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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近年來，能源危機、生態崩壞等現象層出不窮

，全球開始反思，人類發展究應何去何從。「能源絕非

單純自然科學議題，能源更是人文社會科學議題」，實有必要

集結人文社會領域學群，共同關心能源發展與綠色內涵，從經濟管

理、風險法制、國際外交等面向，將能源覺知與永續意識融入教學與研究

。一方面強化專業人才的能源經濟管理能力，另方面促進人文與科技的對話，

將能源知識普及於公民社會，讓綠色內涵內化於企業，開創國家永續發展新局。

近政治大學「綠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及教育部「能源經濟管理科技人才培育資源

中心」的設置有其急迫性：解決在地問題、回應國際倡議。根據2009年全球氣候風

險指標評比，我國位居世界高風險國家第二。又我國能源進口依存度由1990年的

96%上升至2010年的99%。面對能源高度風險與不確定，如何進行策略管理，提升

政府預算效能，彰顯社會公平正義，為當前重大挑戰。

近在國際接軌面向，聯合國倡議「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融合人類與自然

、人文與科技，強調低碳生活、資源效率與社會包容。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無

須以環境風險、生態破壞及社會分化為代價。政治大學綠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的建

置目標，即在導引我國由「褐色經濟」走向「綠色經濟」，一方面培育能源人才，

進行師資培訓，另方面導引先趨研究，激發在地創新，共創社會價值，邁向綠色成

長及永續發展，迎戰未來社會挑戰。

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暨綠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主任

周麗芳主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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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文關懷　事業創新　國際視野

綠能中心

國家型能源經濟管理人才

培育資源中心 
經過公開徵件及嚴格評選，教育部公布全國唯一

國家型能源經濟管理人才培育資源中心將設置政大，為國培育能源科技人才。

推動能源國家型計畫，深耕能源科技人才培育，進而協助國內產業轉型發展，

教育部今年度新增能源經濟管理特色主題領域，扎根能源基礎教育。

▲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主任周麗芳(右3)連結夥伴學校，爭取國家型能源經濟管理人才培育資源中心落腳政大。

落腳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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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專刊

2012.01.13

能
源經濟管理資源中心由

財政系教授、綠色能源

財經研究中心主任周麗

芳擔任計畫總主持人，夥伴學校

包括臺北大學、東吳大學、世新

大學、佛光大學和臺北商業技術

學院。

六校齊心合力  
能源人才培育

周麗芳表示，資源中心除了共

同研發服務模式引領全國大專校

院，服務範疇也將擴及臺北市及

新北市的K12數位學校，培訓種

子師資並推動能源經濟管理學習

護照，運用數位教材及生動教具

激發學生熱情參與學習。

周麗芳進一步介紹，資源中心

擔負包括規劃能源經濟管理特色

課程、規劃K12種子教師培育與

教材編撰、建置能源經濟管理實

驗室、模擬能源市場運作、架設

互動知識網站等任務，同時也將

舉辦能源財經論壇、建構產官學

合作平台、舉辦創意實作競賽、

舉辦公民論壇並連結國際社群。 

肯定政大團隊活用知識，發揮

對社會的影響力，政大校長吳思

華也將擔任能源經濟管理資源

中心的總諮詢顧問，協助與工

研院、資策會、中華經濟研究

院、臺灣經濟研究院、臺灣綜

合研究院共組諮詢委員會，結

合產官學研的能量，打造國家

級人才培育重鎮。

能源議題  朝人文關懷

社科院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

心成立一年半，先後已經獲得

國科會及教育部兩項國家型能

源科技大型跨校整合計畫。周

麗芳表示，以往大家常將能源

與科技畫上等號，但「能源更

是人文社會科學議題」，期許

未來能從經濟管理、風險法

制、國際外交、人文教育等面

向，將能源自覺與永續意識融

入教學與研究，開創國家永續

發展新局。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3839

▲與夥伴學校們一起討論規劃。



▲能源經濟管理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推出學習護照，鼓勵政大同學參

與相關課程累積綠色知能。

3                 人文關懷　事業創新　國際視野

綠能中心

培育綠能達人
政大能源經濟管理學習護照啟動

我
們要選擇消極地陷入全

球暖化所產生的惡性循

環中，還是積極從自身

做起，進而影響全政大、周邊社

區、全台灣、甚至全球？

中心計畫主持人周麗芳表示，

當今環境面臨融冰、海平面上

升、乾旱、海洋酸化、溫室效應

等挑戰，未來造成糧食短缺、環

境難民、為水而戰等國際衝突，

都是身為世界公民刻不容緩的議

題。 

多位政大教師響應綠能護照計

畫，副學務長彭立忠開設通識課

程，將在課堂上引進聯合國人類

發展指標HDI年度報告分析，讓

學生了解未來國際脈動趨勢。

                                          

　法律系副教授許耀明也說，未

來若加入全球氣候變遷公約等國

際組織，將需要更多法律專業人

員，此時開設永續發展與能源法

制課程，能提早培養相關法制人

才。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我

們能做些什麼？

由教育部支持在政大設

立的能源經濟管理科技人

才培育資源中心推出「能

源經濟管理學習護照」，

鼓勵政大同學參加綠能相

關課程、講座、工作坊，

同時舉辦營隊、創意競

賽，讓學生在遊戲中學

習。



▲周麗芳教授 ▲許耀明副教授 ▲羅光達副教授 ▲彭立忠副學務長

▲陳香梅副教授▲周德宇主任 ▲柯玉枝研究員

   成果專刊

2012.02.22  4

會計系副教授林良

楓開設策略成本管理

會計課程，預計從企

業環境成本角度，分

析節能減碳的效益，

藉此讓環境議題納入

企業，更深層影響社

會。 

周麗芳表示，培育

綠能人才，政大在一

年內預計開設專業、

通識近50門能源相關

課程，未來還將持續

邀集師長參與，期待

掀起一波綠色學習

風，共同為臺灣永續

未來努力。 

▲與會同學仔細聆聽發言內容。

http://www.nccu.edu.tw/news?id=50a76cfa17881c7fe8000e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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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

新
書由綠能中心主任周

麗芳、副主任林

良楓共同主編，

整合跨校11位作者群的研究

成績並以英文發表。周麗芳說

明，東亞崛起後，歐美國家很

希望解讀亞洲，進而前進亞洲。

臺灣地處東亞樞紐，又是華人文

化的薈萃之地，藉由新書，能讓

國際更了解臺灣低碳政策與發展

的最新趨勢，進而擴散到全球。

產官學 
凝聚綠能觀共識

新書內容包括臺灣的節能減碳

措施、再生能源發展政策、低碳

旅遊趨勢、碳排放估測實務、

環境變遷與經濟成長關聯模式

等，透過網路Open Access(開放

取用)，更加速國際對臺灣的認

識。

新書發表會上，包括環保署長

沈世宏、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梁啟源、臺灣經濟研究院長洪德

生、臺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黃宗

煌都親自出席。

環保外交行銷臺灣
綠能中心發表低碳新書

台灣低碳經驗  
分享全世界

沈世宏認為，真正邁向低碳社

會的三大關鍵方向：首先要創新

科技，研發低碳、省能源、低汙

染、省資源的技術；其次需設計

經濟誘因與制度配套；最核心的

是行為的改變，讓人知道「為什

麼要做這件事？」以及「如何去

做？」

洪德生則呼籲，「臺灣低碳

政策與發展，已經變成全民運

動！」期待各界由全民福祉出發

看待問題，並以社會福利經濟學

的觀點，尋求全民共識。從整個

「臺灣低碳經驗要行銷

全世界﹗」綠色能源財

經研究中心23日發表新

書《Low Carbon Policy 

a n d  Development  in 

Taiwan》，分享中心成立

一年多的研究成果，全書

內容上網公開，呼應節能

也開放知識分享。

校
長
吳
思
華
代
表
接
受
綠
能
中
心
主
任
周
麗
芳
致
贈
新
書
。

               

http://www.intechopen.com/books/low-
carbon-policy-and-development-in-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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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國家願景談起，再到產

業，然後到生活、制度與文化，

並取得環境、能源與經濟間的均

衡發展。

校長吳思華肯定綠能中心的努

力，表示從社會觀點來看，可以

感覺「節能減碳」不單單只是科

技問題，更是經濟、社會和管

理、甚至生活態度的問題，鼓

勵大家從各面向上改變。同時指

出，過往國家資源太過投入能源

科技議題，但真正要解決問題，

其實更應從制度設計著手。

除出版專書外，周麗芳進一步

表示，綠能中心目前已與德國、

英國、奧地利、荷蘭、希臘、

中國大陸等13個學術夥伴合作，

共同向歐盟提出FP7科研架構計

▲《Low Carbon Policy and Development in Taiwan》新書作者群分享臺灣低碳政策與發展。

▼綠能中心新書發表會，各界共同關心低碳未來。

畫，未來還希望集結國際社群的

智慧，開創低碳成長的康莊大

道。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076 

台灣經濟研究院 
洪德生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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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

為
促進跨文化與跨疆界

比較研究，拓展國際

合作據點，綠色能源

財經研究中心主任周麗芳率領

跨校團隊，11日在德國與海德堡

攜手海德堡大學跨文化研究
周麗芳籲未來思潮培育人才

大學(Heidelberg University)

「全球脈絡下的歐亞頂尖研究

群聚(Cluster of Excellence: 

Asia and Europe in aGlobal 

Context) 」會談，定位雙邊合

作利基。

海德堡：著重人文素養
孕育年輕人才

海德堡大學創建於1386年，目

前學生數近三萬人，教職員約一

萬三千人。周麗芳表示，海德堡

大學與政大近似，同屬國家頂尖

大學，也是少數以人文社會為研

究主軸的學校。海德堡大學將人

文社會研究的價值鑲嵌於歷史演

進軸線的經驗，值得借鏡。

海德堡大學全球脈絡下的歐

亞研究群聚教授Joachim Kurtz

介紹，為了提升高教品質、強

化大學世界競爭力，德國從2005

年起推動「頂尖大學計畫」

(Excellence Initiative)，以

人才培育為核心目標，注重大學

創新能量與「未來前瞻思潮」

(Future Concepts)，鼓勵大學協

助區域整體發展。

周麗芳觀察，海德堡大學重視

博士生養成與年輕學者培育，也

不斷創造優質環境，吸引各國年

輕學者駐點。以「全球脈絡下的

▲德國海德堡大學Rudolf Wagner教授長期與政大進行歐亞跨文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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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研究群聚為例，目前著重

包括治理與公共行政、公共領域

與媒介、健康與環境、歷史文化

遺產等研究主題，200位研究人

力中，40%員額都是年輕學者。

未來大學目標
永續發展與人文創新

此外，海德堡大學在Bernhard 

Eite校長帶領下，還提出「實現

綜合大學的潛能」前瞻思潮，鼓

勵大學豐沛能量走入社區，並開

放校園讓社區民眾多元使用。嘗

▲海德堡大學風景優美。

▲政大跨校團隊與海德堡研究團隊合影。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539

試以大學為核心，整合周邊區域

為有機大學城，系統化連結大

學、創新、科技與產業。

回應海德堡大學的具體作法，

會計系副教授林良楓與臺北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研究所長李

堅明也分享臺灣低碳成長與永續

發展經驗。周麗芳並舉低碳城市

與創意城鄉為例，說明政大正著

手規劃協助新北市及宜蘭縣，設

計人文創新的區域生態系統，以

社會為實驗場域，在服務社區居

民中目標下促進大學城發展，同

時培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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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

本
校綠色能源財經研究

中心執行國科會能源

國家型碳交易整合計

畫，積極籌建我國碳交易平台與

碳交易配套措施。計畫總主持人

周麗芳教授於7日帶領跨校團隊

赴德國歐洲能源交易所(European 

借鏡歐洲能源交易所
綠能中心將提碳交易配套建議書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帶領跨校團隊赴德國歐洲能源交易所(European 

Energy Exchange, EEX) 進行跨國移地研究。。

Energy Exchange, EEX) 進行跨

國移地研究。

規劃我國碳交易  
本校綠能中心赴EEX取經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表示，碳

交易制度具節能減碳成本有效

性，已成為全球因應氣候變遷的

重要經濟工具。我國已制定嚴格

溫室氣體減量目標，刻正規劃碳

交易制度，期促進減量目標的達

成。不過，周麗芳坦言，完善碳

交易平台涉及層面廣泛，舉凡買

賣稅賦、交易會計、風險監理、

跨國清算、國際認證等諸多課

題，尚待產官學攜手規劃，提出

具體方案。

周麗芳說明，歐盟是全球規模

最大的碳交易市場，區域組織架

構最為完善，本次歐盟經驗的匯

聚，將能增進我國碳交易建置的

周延性。由於本研究團隊是EEX

首次接待的臺灣學術代表團， 

EEX特別安排多位資深碳交易專

家進行全方位報告，雙邊代表就

理論與實務面向進行充分對話。

EEX位於德國萊比錫(Leipzig) 

，創立於1998年，目前約有140

位全職工作人員，以能源(包括

電力、煤及天然氣等)交易為

主，碳交易(包括現貨與衍生性

商品等)為輔，合計有260個交易

會員，分屬22個國家，是歐洲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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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最大能源交易所。

EEX主要的碳交易業務包括政

府排放額度拍賣及衍生性碳商

品。由於EEX是目前全歐盟唯

一具備歐盟排放額度(European 

Allowance, EUA)拍賣經驗的碳交

易所，且交易量與交易價格資訊

度透明高，普遍受到碳交易參與

者的信賴，已成為全歐洲碳交易

市場資訊最主要參考依據。

參考EEX經驗，臺北大學自

然資源與環境管理研究所李

堅明所長認為，EEX依據在德

國交易法(Germany Exchange 

Act)架構下，成立交易委員會

(Exchange Council)、交易管

理理事會(Exchange Management 

Board)、市場調查部門(Market 

Surveillance)及處罰委員會

(Sanction Committee)等四大管

理機制，用以提高碳交易制度的

效率性與公平性，值得我國借

http://green.nccu.edu.tw/green/index.php/eemst/event/showEvent/66

▲EEX資深碳交易專家進行全方位報告，雙邊代表就理論與實務面向進行

充分對話。

鏡。

碳交易會計制度
問題仍待克服

本校會計系林良楓副教授觀

察，碳交易會計是歐盟碳交易制

度的另一個問題。由於歐盟尚未

建立碳交易會計標準，碳交易會

計揭示不一致，致歐盟企業的碳

交易活動，無法充分揭露及反映

真實財務績效，扭曲企業經營績

效，急待解決與克服。

周麗芳則強調，歐盟碳交易

需負擔高額營業加值稅(Valued 

Added Tax, VAT)，德國稅率高

達19%，雖由賣方繳納，實則轉

嫁由買方負擔。為提升價格競爭

力，不少碳交易參與者紛紛至盧

森堡開立交易帳戶，達到跨國交

易避稅的目的，未來在碳交易的

國際租稅協調與課稅公平面向，

值得各國努力。

我國碳交易制度尚在起步階

段，周麗芳預告，綠能中心將集

結本次歐盟經驗，並融入更多國

際成功案例後，在今年底提出我

國「碳交易配套建議書」。就碳

交易營運作業與監督機制、碳交

易媒合平台、租稅與會計等制度

進行前瞻創新規劃，運用專業知

識導引政策方向，提高研究成果

的社會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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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

在
我國國科會與奧地利科

學基金會的共同支持

下，周麗芳研發長帶領

政治大學研究團隊與奧地利維也

納大學進行雙邊學術合作，並於

7日、8日與維也納大學共同於奧

地利舉辦低碳實驗區域研討會，

希冀以人文社會觀點，倡議區域

與全球的經社法治配套制度，積

                政大觀點行銷台灣 
周麗芳搭建維也納大學合作平台

極迎戰環境變遷、能源依賴與能

源安全所帶來的嚴峻挑戰，共建

永續低碳社會。 

台奧交流環境
永續作法經驗

本次研討會主要目標在於：比

較研究台奧氣候治理及社會影

響、學習交流台奧能源安全、

低碳社區及環境永續的經驗作

法、勾勒倡議台奧雙邊標竿制

度及可行政策工具。本次研討

會除主辦學校外，尚包括奧地利

Innsbruck大學、Alpen Adria大

學、維也納區域研究與空間規劃

研究中心、奧地利環境及技術研

究學會、CIPRA阿爾卑斯山社群

基金會等學研機構共同參與，討

論熱烈，成果豐碩。 

奧地利維也納大學成立於1365

年，建校迄今646年，為歐洲德

語系大學中最古老的學校，目前

學生人數約88,000人。本次研討

會奧方的催生者為維也納大學哲

學人文學院院長Weigelin教授，

她即將於10月起接任維也納大學

▲政大研究團隊與維也納大學

交換研究心得。

▲周麗芳教授與維也納大學哲學人文學院Weigelin院長共同創建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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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Weigelin院長指出該校

研究主軸之一為當代中國議題，

包括華人區域的政治、經濟、文

化及社會制度等。由於台灣為

華人研究社群的佼佼者，政大又

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重鎮，希

望未來能以政大為合作橋樑，開

啟大中華地區學術結盟之路。

Weigelin院長也強調氣候邊遷為

當前各國主流研究課題，政大與

維也納大學應積極面對，共謀解

決之道。 

政大團隊規劃
維也納大學交流平台

周麗芳研發長指出台灣經歷多

次重大風災、水災、土石流等天

然災害，社會損失慘重，激發學

界對本土環境永續的關懷，政大

在政府危機處理、國土規劃與復

育、心理創傷與重建、財源籌措

與資源配置、巨災保險與風險管

理、災害傳播與媒介、非營利

組織與公民參與、綠色能源與綠

色產業等課題均有研究潛能，可

與維也納大學共組跨國團隊，進

行比較研究，將政大成果行銷全

球。 

本次研討會政大團隊共計發表

七篇論文，由周麗芳及綠色能源

財經研究中心陳香梅與林良楓、

諮詢顧問李堅明等人共同參與。

經過台奧雙方的深度討論，雙方

一致認為台奧有諸多相似之處，

例如石油進口依賴度高、原料及

能源具流動性、再生能源具發展

潛力，未來兩國在相關議題上可

強化合作。維也納大學Baum教授

也於研討會中正式邀請政大共同

參與合作計畫，並積極研擬歐盟

FP研究計畫的提案，共同發揮政

大與維也納大學的研究能量。 

▲政大研究團隊與維也納大學團隊合照。

▲政大研究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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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

德國國會議員Fell訪台
對談再生能源

研發長周麗芳組研究團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4月16日邀請德國國會議員Hans-Josef Fell來台，並邀請

政務委員梁啟源、政大財政學系教授兼研發長周麗芳、工研院副院長曲新

生、德國在台協會Ory處長及國內產官學界專家，針對「德國再生能源獎勵

誘因機制與溫室氣體排放減量」雙向座談，由署長沈世宏主持。

▲研發長周麗芳向Fell議員說明政大再生能源財經議題的研究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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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盼借鏡
德再生能源法精神

德國再生能源法自2000年推動

以來，到2009年再生能源發電佔

德國總電力消費達16.1%，已大

幅超過原訂2010年12.5%的目標

值，預計至2020年再生能源發電

將達30%以上，至2050年再生能

源發電將達80%。德國再生能源

法基本精神如今廣泛地被世界各

國引用與學習，Fell議員正是德

國再生能源法案起草人與催生

者，Fell議員也致力於歐盟再生

能源法治架構的建置。 

研發長周麗芳近年來相當關注

再生能源及環保資源財經議題，

同時擔任經濟部再生能源電能躉

購費率審定會委員及環保署資源

回收費率審議委員會委員。此次

應邀與談，周麗芳向Fell議員說

明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條例規劃及

執行情形、計價機制及配套措

施，也進一步報告政大在再生能

源財經議題的研究潛力。

 

我國再生能源條例上路  
Fell議員肯定

Fell議員肯定我國再生能源發

展條例已上路，藉由再生能源電

能躉購機制，可創造經濟誘因，

促進再生能源發展。而再生能源

的開發與利用，能對抗全球暖

化、經濟衰退、避免石油爭戰，

進而創造就業機會，促進經濟成

長。 

Fell議員也建言，再生能源躉

購價格必須合理，能平衡成本，

須避免暴利。另外，躉購電價的

期間長短，也須考量廠商風險成

本，讓廠商有足夠時間進行營運

調整。系統成本的攤提，不應造

成公共財政負擔，並可由政府協

助國內廠商技術創新，提升國際

競爭能力，但不宜對外國廠商設

置不平等進入限制。 

沈署長表示，我國未來發展再

生能源，亟需學習先進國家經

驗，德國的發展與機制尤為重

要。他也期盼周研發長能率先籌

組專家研究團隊，並力邀Fell議

員等顧問，針對再生能源饋網電

價機制、躉購費率定價、成本計

費方式、合理報酬利潤、費率調

整機制等議題跨國合作研究。

http://www.nccu.edu.tw/news?id=50a76cf917881c7fe80007b9

▲環保署長沈世宏感謝Fell議員經驗分享與資訊交流，期許中德雙邊合作

，共建低碳社會。

▲Fell議員闡述德國再生能源收購

政策，強調是一個不需要公共借支

的振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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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結合NPO力量
倡議能源領袖高峰會議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CEO協會執行長林淑娥拜訪綠色能源財經研

究中心主任周麗芳，期望與政大合作，啟動企業CEO朝綠色企

業責任與公益社會企業邁進觀念，雙方達成高度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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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08

林
淑娥是政大EMBA畢業校

友，協會成立不到兩

年，已經成功結合一百

多個機構，招募1600多位節能減

碳志工，散佈在全臺各據點，深

入各行各業推動關心能源問題，

同時形塑能源風險知覺。

林淑娥表示，為了讓社會上持

續增加的能源志工獲得更大的參

與管道及揮灑空間，期待與政大

合作，在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

的集結驅動下，創造多元舞台。

周麗芳回應，政大研究團隊今

年起獲選設置國家型能源經濟管

理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目標

就要培育更多節能減碳的種子，

不僅落實教師、學生、社區居民

的心中，更要進一步影響企業經

理人與政府決策者，因此樂見雙

方合作。周麗芳也說，在鼓勵

節能減碳實踐的過程，首需觀念

的轉化，包括「由上而下」以及

「由下而上」雙向包絡策略都很

重要，產官學結合非營利組織，

內化節能減碳為公民運動，相信

更能收到良好成效。

周麗芳同時提及，自1992年

《里約環境與發展宣言》發表以

來，今年正好滿20年。為前瞻發

展下一個20年的能源政策，勾勒

我國綠能產業未來發展路徑，綠

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將與台灣公

益CEO協會及其他策略夥伴，號

召發起我國能源領袖高峰會議。

藉由理性思辨與共識沈澱，呼籲

社會關注能源危機，導引國家邁

向永續發展的低碳目標。

▲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主任周麗芳(右三)與台灣公益CEO協會執行長林淑娥(右二)團隊攜手，啟動臺灣節能減

碳新契機。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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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歷史研究：
清末民初即具備能源意識
鼓勵師生活用校內資料庫、創造新興研究議題，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

3日舉辦綠能成果發表會，師生回溯歷史資料發現，能源意識不是現在

社會的新議題，早在清末民初，當時人民就已經具備相關觀念。

▲1830年至1930年數據庫產生的能源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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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03

自1838年 石油能源
概念已出現

由
財政系教授兼中心主任

周麗芳與會計系教授林

良楓帶領20多位跨院系

同學，經過一個學期耕耘，從生

活周遭食衣住行出發，提出10多

篇綠能探索成果。

其中周麗芳與資科系教授劉昭

麟聯合指導歷史系碩士生姚育

松，結合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

人文歷史，運用政大與香港中文

大學合作開發的「中國近現代

思想及文學史專業數據庫(1830-

1930)」，回溯分析清末民初百

年間社會大眾對能源觀念的演

變。

周麗芳表示，根據歷史文獻，

現在人習慣稱呼的「石油」，

在清末民初時期常被稱為「煤

油」、「火油」和「火水油」，

這是因為當時的石油多用來提煉

煤油，而煤油形狀似水但卻能點

火燃燒，又被稱為火油和火水

油。

根據資料庫查詢，「石油」

關鍵詞最早出現於1838年、最晚

出現於1926年，煤油關鍵詞最早

出現於1874年、最晚出現於1928

年。期間以「煤油」的總詞頻

最高，達940次，其次是石油332

次、火油273次、火水油179次。

石油不只是能源 
當代文化摻入能源觀

近一步分析中國能源觀念的演

進，周麗芳將清末民初分為四個

階段，一開始是「科學知識啟蒙

階段」(1830-1895)，主要介紹能

源相關的化學知識及在煤油燈上

的使用。第二階段是「國際趨勢

擴散階段」(1896-1901)，常見翻

譯外國報章能源知識，包括能源

產出分布及利用等。

到了1902年之後進入第三階

段，也就是「中國經驗實踐階

段」，反映中國自身的能源開採

和產業發展，並揭露與列強的外

交談判。

創建民國之後，1913年起則進

入「現代能源認識階段」，從資

料庫中可以發現，當時的言論已

具備能源問題意識，不僅瞭解能

源代表新的產業革命，更融入帝

國主義和社會主義衝擊下，國人

對自身的省思。

除了中國能源觀念演進調查之

外，成果發表會上也發表包括砍

筏數目與生產紙張的數量比較、

進口花束的碳足跡統計等。

周麗芳肯定同學們藉由專題發

表，學習掌握專業知識並與土地

連結。「人才培養需向下紮根，

學生創意能激發想像」，他期待

同學們能吸納歷史經驗與軌跡，

主動關心未來社會發展，嘗試提

出可行解決對策。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3915

▼同學們於課堂上發表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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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能源資源中心齊聚政大 
將共編能源教材

全
球能源議題持續發燒，

在政大綠色能源財經研

究中心主任周麗芳召集

下，教育部生質能科技人才培育

資源中心、能源經濟管理科技人

才培育資源中心兩大跨校團隊2

日齊聚政大，共組種子師資教材

聯合編撰委員會，將共同編撰中

小學教材，向下培育人才。

參與團隊成員包括政大、臺北

大學、東吳、逢甲、中興、彰師

大等校師資，目標將編輯全國中

小學教師能源教材與教科書，配

合環境教育法，推動全國綠色教

育。

結合北、中跨校團隊
提升能源教育教學品質

周麗芳表示，這次結合北、中

跨校團隊，由大學輔導轄區內國

中小能源推動中心，研發全國中

小學教材，可以提升能源教育的

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藉由水平

與垂直的校際整合模式，也能開

啟嶄新與宏觀視野，激盪出更生

動實用的能源教材。

教育學院院長詹志禹率領教師

參與，將協助開發能源教育教

案、設計能源教育推動行動的模

組教材。教材上路前也將根據種

子教師實施能源素養測驗，藉以

評估培訓成效，作為教材改進指

▲政大綠能中心主任與碧湖國小邱秋悅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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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02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3915

▲由政大綠能中心集合北、中資源中心與教育專業人員共組團隊，將共同編撰能源教材。

標。

落實教學成效，彰師大副校長

郭麗安強調，教材設計將融入更

多實作情境模擬；臺北市碧湖國

小校長許秋悅則認為，能源教育

融入一般課程知易行難，學校每

一份子都要凝聚推動決心。

教材區分個人消費行為
與能源使用的關係

根據綠能中心目前規畫，這套

教材將著重「能源使用對經濟、

社會與環境的影響」，區分個人

消費行為與能源使用的關係、物

品消費與能源使用的碳足跡、全

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空氣汙染、

臭氧層破洞、溫室效應與溫室氣

體排放等六大主題。

不同於過往教材多採分年分段

設計，這套教材目標同時適合所

有國、中小學生，第一階段六月

前將完成種子教師培訓手冊，並

利用暑假期間培訓教師，後續則

將陸續完成教科書、教師手冊與

搭配教材教具，提供各國中小選

擇使用。

周麗芳補充，正規學校課程之

外，團隊也希望號召大學生擔任

能源大使，利用寒暑假到全國各

鄉鎮、偏遠與離島地區辦理營

隊，普及各縣市中小學的能源與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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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聯合國接軌

綠能中心跨校開課

Axel Michaelowa博士來台演講。

▼來自各界精英共襄盛舉。

增進我國人才回應環境挑戰的專業能力，開拓國際網絡，並參與國際社群，

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6日邀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氣候政策與經濟問題專

家Axel Michaelowa來臺開課，讓國內學子更了解國際趨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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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06

Michaelowa目前任教

於瑞士蘇黎世大學，

專長氣候政策與經濟

問題，此次以「氣候變遷政策與

碳市場」為主題，由國際氣候會

議發展歷程與最新趨勢切入，剖

析歐盟氣候減緩政策與調適政策

的推動成效，並探討包括歐盟、

北美、亞洲與紐西蘭等國際碳交

易市場建置現況與潛力。

系列密集課程6-8日在與臺北

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研究所

合作，在臺北大學民生校區舉

行。臺北大學校長薛富井認為，

全球變遷議題應從政策面著手，

透過國際經驗分享，可以了解其

他國家因應政策、發展趨勢，進

而在臺灣建立綠能政策與經濟體

系。

規範政府管理權責
激發產業社會責任

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主任周

麗芳認為，環境能源議題中，公

共治理制度扮演關鍵因素，如何

規範政府管理權責、激發產業社

會責任、驅動非營利部門投入、

導引全民共同參與都很重要，其

中又以碳交易會計揭露制度與綠

色稅制配套措施等財務機制建

置，更是我國現階段亟需正視的

課題。

強調理論與實務結合，並讓學

員能更具體轉化國際經驗，落實

本土環境，課程特別著重國際案

例解析，活化應用能力。綠能中

心表示，包括歐盟碳排放權核配

的實際作法與減排績效、歐盟碳

排放交易設計與綠能科技發展的

關聯性，都值得我國同步盤查與

實證分析，藉以預測未來政策制

定的衝擊。

▲Axel Michaelowa(中)與綠色能源財經中心主任周麗芳(左二)、臺北大學校長薛富井(右二)合影。

Axel Michaelowa博士來台演講。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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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舉辦能源國家型計畫
成果展 綠能中心參展

綠
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主

任周麗芳說明，這次展

出內容由碳交易、碳市

場、碳價格及碳風險四條軸線出

發，提出一套完備的碳排放交易

制度，以有效驅動台灣邁向低碳

社會與綠色成長。

研究成果聚焦五大課題：排放

權核配與總量目標管理、最適碳

交易市場規模評估、碳交易價格

▲政大財政系教授周麗芳(左)與副教授羅光達代表參展。

波動監測機制、企業碳風險管理

與避險機制、兩岸碳排放市場競

合。

提出臺灣排放市場建置
的財經配套與創新制度

周麗芳解釋，展出計畫內容由

政大整合跨校研究成果，除了提

出臺灣排放市場建置的財經配套

由國科會主辦，「能源

100+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成果展暨成果發表會」，

綠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也

獲邀參展，呈現「因應低

碳與綠色成長的排放交易

制度建置」創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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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14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3954

▲國科會副主委陳正宏(左二)參觀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展示內容，由主任周麗芳(右)說明。

與創新制度，並針對兩岸共同排

放市場的可行性提出具體建議。

她表示，研究成果擴散面向涵

蓋政府、產業、廠商及家戶等，

研究團隊也很樂意透過公開展

覽，向社會各界分享執行經驗與

能源策略開展路徑。

行政院自2009年起推動「能源

國家型科技計畫」，目標整合資

源、規劃能源科技發展策略、篩

選未來能源重點領域、提供能源

科技研究預算，達成提升能源自

主與安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帶動綠能產業、改變能源使用結

構、提升能源使用效率等目標。

肯定專業人士投入
共同推動能源計畫

教育部長蔣偉寧開幕致詞

時也呼應，國家發展的關鍵

元素包括教育(Education)、

能 源 ( E n e r g y ) 、 與 環 境

(Environment)，臺灣目前99.3%

能源仰賴進口，肯定各領域專業

人士投入，共同推動能源計畫讓

臺灣能源技術向上提升，朝節能

減碳的目標邁進。

這項展覽即日起到30日在科技

大樓展出，政大綠能中心成果之

外，現場還展出近百項主題的階

段性研究成果，涵蓋能源策略、

工業節能、建築節能、太陽熱

能、風力發電、生質能源、智慧

電網等多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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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攜手臺科大
幫房子穿節能衣
綠色能源科技和生活息息相關，綠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舉辦「幫房子穿節能

衣」工作坊，邀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教授廖洪鈞、楊錦懷現身說法，

並展出多項綠建築設計，吸引許多學生觀摩、跨校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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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0

談
到當前房子設計的創新

趨勢，廖洪鈞提出「仿

生建築學」，也就是藉

由自然界動植物形狀與構造的靈

感，創意想像建築。例如將蟋蟀

尾部感知纖毛的功能應用於大樓

通風系統，模擬穿山甲、蜥蜴的

鱗片結構，則可以化為玻璃帷幕

罩的舒壓閥。

綠能建築新趨勢  
師法大自然智慧

廖洪鈞說，一棟「會呼吸的房

子」，需賦予建築物智慧力與生

命力，關鍵要素在於聰明的大

腦，也就是中央控制系統、智慧

的外牆、彈性的佈線網絡與友善

的人機介面。

至於如何幫房子穿節能衣？楊

錦懷認為，活用三機一體光電玻

璃的研發理念，藉由發電、隔熱

與自潔的三重功效，就能為房子

賺錢又省電。他的這項發明曾獲

臺北國際花卉博覽會美國館採

用，也經Discovery節目專訪報

導。

政大邁向綠色校園
  

楊錦懷現場展示太陽能景觀

窗、採光罩及汽車天窗模型，期

待政大師生能協助商品化與智

財管理。綠能中心主任、財政系

▲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主任周麗

芳主持「幫房子穿節能衣」工作

坊。

▲臺科大首度將綠建築研發成果移師政大展示，盼望政大協助商品化與智

財管理。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039

教授周麗芳評估，政大一整年用

電量近三千二百萬度，費用高達

九千萬元。在油電價格雙漲的壓

力下，應該持續規劃校園建築物

能源供需。

她認為，在智慧電表輔助、節

能減碳資源循環設計，同時導入

生態觀念與生命教育下，不僅能

建設更節能和健康的校園場館，

也能增進師生的生產力與學習

力。

廖洪鈞肯定政大綠能中心舉辦

工作坊的用心，期待未來兩校能

在互補基礎上，持續攜手回應未

來社會重大課題。周麗芳也盼望

政大與臺科大綠能研究團隊持續

師法自然、發揮創意，以跨領域

思考，提升功能整合的合作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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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
手產官學界，共同為我

國永續能源政策提出新

觀點，「能源財經論

壇」由政大主辦，全國工業總會

與全國商業總會合辦，廣邀政府

與學界從不同角度集思廣益。

自願性綠色電價制度
刺激綠能需求端

政大能源財經論壇
聚焦綠色電價趨勢與實踐

在節能減碳趨勢下，發展太陽

能、風力、生質能等綠色能源已

蔚為風氣。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

表示，我國於98年通過再生能源

發展條例以來，已大幅促進綠色

電力供應端，然於需求端仍缺乏

積極配套措施。

她建議，如能導入自願性綠色

電價制度，除能反映消費者對

「綠色電力」的付費意願

與支持力道，也能有效積

累綠色基金，用以加強

我國再生能源的開發與推

廣。

周麗芳指出，我國雖非

聯合國會員國，但在全球

化趨勢下，外銷廠商同樣

須面對綠色生產鏈的國際

貿易規範。尤其輸出歐盟

的產品，將被要求碳足跡

減量與出示綠色電力憑證等，如

能推動綠色電價制度，有助廠商

事前規劃碳中和，也能刺激業者

改善生產製程效率與節能技術，

達到綠能減排的目標。

然而在綠色電價制度設計上，

周麗芳提出幾大待釐清課題：綠

電商品的內涵、綠電排放係數的

驗證、綠電價格的制定、綠色基

金的用途等，都有待產官學界持

續研議。

其中電價方面，台灣綜合研究

院長吳再益分析，美國加州綠色

電力每度需多付12%至41%電價；

澳洲綠色電力每度需多付20%至

面對日益嚴峻的能源短缺與能源價格攀升，

綠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舉辦「能源財經論壇」探討綠色電價問題，

認為要提高消費者對綠色電力的支持，應更積極導入自願制度等配套措施。

▲「能源財經論壇」探討我國綠色

電價可能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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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電價─就是將綠色電

力作為一種有別於傳統常規

電力的產品於市場銷售，綠

色電力，就是來自於再生能

源產生的電力。依照98年7月

8日立法院通過的「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其中對於再生

能源的定義，是指太陽能、

生質能、地熱能、海洋能、

風力、非抽蓄式水力，或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可

以永續利用的能源。

綠色電力與一般電力除了

發電來源與價格不同之外，

對用戶來說，並無使用上的

差異，不需要更換任何供電

系統。也就是說，綠色電力

和一般電力都同樣併入電網

中，透過電力公司的輸配電

網路，賣給最終的消費者。

何謂綠色電價

29%的電價。臺北大學自然資源

與環境管理研究所長李堅明則

說，我國未來綠色電力價格以加

碼10%至20%為宜。

我國電業法規範
借鏡國外經驗

經濟部能源局長歐嘉瑞提到，

歐美國家電力市場多已自由化，

電力公司可依其經營特性及發輸

電成本提供多元綠電商品，供消

費者自願附加選購，然而我國因

電業法規範，現有再生能源發電

業者須將綠色電力全數躉售給台

電，再由台電銷售給用戶。

他認為，雖然政經法制環境不

同，但可以借鏡國外成功經驗，

在規劃綠色電價制度時，以顧客

為導向，著重公平、簡單、透明

與可操作性。

綠色電價之外，周麗芳預告，

未來中心還將選定各綠能產業與

綠色經濟先驅性議題，持續舉辦

能源財經論壇，以大學知識為核

心，匯聚產官學界力量，共同診

斷社會問題，開出有效處方。

http://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064

▲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主任周麗芳主持「能源財經論壇」。

產官學界於財經論壇會後合影▲



▲周麗芳教授

▲參與綠能種子教師共識營師長合影。

▲詹志禹院長 ▲張上冠主任 ▲童振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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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種子教師共識營
擘劃低碳綠能島藍圖
綠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舉辦綠能種子教師共識營，

各領域教授齊聚，共同思考低碳綠能島的核心要件與實踐步驟，

華語文中心也計畫推出國際學生說家鄉能源故事比賽，分享國際經驗。



▲顏乃欣副院長 ▲林良楓副教授 ▲劉小蘭教授 ▲黃明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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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能中心主任周麗芳表

示，單靠過去能源技術

掛帥的科技思維，已

不足以支撐低碳綠能島的基礎建

設。她認為唯有環境教育向下紮

根、綠色校園示範啟迪、在地綠

色生產鏈連結，養成低碳消費習

慣，並推動仿生綠建築的文化涵

養、內化企業社會責任、能源稅

制的模擬規劃等，才是低碳綠能

島的基磐工程與軟實力。

環境教育向下紮根
綠能思維融入生活

長期從事都市規劃的地政系教

授劉小蘭回應，各國在談生態都

市時，總希望降低碳排放至最

低，不過觀察實務個案，幾乎

80%以上碳排放都是建築物和交

通所造成，如何讓綠色觀念融入

日常生活，顯得格外重要。

教育學院院長詹志禹提醒，一

般報章雜誌提及「節能減碳」，

都是較抽象的觀念，必須以淺顯

語言溝通，才能發展為全民運

動。以中小學生而言，如能融入

動漫畫的設計與創意競賽等，都

可提升學習成效。

華語文中心主任張上冠回應，

中心將推出「國際學生說家鄉能

源故事競賽」，一方面讓政大國

際學生關心臺灣環保議題，也讓

臺灣學生有機會聽到其他國家的

環境與能源故事。

共識營多面並進  
預告綠能競賽體驗

除了推廣之外，共識營中，多

位各領域教授也從本身研究出

發，提出參與綠能研究方向。國

發所教授童振源說明，以預測市

場而言，應用能源領域可預測

國際石油、煤炭價格期貨等重要

能源價格或指標，也可預測臺灣

何時會啟動碳交易、核四發電廠

何時會啟動等事件，另外也能模

擬交易碳權，分別應用於碳權買

家、賣家與封閉市場。

理學院副院長顏乃欣也建議，

未來可結合政大功能性磁振造影

儀器，預測分析氣候變遷導致的

環境衝擊對個人風險知覺與認知

行為的影響；財政系教授黃明聖

則希望結合預測市場方法，針對

我國能源供需及電力價格提出診

斷報告。

共識營之外，周麗芳預告近期

內還規劃辦理種子教師暑期培訓

營、綠色環保體驗夏令營、能源

創意競賽、能源與生活的歷史脈

絡工作坊，同時建置各國能源教

材資料庫，歡迎更多師生共同參

與，讓政大成為改變社會的引

擎。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224 



▲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鄧中堅提醒，能源開發與國際外交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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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大陸為世界最大能源

消費國，能源發展方向

左右全球溫室氣體排

放，亦將衝擊區域經濟與環境生

態。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舉辦

能源財經論壇，聚焦中國大陸綠

色經濟與能源發展最新趨勢。

中心主任周麗芳表示，中國大

陸為煤炭大國，然而石油與天然

氣仍大量仰賴進口，如何維持能

源穩定供應以及能源潔淨利用，

已被視為國家戰略課題。

中國綠能策略
影響擴及全球

在中國大陸由「世界工廠」轉

型到「世界市場」的過程中，更

需調整能源產業結構，由觀念態

度上內化環保思維，才能符合國

際綠色生產鏈的要求。

中國大陸預計於2020年提升再

生能源比重至15%，對此，國際

事務學院院長鄧中堅提醒，能源

開發與國際外交密不可分。他舉

美中貿易戰為例，在太陽能發展

上，中國大陸有先天優勢，但大

量太陽能產品遭美國提出反傾銷

反補助，要求提高關稅。

當國家利益與全球利益衝突

時，國內優惠補助面臨貿易制

裁，有可能反成綠色能源發展的

絆腳石。

另外，中國大陸擬在專屬地區

開發東海油氣田，但日本抗議天

然氣地底相通，要求共同開發，

面臨國際法與海洋法的課題，已

成為國際戰略佈署。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三所所長

吳得源觀察，近幾年中國大陸已

逐步推動綠色信貸、綠色保險、

綠色證券、環境稅、綠色貿易等

政策。清潔能源投資規模、太陽

能熱水利用更達世界第一，但中

國大陸面臨的問題在於戰略規劃

聚焦中國大陸
政大舉辦綠色經濟轉型論壇



▲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主持能源財經論壇，探討中國大陸綠色能源發展趨勢。

▲參與能源財經論壇師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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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獎懲不力、核心技術無法

突破、缺乏專業人才以及軟體制

度建設鬆散。他認為，中國大陸

的綠色轉型沒有一條普遍適用的

捷徑，需因地制宜，實施差別化

的區域發展戰略。

          

中國高速城市化
產官地方競合新挑戰

中國大陸永續發展的另一大隱

憂在於高速城市化，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第二所副研究員柯玉枝表

示，全球70%與能源有關的溫室

氣體排放來自城市，預估未來20

年中國大陸將增加3.5億城市人

口，建構低碳城市是中國大陸必

要的選項。

他提出，目前對岸已在廣東、

遼寧、湖北、陝西、雲南等五省

八市試點，積極探索低碳綠色的

發展模式，不過如何讓人民有

感，願意一起動起來，是低碳城

市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周麗芳指出，中國大陸是否能

順利過渡至綠色經濟大國，需快

速處理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

間、產業結構間的三大競合課

題，未來將持續舉辦跨領域對

話，讓既有研究成果得以多元加

值運用，讓政大成為中國大陸綠

色新政的交流平臺。

▼國關研究中心第三所所長吳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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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

歐洲聯盟研究中心以及

臺灣歐洲聯盟中心4日

舉辦能源財經論壇，從不同面向

檢視歐洲綠色新政成效與環境治

理前景。

能源依賴國 
資源需自由流動

周麗芳表示，歐盟與臺灣相

似，都屬能源依賴國家，其中

石油80%以上仰賴進口，隨著能

源價格攀升，將帶動產業生產成

本增加，削弱國際市場競爭力。

對此，歐盟提出「能源2020策

略」，預計至2020年，降低溫室

氣體排放20%，改善能源使用效

取經歐洲經驗
政大舉辦綠色新政論壇

率20%，提高再生能源使用占率

至20%，積極迎戰氣候變遷對歐

盟帶來的負面衝擊。

歐盟除了鼓勵人才橫向移動，

也促進能源的自由流動。周麗芳

▲歐洲語文學程教授張台麟指出，

「環保節能」在法國是跨部門的智

慧結晶。

▲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主持能源財

經論壇，探討歐洲環境治理與綠色

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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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解釋，身為全球最大的區

域市場，消費者逾五億人，歐盟

藉由電網併聯與輸送，居民得以

跨越國界多元選擇電力來源。他

肯定此舉能導引能源價格趨於合

理，激發業者投資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使能源供給穩定發展。

歐盟國經驗  
跨部合作減碳

歐洲語文學程教授張台麟舉法

國為例，「環保節能」不是口

號，而是跨部門的智慧結晶。舉

凡交通節能、綠建築、環境治

理、太陽能開發等，只要政策方

向確定後，就由環境與節能總署

整合各部會，攜手企業、學界及

民間社團共同執行。輔以能源資

訊平台的建立，集結實證案例與

成功經驗，廣為擴散與宣導，奠

定法國綠色新政成功基磐。

法律系副教授許耀明解析歐盟

氣候變遷規範，直言在歐盟節能

減碳奏效後，國際氣候談判的主

角已轉移至中國大陸及印度等高

碳排放國家。面對能源經貿，許

耀明呼籲氣候變遷法制需與WTO

同步思考，例如：未進行氣候變

遷減緩或調適的國內規範，是否

構成WTO所稱的補助？又出口產

品未負擔氣候變遷成本，是否構

成傾銷？在在值得各國正視。

能源議題 
環境安全戰略

至於歐盟自身如何看待能源議

題？歐洲聯盟研究中心主任甘逸

驊認為，能源既是經貿問題，更

是安全戰略課題。歐盟已提出

「2050能源路徑藍圖」，希望增

加再生能源與能源基礎建設投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302

▲許耀明副教授呼籲氣候變遷法制

需與WTO同步思考。

▲歐洲聯盟研究中心主任甘逸驊認

為，能源既是經貿問題，更是安全

戰略課題。

▲前立法委員鄭麗文談低碳城市的

成功三要件：效果、效率與公平。

資，讓歐盟從能源進口國蛻變為

出口國，同時協助歐盟周邊國家

發展能源政策。在金融海嘯席捲

下，歐盟的企圖心如何實現，端

賴軟實力的統合展現。

前立法委員、《全球新政》譯

者鄭麗文舉德國為例，低碳城市

的成功三要件包括效果、效率與

公平。在他看來，德國再生能源

得以成功推動，一方面是政策制

定能創造投資誘因，也能避免政

策搖擺不定所帶來的風險，並保

障業者合理回收利潤。鄭麗文強

調，如能啟動良善的能源政策，

自能帶來綠色商機與就業機會。

借鏡歐洲經驗，周麗芳認為，

低碳家園的核心工程，不僅要強

化能源政策與環境法制，民眾生

活態度的轉變也是關鍵。綠能中

心後續還將持續導入國際最新經

驗與案例，激發在地社群反思及

創新的動能。



35                 人文關懷　事業創新　國際視野

綠能中心

能源創意競賽  
各方大顯身手

競賽第一名是教育系林筱晴、

洪詩雲、王惠君設計的「生活家

救熊特別企劃案」，他們將心比

心，嘗試感受北極熊遭受全球暖

化的威脅，以舊報紙充作北極冰

河，讓活動者體驗冰河融化的衝

擊，在潛移默化中，深化教育對

節能減碳的影響力。

王惠君感謝評審委員肯定，將

把這個教案推廣到臺東及澎湖等

偏遠離島地區。

財政系碩士班張艾儒以「碳交

易大富翁」贏得競賽第二名，他

將兒時的大富翁遊戲融入碳權交

易買賣，設計有趣的新玩法，未

來還要多闡述遊戲的啟發性，並

更多連結生活。

教育系徐菀娸、曾子寧、王于

甄、李家銘提出的「環保戰士

訓練營」勇奪

第三名，徐菀

娸表示，學生

都不愛坐在課

堂上聽課，因

此融合外星球

戰士共同愛護

地球的故事情

節，帶領大家

省水、省電、

省水，進而推

動「班級地球

日」與「家庭地球日」。

競賽由會計系副教授林良楓、

教育系助理教授林顯達與數位內

容學程助理教授陳聖智評審。林

良楓肯定同學的創意能力和影響

▲教育系林筱晴、洪詩雲、王惠君設計「生活家救熊特別企劃案」，勇奪競賽第一名。

▲財政系張艾儒以伴隨兒時成長的大富翁遊戲，融入

碳權交易買賣獲得競賽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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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徐菀娸、曾子寧、王于甄、李家銘融入外星球戰士共同愛護地

球的故事情節，設計「環保戰士訓練營」拿下競賽第三名

力，像他自己聽完佳作組「蔬善

夢遊仙境－蔬食愛護地球」報

告，也想展開素食生活。

林顯達同樣讚許同學們的情境

包裝相當可愛，又具反思與對

話，讓他也很想體驗。不過陳聖

智提醒，創意發想之外，還要關

注後續連貫性，才能讓大家有更

多期待。

脫離紙上談兵  
延續生活經驗

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表示，本

次綠能創意實作競賽打破傳統書

面文稿評比方式，鼓勵學生由輕

鬆活潑的自身生活經驗，輔以教

案設計、遊戲軟體、故事發想、

情境體驗、創意展演等方式，多

元呈現節能減碳新思維。他肯定

參賽者個個有備而來，充分展現

年輕世代的想像力、合作力與快

樂力。

至於比賽結果，他期勉參賽者

不要有得失心，發想過程與團隊

合作遠比名次更有價值。周麗芳

鼓勵同學們能發揮大手牽小手精

神，運用設計的教案與創意遊

戲，讓更多中小學生一同受惠。

綠能達人
學生實作競賽發揮想像

飆創意
鼓勵大學生應用能源經濟管理知識，培養創意思考，

發揮新時代能源想像，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舉辦綠能創意實作競賽，

結合知識、趣味與能源環保體驗，跨院系踴躍參賽飆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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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聯合國 綠能中心
舉行成果發表會勾勒願景

聯
合國 2 0日起在巴西

里 約 舉 辦 「 聯 合

國 永 續 發 展 大 會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CSD, Rio+20)」，與國際同

步，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同日

也舉辦「永續發展探索成果發表

會」，借鏡國際成功模式，勾勒

我國永續發展願景。

城市永續發展 
國際共同目標

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表示，自

1992年聯合國在里約舉辦「地球

高峰會」並發表宣言以來，各國

都積極追求邁向綠色經濟的可行

策略。而綜觀各國經驗都指出，

永續發展不能只靠政府「由上而

下」布局，「由下而上」的公民

參與才是致勝關鍵。

探索成果發表會由周麗芳主

持，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李酉

潭、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趙甦成、和外交系講師郭昕光分

別率領超過20位跨院系同學，深

度解析德國綠色城市佛萊堡、瑞

典生態城市馬爾摩、日本低碳城

市九州、巴西花園城市庫里奇

巴、以及荷蘭C2C城市(Cradle to 

Cradle)芬洛等地的成功經驗。

俄羅斯研究所趙翊如從荷蘭芬

洛出發，說明C2C「從搖籃到搖

籃」的城市設計理念，當地強調

廢物即養分，藉由資源循環與再

利用過程，推廣至各部門，在生

活中實踐，打造永續家園，因而

獲得歐洲最綠化城市美名。

會計系碩士班黃瑩慈剖析巴西

庫里奇巴的綠色交換計畫，低收

入民眾透過垃圾資源回收，得以

交換到食物與當地滯銷蔬果，讓

垃圾不再是垃圾，而是創造窮人

幸福的泉源，也能活絡在地蔬果

▲社科院副院長李酉潭倡議生態主義，呼籲不能再以人類為中心思考。

2012.06.20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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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主持永續發

展探索成果發表會，勾勒我國永續

發展願景。

物流，創造雙贏。

財政系碩士班簡百里分析瑞典

馬爾摩蛻變經驗，因為開發再生

能源，馬爾摩現為世界重要離岸

風力發電基地，結合藝術與美學

的綠色建築，又使馬爾摩擺脫過

去重工業污染形象，成為未來城

市標竿。

成為綠色城市  
從公民參與開始

聆聽同學們分析各綠色城市案

例，李酉潭提醒，人類是太陽之

子，應該要充分運用生生不息的

太陽光、水力與風力，學習與大

地和平共處，呼籲不能再只以人

類為中心思考。他也主張，在傳

統供給、需求的經濟思維下，要

加入環境生態的制約限制，才能

反映真實經濟成長。

檢視國外案例，趙甦成擔憂目

前人類面臨嚴重水資源、能源與

環境課題，但似乎未記取教訓，

仍走在不可持續的道路上；郭昕

光也認為，「人」的實踐是改變

的關鍵因素。他們都建議及早向

國際標竿學習，更要激發公民社

會參與，形成政府監督力量。

探索成果發表會聚焦「省思與

再出發」，周麗芳鼓勵年輕學子

能勇於嘗試社會創新思考，從每

個人的一小步凝聚為社會進步的

一大步，共同打造未來美好社

會。

▲國關中心副研究員趙甦成主張激

發公民社會的自發參與，形成政府

監督機制。

▲外交系講師郭昕光認為，永續發

展的關鍵因素在於「人」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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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勵大專青年擔任環保志

工，學習服務別人，關

懷社會，政大由綠色能

源財經研究中心發起，結合第三

部門研究中心、指南服務團、學

務處與總務處共同舉辦「101年

青年環保領航員」聯合授證典禮

與互動式志工培訓，校內外學生

參與踴躍。

環保領航員  
重新走進大自然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表示，面

對當前環境衝擊，吾人猶如深處

詭譎多變的大海，需要更多領航

員導引，方能乘風破浪。周麗芳

肯定同學們有心回饋社會，參與

環保領航員培訓，練就課堂上學

不到的能力，於服務中學習，在

生活中實踐。周麗芳期勉同學們

能成為命運的舵手，為自己與社

會帶來改變的力量，薪傳揚帆，

航向我們希望的未來。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徐世榮主任

觀察，週末的政大校園，人潮最

擁擠的景點是「操場的沙坑」。

薪傳揚帆  
青年環保領航員聯合授證

他感慨，現在都會區的孩子不再

有機會接觸自然，經濟發展已將

人與環境的鏈結切斷。然而，

在人類DNA中，與大自然接近的

需求乃源自於天性。環境沒有選

票，但徐世榮鼓勵同學，要靠我

們的價值觀，共同守護這塊土地

與美麗城鄉。

學務處彭立忠副學務長則認

為，環保永續是熱門議題，但實

務上知易行難。下課離開教室

時，是否隨手熄燈？是否記得關

冷氣？這是生活習慣的養成。又

以校內一元公車為例，收費低

廉，接駁便利，但環境成本如何

內化估算，值得大家理性思辯。

彭立忠期待環保領航員形塑校園

風氣，在每個人心中灑下綠色種

▲鼓勵大專青年擔任環保志工，政大舉辦「101年青年環保領航員」聯合

授證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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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逐漸萌芽茁壯。

保存保育並進  
從日常周遭減碳

總務處連國洲組長分享經驗，

他認為環境管理包括保存與保育

兩部分。針對政大後山未開發

區，宜設法保存，維持生態原貌

與生物多樣性。已開發區域，像

是河堤周遭，應加以保育，確保

▲第三部門徐世榮主任

▲政大同學們自願擔任夏令營志工並在會中侃侃而談自己對環保想盡的心意。

▲總務處連國洲組長 ▲彭立忠副學務長

環境開發與自然生態的和諧共

存。他鼓勵環保領航員走出教

室，多認識校園生態，親身體驗

永續環境的重要。

會計系林良楓副教授與東吳大

學會計系翁霓教授帶領師生，以

實際行動具像化碳足跡。各隊利

用竹竿為經緯，氣球為載具，協

力模擬一客「漢堡加薯條」的碳

排放。對於小漢堡與大排放（約

3.8公斤、2.2立方公尺的碳足

跡）之間的連結，喜好吃漢堡的

學員們大吃一驚，直呼要改變飲

食習慣。

周麗芳也預告，綠能中心將於

七月份舉辦綠色環保夏令營，邀

請數百名中小學生齊聚政大。屆

時，今日結訓的環保領航員將登

場實作，帶領各方綠色小尖兵共

同探索綠色校園，發想節能減碳

點子，擴散社會關懷的服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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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教育部能源國家型科

技人才培育計畫，本校

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

心2日舉辦K-12種子教師培訓。

資源中心夥伴學校臺北大學、東

吳、世新、佛光及臺北商業技術

學院鼎力支持，推動中心碧湖國

小與三芝國小招募三十多所K-12

的種子教師齊聚政大培訓。

齊聚各學制師資  
培育綠能人才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表示，本

次種子教師培訓對象遍及幼稚

園、國中小及高中教師，教材編

撰係一大挑戰。在跨校編撰委員

會歷經半年的籌備，初步完成能

源入門、能源與生活、節能減碳

與能源管理等多門專業教材。講

員由產官學界專家共同擔綱，國

家文官學院教學實驗室亦參與合

作。

周麗芳說明，為營造對話式學

習氛圍，本次培訓將搭配世界咖

啡館的互動設計，激發種子教師

對氣候變遷的認知與行動。此

開發垂直整合服務模式
政大培訓K-12綠色種子教師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主持「K-12

種子教師培訓」活動，預告將出版

系列電子書，發揮能源人才培育的

影響力。

▲教育學院詹志禹院長強調，前後

測旨在評估種子教師的態度、滿意

度與教學技能變化。

▲國家文官學院教學實驗室黃靖麟

主任主講能源與生活，鼓勵種子教

師發揮創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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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案設計的示範教學也是重

點，將導引種子教師自行創作能

源教育教案，嘗試研擬縣市能源

教育推動計畫，由種子教師散播

至學生，班級驅動學校，社區擴

散到縣市。

持續K-12培訓  
擴展培育計畫
為能有效評量種子教師學習成

效，教育學院院長詹志禹率教育

系師長規劃培訓前測與後測，包

括能源教育知識測驗與能源教育

素養問卷。詹志禹表示，前後測

旨在評估種子教師的態度、滿意

度與教學技能變化，除可瞭解種

子教師對推動能源教育的信心與

動機，亦可作為教材改進指標。

關於此次垂直整合教育服務模

式，周麗芳預告將出版系列電子

書，將本次大學輔導轄區內國中

小能源推動中心，共同研發教

材，培育種子師資，設計能源教

案的寶貴經驗集結成冊。藉由互

動式數位平台的傳播路徑，發揮

能源人才培育的影響力。▲能源種子教師聚精會神作答學習前測。

▲能源經濟管理資源中心與推動中心共同辦理K-12種子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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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

為
回應環境變遷所帶來的

社會衝擊，尋找多元因

應之道，本校綠色能源

財經研究中心與人文研究中心攜

手，於16日共同主辦「能源與歷

永續發展鑑古知今
政大開辦能源與歷史工作坊

史工作坊」，嘗試由人類歷史脈

絡中歸納永續發展的可能路徑。

回溯能源歷史  
生活反璞歸真

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表示，人

類文明生活與環境生態崩壞不應

是截然取捨的零合遊戲。綜觀能

源在生活上的運用，以烹飪、取

暖、照明為最。藉由歷史角度溯

源，綜整先人的智慧與經驗，可

瞭解文明進步與能源使用的交互

影響路徑，從中勾勒現代人反璞

歸真的可能生活模式。

文學院院長兼人文研究中心主

任周惠民指出，本次工作坊開辦

有兩項重要意義，一方面是帶領

同學進入能源歷史領域，創造相

互問學與討論的機會，由觀念型

塑到動態展示。

其次，要提醒社會，去關心以

前的人在能源使用及宣導上的經

驗，作為當前案例素材，也可豐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主持「歷史與能

源工作坊」，建議開闢「能源歷史」新

興研究主軸，引領學群未來研究方向。 ▲文學院碩博士生自發完成八篇報告，題材生動有趣，現場討論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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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院長周惠民

▲歷史系碩士生藍元鴻 ▲歷史系博士生詹子嫻 ▲台史所碩士生許雅婷

富歷史教學內容。

往返古今能原史  
開拓綠能新視野

歷史與能源工作坊分三場次進

行，聚焦古代的能源利用觀、近

代的能源利用變遷、歷史上的節

約觀念演進。由文學院碩博士生

自發完成八篇報告，包括金元時

期的燃料使用、由道教戒律看能

源儲養與生態保護、能源利用與

照明工具的演變、老虎灶與能源

集中使用的關係、日治時期臺灣

家庭能源宣傳等。報告題材相當

生動有趣，現場討論熱烈。

周麗芳強調，本次工作坊結合

能源與歷史，算是創新嘗試。過

往能源研究多側重科技技術，較

少顧及人文社會，更遑論歷史哲

學思證。周麗芳建議未來可結合

本校在文史方面的卓越積累，融

入能源經濟與社會法政的豐厚涵

養，開闢跨領域「能源歷史」

新興研究主軸，引領學群研究方

向，使人類文明與環境生態平衡

發展。▲輔仁大學歷史系助理教授蕭道中

▲歷史系孫鐵剛教授



小朋友集體合作完成「環保拼拼樂」比出勝利手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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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

為
善盡大學推動環境教育

的使命，本校綠色能

源財經研究中心規劃

培育綠色小尖兵，於19日結合指

南服務團、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總務處與學務處共同舉辦「環保

IN夏─綠色環保體驗夏令營」。

近200名來自80餘所國中小的學

童，在本校環保領航志工的導引

下，搶先體驗政大一日環保遊。

環保態度「做中學」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表示，能

源觀念的形塑有賴時間逐步積

累，能源人才的培育需向下扎

根。綠色環保體驗夏令營定位在

知識、創意、生活與實踐四大構

面。經由「做中學」的教學設

計，將使課程延伸至活動，活動

延伸至生活態度，讓環保知識的

▲近200名來自80餘所國中小的學童，在本校環保領航志工的

導引下，搶先體驗政大一日環保遊。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 ▲環保百萬小學堂闖關活動，現場搶答隨處可見，有效達成節能減碳的宣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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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環保體驗夏令營超夯！

傳遞不再生澀僵硬，落實寓教於

樂的目標。

綠色小尖兵 環保初體驗

為使學童一窺政大綠色校園，

體驗自然生態之美，總務處連國

洲組長導覽環境特色與校園綠建

築，示範游泳館太陽能裝置設備

及雨水回收循環系統。東吳大學

會計系翁霓教授則以食物里程解

構漢堡的碳足跡，並帶領學童動

手調配汽水，模擬碳足跡的產生

過程，設法讓碳「看得到、摸得

著」。

會計系林良楓副教授發揮創

意，帶領學童FUN心享樂，環保

RUN起來。藉由有趣的環保百萬

小學堂闖關活動，讓學童從遊戲

中了解垃圾減量、資源回收及

重要環保資訊。以貼近學童日

常生活的設計，大大提高學童

學習動機，現場搶答情境隨

處可見，有效達成節能減碳

的宣導效果。

藉由夏令營的暖身，指南服務

團王正偉指導老師期許學童感受

指南精神，未來能將環境守護的

社會關懷普及至山地離島地區。

周麗芳則鼓勵每一位綠色小尖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415

環保    夏 IN
政大舉辦「綠色環保體驗夏令營」，

藉由「做中學」，希望讓課程延伸至活動，

活動延伸至生活態度。

兵 許 下 大

心願，萃取夏令營的感想與收

穫，持續發揮擴散的力量。周麗

芳也預告，將協助本校環保領航

志工創造更多服務學習的平台。

▲夏令營設計了多款活動，讓小朋友玩得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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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

為
降低全球暖化帶來的溫

室氣體效應，國際間逐

步要求企業揭露碳資

訊，從投資風險角度提供利害關

係人參考。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

心6日舉辦「碳權交易會計處理

與揭露」論壇，擴散研究成果，

爭取新領域的發言權與主導權。

碳權交易會計處理 
宜速建立各界共識

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表示，各

主導制度規格　政大引領
碳權交易會計處理與揭露

國多由價格與數量層面推動溫室

氣體減量。價格策略多聚焦課稅

與補貼，數量策略則以總量管制

與碳排放交易(Cap and Trade)為

主軸。環顧國際碳市場，首要任

務就是建置交易平臺，規劃包括

碳商品、碳紀錄、碳交易、碳結

算、碳會計等整體服務系統。

根據環保署統計，我國已有

250家企業自願登錄碳排放量，

約佔我國總排放源70%。在溫室

氣體減量先期專案及抵換專案

下，企業取得減量額度認證，可

作為日後抵換減碳量與排放交易

的依據。周麗芳認為，如何建立

一套公信且透視的碳權交易會計

處理制度，宜儘速取得各界共

識。

財政系副教授何怡澄表示，碳

權交易會計處理必須能真實報導

企業財務變動與經營績效。總量

管制下，會計處理沒有一致規

範，常見碳權會計處理有美國

淨額法、國際會計準則的成本法

與重估法。經權衡財務報表品質

指標，在模擬可瞭解性、可比較

▲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主持「碳權

交易會計處理與揭露」能源財經論

壇，鼓勵政大團隊結合學術社群，

主導我國制度規格，引領碳會計發

展。

▲財政系教授何怡澄認為，國際

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所提出的

IFRIC 3重估法，是較適宜的碳權

交易會計處理方法。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營運長張

嵐菁強調，碳排放是企業的環境責

任，企業應加以揭露，並以公允價

值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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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制度規格　政大引領
碳權交易會計處理與揭露

▲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研究所長李堅明認為，產官學界宜攜手

研擬標準化碳交易財務會計準則，加速碳交易制度推動。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456

性、可靠性與攸關性等數據後，

何怡澄認為，國際財務報導解

釋委員會所提出的IFRIC 3重估

法，是較適宜的碳權交易會計處

理方法。

公開碳排放交易
企業的環境責任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營運長

張嵐菁則強調，碳排放是企業的

環境責任，企業應將此責任認列

為負債，依據法令加以揭露，並

以公允價值認列。許多企業已將

碳揭露納入年度報告中，提供投

資者參考。不過，張嵐菁坦承，

現階段存在實務瓶頸，例如企業

碳揭露方式缺乏一致性，很難比

較企業及產業間碳揭露財務報表

的內涵，也難量化評估碳足跡的

具體成效。

臺北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

研究所長李堅明認為，企業碳資

產管理攸關企業永續經營。在綠

色經濟體系下，如何建置財務會

計制度，適切反映企業財務績效

與股東價值，益顯重要。碳交易

財務會計涉及會計科目歸屬與公

允價值認定等，產官學界宜攜

手研擬標準化碳交易財務會計準

則，加速國內碳交易制度推動與

發展。

周麗芳分析，碳排放交易制度

為跨領域新興議題，牽涉經濟、

會計、財政、金融、法律、公共

治理與環境科技等，契合政大特

色專長。他鼓勵更多師生參與對

話，以政大為核心，連結學術社

群，主導制度規格，引領我國碳

權交易會計處理與揭露方式，加

值企業競爭力。

▲碳排放交易制度為跨領域新興問題，值得持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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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

為
充實學術基礎建設，本

校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

心建置能源經濟管理資

料庫，結合工研院、資策會及台

灣經濟研究院的多項綠色產業資

料庫，提供師生快速且便捷的服

務。綠能中心與圖書館於15日共

同舉辦「能源經濟管理資料庫加

值應用研習營」，廣邀校內外學

術社群參與，擴散資料庫外部效

益。

能源資料庫落成  
蓄積綠能影響力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表示，資

料庫是人文社會領域研究的基礎

建設，藉由資料庫的典藏，得以

超越時空，真實記錄人類文明的

發展進程，系統化呈現不同經濟

社會的生活脈絡。研究者如能針

對興趣主題，透過資料庫加值應

用，除可提升研究產出的效率，

亦可創造更多元的知識價值。

周麗芳說明，今年購建的資料

庫屬第一階段，著重在能源資料

庫、綠色科技資料庫、太陽光電

佈建學術基礎建設 綠能中心
建置能源經濟管理資料庫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高鴻翔產業顧問

▲工業技術研究院游啟聰副主任
▲東吳大學會計系吳怡萱副教授

產業資料庫、產經資料庫及大

陸區域經濟與產業趨勢資料庫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主持「能

源經濟管理資料庫加值應用研習

營」，強調資料庫是人文社會領域

的基礎建設，能帶來研究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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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集結眾人智慧，分享資料庫加值應用的經驗與創意。

等，開放師生使用。此外，為

培養學生對產業營運的實戰能

力，中心特別購置企業模擬系

統BOSS（Business Operations 

Simulation System），營造多邊

模擬情境，縮短學用落差，提升

學生就業競爭力。

資料庫 資訊回饋的平台

本次研習營特別邀請工研院產

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游啟聰副

主任、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高

鴻翔產業顧問與陳亭安規劃師、

台經院徐孝義經理蒞校實地解

說，協助使用者快速擷取即時的

資訊。

另一方面，會計系林良楓副教

授則介紹BOSS軟體如何導入課程

設計，讓學生孰悉企業營運流程

與邏輯思維，並將低碳投資作為

策略選項。

圖書館劉吉軒館長壓軸上場，

以「從史料中解讀政治資訊」為

例，發表資料庫加值應用技術與

成功案例。他並說明，就連照片

的隱藏意涵，經由標籤歸納，也

能發揮意想不到的能量，看出人

類情感生活的遺跡。劉吉軒表

示，當資料變成資訊，再轉換為

知識，就能產生有用的價值，甚

至開創出新的思想。

周麗芳預告，中心將持續推廣

綠能資料庫加值應用，讓更多師

▲圖書館劉吉軒館長表示，當資料變成資訊，再轉換為知識，就能產生

有用的價值，甚至開創出新的思想。

生體驗資料庫帶來的研究綜效。

同時，中心將扮演資訊回饋平台

的角色，讓資料庫的需求端與供

給端有對話機會，刺激資料庫的

建置介面更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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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

因
應全球碳交易熱潮，我

國已著手建置碳交易平

台，社科院綠色能源財

經研究中心、財稅政策與制度研

究中心1日共同舉辦「碳交易課

稅問題面面觀」論壇，邀請校內

外財稅專家齊聚研討，爭取碳交

易課稅的發言權與主導權。

碳交易課稅納 
廣納多元意見

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表示，碳

因應全球碳交易熱潮
政大開啟我國碳交易課稅對話

交易課稅問題涉及層面廣，碳權

的法律屬性究為一般商品或金融

商品，國際上未有定論。隨著碳

權取得方式不同，免費核配或拍

賣核配是否課稅有別也值得討

論。包括碳權交易是否課徵營業

稅？稅基為何？稅率多高？碳權

額度轉賣收入是否納入所得稅課

徵？…因為涉及買賣雙方權利義

務，都必須凝聚共識。

臺北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

研究所長李堅明指出，德國、法

國、奧地利、荷蘭界定碳權為一 ▲中華財政學會理事長徐偉初

▲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

院長蘇建榮

▲景文科技大學理財與稅務規劃系

教授朱澤民

▲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研

究所長李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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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商品；芬蘭、丹麥、義大利、

西班牙等11個會員國界定碳權為

無形資產或金融資產。目前除了

塞浦路斯外，所有會員國均對碳

交易課徵15-27%營業稅，也多將

碳交易利得併入所得

稅處理。

碳交易屬性  
學界看法不一

臺北大學公共事務學院院長蘇

建榮認為，若界定碳交易為金融

商品，可課徵證券交易稅，若當

成一般商品，則課徵營業稅。不

過他憂心，臺灣產業以出口為導

向，在營業稅出口退稅時，應避

免「碳留國內、稅退廠商」。

政大財稅中心主任黃明聖則補

充，對國外取得的進口型碳權，

應避免「稅繳國外、碳留國內」

的不合理現象。

景文科技大學理財與稅務規劃

系教授朱澤民認為，碳交易屬性

類似與管理。「權利」，可視為

商品或勞務，照著營業稅法的規

定走。不過他也提醒，財政部即

將啟動能源稅，將與碳交易課稅

存在競合關係，將來是否產生雙

重課稅現象，值得重視。

財政系教授何怡澄、副教授陳

香梅以及會計系副教授林良楓

都同意，碳交易性質接近金融

商品，交易時涉及證券交易稅。

不過，中華財政學會理事長徐偉

初持不同看法，主張碳排放權有

消滅問題，不宜列為金融資產；

對政府免費核配的碳權，應不課

稅，但屬政府賣出碳權，則可課

稅。

周麗芳肯定透過論壇激發學界

多元對話，也鼓勵師生勇於探索

社會制度背後的成因與思考脈

絡。綠能中心預告，後續還持續

辦理能源稅與碳交易課稅相關論

壇，讓我國租稅制度形成的過程

能納入更多人的聲音。▲財稅中心主任黃明聖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612

▲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主持「碳交易課稅問題面面觀」能源財經論壇，

期待我國租稅制度形成的過程能納入更多人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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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未來想像 綠能中心
舉辦能源危機與社會創新論壇

隨
著能源問題浮現，各國

政府紛紛推出永續發展

政策，導入社會創新制

度。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與教

育部能源經濟管理科技人才培育

資源中心8日舉辦「能源危機與

社會創新」論壇，學者認為，中

國大陸已經推出多項相關政策，

但成效還有待評估。

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表示，人

類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耗用大量能

源，導致大自然資源逐漸匱乏。

過往的經濟成長多根植在「褐

色」基礎上，以破壞環境生態

為代價；現今各國經濟結構逐

漸朝「綠色」經濟轉型，追求

環境永續、經濟成長、能源安

全的3E(Environment, Economy, 

Energy)均衡發展，並藉由一連

串社會創新過程，導引目標實

踐。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林義鈞說明國際關係理論常見的

四種環境分析觀點，生態威權主

義強調國家傾向自私自利，需成

立世界政府處理環境汙染問題；

現實主義將環境議題視為國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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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議題；自由制度主義支持成立

相關國際組織；社會建構主義則

強調政府間互動演化過程。

中國大陸發展低碳經濟
態度驅向積極

國關中心研究員宋國誠指出，

中國大陸目前已是世界最大的

二氧化碳排放國，預估在2030-

2035年間，碳排放量將占全世界

總量50%。2007年起，中國大陸

對發展低碳經濟的態度驅向積

極，低碳經濟堪稱可持續發展戰

略的重要工程。

政治系助理教授蔡中民則認

為，能源危機取決於石油供應的

持續性與穩定性，其中人為因

▼會後合影

素的衝擊比自然因素更嚴重。近

年來，中國大陸積極主導環境領

域社會創新，鼓勵非政府組織、

訂定能源效率與分級標準、推行

節能產品認證、直接補貼及家電

下鄉等。然而，他也強調，政策

目的究為提振綠能產業或保護環

境，成效猶待觀察。

論壇吸引關心環境的同學參

與，來自浙江大學的潘晨就分

享，他的家鄉山西省蘊藏煤炭，

但近年來大量開採，導致四周煤

礦幾被挖完，就快成為空心城

市，倘若這時發生大地震，將對

家鄉造成重大衝擊。

周麗芳提醒，能源危機不盡然

於短時間內發生，然而社會制度

的醞釀、立法與推動往往存在時

間落差。鼓勵師生攜手想像未

來，結合在地特色與生活脈絡，

預見趨勢、診斷問題，並對可能

的能源危機開出創新處方。

▲國關中心研究員宋國誠 ▲政治系助理教授蔡中民 ▲國關中心研究員林義鈞 ▲浙江大學潘晨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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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廣綠色校園觀念，綠色

能源財經研究中心與學

務處、環保署共同籌辦

「點石成金綠色生活展」，16日

起在風雩樓展出多項回收物資製

作品，鼓勵更多人實踐資源循環

利用觀念。

環保首要件 廢棄物減量

隨著人類文明進化，日常生活

中產生越來越多的廢棄物，綠能

營造綠色校園
點石成金綠色生活展開幕

中心主任周麗芳舉例，臺灣一年

光是塑膠容器類回收量就達14萬

公噸，相當於70億個寶特瓶，疊

起來有四座101大樓體積。這些

生活中隨手即丟的垃圾，已經為

環境帶來沈重負擔。

周麗芳提出Reducing(減量)、

Reusing(再利用)、Recycling(回

收使用)，鼓勵師生首要減少廢

棄物的數量，交換重複使用二手

衣、書本及家具，並確實回收以

促進廢棄物循環再利用。

綠色生活展場秀

現場展示許多由環保署提供資

源回收再利用的作品，讓人看見

只要加上創意，即使是要丟棄的

廢棄物，還是可以變身讓人驚艷
▲環保製品─保暖雙色菱格圍巾

▲環保製品─PVC再生腳墊 ▲PP發泡環保二孔拱型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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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需品。像是「多元回收展示

道具盒」就活用不同物資，同時

呈現各資源回收利用階段。

另外，像是以廢鐵再製成機器

人的裝置藝術，慈濟志工利用回

收寶特瓶變身再生纖維編織成圍

巾，還有使用PVC回收再製的塑

膠地毯、腳踏墊、止滑地墊等，

都是回收再生的成果。

除了實物展品，會場同時陳列

各類回收資源再利用的實作海報

看板及影片，讓參觀者更了解各

項資源回收後的製造流程。

「很多東西其實不要用過就

丟，那都是很寶貴的資源。」周

麗芳表示，透過展覽希望加深大

家印象，不要認為不用的物品就

是垃圾，經過回收再利用後，不

僅可以保護環境，還可以變成新

的原料來源，創造附加價值。

▲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主持「點石成金綠色生活展」，希望推廣資源循

環利用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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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狹人稠的台灣，農業與環境

是我們永遠的課題。本校綠色能

源財經研究中心5日舉辦「永續

農業與生態保育」論壇，透過對

話與討論，反思台灣要如何使用

人文創新的模式，改變在地的農

耕環境，創造屬於台灣的獨特農

業價值。

農業、生態、經濟 
三方均衡發展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說明，自

然資源有限的台灣應比其他國家

更重視世代正義，農業發展既要

滿足當前世代的需要，又不危害

未來世代的滿足，應致力於社

會、生態與經濟三者均衡的永續

發展。同時，追求人類與自然共

生、人文與科技共榮，實踐低碳

生活、資源效率與社會包容的價

值新主張。

德國有機生產  農場自給自足

地政系顏愛靜教授分享德國巴

伐利亞經驗，說明農業核心政策

是農耕地景方案（KULAP），運

用多功能農林業思維，聯合生產

人文創新價值新主張
綠能中心倡永續農業與生態保育

商品（糧食）和非商品（文化地

景）。農業生產降低肥料使用，

促進優美的空氣、環境，增加正

向外部性，發展觀光樂活產業，

創造當地就業機會，藉此維護生

物多樣性與減緩土壤侵蝕。

德國目前正努力推動有機生

產。目的是要盡可能在農場上實

現封閉的氧分循環，由農場提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主持「永續

農業與生態保育」論壇，希望導入

人文創新能量，讓文山成為一個會

呼吸的美好城市。

▼師生響應追求人文創新價值新主張，倡議永續農業與生態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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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自己的飼料和營養基礎，提高

土壤肥力並以適合的方式飼養動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612

▲地政系顏愛靜教授 ▲地政系劉小蘭教授 ▲國關中心第四所副研究員趙甦成

物。顏愛靜解釋，如果好好利用

有機的方式栽培土地，讓土地健

康，以土地倫理為本，土地就會

以健康的方式回報我們。

加強我國農業政策管理

地政系劉小蘭教授則認為，台

灣農業最弱的環節是公共政策管

理。他說明永續農業的意義是在

經濟上追求農業生產量的持續成

長，在環境上使用環境友善的方

式生產，在社會上追求傳統農村

及社會的公平正義。如何讓公民

參與並願意共創價值是政府治理

的優先課題，環境教育扎根尤其

重要。

國關中心第四所副研究員趙甦

成分享他的觀察，希望農業可以

是多功能複合體，結合生產、生

活與生態。他說，有埤塘之鄉稱

號的桃園一直想發展農業與觀

光，但近年來一個個埤塘都被填

起來了，可見發展碰到瓶頸。趙

甦成也關心有機農業，感慨目前

沒有太多誘因讓民眾與業者有動

力執行。

周麗芳則指出，政大所在的文

山區以農產為主，除了木柵鐵觀

音享譽盛名，綠竹筍產量更居全

市之冠，還有著名的三貓（貓

熊、貓纜、貓空）文化，很有潛

力發展為綠色生態典範社區。

綠能中心將持續邀集師生進行

在地實踐，導入更多人文創新能

量，讓文山成為一個會呼吸的美

好城市。

▼師生響應追求人文創新價值新主張，倡議永續農業與生態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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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國家型人才培育計畫成果展

教育部能源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計畫成果展11月10日起在高雄國立科學工

藝博物館舉辦，教育部能源經濟管理科技人才培育資源中心主持人、綠色

能源財經研究中心主任周麗芳也率領夥伴學校參展。

綠能中心獲肯定

▲教育部顧問室主任胡志偉(左)肯定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中)率領夥伴學校用心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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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目標  
永續思維教學

教
育部顧問室主任胡志偉

表示，氣候變遷與全球

暖化是各國政府無法

迴避的重大挑戰。人類生存已走

到環境懸崖，一定得尋找一條出

路。

教育部推動能源國家型科技人

才培育計畫的目標，希望培養更

多環保尖兵與綠色種子，共同守

護地球與家園，也肯定政大團隊

用心經營。

周麗芳說明，政大自今年初設

置教育部能源經濟管理科技人才

培育資源中心以來，積極包括將

永續思維導入教學，培育中小學

綠色種子教師並編撰教材等工

作，並成立能源經濟管理體驗實

驗室，架設綠色低碳互動知識網

站，開辦能源財經論壇與主題工

作坊，舉辦學生創意實作競賽，

帶領社區民眾參與未來想像，同

時強化國際學術社群連結。

周麗芳：綠色生活態度

協助參觀民眾更容易了解計畫

內容，除有系統導覽各夥伴學校

的創意設計與執行實績，中心還

設計生動活潑的互動式影片。

地政系副教授詹進發、助理教

授林士淵聯手開發「農夫市集綠

色雲」，結合綠色產銷與雲端技

術，縮短食物碳足跡，鼓勵綠色

生活圈，更吸引許多參觀者。

「綠色，可以是一種生活態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790

度」，周麗芳希望藉由這次成果

展，可以讓更多民眾共同體認生

態環保的重要，認為只有追求兼

顧環境、社會與經濟三者均衡的

永續發展，形塑新的價值主張，

才能導引人類走出一條生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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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攜手天津大學
開闢綠色低碳經濟發展道路

為
開闢大中華區域綠色經

濟道路，本校綠色能源

財經研究中心與中國大

陸天津大學管理經濟學部於19日

假天津大學舉辦第一屆兩岸「綠

色低碳經濟發展」研討會，並攜

手進行天津生態城個案分析，搭

建兩岸綠色經濟對話平台，為雙

邊合作奠定紮實基礎。

兩校交流能源管理視野

天津大學管理經濟學部張維主

任指出，該校管理經濟學部係整

合管理科學與工程學院、工商管

理學院、公共管理學院及經濟學

院組成跨學科學部，目前教師人

數約150人，在大陸能源管理學

科居領先地位。張維稱許本校綠

能中心的研究前沿能量與社會實

踐貢獻，期望雙邊研究團隊發揮

一加一大於二的影響力量，共同

導引永續發展方向。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率先介紹

政大在能源財經領域的研究現況

與作法，並說明臺灣地區能源國

家型計畫的政策主軸與人才培

育。周麗芳強調，能源課題已超

越自然科學與技術創新的框架，

應回歸人本思維，由人文創新與

需求面著手，探討環境風險認

知、公民參與過程、政策決策因

子等，尤其需落實在地實踐，考

量本土問題與給予診斷，方能縮

短政策執行落差。

本校與天津大學
交流綠碳經濟發展

在雙邊團隊的腦力激盪與共同

努力下，本次「綠色低碳經濟發

展」研討會聚焦三大主題成果發

表：減排成本效益分析、減排目

標管理、減排測量與評價，總計

▲政治大學與天津大學共同主辦第一

屆「綠色低碳經濟發展研討會」，搭

建兩岸綠色經濟對話平台。

▲天津生態城動漫園能源站。

▲天津生態綠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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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生態綠建築。

發表十餘篇論文。包括綠色供應

鏈與碳足跡、低碳管理的制度障

礙、能源稅與排放權核配、城市

碳排放估測與驅動因素等。

財政系陳香梅副教授應用資料

包絡分析法探討企業生態效率。

會計系林良楓副教授與周麗芳分

析企業減碳投資、減碳績效和經

營績效的關聯性。臺北大學自然

資源與環境管理研究所李堅明所

長與天津大學杜慧濱副教授分別

提出最適碳核配的減碳比率與溫

室氣體目標管理模型。地政系詹

進發副教授與林士淵助理教授運

用衛星技術測量臺灣和韓國區域

碳排放量。

周麗芳與張維進一步建議，根

據雙方專長及特色建立未來合

作模式，可共同出

版專書、撰寫低碳

社區個案、籌辦學

術研討會、舉行兩

岸學生低碳策略競

賽、進行3D遙感衛

星影像跨城市碳排

放估測、探討大中

華地區綠色產業行

為與制度面跨文化

差異分析等，歡迎

更多有興趣的師生

共同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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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

在地關懷 綠能中心
辦貓空生態與文化工作坊

貓
空為台北城南具特色地

標，但長期擺盪在經濟

開發與生態保育的十字

路口。本校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

心、總務處以及文山區區公所於

23日共同舉辦「貓空生態與文化

工作坊」，希望共同為貓空發展

尋找出路，日本埼玉大學師生也

專程前來取經。

檢視文山社區榮衰軌跡

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說明，貓

空地區富藏自然資源與文化底

蘊，惟近年營運衰退、觀光熱潮

不再，貓纜新鮮感消退後，茶坊

與餐廳更難有起色。周麗芳表

示，貓空最大的挑戰在於「沒有

屬於自己的特色」。本次工作

坊希望能拋磚引玉，集結知識社

群，對貓空發展進行多方檢視，

協助貓空定位並導引貓空再生。

宗教所李豐楙講座教授由「山

水學府：木柵巡禮」出發，帶領

大家從木柵人觀點認識木柵。李

豐楙在指南宮、動物園、貓空茶

園等常見的木柵地標外，更介紹

「隱藏的木柵」，即張姓種茶人

家、張姓賣茶者與張姓人的信

仰：張尪公，並以集應廟的文化

網絡交織木柵人的情感聯繫與生

活變遷。

副總務長蔡育新則從都市計畫

角度切入，探討貓空如何由「車

水馬龍」回歸平凡。他認為貓空

過去湧入大量觀光客，帶來過

度繁榮，造成潛在地質災害、

產業道路壅塞、廢汙水與違章建

築等。蔡育新認為貓空觀光休閒

特色不足、地質不穩定、土地零

碎、廉價進口茶的競爭都是貓空

經營瓶頸。

兩國相互借鏡 
大學社區互利

來自日本埼玉大學的梶島邦江

教授比喻，政大之於貓空，就像

埼玉大學之於所澤，貓空經驗值

得借鏡。梶島邦江說明，崎玉縣

在高度都市化下，農地與綠地

快速減少，礙於農地法規定農地

不能自由轉移，農民無力耕作又

無法轉移，導致農地荒廢。日本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歡迎日本

埼玉大學梶島邦江教授前來取經。

▲日本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李世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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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關懷 綠能中心
辦貓空生態與文化工作坊

現正推動農地活化政策，透過自

產自銷體系，將農業、製造業、

服務業相結合。地方政府除提供

補助，也降低農地繼承的遺產稅

賦。

日本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李世

暉贊同梶島邦江的想法，認為貓

空未來願景的勾勒是區域發展核

心環節，在地民眾若能凝聚共

識，公部門就不太需要發號司

令。但若民間凝聚力不足、資訊

有落差，大學就該扮演中介協助

的角色。日本的大學常將週邊區

域當成師生研究成果應用場域，

值得我國學習。

文山社區發展 
政大可提供專業

文山區區公所視導周祥傳則說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672

明，貓空現在首推安全農業與有

機農業，未來將設計茶葉生產履

歷，透過架設攝影機，記錄茶業

的生長與製造過程，讓在地人敘

說自身故事，成為傳遞情感的好

商品。台北市文山區安全社區暨

健康城市促進會總幹事鄢健民呼

籲，別讓貓空的狀況再惡化，應

力圖貓空的再造與興盛。

民族學系副教授王雅萍則說明

「守護景美溪聯盟」的運作，並

分享如何帶領學生進行指南山城

耆老口述歷史、指南宮文史資料

田野調查等。地政系副教授詹進

發則認為，農地發展與土地利用

大有關係，光靠農業生產所創造

的經濟價值有限，他建議，可開

發資訊共享平台，讓更多外地人

有意願到貓空觀光。

對於埼玉大學所做的在地實

踐，周麗芳認為與政大目前積極

推動的大學城計畫一樣，都希望

將專業知識運用到周遭環境，帶

動社區總體發展，是一件值得鼓

勵與持續投入的工作。他也期盼

琦玉大學和政大都能成為區域大

學城的生態及文化重要推手。

▲宗教所李豐楙

講座教授

▲副總務長蔡育新 ▲地政學系詹進發教授 ▲民族學系王雅萍

副教授

▲文山區安全社區暨健康城市促進

會總幹事鄢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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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

企業競爭力 
含括綠色經營

綠
能中心周麗芳主任指

出，綠色元素逐漸主導

企業國際競爭力，台灣

廠商應翻轉觀念，不僅要提供好

的產品和服務，還要能與環境共

生共榮，提早布局綠色生產力策

略。周麗芳舉例，企業可朝綠色

品牌、綠色投資、綠色產銷、綠

創造新價值 綠能中心
倡議綠色會計與永續責任

節能減碳風潮下，綠色會計蔚為全球新趨勢，企業永續報告也被視為企業邁向

永續之路的致勝關鍵。本校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結合中華會計教育學會、安

永聯合會計事務所等社群於3日主辦「綠色會計與企業社會責任座談會」，倡

議以永續社會責任創造企業新價值。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倡議永續社會責任，希望創造企業新價值。 ▲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大中華區

氣候變化與可持續性發展服務主管

合夥人唐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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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廠房、綠色資訊揭露，乃至零

廢料與低碳足跡的目標努力，唯

有參與高關懷社會系統的營造，

方能創造企業永續經營利基。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營運長

張嵐菁認為永續發展並非大企業

專屬領域，他以「三重盈餘」來

鼓勵中小型企業實行社會責任，

即兼顧環境、社會和經濟效益，

不僅可以加強利害關係人的信

任，改善風險管理，提高企業識

別收入，還可控制成本，提高營

運效率，打造更好的公共形象。

環保署溫減管理室簡慧貞執行

秘書在報告中指出，我國已將

「溫室氣體」公告為空氣污染

物，可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

執行各項溫室氣體管制工作，包

括排放標準、以污染泡進行總量

管制與交易、及收取空污費協助

業界改善等。未來將建置臺灣排

放交易制度，協助企業接軌國

際，達成國家減量目標。

產官學致力發展
綠色經濟效益

本校會計系林良楓副教授則指

出，目前碳權交易會計處理問題

在國際上尚未有一致性的規範，

而廠商自由選擇是否揭露，使得

各公司財務報表表達不一致，也

失去可比較性。因應環保署碳交

易平台的建置，相關會計配套、

稅務處理、權責單位應儘早規

劃，俾便企業能提出一致的交易

紀錄，減少揭露方式的疑慮。

台塑總管理處李純正組長表

示，台塑所屬南亞公司自2004年

開始推動環境會計，於2008年並

進一步推廣至所有台塑關係企

業，台塑2010年所投入的環境支

出高達266億台幣。藉由環境會

計分析，台塑得以評估環境支出

效益，並納入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將企業環保效果以具體方式

揭露給利害關係人。

安永大中華區唐嘉欣會計師也

提到，企業社會責任的潛在收益

應透過有效降低風險、獲得員工

認同、提高企業聲譽、增加財務

收益、實現管理提升、發現新的

市場及需求等來贏得競爭優勢。

企業在實現經濟績效增長時，需

關注在地環境與社會的永續發

展，除為股東創造價值，也要考

量廣泛利害關係人的權益。

有鑑於企業觀念的翻轉需要由

下而上的自發力，周麗芳預告，

綠能中心將持續結合產官學界力

量，不斷導引與論述企業社會責

任的觀念，希望能帶動更多企業

共同演化，創造企業新價值。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880

▲「綠色會計與企業社會責任座談會」集結產官學界熱烈對話，為企業

尋找綠色競爭力。

▲台塑總管理處李純正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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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

模擬策略布局 
能源經濟管理實驗室啟用

▲能源經濟管理實驗室10日啟用。

培養能源經濟管理科技人才的實戰力，模擬企業運籌策略與公共管理

布局，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在夥伴學校臺北大學、東吳大學、佛光

大學、世新大學、臺北商業技術學院的支持下，10日啟用國內第一個

「能源經濟管理實驗室」，並舉辦跨校成果聯合發表會，活化能源教

育，創新低碳管理。

世新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邱天助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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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能中心主任周麗芳感謝

校長吳思華行政支持與

會計系的空間協助，實

驗室初期將以碳交易為主軸，讓

參與者體驗國際及區域間能源消

費與供給的週流與限制；其次將

揭示全球碳交易市場區位分布、

交易數量、交易價格、交易流向

等機制條件與動態資訊，讓參與

者體驗碳的機會成本，並進行角

色扮演，模擬不同部門的行為決

策模式。

能源經濟管理實驗室執行長、

會計系副教授林良楓表示，能源

經濟管理實驗室將以互動式設

計，結合數位平臺，營造節能減

碳的環境學習氛圍，啟發實務應

用能力，並納入碳風險限制，研

發新版本Top Boss「綠色投資策

略成本效益」的軟體，帶領學生

學習綠色投資管理，進而影響企

業廠商的策略布局。

聯合成果發表會上，臺北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研究所長李

堅明鼓勵學生組團參與各項綠色

創意競賽，世新大學通識中心主

任邱天助建議，可強化通識課

程，培養綠色能源基本素養。

東吳大學會計系教授翁霓鼓勵

實地田野走訪，體驗人與自然的

和諧相處之道；佛光大學經濟系

助理教授賴宗福則提出反饋教

學，在綠色企業與學生間搭起橋

梁，培養落實環境素養的核心能

力。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梁啟源

參觀能源經濟管理實驗室時稱

許，在教育部有限的經費支持

下，政大與夥伴學校能展現豐沛

成果與多面向績效，未來可引領

培訓能源經濟與能源管理人才，

同時結合經濟政策與管理實務，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898

▲師生共同參觀能源經濟管理實驗室。

▲現場展出學生競賽作品的實物。

讓學生畢業後得以獲得綠色經濟

工作機會。

周麗芳強調，能源環保不只在

實驗室，也不僅是科學家的研

究，更需要結合政策，講究企業

責任，目標最終能實踐在每個人

生活中。她歡迎師生多利用能源

經濟管理實驗室，從事綠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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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

本
次活動發起人綠能中心

主任周麗芳指出，政大

為國際化典範學校，締

國際生化身環保大使

約學校達547所，外籍生人數與

比率居國內大學領先地位。本次

說家鄉能源故事比賽就是希望釋

放外籍生的能量與熱情，搭建外

籍生參與台灣社會的舞台，藉由

體驗與展演的活動設計，讓外籍

生帶領大家博覽各國文化風貌與

英國李克畫圖介紹英國2012年倫敦

奧運的五大節能減碳特點

環境變遷是全球面臨重大課題，各國無不巧思節能減碳的生活實踐方

案。本校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華語文教學中心、外語學院及國合處

舉辦「外籍生說家鄉能源故事」中文演講比賽。來自12個國家的外籍生

分享家鄉節約能源具體做法，共許地球一個美好未來。

細說家鄉

▲

能源故事

華語文教學中心 
張上冠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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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環境制度。

12國外籍生顯創意 
演講家鄉能源事

精心籌辦比賽的華語文中心主

任張上冠表示，本次參賽者相當

踴躍，來自12個不同國家，講題

內容多聚焦台灣與我家鄉的綠色

能源、我家鄉的環保政策與環境

教育、我所觀察到的台灣環境保

護等，在在顯現外籍生的人文關

懷。

來自泰國的丁正玉，台風穩健

地介紹家鄉泰國兩種綠色能源，

壓縮天然氣與海帶，尤其泰國積

極研發技術，希望開發海帶為生

質燃料。馬來西亞的陳錦煌對台

灣垃圾分類的成功模式很有感

觸，他認為馬來西亞需強化環境

教育，並克服環保知識的城鄉差

距，方能收資源回收之效。

來自美國的裴皇，大學主修生

物，使他對環境保護很有興趣。

他製作精美圖片，以生動的語調

分享平菇（鮑魚菇）解決環境

污染的神奇之處，他舉科學報

導說，將平菇種在受汙染的土壤

中，可改善土壤受汙染程度，也

因此呼籲大家「不要只是吃平菇

而已，太浪費了，讓我們用平菇

來救地球吧」。

英國李克畫圖介紹英國2012年

倫敦奧運的五大節能減碳特點，

並自行「頒獎」金銀銅牌給這些

特點，讓環保議題輕鬆可愛。比

利時的馮恩力從爸爸、朋友與女

友身體力行環保的行為中，體認

到「最好的環保老師就是自己身

旁周遭的人」。德國史雅各及韓

國李美蘭都提出手機汰換率高，

對環境造成嚴重汙染。

能源比賽 
激發「異文化的理解」

三位評審老師華語文中心教師

朱文宇、王克信及中文系副教授

洪燕梅對參賽者給予以高度肯

定，認為每位參賽者從選題、組

織到表達，都充分展現所屬國家

的風土民情與個人才

藝，個個有備而來。

尤其外籍生能運用所

學華文知識，充分闡

▲外語學院于乃明院長頒最優獎給

來自馬來西亞的陳錦煌同學。

俄羅斯籍雲佳愛同學

述能源的問題與對策，令人刮目

相看。

外語學院院長于乃明稱這場比

賽為「異文化的理解」，她認為

參賽者的肢體語言與講演內容就

是跨文化的展現，經由多元的激

盪，更能創造寬廣的思考脈絡。

于乃明也強調政大有雄厚的國際

能量積累，可謂擁有得天獨厚的

環境，可持續舉辦這類活動，發

揮外籍生的擴散影響力，扮演世

界通往亞太地區的橋樑。

周麗芳稱許每位參賽者都是青

年環保大使，從參賽報名到站上

舞台，就已經代表自身的國家對

環境保護做出貢獻。她期勉參賽

者不要拘泥獎項名次，在活動過

程的發光發熱也是甜美的收穫。

周麗芳也預告在說故事比賽之

後，將再邀學

生以「表演」

的形式繼續傳

遞環保愛地球

的情懷。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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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

中
國大陸崛起後，逐漸由

世界工廠轉型為世界

市場，能否在經濟發

展、環境保護與社會公平間取得

平衡，廣為各國關注。本校臺灣

研究中心與社科院綠色能源財經

研究中心於20日舉辦能源財經論

壇，探討中國大陸森林與水資源

治理，剖析公私治理的趨勢與挑

戰。

全球環境治理 
聚焦中國經驗

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表示，潺

潺流水看似取之不盡的天然資

源，惟全球仍有廣大面積仍處於

乾旱缺水狀態，現今約有10億人

口無法飲用潔淨水，世界各國每

天更有5000人因而死亡。如何普

及供水，改善飲用水的潔淨品

質，確保人民用水安全，是開發

中國家亟需解決的課題。

此外，周麗芳說明森林、海洋

與土壤是地球上主要的碳匯載

體，森林每年可淨吸收約5億噸

的碳。隨著砍伐森林所造成的

多元觀點
綠能中心財經論壇探討大陸生態

溫室氣體排放幾乎佔全球總排放

量的五分之一。如何藉由政府監

管機制的訂定，攜手民間協力執

行，共同保護森林，對抗森林濫

伐，避免人為因素導致環境持續

劣化，已為各國廣泛重視。

水、森林與生態城市
在中國的發展

臺灣研究中心主任顏良恭介

紹中國森林認證體系，並說

明「森林監管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FSC)」在

中國的發展現況。顏良恭表示，

中國愈趨關心森林永續管理，即

便是下游林場產品都希望推動森

林認證標章，藉此提升企業形象

及企業社會責任。然而，顏良恭

觀察，中國林產內需市場微弱、

企業認證產品成本過高、認證標

準嚴苛、多元參與不足將是實務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主持能源財經論壇，探討中國大陸森林與水資源治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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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重大挑戰。

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吳德美認

為水資源既是影響健康及環境的

公共財、又具可交易的私有財商

品屬性。中國熱衷水務私有化的

原因有二，一為都市公用事業管

理體制從極權轉向市場，二為現

代化管理模式的建立，包括費率

調整、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和

課責等。然而，吳德美也強調，

水務私有化帶動水價提高，社會

出現反私有化浪潮，公私治理將

為未來研究重點。

臺大地理資源環境學系副教授

簡旭伸在宏觀的歷史角度下，試

圖回答中國近年城市發展與土地

開發的背後動力。簡旭伸提出土

地開發三個時期，包括開發區

熱、大學城熱、生態城熱；在熱

潮中，中央與地方對土地開發態

度的博弈互動，產生中國獨特的

▼校內外專家針對森林認證、水產治理、生態城市廣泛分享中國大陸實

證案例。

▲政治大學臺灣研究中心

主任顏良恭

▲臺大地理資源環境學系

副教授簡旭伸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所長吳德美

城市發展特色。簡旭伸以批判性

態度反思，中國生態城市可能僅

是「舊瓶裝新酒」，以發展生態

為口號，實質為著眼地方財政的

土地開發。周麗芳回應，無論是

森林認證、水產治理、生態城市

的歷史觀點，皆提供我們跨領域

的系統思考。他鼓勵老師廣為分

享中國大陸蹲點研究成果，使學

理與實證之間有更多對話空間，

並將心得轉化為我國公共治理的

創新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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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中心

財
政學系周麗芳教授結合

跨校院系所專家，於社

科院籌組成立「綠色

能源財經研究中心」，致力綠色

能源及低碳社會的財經政策、制

度、法規相關議題前瞻研究，以

期建構綠色能源的產官學研交流

因應全球暖化衝擊周麗芳籌組
綠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

平台，促進國際暨兩岸發展經驗

及研究成果交流。 

低碳社會 全球趨勢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為21世紀

全球所面臨重大課題，我國目前

雖非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

約國，但基於氣候保護、能源安

全、經濟效益，實有必要以前瞻

思維、全球觀點、在地特色，落

實自願減碳行動，共建低碳社

會。 

交通部日前召開「兩岸綠色運

輸、觀光與能源的機會和挑戰論

壇」，周麗芳應邀發表再生能源

饋網電價機制與低碳社會，與兩

岸學術社群進行對話溝通。周麗

芳強調，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政

府間專家委員會（IPCC)指出，

▲政大社科院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周麗芳教授(右三)、陳香梅副教授

(左三)、林良楓副教授(左一)與環保署蕭慧娟執行秘書(右二）、開南大

學黃宗煌院長(左二)、清華大學范建德教授（右一）就綠色能源議題進

行深度討論。

▲周麗芳教授於兩岸能源論壇發表

論文，強調以綠色新政因應環境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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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過去百年來 平均氣溫上升

0.74℃，若不採取因應措施，在

各種情境模擬下，於本世紀末全

球氣溫將平均增加1.8至4.0℃，

海平面將平均上升18至59公分，

全球暖化問題必須嚴肅面對。 

另我國進口能源已逾總能源供

應量的99.3％，屬高度能源依賴

國家，惟囿於傳統化石能源的資

源稀少性，未來原油、煤、天然

氣等初級能源價格將持續攀升，

對國內家計與生產部門勢必帶來

嚴重衝擊，值得預先規劃因應。 

「再生能源饋網電價機
制」發展性

現階段各國紛紛開發無碳的再

生能源，藉由再生能源的促進與

推廣，逐漸取代傳統化石能源的

使用，達成減碳目標，期能緩

和地表氣溫快速上升的變遷趨

勢。另一方面，由於再生能源生

生不息，可增加能源供給，減少

對傳統能源的依賴。再生能源主

要係指太陽能、風力、水力、

生質能、地熱能、海洋能等能

源。根據OECD推估，全球再生能

源占總電能生產比率將由2006年

的18％，上升至2015年的20％、

2030年的23％。 

周麗芳就國際經驗分析，歐盟

已有20個會員國以再生能源饋網

電價機制(Feed-in Tariff, FIT)

做為主要再生能源促進工具。其

中又以德國堪稱典範，德國再生

能源法自2000年推動以來，執行

相當成功，2009年再生能源發電

佔德國總電力消費已達16.1％，

已大幅超過原訂2010年12.5％的

目標值，預計至2020年再生能源

發電將達30％以上，至2050年再

生能源發電將達80％。德國再生

能源法基本精神如今廣泛地被

世界各國所引用與學習，包括我

國。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條例」

已於2009年正式上路，邁向能源

發展新里程。 

兼顧環保效益、經濟效
率與社會正義三構面

周麗芳強調，再生能源饋網電

價機制可創造經濟誘因，促進再

生能源發展。惟再生能源躉購價

格必須合理，需彌平成本，又避

免暴利。而躉購電價的期間長

短，應考量廠商風險成本，維持

彈性營運調整。另系統成本的攤

提，宜自給自足支應，不宜對公

共財政帶來負擔。執行層面則需

簡化行政程序，降低官僚障礙。

至於財稅誘因則是再生能源饋網

電價機制的配套措施，亦需妥為

規劃與因應。 

有關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近

期另一個研究重心在於碳排放交

易市場。周麗芳說明，於2009年

的全國能源會議、溫室氣體減量

法，均將排放交易制度列為台灣

邁向低碳經濟社會的重要政策工

具。我國更於今年正式回應「哥

本哈根協議」，承諾2020年至少

減排30%以上(相對於BAU)，其中

碳權經營管理已成為「國家適

當減緩行動」(NAMAs)的重要配

套措施。爰此，國內有減量配額

責任的排放源，勢必面對嚴峻減

碳成本衝擊，排放源除優先於台

灣境內執行減碳及抵換專案外，

應優先規劃如何藉由公私協力方

式，考量成本有效性，連結國際

社群，參與碳市場及排放交易運

作，並由政府協助國內排放源尋

求境外碳權，兼顧環保效益、經

濟效率與社會正義三構面，達成

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周麗芳邀請

校內師生一起參與團隊合作，將

專業知識回饋社會，攜手共建低

碳家園。 

▲交通部部長毛治國於兩岸論壇

中，闡述我國綠色運輸、觀光與能

源的機會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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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院環保署與財團法人

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

金會26日召開「歐盟排

放交易制度經驗與作法」專家座

談會，政大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

心主任暨研發長周麗芳也在會中

分享國家型能源計畫的執行成果

與經驗，建議除了研擬分配機制

外，更應該扎根綠能教育。

氣候變遷是世界各國面臨的重

追求環境正義
周麗芳參與歐盟碳排放交易制度對話

大挑戰，如何積極因應採取策

略，確保環境永續與世代公平，

考驗各國政府施政智慧。歐盟大

力推動綠色新政，目前歐盟碳

排放交易制度是全球最大規模的

排放交易市場，達全球交易總額

80%以上。

自2007年起帶領蘇黎世大學政

治科學研究所研究團隊、專研氣

候政策的Axel Michaelowa表示，

歐盟排放交易指令自2003年生

效，第一階段2005-2007年為學

習期，第二階段2008-2012為京

都期，預計2013-2020年為後京

都期，回應新的國際協議。

他介紹，現在歐盟排放交易制

度涵蓋27個會員國及挪威，包括

電廠、煉製場、鋼鐵業、礦場及

造紙廠等12000設施及4000家公

司。相較於2005年，預計至2020

年達到21%的減排量。

啟動低碳管理機制
建立創新綠能治理制度

周麗芳表示，在低碳社會的理

念下，各國紛紛揭示減碳期程與

目標，並啟動低碳管理機制，有

必要建立創新的綠能治理制度。

其中為了促進減排行動的成本有

效性、導引低碳社會發展，「碳

排放交易制度」是市場經濟誘因

工具之一。

只是周麗芳提醒，碳排放交易

制度是否能收效果，還要看碳市

場佈建是否達到經濟規模，交易

價格是否具買賣吸引力，產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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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衝擊下是否具風險規劃能

力，社會意識與公民參與是否能

形塑影響力等。

周麗芳進一步指出，我國碳排

放交易制度建置的關鍵，必須研

擬一套兼顧公平與效率的部門與

排放源排放權分配機制，同時積

極整合兩岸碳交易市場，延伸台

灣本土碳交易市場規模。

另外，還要有效掌握碳交易價

格波動對綠能產業投資誘因的影

響機轉與路徑、建立完備的碳避

險工具以降低企業碳風險，而扎

根綠能教育，鼓勵公民參與及全

民行動也是重要因素。

周麗芳表示，綠能產業是國家

六大新興產業之一，其中除了核

心科技開發，政大無論法規研

擬、制度建置、租稅配套、產業

分析、政府治理、傳播行銷、智

財管理、國際網絡、綠色就業、

公民參與等面向，都具整合研究

優勢。她鼓勵政大人積極發揮

「人文社會的軟實力」，在潛移

默化中改變社會。

http://www.nccu.edu.tw/news/detail.php?news_id=4539

▲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主任周麗芳(左)與Axel Michaelowa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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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視氣候變遷帶來的影

響，社科院綠色能源財

經研究中心與清華大

學、臺北大學、臺灣農業與資源

經濟學會共同發起，14-15日舉

辦兩岸低碳社會與綠色成長推動

策略研討會，兩岸產官學界專家

300人齊聚、發表論文30篇，打

造華人地區綠色經濟合作平台。 

台灣氣候風險高 盼謀低
碳永續之道

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表示，

氣候變遷對全球永續發展帶來嚴

重威脅，世界各國繼綠色新政倡

議後，紛紛回應聯合國綠色經濟

主張。根據2009年全球氣候風險

指標評比，臺灣位居世界高風險

國家第二，中國大陸排名第23。

兩岸攜手，尋找關鍵利基，共謀

低碳永續之道，已是當務之急。 

解決全球暖化帶來人類社會發

展問題，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

主任周麗芳帶領跨校研究團隊，

在研討會中發表國科會國家型能

源計畫成果，提出最適部門溫室

政大參與發起 以綠色經濟
啟動兩岸低碳社會與綠色成長

▲環保署長沈世宏出席研討會，報告當前我國推動低碳社會

的策略目標。

▲中華經濟研究院梁啟源董事長（右一）歡迎兩岸專家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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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排放額度核配機制與減排路

徑規劃、碳排放配額對我國能源

密集產業碳曝險評估、碳交易

效率規模評估與碳價格波動管理

機制、台灣排放交易市場規模研

析、氣候變遷下企業的風險與機

會等多篇研究論文。 

我國訂立低碳實踐目標 

環保署長沈世宏出席研討會，

提醒在面臨地球暖化的今天，若

希望持續成長，必須兼顧生態。

除了綠色設計、生產、行銷外，

最重要的是推動綠色生活、打造

低碳永續的社會。目前我國已訂

立目標，預計二年內推動50個低

碳社區，其中包括二個低碳島、

四個低碳城市，更期待2020年之

後，能夠全面啟動。 

沈世宏也提出具體策略，包括

節能減碳、節約循環、生態保育

和清淨家園、樂活化。實際做法

上，不但朝零廢棄物、完全回收

廢棄物努力，並發展儲能技術、

達到能源100%再利用。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梁啟源

則強調，發展綠色能源除了開發

再生能源外，節能產品的創新與

利用也很重要，尤其各國基礎條

件有別，應進行在地化成本效益

分析後，再排定策略優先順序。 

臺北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

研究所長李堅明鼓勵民眾共同監

督政府：以綠色GDP作為施政目

標、每年至少2%GDP用於綠色投

資、務求能源價格合理化、推動

低碳生活社會運動。兩岸共同踏

出一小步，將是全球永續發展的

一大步。

▲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主任周麗芳(右二)與研究團隊和環保署長沈世宏(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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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擬可行環保政策，行政

院環境保護署23日召開

研討會，邀請綠色能

源財經研究中心主任周麗芳分享

「應回收廢容器加強回收策略之

精進方向」，她建議，應該根據

不同材質規劃不同機制，以提高

打造低碳環保金銀島 
周麗芳走入社會開講

回收率。 

周麗芳表示，地球資源有限，

如何有效利用，強化回收再生，

減少碳足跡與碳排放，是當前各

國關心課題。目前國人已經具備

不同材質分類處理觀念，不過廢

容器回收部份還有待加強，如何

導入回收誘因，建置自發性回收

機制，刻不容緩。 

她解釋，廢容器回收可分減量

(Reducing)、再利用(Reusing)與

回收(Recycling)三階段。我國自

2005年起實施垃圾強制分類後，

資源回收率已經大幅提高。但目

前包括一次用外帶飲料杯、鋁箔

包及提神胺基酸飲料的有色玻

璃，還是經常被隨意棄置，必須

輔以政策工具，改善回收成效。

 

廢容器回收政策三管道

周麗芳分析，思考廢容器回收

政策工具時，可歸類為命令管

制、教育宣導及經濟誘因三種

管道。像是PVC材質等廢塑膠容

器，經常採取命令管制方式限

用；保麗龍、紙製免洗餐具和生

質塑膠等，則多藉由教育宣導鼓

勵減量和回收。 

至於市場經濟政策工具中，最

常採行押瓶費、回收獎勵金及差

別費率徵收等方式運作。其中押

瓶費可適用於廢玻璃容器及廢塑

膠容器，回收獎勵金可用於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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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廢鋁箔包及廢紙容器等則適

合徵收差別費率。 

周麗芳進一步說明配套措施，

「押瓶費」指的是消費者先付

費，待回收還瓶時才退費，因此

費率訂定須考量容器製造成本，

並應規劃退瓶點網絡與退瓶儲

存空間。「回收獎勵金」是業者

須支付的費用，須考量容器製造

成本及行政稽核認證成本訂定費

率。 

當某類廢棄容器屬於全國各區

域普遍現象時，周麗芳建議採行

回收獎勵金，從源頭減量。此

外，不適合採用押瓶費或回收獎

勵金的容器材質，就可考慮污

染者付費原則，實施差別費率徵

收，以吸納較高的回收成本。

 

活用經濟手段 
全民重視環保

活用各種經濟手段，可以力促

全民重視環保，周麗芳舉例，像

今年5月開始實施「一次用外帶

飲料杯源頭減量及回收獎勵金實

施方式」，各廠商配合提供飲

料杯回收、自備環保杯折價或集

點優惠下，民眾行為已經逐漸改

變，估計消費者自備飲料杯比例

已經提高至4.4%，每日減少約18

萬個飲料杯使用量。 

周麗芳強調，珍愛地球為全民

的責任，每個人的一小步，將匯

聚為社會的一大步。她也期待校

園場域更該率先響應，進而帶動

周邊社群，並持續透過學者與業

者、環保組織和民眾對話，提出

更多具體政策，將回收廢棄物轉

變為綠金，打造台灣成為低碳金

銀島。 

▲綠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主任周麗芳參與環保署研討會，積極與相關產官學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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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indy Yen (顏睿萱)

Campus Repor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Dea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hou Li-

fang (周麗芳) has launched a new research project on carbon trading, with contributed 

efforts from professors of several distinguished universities in the nation and overseas.

Aside from those of NCCU, there are also researchers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Kainan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Vienna.

Chou said that the scholars will jointly work on a project titled “TheStudy of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stablishment to Respond Low Carbon and Green Growth in Taiwan,” 

which was made possible through a three-year sponsorship from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Energy of 2011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國科會100年度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NCCU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established the Green Energy Finance Research 

Center (綠色能源財經研究中心) in July last year,and it has since been conduct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s on green energy.

“Green energy and social science might seem lik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domains. In 

fact, they are very closely related,” Chou said.

“In order to respond to growing importance of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corporations 

will be facing emissions restrictions in the future, and they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at,” 

she added. “More importantly, our government must efficiently form a carbon trading 

system. This is whatwe are lacking, and this is why our team initiated the project,” Chou

said.According to Chou, the project will focus on four major subjects:

emission trading, allocation and planning of emission allowance,

NCCU leads scholars on a 
carbon trading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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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emission prices and carbon risks.The project also aims to build frameworks to 

evaluate several factors,including the optimal scales of emission allowance allocation and

emission market size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carbon emission price velocity on 

green investment, she said.“Taiwan is not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hou said. “However, as we also 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we need to take active steps to create a low-carbon-emission 

society. In this field, I believe that a sound energy policy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

Chou emphasized that the advance in technology and the creation of policies must 

originate from caring our land.“Only this way could we synchronize technology advances 

with the prosperity of the society,” she said.

In the coming months, the research team will hold seminars and forums on related 

subjects.The research partner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will also visit Taiwan and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views on the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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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世界希望擺脫對原油的

依賴，積極尋找替代能

源，拉丁美洲國家早先

一步開發與運用再生能源。綠色

能源財經研究中心28日舉辦能源

財經論壇，探討拉丁美洲能源環

境治理，剖析當地自然環境挑戰

與應變創新作法。

取法拉丁美洲 
能源財經論壇探創新之道

綠能中心主任周麗芳表示，經

歷過馬雅預言的世界末日，引發

各界對拉丁美洲人文風情與自然

環境的好奇。自然資源豐富的拉

丁美洲，陽光充足、水力豐沛、

土地遼闊，太陽能、水力發電、

生質能的電力結構佔比攀升，除

可滿足在地需求，亦可帶動綠色

投資。

外交系主任邱稔壤播放從太空

俯瞰黑夜裡的地球影片，讓與會

者感受地球區域光點。他表示，

全球各大區塊光點亮度有別，光

點愈密集，代表該地經濟開發越

成熟，所耗用能源也越多。

邱稔壤說明，巴西積極利用玉

米與甘蔗生產酒精生質能源，使

原本為全球最大負債國的巴西，

轉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的潛力

股，並以《巴西，如斯壯麗：傳

奇總統卡多索回憶錄》一書分享

巴西的經濟軌跡。

歐洲語文學系副教授古孟玄介

紹瑪黛茶(EL Mate)，導入當地居

民綠色消費的習慣，位處巴拉圭

與巴西交界的伊泰普水電廠採用

巴拉那河的水力發電，是世界第

二大水壩，兩國共有並協議電量

的分配。

古孟玄表示，伊泰普水電廠供

給的電量，已讓巴拉圭成功脫離

對石油能源的依賴，然而所帶來

的經濟效益，也讓人往往忽略了

水電廠所帶來的破壞。1982年巴

▲綠能中心周麗芳主任主持能源財經論壇，探討拉丁美洲能源環境治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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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那河上游流域生態環境改變，

造成原住民的遷徙，是值得我們

思考的問題。

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副教授王

秀琦以巴拿馬的運河環境，說明

當地屬於多雨氣候類型，以及農

民多以刀耕火種的農耕方式，導

致土質鬆散，易有水土流失的問

題。巴拿馬政府設立了運河管理

局，維持運河水資源充沛，並著

手擴建工程。

巴拿馬運河對於當地具有重大

意義，帶來經濟、環保、外交以

及政治上的利益。為了開通運

河，巴拿馬已破壞原生森林，當

地水質日趨惡化，即便該政府擬

加倍造林回饋自然，然而對於環

境破壞帶來立即性的危機，似乎

仍顯不足。

國關中心副研究員柯玉枝表

示，化石燃料是增加地球負擔的

主因之一，然而綠色能源看似無

汙染，但仍須降低對生態環境的
▲中美洲研究學者齊聚一堂探討拉丁美洲替代能源。

影響。比如原本栽種糧食作物的

土地，改為生產經濟作，也會造

成糧食作物的缺乏。

周麗芳表示，在世界經濟版圖

逐漸移動之際，拉丁美洲的發展

潛力不容小覷，尤其巴西名列金

磚四國，驅動世界經濟成長，拉

丁美洲如何運用在地優勢，克服

資源限制，扭轉經濟體質的歷

程，值得我國借鏡。她也鼓勵師

生多關注拉丁美洲，以多元角度

擁抱世界。

2012.12.28http://www.nccu.edu.tw/news?id=50e38e6d17881c4efd0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