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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X ETF研究 

太陽能簡介 

地球的氣候正逐漸走下坡。人為排放和由此產生的大氣二氧化碳濃度上升正在長期推高溫度，從而導致負面

環境影響，並帶來與存活相關的外部因素。然而，正如人類活動須對我們目前的氣候困境承擔責任一樣，人

類的創新和投資可限制其惡化。脫碳是21世紀最迫切的全球共同目標之一。只有通過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加

快採用風能等清潔及可再生能源，我們才能實現這一目標。未來數十年，這種轉變將需要數十萬億美元的投

資，以改善太陽能等能源的基礎技術，並為清潔能源的未來鞏固經濟案例。 

下文我們將探討全球氣候危機，並評估太陽能等清潔及可再生能源在解決該危機中應扮演的角色。 

關鍵要點 

 大氣二氧化碳濃度上升和相關氣溫升高威脅著生命、生計和地球的自然環境。通過減排將升溫限制

在比工業化前水平高攝氏1.5度的範圍內可減緩氣候變化的許多負面影響。
1

 通過轉型到太陽能等清潔和可再生能源可實現脫碳和逐步淘汰排放量大的化石燃料。這將需要對基礎

/支援技術和激勵措施進行數十萬億美元的投資，以降低成本，並推動採用。

 隨著相關技術變得更可負擔，太陽能等可再生及清潔能源正在持續逐步取代化石燃料能源。在電氣

化、規模經濟和氣候行動的推動下，我們預料可再生及清潔能源將可繼續滲透。

奠定基礎：全球氣候危機 

地球溫度正持續創下新高。過去四個十年比至少可追溯到1850年之前的所有十年都越來越熱，2011-2020年的

平均溫度比1850-1900年（工業化前時期）高約攝氏1.09度。2暖化幾乎全是大氣溫室氣體（GHG）濃度上升的

直接結果，主要是二氧化碳，不論來源人為與否）。3,4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他們的重大2021

年報告(AR6)中有史以來第一次確認這種因果關係。5*溫室氣體是大氣絕緣體，從地球表面吸收並逐漸釋放熱

量。自然產生的溫室氣體使地球保持足夠的溫度，以供生物居住，並由海洋吸收和植物光合作用進行調節。

然而，現今溫室氣體水平遠超自然，地球無法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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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數據顯示2010-2019年二氧化碳的平均濃度比工業化前的平均水平高43%，從百萬分之289.3ppm上升至

410ppm，6增速比任何已知的自然增速快100倍，包括最近一次冰河時期之前的數千年間。
7
2019年，二氧化碳

濃度比過去200萬年中任何時候都要高。8二氧化碳濃度在20世紀工業革命後不久即開始上升，這絕非巧合。人

為排放幾乎完全是溫室氣體水平上升和由此導致氣溫度升高（+/-攝氏0.1度導致天然溫室氣體存在/缺乏）的

唯一原因。以燃燒化石燃料獲取能源是罪魁禍首。自1990年以來，化石燃料能源平均每年產生74%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
9,10

 

排放和暖化所產生的影響已經浮現，而且一蹴而就：11 

 自1950年代以來，陸上的極端氣溫和熱浪的強度和頻率增加，而自1980年代以來，海洋熱浪也增加

了一倍。 

 

 自1950年代以來，大雨事件變得更加頻繁和強烈。與直覺相反的是自那時以來，由於氣溫升高，農

業和生態乾旱也有所增加。 

 

 過去100年，海洋暖化的速度比11,000年前更快，導致冰川縮減和海冰融化。與此相關的是海平面上

升的速度比之前3,000年的任何可比時期都要快。由於吸收了更多二氧化碳，海洋也變得越來越酸。 

 

 過去40年，颶風變得更加頻繁，超出了自然變化所能解釋的範圍。溫暖的海洋及不斷上升的海平面，

加大了使這些風暴的劇烈程度及破壞性，隨著氣溫升高帶來新的滋生地，它們或會向北移動。 

 

通過水循環以及其他系統，這些影響導致各種破壞，從自然災害到水資源和糧食短缺，全都威脅著生命、

生計和全球 

全球平均氣溫持續上升，排放干預變得越來越緊迫 

隨時間變化的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百萬分率，PPM） 

4,000BCE 

自1964年以來的氣溫異常平均水平 （攝氏） 

10,000BCE 

註：氣溫異常是指全球表面溫度相對於 1951-80年平均值的變化。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 “Trends in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 （「大氣二氧化碳趨勢」）

和 “Global Surface Temperature Anomalies”（「全球表面溫度異常」），這兩個數據庫均於2021年3月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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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相關分析請參閱我們的清潔水、農業科技和食品創新研究）。12氣溫僅上升了約攝氏1.1度。根據

2021年實施的排放政策，2100年的氣溫可能比工業化前水平高攝氏2.1-3.9度。13氣溫僅上升攝氏2度即可顯

著增加「十年一遇」極端天氣事件的強度和頻率，將極端高溫事件的發生頻率推高5.6倍;氣溫度如升高攝

氏2.6度，極端大雨頻率將增加1.7倍，濕度將上升14%，極端乾旱頻率將增加2.4倍，乾燥程度（以土壤濕

度計量）將上升0.6個標準差，14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將無法估量。顯然，目前的干預措施還不足夠。 

*本文件引用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AR6報告是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一工作小組的報告，即AR6第一批發布

的報告。AR6是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第六份氣候變化科學基礎評估報告，由234名科學家（聯合國所有195個成員

國均可提名科學家）撰寫，總結和分析截至2021年1月前發表的所有經同儕審查的氣候科學研究（14,000名同儕）。在發

布之前，該報告經過相關科學家和政府同儕的審查，以確保不含黨派偏見和準確無誤。 

清潔和可再生能源是氣候變化的解決方案 

2016年的《巴黎協定》正式確立具法律約束力的目標，將升溫限制在遠低於工業化前水平攝氏2度。該協議強

調升溫攝氏1.5度是一個可實現的目標，並將可大大限制上述氣候變化的影響。AR6表示自2016年以來，氣候變

化發展迅速，通往升溫攝氏1.5度目標的排放道路變得前所未有的狹窄難行。然而，如果排放量在2020年代達

到峰值，並在2050年降至零淨值，AR6仍然認為攝氏1.5度的目標是可以實現的，其後則需要通過碳捕獲技術實

現淨負排放。15積極採用可再生能源發電和清潔技術對於這條道路的每一步都至關重要。 

現時的立法、承諾和目標將需要於2021年至2050年間投資共98萬億美元，其中10萬億美元用於可再生能源，

13萬億美元用於為運輸和供熱提供可再生能源電力基礎設施（請參閱以下部分的解釋），32萬億美元用於能

源效率技術，其餘用於化石燃料。16雖然這已相當可觀，並且應該有利於短期和長期從事可再生能源和清潔

技術生產的公司，但通往讓暖化達致可接受程度的道路可能需要更多的投資。 

 
減緩氣候變化的工作將需要大量投資潔淨能源和科技 

2021年至2050年間所需累計投資 （萬億美元） 

註：投資金額反映實現國際再生能源總署目標所需的支出，即將氣溫度上升幅度限制在低於工業革命前水平攝氏

1.5度的範圍之內。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2021年6月國際再生能源總署 “World Energy Transitions Outlook: 1.5ºC”（「世界能

源轉型展望：攝氏1.5度」）。 

能源效率 

可再生能源 

電氣化/基礎設施 

化石燃料/其他 

碳捕獲/創新 

8萬億

美元 

6% 16萬億

美元 

12% 

29萬億

美元 

22% 

34萬億

美元 

26% 

45萬億

美元 

34% 

131 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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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再生能源總署以實施為重點的攝氏1.5度目標估計同期總投資應增加至131萬億美元，並顯著提升對可

再生能源和電氣化的投資比例見圖表）。17到2050年，此類投資加上審慎實施可將年淨排放量降至-0.4十

億噸二氧化碳（GtCO
2
/年），比我們目前道路中可能出現的36.5GtCO

2
/年顯著改善。

18
 

自達成《巴黎協定》以來，六個國家將碳中和目標通過成為法律，包括歐盟、加拿大和韓國在內的五個國家/

地區也開始以同樣的方式評估擬議的立法。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其他24個國家（合計排放量佔全球36.8%）

已將氣候目標設定為官方政策，但在採取實際行動方面仍停滯不前。19然而，我們預料無論未來政府採取何種

行動，對可再生能源和清潔技術的投資都會高於目前政策的建議。雖然我們希望實現具約束力的立法和即時

可見的行動，但從經濟和商業的角度來看，這些技術是有意義的： 

 可再生能源行業的就業人數正在迅速增長，並且應該會隨著化石燃料的採用持續減少（見以下部分）

而進一步增加，尤其是在仍受新冠肺炎大流行影響的世界中。 

 

 超過75%的全球人口生活在化石燃料淨進口國。對於這些人口和國家，可再生能源可讓他們自給自

足。20 

 

 可再生電力正在變得比化石燃料發電便宜（見以下部分）。出於以上及其他原因，亞馬遜和沃爾

瑪等公司已經宣布了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清潔技術進行脫碳的計劃。21 

 

太陽能：過去與現在 

太陽能電池板（也稱為模塊）由公用事業規模的太陽能發電廠（也稱為農場）、住宅安裝和其他設置組成，

採用以由半導體材料製成的光伏（PV）電池。這種材料通常是多晶矽，通過光伏效應捕獲能量，在過程中，

來自太陽的光或光子將矽上的電子打散，從而產生電流。對於大部分最終用途來說，在耗電之前，電力必須

通過太陽能逆變器——一種將其轉換為交流電的設備。 

就在十多年前，當清潔能源僅佔發電組合的10%時，水壩和川流式等水力發電能源佔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的最

大份額。2010年，水力發電佔總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的82%，而風能和太陽能發電分別僅佔8.3%和0.8%。22然而，

水力發電從來都不是未來清潔能源的唯一基石。水電發電能源受位置限制，而且水力發電已被嚴重依賴，限

制了其發展。從2010年到2019年，水力發電量增加了23%，比整體能源消耗增長快8%，但增幅不足讓其單靠

自己從傳統能源市場中大量爭奪份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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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2010年以來發生了很大變化，清潔能源在發電行業中佔全球發電量的份額顯著增加，在2020年達到

29%，比2019年底高出2%，比2010年底高出近10%。24風能和太陽能被證實是全球向可再生能源轉型之前缺失的

部分。在太陽能方面，2010年至2020年間，太陽能的裝機容量增加了17.6倍（1,763%），從40.1吉瓦（GW）增

加到707.5吉瓦。
25
現今，太陽能發電佔全球總發電量的3.3%，並佔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的11.5%。26 

 

太陽能光伏佔全球發電組合的份額自2010年以來增長了22倍，到 2020年底達到3.3% 

2010年 - 全球發電組合 （%）  太陽能 - 0.15% 

2020年 - 全球發電組合 （%）  太陽能 - 3.27% 

化石燃料 水力 核能 風能 其他 太陽能 

資料來源：2021年8月獲得的BP。 註：發電/電力組合0 – 100% 份額 

過去十年太陽能裝機容量顯著增長 

太陽能裝機容量 （吉瓦） 

資料來源：2021年8月獲得的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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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這種增長可歸因於基礎技術的創新和快速降低的成本。除了安裝之外，太陽能電池和太陽能逆變器是太

陽能光伏的主要成本組成部分，它們隨著時間變得越來越便宜。到2020年底，太陽能光伏組件的平均價格為

每千瓦0.301美元，而2010年底則為2.73美元。27這種改善是規模經濟和技術創新的成果，在此期間推動太陽

能項目的總安裝成本下降81%。28太陽能光伏的平準化電力成本（LCOE）可說明這一點，即在指定的成本回收

期內建造和運作發電能源所需的收入。過去十年，太陽能光伏的平準化電力成本下降了85%，使其在全球大部

分地區比化石燃料都更便宜。29 

 

太陽能的未來發展 

隨著規模經濟、加大投資、扶持政策和市場力量進一步降低太陽能組件、安裝和運作成本，我們預料太陽能

發電量將持續增長。隨著光伏電池創新提高效率，太陽能模塊的生命週期成本將持續下降。第一塊太陽能電

池板在1954年發明，效率為4%，即所吸收的陽光中有1/25被轉化為電能，其餘的則以熱量的形式洩出。30近

70年後，效率約提升了20%，就成本節約而言，這是一個大躍進，但仍低於單結太陽能電池約30%的理論極限。

31多結電池由多種半導體材料組成，提供進一步降低成本的機會。這些電池的最大理論效率為87%，但目前尚

處於早期階段。32 

此外，對支援技術的投資應可推動所有可再生和清潔能源的發展。電力僅佔最終能源消耗總量（TFEC）的

37%，其中大部分由電力行業直接生產。這意味著剩餘63%的最終能源消耗總量來自運輸、建築和工業中化石

燃料的直接燃燒。33電氣化的最終用途可以通過將電力行業轉變為可再生能源實現脫碳，但是像剛才提到的

非電氣化最終用途則只能通過直接或間接電氣化實現脫碳。要進行直接電氣化必須將汽車和建築物供暖從化

石燃料推動轉型 

組件成本的下降和效率的提升正在降低太陽能光伏整體成本 

平均值 太陽能光伏項目總安裝成本（2020 美元/千瓦） 

資料來源：2021年6月國際再生能源總署、Pvxchange、Global X ETF。 

全球加權平均值 太陽能光伏平準化電力成本（美元/千瓦） 

註：化石燃料範圍從0.055 -0.148美元 

化石燃料平準化電力成本範圍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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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電力運作系統。考慮到這一點，可再生能源和電氣化應被視為互補。 

只有通過電氣化才能實現可再生能源的全面滲透，而進一步電氣化則非常依賴可再生發電。遵循這一思路，

進一步擴大電氣化和可再生能源發電的規模對幫助實現全球碳中和目標發揮巨大作用。據估計，以清潔的替

代能源取代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可實現充分限制暖化所需減排量的52%。34 

 

 
投資太陽能 

通過脫碳應對氣候變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項重大挑戰。人類活動之間必須互相聯繫，向風能和太陽能等

可再生能源轉型是我們實現此目標的最大希望。近年這些能源的採用使我們感到鼓舞，隨著創新和成本降

低進一步加速轉型，預料可再生能源可繼續從化石燃料來源爭奪市場份額。我們相信投資者可以參與向可

再生能源的轉型，同時從基礎顛覆性技術和提供這些技術公司的增長中潛在獲益。 

太陽能子主題 

 

 太陽能材料：主要用於光伏太陽能電池或聚光太陽能熱反射鏡或透鏡的原材料生產商。 

 太陽能系統和組件：參與開發/生產太陽能系統的公司，利用來自光伏效應或陽光的能量來發電。 

 太陽能發電：利用光能發電和配電的公司。 

 太陽能技術：開發商業和住宅基礎設施、發電機和太陽能發動機、用於太陽能發電的住宅和商業規模電

池以及用於電動汽車或其他電動設備太陽能充電系統的公司。 

 太陽能安裝、集成和維護：為住宅、商業和工業級太陽能的安裝、集成、維護和/或持續使用提供工程和

/或諮詢服務的公司。  

電力行業只佔整體能源組合的一部分 

能源消耗總量的行業份額（%） 

電力/清潔能源佔行業能源消耗的份額（%） 

註：熱力指工業和建築物中的供暖/冷氣。 

資料來源：2021年7月 REN21、國際能源署、Global X ETF。 

熱力 

能源組合的51% 

15.9%電力 

（5.2% 清潔） 

運輸 

能源組合的32% 

4%電力（1.1%清潔） 

發電 

能源組合的17% 

100%電力（29%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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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年6月國際再生能源總署“World Energy Transitions Outlook: 1.5°C Pathway”（「世界能源轉型展望：通往

攝氏1.5度目標的道路」）。 

2.2021年8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AR6 - Climate Change 2021: The Physical Science Bias”（「AR6 - 2021

年氣候變化：自然科學的偏見」）。 

3.同上。 

4.2021年7月12日獲得的彭博“Annu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 

5.2021年8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AR6 - Climate Change 2021: The Physical Science Bias”（「AR6 - 2021

年氣候變化：自然科學的偏見」）。 

6.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全球監測實驗室大氣二氧化碳數據庫；Global X分析 

7.2020年8月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Climate Change: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氣候變化：大氣二氧化

碳」）。 

8.2021年8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AR6 - Climate Change 2021: The Physical Science Bias”（「AR6 - 2021

年氣候變化：自然科學的偏見」）。 

9.同上。 

10.2021年Climate Watch“Historical GHG Emissions”（「歷史溫室氣體排放」）；Global X分析 

11.2021年8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AR6 - Climate Change 2021: The Physical Science Bias”（「AR6 - 

2021年氣候變化：物理科學的偏見」）。 

12.同上。 

13.2021年5月氣候行動追踪組織“Global Update: Climate Summit Momentum”（「全球更新：氣候峰會動力」）。 

14.2021年8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AR6 - Climate Change 2021: The Physical Science Bias”（「AR6 - 

2021年氣候變化：物理科學的偏見」）。 

15.同上。 

16.2021年6月國際再生能源總署“World Energy Transitions Outlook: 1.5°C”（「世界能源轉型展望：攝氏1.5

度」）。 

17.同上。 

18.同上。 

19.2021年6月Visual Capitalist“Race to Net Zero:Carbon Neutral Goals by Country”（「淨零競賽：各國的碳中

和目標」）。 

20.2021年6月國際再生能源總署“World Energy Transitions Outlook: 1.5°C”「世界能源轉型展望：攝氏1.5度」 

21.2020年9月21日彭博“Amazon Tries to Make the Climate Its Prime Directive”（「亞馬遜試圖將氣候排在首要

位置」）。 

22.2021年BP“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1”（「2021年全球能源統計回顧」）。 

23.同上；Global X分析 

24.2021年4月國際能源署“Global Energy Review 2021”（「2021年全球能源評論」）。 

25.同上；Global X分析 

26.2021年BP“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1”（「2021年全球能源統計回顧」）。 

27.2021年國際再生能源總署可再生能源成本數據庫 

28.2021年國際再生能源總署“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Costs In 2020”（「202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 

29.2020年9月能源轉型委員會“Making Mission Possible: Delivering a Net Zero Economy”（「使任務成為可能：

實現淨零經濟」）。 

30.2002年美國能源部“The History of Solar”（「太陽能的歷史」）。 

31.2021年6月23日《科學時報》“Solar Energy: Identifying the Efficiency of Solar Panels, and What are the 

Best Solar Panels to Get”（「太陽能：確認太陽能電池板的效率以及最好的太陽能電池板」）。 

32.2013年2月Phys.org“Multijunction solar cell could exceed 50% efficiency goal”（「多結太陽能電池可超越

50%的效率目標」）。 

33.2021年REN21“Renewables 2021: Global Status Report”（「2021年可再生能源：全球狀況報告」）。 

34.2020年國際再生能源總署“Global Renewables Outlook: Energy Transformation 2050”「全球可再生能源展望：

2050年能源轉型」）。 

35.Solactive太陽能指數計算方法。如果純公司少於50間，指數提供者將選取所有符合條件的公司，指數將由少於50個

成分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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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損失本金。焦點狹窄的投資將更容易受影響該行業的因素影響，並受更大波動性的影響。太陽能公司往往面對激烈的競

爭、較短的產品生命週期以及潛在的產品迅速被淘汰。這些公司可能會受到能源價格（太陽能和常規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需波動、稅收優惠、

補貼以及其他政府法規和政策的重大影響。太陽能公司可能會受到商品價格波動、匯率變化、進口管制的實施、生產所需某些投入和材料的提

供、資源枯竭、技術發展和勞資關係的不利影響。國際投資可能會涉及因貨幣價值的不利波動、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差異或其他國家的社會、經

濟或政治不穩定而帶來資本損失的風險。 

 

新興市場涉及與相同因素相關的更高風險，以及更大的波幅和更低的交投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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