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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於 2021 年 11 月在英

國格拉斯哥召開，採取行動因應氣候變遷的壓力持續上升。大眾

普遍認為這是繼 6 年前《巴黎協定》簽訂以來最重要的時刻，所

有目光都聚焦在政府，期望它們在國家自主貢獻（NDC）上取得

成績並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較工業化前水準 1.5°C 的目標努

力推上軌道。公眾壓力不僅體現在促使政府解決日趨嚴峻的氣候

危機，要求機構投資者跟進並採取行動的呼聲也不斷高漲。新冠

病毒疫情的嚴重衝擊更是提高了機構投資者因應環境、社會和公

司治理（ESG）和永續發展風險的重要作用。 

 

在本期再生能源吸引力指數（RECAI 57）報告中，我們聚焦全

球各國政府必須兌現加大能源轉型投入承諾的重要性。中國與美

國去年做出的淨零排放承諾是實現《巴黎協定》目標的重要進

程，這兩個國家於今年 4 月宣布將共同努力，並與其它國家和地

區合作因應氣候變遷問題。中國與美國同意採取進一步行動降低

排放並資助發展中國家向低碳能源轉型。但是，中美兩國如何資

助這個轉型過程仍具有不確定性。 

 

已開發國家必須證明，作為創新計畫的一部分，它們會兌現每年

在清潔能源研發投入增加至 100 億美元的承諾，另外，它們也

必須展示誠意實現為發展中國家每年提供 1,000 億美元的氣候

變遷資助。與此同時，低碳轉型也取得重要進展。今年 4 月，美

國總統拜登主持氣候峰會並提出美國在 2030 年的二氧化碳減排

量將達到 2005 年水準的 50%-52%。 

 

本期 RECAI 57 期報告也同時關注機構投資者在實現《巴黎協

定》目標的進程中資助能源轉型的具體作用。去年，全球再生能

源裝機投資上漲 2%達到 3,035 億美元，這是有史以來第二高的

年度紀錄，考慮到 2020 年經濟環境多重困難，這個成就特別令

人矚目。但是，融資缺口仍然存在。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

的當前政策情境，安永分析預測顯示未來再生能源融資將高達

5.2 兆美元；而在永續發展情境下，投資總額將高達 12.9 兆美

元，其中 7.7 兆美元將投向再生能源。 

 

新冠病毒疫情進一步提升 ESG 的重要性，機構投資者對於再生

能源的興趣也持續提升中。但是，政府對基礎設施投入做出更加

明確的承諾以及未來可能支持的相關投資進程細節，將為機構投

資者和保險機構帶來更多的機會。 

 

COP26 為加速全球能源轉型提供了一個平臺，但成功不僅取決

於會議籌備和進行，更包括會後進一步的合作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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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鍵發展概況 

隨著 COP26 的臨近，政府和機構投資者必須迎接遵守《巴黎協定》的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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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風電裝置容量創紀錄 

中國承諾與美國合作因應氣候變遷，再生能源發展迎來新契機。 

 

2020 年，中國風力發電新增裝置容量大幅成長達 72.4GW，較
2019 年成長了三倍，是此前最高紀錄的兩倍多。其中單就
2020 年 12 月就增加 48GW，這是因為開發商急於趕在陸域風
電補貼取消之前完工—2020 年後，中國將不再批准陸域風電專
案補貼。 
 
然而，根據世界風能協會（GWEC）策略總監趙峰於大會中的說
法，上述中國國家能源局報告的資料可能包括 2019 年底前已安
裝但未併網的專案共約 26.3GW。即便如此，2020 年 46.1GW
的淨裝置容量對中國來說仍然是一個很大的成長，幾乎相當於
2018 年全球裝置容量的總和。 
 
中國在 2020 年還建置 3GW 的離岸風電，占去年全球新增裝置
量的一半。此外，太陽能新增裝置量為 49.3GW，較 2019 年的
29.7GW 成長顯著。 
 
上個月，中美兩國宣布將共同努力，並與其它國家和地區攜手因
應氣候變遷。這兩個國家同意討論進一步的具體行動，以減少碳
排放，並資助發展中國家向低碳能源轉型。 

 

巴西：離岸風電產業監理大躍進 

擬議法案將要求開發商按最高 5%的發電收入及其它費用支付水
域使用費。 

巴西正在推動部署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目前，在 8,000 公里長
的大西洋沿岸沒有任何裝機。但今年 2 月，國會提出一項新議
案，如果該議案獲得通過，將開放該產業。 
 
針對離岸風電開發中，巴西一直在討論關於海域應如何授予特許
經營或租賃，新議案將要求開發商按最高 5%的發電收入以及其
他費用支付海域使用權。在先前較早的離岸風電法案中提出「先
到先得」的制度，不收取額外分潤或租賃費用，該法案已得到參
議院核准，目前正在眾議院進行辯論。當新法案提交眾議院時，
預計這兩項法案將被合併。 
 
與此同時，巴西環境與永續自然資源研究所（IBAMA）去年發布
離岸風電專案的許可指南，此外，巴西能源研究公司（EPE）發
布一份產業發展路線圖，呼籲關注基礎設施的瓶頸問題。 
 
預期巴西離岸風電將可大幅成長，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其擁有
50 公尺深、30 公里寬的大陸棚和每秒 7.0-7.5 公尺的風速。挪
威 Equinor 公司和西班牙 Iberdrola 公司已經分別申請 4GW 和
9GW 的許可，而巴西國內的公司 BI Energia 已經提交了建造離
岸風場申請。道達爾（Total）和巴西石油公司 Enauta 也表達興
趣。 
 
然而，要想讓這個新興產業發展，就必須降低成本。目前，巴西
相關規劃部門必須遵守兼顧最低價格和供應安全的監理規定。鑒
於巴西 18GW 陸域風電售電價格低於 13 美元/MWh，而全球平
均離岸風電價格約為 50 美元/MWh，該價格目前還是過於昂貴
而無法在政府招標中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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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通過離岸風電法案 

投資者負責併網的建設和融資。 
 
波蘭通過離岸風電法案，規範波羅的海離岸風場的發展。政府的
目標是在 2021 年 6 月底前透過差價合約（CfD）制度取得
5.9GW 的合約，較先前離岸風電法案草案核准的 4.6GW 多。首
批專案將於 2025 年營運。 
 
預計投資者將負責離岸風電場與國家電網併網的建設和融資，波
蘭國家輸電系統營運商 Polskie Sieci Elektroenergetyczne 在投
資者可能出售的情況下擁有優先購買權。 
 
以上為波蘭發展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的計畫包括兩次招標，第
一次將在 2025 年，第二次在 2027 年，兩次招標的規模均為
2.5GW。到 2027 年，波蘭包括營運中和建置中的離岸風電裝置
容量將達到 10.9GW，長期發展規劃高達 28GW。波蘭被視為潛
在進入非西歐市場的跳板，在這裡的成功經驗可以使開發者將目
光轉向黑海。 

 

 

 

 

 

 

 

 

土耳其：未來三年內有望建造離岸風場 

世界銀行指出土耳其在其距海岸 200 公里內海域擁有 75GW 的
開發潛力。(本次 RECAI 排名第 25 位) 
 
世界銀行正在為土耳其制定一個長期的離岸風電發展路線圖，目
標是在未來兩到三年內推出招標。在 2018 年年中取消一項
1.2GW 的離岸風電招標後，世界銀行目前正在運用歐盟資金支
援風電專案可行性和環境影響研究，為第二次招標做準備。 
 
目前正在對馬爾馬拉海(Marmara Sea)和黑海的選址進行評估。
在土耳其黑海部分，風速估計在每秒 7-7.5 公尺，多數處於深海
區。目前，選址評估沒有包括愛琴海或地中海，儘管 2018 年取
消的招標中有三個的場址位於愛琴海和地中海。在愛琴海選址的
可能性可能受到幾個希臘島嶼靠近土耳其海岸的限制。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土耳其在其距海岸 200 公里範圍內具有
開發 75GW 的離岸風電潛力，其中包括 63GW 的浮動式離岸風
電和 12GW 的固定式水下基礎風電。土耳其在歐洲風電裝置容
量排名前十，是歐洲五大風機元件生產國之一，包括陸域和離岸
風電設備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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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到 2025 年，再生能源招標總量可能達 2.1GW 

新的數位化許可將加快開發商參與全國招標流程。 
 
希臘於 5 月 24 日舉行風能和太陽能聯合招標，這是該國第三次
再生能源聯合招標，向投標人提供 350MW 的標的，每個太陽能
專案不超過 20MW，每個風電專案不超過 50MW，設定價格上
限為 53.86 歐元/MWh（64.04 美元/MWh），最後得標價格從
32.97 歐元/MWh 至 51.2 歐元/MWh，平均價格為 37.6 歐元
/MWh。 
 
希臘首次聯合招標風能和太陽能專案是在 2019 年 4 月，當時政
府提供 437MW 的裝置標的。而去年招標共成交 503MW，其中
包括國營公用事業公司 Public Power Corporation 在
Ptolemaida 的一個 200MW 太陽能專案，該專案以創紀錄
49.11 歐元/MWh（約 58 美元/MWh）的電價成交。 
 
希臘計畫在 2024 年底前共舉辦六次招標，目標是促成 2.1GW
再生能源專案得標，而此次 5 月舉辦的聯合招標即為此規劃的第
一次。此投標制度可穩步降低電價，並為當地的公司創造一個競
爭環境。 
 
希臘還導入新的數位化許可程序，能協助開發商加快參與國家再
生能源招標的流程。 

 

比利時：Flanders 地區的風能補貼減少 

補貼減少，約有 30 個專案受到新法規的影響。 

弗蘭德斯地區已經減少對未來風電專案的補貼，2.5MW 及以上
的風場將被劃入低補貼區間，而先前的界限是 3MW。該地區納
入補貼機制的風場其內部收益率指標也將下降，因為新規定將僅
按照風場的額定裝置支付補貼，直到 2024 年補貼全部取消。 
 
這些變化可防止開發商利用先前規則漏洞，預估約有 30 個風電
專案將受到新法規的影響。 

 

匈牙利：陽光照耀匈牙利的太陽能產業 

最近一次招標的得標者將獲得 15 年期的固定躉購電價。 
 
2020 年 10 月匈牙利舉行的第二次再生能源招標參與踴躍，有
257 個專案參與競標（其中 256 個是太陽能專案，另一個是
0.5MW 的地熱專案），只有 36 個專案得標。對於 300kW 至
1MW 之間的小型光電廠，最低投標價格為 71 美元/MWh，對於
1MW 至 49.9MW 的專案，最低投標價格為 54.9 美元/MWh。 
 
匈牙利能源和公共事業監管局（HEA）期望促成 390GWh 成交
合約。在 2020 年 3 月舉行的第一次再生能源招標中共成交
199GWh，第二輪招標將大型專案裝置門檻由 20MW 提高到
50MW，受到外國投資者的歡迎。HEA 將為這 36 個成功的專案
提供 15 年的躉購電價。 
 
儘管匈牙利太陽光電市場成長強勁，但其再生能源市場仍受到支
持小型地區供熱企業的稅收政策阻礙。匈牙利已將太陽能作為其
再生能源政策的核心，設定 2030 年太陽光電裝置目標為
6GW，而現有裝置容量僅略高於 1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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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著眼於突破太陽能發展 

促進國內工業發展，兩個 40MW 的發電廠將在 2021 年底建
成。 
 
肯亞預計今年將有 80MW 太陽能發電併網，這對目前僅有
200MW 裝置規模的國家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成長。兩座 40MW 的
太陽能發電廠已獲得核准，將由民營投資者建造並將在今年年底
之前開始營運。 
 
肯亞大部分地區一年四季都有充足的陽光，無論是大型併網專案
還是屋頂型太陽光電裝置，都是太陽能發電的理想地點。 
 
與此同時，該國正計畫重新審視其太陽能法律框架，以提高工業
部門對太陽能的利用率。為了促進家庭屋頂安裝的普及，肯亞正
在起草進口太陽能設備的相關標準，以保護消費者免受不合格產
品的侵害。目前，該國 90%以上的太陽能設備仰賴進口。 
 
肯亞因缺乏當地生產技術和能力而受到發展阻礙，能源和石油監
理機關目前正在考慮促進技術移轉的新監理框架。 

 

法國：第四輪 1GW Normandy 離岸風電招標啟動 

英吉利海峽 500 公里風場的三階段招標專案將為 80 萬戶家庭供
電。 
 

法國在一月份對 Normandy 沿岸英吉利海峽離岸風場區域的建
設、營運和維護進行招標，規模將在 900MW 到 1,050MW 之
間，分布在 500 公里的區域內。招標分為三個階段：2022 年公
布得標開發商名單，他們將負責專案融資和管理；展開環評並與
相關利害關係人協商；然後將在距 Normandy 海岸至少 30 公里
處建造風場，儘量將對漁業、海上交通和海洋環境的影響降至最
小。 
 
專案建造預計將為 80 萬戶家庭供電，並將成為法國的第八個離
岸風場。去年，政府宣布到 2023 年將共有 2.4GW 離岸風電的
招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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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RECAI 報告中我們也將帶來兩個不同區域綠氫案例的專題報導。綠氫發展帶出低碳轉型所面
臨的重大問題，不僅針對氫，也同時涉及電動汽車和電池儲能，即這些技術為淨零排放提供了龐
大潛能，但同時也需要巨額投資形成規模並提升成本競爭力。 

 
最後，本期報告亦針對東亞電力市場特別是其再生能源的強勁發展進行深入分析。不單是中國，
同時日本和韓國也在去年做出承諾，東亞地區的再生能源將可能從加速成長中受益，包括建立供
應鏈、降低技術成本並吸引國際投資等。在東南亞，能源需求成長迅速，面對 4,500 萬人口缺
電以及預計 25%的人口成長，再生能源將扮演滿足能源需求的重要角色。因應氣候變遷和管理氣
候風險是這一區域的首要問題，因為其中的一些市場受氣候變遷影響尤其嚴重。 

 

欲獲得更多資訊，請詳見 RECAI第 57期。 

https://www.ey.com/en_gl/recai
https://www.ey.com/en_gl/re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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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德溥 

執行副總經理 

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886 2 2757 8888 ext. 88820 

Vincent.TP.Chu@tw.ey.com 

 

安永 |  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安永的宗旨是致力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我們

以創造客戶、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各界的永續性成

長為目標，並協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建

立信任和信心。 

 

以數據及科技為核心技術，安永全球的優質團隊

涵蓋 150 多個國家的業務，透過審計服務建立客

戶的信任，支持企業成長、轉型並達到營運目

標。 

 

透過專業領域的服務 －審計、諮詢、法律、稅務

和策略與交易諮詢，安永的專業團隊提出更具啟

發性的問題，為當前最迫切的挑戰，提出質疑，

並推出嶄新的解決方案。 

加入安永 LINE@好友 

掃描二維碼，獲取最新資訊。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加盟該全球

組織的各成員機構都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各成員機構可單獨簡稱為

「安永」。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註冊於英國的一家保

證（責任）有限公司，不對外提供任何服務，不擁有其成員機構的

任何股權或控制權，亦不作為任何成員機構的總部。請登錄

ey.com/privacy，了解安永如何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以及個人資

料法律保護下個人所擁有權利的描述。安永成員機構不從事當地法

律禁止的法律業務。如欲進一步了解安永，請瀏覽 ey.com。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括：安永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安永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

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及財團法人台北市安永

文教基金會。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安永台灣網站 

ey.com/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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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材料是為提供一般信息的用途編製，並非旨在成為可依賴的會計、稅務、法律

或其他專業意見。請向您的顧問獲取具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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