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溫室氣體減量績效評估之探討
摘要
英國提出碳預算(Carbon Budgets)制度，自 2008 年起訂定五年一
期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目標。為落實碳預算目標之達成，英國於「氣
候變遷法」規範溫室氣體減量績效(以下簡稱減量績效)評估機制，明
訂能源暨氣候變遷部與氣候變遷委員會定期評估碳預算目標達成情
形之義務。
能源暨氣候變遷部統籌辦理溫室氣體排放分析作業，採每年一次
方式，進行排放量統計，並重新辦理排放趨勢推估作業，以適時掌握
碳預算目標執行現況與未來達成情形；氣候變遷委員會建立部門減量
績效評估架構，並基於代表性原則，針對各部門減量目標與重點措施
於各發展階段之預期績效、執行時程等規劃，訂定相關評估指標。
鑑於我國規劃於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完成制定後，編寫執行排放
管制成果報告，評估部門排放管制目標執行狀況與達成情形，爰本文
就英國減量績效評估進行研析，分別於第一部分概述英國減量績效評
估背景，第二部分探討英國減量績效評估方式，第三部分則介紹英國
電力部門減量績效評估指標，以供我國執行排放管制成果報告編製之
參考。

一、背景說明
英國於 2008 年通過「氣候變遷法」
，明訂 2050 年較 1990 年排放
量減少至少 80%之長期減量目標，並提出碳預算制度，自 2008 年起
訂定五年一期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目標。目前碳預算已制定五期，第
五期碳預算為 2028-2032 年間之年排放量平均較 1990 年基準減少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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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暨氣候變遷部(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DECC)1為碳預算制度之主管機關，負責制定碳預算與檢討目標達成
情形等事宜；為適切研訂碳預算目標，「氣候變遷法」設立氣候變遷
委員會(Climate Change Committee, CCC)，規定其成員由具備能源、
經濟或科技背景之學者與專家組成，負責提供主管機關碳預算訂定建
議，並檢視各部門減量規劃與執行進度，協助監督碳預算目標達成狀
況。
為確保碳預算目標之達成，「氣候變遷法」規定主管機關於各期
碳預算目標完成制定後，儘速研擬部門減量規劃，提出具體因應措施，
並揭露各項措施預期減量成效資訊，作為部門減量績效之評估基礎；
另外，建立透明化減量績效評估機制，要求主管機關與權責機關針對
碳預算目標達成情形，於預算期間定期編製評估報告，提交國會並對
外公布。其中，能源暨氣候變遷部定期公布年度排放報告(Annual
statement of emissions)，透過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並與既定碳
預算目標區間(Indicative annual ranges)進行比較，審視當期碳預算目
標達成情形。
氣候變遷委員會則定期編寫進展報告(Progress report)，協助政府
檢視碳預算目標達成情形。其中，針對部門減量措施執行情形，建立
評估架構，除了以溫室氣體排放量為主要評估指標，亦將部門減量規
劃納入考量，依據各項計畫之發展階段，針對作業執行進度與規劃時
程等，合適選定配套評估指標。
二、英國減量績效評估方式
為有效進行碳預算目標管理，能源暨氣候變遷部依據「氣候變遷
法」規範，提出部門減量規劃，並檢視各項措施減量成效，作為各期
碳預算目標達成情形之評估依據。另外，「氣候變遷法」規範能源暨

2016 年 7 月能源暨氣候變遷部(DECC)與商業、創新與技能部(BIS)合併為商業、能源及產業
策略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 Industrial Strategy, B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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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部與氣候變遷委員會執行減量績效評估之義務，要求上述單
位依據碳預算目標執行時程，分別針對碳預算目標達成情形與部門減
量措施執行狀況，於預算期間定期編製評估報告，向國會提交並對外
公布。以下針對英國減量績效評估機制，以及能源暨氣候變遷部與氣
候變遷委員會之減量績效評估方式進行說明。
(一)英國減量績效評估機制
如先前所述，
「氣候變遷法」建立透明化報告機制，明定能
源暨氣候變遷部與氣候變遷委員會定期提交之評估報告，以及
報告內容與向國會提交之期程，以利進行減量績效評估作業(表
1)。
表 1、英國減量績效評估機制規範
條
次

報告項目

報告內容

16

年度排放報告
(Annual
statement of
emissions)

1. 前年溫室氣體
排放量。
2. 前年英國淨碳
會計帳。
1. 預算期間溫室
氣體排放狀
況。
2. 預算期間英國
淨碳會計帳。
1. 溫室氣體排放
量、移除量與
淨排放量之總
量。
1. 碳預算目標達
成情形
2. 部門減量措施
執行狀況。

18

期末報告
(Final statement)

20

2050 年期末報
告
(Final statement
for 2050)

36

進展報告
(Progress report)

編製單位

公布時間

最新報告提交情形

能源暨氣 每 年 3 月 於 2017 年 3 月完成
候變遷部 31 日前
2015 年排放報告。

能源暨氣
候變遷部

預算期結
束後第 2
年 5 月 31
日以前

能源暨氣
候變遷部

2052 年 5
月 31 日前

於 2014 年 5 月完成
第一預算期之期末
報告。

-

氣候變遷 每 年 7 月 於 2016 年 6 月完成
委員會
15 日前
2016 年進展報告。

資料來源：HM Government (2008)，本文整理。

依據「氣候變遷法」第 16、18 條，能源暨氣候變遷部應於預
算期間每年 3 月完成年度排放報告，進行溫室氣體排放統計，以
評估各年碳預算目標執行情形；並於預算期結束後，完成期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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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Final statement)，其中彙整年度排放報告資料，說明當期碳預
算目標達成情形。
依據「氣候變遷法」第 36 條，氣候變遷委員會應於每年 7 月
完成進展報告，其中檢視部門減量措施執行狀況，並提供相關改
善建議；而能源暨氣候變遷部針對上述報告，得向相關權責機構
諮詢，並向國會提交回應報告。
(二)能源暨氣候變遷部
能源暨氣候變遷部透過溫室氣體排放現況分析與未來趨勢
推估，追蹤碳預算目標達成情形。該部門依循「氣候變遷法」
規範，於預算期間定期公布年度排放報告，彙整並計算各部門
溫室氣體排放量，掌握英國溫室氣體排放情形；另定期編製能
源與溫室氣體排放推估報告，其中依據部門減量規劃，將各項
措施之預期減量成效納入考量，以評估碳預算目標能否逐期達
成。
1.年度排放報告
在年度排放報告編製方面，能源暨氣候變遷部以英國溫室
氣體排放清冊資料為基礎，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包括前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移除量，以檢視英國溫室氣體排放現況，
並依據「氣候變遷法」第 27 條，考量國外排放額度取得情形，
計算英國淨碳會計帳，作為評估碳預算目標達成情形之基礎單
位。為追蹤年度碳預算目標達成情形，另依據「氣候變遷法」第
12 條，設定年度碳預算目標值區間，透過檢視各年英國淨碳會
計帳是否坐落於碳預算目標值區間，衡量預算期間各年溫室氣
體排放量與碳預算目標值之差異。
2.能源與溫室氣體排放推估報告(Updated energy and emissions
projections)
為評估各期碳預算目標達成情形，能源暨氣候變遷部每年
編製能源與溫室氣體排放推估報告，其中依據 2011 年公布碳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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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Carbon Plan)2，將各部門措施之預期減量成效納入考量，據
以推估英國與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趨勢，透過將各預算期之排
放推估結果與碳預算目標值相比較，分析碳預算目標能否逐期
達成。
上述評估由內部模型團隊統籌規劃，相關單位3則配合提供
評估資料。該團隊蒐整各單位提供之基礎資料(如：化石燃料價
格、社經展望、人口等)，以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與國家能源
統計數據為依據，進行基線排放推估；並依據各項政策衝擊影
響評估報告，將預期減量資訊代入模型，分析減量措施推動對
英國溫室氣體排放趨勢之影響。為兼顧評估品質與一致性，各
項減量政策之衝擊影響係依據中央政府操作指南進行評估，預
期減量資料皆以標準格式提交，並由模型團隊進行檢視，以避
免重複計算問題。
(三)氣候變遷委員會
為審視碳預算目標執行進展，氣候變遷委員會自 2009 年起
每年 7 月完成進展報告，報告內容包含碳預算目標達成情形、
部門減量措施執行狀況與政策改善建議。相較於能源暨氣候變
遷部僅以溫室氣體排放分析作為碳預算目標達成情形之評估方
式，該委員會建立部門減量績效評估架構，除了將溫室氣體減
量目標納入指標項目，亦針對部門減量規劃之執行進展，訂定
相關評估指標。
有關報告架構與內容規劃，該委員會於第一本(2009 年)進
展報告說明排放趨勢推估方式，並建構部門減量績效評估架構，
針對部門減量措施之預期執行績效，選定合適指標項目，作為
其後報告編撰之基礎；自 2010 年起則採用上述指標架構，摘要
能源暨氣候變遷部於 2011 年公布碳計畫(Carbon Plan)報告，針對前四期碳預算目標之達成，提
出部門減量規劃，並評估各部門政策措施之預期減量成效。
3
相關單位包括能源、食品暨鄉村事務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
運輸部（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DfT）與財政部(HM Treasury, HM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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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碳預算目標達成情形，並分章說明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趨
勢與措施執行狀況，最後依據指標評估結果，提出相關政策改
善建議。
在評估指標項目訂定方面，該委員會採用其碳預算建議報
告之部門減量情境設定，分別依據情境中各部門減量目標與影
響其減量績效之措施規劃，選取具代表性之指標項目。為確保
減量績效評估方式一致性，各部門減量績效評估指標皆由主要
指標(Headline indicator)與配套指標組成(Supporting indicator)，
主要指標係用以分析相關溫室氣體減量目標達成情形；配套指
標則用以評估重點措施推動成效，以及相關作業執行狀況。
依據 2009 年進展報告，主要指標包括溫室氣體排放與其驅
動因素(如：電力需求、排放密集度、發電量等)，指標內容以量
化數據呈現。配套指標係用以監測部門減量措施執行進展，分
為 施 行 指 標 (Implementation indicator) 、 進 度 指 標 (Forward
indicator)與政策查核項目(Policy milestones)指標，考量部分減量
措施尚處於推動初期，相關資料尚未建立完全，指標內容以量
化或質化描述方式呈現。其中，該委員會分別依據各項措施發
展階段，將各項措施之預期推動成效與相關前置作業執行進度，
納入施行指標與進度指標項目；相關計畫執行查核點(如：基礎
建設、制度建立等)則列入政策查核項目指標。
鑑於英國電力部門減量貢獻最大，以下特針對英國電力部
門減量績效評估指標訂定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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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國電力部門減量績效評估指標
英國基於經濟考量與技術可行性，規劃透過增加風力發電，並搭
配其他低碳能源組合(如：核能、碳捕存技術)之方式，期使達成 2030
年電力部門去碳化目標。為評估電力部門減量績效，氣候變遷委員會
依據上述政策規劃，於其碳預算建議報告設定電力部門減量情境，並
以該情境設定為基礎，於進展報告將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相關目標納入
考量，訂定主要指標；另針對低碳能源措施執行目標，考量重點措施
於各發展階段之執行績效，以及相關計畫查核點時程規劃，適當訂定
配套指標。以下針對電力部門減量績效評估之主要與配套指標進行說
明。
(一)主要指標
依據 2009 年進展報告之電力部門減量情境設定，電力部門
以風力、核能、碳捕存技術為重點能源發展項目，進行風力發
電投資計畫、核電廠新建計畫與碳捕存技術示範計畫，期使達
成 2020 年排放量較 2008 年水準減少約 50%，以及 2020 年碳
排放密集度較 2008 年水準降低 46%目標(表 2)。
為有效評估電力部門相關減量目標達成情形，該委員會參
考電力部門減量情境內容，分就電力部門減量目標、碳排放密
集度目標與低碳能源發電目標，訂定主要指標，包括：
1.溫室氣體排放量；
2.碳排放密集度；
3.低碳能源(風力、核能、碳捕存技術)發電量。
表 2、電力部門減量情境設定
項目
溫室氣體排放
碳排放密集度
低
碳

風力

內容
2020 年排放量較 2008 年水準減少約 50%。
2020 年碳排放密集度較 2008 年水準降低 46%。
2020 年完成新增 23GW 風力發電裝置量(12GW 來
自陸域風力發電，11GW 來自離岸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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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源
規
劃

項目
再生能源
(非風力)
核能
碳捕存技術

內容
2022 年完成新增 4 GW 再生能源(非風力)裝置量。
2022 年完成新建 3 座核電廠。
2020 年完成興建 4 座碳捕存示範廠。

資料來源：Meeting carbon budgets - the need for a step change: progress report to Parliament (2009)，本文整
理。

(二)配套指標
在配套指標訂定方面，氣候變遷委員會針對風力發電投資
計畫、核電廠興新建計畫與碳捕存技術示範計畫，考量其技術
發展現況、計畫生命週期與相關計畫查核點及制度運作情形，
以預期績效與執行進度時程，訂定評估指標項目，作為與實際
執行進展比較之基準。英國低碳能源計畫執行績效之配套指標
訂定說明如下：
1.風力發電投資計畫
英國風力發電技術發展已趨成熟，為唯一進入裝設階段之
低碳發電技術。氣候變遷委員會依據風力發電計畫生命週期(規
劃、建造與商轉階段)，以裝置容量目標與平均規劃時間，訂定
施行指標與進度指標，作為績效評估之依據。其中，施行指標
係用以評估商轉中之風力發電計畫執行情形，進度指標則用以
描述規劃與興建中之風電場相關預期績效目標與作業執行進度
(表 3)。
另外，考量風力發電裝置容量將大幅成長，電力系統傳輸
容量不足將限制風力發電發展，亦針對電力傳輸設施投資規劃，
依據相關作業執行進度時程，分別設定施行指標、進度指標與
政策查核項目指標。施行指標用以描述陸域與離岸電力傳輸設
施啟用時程，進度指標則用以描述陸域與離岸電力傳輸設施相
關作業辦理時程，而政策查核項目指標用以評估電力傳輸設施
強化相關制度建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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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風力發電投資計畫相關執行績效配套指標
指標類別

計畫生命週期
運轉階段

投資項目
風力發電機組
電力傳輸設施

施行指標

規劃階段

風力發電機組

進度指標
興建階段
電力傳輸設施

政策查核
項目指標

-

指標項目
1.總裝置容量目標。
2.新增裝置容量目標。
1.陸域風力發電電網強化設施營運時程
(地區別)。
2.離岸風力發電電網強化設施營運時程
(地區別)。
1.裝置容量目標。
2.平均規劃時間。
1.裝置容量目標。
1. 離 岸 輸 電 設 備 所 有 人 制 度 (Offshore
Transmission Owner, OFTO)建立時程。
2.電力傳輸設施相關投資協議簽訂時程。

資料來源：Meeting carbon budgets - the need for a step change: progress report to Parliament (2009)，本文整理。

2.核電廠新建計畫
基於成本有效性原則，核能新建計畫亦為達成英國電力部
門去碳化之重要措施。氣候變遷委員會依據核電廠新建計畫生
命週期，以相關作業之時程規劃，訂定施行指標與進度指標，
作為績效評估之依據。其中，施行指標用以追蹤核電廠運轉時
程規劃，進度指標用以評估核電廠相關申請規劃、規劃批准與
建造作業執行進度(表 4)。
另外，針對政府因應核電廠規劃前置期長，明定相關前置
作業查核點，依據各項作業時程規劃，訂定政策查核項目指標。
表 4、核電廠新建計畫相關執行績效配套指標
指標類別
施行指標

計畫生命週期
運轉階段
規劃階段

進度指標
建造階段

政策查核
項目指標

-

指標項目
1.第一座核電廠運轉時程。
2.其他新建核電廠運轉時程間隔。
1.核電廠規劃申請作業辦理時程。
2.核電廠規劃批准與預備作業辦理時程。
1.核電廠建造時程
1. 管 制 理 由 說 明 (Regulatory justification
process)完成時程。
2.通用設計評估(Generic design assessment)完
成時程。
3. 核 能 國 家 政 策 聲 明 (National Policy
Statement)公布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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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類別

計畫生命週期

指標項目
4.除役計畫管制實施時程。

資料來源：Meeting carbon budgets - the need for a step change: progress report to Parliament (2009)，本文整
理。

3.碳捕存技術(CCS)示範計畫
氣候變遷委員會考量燃煤發電結合碳捕存技術為達成英國
電力部門去碳化之關鍵措施，依據碳捕存技術示範計畫生命週
期，以相關作業之時程規劃，訂定施行指標與進度指標，作為
績效評估之依據。其中，施行指標項目包括碳捕存技術示範計
畫正式商轉時程，進度指標則用以描述相關工程規劃時程。
另外，針對碳捕存技術示範計畫商轉前相關前置作業，包
括先期研究與基礎建設等時程規劃等，設定政策查核項目指標
(表 5)。
表 5、碳捕存技術示範計畫相關執行績效配套指標
指標類別
施行指標

計畫生命週期
運轉階段
規劃階段

進度指標
政策查核
項目指標

-

指標項目
1.碳捕存技術示範計畫正式商轉時程。
1.規劃與授權批准作業完成時程。
2.土地取得作業完成時程。
3.儲存場址檢測完成時程。
1.前期工程與設計研究執行時程。
2.碳捕存技術示範計畫競標作業。
3.運送、儲存等基礎建設之建造與檢測時程。

資料來源：Meeting carbon budgets - the need for a step change: progress report to Parliament (2009)，本文整
理。

四、結論與建議
(一)中央主管機關宜依據部門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情形，統籌進行國家
排放現況檢討，並推估未來排放趨勢，以確認國家發展符合減碳路
徑規劃
英國能源暨氣候變遷部為減量績效評估之主管機關，統籌
規劃國家與部門排放分析作業，負責彙整各單位提供資料，並
確認資料正確性，以確保評估一致性。為適時掌握碳預算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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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情形，該部門每年重新檢視英國排放現況與趨勢，其中進
行排放量統計，設定年度碳預算目標值區間，衡量各年實際排
放量與碳預算目標值之差異；並將部門減量規劃納入考量，進
行排放趨勢推估，透過將各預算期之推估結果與碳預算目標值
相比較，預估各期碳預算目標達成情形。
考量部門排放現況分析與未來趨勢推估為我國排放管制成
果評估之重要基礎，相關評估作業建議由中央主管機關主導，
包括進行跨部會協商、彙整並確認基礎資料、進行國家減量績
效評估等，以確保評估方式一致性；並採每年一次方式，進行
排放量統計，並依據最新情勢變更，重新辦理排放趨勢推估作
業，以掌握溫室氣體減量執行進度與未來排放趨勢，確認部門
發展符合國家減碳路徑規劃。
(二)部門減量目標執行情形評估指標應具代表性，並可反映重要減量
措施推動進度
英國氣候變遷委員會為「氣候變遷法」特設立之諮詢機構，
協助評估碳預算目標達成情形。有別於能源暨氣候變遷部僅以
排放分析進行部門減量績效評估，該委員會建立部門減量績效
評估架構，其中基於代表性原則，依據部門相關溫室氣體減量
目標，選定主要評估指標，另針對各部門重要減量措施執行目
標，考量措施各發展階段之執行績效與相關計畫查核點時程規
劃，合適訂定配套評估指標，以切實掌握各部門減量措施執行
進展。
為有效檢視我國各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執行情形，建議亦考
量評估指標代表性，以各部門相關減量目標為主要評估指標，
並檢視各部門重要減量措施推動情形，依據各項措施之發展階
段，針對各階段重要工作之預期績效、執行時程與查核點規劃，
務實訂定配套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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