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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前，加入主婦聯盟基金會，以志工服務開始參
與NGOs，及合作社創業的人生。從環境運動摸索了
有機農業、公平貿易、能源、高齡化的學習，認識
許多人、團體。

未來20年，希望能為地球與社區的永續、減少孤獨、
創造互助與就業的和平運動而努力。

現任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監事
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 理事主席

經歷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常務理事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常務董事

密西根大學公共衛生碩士畢業



面對氣候危機
我們能做什麼?

1986車諾比核電廠事故 2011福島核災(東日本大地震)

地球暖化 極端氣候 氣候危機



反核
一直都是為了孩子，
和
我們共同的未來



第一波的共同購買運動
綠色消費、互信合作

「環境保護」基金會

財團法人

 1987年成立、1989年立案

「能源」合作社

 社團法人

 能源轉型的公民實踐團體

 2016年創立

「消費」合作社

 社團法人

 1992年共同購買運動

 2001年正式成立

從食物 能源的公民參與運動

第二波的共同購買運動
非核、創能、減碳



米與蔬菜的共同購買運動—責任生產、責任消費

•集結消費力(購買力)，守護健康與環境守護

•農友以無農藥/有機耕作，為消費者家庭提供安心食材

•消費者以持續消費，支持農友的家庭生計

•消費者加入(支持)永續農業的行動成為共同生產者



消除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教育品質 性別平等 淨水與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就業與
經濟成長

工業、創新
與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市 責任消費
與生產

氣候行動 水中生態 陸地生態 和平、正義
與強大機構

致力於永續
的夥伴關係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2016-2030



各位姊妹： 2016.7.27   籌備期

謝謝各位前天（7/25)下午前來聽第一場綠電合作社的正式說明會，雖然聽
後應該還有一些疑問，請隨時提問我、潔鳳或苑紋。

• 承諾要成立一個團體是很慎重的過程（一定要我們做嗎？）

• 要承諾經營20年以上，看到想做的事被認真的執行，困難被一一排除，

• 需要很的人的加入、支持、鞭策、監督，還有許多祝福。（怎樣才不會失敗？）

• 出資、經營、利用是合作事業的三合一/三位一體，讓我們為台灣能源轉型一起
10人11腳開走一段，這個綠能合作社，將是2017年主婦聯盟30週年最好的賀禮。

• 在銀行利率極低，股市與基金存在太多不確定的現代，不如大家弱水匯缸，共
同投資給下一代的能源未來，建立都會區用電與發電的真正的「共享綠色經
濟」。

• 歡迎成為這個合作社前10~20號的發起股東！

淑德



綠主張綠電合作社 2016. 10. 22 創立大會

第二波的共同購買運動

給下一代乾淨的能源及祝福

創始社員：77 位
含法人社員: 1位

目前社員：253 位
含法人社員：5 位
股金 >930萬元



開放、自願性社員制

Democratic Control 民主管理

社員的經濟參與

Autonomy & Independence 自主與自立

Continuous Education 教育推廣宣傳

Cooperation among Co-ops 社間合作

Concerns for the Community 關懷社區

國際合作社 7大原則 (ICA)

A cooperative is an 
“autonomous 
association of 
persons united 
voluntarily to meet 
their comm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needs and 
aspirations through a 
jointly owned and 
democratically-
controlled enterprise.”

合作社是—
基於共同所有及民主管理的企業體，為滿足共同的經濟、
社會、文化的需求與渴望，而自願結合之自治團體。



公民電廠 透過公民的出資和捐贈，以
地區為主體，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推動能源的在地生產在地消費，
建構能源自治與
低碳社會，
提供環境學習與教育的場所。

創造能源的地產地消，把消費者 共同生產者



一人1萬元為單位，
也為了平衡自己的碳排放

公民小額集資
推動社區發綠電



我們生存的現況

年年創高溫新紀錄，乾旱與水災交替，氣候危機只剩10年可以扭轉

沒有人是局外人
妳、我都是當事人



台灣糧食自給率 31%，
能源自給率 2%

(電力自給率5.6%)

我們進步的空間還很大
需要許多人的支持+協力行動



台灣的電力 95% 依賴進口原料，81%靠火力發電 (2019)

很多台灣人以為台灣的電力主
要靠核能

2018年能源民調顯示，
43.6%的民眾認為核能是臺
灣最大的發電模式，然而實際
為燃煤發電。

2020年的能源民調，

認為「發電量最大為核電｣的比
例仍然最高，但卻比2018年降
低了10%，為33.1%。

(台大風險中心)



台灣人均用電量亞洲第一名

全球第19名

與韓國相當，超越日
本、

是世界平均值的 2.5 倍

台灣的碳排放佔全球
0.82%

因為電價太便宜，亞洲
倒數第三，
為菲律賓之1/2, 日本的
1/3

台灣的碳排放佔全球 0.82%

人均用電量全球第21位 (IEA/OECD)



1 度電? 1 度水? 1 度瓦斯?

全部都比許多國家便宜
所以大家不珍惜

能源轉型的障礙



天空1號(苗栗頭份)發電狀況
10.03KW, 
2017.12.29併聯發電, 2018年共發電13,036度



社員是綠能的投資人、共
同生產者，不再只是消費者

2019 年綠電合作社共有6案場

裝置容量 503.48kWp

共發電約 149,540度(kWh)

相當於 43個家庭一年用電量
長老教會總會宣教大樓 (台北市)

儲蓄互助協會 (台中市)

新北市樹林 家祥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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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截至10月底案場發電統計

約142個家庭/年

約27萬公斤

約2.3萬棵樹



挑戰
• 落實Co-op（合作社）本質與原則，經營社區共有事業體

• 合法屋頂很難找

• 能源、電力的知識門檻

• Multi-stakeholders—法務、合約（FIT 20年）、財務風險、保
險、技術依賴

• 融資 (股本、社員借款、貸款…) IRR不好看，回收期長

• 合作社法限制非社員的出資，無法使用群募來集資

• 電力市場自由化法規（電業法子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 售電事業（未納入合作社）

• 經營信心



綠電
合作社

國外能源合作社的典範



綠色和平 也是德國最大的能源合作社

成立於1989.10

24,000 社員 (資金來源＆用電戶)

供電（零售）：11萬客戶 (其中9,000是企
業)

子企業 Planet Energy 裝置發電設備 (11風機+  3
太陽PV場)  共 65MW

發展綠色儲能（風能→氫能、甲烷）

年營收 1億歐元



韓國能源合作社(100+個)，75+個能源自主社區
• 因能源法及合作社法修法，鼓勵了
能源合作社的成立

• 2017.7重啟FIT, 限100kWp以下

• 不以營利為目的，以參與社區能源
轉型與能源自主為目標。

• 首爾 恩平區太陽能與風能合作社
• 2013年成立
• 社員330人
• 公有房舍、學校屋頂
• 已裝置5座太陽能發電廠，共330kW
• 2019年，有6-7座新案場，將增加

600-700kWp

租用學校屋頂，能源合作社共同投資建置並營運



REScoop
歐洲再生能源合作社聯盟

• 代表1,500個能源合作社，100萬名社員，參與歐洲的能源轉型

• 口號：擴大歐洲公民投資永續能源

• 讓歐洲人民很容易找到鄰近的能源合作社可加入，協助新合作
社的成立與學習交流

• 2017年大會：「未來40年歐盟1/2人口將加入自產能源」。
2050年，2.64億歐洲公民將生產自己的能源，達到歐洲電力需
求之45%

• REScoop 有39法人社員，其中4個來自英國：Coop Energy, 
Community Energy England, Energy4all, Carbon Coop



反轉地球暖化 解決方案前10招是…

1 Hi-Tech Refrigeration 冷媒控管

2 Onshore Wind Power  陸上風力發電

3 Reducing Food Waste 減少食物浪費

4 Plant-Rich Diets       多蔬果飲食

5 Tropical Forest Protection 熱帶森林

6 Educating Girls 女性教育

7 Family Planning       家庭計畫

8 Utility-scale Solar   太陽能農場

9 Silvopasture 混牧林業

10 Rooftop Solar   屋頂太陽能

反轉地球暖化100招
(聯經出版 2019)

2017



屋頂加蓋鐵皮
台灣最常見的遮陽防漏

農民替鳳梨加帽子，抵擋
高溫日照，以防曬傷

台灣的夏天，想盡辦法抵抗陽光



謝謝聆聽 歡迎參考

• 綠主張官網 • 綠主張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