突破關鍵瓶頸，並從經濟、社會、教育、國際合作、

貿易等部門提供有力支援。新科技研發是推動淨零排放的重要關鍵，建議依據

不違反科學定律、突破/挑戰現有工程技術、首重排碳大項、強調速度與規模

等四項原則，作為研發選項的決策標準。 

在減碳工作部署方面，依據環保署 2021 年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

我國 2019 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 287Mt/CO2e，其中能源部門(燃燒燃料)約占

總排放量 91%，因應 2050 年能源需求大量電氣化，發展零碳電力將是減碳工

作的重中之重，輔以鍋爐、爐具、運具改用替代燃料，方能實現能源部門減碳。

工業部門(含用電)占排放量 45.5%，又是影響 GDP 最重要的部門，其減碳重點

將著重於製程改善、創新減碳技術投入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同時配合產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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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或導入循環經濟商業模式。占整體排放量 12.9%的運輸部門(含用電)則須透

過運具電動化，以及公共運輸系統、長程運具改用燃料電池等方式進行減碳。 

台灣現有能源主要來自於進口石油、天然氣、煤，零碳電力可源自太陽

能、風能、甲烷去碳燃氫、地熱、海洋能等途徑，其中甲烷去碳燃氫、地熱、

海洋能三者由於相當穩定，一旦開發成功，可望作為基載電力。歸納台灣在推

動綠與減碳的五大關鍵發展契機如下: 

一、機會一：太陽光電效率提升 

太陽能具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優勢，但需要大量的土地面積，台灣

地小人稠，土地需求壓力龐大，應藉由提升太陽光電轉化效率，以科技換取土

地。現有地面型太陽光電為單接合矽晶，轉化率約為 22%，每公頃裝置容量轉

化率為 0.67MW，若以全台可裝置太陽能面積之 40%計算，裝置面積約可達 42.6

千公頃，裝置容量可達 28.41GW，若改用鈣鈦礦/堆疊型電池技術，每公頃轉

化率可提升至 33%，每公頃裝置容量轉化率達到 1MW，同樣 42.6 千公頃的土

地面積裝置容量便可達到 42.6GW，有助於減緩土地需求之社會壓力。 

中央研究院已於南部院區設立研發中心，推動次世代太陽能電池產產學研

聯盟計畫，目標於 2024 年底前，開發完成轉換效率接近或超過 29%，且能量

產的次世代太陽能電池製造技術。 

機會一: 太陽光電效率提升

• 以使用40%的可用面積做為目標，裝置面積約可使用42.6千公頃，裝置容
量將可達到28.41 GW

• 未來技術：轉化率提升50%，同樣土地面積，裝置容量將可達到42.6 GW

• 提升太陽光電轉
化效率，以科技
換取土地

• 減緩土地需求之
社會壓力

中研院
初步分析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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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會二：甲烷裂解-去碳燃氫 

2021年我國總發電，燃氣占比為 45%，未來上看 50%，天然氣主要成分為

甲烷(CH4)，雖然穩定高效，卻會產生碳排。透過「去碳燃氫」技術，在天然氣

燃燒前先將甲烷裂解出氫(H2)與固態碳(C)，再以氫發電，便能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協助我國達到 2050 淨零排放目標。若以 80%的裂解效率目標推估，裂

解天然氣須耗 1度電（KWh）但使用裂解後之氫氣發電可產出 3.6度的零碳電

力，目前此零碳電力雖尚未被規範，但若排碳夠低，有機會被列入國際認證的

綠電，創造綠電複利效應，讓綠電量倍數增長。此技術生成的固態碳(碳黑)，

較目前碳捕捉利用儲存技術(CCUS)所捕獲之二氧化碳容易利用或儲存，且具

有經濟價值，可製成高級工業材料、建材、或用以填海造陸。此外亦可為備用

能源，以供不時之需，解決天然氣儲量過少的問題。 

 

不過，天然氣混氫發電技術仍須有待突破，主要是氫分子小、燃燒溫度高，

發電機材料及管線須改進，另外，現有渦輪發電機、内燃機使用天然氣最高只

可混加 10%氫氣，天然氣去碳程度無法符合歐盟綠電標準，不過，鍋爐燃燒可

接受混氫大於 10%，可作為短期解方，預計 2030 年將可開發完成全氫發電機，

台灣可與國際大廠合作或自行研發。利用天然氣去碳燃氫發電之經濟效益，初

天然氣裂解，去碳燃氫發電

天然氣(CH4) 固態碳 (C) + 氫 (H2)

發電儲存工業材料
建材 (備用能源)

填海/造陸

綠電

準綠電

2.6 度

1度

3.6 度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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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推估每噸產值為新台幣 57,700 元(準綠電售價+碳黑售價)，較傳統燃氣發

電(灰電售價)15,400 元高出 3.7 倍。 

裂解甲烷的技術包含催化裂解與電漿裂解，前者是在高溫爐中透過催化劑

將甲烷分解成碳與氫，電漿技術則係使用電漿槍進行裂解，未來可將電漿反應

器直接裝置於發電機上，分解出的氫氣可直接燃燒發電，解決氫能儲存與運送

的問題，另外，裂解甲烷也會產生具經濟價值之副產品碳黑。 

去碳燃氫技術尚待解決的問題包括天然氣混氫發電裂解效率有待提升、與

現有設備是否相容、碳應用、碳儲存，以及國際認證綠電等。 

中研院目前規劃七項發展路徑，逐步推動技術落地，臚列如下： 

(1) 逐年提高轉換百分比 

(2) 逐年降低裂解耗能 

(3) 完成實驗室反應爐長期運轉 

(4) 與自主採購的 CH4發電機串聯做示範 

(5) 建構一去碳產氫示範工廠與電廠串聯達到實質減碳的目標 

(6) 推廣及於所有碳氫化合物(CxHy)如石油、生物材料 

(7) 開發氫氣專用發電機，期程是 2022 年啟動執行去碳燃氫設備與 13KW

的甲烷發電機進行串聯示範，實現減碳 10%的目標，並於 2025 年實現

電廠混氫發電試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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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會三：地熱能 

地熱能 80%為地球深處核衰變釋出之熱；20%為地球形成時的餘熱。地熱

可作為基載電力，土地使用面積小，抵抗天災能力強，日本 311大地震，東北

九座地熱發電廠絲毫未受到損害。 

台灣地熱蘊藏豐富，預估淺層地熱具有 1GW、深層地熱具有 32-35GW 的潛

能，目前規劃中地熱發電共 18廠，多數為 1MW以下的淺層地熱小型廠，總裝

置容量約 35.41MW，由於地熱蘊藏豐富地區集中在東部地區，未來仍須克服地

熱資源探勘及東電西送的挑戰。 

地熱能的技術研發重點在於精確找到地熱資源、地熱工程與發電系統，

中研院現與中油公司合作在宜蘭平原探勘地熱資源。期望透過制定地熱能開

發專法與完善環評對地熱能開發的規範，從法規面促成地熱能技術加速佈建。 

四、機會四：海洋能(黑潮發電) 

臺灣東岸是整個黑潮海域中，流場最穩定、最強勁之海域，發電潛力為鄰

近國家日本、菲律賓的 1.5-2.5 倍，目前正透過測量洋流、逐步建構基礎資料

庫。研發重點在於建構洋流模式，透過高解析度海流數值模式，挑選最合宜的

場域、最佳化的渦輪機佈放型態；近年來國內外渦輪機設備已可達到具經濟效

益的發電，應繼續追蹤最新進展並尋求可能的合作；最後則是抗風抗浪的海洋

工程，以及大型發電機組平台佈建與維運。 

五、機會五：生質碳匯-休耕地可貢獻 6Mt/年碳匯 

生質碳匯並不屬於零碳電力，而是負碳技術，台灣休耕地約 27 萬公頃，

若能用來種植一些可快速成長收割的植物，如狼尾草，每年最多可貢獻 6Mt碳

匯，有助於實現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 

 

人類活動不可避免產生碳排，展望未來，長期研發工作必須持續深入探

討二氧化碳循環再利用，例如未來石油原料或糧食短缺時，二氧化碳如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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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轉換為乙烯及澱粉，最終找到終極去碳的解方。相信在產學研共同努力

下，2050 淨零排放仍深具希望。 

本場講座由本會吳理事長主持，採現場及線上同步直播方式進行，會後

開放意見交流，與會來賓踴躍提問，現場氣氛熱烈，本會焦佑倫常務監事、

江松樺理事、廖國富監事、陳美伶顧問、林聖忠顧問以及工商界人士計 100

人出席現場活動，直播影片累計至截稿為止觀看人次逾 1,08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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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2 次公亮紀念講座會場一隅。 

吳理事長(右 3)、廖院長(中)與出席貴賓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