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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專題介紹 

一、 專題題目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之政策研究-以正隆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為例」 

二、 題目意識 

最終希望能透過該企業的政策參與者與最後政策輸出的相互作用，明白企

業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量的議題時，台灣政府、民間團體、消費者對企業

政策的影響，以期對其他企業有一效法的政策模式，以及指出政府政策的

改進之處。 

三、 研究方法 

首先透過書面資料收集，與網路資訊搜尋以瞭解實際發展現況。初步整理

資料資訊後，再以實地的訪查與訪問，達到更深入問題之核心。最後將以

上訊息綜合歸納，對於台灣溫室氣體排放之政策，作一邏輯性的政策分

析，並完成論述。 

四、 專題內容 

前言 

自聯合國於 1992 年在巴西里約舉行「地球高峰會」，爾後發表「里約宣言」，

及通過「二十一世紀議程」後，聯合國於 1993 設置「聯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

（IPCC），自此，國際社會對於推動溫室氣體減量的工作便就此展開。 
 
國際現狀 

國際社會在推動溫室氣體減量的過程中，各國發展不一與理念差異，導致

此一全球性環境變遷議題，無法作一有效之政策落實，與目標實踐。於是，透

過國際條約的簽訂，不僅使推動溫室氣體減量有了明確的共識，更讓各國不單

是正面積極的參與，更因為受到其他國家的壓力而被迫執行環境保護的義務，

進而影響各國國內的環保發展。 

國際條約 

國際上著力於全球氣候變遷的控制，如與溫室氣體排放減量的重要國際條

約，如，1992 年簽署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FCCC)，及 1997 年簽署的「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FCCC)於 1992 年地球高峰會議上所簽署，於 1994 年 3 月 21
日使生效。其主要內容就在抑制溫室氣體的排放，目的為「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

濃度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這一水平應當在足以

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候變化，確保糧食生產免受到威脅，並使經濟發

展能夠可持續地進行之時間範圍內實現。」（公約第二條）。而公約強調對應氣

候變遷是世界各國責任。  

  公約共有 26 個條文與 2 個附件（即為附件一與附件二），此兩項附件均係

為成員分組名單。為了有效防止溫室效應，並斟酌考量各國不同的經濟發展與

自然環境，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要求各國應承擔共同但程度不同的責任，如以下

五點： 

1. 公約「附件一」(Annex I)所列成員共 38 個，包括：24 個經濟開發暨合

作組織（OECD）國家，歐洲聯盟（EU）和 13 個經濟轉型國（前蘇聯及

東歐），其責任為，在公元 2000 年將 CO2 及其他溫室氣體排放回歸至本

國 1990 年的水準。  
2. 提交國家通訊，敘述達成目標所採取的「行動方案」與預期效果。  
3. 公約「附件二」的成員包括經濟開發暨合作組織的 24 個成員及歐洲聯盟，

其責任係提供及協助開發中國家新興和額外資金與技術俾因應氣候變

遷。  
4. 不包括在公約「附件一」的成員，即非附件一國家(Non-Annex I)，包

括以 77 國集團與中國（G77/China）為首之開發中國家及一些新興工業

國，其責任為進行本國溫室氣體排放資料統計。  
5. 在第一次國家通訊中，敘述本國國情、溫室氣體統計及擬採行防制步驟

之一般性描述。  

該 FCCC 之原則，則是以下列四點作為說明： 

1. 責任不同：成員承擔共同但程度不同的責任與能力，「附件一成員」須率

先承擔責任，採取行動防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公約 3.1 條）。  
2. 公平原則：應將公約中有特別需求或面臨特殊狀況的成員（特別是開發中

國家）所可能承擔之不成比例負擔或反常負擔列入公平考量（公約 3.2
條）。  

3. 防制措施：採「經濟有效」及「最低成本」措施防制氣候變遷。（公約

3.3 條  
4. 經濟發展：成員有權促進永續性經濟發展，並將經濟發展納入防制氣候

變遷的關鍵考量因素。（公約 3.4 及 3.5 條）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於 1997 年 12 月 1 日至 11 日於日

本京都舉行，會中通過具有法律效力的「京都議定書」（1/CP.3），議定書的全

文共 28 條及 A 和 B 兩個附件，主要內容為： 

1. 減量時程與目標：公約「附件一成員」及摩洛哥與列支敦斯登，應於 2008



至 2012 年間達成減量目標，同時採差異性削減目標之方式：歐洲聯盟及

東歐各國 8%、美國 7%、日本、加拿大、匈牙利、波蘭 6%，另冰島、澳

洲、挪威則各增加 10%、8%。  
2. 管制六種溫室氣體，其中 CO2、CH4、N2O 管制基準年為 1990 年，而

HFCs、PFCs 與 SF6 為 1995 年。  
3. 制定「共同執行」、「清潔發展機制」、及「排放交易」等三種彈性機制。  
4. 森林吸收溫室氣體之功能納入減量計算，即 1990 年以後所進行之植林、

再植林及砍伐森林所造成之溫室氣體吸收或排放之淨值，可計算於減量

之中。  
5. 簽署：1998 年 3 月 16 日起至 1999 年 3 月 15 日止，在紐約聯合國總部開

放公約成員簽署，其後開放加入、批准、接受或認可。  
6. 生效：當認可議定書國家達 55 國，且認可國家中「附件一成員」之 1990

年 CO2 排放量須至少須占全體「附件一成員」當年排放總量之 55%，則

議定書於其後第 90 天開始生效。  

  京都議定書中一項新的特點是允許進行國際合作計畫，來達到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減量的承諾。納入減量計算的溫室氣體除了二氧化碳外，亦包含甲烷等

合計共六種氣體(CO2 、CH4、N2O、HFCs、PFCs、SF6)。同時將達成減量目

標的 http://investintaiwan.nat.gov.tw/zh-tw/news/200610/2006101801.html 期間由固

定的一個年度，擴大為一個五年的期間，讓各國可以選擇在最便利與最具經濟

效益的期間內執行。 

   除了上述事項外，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為協助附件一國家能以經濟有效及更

具彈性之方式，履行其溫室氣體的減量承諾，京都議定書中第六條、第十二條

及第十七條 分別訂出之共同減量 (Joint Implementation, JI)、清潔發展機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與排放交易（Emission Trade, ET）三種彈

性機制。主要是由公約附件一國家提供資金或技術給公約其他附件一國家，進

行溫室氣體減量計畫。其第一個起算期從 2008 年至 2012 年。而 清潔發展機制

是指由公約附件一國家提供資金或技術給公約非附件一國家，進行溫室氣體減

量計畫。其第一個起算期從 2000 年開始。這個機制主要目的是要協助開 發中

國家達到永續發展，並協助附件一國家履行「京都議定書」之承諾。由於它允許

公私部門的共同參與，被各國視為未來最有潛力與最有機會的機制。最後的排

放交易機制僅限於京都議定書 B 所列國家之間才可進行，它的第一個起算期從

2008 年至 2012 年。 

由於此三種彈性機制之原則、方式及規則尚未明確，各締約國於第四次締

約國大會（COP-4）所通過之「布宜諾斯艾利斯行動計畫」中決議將此三種機 制

進行研討，並以清潔發展機制為優先考量，研討所獲共識將在第五、六次締約

國大會中提出討論。 

可喜可賀的是，京都議定書已於 2005 年正式生效，並截至 2007 年 7 月，已



有 84 國簽署，174 國批准，排放量占全球的 61.6%。也就是意味著國際溫室氣體

減量推動的發展，以進入時程化且具體落實的階段。 

國內現狀 

看到國際社會積極的推動溫室氣體減量的環境革命，台灣身為國際社會的

一份子，勢必無法忽視這樣的環保浪潮。為因應此全球趨勢，行政院於民國 83
年 8 月成立「行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由相關部會首長及專長學者組

成，下設因應全球環境問題及永續發展等 6 個工 作分組。民國 86 年 8 月 23 日

行政院以台八十六環 33137 號函，核定將原「行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提

升擴大為「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簡稱永續會），並指派行政院政務委

員擔任主任委員，秘書幕僚作業由環保署兼辦；88 年 4 月將主任委員提升為行

政院副院長兼任，以提升委員會議決議事項的執行 力。 

民國 91 年 5 月，行政院游錫堃院長有感於永續發展對台灣的重要性，指示

永續會進行改組，並親自兼任永續會主任委員，行政院副院長兼任副主任委，

聘請政府部 會首長、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擔任委員。此外，為強化永續會

之執行力，永續會置執行長一人由行政院政務委員兼任，以協調部會間意見及

督導業務之推動；副 執行長五人，由內政部、經濟部、教育部、農委會及環保

署等五個部會副首長兼任。永續會下設置 8 個工作分組，分別為「永續願景工作

分組」（經建會召集）、 「國土資源工作分組」（內政部召集）、「資源與產業

工作分組」（經濟部召集）、「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農委會召集），「生活與

生產工作分組」（經濟部召 集），「國際環保工作分組」（環保署召集）、「健

康風險工作分組」（衛生署召集）、「永續教育工作分組」（教育部召集）；秘書

處業務由環保署兼辦。依據永 續會秘書處 91 年初所做之調查，於全球設有國

家級永續推動委員會（或組織）之 136 個國家中，由元首或閣揆主導者為 11 國，

佔 8.1％，因此，在領導推動永續發展上，目前我國之架構屬於積極的。 

立法院於 91 年 11 月三讀通過「環境基本法」，並於同年 12 月總統頒布實

施。該法第 29 條「行政院應設置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國家永續發展相關

業務之 決策，並交由相關部會執行，委員會由政府部門、學者專家及社會團體

各三分之一組成」給予永續會法定位階，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由原任務編

組提升為法定 委員會。 

永續會成立後完成之主要永續發展文件包括： 

1. 89 年 5 月完成「廿一世紀議程－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略網領」。 

2. 91 年 12 月完成「永續發展行動計畫」。 

3. 92 年 1 月完成「台灣永續發展宣言」。 

4. 92 年 6 月完成「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 

 



圖 1:台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遠景與策略綱領架構圖 

在政府有一整體的規劃架構之下，推動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政策單位由經濟

部來統籌指導。又在經濟部的設置之下，又有以下幾個機關來作實質的產業輔

導，及政策制定之業務。 

1. 經濟部工業局 

      工業局為配合國家溫室氣體減量兼顧產業發展的策略，現階段以

無悔策略為主，推動產業自發性減量行動，並積極採取相關因應措施，

包括：  

A.加強宣導：透過產業公會加強對業界宣導，促使國內關聯業者體認溫

室氣體減量工作之重要性，並由公會研提所屬產業自願性減量目標方案

及改善標準，作為訂定整體產業減量目標之依據。  
B.調整產業結構：鼓勵產業朝向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價值、高產業

關聯效果的目標發展。適度修改促產條例、利用金融與租稅獎勵，建立

經濟誘因機制；協助 從事原料替代、製程改善、產品升級、資源與能源

回收再利用等輔導工作；支持新投資案取代舊的高耗能廠，以租稅及融

台灣21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略綱領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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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惠措施鼓勵廠商節約能源；發展新興重 要策略性產業，鼓勵朝知識

密集、技術密集產業發展，以引導製造業結構調整，有助於達成節約能

源的目標。  

C.運用中長期融資輔導既有產業設備汰舊換新，提升單位產品能源效

率，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D.推動工業區汽電共生設備，進行清潔製程、工業減廢與廢熱回收之技

術輔導。  
E.研擬產業二氧化碳排放管理措施，協助產業推動自願減量，並推出與

二氧化碳排放減量相關輔導計畫  

2.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部門自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後，即依據會議結論積極研議後

續管理推動方向，方案內容包括：積極發展無碳之再生能源推廣使用及

擴大低碳(天然氣)之 淨潔能源使用、推動節約能源及提升能源效率、建

立能源產業 CO2 管理機制、實施 CO2 盤查/登錄/查驗證制度以建構能源

部門減量能力，以及推動能源產業自 願性減量協議等實質減量措施等。 

而為達成實質減量目標，能源局亦成立有產業、商業及政府機關節約能

源技術服務團，透過全面節約能源體檢之方式，服務超過 600 家廠商與

政府部門；另外，同 時推動能源大用戶能源查核輔導、訂定節能目標與

改善方案、執行用電器具、車輛及漁船引擎效率管理，擴大自願性節能

標章產品認證，推動節能季之宣導工作。 

3. 經濟部國營會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營會)成立於民國 58 年，成立

初期之主要目標為增進國營事業企業化經營以發揮整體經營綜合績效。

而為了 面對自由化、國際化之市場挑戰，政府為進一步促使國營事業改

善經營體質，強化市場競爭力，國營會遂於民國 83 年 2 月 1 日起實施組

織調整，目前所屬事業共計 7 家，包括提供國家主要能源的台電公司與

中油公司；獎勵農業、促進農業發展的台糖公司；提供民生用品之自來

水公司；以及建造船艦、飛機及重型機械之中船公司、漢翔公司與唐榮

鐵工廠公司。 
      經濟部所屬事業一向對國家經濟發展貢獻良多，值此經濟自由化

轉型之關鍵時期，經濟部所屬事業一方面充分配合政府執行經濟政策工

作，另一方面因市場競爭環境 改變，面臨諸多挑戰，而其中相關於溫室

氣 http://investintaiwan.nat.gov.tw/zh-tw/news/200610/2006101801.html 體管

理工作之需求，近年來更成為各所屬事業必須因應的主要課題之一。

如， 台灣電力公司的發電能源規劃，主要以確保電力穩定之供應為首

要，並兼顧國際上抑制溫室氣體排放之目標。在抑制溫室氣體排放之策



略上，主要為提升效率、增加使用低碳或無碳能源、加強植栽綠化及溫

室氣體管理等，如：（1）提昇火力電廠熱效率，汰換老舊機組、新設電

廠將採用高效率之發電機組。 （2）強化輸配電系統，減少能源消耗。 (3) 
在國土環境涵容能力內增加無碳非核能源發電比例，持續推動風力、太

陽光電、水力等再生能源發電計畫。 (4) 推廣節約電力措施，藉由需求

面管理降低電能消耗。 (5) 加強現有核能與水力發電機組維修工作，減

少故障停機，維持穩定運轉。 (6) 進行各電廠、區營業處及變電所等綠

地規劃，推廣植栽與綠美化工作。 (7) 進行再生能源技術應用之研究。 
(8) 辦理全公司之溫室氣體盤查工作，以掌控溫室氣體排放量。 (9) 持

續追蹤國際議題之發展趨勢，必要時參與國際合作及海外投資計畫。  
 

4. 經濟部技術處 

      技術處前身為科技顧問室，係民國 68 年依據「科學技術發展方

案」，為提升產業技術水準，研訂「經濟部科技顧問室設置條例」而設立，

嗣於民國 81 年根據本部 組織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而改制為「技術處」。

技術處主要任務係運用科技專案之執行，達成提升產業技術水準，並加

速產業升級為目標。  
      為營造永續發展環境，技術處近期科技專案投入重點，包括因應

歐盟近年陸續推動 RoHS、WEEE、EuP、REACH 等環保指令，開發環

http://investintaiwan.nat.gov.tw/zh-tw/news/200610/2006101801.html 安設備

並移轉國內 廠商量產，以協助環保產業升級，並因應綠色生產的環安法

規需求。  
      在能源部份，主要配合能源局為主，進行相關技術、產品之發展

及應用推廣，科技專案投入協助如太陽光電、燃料電池、高亮度光源、

儲氫合金等之前瞻、關鍵技術發展，而有關溫室氣體減量策略上，則以

「資源化及再利用」之計畫研究為主。 

 

經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推動辦公室 

為積極協助我國提昇產業競爭力，與環境發展永續力，並協助我國產業之

溫室氣體管理與自願減量推動工作，以因應國際間溫室氣體管理及減量趨勢，

於是經濟部另成立，「經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推動辦公室(Taiwan Industrial 
Greenhouse Office, TIGO)」，專職負責產業溫室氣體減量的幕僚工作，並提出以

推動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於 2015 年較 2000 年時，降低溫室氣體密集度 10％之目

標。 

「經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推動辦公室」成立之目的，係為整合經濟部所屬

各局處溫室氣體減量績效及管理運作，以確 保減量目標逐年達成，亦可藉此宣



示推動溫室氣體減量之決心。辦公室主要工作包含策略規劃、協調整合、減量

管理、科技發展、國際合作，以及宣導推廣等六大 項，未來將由「經濟部產業

溫室氣體減量推動小組」進行計畫督導，持續積極推動產業溫室氣體減量工作。

TIGO 主要工作項目包括： 
1.策略規劃  

• 研修本部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政策目標及因應策略  
• 檢視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等法規，研提納入溫室氣體減量獎勵或補

助機制  
• 檢視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 對產業衝擊，研提本部相關策略及建

議  
• 研提本部產業溫室氣體相關專案計畫執行方向建議  

2.協調整合  

• 建立本部與相關機關間跨部會合作協調機制  
• 推動本部各局處溫室氣體減量相關計畫之工作協調與資源整合  
• 辦理溫室氣體減量經驗分享與相互學習  

3.減量管理  

• 研修短中長期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措施(含自願減量之獎勵或補助機

制)  
• 盤點本部各局處溫室氣體相關專案計畫之執行績效  
• 彙整分析本部各局處執行溫室氣體排放量盤查及減量數據，並建

置資料庫  

4. 科技發展  

• 收集分析國際溫室氣體減量技術資訊  
• 建立溫室氣體知識管理系統，提供人才、資訊及技術等交流平台  
• 針對具潛力技術，媒合業者引進並加以本土化  

5. 國際合作 
http://investintaiwan.nat.gov.tw/zh-tw/news/200610/2006101801.html 

• 建立「國際交流聯繫窗口」  
• 推動與國際間專業機構進行合作交流  
• 推動溫室氣體減量國際伙伴計畫  

6. 宣導推廣  

• 辦理產業溫室氣體減量領袖(CEO)論壇及成果發表等活動  
• 設立「TIGO」中英文專屬網站  
　 發行「TIGO」電子報  

 



國內相關法案 

以上乃我國行政機關目前對於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推動的工作職掌分配，與

推動範圍。然而，一個民主國家，其政府政策要全面性，且成功的推展，不能

光靠行政部門的努力，再好的行政執行單位，也需要依法行政。由此可想而之

立法機關所通過的法案，對於以上單位在推動減碳政策的關鍵性。 

除了 1992 年通過的「環境基本法」，「溫室氣體減量法」也正在審議的階

段。行政院院會於民國 96 年 9 月間通過「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並送交立法

院審議。依據此法案，未來各縣市政府應配合溫室氣體減量之推動，而產業界

除了必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外，也會有明確的排放配額限制。但相當可惜的

是，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在立院闖關失敗，目前並非一正式法律條文。 

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規定，溫室氣體減量方案的制定與推動工作將由環保

署負責。環保署表示，溫室氣體減量法為我國溫室氣體減量提供法源依據，並

明定政府各部 門的權責，讓減量工作不再止於道德勸說，而是於法有據。我國

目前溫室氣體排放量佔全球約 1%，在世界各國中高居第 22 名，溫室氣體減量

法讓我國得以提早因應溫室氣體減量的國際壓力。 

據了解，溫室氣體減量法草案中明定政府應建立「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

冊」，並定期統計全國的排放量。日後政府將授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各

部門或產業別 的溫室氣體核配數量。企業在不同時期會取得一定的排放配額，

所有新的投資案都必須遵循此規定。另外，主管機關也會建立「排放權交易平

台」，企業只要能達到核配的減量目標，就可在此平台上對剩餘的配額進行交

易。 

為此，政府將制定產業溫室氣體盤查登錄及查證、溫室氣體排放效能標準

管理、總量管制與排放交易制度等措施，未來若企業經盤查發現溫室氣體排放

量超過配額 者，可處新台幣 20 萬元以上、200 萬元以下的罰緩，並於重新核配

排放量時扣減回來；而未能依政府要求提升其能源使用效率的企業，也可處新

台幣 10 萬元以 上、100 萬元以下的罰緩，未能依限期改善者並可按次處罰。 
 

雖然在眾多環保團體的壓力下，但該法目前仍尚未通過，使得產業的溫室

氣體減量推動，現階段只能依靠產業輔導部門的道德勸說，與轉型輔導，導致

目前的推動成效有限。 

 

正隆紙業 

雖然現在的法規尚未完善，對於廠商並無強制性的規範。然而，台灣目前

仍有一些具前瞻性的企業，願意在沒有法律硬性規定的壓力下，首先來作溫室

氣體減量的行為。而在這群先驅者裡，最具代表性的乃被歸類在六大耗能產業



的傳統造紙商-正隆紙業。 

正隆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 1959 年台北縣板橋，前身為正隆瓦楞紙

器工廠。現今規模遍佈台灣各個角落 ，擁有四個造紙廠及六個紙器廠，產銷據

點跨足中國、泰國、越南、日本、美國、歐洲、澳洲等地，整個集團紙類產品

（紙張及紙板）年產能達 180 萬噸，紙器年 產能 12 億平方米。2005 年營業

額新台幣 206 億元，排名國內製造業前百大，並為台灣最大之工業用紙與紙器

之領導廠商，同時是全球前百大紙業公司之一。 

該公司從經營和產業特質，於利用廢紙原料過程中，孕育了「珍惜資源」的

企業文化，也就是將盡心盡力、勤勞節儉、惜物惜福、簡樸生活等融入公司「忠

誠信實」的 經營理念，並關注世界的環保趨勢，而使環境觀的基因植入公司經

營文化。訂定「全員參與、珍惜資源、保護環境」為環境政策，推行「環境管理

系統運作、清潔生產技術開發應用及創造綠色生產力」等任務。  

造紙廠採用新式自動化大型抄紙機配備，從有效利用資源設計，具有減

廢、回收循環利用與節約能源、用水等功能。並有妥善的廢水處理和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及精良的操作維護技術，使排放控制維持遠低於排放標準的實績，也

投資焚化爐妥善處理固体廢棄物。  

       紙器廠從清潔生產設計整體規劃，採用世界先進設備，具有下腳回收系

統及集塵、低噪音等功能配備，全面應用水性墨印刷，防止可能衍生的環境污

染，也開發製程廢水回收使用技術，完成製程廢水零排放的目標。並著重綠色

包裝設計和推廣服務，促進綠色消費。  

      從領先執行 ISO 14001 環境理系統驗證及落實持續改善，有連續五屆各

廠相繼代表獲得行政院環保署「企業環保獎」的肯定。處於當今環境永續的世

代，更以「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為發展使命，追求綠色經營綜效，

也榮獲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一屆國家永續發展績優獎」的榮譽。  

 

 

 

 

 

 

 

 

 



 

 

 

 

 

 

 

 

 

 

 

 

 

 

 

 

 

 

 

 

 

 

 

 

圖 2：正隆紙業 95 年全公司溫室氣體排放量計算表 

 

正隆紙業除了引進領先國內的全公司溫室氣體排放量之調查外，更是年年

皆不斷更新並調查其排放量之現況。並在排放量之嚴謹調查後，定訂出每年減

少 3%溫室氣體排放量的目標。 



於是，正隆公司投入了相當的成本與資源在節省能源消耗，及提高能源效

率的課題上。如，在工研院能資所的協助下，於民國 92 年率先在竹北廠完成春

風風力發電示範系統。其總投資額逾一億一千五百萬元，以二台 1,750 千瓦風力

機組，年發電產能量可達八百八十二萬度，每年可為廠內節省近 1,500 萬元的電

費，其綠色能源可替代的石化燃料每年可降低 CO2 排量有 5,400 公噸。  

 

  

 

 

  

 

 

 

圖 3:正隆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春風風力發電系統 

除此之外，正隆紙業還增設了汽電共生設備。利用高壓爭氣發電，再將低

壓蒸氣用來烘乾紙匹。並投資興建 160 公噸/日的焚化爐，處理回收廢紙中夾

雜的垃圾和廢水處理之污泥，並回收蒸氣當製程能源 。 

由以上資訊可知，正隆紙業在台灣產業推動溫室氣體減量的議題上，不僅

是首屈一指的領導廠商，更是創造了許多珍貴的成功經驗。 

 

研究整理 

那麼，究竟在台灣溫室氣體減量法尚未通過的現今，正隆紙業的成功，勢

必值得我們在產業議題上，多加研究，以利其他產業推動溫室氣體減量的政策

模式。 

首先我們以正隆紙業的溫室氣體查驗系統為案例來研究。此溫室氣體查驗

系統能夠順利展開，是在工業局的產業輔導計畫下，對於正隆紙業進行主動勸

說。而正隆公司在配合政府政策為前提，便踏出了政策成功的第一步。在此查

驗系統的架構中，行為者除了正隆紙業及政府外，還有一要角便為查驗公司的

加入。因為此為首次實行的減碳計畫，政府部門的經驗有限，且無法與國際驗

證體系接軌，而查驗公司也希望藉此機會拓展在台灣的經驗與業務空間。於是

在政府產業政策推廣，與相關查驗技術的支援下，配合查驗公司的減價配合，

使得正隆公司得以用極優惠的價格，引進國際級專業認證流程、技術與管理方

式。（如圖 4) 



 

 

 

 

 

 

 

 

 

 

 

圖 4：正隆紙業查驗系統政策參與者，與行為之輸入與輸出。 

 

進一步來探究正隆紙業為何會首度成功地推行該查驗溫室氣體政策，分為

以下兩大層面： 

1. 利益層面： 

a. 查驗認證公司的減價配合 

依照一般市場行情，正隆紙業因為台灣廠商首次試驗查驗認證系統，

在 認證公司基於推廣的立場，正隆紙業得以用低於市價約三分之二的

優惠價格，完成此次的認證，並取得國際認證。 

b. 廠房規模適當，資金投入合理 

正隆紙業為台灣相當具規模的紙業公司，也於是在企業資金充裕的情

況下，作此種環境議題之投資。並加上首先由竹北廠開始著手，查驗

範圍單一，使得整體查驗過程不會耗費太多人力物力及資源，算是政

府產業政策得以首度落實的原因之一。 

c. 過去環保政策的正面經驗 

過去正隆紙業在許多環保改革的過程當中，同時獲得企業本身競爭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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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與獲利的好處，例如，當年在工業包裝用紙上的印刷，皆使用油

墨印刷，不僅製程對環境造成極大傷害，其油墨更可能因為直接接觸，

對人體安全造成威脅。而正隆公司在大手筆的開發水性印刷後，替正隆

紙業贏得許多先進國家大廠的包裝訂單。使得此次的減碳政策推動，有

了歷史背書的支持。 

2. 價值層面： 

a. 符合公司創業精神 

正隆企業由於是以工業包裝用紙為其業務大宗，皆採用廢棄的回收紙 

張作為紙漿，於是，惜物愛物成為其企業創設時的中心價值。 

   b. 企業社會責任 

時代在進步，社會大眾以消費者的身份自覺，要求企業不單只專注於其

企業的利益追求，更是要在利益追求的同時，顧及社會的健全發展，而

企業逐漸體悟到此風的高漲，也開始顧及企業在社會中理應負起的責任

與義務。 

 

在首度查驗認證的工作完畢後，為何正隆紙業沒有法規壓力下，仍舊持續

進行減碳工作的推動，甚至訂定嚴苛的年度減碳目標呢？以下幾點是個人觀察

後的結論： 

1. 成本考量 

推動整體的減碳計畫，也就是企業全體的省能源大戰。一般對於節能投

資，皆認為是高成本投入，或是不具現實考量的理想派作風。然而，事

實證明，在投入節能設備之後，對於企業的回饋，可以高達台幣一億

元，也就是企業最大的目標，降低成本。 

2. 拓展商機 

正隆紙業在做了相關查證系統後，不僅直接降低了企業成本開銷，更提

昇了企業的國際競爭力。由於目前西方社會對於環保議題相當注重，也

就是無論是何種的商業行為，都將採取高標準的製程環評。也因此正隆

紙業獲得NIKE在亞洲區的包裝訂單。此一訂單甚至佔了正隆企業近六分

之一的生產線。 

3. 企業內部制度 

4. 順應時代潮流 



5. 商業形象 

6. 企業規模 

7. 無法規壓力 

 

圖 5: 政策回顧企業篇 

 



 

圖 6: 政策回顧政府篇 

 

圖 7: 政策回顧查驗公司篇 



結論 

看了以上的行為模型，與行為特色，在輔以國際潮流和國內現況，我們可

以明白產業的溫室氣體減量，只會越來越盛行，甚至成為強制性的規範。 

然而，以台灣為中心來思考問題。因為台灣的產業結構問題，大部分皆為

中小型的傳統產業，本身企業規模為中小型，著實鮮有企業願意有改善製程及

設備的意願。除非政府除了正面規勸外，能輔以企業優惠作為吸引力，例如減

稅，或者政策實質補貼等等，想必能讓推動的力量更為順利。再者，政府不單

是要告訴企業環境的重要性，更是要有全面整體的產業規劃，藉此協助台灣產

業提昇，增加國際競爭力。在面對中國大陸的貿易威脅時，我們若能與國際訴

求接軌，並提昇為少污染，少耗能之產業，勢必對於一波波企業出走，以及幫

助環境政策之推行，有非常正面的效用。 

除了正面積極推動產業溫室氣體減量外，具強制性的碳減法也應當早日通

過，好讓政府政策能更有效的執行，也為政策推動有一正常化的進展。 

最後，在面對高油價，且能源逐漸枯竭的現今，碳減政策成為企業不被市

場淘汰的保命丹。而也是整體國家經濟成長所必須面臨的課題。因為我們在全

球化的時代，無法不關心外界事務，也不法不被外界事務所影響。當國內的低

價能源政策無法面對國際現實時，國家的經濟結構，若仍沒有進步，沒有向上

提昇，那麼一項以經濟奇蹟自居的我們，恐將面對一大難解的困境。 

 

 

     

 

 

 

 

 



 

貳、 協力人員 

一、 指導老師 

東吳大學政治系 王輝煌副教授 

指導內容：研究題目之訂定 

          研究方法之協助 

          台灣環保政策之說明 

 
 
 
 
 
 
 

二、 協助人員 

經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推動辦公室 侯萬善主任 

協助內容：提供產業溫室氣體減量推動執行現況分析 

          正隆紙業減碳政策之說明 

 
 
 
 
 
 
 
 

三、 協助人員 



正隆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安保部管理師 陳得時先生 

協助內容：正隆紙業減碳政策說明與分析 

 
 

四、 協助人員 

正隆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安保部顧問 李燈銘先生 

協助內容：正隆紙業減碳政策說明與分析 

 
 

 
 
 
 
 
 
 

五、 協助人員 

東吳大學政治系二年 B 班 謝介齊同學 

協助內容：採訪過程紀錄 

          照片收集 

          採訪單位接洽 

 
 
 
 
 
 
 



 
 
 

參、心得回饋     

在此實習報告研究過程之中，經歷了許多困難與挑戰，所幸有許多人的幫

助與鼓勵，使得最終得以完成此一實作報告。 
學生最初訂定的題目，非「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之政策研究-以正隆紙業股

份有限公司為例」，而是「控制二氧化碳排放量之政府政策—美國加州與台灣本

島之比較」。然而，在第一步收集相關資料資訊時，就出現了難以克服的瓶頸。

由於二氧化碳排放量之政府政策，其本身就不夠精確，政府政策的面向包含範

圍太廣，在加上台灣目前的政府政策，在二氧化碳排放量上還未有成熟的發

展，其資料大都不具實質上落實的意義。再者，美國加州的相關資料，除了少

數網際網路上的新聞資料外，其餘資訊的收集，對於學生產生莫大的考驗。 
於是，在第一次進度報告後，與相關指導老師洽談的討論結果，決定改變

研究題目與方向。希望能符合現實研究的可行性，也就是目前這份報告的主

題。 
然而，由於學生本身的疏忽，時間分配的疏失，導致原先設計的進度計畫

大幅落後。使得研究報告的完成性陷入空前的危機。 
但所幸，在少妍助教的叮囑，與其他協力人員的幫忙之下，總算在最緊急

的情況下，大致上完成這份研究報告預定，也最重要之訪談行程，並順利進行

最後整理及論述的部份。 
嚴格的來說，此份報告的完整性差強人意，更未達進善進美的境界。但

是，對於學生而言，此份研究報告的產出，卻帶來料想不到的收穫，以及十分

寶貴的學習經驗。 
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學習與成長。如此的實作報告經驗對學生而言相當難

得，也是一大挑戰。在研究題目的訂定，與研究途徑的探索，皆花費了一番掙

扎才有所體悟。例如在選擇題目前，就要收集一定的相關資訊，以了解此題目

是否已被過去研究者所探究。而且，題目的選擇更要注意其現實考量，以及是

否深入研究探討的價值所在。而研究方法，更是要仔細考慮過當中與題目，和

題目產出之邏輯相關性。 
其二，就是個人時間分配與規劃的落實性。這點的疏失，造成此份報告沒

法更加豐富的原因所在。也因為時間的分配出現問題，造成師長與助教們的困

擾，學生在此仍深感抱歉。學生於是透過慘淋淋的的教訓，學習到時間分配與

積極態度的重要性，並從此後深深地反省，及試著改進之道。 
最後，了解台灣目前的溫室氣體減量推動的發展，更豐富了學生專業知識

領域的寬度與深度，學生對於相關議題與現況的發展問題，有了更多的了解與

心得。並因為政治科系的背景，更覺得永續發展議題不單是價值與道德的辯



論，而是整體人類生存的最後關鍵。若身為政治人的我，對於我們周遭的環境

皆感到陌生，甚至懷著冷漠的心態，那又如何能大聲疾呼我們要正向積極的管

理眾人之事呢？也因此這份實作報告最終引發了個人的熱情與關懷之心，推動

溫室氣體減量，實質並非特定產業，或是政府組織的問題。而是政治能為推動

減量的中心力量，向世界的每一分子皆宣揚全球氣候暖化所帶來的嚴重影響，

以及每個個人與每個團體，在溫室氣體減量運動上皆擁有不可忽視了力量和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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