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轉型白皮書預備會議意見-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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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口-001-01-0

林元笠 台南社區大學

意見
節約能源裡有綠建築，建築部門裡面有一條叫「補助縣市政府對綠建築審核抽查工作」，能否請規劃單
位說明其具體內涵，如果是審核制怎麼還要補助，不過的話會把房子敲掉嗎？
簡報中有提到綠色經濟和綠能產業，但我發現資料中大部分的綠色經濟和綠能產業好像有混用，綠色經

南-口-002-01-0

陳柏宇 成功大學

濟定義很多元，包含永續發展、尊重多元以及民主參與透明機制，希望可再釐清綠色經濟與綠能產業之
定義。
能源治理那個部分有提到「建構參與式能源治理機制」，尤其是針對公民參與機制，我們很擔心會不會
又是一個口號，公民參與機制要用什麼模式處理諸多爭議，如中油擴大天然氣衝擊桃園觀音藻礁、台東

南-口-003-01-0

吳仁邦 台南社區大學

南-口-004-01-0

吳心萍 主婦聯盟基金會

南-口-004-02-0

吳心萍 主婦聯盟基金會

南-口-005-01-0

能源轉型治理工作上，地方政府角色非常重要，但地方政府在這部分相關治理經驗是不足的，中央政府
綠色公民行動聯
陳詩婷
除了給地方政府節能或能源相關事物的資源補助，亦應協助地方政府成立能源轉型專責單位，應有能源
盟
轉型相應專責局處，以全面且長期推動相關工作。

南-口-005-02-0

陳詩婷

南-口-005-03-0

官方目前有公開計算每度電的平均成本，我們認為政府應該要公布各類用電，包括工業、商業及住宅，
綠色公民行動聯
陳詩婷
用電的電價計算公式，同時讓社會檢視這樣的計算方式是否合理，後續中央也要有調整機制讓各類電價
盟
計算方式有公平原則。

南-口-005-04-0

陳詩婷

南-口-006-01-0

忻儀

知本濕地、水庫、桃園台地埤塘種電…等，公民參與機制都是零，針對這一點我們很擔憂會影響生態保
育。
希望可以討論公民參與能源轉型的實質保障。我們看到丹麥和蘇格蘭有公民電廠參與的保障比例，讓社
區公益可以擴大，如照顧弱勢或是提供社區再造的機會，我們希望公民電廠有比例的保障。
我們希望優化行政流程、設定窗口並降低申請門檻，比如說現在屋頂裝太陽能板就要等半年，如果公民
電廠設置要等很久，會不利於彼此的信任，希望可以降低等待流程與門檻，讓大家都可以參與公民電廠。

綠色公民行動聯 蔡英文政府曾提政見承諾，於 2025 年減少 400 億度用電量，應就此承諾訂出具體的時程，如讓 2025 年
盟

綠色公民行動聯
盟
台南新芽協會

可以回到 2016 年的用電量，同時訂定出減少這 400 億度電的具體路徑及策略。

政府應盤點並檢討輸配電系統，到底有沒有助於建立分散式發電系統。
希望可以釐清官方和民間對於能源人才的想像；也希望政府可以進行各領域範疇的能源人才盤點；能源
人才培育應有延續性，不應以場次或人數檢視其成效。

南-口-006-02-0

忻儀

台南新芽協會

政府應列入住商用電尖峰抑制的項目，因為我國夏季的住商用電占尖峰負載百分之五十以上。

南-口-006-03-0

忻儀

台南新芽協會

針對綠建築使用材料和標章的部分，不應該只是鼓勵而是要有規範性質。建議將工作項目用詞由「強化」
改成「修訂」，同時制定明確的標準。

南-口-007-01-0

李建畿

台灣環境保護聯 台灣建築應善用建築節能設計，透過隔熱排風扇對流通風與隔絕熱輻射進入室內，既能維持舒適，同時
盟
減少能耗。

南-口-007-02-0

李建畿

南-口-008-01-0

林元笠 台南社區大學

南-口-008-02-0

林元笠 台南社區大學

南-口-008-03-0

林元笠 台南社區大學

南-口-008-04-0

林元笠 台南社區大學

南-口-008-05-0

林元笠 台南社區大學

南-口-009-01-0

台灣環境保護聯
盟

台灣人燒金紙會產生很多熱，放天燈還可能引發火災，如果能夠不燒金紙，就可以節省很多能源。
我們希望白皮書能夠建立能源資料開放準則與機制，未來除了台電外，所有能源業者也要公開相關資料。
希望政府可以鼓勵自主發電自用。除了躉售，希望增加設備補助、簡易電力交換、一度換一度概念…等
新想法。
現行政策以電表為計價單位，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建議電價機制應以人為單位，才是公平的方式；若
沒辦法實施，其實電價應該單一化，讓每度電價值得到真實回饋。
台灣能源貧窮問題一直被忽略掉，我們屬於亞熱帶，不像溫帶、寒帶能源貧窮是顯性的，沒有就會冷死，
我們一樣存在只是是隱性的，希望白皮書對能源貧窮狀況也有相應機制。
建議把政策綱領的「綠色經濟」拿掉，改成「綠能經濟」，可以改善人類福祉及社會公平，同時可以顯
著降低環境風險及生態破壞的經濟，方叫做綠色經濟。

針對能源稅的部分，簡報中「能源稅政策風險評估」應改為「推動能源稅之法規影響評估」，這是 APEC、
OECD 正式用詞，如果使用「風險評估」是含混的語詞；另「能源稅推動時程規劃」應該把推動策略寫
李翰林 地球公民基金會
清楚並加入，整體能源稅有雙重紅利，對於污染者要付費，同時也會促進社會就業與社會公平，把推動
策略寫清楚才能真正推動能源稅。

南-口-009-02-0

李翰林 地球公民基金會

針對節電計畫，高雄市三級污染防治區於空污嚴重季節，大眾運輸應該提供全季優惠方案，或於 AQI
紅色警戒日開放免費搭乘，避免民眾暴露在污染與危險之中。
針對穩定電力供應方案，目前沒有寫到城市儲能系統建構。為了穩定城市供電，不讓單一電廠失效造成

南-口-009-03-0

李翰林 地球公民基金會 巨大損失，應鼓勵像是醫院、消防機關、大眾運輸要做備能、儲能系統，這樣發生意外會有更多因應空
間，不會造成巨大損失，台灣應該要把建置城市儲能系統放進來談。

南-口-009-04-0

李翰林 地球公民基金會

南-口-010-01-0

蔡宛臻 主婦聯盟基金會 希望政府可以拉大電價級距，我國目前是 4 倍，但韓國是 14 倍，希望可以像奢侈稅的方式，讓用電大

建議把台電電網改善十年計畫放在白皮書中，清楚說明時程規劃，並鼓勵社區微電網，以強化電源供應
策略。

戶付出比較大的代價；此外，未來電價差距大的時候，希望社會局可以針對能源貧窮進行研究。
針對綠能產業，目前金管會融資都是給中小企業，社區也有綠能潛力，但里長可能無法個人融資，希望
之後融資也可以開放給社區。

南-口-010-02-0

蔡宛臻 主婦聯盟基金會

南-口-011-01-0

蔡卉荀 地球公民基金會 希望能依據「2025 年能源結構」以及「2030 減碳目標」提出耗能產業目標期程。

南-口-011-02 -0

蔡卉荀 地球公民基金會

南-口-011-03-0

我們工業節能策略是依據六個產業能源效率規定與節電 1%目標，但這些效果如何希望能夠具體說明。
雖然政府已制定六個耗能產業的能源效率規定，但每一種產業各有細部子行業別，能效規定並無法全面
蔡卉荀 地球公民基金會 適用。除了針對耗能產業，其他工業別如螺絲業，其機台能源消耗與污染噪音均尚未有規範標準，建議

資訊揭露是節能管理很重要一環，能源局應比照環保署公布排碳大戶，就工業部門用同樣方式揭露，才
能有助於節能管理。

能源效率標準能夠擴大研定，並擴及到製程設備，照顧到更多行業別。同時希望可以進一步提出時程並
訂立目標，搭配結構調整目標，希望工業局可以提出措施、策略及時間表。
南-口-011-04-0

蔡卉荀 地球公民基金會

新設工廠雖然都會要求要採用最佳可行技術，但在能源消耗這部分到底要求到什麼地方，能否達到希望
的能源效率目標，希望能有些檢討。

南-口-011-05-0

蔡卉荀 地球公民基金會

工廠自用或汽電共生所使用的燃料，目前很多均使用能源效率較差、污染性比較高的煤礦，甚至褐煤。
建議工業局進行輔導，增加前端處理技能或是採用較乾淨的燃料。

南-口-011-06-0

蔡卉荀 地球公民基金會 汽電共生相關的資料應履行資料公開，如廠區位址、燃料使用種類與數量、工廠用電等。

南-口-012-01-0

易俊宏 綠黨

核廢料處置議題應納入重點推動方案。

南-口-012-02-0

易俊宏 綠黨

低壓電力用戶亦需要能源管理系統，如便利商店，也應可提供即時電力消費與需量反應等。

南-口-012-03-1

易俊宏 綠黨

能源白皮書沒看到國土計畫，建議要加強部會聯繫。

南-口-012-03-2

易俊宏 綠黨

如知本或七股的太陽能板，我們沒有看到生態檢核和生態衝擊，對在地的影響評估是什麼，或是產業衝
擊，如風力發電對漁業影響是什麼，建議政府應該有更綜觀評估與建議。

南-口-013-01-0

吳澄澄

南-口-013-02-0

吳澄澄

南-口-013-03-0

吳澄澄

綠色公民行動聯
盟

台灣能源議題不只是能源價格波動，外部成本在台灣社會環境付出很大代價，外部成本如果無法納入對
能源轉型也是阻礙；政府應提供社會大眾能源外部成本之計算方式，納入成本效益評估，並研議反映外
部成本之政策措施。

綠色公民行動聯 台灣整體發電規劃在能源轉型白皮書規劃出來後，也要進行開發環評，而非僅針對個別場域開發與否進
盟

行討論。

綠色公民行動聯 台灣減煤路徑中，2020 年燃煤發電量可能先上升再下降，我們希望 2020 年燃煤發電量不要增加，現在
盟
空污很嚴重，希望中南部的電廠先以減量為目標，要明確細分國營、民營還有汽電共生的電廠，要從什

麼時候開始減量為目標。
南-口-013-04-0

吳澄澄

綠色公民行動聯 電業法現在修正鼓勵公民電廠，但我們認為依然不夠，因為電廠門檻很高，公民電廠需要專案計畫來排
盟
除障礙。

南-口-013-05-0

吳澄澄

綠色公民行動聯
如果要讓再生能源遍地開化，政府應利用社造資源與社大系統，甚至農再基金，來鼓勵綠能共構的部分。
盟

南-口-014-01-0

劉百清 成大先進技術

南-口-014-02-0

劉百清 成大先進技術

希望修改業界能專辦法，現在上限是 1,000 萬，海事工程很浩大，希望能源局可以修改相關辦法，不要
綁住自己。

南-口-015-01-0

林昆海 高雄鳥會

政府應將新的政策與過去政策相關推動方案計畫之成果，進行比較並整理在相同網站，以供社會大眾參
考。

南-口-015-02-0

林昆海 高雄鳥會

農民資材利用這部分已經談很久，但都看不到具體目標，全台各地公園每天整理很多落葉和枯枝，這些
都進到焚化爐，變成大污染而不是能源，建議要聯合營建署和各縣市政府相關跟農業部門進一步合作。

南-口-015-03-0

林昆海 高雄鳥會

太陽光電、風力發電兩者之間的比重規劃為何？太陽光電 2 年及風力發電 4 年計畫完成後的後續推動，
在整個能源轉型過程中似乎是沒有談完的課題，是不是能夠再加強論述？

南-口-015-04-1

林昆海 高雄鳥會

建議應該要把生態環境的保護或建構，對於綠能結構或整個能源發展的影響，做一個比較有效的評估。

南-口-015-05-0

林昆海 高雄鳥會

都市綠地比率提升、綠覆率增加將削減熱島效應和能源使用；並減緩空污和氣喘等健康風險，綠屋頂則
可實質為建築降溫。然而這些正面影響尚欠缺有效評估。

南-口-016-01-0

陳柏宇 成功大學

南-口-016-02-0

陳柏宇 成功大學

能源轉型的目標只有非核家園嗎？我建議加入單位能耗裡的 GDP 或是其他指標

南-口-016-03-0

陳柏宇 成功大學

政府未來會大規模的使用天然氣，天然氣的安全配置和存量應有更詳細的產出說明。

南-口-016-04-0

陳柏宇 成功大學

南-口-016-05-0

陳柏宇 成功大學

再生能源的使用和回收應該納入白皮書中處理。

南-口-017-01-0

忻儀

白皮書撰擬第二階段中，工作小組成員的產官學民間代表的比例何時、如何討論？

南-口-018-01-0

吳仁邦 台南社區大學

台南新芽協會

建議可以比照美國能源大賽大獎，台灣也辦類似的比賽，邀請相關研究人員，把台灣海域的能源拉出來，
甚至進軍世界市場。

政府現在的目標是非核家園，政黨輪替之後局長還是同一個人，那過去有出一個影片是現在最大潛能再
生能源是 12%，而不是 2015 年的 20%，想請問政黨輪替是否是能源轉型的關鍵？

能源轉型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也會造成部份產業的失業，政府應重視能源轉型過程可能導致之勞工失
業議題，以保障勞工權益。

縣市政府推動民生部門節能計劃時，應納入民間團體共同參與、瞭解和監督，能源局應善用本次會議報
名資料，建構公民參與機制。

南-口-018-02-0

吳仁邦 台南社區大學

燃油機動車輛應有落日的時程規劃，許多媒體報導如法國等先進國家已有相關宣示與作為。

南-口-018-03-0

吳仁邦 台南社區大學

科學城只是高鐵閒置空間利用，沒有周邊區域完整的計畫，現在突然說要開兩三條新的道路，直接切過
生態豐富的棲息環境，政府有沒有要面對？我們沒有看到完整性和處理。

南-口-019-01-0

洪申翰

南-口-019-02-0

洪申翰

南-口-019-03-0

洪申翰

綠色公民行動聯 國外談能源轉型都會優先談到能源部門的減碳目標，但目前白皮書好像沒有看到能源部門減碳目標，這
盟
部分是否也要主動甚至優先提出來，做為後續管考或政策研擬的重要基礎

南-口-019-04-0

洪申翰

綠色公民行動聯 希望營建署能針對建築外殼能源效率提出更有效且更多元的計算方式，包括建築能效標示的揭露作法，
盟
並產出具體推動時程，同時也能明確提出能效管理加嚴的期程規劃，共同協助推動能源轉型。

南-口-020-01-0

李建畿

綠色公民行動聯 節省 400 億用電是蔡總統滿明確的政治承諾，一些行政部門覺得這是一個很具挑戰性的目標，在此情況
盟
下，政府應把調整高耗能產業結構納為節省 400 億度電的明確策略。
綠色公民行動聯 政府目前 2025 年太陽光電目標為 3GW 屋頂型，17GW 地面型；地面型推動需求較大，也產生了一些找
盟

台灣環境保護聯
盟

地的爭議。建議經濟部重新盤點，提高屋頂型裝置目標，減少地面型的找地壓力。

法國政府獎勵利用雙層玻璃節能，安裝雙層玻璃能享電費優惠，建議能源局跟台電可以考慮。台灣很多
大樓使用玻璃帷幕會導致能源的浪費，建議能源局應施行檢查，若因玻璃帷幕造成空調耗能，則不允許
企業享有節稅。

南-口-020-02-0

李建畿

台灣環境保護聯 電動車應採用可進行電池交換之系統，例如在便利商店可以交換電池；如可進一步使電池規格統一，則
盟
對電動車使用將更具便利性。

南-口-021-01-0

陳錦超

林仔邊文史保護 林邊有些餐廳想要做太陽能板，因為他們是用電大戶，他們有用到電價最高的部分，如果透過租用我們
協會
的屋頂型太陽光電，將可以降低他們尖峰用電，他的電費也可以用到比較便宜的部分。

南-口-021-02-0

陳錦超

南-書-001-01-1

劉振中 中鋼公司

公開未來燃氣接收站的興建進度資訊，另外對相關風險管控的做法亦能預先規劃。

南-書-001-01-2

劉振中 中鋼公司

公開未來相關儲能設備之開發資訊，另外對相關風險管控的做法亦能預先規劃。

南-書-001-02-0

劉振中 中鋼公司

林仔邊文史保護 政府應該運用社區組織者的社造工作力量，投入再生能源及節能推廣，協助社區建置屋頂型太陽能板，
協會

並進行電器用電能效診斷，做為政府與民間之的橋樑。

對未來能源成本增加，政策的制定時，對業界有能源節能作為，如節能減碳，或區域能源之貢獻，或廢
熱使用的狀況等，應考慮納入獎勵或減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