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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的過度使用已造成全球氣候變遷並衍生相關衝擊，各國均著手進

行能源結構之轉換，朝向多元能源與永續發展而努力。由於氫氣燃燒後的產物

是水，不會造成環境汙染，因此氫被視為對環境友善的能源。由於歐美日等先

進國家，在氫能方面的發展，已投入一段時間，並且由政府政策長期支持與業

界合作研發，積極制定相關產品標準化規格，使氫能技術逐漸成熟。在美國、

歐盟及日本等國家積極推展之下，氫能應用已進入早期市場推展階段，其中歐

美以分散式發電系統的產業使用為主，日本則著力於家用發電與車輛運輸。 

氫能來源具多元化的特性，可從天然氣重組、煤炭氣化、電解水、光催化

等來源取得，對於提升國家長期能源安全有所助益，因此即使發電成本仍偏高，

各國仍長期投入研發與示範計畫，期望未來前端技術成熟時，能夠成為主要電

力來源之一。從減碳的角度來看，氫能將扮演能源載體的角色，將風能與太陽

能等再生能源所發出的電力以電解水產氫的方式，將能量以氫氣形式儲存，在

用電尖峰時刻再送入燃料電池發電，達成電力負載「移峰填谷」之效益。如何

提升各步驟能量轉換效率及降低成本，即為科學家與工程師仍需努力的研究課

題。 

蔡英文總統於 2016 年 3 月「氫能城市論壇」中公開指出，我國具有甚佳的

氫能發展環境，氫能將會是我國未來能源轉型，建立永續能源系統及實踐非核

家園的戰略選項之一。隨後，經濟部能源局在 2016 年 9 月所發表的「2016 年能

源產業技術白皮書」中提到：目前推動新能源政策，將積極建構多元、穩定及

效率之能源供需系統。政策推動方向是啟動能源轉型，以達到能源安全、環境

永續及綠色經濟之願景，並規劃 2025 年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 20%之目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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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能源與燃料電池」在該報告中列為八項新及再生能源技術之一，而能源局

著重的相關技術研發項目包括：氫氣生產、氫氣儲存、氫能利用、燃料電池及

儲能電池等，未來 2025 年燃料電池裝置容量目標，將從目前 0.755 MW 提升至

60 MW。 

我國氫能發展初期多為學術及研究單位技術開發，透過示範驗證計畫之執

行，確證技術之可行性，再透過技術移轉或由企業自行開發，逐步導入市場。

2009 年啟動的「燃料電池示範運轉補助作業」，共與 22 家業者簽訂 47 件示範運

轉建置案，示範運轉計畫內容包括電信用備用電力、輕型運輸載具動力、再生

能源整合系統、分散式大功率發電設備等各種應用類別，累計至 2015 年燃料電

池裝置容量僅 0.755 MW，顯示氫能與燃料電池在應用上推動力道不足。隨著再

生能源將逐漸成為主流能源選項之一，國際上燃料電池技術日漸成熟，以及我

國政府政策支持力道增加等因素，氫能與燃料電池技術勢必成為未來政府能源

政策推動的重點之一。 

有鑑於此，本社基於公益法人角色立場，今(2016)年度結合台灣綜合研究

院(台綜院)在政策規劃的專長，蒐集國內外氫能政策相關資訊，藉由研析國際各

國的發展經驗，從中找出其推動策略及政策轉變因素，作為我國規畫氫能政策

之參據。本研究議題著重於研析國際氫能發展政策之沿革與政策轉變因素，同

時針對國際氫能發展現況與挑戰加以研析。計畫執行期間召開兩場座談會，第

一場主題是「氫能與燃料電池技術現況與挑戰」，邀集業界、研究機構及學者專

家分享氫能技術之最新資訊，並就國內氫能產業發展提出看法與建議；第二場

主題是「國內外氫能發展歷程與推動政策」，邀集主管機關、研究機構及學者專

家討論未來氫能政策規劃方向，並對本研究提出建議。本報告彙整國際氫能發

展研析成果，並綜合我國氫能發展現況，以及產官學研各界提供之建議，研提

我國未來氫能發展建議，提供給政府相關單位及產業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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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為推動全球經濟成長之重要引擎，然而化石

燃料為有限資源，大量使用終將耗竭。此外，過度使用化石燃料會釋出大量二氧

化碳及其他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溫室效應，引發氣候變遷並衍生負面衝擊。為尋

求替代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各國紛紛著手進行能源消費結構轉換，尋求多

元與永續能源發展。氫為能源載體，燃燒後的產物為水，因此氫能較不會造成的

環境汙染；再者，由於氫的來源多元，除了可從煤炭氣化，天然氣重組而來，亦

可由再生能源發電，透過電解水產製氫。倘若氫非來自於化石燃料，而是由再生

能源轉製，將有助於減緩二氧化碳排放，即為低碳能源。氫能具有可儲存之特點，

具有提升能源安全之優勢，結合再生能源亦具有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之效益。美、

日、德等多個國家已將氫能視為能源轉型選項之一，近年來在美、日、德等技術

先進國家積極推展之下，氫能搭配燃料電池之應用，已進入早期市場推廣階段，

歐美以應用於產業之分散式發電為主，日本則著力於家用發電與運輸部門應用，

各國政府透過長期補助技術研發，以及與業界密切合作示範計畫，並積極制定標

準化產品規格，主導氫能市場與產業發展。 

  蔡英文總統於 2016 年 3 月「氫能城市論壇」中公開指出，我國具有甚佳的氫

能發展環境，氫能將會是我國未來能源轉型，建立永續能源系統及實踐非核家園

的戰略選項之一；經濟部能源局在 2016 年 9 月所發表的「2016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

皮書」中提到 2025 年將調高再生能源發電占比至 20%，但因太陽能、風力等再生

能源存在供電不穩定之限制，造成能源供應不穩定，考量氫氣適用於大規模儲電，

且儲能時間長達數小時至數季，可維持穩定的供應量，可作為儲存再生能源電力

的解決方案之一，故將燃料電池並設定 2025 年設置 60 MW裝置容量之目標。 

  氫能看似為能源之終極解決方案，但仍有生產、傳輸、儲存、轉換、安全及

成本等問題待克服與改進。目前我國氫能及燃料電池發展尚處於研發與小規模示

範階段，隨著我國已將氫能與燃料電池列為新及再生能源技術之一，並訂有燃料

電池裝置容量目標，如何達成發展目標為現階段首要任務。為提供我國發展氫能

之策略規劃參考，本研究蒐集全球氫能市場規模概況，研析國際主要發展氫能國

家之政策沿革、推動作法與氫能運用概況，並釐清氫能運用面臨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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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氫能市場規模概況 

氫氣來源多元，可由煤炭、石油、天然氣或生質物轉換而來，亦可由太陽能、

風能等再生能源所產生之電能透過電解水製造，如圖 2-1 所示。然而以化石燃料製

氫，仍有排放二氧化碳之問題，因此美國、日本、英國長期目標皆為以太陽能、

風能等再生能源之電能電解製氫作為氫氣的來源，朝向產氫低碳化之目標前進。

表 2-1 為主要氫氣生產技術概況，大規模天然氣重組與鹼性電解法為成熟的產氫方

式，以質子交換膜作為電解質之電解法已進入早期市場階段。 

資料來源：陶在樸、林文章(2015) 

圖 2-1 製氫原料與製程 

表 2-1 主要氫氣生產技術 

產氫技術 產能 效率 
期初投資 

成本 
壽命 

技術 

成熟度 

天然氣重組

(大規模) 
150-300 MW 70~85% 

400~600 

美元/kW 
30 年 

成熟 

階段 

天然氣重組

(小規模) 
0.15-15 MW 至 51% 

3,000~5,000

美元/kW 
15 年 

示範 

階段 

鹼性電解法 大於 150 MW 65~82% 
850~1,500

美元/kW 

6 萬~9 萬

小時 

成熟 

階段 

質子交換膜

電解法 

 大於 150 kW(電堆) 

 大於 1 MW(系統) 
65~78% 

1,500~3,800

美元/kW 

2 萬至 6

萬小時 

初期市

場階段 

固態氧化物

電解法 
實驗室規格 85~90%  - 

至 1,000

小時 

研發 

階段 

資料來源：IEA (2015), Technology Roadmap Hydrogen and Fuel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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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一年氫氣產量約 5,000~6,000 萬公噸，其中約有 48%的氫氣經由天然

氣重組而來，30%為石油裂解、18%採煤炭氣化，只有 4%將水電解產氫。大規模

天然氣重組產氫之生產成本由天然氣之價格決定，舉例來說，美國因盛產頁岩氣，

天然氣重組產氫成本僅 0.9 美元/公斤，而歐洲與日本天然氣供應仰賴進口，氫氣

生產成本相對較高，分別為 2.2 美元/公斤、3.2 美元/公斤。 

氫氣運送可分為管線運送與高壓鋼瓶運送，管線運送多以工業區為主，加氫

站仍要依賴槽車運送液態鋼瓶，或以長管拖車（tube trailer）運送高壓氣瓶的方式

輸送。氫氣需透過壓縮儲存於高壓容器中，但氫氣壓縮能耗高（5%~20%），且由

於氫氣密度小，高壓氣瓶可裝載之氫氣容量有限，若進一步將氫氣液化，雖然可

以提高儲氫量，但液化過程會消耗 20%~30%的能量，因此無論以氣態或液態儲氫

皆存在缺點，提升氫氣輸儲效率同為重要技術開發項目。目前燃料電池汽車裝載

氫氣壓力以 350 及 700 bar 為主要規格。氫燃料輸儲為氫燃料電池車發展的關鍵因

素，設置一座加氫站的投資成本約 150 萬至 250 萬美元（約新台幣 4,800 ~8,000 萬

元），較傳統加油站設置成本高出 1.4 倍至 3 倍，又因加氫站初期利用率低，恐將

面臨長達 10 至 15 年的虧損，因此欲使加氫站普及，初期皆由政府提供補助設置。 

燃料電池將氫與氧藉由電化學反應使化學能可直接轉為電能，反應後的副產

物為水，無環境污染問題，並具有充氫時間短、噪音低等優點，受到各界關注。

燃料電池種類如表 2-2 所示，依其電解質種類分為：鹼性燃料電池（Alkaline Fuel 

Cell；簡稱 AFC）、熔融碳酸鹽燃料電池（Molten Carbonate Fuel Cell；簡稱 MCFC）、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Solid Oxide Fuel Cell；簡稱 SOFC）、磷酸型燃料電池

（Phosphoric Acid Fuel Cell；簡稱 PAFC）、直接甲醇燃料電池（Direct Methanol Fuel 

Cells；簡稱 DMFC）及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簡稱 PEMFC）等六種，每一種燃料電池特色各不相同。 

1. 質子交換膜電池（PEMFC）：低溫型燃料電池，操作溫度可低於攝氏 80 度，

以鉑、金、銀等貴金屬作為觸媒，其壽命長、穩定性高、啟動速度快之優點，

適合作為車輛、家用熱電共生系統之動力來源，但貴金屬觸媒成本較高，使

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成本偏高。 

2. 直接甲醇燃料電池（DMFC）：為質子交換膜電池（PEMFC）的一種，燃料

為甲醇，與氫氧離子直接於陽極反應。DMFC 之優點在於甲醇輸儲方便、能

源密度高，適合做為攜帶型裝置的電力來源。但由於甲醇的催化反應速率慢，

並且甲醇會由陽極滲透過質子交換膜至陰極，造成陰極被毒化，都將導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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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甲醇燃料電池效率下降。 

3. 鹼性燃料電池（AFC）：低溫型燃料電池，操作溫度為 70 度至 210 度，以銀

或鎳作為觸媒，常用於航太工業或軍事用途，但因電解質必須是液態且需要

高純度氫氣，影響其市場接受度。 

4. 磷酸型燃料電池（PAFC）：中溫型燃料電池，操作溫度為 180 度至 200 度，

因溫度高所以廢熱可回收再利用，以貴金屬作為觸媒，因此成本偏高。 

5. 熔融碳酸鹽燃料電池（MCFC）：高溫型燃料電池，操作溫度約 650 度，以碳

酸鋰或碳酸鉀等鹼性碳酸鹽作為電解質。由於操作溫度高，啟動時間較長，

不適合做為備用電力，適合用於分散型發電。 

6.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SOFC）：高溫型燃料電池，操作溫度 600-1,000 度，

SOFC 以固態金屬氧化物作為電解質，無電解質蒸發和電池材料腐蝕問題，

電池壽命較長，現行技術可連續操作達 9 萬小時。但因操作溫度高，啟動時

間較長，不適合做為備用電力，適合用於分散型發電或集中型電廠。 

表 2-2 常見燃料電池種類 

項目 發電能力 效率 
初期投資 

成本 
壽命 

技術 

成熟度 

鹼性燃料電池 

(AFC) 
至 250kW 至 50% 

200~700 

美元/kW 

5,000~8,000 

小時 

初期市

場階段 

質子交換膜 

(PEMFC) 

(定置型) 

0.5kW~400kW 32%~49% 
3,000~4,000

美元/kW 
至 6 萬小時 

初期市

場階段 

質子交換膜 

(PEMFC) 

(運輸型) 

80kW~100kW 至 60% 
至 500 

美元/kW 

小於 5,000 

小時 

初期市

場階段 

固態氧化物 

(SOFC) 
至 200kW 50%~70% 

3,000~4,000

美元/kW 
至 9 萬小時 

示範 

階段 

磷酸

FC(PAFC) 
至 11MW 30%~40% 

4,000~5,000

美元/kW 
3 萬~6 萬小時 

成熟 

階段 

熔融碳酸鹽 

(MCFC) 
kW至數 MW 超過 60% 

4,000~5,000

美元/kW 
2 萬~3 萬小時 

初期市

場階段 

資料來源：IEA (2015), Technology Roadmap Hydrogen and Fuel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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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電池運用方式可概分為定置型、運輸型和可攜型燃料電池，其中定置型

燃料電池包括大型發電系統、小型熱電共生系統、備用發電機等，運輸型燃料電

池包括燃料電池汽車、公車、卡車、物料運輸車（如堆高機）等，可攜型燃料電

池包括手電筒、充電器、軍事通訊等。各項燃料電池運用項目之功率與適用燃料

電池種類見表 2-3 所示。 

表 2-3 燃料電池運用項目 

項目 定置型 運輸型 可攜型 

定義 
固定式供電或供熱

設施 
車輛動力來源 

移動裝置動力來源

或輔助電源 

功率 0.5kW~400kW 1kW~1,000kW 1W~20kW 

燃料電池種類 
PEMFC、SOFC、

MCFC、PAFC、AFC 
PEMFC、DMFC PEMFC、DMFC 

運用範例 

 大型發電系統 

 小型熱電共生系

統 

 不斷電系統 

 汽車 

 公車、卡車 

 堆高機 

 手電筒、充電器 

 軍事用品(通訊、移

動式發電機) 

 露營車或船之輔

助電源 

資料來源：E4tech(2016)，the Fuel Cell Industry Review 2016。 

4th Energy Wave 2016 年報告指出，自 2014 年起燃料電池全球市場規模超過

10 億美元，2016 年全球燃料電池總出貨裝置容量可達 478.6MW，較 2015 年總出

貨裝置容量298 MW大幅成長61%，市場規模將大幅成長至18億美元（成長64%），

詳見圖 2-2。依燃料電池運用項目分析，定置型出貨裝置容量超過 200 MW，雖較

2015 年成長 9%，運輸型則成長 1.44 倍，達到 278 MW，也是運輸型燃料電池出貨

裝置容量首度超越定置型。運輸型出貨裝置容量大幅成長，係因豐田汽車出廠的

Mirai燃料電池車銷售至日本、美國和歐洲。豐田汽車預期 2016 年出貨量可達 2,700

輛1，而本田汽車和現代汽車合計出貨量將超過 2,200 輛2。動力倉儲搬運設備也呈

現穩定成長，2016 年預計增加 4,000 輛，累計出貨超過 1 萬輛以燃料電池為動力

來源之堆高機。 

                                                        
1 為 2016 年財政年度（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預估出貨量。 
2 為 2016 年日曆年度（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預估出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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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4tech(2016)，the Fuel Cell Industry Review 2016。 

圖 2-2 全球燃料電池出貨裝置容量（依用途區分） 

雖然定置型燃料電池出貨裝置容量成長幅度不大，但如果以出貨量來看，2016

年定置型燃料電池出貨量達 5.48 萬台，較 2015 年之 4.70 萬台成長 17%。定置型

燃料電池成長動力主來要自於日本 Ene-Farm 熱電共生系統銷售成長，而少部分係

因大型發電系統裝置增加。 

進一步觀察燃料電池銷售量，如圖 2-3 所示，2016 年共售出 6.52 萬台燃料電

池，較 2015 年成長 7%，亞洲地區為燃料電池主要銷售地點（占 82%），其次為北

美地區（占 11.2%），歐洲地區最少，僅占 0.8%。亞洲地區主要成長動力來自於日

本持續推動 Ene-Farm熱電共生系統和燃料電池汽車使用，韓國為大型燃料電池的

主要市場。日本燃料電池市場之所以快速成長，係因政府政策推動、提供財政補

助，以及主要廠商大力支持，而韓國政府政策同樣支持燃料電池發展。 

就全球燃料電池銷貨量來分析，北美地區雖然不如亞洲地區亮眼，但裝置容

量大幅成長近 93%，達到 209 MW，主要係因燃料電池車和堆高機持續銷往北美地

區。此外，加州和康乃狄克州亦鼓勵裝置定置型燃料電池。2016 年歐洲地區無論

在燃料電池銷售量或裝置容量都呈現衰退現象，可歸因於可攜型燃料電池銷售量

減少，造成歐洲地區燃料電池市場衰退；定置型燃料電池由於缺乏政策支持，也

使其設置情況不佳。未來或許可藉由德國政府推動 Callux Lighthouse 微型熱電共生

系統示範計畫，以及歐盟推動燃料電池暨氫氣聯合計畫（Fuel Cells and Hydrogen 

Joint Undertaking），提供微型熱電共生系統財務補助而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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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4tech(2016)，the Fuel Cell Industry Review 2016。 

圖 2-3 全球燃料電池銷貨量（依用途區分） 

整體而言，全球燃料電池市場仍然很小且脆弱，並且幾乎仰賴政府支持，無

法完全達到市場化。儘管如此，全球燃料電池市場持續成長，受到燃料電池車與

堆高機市場持續成長影響，運輸型燃料電池為 2016年成長最多的項目，另一方面，

小型熱電共生系統在日本政府大力推動之下穩定成長。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中國

大陸 2016 年積極投入氫能發展，公告「氫能產業基礎設施發展藍皮書」，其中規

劃 2020 年達到燃料電池車 1 萬輛、軌道車 50 列、加氫站 100 座之目標，如能順

利推行，將加速未來燃料電池市場之成長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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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國家推動氫能發展之政策研析 

目前全球氫能與燃料電池市場仍仰賴政府政策支持，而美國、日本、韓國、

德國、英國為推動氫能運用之主要國家，無論在定置型或運輸型燃料電池皆領先

全球。本章蒐集前述國家氫能發展之政策沿革與轉變因素，同時研析氫能發展之

現況與挑戰。 

一、美國氫能發展政策與現況研析 

(一)推動氫能發展之政策沿革 

美國於 1970 年代爆發石油危機後，即積極尋找替代能源，氫能為替代能源的

選項之一，且近年因全球暖化，抑制溫室氣體排放亦為當務之急，調整能源使用

方式也是美國必須正視的問題，因此於 2001 年 11 月發佈「2030 年及爾後美國邁

向氫經濟轉型之國家願景」（A National Vision of America’s Transition to A Hydrogen 

Economy-to 2030 and beyond），根據各界對發展氫能方向之共識，規劃國家氫能戰

略階段，以 2040 年提供可負擔的潔淨能源為目標，將氫能廣泛應用於運輸、住商

等部門，進入成熟的氫經濟市場。以下彙整美國過去提出之氫能計畫。 

2002 年 1 月提出自由車（Freedom Car）計畫，透過與民間組織美國汽車研究

委員會3合作，研發氫燃料電池技術，以減少對石油的依賴，並降低空氣污染及二

氧化碳排放。同年，美國能源部提出「國家氫能發展路徑圖」（National Hydrogen 

Energy Roadmap），透過與民間企業合作，目標為達成可商業化之低價氫能生產、

輸儲、轉換與應用目標。 

2003 年美國發表「The President’s Hydrogen Initiative」，結合自由車計畫，規

劃四階段的氫能發展藍圖，包括：第一期（~2015）技術發展期；第二期（2010~2025）

初步將產品推向市場；第三期（2015~2035）基礎建設投資期；第四期（2025~）

全面開拓市場。 

2005 年美國公布「能源政策法」，首度將氫能與燃料電池技術發展項目及財政

經費規劃明定於法律條文之中，主要內容包括：(1)支持民間部門致力於氫能的生

產、儲存、運輸及應用，並推動運輸用燃料電池及工業、商業、住宅用定置型燃

料電池之示範與商業化；(2)鼓勵民間企業於 2015 年之前量產使用燃料電池之交通

工具；(3)強化公共教育及大學研究；(4)將氫能及燃料電池技術轉移至民間組織等，

                                                        
3美國汽車研究委員會（United State Council for Automatic Research LLC；USCAR）由汽車大廠克萊斯

勒、福斯和通用汽車組成，組織目的為透過共同研發以強化美國汽車產業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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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強非屬專利資訊的交流；(5)建立氫能示範計畫；(6)完善燃料電池之安全規則

及標準。 

2006 年美國總統提出「進階能源計畫」（Advanced Energy Initiative），增加 22%

淨潔能源的研發經費，其中用於以氫能作為燃料之燃料電池研發經費增加 5,300 萬

美元，使 2007 年之經費達 2.89 億美元，燃料電池價格得以在四年內降幅達到 50%

以上。 

2009 年通過的「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提供財政補助和租稅減免措施，於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加氫站設施

稅額減免 20 萬美元；住宅用燃料電池裝置享投資稅減免 3,334 美元/kW；提供燃

料電池技術開發公司 30%租稅減免。 

2014 年美國能源部提出「2014~2018 年策略計畫」 （Strategic Plan, 2014-2018），

明訂截至 2017 年作為貸款保證之預算必須達到績效指標，包括使用於運輸部門之

燃料電池成本減少 25%以上，且 2020 年目標成本達到 40 美元/kW、耐久性達到

5,000 小時、效率達到 60%。彙整 2001 年至今氫能政策發展沿革如圖 3-1 所示。 

 

 

 
資料來源：本專案計畫繪製。 

圖 3-1  美國氫能政策發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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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氫能之推動作法 

美國氫能及燃料電池計畫自 2003 年起由能源部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辦公室

（Office of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EERE）統籌執行。爾後，再

次整合化石能源、核能和基礎能源科學為科學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其中能

源效率與再生能源辦公室為氫能及燃料電池研發之預算主要提供者，而化石能源

辦公室負責產氫、儲存與應用，核能辦公室負責產氫與應用，科學辦公室負責產

氫、儲存及燃料電池的基礎研究。但因過去幾年技術無太大的進展，主要由於天

然氣作為製氫之原料，無法完全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且大量輸送氫氣之壓

縮技術仍待克服，以及燃料電池車之基礎設備（加氫站）不足等因素，為美國政

府將研發經費移轉至立即可行的能源技術之研究項目（如電動車、太陽能發電技

術）之因素，故於 2009 年逐步刪除經費，2011 年更是大減近 1 億美元（見圖 3-2）。 

 
資料來源：DOE Hydrogen and Fuel Cells Program。 

圖 3-2 美國氫能與燃料電池計畫之預算金額 

美國能源部除了執行氫與燃料電池技術研發與示範驗證計畫外，尚與運輸部

合作燃料電池公共汽車評估計畫，另外國防部則推動氫燃料電池堆高機示範計畫。

美國能源部設有氫能分析資源中心（Hydrogen Analysis Resource Center）提供有關

氫氣特性、生產、輸送與應用（燃料電池系統、氫燃料電池車）相關研究數據。 

加州政府為了持續發展燃料電池車，提供每年至少 2,000 萬美元的資金，直到

興建 100 座加氫站為止，同時也提供低收入者 6,500 美元購置燃料電池車補助，較

一般民眾補助金額 5,000 美元高。2015 年加州已撥款超過 700 萬美元用於加氫站

之操作與維護資金，以及中型、重型燃料電池卡車示範計畫之資金來源。此外，

加州政府鼓勵裝置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提供每瓦

特（W）1.65 美元的獎勵措施。截至 2014 年，加州已裝置足以供應 10 萬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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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100 MW的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康乃迪克州政府於 2015 年 5 月推出氫

能和電動汽車購買返利計畫（Connecticut Hydrogen and Electric Automobile 

Purchase Rebate Program），提供消費者 3,000 美元的補助，2016 年 7 月 1 日起補助

金額加碼為 5,000 美元。2015 年 6 月康乃迪克州政府提供 45 萬美元協助 2 座加氫

站之開發與營運。康乃迪克州政府提供超過 700 萬美元的資金，協助興建 63.3 MW

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可供應 6 萬戶家庭使用。 

早期加氫站氫氣供應量少，為了提供符合規範的氫燃料，必須透過特殊設備

控制壓力與溫度，因此在未達規模經濟之下，加氫站的建造成本高。以一座每日

供應 180 公噸4和 350 公噸5氫燃料加氫站為例，其建造成本分別約為 210 萬美元與

300 萬美元。為了加速加氫站的普及率，加州政府承諾每年提供 2,000 萬美元，提

供新設加氫站 70%~80%的建造資金成本，每年約可資助興建 7 座加氫站，既有加

氫站則提供操作與維護成本補助。加州政府規劃於 2020 至 2024 年間建造 100 座

加氫站，估計需要投入獎勵金額為 1.57 億美元~1.70 億美元。 

(三)氫能運用現況與未來規劃 

1. 氫能運用現況 

美國 2015 年生產約 1,000 萬噸氫氣，其中 95%的氫氣來自於天然氣重組，

而大部分氫氣以工業使用為主，並以管線輸送。目前美國約有 1,500 公里氫氣管

線，集中在墨西哥灣沿岸地區。另一方面，針對小規模的氫氣交易則是以槽車

運送液態鋼瓶，或以長管拖車（tube trailer）運送高壓氣瓶的方式輸送。 

美國同時發展定置型與運輸型燃料電池系統，以加州、康乃狄克州為主要

推動之州政府。加州裝置 2.6 MW燃料電池發電系統作為 Santa Clara 地方政府

行政中心、監獄之電力來源；康乃狄克州裝置 400kW 燃料電池發電系統作為

Harford 警察、消防、緊急醫療服務和 911 調度中心之電力。由於美國東北地區

（如康乃狄克州、紐約州等）易受暴風侵襲，為維持緊急避難所、公共工程等

緊急用電需求，建立包括燃料電池之微電網作為備用電力。運輸型燃料電池主

要用於堆高機、汽車等運具之動力來源。目前，美國已使用超過 7,500 台以燃料

電池趨動的堆高機執行倉儲業務，全球最大零售商 Walmart 在加州、紐約、德

州等地使用超過 2,800 台的燃料電池堆高機。加州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為止，

                                                        
4離站製氫加氫站（運送氣態氫）：採集中式天然氣重組產氫，以長管拖車運送高壓氣態氫至加氫站。 
5離站製氫加氫站（運送液態氫）：採集中式天然氣重組產氫，以卡車送低溫液態氫至加氫站，再將

液態氫轉換為氣態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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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登記的燃料電池車為 331 輛，預估到了 2019 年、2022 年底燃料電池車將分別

成長至 1.35 萬與 4.36 萬輛。然而，燃料電池車能否能順利引進市場之關鍵在於

加氫站普及率，然因加氫站建造成本高昂，唯有燃料電池車加氫需求提高方能

達到規模經濟，兩者緊密關聯。2015 年 6 月營運中的加氫站僅 5 座，燃料電池

車 179 輛，但 2016 年 6 月對外營運中的加氫站增加到 20 座（另外尚有 6 座加

氫站為示範站），燃料電池車也大幅成長至 331 輛。 

2. 氫能運用之未來規劃 

氫能運用最大的挑戰為成本過高，根據美國燃料電池技術辦公室之研究顯

示6，要使燃料電池車具備市場競爭力，產氫成本於 2020 年必須低於 2 美元/汽

油加侖當量7（未稅價）、加計傳輸（delivered）與配送（dispensed）之總成本（未

稅價）必需低於 4 美元/汽油加侖當量。由於美國盛產頁岩氣，產氫成本低廉，

但仍屬化石燃料製氫，無益於溫室氣體減量，因此規劃以更具經濟模式、對環

境友善之製氫方式，短期除了採用天然氣重組製氫外，尚包括以生質物氣化或

電解水製氫，提供市場初期小量的氫氣需求；中期則以微生物生質物轉化、再

生能源（風力發電）電解製氫，長期發展再生能源（太陽光電）電解製氫、高

溫電解製氫、太陽能熱化學、光化學、光生物能製氫技術，以達零碳排放之目

標，如圖 3-3 所示。 

 
資料來源：美國能源部網頁，

http://energy.gov/eere/fuelcells/hydrogen-production-pathways。 

圖 3-3 美國產氫規劃 

                                                        
6Hydrogen Threshold Cost Calculation（2011）。 
7汽油加侖當量（Gallons of Gasoline Equivalent；簡寫為 gge）指相當一加侖汽油的能量，方便和目

前油價作比較。一公斤的氫氣相當於一加侖的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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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氫能發展政策與現況研析 

(一)推動氫能發展之政策沿革 

日本為能資源缺乏的國家，能源極度仰賴進口，在 1973 年遭逢第一次石油危

機，引發能源安全的危機意識後，政府隨即規劃石油替代能源發展計畫；而後再

加上京都議定書簽署後的減碳責任、311 大地震衝擊、電力供應短缺等問題，促使

日本持續投入能源科技研發，並積極規劃替代能源發展戰略，同時與業界合作加

速市場導入。目前日本能源基本計畫在以確保能源安全、提升經濟效率、同時落

實環境保護（3E+S）8的觀點下，提出建構多層、多樣化能源彈性供需結構之中長

期目標，其中對地球暖化有益的新次級能源結構的改革計畫，包含促進採用新型

運具、加速實現氫社會等，為能源基本計畫之重點推展方向之一。圖 3-4 為日本促

進氫能利用發展示意圖，氫能從過去用於火箭燃料及工業使用，到目前用於家用

燃料電池及燃料電池車的發展，具有明確的產業發展方向，未來將廣泛應用於各

式運輸載具。 

 
資料來源：日本經產省網站

http://www.meti.go.jp/policy/energy_environment/energy_policy/energy2014/torikumi/

index.html。 

圖 3-4  日本促進氫能利用發展圖（日本能源未來發展重點之一） 

日本認為以氫作為能源載體，可延長再生能源之利用效率，意指透過再生能

源發電以電解製氫的方式將能量儲存於氫，再輸送至各地進行分散式發電，可充

分利用再生能源剩餘的電能，故氫能及燃料電池技術發展將有助於節能、降低環

境負荷、能源多樣化及創造新興產業，且會隨著地球暖化問題越顯重要。圖 3-5

彙整日本氫能相關政策計畫推動沿革，以下將其區分為技術研發、實證及具體發

展政策等三階段進行說明。 

 

                                                        
8日本能源政策基本觀點（3E+S）：在安全之前提下（Safety），首要確保能源穩定供給（Energy Security），

並提升經濟效率實現低成本的能源供給（Economic Efficient），同時落實環境保護（Envir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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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專案計畫繪製。 

圖 3-5  日本氫能政策發展沿革 

1. 技術研發之前導階段 

第一次石油危機後，日本隨即於 1974、1978 年陸續推出國家型新能源、節

能技術開發之「陽光計畫」（サンシャイン計画）及「月光計畫」（ムーンラ

イト計画），並於 1980 年成立新能源與產業技術發展機構（NEDO）負責推動

技術研發，雖當時氫能與燃料電池並非如煤炭液化、地熱探勘、太陽光電技術

開發為主要發展項目，但仍係陽光、月光計畫的關鍵研發領域之一。 

日本政府為了能夠同時處理持續增長的能源消費與環境問題，於 1993 年整

併新能源、節能以及環保技術開發，推出長達 28 年的「新陽光計畫」（ニュー

サンシャイン計画），由政府領導並聯合產、官、學資源共同推動新能源的研

發、示範實證。其中氫能部分以「氫利用之國際清潔能源系統技術開發計畫」

（水素利用国際クリーンエネルギーシステム技術研究開発，World Energy 

Network，WE-NET）為主，期望促進國際合作，共同推動氫能研究，建立再生

能源製氫、長距離運輸及利用的國際發展交流平台。WE-NET 第一階段

（1993-1998）主要集中於製氫、輸儲及利用等基本技術建立，以及規劃日本氫

能發展方向；第二階段（1999-2002）對選擇之方案進行驗證及測試，兩階段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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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發經費約 200 億日元（約新台幣 52.7 億元9）。惟 2002 年新陽光計畫隨著

日本政府重組而結束。 

2. 技術實證、政策初擬階段 

累積近 30 年技術研發能量，日本政府逐漸確立氫能發展方向，2000 年後透

過相關實證計畫及政策引導，更加明確聚焦氫能與燃料電池為未來發展領域。

首先繼新陽光計畫後，日本於 2002 年起分別推動定置型燃料電池10實證計畫，

以及氫能與燃料電池實證計畫（Japan Hydrogen ＆ Fuel Cell Demonstration 

Project，JHFC）： 

(1) 定置型 PEFC 燃料電池實證研究計畫（2002-2004），3 年間共計設置 45 台

家用燃料電池。隨後即開啟定置型 PEFC 燃料電池大規模實證研究計畫

（2005-2008），5 年間共計投入 127.6 億日元，補助東京瓦斯、新日本石油、

Japan Energy等 17 家業者，進行家用 1 kW級定置型 PEFC 燃料電池的設

置實證。由於實證效益顯著，日本政府宣佈 2009 年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

正式上市，為便於推廣將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定名為「ENE-FARM」。 

(2) 定置型 SOFC 燃料電池實證研究計畫（2007-2010），4 年內投入 24.5 億日

元，設置 0.7~8 kW 的 SOFC，進行不同製氫燃料、不同海陸地域、寒暖氣

候等條件之實證研究。在性能、安全性、耐久性實證成效評估後，2011 年

家用定置型 SOFC 燃料電池亦上市銷售。 

(3) 氫能與燃料電池實證計畫（2002-2010），共分 3 階段進行，實證項目包括：

燃料電池車及基礎設施。隨著 2014 年 12 月日本豐田汽車（Toyota）推出

首部氫能車 Mirai，燃料電池車正式商業化。 

A.第一期 JHFC（2002-2005）：在 350 bar（35 MPa）下，燃料電池車與巴

士之公路、油耗測試，以及加氫站的規格、能效、液態氫生產與輸送等

測試，釐清以燃料電池作為車輛動力來源之能源效率，並藉由示範計畫

與驗證數據確認從油井至車輪（Well to Wheel）的效率。 

B. 第二期 JHFC（2006-2010）：擴大加氫站建置營運、商用加氫站模型/設

置成本研究、法規檢討等加氫站實證，並進行燃料電池車、巴士性能實

證、第 3 方車隊測試等運具實證。700 bar（70 MPa）加氫站之液氫灌裝、

                                                        
9 依中央銀行 2015 年均匯率，1 美元=31.898 新台幣元=121.04 日圓換算。 
10 即為定置型之燃料電池熱電共生（Combined Heat and Power，CHP）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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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等實證研究，再於大阪（關西）、福岡（中部）、日光（關東）進行

現地實證，同時間持續進行公共關係與民眾教育宣導、國際合作研究等。

此階段透過驗證數據確認節能與減污效果、並供作規格、法規或相關基

準規範之參考，同時掌握技術、政策發展動向。 

C. 第三期 JHFC（2011-2014）：持續進行 700 bar（70 MPa）加氫站以及大

規模氫能輸儲（1500 Nm
3即 134 kg

11、450 bar 之拖車）技術之實證。 

除持續進行研發、示範、實證計畫外，此一時期同時積極訂定國家發展目

標，以引導市場發展方向。2001 年經濟產業省（以下簡稱經產省）首先在燃料

電池實用化戰略研究會中提出，透過基礎設施開發與技術實證（2001~2005）、

市場導入（2005~2010）及市場普及（2010~）等三階段推廣。 

3. 政策大力推展階段 

日本在 2003 年「能源基本計畫」的國家能源總體規劃中雖已提出實現氫能

社會的願景；2010 年能源基本計畫（第 2 次修訂版）則進一步訂出普及家用燃

料電池、2015 年導入氫燃料電池車以及活用石油產業既有設備等（石油産業の

設備等を活用した水素の供給インフラ整備）目標，但整體來看，2010 年前雖

有如前段所提之技術發展目標，卻尚未有商品量化之具體發展目標，然 2010 年

後日本氫能政策目標明確且具體，而 2014 年隨著燃料電池車上市，更為日本氫

能與燃料電池發展之關鍵里程碑。 

首先 2013 年「日本再興戰略－Japan is Back」提出推動家用燃料電池普及

化，以及 2015 導入燃料電池車市場的兩大發展方向，並於其中之聰明消費行動

計畫裡，規劃持續進行先端技術的研發，同時推展標準化以降低成本，並設定

2030 年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ENE-FARM）市場導入的量化目標；另在其中的

次世代基礎設施計畫內，計畫透過支援氫氣供給基本設施（以下簡稱加氫站）、

燃料電池車與加氫站相關法令規範檢討，致力於 2015 年導入燃料電池車商用市

場，達到全球最快普及的目標。 

2014 年再次修訂的能源基本計畫（第 3 次修訂版）中，更將氫能與電力、

熱利用併列為日本次級能源結構之一，並闡述非停留於個別技術開發或示範計

畫，而係從製氫、輸儲與利用，包含各種技術的可行、安全、便利、經濟、環

保性，以及相關產品標準等全面發展，同時具體提出藉由擴大普及家用定置型

                                                        
11 本報告以氫氣 1 公噸=11.2 千立方公尺換算，以下相關單位亦依此進行換算，不再逐一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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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電池（ENE-FARM）、加速引進燃料電池車，並訂定氫能發展路線圖的長

期綜合措施，朝向實現氫能社會努力。 

同年 6 月經產省「新能源基本計畫」訂定「氫、燃料電池戰略路線圖」（水

素・燃料電池戦略ロードマップ），並於 2016 年 3 月隨市場發展現況修訂，透

過擴大氫能利用，建立氫能發電與大規模供氫系統，以及建置無碳供氫系統，

並在25年內普及氫能應用，實現氫能社會的願景。第一階段規劃逐步擴大家戶、

運輸等燃料電池應用，實現大幅節能與搶占全球市場的目標；第二階段預定 2020

年代後期建立供給端海外未利用能源供氫，以及需求端氫能發電系統，實現提

高能源安全的目標；第三階段則預定在 2040 年建立結合 CCS 及再生能源之作

為無碳排放之氫能來源。 

(1)第一階段－擴大氫利用 

A.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2009 年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 ENE-FARM 已進入商

業市場，至 2016 年 1 月設置數已達 15 萬台，因此日本政府規劃至 2020

年前持續提供市場導入支援，並進行 SOFC 低成本、高耐用性技術研發

至 2019 年。預期 2020 年後家用燃料電池全面市場化發展，由民間努力

透過量產、設置、維護工程簡化、標準化以降低成本，擴大家用燃料電

池國內外市場。 

B.商用、工業用定置型燃料電池：至 2017 年進行 SOFC 低成本、高耐用性

技術研發，測試燃料電池在不同電力負荷、氣候環境下的實用化實證作

業，以及相關法規檢討。預期 2025 年後商用、工業用燃料電池進入市場

化發展。 

C.燃料電池車與加氫站：在 2025 年前均為政府大力協助時期，包含燃料電

池車導入支援（由公務、企業車，逐步推展到個人出租車、巴士）、車

輛低成本、高耐用性、燃料效率提升等技術研發、國際標準與國內法規

調合、區域供氫系統建構，以及完善加氫站商用建置環境、液態氫等國

內流通的相關技術開發、實證作業等。預期 2025 年後燃料電池車、加氫

站、國內氫能流通網絡等均可進入市場化發展。 

(2)第二、三階段－氫發電、未利用能源製氫，建構無碳供氫系統 

透過氫混合發電效率提升、降低 NOX 排放等技術開發與實證、制度規劃

與環境評估、發電廠設計/採購/施工等商業基地設置準備等，完善自用或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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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氫發電市場環境。預計於 2020 及 2030 年分別導入自用、電力部門氫能發

電。 

在海外未利用能源部分，則透過褐炭等海外未利用能源製氫技術開發與實

證、液態氫的海外輸儲系統開發與實證（儲存、裝卸、運輸船開發，完善儲存、

裝卸及海事制度，與氫供給國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再生能源等無碳製氫相關

技術開發與實證並搭配二氧化碳補獲與封存技術等，預期 2030 年正式導入海

外未利用能源製氫、輸儲市場，2040 年正式導入無碳排的供氫系統。 

(二)發展氫能之推動作法 

日本氫能與燃料電池相關政策，由經產省負責制定與推行，技術領域則由新

能源與產業技術發展機構（NEDO）負責規劃與執行。日本氫能政策推動作法首先

由 NEDO 推動技術研發，並就技術相對成熟之產品進行大型實證、驗證計畫，藉

以掌握產品性能、安全性等數據，並研析未來市場因應管制規範。隨著技術進展

與實證結果，由經產省提出不同政策目標引導市場發展方向，並同步進行國內相

關法令修訂，積極參與並期主導全球氫能相關標準規範，以完善國內外市場發展

環境，為產品商品化預作準備。待產品正式上市販售後，經產省與財務省再提供

補助、稅額減免等市場導入支援，最終待商品到達經濟規模後，結束導入支援，

由市場自主發展。 

雖目前已有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燃料電池車商品化上市銷售，但日本仍持

續投入大量資源，每年投入研發預算維持在 100 億日元之水準，如圖 3-6 所示。透

過國家型研發計畫進行氫能、燃料電池、氫社會建構等技術研發與實證作業，加

速技術研發時程，縮短市場導入時間，確保全球領先地位。 

 
資料來源：日本經產省（2010~2016），資源・エネルギー関連予算案の概要；NEDO

（2015）水素エネルギー白書；NEDO（2010~2016）各實施行計畫歷

年實施方針；本研究彙整繪製。 

圖 3-6  日本政府近年編列之研發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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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進行相關法令規範檢討、制定，以完善市場發展環境，為產品商品化發

展預作準備外，針對已上市之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燃料電池車、加氫站等亦均

有提供市場導入之補助或稅額抵減措施。 

1. 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ENE-FARM） 

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自 2009 年上市銷售後，政府即提供「民生用燃料電池

導入支援補助金」，2015 財政年度前補助機器費用差額（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

與傳統熱水器設備成本之差額）以及施工費用的 50%，隨著設備與設置成本下

降，政府單機補助金額上限也由每台 130 萬日元降至 30 萬日元；2016 年度則修

正為定額 15 或 19 萬日元補助金額（見表 3-1）。2009 至 2016 年政府總計編列

1,100 餘億日元的補助預算。 

表 3-1  日本家用燃料電池補助金額 

財政年度 

項目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1/4 

-2011/7 

2011/10 

-2012/1 

最初 

預算 

追加 

預算 

設置補助上限 

（萬日元/台） 

PEFC 
140 130 105 85 70 50 45 

38 30 定額 15 

SOFC 43 35 定額 19 

政府補助預算（億日元） 61 67.7 136.7 90 250.5 200 222 95 

註：此表之設置補助金額，係指於新建物設置之補助金額。 

資料來源：日本經產省（2010~2016），資源・エネルギー関連予算案の概要；陳

清郎（2015），中油出國報告書；燃料電池普及促進協會（2016），

民生用燃料電池導入支援補助金交付規程。 

2. 燃料電池車 

日本政府為鼓勵節能減碳、加速新世代運具的導入，因此設置有「清潔能

源車導入促進對策費補助金」，提供電動車、插電式油電混合車等潔淨運具的

購車補貼，而 2015 年燃料電池車上市後，亦於 2016 年度納入補助車款之一，

補助燃料電池車售價與基準額價差的 2/3，且無補助金額限制，估算每車補助 202

或 208 萬日元（見表 3-2）。日本政府亦有針對燃料電池車提供免徵車輛購置稅

（地方稅）、車輛重量稅（國稅）及減徵 75%汽車稅（地方稅）等稅額減免，

同時針對商用燃料電池車給與特別折舊或稅額抵減之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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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日本次世代能源車導入補助預算 

項目                     財政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燃料電池車補助金額（萬日元） --- --- --- --- --- --- 202~208 

政府補助預算（億日元） 

(含電動車、油電混合車、燃料電池車等) 
137 291 292 300 300 300 137 

資料來源：日本經產省（2010~2016），資源・エネルギー関連予算案の概要；次

世代自動車振興センター（2016），クリーンエネルギー自動車導入促

進対策費補助金交付規程。 

3. 加氫站 

基礎設施為影響氫社會建構速度的關鍵因素，因此日本政府在 2013 年即編

列「氫供給設備整備事業補助金」，提供設置補助（見表 3-3）以加速加氫站的

普及，2013 至 2016 年財政年度共計編列 276 億日元的補助預算。此外，依照

1997 年即開始實施的「低公害車之燃料供給設備課稅標準特例措施」，亦提供

1.5 億日元以上之加氫站，前 3 年固定資產稅減免 1/3 的租稅優惠。 

表 3-3  日本政府 2016 財政年度提供之加氫站設備補助標準  單位：億日元 

加氫站類型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補助率 補助上限 補助率 補助上限 補助率 補助上限 補助率 補助上限 

中規模

站所 

300Nm3/h

以上 

站內製氫

On-site 

Package 
1/2 2.5 

定額 
2.8 

定額 
2.9 

2/3 
2.9 

不含整機設備 1/2 1/2 1/2 

站外供氫

Off-site 

Package 
1/2 1.9 

定額 
2.2 

定額 
2.5 

2/3 
2.5 

不含整機設備 1/2 1/2 1/2 

移動式 --- 定額 2.5 定額 2.5 2/3 2.2 

小規模

站所 

100~300

Nm3/h 

站內製氫

On-site 

Package 
1/2 1.6 

定額 
1.8 

定額 
2.2 

2/3 
2.2 

不含整機設備 1/2 1/2 1/2 

站外供氫

Off-site 

Package 
1/2 1.3 

定額 
1.5 

定額 
1.8 

2/3 
1.8 

不含整機設備 1/2 1/2 1/2 

移動式 --- 定額 1.8 定額 1.8 2/3 1.8 

集中產氫製造設備(每1設備補助

金額，上限補助10設備) 
--- 1/2 0.6 1/2 0.6 1/2 0.6 

液態氫處理相關設備 --- 1/2 0.4 1/2 0.4 1/2 0.4 

政府補助預算（億日圓） 45.9 72.0 95.9 62.0 

資料來源：日本經產省（2010~2016），資源・エネルギー関連予算案の概要；社團

法人次世代自動車振興センター（2013~2016），燃料電池自動車水素供

給設備補助事業の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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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氫能運用現況與未來規劃 

1. 氫能運用現況 

目前日本國內氫氣總供給量為 13 萬公噸（150 億 Nm
3），多數作為鍋爐燃

料或煉油廠加氫脫硫等自用用途（占 99%），只有 1%氫氣外售予工業用途。以

下分別說明具商業應用規模的定置型及運輸型燃料電池之發展現況。 

(1) 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ENE-FARM） 

日本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ENE-FARM）係為熱電共生系統，其設計於

白天發電，同時進行熱能回收加熱儲水，並於夜間停止發電，夜間衛浴等熱

水需求則由白天所儲存之熱水供應，其餘較低之電力需求則由一般市電供應

如圖 3-7 所示。 

 
資料來源：日本燃料電池普及促進協會網頁。 

圖 3-7  ENE-FARM 運行概念 

隨著技術進步與經濟規模發展，ENE-FARM 設置成本已由 2009 年 300

餘萬日元，降至目前的 136（PEFC）至 175（SOFC）萬日元，若以 4 人家戶

每年 6~8 萬日元燃料支出來計算，則投資回收年限由 37 年降至 17 年左右。

由於 2009 年 ENE-FARM 上市之時，日本政府即提供設置補助，以加速市場

導入，再加上 2011 年 311 大地震後引發之短期供電短缺衝擊，因此增加市場

對定置型燃料電池需求，目前日本國內總設置已達 15.4 萬台，如圖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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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置類型或製氫來源來看，以獨立式住宅（占比 97%）、新建物（占比 56%）

以及都市氣（天然氣）製氫（占比 86%）為主。 

 

 
資料來源：日本經產省（2016），水素・燃料電池戦略ロードマップ。 

圖 3-8  ENE-FARM 歷年售價與設置數 

(2) 工商用定置型燃料電池 

目前工商用定置型燃料電池已引進美國 Bloom Energy 的商用 SOFC，但

日本國內之相關機型仍處於實證階段，預計在 2017 年將可上市販售，銷售目

標對象包含天然氣使用者、做為基本負載電力者、電熱比需求高者、停電風

險高者等。參考 2015 年經產省氫、燃料電池戰略委員會第 5 次會議簡報，目

前工商用燃料電池以發電效率較高的 SOFC 型、5 kW~250 kW 的小、中規模

發電容量為主，如見表 3-4 所示。除持續進行 SOFC 低成本、高耐用等技術開

發外，亦透過工商用燃料電池實際應用的實證、安全性評估、法規檢討修訂

等，以達成 2017 年商業化、2025 年無須政府協助進入市場自主發展等目標。 

表 3-4  日本工商用燃料電池發展規格 

機器 
實證中之SOFC 商用SOFC 

三浦工業 富士電機 日立造船 三菱日立 Bloom Energy（參考） 

發電功率 5 kW 25 kW 20 kW 250 kW 250 Kw 

類型 熱電聯產 熱電聯產(檢討中) 熱電聯產 單發電型 

發電效率 50% 55% 50-60%（實績值） 

整體效率 90% 未定 未定 73%(溫水)、65%(蒸汽) --- 

預定銷售 

客群 

家庭餐廳 

集合住宅 

健身房、福利設施 

醫院、大型建築 

數據中心、旅館 

大型建築 

資料來源：日本經產省（2015），第 5 回水素・燃料電池戦略協議会事務局提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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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輸用燃料電池 

2014 年推出全球首款氫能車後，正式進入商業銷售階段，目前納入日本

政府購車補助者有 Mirai 與 Clarity Fuel Cell 兩種車款，車輛含稅售價為

723~766 萬日圓，扣除政府補助與稅額減免，消費者購價約 500 餘萬日元，截

至 2015 財政年度燃料電池車購置補助數為 452 輛。 

2. 氫能運用之未來規劃 

根據 2016 年 3 月修訂三階段的「氫、燃料電池戰略路線圖」中，說明各階

段發展重點： 

(1) 第一階段－擴大氫利用 

A. 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2009 年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 ENE-FARM 已進入

商業市場，至 2016 年 1 月設置數已達 15 萬台，因此日本政府規劃至

2020 年前持續提供市場導入支援，並進行 SOFC 低成本、高耐用性技

術研發至 2019 年。預期 2020 年後家用燃料電池全面市場化發展，由民

間努力透過量產、設置、維護工程簡化、標準化以降低成本，擴大家用

燃料電池國內外市場。 

B. 商用、工業用定置型燃料電池：至 2017 年進行 SOFC 低成本、高耐用

性技術研發，與燃料電池在不同電力負荷、氣候環境下的實用化實證作

業，以及相關法規檢討。預期 2025 年後商用、工業用燃料電池進入市

場化發展。 

C. 燃料電池車與加氫站：在 2025 年前均為政府大力協助時期，包含燃料

電池車導入支援（由公務、企業車，逐步推展到個人出租車、巴士）、

車輛低成本、高耐用性、燃料效率提升等技術研發、國際標準與國內法

令調合、區域供氫系統建構，以及完善加氫站商用建置環境、液態氫等

國內流通的相關技術開發、實證作業等。預期 2025 年後燃料電池車、

加氫站、國內氫能流通網絡等均可進入市場化發展。 

(2) 第二、三階段－氫發電、未利用能源製氫，建構無碳供氫系統 

透過氫混合發電效率提升、降低 NOX排放等技術開發與實證、制度規劃

以及環境評估、發電廠設計/採購/施工等商業基地設置準備等，完善自用或電

力部門氫發電市場環境。預計於 2020 及 2030 年分別導入自用及電力部門。

因應未來燃料電池車普及，加上未來氫氣發電願景，日本政府估算 2030 年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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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需求將增加 27~247 億 Nm
3（約 24~221 萬公噸，視氫發電需求而定），屆

時應可增產 120~180 億 Nm
3（約 107~161 萬公噸），其餘缺額結合海外資源

補足需求，並達成中期建構海外產氫或褐煤等未利用能源製氫系統，達到再

生能源製氫系統的目標。 

雖然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已上市多年，但其仍面對設置成本過高、使用對象

受限等挑戰，因此日本政府於氫、燃料電池戰略路線規劃，透過持續提供家用燃

料電池導入支援（PEFC、SOFC 分別補助至 2018、2020 年）、SOFC 低成本高耐

用技術開發以降低成本、思考家用燃料電池剩餘電力交易之可行性及進行純氫型

定置用燃料電池技術開發實證等措施，再結合民間企業降低設置成本、擴大銷售

管道與設置對象、研發熱能新用途、建構回收體系等努力，以達成 2020 年東京奧

會全面氫能運用與 2030 年 ENE-FARM 530 萬台的設置目標。 

三、韓國氫能發展政策與現況研析 

(一)推動氫能發展之政策沿革 

韓國缺乏能資源，進口能源依存度高達 97%，為尋求多元化的能源供應，以

及發展因應氣候變遷之低碳能源，韓國政府於 1980 年代開始重視再生能源政策，

並且著重太陽能、生質能、風力等再生能源技術研發。直至 1997 年 1 月韓國政府

推出「第一期新及再生能源技術開發、利用、普及基本計畫」，2002 年推出躉購

費率機制（Feed-in Tariffs），以有效推動再生能源發展。2003 年 5 月韓國政府提

前推出為期 10 年的「第二期新及再生能源技術開發、利用、普及基本計畫」
12
（2003

年至 2012 年），訂定至 2011 年新及再生能源供應比例占初級能源供應量 5%之目

標，並首度將燃料電池列入優先扶植產業之一。為提高新及再生能源之可靠性，

韓國國家能源研究協會（Korea Institute of Energy Research）、韓國測試實驗室

（Korea Testing Laboratory）和韓國產業技術協會（Kore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依循韓國產業標準（Korea Industrial Standard）、國際 IEC/ISO 標準，

針對新及再生能源設備提供認證服務。 

同年，韓國商業、工業和能源部成立氫能與燃料電池國家研發及示範組織，

執行短期與中期計畫產業應用技術研發與示範計畫，並設定 3 階段氫能發展目標

（見表 3-5）。為達目標，提供包括燃料電池製造廠商及使用者優惠貸款（由 5%

                                                        
12 2004 年公告的「新及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普及促進法」規範的再生能源有太陽熱能、太陽光、

生質 、風能、水力、地熱、海洋能、廢棄物能源共 8 種，新能源有燃料電池、煤炭液化和氣化、

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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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降為 2%~3%）、關稅優惠（代替能源設備進口關稅由 8%調降為 2.8%）、土地

稅減半等政策工具。此外，韓國科技部（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成立氫能研發中心（Hydrogen Energy R&D Centre），長期發展基礎技術。 

表 3-5 2003 年至 2012 年韓國氫與燃料電池發展目標 

項目 
第一階段：研發 

(2003~2005 年) 

第二階段：示範 

(2006~2008 年) 

第三階段：宣傳 

(2009~2012 年) 

加氫站 1 座 10 座 50 座 

分散式發電系統 300 座(250~1,000kW) 

建築 2,000 座(10~50kW) 

家庭電力系統 10,000 座(小於 3kW) 

交通 汽車 10 輛 
汽車 1,000 輛、公

車 100 輛 

汽車 10,000 輛、

公車 5,000 輛 

可攜式發電系統 
研發具商業化之

關鍵技術 
商業化 

資料來源：Seong-Ahn Hong (2004, March)；Jae-Yul Yoo (2004, May)。 

然而，因政府投資預算有限、技術開發與推廣之間呼應不足等因素，使用新

及再生能源發展成果不如預期，故於 2008 年重新設定新及再生能源推廣目標，公

布「第三期新及再生能源技術開發、利用、普及基本計畫」（2008 年至 2030），

設定 2030 年新及再生能源供應占初級能源供應量 11%之目標，並再次將氫能及燃

料電池列為重點研發項目。同年，韓國總統李明博於 8 月之建國 60 週年公開演說

中進一步提出「低碳綠色成長」（low carbon, green growth）國家策略 5 年計畫，

力促國家產業轉型走向低碳綠色經濟。同年，韓國政府重新檢視氫能與燃料電池

發展進度，規劃 2013 年至 2040 年發展目標，如表 3-6 所示。 

表 3-6 2013 年至 2040 年韓國氫與燃料電池發展目標 

項目 
市場形成 

(2013~2020 年) 

市場擴張 

(2021~2030 年) 

氫經濟初始階段 

(2031~2040 年) 

目標 完成技術發展 擴張氫能基礎設備 實現自我成長市場 

燃料電池

系統市場 

 分 散 式 發 電 系 統

1,000MW 

 產業電力系統 2,000座 

 家庭電力系統 10 萬座 

10% 15% 

燃料電池

汽車市場 

 加氫站 500 座 

 燃料電池汽車 5 萬輛 
15% 50% 

資料來源：YongsugTak (2011)。 

為加速氫能運用，2009 年韓國政府提出「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

透過配合 9 項核心計畫，將燃料電池應用在綠色房屋與大樓。2010 年進一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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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Framework Act on Low Carbon, Green Growth），除了訂定

溫室氣體排放目標，更明確規範政府各層級組織權責，與各領域企業在綠色成長

的責任與範疇。為扶植國內新及再生能源產業發展，推出百萬綠色家庭計畫（1 

Million Green Homes’ project），強制住宅採用包括氫與燃料電池等之新及再生能

源發電系統，政府提供 80%補助（其餘能源補助 50%）。此外，自 2011 年起，強

制公共機構新興或整修建築物面積超過 3,000 平方公尺者（2012 年修訂為 1,000 平

方公尺），其能源使用至少有 10%必需為新及再生能源，2020 年提高至 20%。 

然而，考量再生能源躉購制度造成韓國政府沈重的財政負擔，2012 年推出新

及再生能源配額制度（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簡稱 RPS），規範 13 家電力

公司有義務負擔購買相當於其電力產出 2%之再生能源，2022 年提高至 10%。 

為擴大韓國國內氫燃料電池汽車使用，提供購車補助差價補助，以一輛氫燃

料電池汽車和傳統內燃機汽車分別要價 850 萬及 300 萬韓圜為例，政府補助兩者

價差的 50%，也就是補助 275 萬韓圜。2013 年、2014 年提供每座加氫站 15 億韓

圜之建造補助。圖 3-9 彙整 1997 年至今韓國氫能政策發展沿革。 

 
註：2004 年公告的「新及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普及促進法」規範的再生能源有太陽熱

能、太陽光、生質 、風能、水力、地熱、海洋能、廢棄物能源共 8 種，新能源有燃

料電池、煤炭液化和氣化、氫能。 

資料來源：本專案計畫繪製。 

圖 3-9  韓國氫能政策發展沿革 

 

  



 

28 

(二)氫能運用現況與未來規劃 

1. 氫能運用現況 

韓國一年約產出 210 萬公噸的氫氣，其中 140 萬公噸屬石化生產之副產氫

氣，蔚山、麗水和釜山為主要製氫地點，其生產出的氫氣最為便宜，每公斤為

2,000 韓圜。目前韓國有 10 座加氫站，氫氣的供應有 7 座來自於石化副產餘氫，

其餘 3 座氫氣來自於電解法製氫、天然氣重組、沼氣重組（land fill gas reform）。 

韓國氫能運用為定置型燃料電池與運輸型燃料電池發展並重，以定置型燃

料電池來說，以發展MW級發電功率燃料電池系統為主。相關興建計畫包括 2010

年於大邱市建造總發電容量達 11.2 MW（4 座 2.8MW）之燃料電池發電廠，所

發電力依長期購電協議售給韓國電力公司（Korea Electric Power Company），而

熱能則由政府收購；2011 年於華城建造總發電容量 60 MW的燃料電池發電廠。

除此之外，韓國政府於 2012 年選定在蔚山市執行氫能城市示範計畫（2012 年 8

月至 2018 年 4 月），設置 140 座 1 kW、9 座 5 kW、1 座 10 kW之燃料電池系統，

總計 195 kW，其發電量每月可供 140 個家庭使用，總計投入 877 億韓元，由中

央政府出資 59%、地方政府出資 21%、企業出資 20%。 

運輸型燃料電池推動上，韓國推行兩階段燃料電池車示範計畫（Domestic 

Fleet Program），如表3-7所示。第一階段為2006年8月至2010年7月，由Hyundai、

SK等私人企業參與；第二階段為 2010 年 12 月至 2013 年 12 月，於首爾市、蔚

山市進行示範研究。 

表 3-7 韓國國內燃料電池車試行計畫 

項目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期間 2006 年 8 月至 2010 年 7 月 2010 年 12 月至 2013 年 12 月 

燃料電池車 汽車 30 輛、公車 4 輛 汽車 100 輛 

加氫站 11 座 
13 座(驗證 700bar 加氫站、升

級 350bar 加氫站) 

行駛目標 
74.35 萬公里，平均每公升燃料

行駛 19.2 公里 
小規模量產之前解決技術問題 

參與者 
私人企業（Hyundai、SK、

GS-Caltex、KOGAS） 

私人企業、地方政府（首爾市、

蔚山市） 

預算 4,660 萬美元(政府補助 50%) 1,760 萬美元(政府補助 30%) 

資料來源：YongsugTak (2011) 

然而，由於加氫站建造成本高，初期獲利低和相關基礎設施不足等情況下，

截至 2015 年 9 月韓國加氫站共計 10 座未達目標，而燃料電池汽車共計 42 輛，

與目標量 10,100 輛相差甚遠，如表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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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韓國氫燃料電池汽車與加氫站現況 

項目 
2013 年 2015 年 

目標 實際量 目標 實際量 

氫燃料電池汽車(輛) 50 5 10,100 42 

加氫站(座) 18 8 43 10 

註：10 座加氫站中，2 座屬環境部之示範計畫、8 座為通商能源部之示範計畫。 

資料來源：韓國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2016)。 

2. 氫能運用之未來規劃 

目前韓國政府訂下一系列推動政策，包括研發核心技術、擴張加氫基礎設

施、增修相關法規、私部門擴張及獎勵措施，預期 2030 年累計國內氫燃料電池

汽車達 63 萬輛，如表 3-9 所示，並預期創造 83 兆韓圜收益（燃料電池汽車相關

產業占 95%、加氫站相關產業占 2%、供氫相關產業 3%）及 9.4 萬個就業機會。 

表 3-9 韓國 2016 年至 2050 年發展氫燃料電池汽車目標 

項目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5 2030 2050 

氫燃料電

池汽車(輛) 
200 500 2500 5100 9,000 10 萬 63 萬 700 萬 

加氫站(座) 13 20 30 50 80 210 520 1,500 

資料來源：韓國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2016)。 

由於氫燃料電池汽車為韓國政府大力推動的產業之一，除了致力於推廣燃

料電池車的使用，同時促進韓國國內相關產業發展，如石化產業、半導體業等，

追求至少掌握 95%的關鍵技術，但目前燃料電池之電解質隔膜、氣體擴散層等

部分重要零組件生產技術仍掌握在國外。 

四、德國氫能發展政策與現況研析 

(一)推動氫能發展之政策沿革 

德國為全球綠能發展最為亮眼的國家，同時亦為世界汽車生產大國，擁有氫

能與燃料電池發展的厚實基礎與豐沛的技術研發能量。1990 年代發展初期主要係

透過教育研究部或地方政府，指導學術領域推動氫能與燃料電池相關的學術技術

研發計畫，2000 年後在歐盟發起潔淨都市交通計畫後，帶動運輸部門氫能與燃料

電池研發動能，亦促使政府於 2007 年推出長達 10 年期的國家型技術研發與示範，

德國氫能發展願景如圖 3-10 所示。 

德國為協助氫及燃料電池市場的推展準備，2007 年由交通、建設與都市發展

部（BMVI）和經濟科技部（BMWi）、教育研究部（BMBF）、環境、自然保育

與核能安全部（BMU）發起，結合業界力量，共同推動總經費 14 億歐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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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各出資 50%）、執行長達 10 年的國家氫能與燃料電池創新技術計畫（National 

Hydrogen and Fuel Cell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gram，以下簡稱 NIP 1），目標為

運輸、定置型燃料電池早期市場推動，並開發與示範驗證具商業化之產品，同時

發展德國未來產業與工作機會。2008 年更成立了「國家氫能與燃料電池組織

（National Organisation Hydrogen and Fuel Cell Technology，NOW）」13，專責進行

氫能與燃料電池技術開發，並負責運輸、熱電聯產及整體整合方案等業務。 

 
資料來源：NOW (2016), NIP Rolle der maritimen Projekte für die Entwicklung des 

Brennstoffzellenmarktes. 

圖 3-10  德國氫能利用發展願景 

NIP 1 計畫投入運輸及基礎設施、定置型電源、特定領域用等 3 大領域，如表

3-10 所示，並透過運輸部門相關之清潔能源夥伴、船舶示範、博登湖示範計畫，

以及定置型電源應用的熱電共生、特定領域之關鍵電源示範計畫，與循環再生的

生質能利用等 6 項示範計畫進行技術研發、市場推廣。 

NIP 1 計畫中由聯邦政府的經濟科技部（BMWi）出資 2 億歐元用於技術研發，

並由交通及數位基礎建設部（BMVI）出資 5 億歐元於示範計畫，作為建構氫能與

燃料電池市場的先期準備，截至 2014 年底 BMVI 已核准之執行計畫共計有 182 項

（內含 401 項子計畫），執行預算 4.5 億歐元，其中以交通類、家戶應用類及特定

                                                        
13 目前德國國家氫能與燃料電池組織（NOW）主要執行任務除 NIP 計畫外，尚包含交通部（BMVI）

之電動運具示範計畫、交通委託執行之歐盟 2014/94/EU 替代燃料基礎設施發展指令、以及制定

跨歐運輸網絡（TEN-T）下的總體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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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領域為主，如圖 3-11 所示；另一方面則由企業支應 7 億歐元於運輸、城市能

源供應、特定市場之應用推展。 

表 3-10  德國國家氫能與燃料電池創新技術計畫（NIP 1） 

項目 內容簡述 

3 大 

發展

領域 

運輸及基礎設施 
汽車、巴士等交通運具，飛機等輔助動力運具，氫氣供

應 

家用、工業用固定

式電源 

家用、工業用、船舶等商用的固定式電源、熱電共生系

統（CHP） 

特定領域 IT、電信等關鍵電源，堆高機等物流、休閒旅遊等 

6 項 

示範

計畫 

清潔能源伙伴計畫

（CEP） 
燃料電池運具燃料效率、加氫站基礎設施 

熱電共生計畫

（CALLUX） 

安裝 800 台熱電共生系統，以預備導入以天然為進料之

熱電系統 

生質能利用計畫

（NEEDS） 

結合沼氣、污水等生質工廠，建構工廠能源供應之標準

化燃料電池系統 

船舶示範計畫

（E4Ships） 
船舶、渡輪等 

博登湖計畫

（Bodensee） 

露營車、大蓬車等野營設備，船、輕型車等休閒設備之

電源供應 

關鍵電源計畫 不斷電系統、無線電網絡 

資料來源：德國聯邦經濟與科技部網頁，

https://www.bmvi.de/SharedDocs/DE/Artikel/G/nationales-innovationsprog

ramm-wasserstoff-und-brennstoffzellentechnologie-nip.html。 

 

   
註：因 2016 年德國再推 NIP 延續計畫，故本文將 2007-2016 年之國家氫能與燃料

電池創新技術計畫稱為 NIP 1，2016-2026 年者則稱為 NIP 2 計畫。 

資料來源：IPHE (2015), Overview of Fuel Cell and Hydrogen Developments in 

Germany。 

圖 3-11  德國 NIP 計畫預算及 BMVI 示範計畫類型占比  

BMWi
研發

2億歐元

BMVI
示範計畫
5億歐元

企業出資
應用推廣
7億歐元

NIP 1 預算

交通 
59% 

家戶 
14% 

特殊市場 
13% 

定製型 7% 

製氫 3% 
跨領域計畫 2% 
創新研發 2% 

BMVI  預算 ( 已核准計畫 ) 

https://www.bmvi.de/SharedDocs/DE/Artikel/G/nationales-innovationsprogramm-wasserstoff-und-brennstoffzellentechnologie-nip.html
https://www.bmvi.de/SharedDocs/DE/Artikel/G/nationales-innovationsprogramm-wasserstoff-und-brennstoffzellentechnologie-n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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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屆 NIP 1 計畫結束之際，德國為持續推展氫能與燃料電池發展及市場導入，

延續推動 NIP 2 計畫，主軸包含技術改進與降低成本，以及運輸、氫供應與家庭、

工業用熱電共生系統等早期商品化推展，目標在 10 年內建立德國氫能與燃料電池

市場。規劃在 2016 至 2018 年逐年提高年度編列預算，預估三年總預算將投入 1.61

億歐元14，著重於道路交通、鐵道運輸、水上運輸、航空運輸、物流與特定領域、

電力燃料（製氫）等 6 大領域。 

1. 道路交通領域 

(1) 燃料電池車：燃料電池車雖性能、電池壽命等已具備銷售能力，但仍需進

一步優化（尤其是具競爭力之生產成本及 700 bar 壓力下之充填技術），故

投入進行技術研發、創新與測試。另在 NIP 2 中亦訂出汽車燃料電池系統

的階段成本目標，包括 2018 年，系統成本小於 150 歐元/千瓦，生命週期

20,000 小時；2020 年，系統成本小於 100 歐元/千瓦，生命週期 50,000 小

時；2023 年，系統成本小於 75 歐元/千瓦，生命週期 100,000 小時。 

(2) 加氫站：NIP 2 規劃 2016 年起，建構柏林、漢堡、萊茵-魯爾、法蘭克福、

斯圖加特及慕尼黑等大城市地區加氫網絡。除德國政府的 NIP 2 計畫推展

目標外，始於 2009 年車廠、能源供應商等多家業者與政府簽署合作意向

書，共同推動氫燃料供給網絡建置之氫氣移動計畫（H2 Mobility），預計將

投入 3.5 億歐元，規劃於 2017、2023 年分別達成建置 100 座、400 座加氫

站，其中高速公路兩座加氫站間最遠距離在 90 公里內，每個都會區設有

10 個加氫站，以及 2018 年後新巴士皆為燃料電池巴士的願景。 

(3) 燃料電池巴士：燃料電池巴士有助排放減量，尤其是在城市、集聚地區，

因此 NIP 預計透過獎勵措施，支援大眾運輸業者，導入公共交通，並在

NIP 2 中訂出了燃料電池巴士成本目標：2016 年（現況）燃料電池巴士成

本為 900,000 歐元；2020 年燃料電池巴士成本低於 550,000 歐元；2025 年

燃料電池巴士成本低於 510,000 歐元。 

(4) 商用燃料電池車：持續透過清潔能源夥伴(CEP)推動市場發展。 

2. 鐵道運輸領域 

NIP 2將投入進行非電力軌道運具市場開發、測試及導入，除了運具研發外，

                                                        

14 依 IPHE (2015), Overview of Fuel Cell and Hydrogen Developments in Germany 報告中表示，德國

2016~2018 年之年度預算分別為 2,500、5,000 及 8,600 萬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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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建立軌道加氫基礎設施與車輛驗證標準，以及進行鐵道運行規章檢討修正。

目前燃料電池軌道車已開發出第一代之原型車，預計2017年將正式投入市場15，

而 NIP 2 的燃料電池軌道車發展目標，包括 2018 年燃料電池軌道車上市測試；

2020 年預計將有 50 輛軌道車運行；2022 年可境外生產與銷售。 

3. 水上運輸領域 

推動船上電源或船舶動力使用燃料電池系統，以減少排放外，亦強化強化

德國船舶工業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將延續 NIP 1 的船舶示範計畫（E4Ships），

進行柴油等燃料之遊輪、特種船、混合動力之巡航船、渡輪的替代應用開發與

示範，此外在國際海事組織之國際港口船舶燃料電池規範（尚建構中）框架下，

亦將進行相關法令規範檢討修正。 

4. 航空運輸領域 

NIP 2 支持短中程商用飛機、小型客機之應用發展，目前航空領域的應用已

成功展示了單引擎模擬機的飛行試驗，未來除持續進行技術研發外（發展目標

為 10-15 座位的飛航產品），亦支持示範及後續之飛航產品銷售，並針對新技術

發展對機場噪音與污染排放減量成效進行分析。航空領域預計 2025 年將進入市

場運行示範階段。 

5. 物流、特定領域 

促進燃料電池堆高機應用於工業區或機場物流系統，結合機場地面處理系

統和地面電源單元（Ground Power Unit，GPU），並考量進行大型示範計畫，發

展具競爭力技術。 

6. 電力燃料（製氫）領域 

著重再生能源（風能、太陽光點）電解水製氫，並進行大規模測試，開發

具成本效益的電解設備。NIP 2 訂出階段發展目標包括：2018 年投資成本目標為

1,000 歐元/kW，再生能源製氫成本目標為 6 歐元/kg；2020 年投資成本目標為

800 歐元/kW，再生能源製氫成本目標為 4 歐元/kg；2025 年投資成本目標為 600

歐元/kW。 

 

                                                        
15 資料來源：綠色貿易資訊網 2016 年 9 月 27 日「德國將啟用全球首輛氫能客運火車」報導； 

泛科技網 2016 年 10 月 21 日「氫經濟的明日之星：世界首輛長途氫能火車「氫鐵」在德國發車」

報導 https://panx.asia/archives/55437。 

https://panx.asia/archives/55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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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氫能運用現況與未來規劃 

由於德國主要係透過示範計畫進行不同領域氫能應用推展，以下將就主要的

定置型熱電共生系統計畫（Callux Lighthouse）及運輸部門清潔能源夥伴計畫（Clean 

Energy Partnership，CEP）進行概要說明。 

1. 熱電共生系統計畫（Callux Lighthouse） 

企業共同參與示範計畫為德國氫能與燃料電池發展特點，2008~2015 年德國

NIP 1 計畫中推動的 Callux Lighthouse 定置型燃料電池熱電共生系統示範計畫，

大規模進行定置型燃料電池結合建築物之實證作業，示範計畫總投入經費 0.75

億歐元，其中政府出資 0.36 億歐元16，其餘經費由業者支付，參與業者包含了燃

料電池、熱水器製造業、能源供應業等相關行業。 

透過 Callux 計畫除有效降低 60%的系統成本、90%的裝置成本外，亦提升

發電效率至 33%、總體熱電效率到 96%，且至 2015 年底德國已設置 1,000 台小

型的家用熱電共生系統（小於 5 kW之燃料電池），以及 200 座的電信備源系統。

目前 Callux 示範計畫已結束，且家用熱電共生系統亦已導入市場發展，市售燃

料電池規格包含有 1 kW以下的 PEFC 與 0.6~2.5 kW 的 SOFC，其 SOFC 之整體

熱電效率可達 85%以上、PEFC 則均可達 90%以上（表 3-11）。 

表 3-11  德國熱電共生燃料電池規格 

燃料電池 
PEFC SOFC 

Elcore Viessmann SenerTec 
SOLID 

power 
HEXIS Buderus Junkers 

SOLID 

power 
Vaillant 

輸出功率 
0.3/0.7 

kW 

0.75/1 

kW 

0.7/0.96 

kW 

1.5/0.61 

kW 

1/1.8 

kW 

0.7/0.62 

kW 

0.7/0.62 

kW 

2.5/2 

kW 

0.8/1.5 

kW 

發電效率 32% 37% 37% 60%↑ 35% 45% 45% 50% 33% 

整體效率 104% 90% 90% 85%↑ 95% 85% 85% 90% 92% 

上市時間 2014 2016 2012 2013 2016 2016/2017 

資料來源：NOW (2015.11), Callux und die Markteinführung von 

Brennstoffzellen-Heizgeräten。 

2. 清潔能源夥伴計畫（Clean Energy Partnership，CEP） 

2002 年執行至今的清潔能源夥伴（CEP）示範計畫，加上 2009 年政府與企

業共同推動的 H2 Mobility計畫，結合了政府與汽車製造、能源供應、公共建設、

電子製造、大眾運輸、電力供應等企業力量，共同評估將氫能作為運輸燃料之

                                                        
16

 資料來源：NOW (2015.09.30), Callux, Praxistest Brennstoffzelle fürs Eigenh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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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適用性研析與示範，以實現氫能運具替代傳統運具之目標。CEP 分為 4

階段發展，各階段重點發展說明如下： 

(1) 第一階段（2002-2008）技術發展時期：主要測試電解水、天然氣/液化石

油氣現場重組製氫技術，以及儲氫、加氫站供氫（充填壓力、氫氣/液態氫）

技術示範，期間在 2004 年 10 月建造德國首座加氫站，測試 17 輛燃料電

池車或氫內燃機車輛。 

(2) 第二階段（2008-2010）技術驗證時期：此階段測試了 40 輛燃料電池車，

驗證柏林與漢堡的燃料電池巴士，並進行-30℃下，燃料電池車的效率與續

航距離測試，以及 1,000 bar 壓力之儲氫技術。 

(3) 第三階段（2011-2016）市場準備時期：2012-2015 年間，已設置 50 座加氫

站。CEP 已測試超過 100 輛燃料電池車及 7 輛燃料電池混合動力巴士。 

(4) NIP 2 計畫（2016~）：結合合作夥伴，持續推動公路運輸與示範平台推廣。 

截至 2015 年德國計有燃料電池車 103 輛、燃料電池巴士 14 輛，參考 CEP

示範車隊之規格來看，德國氫燃料電池車以發電功率100 kW、充填壓力700 bar、

充填時間 3~5 分鐘、續航距離 300~800 公里之車輛為主，如表 3-12 所示。在整

體供氫網絡部分，目前透過天然氣重組、電解水或生質物製氫，並利用管線或

3,500 kg 之鋼瓶車運送，再透過 45 bar 壓力下 200 kg 之低壓儲氫罐、200~500 bar

中壓儲氫罐、1,000 bar 高壓儲氫罐或-253℃下的液態氫儲罐儲存，最終利用加氫

站提供燃料電池車充填服務。至 2015 年，德國已建置 50 座 350 或 700 bar、站

內製氫、離站供氫或移動式的加氫站，目前營運中加氫站主要以 700 bar 的離站

供氫式加氫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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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德國 CEP 示範車隊（燃料電池車、燃料電池巴士）規格 

CEP 示範車隊 
數

量 

發電 

功率 

充填 

壓力 

最高 

速度 

續航 

距離 

燃

料

電

池 

車 

Toyota FCHV-adv 5 90 kW 

700 bar 

155 km/h 790 km 

GM/OPEL HydroGen4 30 94 kW 160 km/h 320 km 

Volkswagen Volkswagen US Passat --- 

100 kW 

160 km/h 500 km 

Hyundai ix35 Fuel Cell 2 160 km/h 600 km 

Daimler 
Mercedes-Benz B Series 

F-Cell 
90 170 km/h 400 km 

Ford Ford Focus Fuel Cell 
3 

350 bar 

137 km/h 400 km 

1 128 km/h 280 km 

Honda FCX Clarity 2 160 km/h 460 km 

巴

士 

Hochbahn- 

buses 

Solaris Urbino 18,75 

Electric 
2 100 kW 350 bar 100 km/h --- 

Citaro FuelCELL-Hybrid 

of Daimler Buses 
4 120 kW 350 bar 80 km/h 400 km 

SSB-buses 
Citaro FuelCELL-Hybrid 

of Mercedes-Benz 
4 160 kW 350 bar 80 km/h 250 km 

資料來源：CEP 網頁， 

https://cleanenergypartnership.de/h2-mobilitaet/cep-fahrzeugflotte/?scroll=true。 

五、英國氫能發展政策與現況研析 

(一)推動氫能發展之政策沿革 

燃料電池的發展，最早是由英國法官兼化學家 William Robert Grove 在實驗中

發現電解水製氫方式，但受限於當時電極材料不耐強酸浸蝕，產生的電流微小，

未被市場採納17，直至 1939 年英國工程師 Francis Thomas Bacon 成功開發出 5 kW

發電功率的燃料電池，爾後，燃料電池研發工作持續由各研究單位、學術單位進

行。 

1992 年英國貿易與工業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ial
18）提出「先進

燃料電池計畫」（Advanced Fuel Cell Programme），提供燃料電池產業研究補助，

本項計畫於 1993 年併入「新及再生能源計畫」（New and Renewable Energy 

Programme）。貿易與工業部 1994 年出版之能源白皮書提出英國新及再生能源願

景中，選定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SOFC）和固態聚合物燃料電池（solid polymer fuel 

                                                        
17

 陶在樸、林文章（2015）。 
18 英國貿易暨工業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ial）2007 年改制為創新大學與技能部

（Department for Innovation, Universities and Skills）和商業企業暨法規改革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再於 2009 年改制為商業、創新及技術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 

https://cleanenergypartnership.de/h2-mobilitaet/cep-fahrzeugflotte/?scroll=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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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簡稱 SPEC）作為主要發展項目。截至 2003 年 5 月貿易及工業部提供約 1,240

萬英鎊，補助 156 個燃料電池研發計畫。 

英國為減緩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衝擊，且因石油、天然氣產能下降逐漸轉為能

源淨進口國，而致力於調整能源結構，並發展再生能源和小規模、分散式能源供

應（如微型熱電共生燃料電池19或純燃料電池）。根據 2003 年出版的「能源白皮

書」（Energy White Paper），規劃 201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較 1990 年減少 20%、

2050 年減排 60%之目標，建構低碳經濟之願景。為達此目標，能源白皮書強調長

期將發展包括風能、太陽能、潮汐能、燃料電池等再生能源。針對燃料電池項目，

規劃優先發展定置型燃料電池作為再生能源間歇發電之備用電力，再逐步應用於

運輸部門（如氫燃料電池公車等），而氫氣最終目標將從無碳能源轉化而來。針

對發展運輸型燃料電池，英國提出一系列的推動措施：(1)免徵燃料電池車道路燃

料稅（road fuel duty）以鼓勵早期市場發展；(2)企業第一年氫燃料基礎設施投資金

額可 100%抵減稅額（Enhanced Capital Allowances）；(3)補助燃料電池研究；(4)

將氫能計畫列為碳信託低碳創新計畫（Carbon Trust’s Low Carbon Innovation 

Programme）之優先項目；(5)資助 2003 年倫敦氫燃料電池公車試驗計畫，並補助

英國石油公司（BP）興建之加氫站；(6)補助汽車製造商之氫燃料電池車試驗計畫；

(7)擴大氫氣供應示範計畫（與倫敦和其他區域組織合作）。 

2007 年 9 月交通部（Department for Transport）及技術策略委員會（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成立「低碳車輛創新平台」（Low Carbon Vehicles Innovation 

Platform），負責利用政府資金補助低碳車輛研發與示範計畫，以促進產業投資。 

2010 年英國交通部公告購置包括純電動車、插入式混合動力車和氫燃料電池

車之低碳車輛補助細則，規劃 2011 年至 2014 年投入 2.3 億英鎊，給予購車 25%的

優惠、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 5,000 英鎊。同年，為鼓勵小型發電系統發展，導入躉

購費率機制（Feed-in Tariffs），並納入裝置容量小於 2 kW 之微型熱電共生系統

（micro-CHP），提供饋電優惠價格20。然而，即使導入躉購費率機制，微型熱電

共生系統裝置情形不如預期，主要因為系統成本過高，影響民眾使用意願。 

2008 年英國公布「氣候變遷法」（Climate Change Act）明訂 2050 年二氧化碳

排放量較 1990 年減少 80%之減碳目標。為達此目標，運輸部門二氧化碳排放減量

                                                        
19

 微型熱電共生（micro-combined heat and power，簡稱 micro-CHP）指功率小於 50kW 之燃料電池

熱電共生系統，主要為家戶或小規模商家所使用。 
20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微型熱電共生系統之躉購費率為 13.45 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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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達 90%，因此推動低碳車輛市場化為其重要之任務。為此，英國 2012 年 1 月 18

日發布「氫氣移動」（H2 Mobility）計畫，規劃氫燃料電池於 2015 年商業化目標

下之因應作為。「氫氣移動」計畫為跨部門、組織、產業的合作，包括商業、創

新及技術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能源及氣候變遷部

（Department of Energy & Climate Change）21、交通部等三個中央政府部門，以及

眾多大型車商（如現代汽車、豐田汽車、日產汽車等）、燃料電池系統開發公司

（如 Intelligent Energy）、化學氣體生產商（如 Air Liquid）共同參與。 

為了確保低碳經濟下之能源供應具備可負擔、安全和永續性，英國於 2010 年

成立低碳創新協調小組（Low Carbon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oup），召集包括

能源及氣候變遷部、商業、創新及技術部等 16 個公部門機關，以避免政府資源重

複投入。該小組於 2014 年提出「策略架構」（Strategic Framework），說明不同低

碳能源（如風能、太陽能、氫能與燃料電池等 11 項）技術創新需求與未來發展規

劃，並說明 2011年至 2015年將投入超過 10億英鎊用於支持技術創新研發與示範。

考量氫燃料電池車具有作為超低碳排放車輛（ultra-low emission vehicles）項目之

潛力，故首重氫燃料電池車發展之技術創新，並將英國定位為全球氫燃料電池元

件供應之領導國家。「策略架構」同時提出技術創新投資之優先項目，包括氫燃

料電池車和其元件研發、低碳製氫技術之研發與示範、加氫站基礎設施之研發與

示範，如圖 3-12 所示。 

 
資料來源：Low Carbon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oup（2014） 

圖 3-12 2011 年至 2015 年英國預期投資之低碳創新領域 

                                                        
21商業、創新及技術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2016 年合併能源及氣候變遷部

（Department of Energy & Climate Change）改制為商業、能源與產業戰略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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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氫氣移動」計畫，英國於 2014 年提出「氫能運輸部門應用促進計畫」

（Hydrogen for Transport Advancement Programme），規劃投入 1,100 萬英鎊，協

助建置 15 座加氫站，其中 750 萬英鎊來自於政府、350 萬英鎊來自於產業界。前

項資金之具體用途包括：200 萬英鎊用於既有 6 至 8 座加氫站設備升級；350 萬英

鎊用於新建 4 至 7 座加氫站；200 萬英鎊用於鼓勵公部門購置 40 輛氫燃料電池汽

車。 

為達成 2050 年汽車零排放之目標，英國於 2016 年 5 月宣布投入 200 萬英鎊

的資金，鼓勵地方政府、政府機關（如警察局、消防局等）和企業購置氫燃料電

池車，提供 75%購車補助和未來 3 年內之使用費用（如租賃費用、保險費、氫燃

料費用、車輛維護費等）。前項措施預期可於 2017 年前增加超過 100 輛的氫燃料

電池汽車。彙整 1992 年至今氫能政策發展沿革如圖圖 3-13 所示。 

 
資料來源：本專案計畫繪製。 

圖 3-13  英國氫能政策發展沿革 

(二)氫能運用現況與未來規劃 

1. 氫能運用現況 

燃料電池車主要運行於倫敦市與阿伯丁（Aberdeen）市。倫敦市於 2013 年

著手執行「倫敦氫能網絡擴建計畫」（London Hydrogen Network Expansion 

project），協同創新英國（Innovate UK
22）提供設置加氫站及氫燃料電池車和貨

車所需要的資金補助，主要成果包括設置 2 座加氫站、9 輛氫燃料電池貨車、4

輛氫燃料電池車。 

                                                        
22 創新英國（Innovate UK）為商業、能源與產業戰略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前身為技術策略委員會）設立的非公部門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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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蘇格蘭的阿伯丁市，配合蘇格蘭政府規劃於 2020 年全面採用再生能源

發電、2050 年公路運輸零排碳之政策目標，致力於發展多元的能源產業，氫能

為其主要發展項目之一。根據阿伯丁最新公布的「阿伯丁城市氫能策略與行動

計畫」（Aberdeen City Region Hydrogen Strategy & Action Plan），規劃在 2015

年至 2025 年間設置 10 輛氫燃料電池汽車、2 輛雙燃料（氫氣及柴油）貨車、2

輛插電式混合動力燃料電池輕型商用車（Plug-in Hybrid Fuel Cell Electric 

Commercial Vans），以及第二座加氫站23，並發展再生能源製氫。除了運輸部門

方面的應用，阿伯丁市同時思考熱電共生燃料電池系統之推動方式。 

2. 氫能運用之未來規劃 

英國 2012 年發布「氫氣移動」（H2 Mobility）計畫，於 2013 年公布第一階

段「氫氣移動」規劃，希望在 2030 年取代傳統化石燃料汽車，預期 2020 年氫

燃料電池汽車銷售量達 1 萬輛、加氫站超過 100 座，2030 年氫燃料電池汽達到

30 萬輛、加氫站 1,150 座，如圖 3-14 所示。 

 

 
註：車輛成本包括購車費用、操作成本（如維護費、保險費、稅費）、燃料費用。 

資料來源：UK H2 Mobility（2013）。 

圖 3-14 2015 年至 2030 年英國氫燃料電池車與加氫站規劃 

然而，由於初期加氫站利用率較低，初期多設置小型加氫站，可能造成虧

損，需要仰賴政府資金協助。為確保氫燃料供應問題不會造成氫燃料電池車進

入市場之障礙，規劃短期（2015 年至 2020 年）將於人口密集之主要城市設置

65 座加氫站，中期（2020 年至 2025 年）將擴大設置 330 座加氫站，長期（2025

年至 2030 年）則增加到 1,150 座，如圖 3-15 所示。 

 

                                                        
23 阿伯丁第一座加氫站於 2015 開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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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K H2 Mobility（2013） 

圖 3-15 2015 年至 2030 年英國加氫站設置規劃 

六、主要國家氫能發展時程規劃與政策之綜合比較 

綜觀國際推動氫能發展之原因，大致可歸因於石油危機後積極尋找替代能源，

近年來再加上溫室氣體減量責任，致力於發展低碳能源。氫能可做為能源載體，

可將再生能源以化學能的方式儲存於氫，期望可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達成能

源自主與節能減碳之效益。各國在推動氫能發展時皆提出氫能發展路徑圖

（roadmap），描繪出未來發展藍圖，綜觀美國、日本、韓國和英國之氫能發展路

徑圖綜合彙整於圖 3-16，2010 年以前多屬技術研發與示範驗證時期，2010 至 2020

年間逐步導入氫能與燃料電池使用，隨後擴建氫能基礎設施，促進市場發展，並

規劃於 2040 年達到擴大使用目標。國家氫能發展路徑圖，透露出政府推動氫能運

用之決心，有助於促使國內相關廠商投入技術研發、市場開發，使目標更趨於確

切可行。 

表 3-13 為各國氫能發展政策沿革分析：美國原支持氫能發展，但於 2009 年決

轉為投入技術相對成熟之太陽能、風電等再生能源，儘管如此，仍維持技術研發

投入，且加州及康乃狄克州等州政府仍持續推動氫能運用；日本氫能政策目標一

致，且趨於明確，未來發展目標採滾動式檢討；韓國氫能發展政策明確，著重產

業發展，並全力扶植特定具發展潛力廠商；德國政府結合產業力量，共同推動國

家型發展示範計畫；英國首重氫燃料電池車技術創新，並將英國定位為全球氫燃

料電池元件供應之領導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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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德國部分項目有發展目標(各項示範計畫推動目標)，但未有國家整體氫能的發

展路徑規劃。  

資料來源：美國 2003 年發表「The President’s Hydrogen Initiative」；日本 2016 年

「氫、燃料電池戰略路線圖」；韓國 2008 年「第三期新及再生能源技

術開發、利用、普及基本計畫」；英國 2013 年第一階段「氫氣移動」

報告。  

圖 3-16 主要國家氫能發展時程規劃 

表 3-13 各國氫能發展政策方向與推動作法 

國家 政策方向 

推動做法 

研發及示範補

助(美元/年) 

稅額

減免 

應用

補助 

制定標準

或法規 

教育

宣導 
FIT RPS 

美國 
著重技術研發，掌握關鍵

技術，具市場競爭力。 

V 

(1.13 億) 
V V V V   

日本 

政策目標明確且量化，掌

握關鍵技術，具市場競爭

力。 

V 

(1.32 億) 
V V V V   

韓國 

1.策略明確，將燃料電池

發電納入 FIT 及 RPS，

強化推動力道。 

2.著重產業發展，針對特

定廠商全力扶植。 

V 

(-) 
 V V  V V 

德國 
政府結合產業，共同推動

國家型發展示範計畫。 

V 

(0.78 億) 
   V   

 英國 

著重氫燃料電池車技術

創新，將英國定位為元件

供應之領導國。 

V 

(-) 
 V   V  

 

註：1.以中央銀行 2015 年平均匯率 1 美元兌換 121.04 日元計算。 

2.研發及示範補貼年度金額，美國 2015 年決算數；日本 2015 年預算數；德國

NIP 1 平均每年投入經費。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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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政府政策推動作法多元，其中研發及示範計畫補助為各國皆採行之作法，

又以日本投入金額最多、美國次之，所提供的研發補助每年超過 1 億美元。就市

場面來說，各國政府同時提供產品購置之稅額減免（美國、日本）或應用補助（美

國、日本、韓國、英國），以擴大市場運用。此外，為搶得市場先機，美國、日

本、韓國積極制定產品規格標準並訂定法規。考量民眾可能對氫能安全存有疑慮，

美國、日本與德國持續進行教育宣導，以擴大民眾對氫能產品之接受度。最後，

韓國與英國將氫能與燃料電池列入躉購費率機制，韓國更進一步規範電力公司有

義務負擔購買相當於其電力產出 2%之再生能源，2022 年提高至 10%。 

氫能與燃料電池運用概況，如圖 3-17 所示，美國與韓國以推動大型定置型燃

料電池為主，日本和德國則以發展家用熱電共生燃料電池系統為主，英國雖然目

前未推廣定置型燃料電池使用，但未來考量導入家用熱電共生燃料電池系統。美、

日、韓、德、英皆同時推動使用燃料電池車輛，並鼓勵設置加氫站等基礎設施，

而英國為達成國家減碳目標，致力推動低碳車輛，著重燃料電池車輛市場發展。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Hydrogen and Fuel Cells in the Ecomony；H2 

Stations.org （資料統計至 2016 年 1 月）； http://hydrogen.pnl.gov/ （資

料統計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圖 3-17 各國氫能發展政策方向與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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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推動氫能發展政策方向研析 

  我國能資源缺乏，2015 年進口能源依存度高達 97.53%，易受到國際能源供需

基本面變化、能源供給國政經情勢發展影響，再者國內能源需求以電力及石油製

品為主，其中國內發電結構中化石燃料占比約 75%，因此，發展再生能源有助於

提升國家能源安全。如何達到能源自主、多元，且同時兼顧環保為我國首要面對

的議題。為尋求能源轉型，政府提出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續之政策目標，

並於 2016 年 5 月政府公告之「新能源政策」訂定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

電量的 20%，並將燃料電池納入再生能源項目之一，規劃 2025 年燃料電池裝置容

量達到 60 MW目標。有鑒於氫能將成為國內能源供應的選項之一，本研究彙整國

內氫能發展政策沿革與分析產業現況，研析產業發展利基及現行法律規範，並研

提氫能應用發展建議。 

一、我國氫能發展政策沿革 

  2009 年 4 月行政院舉行全國能源會議，首度將氫能之製造、輸儲及氫能載具

技術、燃料電池與氫內燃機之研發、應用和推廣列為新能源科技發展項目。同年 9

月經濟部能源局首度啟動「燃料電池示範運轉補助作業」，目的輔導產業進行燃料

電池產品之示範運轉及驗證測試，帶動上、中、下游產業鏈整合，引導國內廠商

建立合作關係，建立商業模式，加速商品化時程。累計至 2013 年，「燃料電池示

範運轉補助作業」共與 22 家業者簽訂 47 件示範運轉建置案，合計燃料電池裝置

容量達 0.709 MW。示範運轉計畫內容包括電信用備用電力、輕型運輸載具動力、

再生能源整合系統、分散式大功率發電設備等各種應用類別，如表 4-1 所示。同年

10 月份經濟部能源局進一步將氫能與燃料電池納入「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行

動計畫，規劃將台灣發展成全球燃料電池系統組裝生產基地，但由於燃料電池關

鍵材料與週邊組件需仰賴國外廠商供應，導致產品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亦缺

乏系統可靠度與耐久性驗證平台，並建立氫能與燃料電池國家計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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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燃料電池示範運轉補助作業成果 

應用類別 裝置容量(kW) 應用項目 數量 

定置發電 423kW 
備用電源 34 

通訊機房備用發電 38 

運輸動力 265kW 

機車 118 

四輪車 13 

堆高機/拖板車 11 

船舶 10 

移動式設備 21kW 輔助電源 

總計 228 台(0.709 MW) 

註：1.定置發電：備用電力(電信機房，取代柴油發電機)、住宅。 

2.運輸動力：機車、堆高機、四輪電動車(代步車)。 

3.移動設備：附掛在車上(如：空污檢驗車、冷凍宅配車)非車子動力來源。 

資料來源：2016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 

  由於我國受限於國外專利與技術能力，國內氫能與燃料電池發展不如預期，

未能列入 2014 年行政院核定通過之「綠色能源產業躍升計畫24」的主力推動項目。

儘管如此，考量我國自產能源有限、能源密集度偏高，為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及降低空氣污染，2014 年公告之「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仍持續

將氫能與燃料電池納入能源技術開發項目之一，其產業發展目標與策略為：以定

置型燃料電池應用（備用電力等）發展為先，而後再發展運輸動力，同時放眼可

攜式 3C 產品市場潛力，並將示範獎勵方向逐漸朝向具成本優勢國內業者，以量產

為目標。 

  2016 年 5 月，政府重新檢視我國能源政策，在「新能源政策」中規劃 2025 年

大幅提高再生能源發電占比至 20%，訂定燃料電池 2025 年裝置容量達 60 MW 之

推廣目標，以工業餘氫、天然氣重組產氫（2022 年以後）作為氫能來源，並透過

PEMFC 與 SOFC 產品應用達成目標，為國內能源轉型政策的重要項目。2016 年 9

月公告之「2016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重新檢討並規劃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發

展方向，以電信基地台備用電力之應用為產業首要發展重點，並持續關注交通載

具應用之市場潛力。此外，「2016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提出我國氫能與燃料電

池產業技術發展重點，包括氫燃料生產技術（分離助效式天然氣重組產氫、分散

式水電解產氫）、氫燃料供應技術（高壓氫氣儲存及供應技術、吸附儲氫系統）、

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組暨關鍵元件技術，發展重點項目與時程規劃列於表 4-2。  

                                                        
24 行政院 103 年 8 月核定通過「綠色能源產業躍升計畫」，聚集推動太陽光電、LED 照明光電、風

力發電及能源資通訊等 4 項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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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我國氫能與燃料電技術發展重點項目與時程規劃 

技術項目 短程(~2015) 中程(~2020) 

氫氣生產技術發展時程 

分離助效式天

然氣重組產氫 

鈀膜自動化生產製程及重組系

統性能優化 

重組系統產品量產與推廣/非

鈀濾氣膜開發 

分散式水電解

產氫 

高效率低壓電解系統開發與驗

證 

與高溫熱化學結合之先進電

解技術 

固態儲氫技術發展時程 

高氫氣儲存及

供應技術 

瓩級高壓儲氫及供氫技術整合 健全氫能基礎設施技術與應

用落實 

吸附儲氫系統 

儲氫系統設計優化技術 儲氫系統整合與應用落實作

為備用電力與家用系統的氫

燃料供應技術 

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 

質子交換膜燃

料電池系統 

高功率系統技術開及驗證；擴大

燃料電池應用領域及社會實證 

燃料電池系統商品普及階段 

1. 定置型電力系統成本小於新台

幣10萬元/kW，國內產品輸出

國際市場。 

2. 應用於高抗災通訊基地台備用

電力之實證。 

3. 應用於堆高車、船舶及巴士等

移動載具實證。 

4. 2018年建立高功率多模串並聯

發電系統技術。 

1. 燃料電池國內裝置容量達

200MW
*。 

2. 燃料電池應用於交通載具

與定置型發電系統。 

質子交換膜燃

料電池組暨關

鍵元件 

國內產業全自主量產燃料電池

關鍵元件/BOP能力培植。 

低成本高功率密度(金屬雙極

板)燃料電池產業建立。 

註：*
2016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規劃中程（至 2020 年）燃料電池國內裝置容量

200MW目標遠高於新能源政策 22.5MW目標，係可能因為技術白皮書編撰與

出版時間有落差。 

資料來源：2016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 

  此外，我國政府持續補助氫能與燃料電池研發及示範計畫，歸納政府研究資

訊系統中，綠色能源專題式服務系統之氫能相關研究計畫，自 1993 年至 2015 年

已投入約 4.35 億元，如圖 4-1 所示。其中，於 2009 年補助金額大幅成長，係因當

年度經濟部能源局首度啟動「燃料電池示範運轉補助作業」，希望透過輔導產業進

行燃料電池產品之示範運轉及驗證測試，帶動上、中、下游產業鏈整合，引導國

內廠商建立合作關係，建立商業模式，加速商品化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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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部分計畫主題涉及多項議題（如太陽光電、風電等），因無法切割補助金

額，故統計數值為高估。 

資料來源：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之綠色能源專題式服務系統。 

圖 4-1 1993 年至 2015 年我國氫能與燃料電池研發及示範補助經費 

二、我國氫能供需現況 

目前我國氫氣來源多為工業製程的副產物，經純化後可做為燃料電池之氫氣

來源，一年約有 60 億立方公尺，相當於 189,500 公噸，最大宗來自於煉鋼廠焦爐

氣（占 50.1%），其次為氯鹼廠電解副產物（占 23.7%），如表 4-3 所示。天然氣重

組產氫受限於目前我國天然氣短缺，且全數用於燃氣發電，現階段恐無足夠天然

氣來產製氫氣，在液化天然氣第三接收站興建完成前，天然氣重組非氫氣之供應

來源。目前來自於氯鹼廠之氫氣，每度電成本為 6-7 元，若為半導體餘氫則成本更

低，但仍須加以純化；若採再生能源製氫、再發電，每度電成本將高達 20 元。就

目前製氫技術現況，在考量成本可行性下，仍需仰賴化石燃料，而再生能源製氫

未來仍需持續研發，才可具有成本可行性。 

表 4-3 工業副產品之氫氣餘量統計       單位：公噸/年 

 

資料來源：黃鎮江，國內廢氫應用於燃料電池潛力分析(民國 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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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餘氫種類 餘氫產量 

中鋼 煉鋼廠焦爐氣 95,000 (50.1%) 

台灣志氯、台塑鹼廠 (仁武、麥寮)、

華夏海灣、台灣紙業、中華紙漿 

氯鹼廠 

電解副產氫氣 
45,000 (23.7%) 

台化、台苯、國喬 苯乙烯廠副產氫氣 36,000 (19.0%) 

中油、台塑石化 煉油廠製程尾氣 13,500 (7.2%) 

合計 18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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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公司為國內製程可產出氫氣的廠商之一，過去亦有相關經驗可供參考。

中油公司大林煉油廠之尾氣可純化分離產氫，除既有用途外雖可出售，但對於中

油來說氫氣輸儲以安全性為主要考量，供應氫氣需要更改既有製程及兼顧工安，

也可能需要經過環評程序，除非有極大商機，否則不易推動。氫氣輸送方面，過

去台灣中油公司曾配合由嘉義煉研所至工研院南分院，再到南科之氫能公路建置

氫氣生產設備，但最後未能完成管線架設。短期內燃料電池成本高，公車、遊艇

等大型運輸載具較有可行性，近期日月潭規劃將柴油引擎遊艇改為電動船，並搭

配燃料電池提高續航力，曾向台灣中油公司洽談供應氫氣之機會；電動巴士廠商

亦有類似規畫，尋求中油公司設置加氫站之可行性，但仍需等待法規面、市場面

及社會接受度較為明確之後，才能夠有較具體的評估。 

目前國內燃料電池之氫氣來源，由氣體廠商以高壓鋼瓶儲存及運送，或是將

工廠製程氫氣副產品純化取得。目前鋼瓶充填之氫氣，以壓縮及運送為主要成本。

目前氫氣以鋼瓶零售價格約 100 元/m
3，可隨採購量降至 25-50 元/m

3，而其中大部

分的成本皆為壓縮及運送之成本，因此降低壓縮及運送成本將是氫氣零售的主要

課題。 

就燃料電池系統裝置情形，截至 2015 年底為止，累計國內燃料電池系統裝置

容量累約為 0.755 MW，以電信基地台備用電力與二輪代步車應用為主，同時也逐

步開發包括分散式發電系統、電動堆高機、城市觀光遊艇、移動式電源等應用。

NCC 所推動的高抗災平台計畫，於偏遠地區基地台設置燃料電池備用電力裝置，

以台灣基地台約 6 萬座，偏遠地區約占 20%之比例來計算，每座 5 kW之燃料電池

設備，具有一定的市場規模。台鐵的號誌備用電力系統亦是潛力市場，燃料電池

具有妥善率高、延續時間長、保養容易等優點，可取代現有的鎳鎘電池備用電力

系統。表 4-4 為目前國內電信基地台燃料電池備用電力設置統計，包括中華電信位

於新竹縣尖石鄉之馬美機房安裝 5 kW燃料電池作為備援電力系統、台鐵中壢站之

鐵路號誌採用 1 kW燃料電池作為備援電力等。 

表 4-4 2009~2015 年燃料電池示範系統建置統計 

電信 

業者 

中華

電信 
遠傳 台哥大 

全球

一動 
威寶 其他 

共構

共站 
合計 

台數 22 4 2 3 1 6 2 40 台 

發電量

(kW) 
121 30 12 4 5 28 46 246kW 

註：其他係指電視台、政府單位或公司行號等通訊備用電力。 

資料來源：2016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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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針對將氫能作為儲能系統，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於 2015 年著

手進行「獨立電網風、光、氫能源互補發電實驗與示範」計畫，將太陽能與風力

發電技術整合併聯，供應生活所需之電器設備作為基載電源，多餘電力則將水電

解產製氫氣並加以儲存，當風場及日照條件不足而停止供電時，系統自動啟動氫

燃料電池作為備援電源，以維持穩定供電。 

三、我國氫能產業概況與發展利基分析 

(一)氫能產業概況 

我國氫能與燃料電池相關產業所創造的產值由 2008 年之新台幣 8 億元，逐步

成長至 2015 年的新台幣 41.1 億元，產業投資金額 2015 年達到新台幣 14.6 億元，

但近 3 年的就業人數呈現停滯狀態，如圖 4-2 所示。 

 

 
資料來源：104 年度「綠能產業發展策略與推動計畫」執行報告。 

圖 4-2 2008 年至 2015 年氫能相關產業規模 

我國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發展已形成上、中、下游供應體系，整理於圖 4-3，

上游包括不同產氫方式之氫氣供應，如工業餘氫或天然氣重組、甲醇重組、電解

產氫等。上游廠商包括儲氫、氫氣熱壓縮、重組器、雙極板、膜電極組、氣體擴

散層、質子交換膜等項目。中游則包括電池組、系統週邊零組件等項目。下游則

為系統廠商。目前我國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主要以開發電池組、系統週邊零組

件或燃料電池系統廠商居多，包含亞太燃料電池（低壓儲氫、電池組、燃料電池

系統廠）、博研科技（電池組、燃料電池系統廠）、鼎佳能源（電池組、燃料電池

系統廠）、中興電工（電池組、燃料電池系統廠）等公司。雖然燃料電池之雙極板、

質子交換膜、氣體擴散層三大核心組件由國際大廠專利箝制，需向國外採購，增

加系統成本，但近年已有國內廠商投入開發，如盛英、恩良公司投入複合材料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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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板開發；碳能研發投入氣體擴散層開發；律勝科技投入質子交換膜開發。 

另外，燃料電池系統週邊零組件部分，國內廠商已掌握部分關鍵技術專利，

如康舒科技為美國知名燃料電池大廠 Bloom Energy唯一電源轉換器供應商，高力

熱處理公司則供應燃料電池反應盒給 Bloom Energy，宏進金屬及保來得公司亦協

助 Bloom Energy進行燃料電池關鍵性零組件連接板的製作，以及陶瓷噴塗表面處

理，顯示國內已具與國際接軌的技術能量25。然而，國內儲氫技術則有待加強，參

考 2016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之國內技術近期發展指標，顯示國內高壓供氫技術

目標為達到 350 bar，尚不具有 700 bar 之填充能力；吸附型儲氫之儲存密度目標為

超過 14 g-H2/L，略遜於國外之 20 g-H2/L。 

 
資料來源：綠色能源產業資訊網（最後查看日期 2016 年 11 月 15 日）；國際燃料

電池發展趨勢與應用現況（工研院，2016）；本專案計畫繪製。 

圖 4-3 我國氫能相關產業供應鏈 

國內目前燃料電池已接近傳統電力供應系統成本，需要提升設置量使產品價

格持續降低才具有競爭力，目前國內在政策上未有針對產品補助有較積極的推動。

日本從 2009 年發展到現在共設置 100 MW 的中置容量，其設置成本減少了 50%。

美國 Bloom Energy目前規模是 200 MW，每度電的設備成本 9 cent，燃料成本是 5 

cent，隨著設備規模持續增加，設備成本將持續下降，最終仍是以燃料為主要成本。

各國對於氫能與燃料電池的產業發展，初期皆提供相關補助，使設置量有所提升，

                                                        
25 節錄 2016 年 11 月 15 日「燃料電池具完整供應鏈，救缺電高 CP 值解決方案」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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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產品成本下降到具有競爭力的價格，維繫產業生存的命脈。 

(二)產業發展利基分析 

為瞭解我國發展氫能之利基，採用 SWOT 策略分析，可歸納出我國產業優劣

勢與外在環境機會與威脅，並發現問題，進一步研擬解決方案。 

1. 優勢： 

(1) 2016 年 5 月公告之「新能源政策」訂定燃料電池發電裝置容量目標，具

宣示效果，可帶動產業發展。2016 年「能源產業技術發展白皮書」將氫

能與燃料電池納入新及再生能源項目。 

(2) 產業上、中、下游已形成產業鏈，以開發電池組、系統週邊零組件或燃

料電池系統廠商居多。此外，燃料電池之雙極板、質子交換膜、氣體擴

散層三大核心組件亦有廠商投入研發。 

(3) 部分廠商進入燃料電池大廠 Bloom Energy關鍵零組件供應體系，顯示我

國廠商已具備與國際接軌的技術能量。 

(4) 國內發電機、電子資訊與機車等氫能與燃料電池相關產業已奠定堅強實

力，如導入至氫能運用項目，有助於擴大產業利基。 

2. 劣勢： 

(1) 國內氫能與燃料電池應用主要作為電信基地台之備用電力，大型發電系

統、燃料電池車輛尚處於示範驗證階段，且缺乏相關基礎建設，整體國

內市場需求小，無法激勵更多廠商加入。 

(2) 我國油電價格相對國際低廉，無法以價制量，改變能源消費結構，抑制

化石能源使用，不利發展新能源技術。 

(3) 我國投入氫能與燃料電池研發時間較技術先進國家晚，且研發經費規模

亦不及國外，使得技術相對落後。 

(4) 國內氫能與燃料電池相關標準與法規尚未完備，造成無法規可依循，阻

礙市場應用與發展。 

3. 機會： 

(1) 國際上仍存在氫氣生產、輸儲、產品應用成本過高之問題，若能突破技

術障礙，可取得市場進入先機。 

(2) 國際燃料電池車輛市場發展潛力樂觀，根據 IEA 統計，歐、美、日、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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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 2020 年氫能車的發展目標將達到 52 萬輛，顯示氫能車目前已進入

早期市場推廣階段，後續可望大規模量產。 

(3) 國際汽車大廠豐田汽車為加速燃料電池汽車發展，於 2015年已釋出 5,680

項包括燃料電池、儲氫罐、電池控制系統等方面的技術專利，提供有意

願加入燃料電池車供應鏈的製造商。 

(4) 燃料電池動力倉儲搬運設備（如堆高機）因不會受電量下滑導致操作電

壓不足，且對環境影響小，市場穩定成長，特別是北美地區市場需求反

應佳，為未來具發展潛力之項目。 

(5) 東南亞國家電力需求大，但電網品質不佳，常面臨停缺電或電力不穩的

問題，影響當地工廠營運及電信設備無法正常使用，需以備援電力穩定

供電。 

(6) 中國大陸 2016 年提出「氫能產業基礎設施發展藍皮書」，規劃 2020 年擴

大氫能運用，將有助於提高未來燃料電池市場成長力道。 

4. 威脅： 

(1) 燃料電池關鍵技術由國際大廠掌握，且持續積極投入研究，恐將擴大產

業技術落差。 

(2) 日本、美國等技術先進國家推動氫能發展政策明確，帶動該國產業積極

投入，韓國更進一步全力扶植特定具發展潛力廠商。 

(3) 國際市場雖持續成長，但未達經濟規模，產品價格仍居高不下，仍仰賴

政府政策推動與補助。 

針對上述分析，初步研提我國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發展方向建議，並列舉過

去執行工作與目前政策方向提供參考： 

1. 增加研發投入：整合產學研之研發人力與經費，針對關鍵技術進行長期研發，

同時培養技術研發人才。 

過去執行成效：國內目前投入之研發能量，除學術界基礎研究之外，尚有能

源國家型計畫、經濟部能專及科專計畫等經費支持，已有不錯的基礎，列舉

部分研究績效提供參考： 

(1) 工研院綠能所過去曾研發 PEMFC，也在 2008 協助創立鼎佳能源公司，

目前為國內主要定置型燃料電池供應商之一，協助高抗災通信平台架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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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研院材化所研發 1-100 kW之直接甲醇燃料電池(DMFC)，可應用於資

通訊產品的電源供應，如行動電話、筆記型電腦、攝錄影機、數位相機、

可攜式光碟機等電子產品。 

(3) 台電公司積極推動低碳發電及儲能技術應用，將 SOFC 納入未來推廣潔

淨與再生能源技術之選項，引進德國 Sunfire 公司生產天然氣作為燃料

源之 SOFC 電池組，並結合亞洲氫能公司（SOFC 系統之方案提供者）

與工研院（重組器技術驗證者）之技術團隊，共同建置全台第一套以管

線天然氣為燃料之併網型瓩級 SOFC 示範實驗系統。 

(4) 核能研究所與中鋼公司合作研發 kW級燃料電池。目前中鋼公司於集團

大樓設置 50 kW SOFC 汽電共生系統進行示範測試。 

(5) 核能研究所執行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長期研發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

（SOFC）發電系統技術，2016 年授權相關電池堆技術予九豪精密，促

進國內產業發展。 

2. 加速法規與標準訂定，並與國際接軌：蒐集彙整技術先進國家法規與標準，

作為國內訂定參考依據，同時建置符合國家標準之驗證平台，協助廠商通過

國際規範，以利產品與國際接軌。 

過去執行工作：在 2014 年 3 月大電力中心與全國公證檢驗公司（Intertek）

合作成立燃料電池國際認證實驗室；工研院於 2015 年 12 月接受優力國際安

全認證公司（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簡稱 UL）頒證正式成為合作實

驗室，兩者皆為國際標準測試實驗室，提供國內業者測試服務。 

3. 建置技術驗證示範平台：規劃技術與產品驗證示範園區，協助國內廠商驗證

其產品效能與穩定度。 

過去執行工作與目前政策方向：政府於 2009 年至 2013 年間提供「燃料電池

示範運轉補助作業」提供示範驗證補助，藉此累積使用經驗，並促使燃料電

池產品改善符合現場使用要求。2016年11月台南沙崙綠能科學域正式啟動，

並規畫低碳運輸示範區或低碳綠能示範屋，作為綠能科技之示範場域，驗證

產品效能與穩定度。 

4. 擴大國內市場，帶動產業發展：配合現行國家發展目標，規劃國內適合之運

用項目，吸引國外投資，帶動本土化氫能產業鍵發展。 

過去執行工作與目前政策方向：由於電信業者將燃料電池作為用電力應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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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驗證成果良好，故於 2016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己將電信基地台備用

電力應用列為產業首要發展重點。目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已將燃料

電池納入補助項目，未來配合高抗災通信平台建置，推動燃料電池作為電力

備援設施，將有助於本土化氫能產業發展。 

5. 加強國際產業合作：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除了核心燃料電池生產技術外，尚

須搭配如機械加工、金屬處理、機電，完整產業鍵，建議整合國內氫能與燃

料電池廠商組成產業聯盟，在國際氫能與燃料電池市場中，針對擅長的技術

與產品，尋求國際氫能供應鏈之市場定位。 

過去執行工作與目前政策方向：透過政府提供之「燃料電池示範運轉補助作

業」，帶動上、中、下游產業鏈整合，導引國內生產及應用廠商建立合作關

係。期望加強鏈結、結合產業實力，進軍國外市場。 

四、國內氫能應用分析 

氫能與燃料電池在國內目前已發展備用電力為主，然而國際間氫能與燃料電

池運用相當多元，尚有大型發電系統、燃料電池車輛等項目，皆為氫能與燃料電

池之潛力市場。為瞭解氫能與燃料電池各類應用之適法性，以下蒐集與討論國內

相關法規，釐清未來推廣氫能發展可能面臨之法規限制。 

(一)分析國內適合推動之氫能運用項目 

電信業者為確保穩定的通訊品質，對備援電力需求與日俱增，燃料電池可供

電力時間長，維護成本低、低污染、低噪音，讓業者開始選擇以燃料電池作為電

信基地台之備用電力。另一方面，我國夏季颱風多，易有強風暴雨，造成偏鄉地

區道路中斷，傳統蓄電池可供電力時間短，而柴油發電機有補充柴油的問題，因

此，燃料電池具長時間供電、低度維護需求、反應速度快之優點，可發展作為高

抗災通信平台之備援電力。 

我國近期備載容量下降，恐有缺電危機，造成產業經營之隱憂，因此如何確

保電力穩定供應，為企業必需面對之重要課題。高溫型燃料電池結合汽電共生系

統，具有佔地面積小、建造時間短(1 年內可建造完成)之優點，並且發電效率較燃

煤電廠高，雖不如汽電共生系統，但若將高溫型燃料電池結合汽電共生系統，將

可大幅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達到分散式發電及電源供應多元化的目標。 

然而，根據國際發展經驗，燃料電池運用更為廣泛，包括推動家用熱電共生

系統、大型發電系統、燃料電池車輛等。就家用熱電共生系統部分而言，雖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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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發電效率可達 30%~50%，總熱電效率高達 85%~95%，但夏季為我國用電尖峰，

在缺電不缺熱的情況下，我國發展家用熱電共生系統實質效益有限。而且燃料供

應問題亦需考量，我國因未來能源政策導向提高燃氣發電比重，因此大量供應天

然氣用於家用熱電共生系統恐有困難。 

就運輸系統來說，推廣氫燃料電池車，加氫站之普及為關鍵因素，惟加氫站

設置成本高，且加氫站設置地點、適用法規仍有待規劃與討論。另一方面，雖然

我國騎乘機車人口眾多，但由於目前燃料電池成本高，如發展燃料電池機車勢必

增加車輛成本，考驗民眾接受度。近年來由於電動車之電池與基礎建設技術進步，

大幅提高車輛行駛效率，加上各國政府提供各項獎勵措施，帶動電動車發展，使

氫燃料電池車的發展居於下風。然而電動車與燃料電池車同為低碳車輛且具發展

潛力商品，彼此相互競爭，也各有優缺點，後續市場發展動向值得持續觀察。因

此，燃料電池汽車或機車，仍待成本降低，具價格競爭力才有大規模應用之可行

性，現階段仍應著重於示範計畫與產業扶植。 

我國有很好的風場與夏季日照時間長之優勢，政府已提高風力與太陽能等再

生能源發電占比，燃料電池具儲存能源之特點，可儲存再生能源餘電，調節不同

時段用電。現階段燃料電池儲能尚處於研究與示範階段，目前仍有能源轉換效率、

設置成本高昂（約 500~750 美元/kW）等問題需解決，需長期投入研發，並藉由示

範計畫逐步解決技術瓶頸。 

(二)氫能相關法律規範研析 

氫能與燃料電池應用可能涉及的適用法規，可分為氫氣供應、燃料電池應用

及加氫站等三個部分來討論： 

1. 氫氣供應：由於氫氣需壓縮儲存，屬於可燃性高壓氣體，受到內政部主管「消

防法」第 15 條第 2 項之規定，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

暨安全管理辦法」規範，確保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同時根

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將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

場所，視為高度危險工作場所，其消防設計必須依法辦理。另一方面，壓縮

氫氣屬行政院勞動部主管「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之特定高壓氣體，為防

止職業災害，必須符合法規要求(1)氣體製造安全設施；(2)供應安全設施；(3)

儲存安全設施；(4)運輸安全設施；(5)高壓氣體消費設施；(6)冷凍機器；(7)

安全管理之各項規範。此外，針對具有危險性之高壓氣體特定設備（如壓縮

機）或容器，須由勞動檢查機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



 

57 

格後方得使用，因此必須依「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辦理。 

2. 燃料電池應用：燃料電池應用可再區分為定置型和運輸型，其適用法規必須

分開討論。首先，依據經濟部主管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7 點所稱『燃料電池』，係指藉由氫氣及氧氣產生電化學反應，而將化學能轉

換為電能之裝置。然而，依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點第 14 點之規範，將『燃料電池發電設備』定義為以再生能源為能量來源，

進行氫氣與氧氣電化學反應並轉換為電能之發電設備。因此，雖然本法第 4

條第 1 點第 9 點規範總裝置容量在 1 kW 以上分散式發電系統之定置型燃料

電池，如定置型燃料電池之氫氣來源非屬再生能源者，將不受本辦法所規範。

運輸型燃料電池應用，如燃料電池汽車、機車、巴士等運輸載具，目前尚無

相關法規，但如果依一般傳統汽車管理，係由標檢局制訂設備標準、交通部

主管安全法規、能源局主管油耗法規、環保署主管排氣污染及噪音，因此未

來燃料電池車輛法規訂定，仍須仰賴各主管機關辦理。 

3. 加氫站：設置加氫站目前尚無相關法規，為鼓勵活用既有基礎設施，在實務

上可能會有加氫站結合加油站或加氣站之一體型加氫站之規劃。未來倘國內

因市場需求而開放加氫站設置時，對於加油站或加氣站併設之管理，需訂定

加氫站設置管理規則，亦須研訂併設時設備安全設置距離、放寬加油站或加

氣站兼營項目，以及構築防護牆等安全規範等，並且進行跨單位、跨部門之

協調與修法作業。 

五、研提我國氫能發展策略建議 

  回顧國內外氫能與燃料電池發展現況，可歸納出國內發展氫能所面臨的困境

包含：(1)目前雖設訂有氫能發展目標，但未有明確應用規劃；(2)氫氣運輸無論氣

態壓縮或液態過程能耗均高；(3)燃料電池系統成本高，競爭力不足；(4)氫能基礎

設施成本高，影響廠商投資意願；(5)未掌握系統關鍵技術，不利國內產業發展；

(6)標準與法規未完備，且應與國際接軌。儘管如此，根據國內新能源政策之規劃，

氫能燃料電池視可做為新供電來源之一，可在電力品質需求高的地區分散建置，

以紓解電網尖峰供電壓力，並訂定 2025 年氫能與燃料電池裝置容量目標 60 MW，

如何達成目標為現階段政府首要面對之課題。為此，參酌國外推動氫能與燃料電

池經驗，以及我國氫能與燃料電池發展能量，依氫氣供輸儲、氫能應用、示範計

畫推動、法規與標準訂定、財政補助等五個面向，研提下列短、中長期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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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見圖 4-4）。各項策略規劃建議說明如下：  

 
資料來源：本專案計畫繪製。 

圖 4-4 我國氫能發展策略規劃建議 

(一)氫氣供輸 

  雖然氫氣生產方式眾多，但因我國能資源缺乏，生產氫氣原料皆需進口，唯

有工業餘氫可回收再利用，然而目前工業餘氫多作為工業製程之原料投入，實際

可使用數量尚不明確，因此建議調查工業餘氫之產量、純度、用途等，作為設置

發電系統之參考資料，亦需分析投入燃料電池發電所需之成本與可行性，再藉由

示範計畫驗證工業餘氫用於燃料電池發電之成本。中長期規劃再生能源餘電製氫

供應，亦需評估製氫及儲氫技術，藉由研發與示範計畫來降低製氫成本。 

(二)氫能與燃料電池產品與應用 

由於我國已具備製造燃料電池發電設備能力，目前我國在燃料電池產業鏈上

除了電池組之外，其它組件尚具國際競爭力，宜經由示範推動補助等來強化業者

能力，扶植氫與燃料電池組件產業，為未來氫能應用立下基礎。短期應著重發展

系統整合技術，研發高附加價值產品，例如遊艇、巴士、堆高機等動力系統，以

及整合太陽光電、風力、氫能之分散式供電系統等，著眼於開發國外市場。 

國內備用電力來說，PEMFC 具有開機時間短、可重複開關的技術特點，較適

合發展成為備用電力，此外，低污染、低噪音、供電時間長、低度維護需求皆是

其適合做為備用電力的優點，可應用在高抗災通信平台、號誌系統之備援電力。

燃料電池亦可作為大型發電系統，達到區域性發電及電源供應多元化的目標。中

長期發展可透過再生能源轉換為氫能儲存，在尖峰用電時以燃料電池發電供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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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需求。運輸方面，對於人口稠密的台灣，以燃料電池車取代傳統汽、柴油車，

將有助於減少汙染與二氧化碳排放，亦可減少對石油的依賴，增加我國能源安全。 

(三)示範計畫推動 

  我國雖然氫能與燃料電池市場規模有限，但放眼國際市場，可於國內驗證燃

料電池系統發電效率，以及確保系統穩定度及可靠度。為鼓勵更多氫能相關產業

投入研發，建議增加示範計畫推動力道，並提供奬勵補助。針對示範項目包括高

抗災通信平台之備援電力、燃料電池產品驗證平台、分散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

以及再生能源結合燃料電池之儲能與發電系統，提出建議如下： 

1. 高抗災通信平台之備援電力：目前已有 NCC 與電信業者共同推動相關計畫，

經過測試系統維護成本及可供電時間皆比目前備用電力系統佳，惟目前國

內定置型燃料電池產量經濟規模不足，產品成本仍略為偏高，不利於與既

有技術競爭，若政府政策可朝鼓勵設置燃料電池作為備援電力之方向推動，

將有助於國內燃料電池產業發展。 

2. 燃料電池產品驗證平台：目前沙崙綠能科學城已規劃氫能示範區域，可作

為國內廠商合作及驗證產品成熟度的平台，驗證國內廠商開發技術及商業

化可行性，其市場不侷限於國內市場，可針對應用目標需求，在台灣示範

驗證相關氫能產品。 

3. 分散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由於需要較多且長時間供電，示範場域需考量

氫氣供應來源、輸儲方式及電力輸送。目前我國氫氣大部分來自石化業或

鋼鐵業之工業餘氫，若要充分利用工業餘氫，可考量將分散式燃料電池發

電示範站設置於之可供應大量工業餘氫之工業區周邊，以利就近取用與整

合。 

4. 再生能源結合燃料電池之儲能與發電系統：建議選擇靠近再生能源設備設

置地點，結合風電或太陽光電，將多餘電力轉化為氫氣儲存，再利用燃料

電池系統發電與供電，建議在風電豐沛區域如中部彰濱地區或離島地區執

行示範計畫，藉以測試燃料電池技術及系統整合，並尋求最佳儲能與發電

模式。 

(四)法規與標準訂定 

雖然目前我國氫能與燃料電池運用項目有限，但國際間已有多項產品進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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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運行或商業化階段，未來我國氫能產業除了國內市場外，亦須放眼國際。為了

完善國內法規環境，使業者有所依循，同時也應訂定符合國際標準之產品規範，

以利行銷國際。因此建議優先追蹤國際法規與標準制定現況，並且盤點國內可能

涉及之法規規範，並且著手進行討論與修正，後續建議逐步完備國內設備安全法

規，並訂定氫能與燃料電池之產品標準。 

(五)財政補助 

我國氫能與燃料電池技術研發能力相對處於劣勢，建議政府建立產學合作相

關機制以增進技術交流機會，並優先提供產界及學界於氫能與燃料電池領域之人

才培育補助，同時針對產、學、研之相關領域技術研發工作持續給予補助，以加

速提升相關產業技術水準。中長期而言，建議提供氫能與燃料電池相關產品、設

備及建置基礎設施之補助，並視情況將燃料電池發電設備納入再生能源躉購費率

機制項目，以增加採購誘因，同時亦可擴大國內相關應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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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總結 

  當再生能源效率逐漸符合成本效益，大量的再生能源餘電儲存問題將隨之浮

現，因此隨著再生能源技術的發展，儲能技術也需隨之與時俱進。氫能可做為再

生能源餘電的能源載體，並且可高效地轉化為電能與動能，已被應用在交通、工

業和住商等各個領域，提高整體能源系統的彈性與調適，對於缺乏能源的台灣來

說，將增加一項能源自主的應用技術。除了儲存能源之外，台灣都會區地狹人稠，

車輛汙染嚴重，導入氫燃料電池車可減少傳統汽、柴油車對於環境的污染，也應

是我國發展氫能的目標之一。我國已訂定燃料電池裝置容量目標，如何達成發展

目標為現階段首要執行之任務，因此本專題報告分析氫能與燃料電池發展關鍵議

題、國外氫能發展方向和與推動政策，並提研我國發展氫能策略建議，提供各界

參考。 

(一)氫能和燃料電池關鍵議題 

  氫能與燃料電池運用已逐步進入早期市場，包括運輸部門用之燃料電池車輛、

動力倉儲搬運設備（如堆高機）、工業用大型發電系統、家用熱電共生系統、備援

電力系統等，但因氫氣供輸之技術有待克服，目前尚無法進入全面市場化。另一

方面，氫燃料電池技術發展關係著能源使用效率，且氫能與再生能源結合更是未

來發展關鍵議題。以下綜整氫能與燃料電池各項關鍵議題發展概況。 

1.氫氣生產技術： 

  氫氣的生產技術主要有甲烷蒸氣重組和電解製氫兩種，目前全球大約有 48%

的氫氣是由天然氣以蒸氣重組技術生產，此種大規模生產氫氣方式的成本主要由

天然氣價格決定，而重組技術並不侷限於使用天然氣，所有富含氫元素的化合物

都可以用重組技術生產氫氣，同時氫氣也可以從其他化石資源或生質物產出，如

煤、生質廢棄物或有機廢料等。電解製氫是通過施加直流電把水電解成氫氣和氧

氣，把電能轉化成化學能。不同類型的電解槽可以按電解質和電荷載體的不同，

分成鹼性電解法、質子交換膜電解法和固體氧化物電解法等。鹼性電解法是目前

較成熟的技術，並且投資成本較低，但是質子交換膜電解法和固體氧化物電解法

為效率較高之技術，但仍需進一步降低成本，選擇電解技術需要尋找符合降低投

資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平衡點。 

2.氫燃料運輸與配送 

  氫氣的運輸和配送方式主要有三種：高壓氣瓶運輸、液化罐運輸和管道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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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擇氫氣的運輸方式時，需要綜合考慮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高壓氣瓶運輸投

資成本最低，但由於輸送容量小，變動成本很高；反之則是管道運輸，高投資成

本增加了固定費用，但卻降低了變動成本。由於氫燃料的廣泛應用，依賴完善的

氫燃料運輸配送基礎設施，來保障氫能的高效使用。以運輸部門為例，加氫站是

燃料電池汽車燃料供應鏈中至關重要的部分，加氫站的普及是實現消費者利益的

先決條件。目前氫燃料供應可以由下面的兩種途徑來提供：(1)從一個集中生產氫

的工廠運輸到加氫站；(2)在加氫站以較小規模的電解槽和天然氣重組現場生產氫

氣。每種方法都各有優點和缺點，因此，尋找最佳的網絡配置需要詳細分析並考

慮多種因素，如產氫資源地理分布、現存基礎設施情況和加氫站預計氫燃料需求

量等。選擇運輸途徑時需要考慮很多因素，其中加氫站氫氣需求量和運輸配送距

離是兩個最重要的因素。目前在管道運輸方式上，已經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對於

小型加氫站，可以採用高壓氣瓶運輸或者現場製氫，而對於日用氫量大於 500 公

斤且沒有現場製氫的加氫站，液化運輸和管道運輸是最好選擇。因此，加氫站的

設置決定了氫燃料運輸路徑的選擇。 

3.氫燃料電池技術發展： 

  氫燃料電池不僅高效能而且環保，尤其是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未來市場發

展前景廣闊。氫燃料電池是通過含有大量氫氣的燃料與氧化劑發生化學反應直接

產生電能，而不是利用燃燒來供給能量。相比於其他把化學能轉化成電能的過程，

它的發電效率更高，通常能達到 32%-70%。燃料電池可以根據電解質的類型和操

作溫度分成不同的類型，包括：(1)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PEMFC)；(2)鹼性燃料電

池(AFC)；(3)磷酸型燃料電池(PAFC)；(4)溶融碳酸鹽燃料電池(MCFC)；(5)固體氧

化物燃料電池(SOFC)。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和鹼性燃料電池的操作溫度比較低，

在 80℃左右，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適合作為車輛動力來源，其他的燃料電池操作

溫度就比較高，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可達到 600℃，可以適用於熱電共生系統中。 

4.氫能與再生能源結合 

  利用太陽能、風能等再生能源來發電，雖然可以作為能源和環境問題的解決

方案，但再生能源具有間歇性和分散性的特性，對於供應穩定且可靠的電力，將

是具有挑戰性的課題。為維持電網系統供應電力的可靠性，降低再生能源間歇性

和分散性所帶來的供電風險，將再生能源之餘電轉以氫氣方式儲存，在供電尖峰

時，利用燃料電池再轉化為電能上網，可確保電網的供電之可靠性。而氫能結合

再生能源技術之發展，其關鍵在於發展低成本、高效率的能源儲存及供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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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氫能發展政策方向與推動作法 

1.政策發展方向 

  為減輕對化石燃料的過度依賴，以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各國紛紛著手進行

能源消費結構之轉換型。因此美、日、韓、德、英等國家選擇氫能作為化石能源

的替代能源之一。各國在推動氫能發展時皆提出氫能發展路徑圖，規劃明確的階

段性目標。綜觀美國、日本、韓國和英國之氫能發展路徑圖，2010 年以前多屬技

術研發與示範驗證時期，2010 至 2020 年間逐步導入氫能及燃料電池使用，隨後擴

建氫能基礎設施，促進市場發展，並規劃於 2040 年達到擴大使用目標。 

2.推動作法 

  觀察各國政府採行之推動作法相當多元，其中研發及示範計畫補助為各國皆

採行之作法，而日本投入金額最多、美國次之，所提供的研發補助超過每年 1 億

美元。就市場面來說，各國政府同時提供產品購置之稅額減免（美國、日本）或

應用補助（美國、日本、韓國、英國），以擴大市場運用。此外，為搶得市場先機，

美國、日本、韓國積極制定產品規格標準並訂定法規。考量民眾可能對氫能安全

可能存有疑慮，美國、日本與德國持續進行教育宣導，以擴大民眾對氫能產品之

接受度。最後，韓國與英國將氫能與燃料電池列入躉購費率機制，韓國更進一步

規範電力公司有義務負擔購買相當於其電力產出 2%之再生能源，2022 年提高至

10%。 

    以定置型燃料電池來說，美國與韓國主要推動大型定置型燃料電池作為發電

系統，日本和德國則以發展家用熱電共生燃料電池系統為主，英國雖然目前未推

廣定置型燃料電池使用，但未來考量導入家用熱電共生燃料電池系統應用。另一

方面，運輸型燃料電池之運用，美、日、韓、德、英皆同時推動燃料電池車輛應

用，並鼓勵建置加氫站等基礎設施。英國為達成國家減碳目標，致力於推動低碳

車輛，因此著重燃料電池車輛市場應用。近年來全球氫能市場呈現大幅度的成長，

尤其 2014 至 2015 年間，韓國與日本製造燃料電池汽車商品化，為氫能市場注入

新的能量。中國大陸 2016 年積極投入氫能發展，規劃 2020 年達到燃料電池車輛 1

萬輛、軌道車 50 列、加氫站 100 座之目標。因應 2020 年將於東京舉辦奧運賽事，

日本政府積極打造氫能城市，希望能以氫能提供所有交通動力、電力和熱水，全

面宣示日本厚植的氫實力，如能順利推行，預料將提大力推動氫能與燃料電池市

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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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氫能發展政策方向與推動作法 

1.政策發展方向 

    我國為尋求能源轉型，在能源安全、綠色經濟與環境永續之國家能源政策目

標下，於 2016 年 5 月新政府公告之「新能源政策」訂定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

占總發電量的 20%，並將燃料電池納入再生能源項目之一，規劃 2025 年燃料電池

裝置容量達到 60 MW目標。同時，9 月經濟部公告之「2016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皮

書」重新檢討並規劃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發展方向，以電信基地台備用電力應用

為產業首要發展重點，並持續關注交通載具應用之市場潛力。台灣已具備發展氫

能的條件，為了建立多元、永續的能源系統，以及實踐非核家園的目標，氫能的

發展可說是台灣能源轉型的一項戰略選擇。為了促進氫能和燃料電池技術的發展，

政府需要集中資源，促進跨領域的合作，建構氫燃料電池的產業鏈，逐步建構完

善的配套政策和監管架構。 

2.推動作法 

    經濟部「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提出我國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技術發展重點

項點包括氫燃料生產技術（分離助效式天然氣重組產氫、分散式水電解產氫）、氫

燃料供應技術（高氫氣儲存及供應技術、吸附儲氫系統）、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組

暨關鍵元件技術發展重點項目與時程規劃。 

  就國內面向，政府應結合產、官、學、研的資源，協助氫能與燃料電池的研

發工作，以及培育技術研發人才。考量氫能與燃料電池應用尚處於示範驗證與初

期市場階段，未達經濟規模，產品與基礎設施成本居高不下，且國內尚有氫氣供

應、輸儲問題，適合導入運用項目有限，不利國內產業發展，因此建議將市場放

眼國際，並以台灣作為示範驗證場域，由政府提供示範評選平台與獎勵措施，盼

能加速產品商業化，在市場上找到更多應用的空間。 

就國際面向，整合國內產業力量，積極尋求跟國際交流的機會，同時希望可

擴大，而且深化與技術先進國的產業合作。最終，可以預見，發展氫能所獲得的

不僅是產值的增加，更是能源產業邁向永續發展的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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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氫能與燃料電池技術現況與挑戰」專家諮詢

會議會議紀要 

【時    間】105 年 11 月 8 日下午 14:30-17:00 

【地    點】中技社圖書室(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主 持 人】林茂文總督導 台灣綜合研究院 

王釿鋊主任 財團法人中技社能源中心 

【引 言 人】康文成組長 台灣中油綠能所 

張文昇副組長 工研院綠能所 

【與 談 人】王釿鋊主任 中技社能源中心 

曾重仁教授 中央大學機械系 

閻明宇副總經理 鼎佳能源副總經理 

【與會人員】陳建緯所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 

許振邦研究員 台灣綜合研究院 

徐玉珊副研究員 台灣綜合研究院 

賴雅雯副研究員 台灣綜合研究院 

郭博堯組長 中技社能源中心 

邱炳嶔副工程師 中技社能源中心 

【紀    要】 

一、 王釿鋊主席致詞：由於新政府對於氫能及燃料電池有所期待，因此

今年本社委託台綜院收集氫能政策發展之相關資訊及研析，希望以

經濟方面的角度來進行研析。今天的會議希望借重工研院綠能所及

中油綠能所在氫能方面的專業，補充氫能與燃料電池最新的資訊。 

二、 中油綠能所康文成組長引言報告「氫能供給系統發展現況與挑戰」。 

三、 工研院綠能所張文昇副組長引言報告「燃料電池技術發展現況與挑

戰」。 

四、 餘氫發電實務案例： 

(1) 閻明宇副總：鼎佳能源公司在義芳化工設置一座 40 kW 的工業

餘氫燃料電池發電機組，義芳化工以產品價格來決定氫氣使用

方式，若出售給三福氣體，氫氣價格為 8 元/m
3；自用生產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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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或雙氧水，其產值為 6 元/m
3，餘氫燃料電池發電，每立方米

發電 1.2 度，成本約為 7 元/m
3。當電價較高時，用電尖峰時刻

可減少購電量，若出售電價達每度 10 元以上，甚至值得減少產

品的生產，出售電力。 

五、 氫氣成本與供應： 

(1) 閻明宇副總：氫氣成本是燃料電池產業的最大瓶頸，其中又以

壓縮及運送為主要成本。目前氫氣以鋼瓶零售價格約 100元/m
3，

若以氣體廠商採購成本 8 元/m
3來看，中間的差價即為壓縮及運

送的成本。若採購量達到 70 m
3，價格可降到 50 元/m

3；若大量

採購 3,000 m
3，甚至可降到 25 元/m

3。因此，希望請教中油，從

氫氣生產、壓縮到運送到加氫站販售，符合成本效益的價格為

何。 

(2) 康文成組長：目前中油所提供的氫氣都來自於製程副產品，就

副產品而言不易計算價格。氫氣供應方面，因為天然氣價格比

氫氣副產品高，除非生產製程有問題，才會開啟天然氣重組工

場生產氫氣。過去中油大林廠曾經將氫氣加壓到 200 bar 後賣出，

不過為了工廠安全已停止生產。中油綠能所也曾就氫氣加壓及

輸送與工廠端討論過，為安全考量，不宜在現有工廠周圍進行

加壓及罐裝工作，以管線輸送較可行，出售價格以天然氣熱值

的 80%計價。目前中油尚無零售氫氣，加氫站零售成本也尚待

評估。 

(3) 王釿鋊主任：根據雷敏宏教授的評估，氫氣從甲烷重組而來，

其生產成本約 10%，運輸及安全約 60%，其餘 30%為利潤。由

於運輸及安全的成本太高，因此後來才會採用 onsite 甲醇重組

的方式降低其成本。 

(4) 閻明宇副總：以目前能源局的 60 MW 的政策目標來看，若是

以工業餘氫作為燃料，目前國內所生產的工業餘氫，應不足以

供應 60 MW 的需求，應將備用電力也納入計算才有機會達成目

標。 

(5) 曾重仁教授：短期內使用工業製程副產品氫氣，其供應量是沒

有問題的；長期來說要當作是一種能源產品的選項，其實沒有

太多的選擇，只能從煤炭氣化而來；天然氣重組產氫由於天然

氣接收站儲量不足，主要用於燃氣發電，恐怕沒有太多的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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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可供產氫。氫氣若要從煤炭氣化產出，為符合成本效益，應

從澳洲進口，然而目前日本已經捷足先登，與當地礦場簽約，

若台灣要從澳洲進口氫氣，因為缺乏氫氣液化的設備與技術，

可能要與日本 kawasaki 洽談，看看是否能夠從他們那裏取得氫

氣。 

六、氫氣海外進口運送技術： 

(1) 閻明宇副總：康文成組長的引言報告中提到，日本千代田公司

在澳洲以褐煤製氫，利用甲基環己烷攜帶氫，運回日本後再脫

氫，這部份的技術曾經聽說中鼎評估要引進，希望能夠瞭解甲

基環己烷以觸媒加氫與脫氫的技術是否成熟可行。 

(2) 王釿鋊主任：甲基環己烷透過觸媒脫氫的技術是成熟穩定的，

在國外都有類似的技術，這類的加氫脫氫的觸媒算是成熟技術，

沒有實際案例的原因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缺乏市場的問題。 

(3) 康文成組長：日本千代田的加氫與脫氫技術為可行技術，優點

是從國外運送氫氣回到國內時，不須將氫氣液化及特殊設備，

可節省液化的成本，但有加氫及脫氫的成本；然而，該技術的

關鍵在於觸媒的脫氫效率，以及須配備一個氫氣的緩衝儲槽，

使氫氣的供應更為穩定，脫氫及加氫觸媒的效率與成本將是技

術成功的關鍵因素。除了日本之外，德國也有類似商業化的儲

氫儲能公司，中國大陸更前進，已有燃料電池巴士研發加入氫

化多環芳香烴類溶液，在車上脫氫後使用，脫氫後之溶液再回

到加油站抽出來再加氫處理，目前有操作溫度較低的技術正在

實車測試。 

(4) 康文成組長：據了解日本 kawasaki 在澳洲的液化氫氣站預定

2020 年商轉。 

(5) 張文昇副組長：目前工研院綠能所的研究重點是以類似日本

kawasaki 加氫站的模式來進行研究，在澳洲以 brown coal 來產

氫主要是能夠結合 CCS，取得低碳排的氫氣，對於減少碳排放

具有效益。根據文獻資料氫氣成本約為 30 日幣/m
3，價錢與台

灣以天然氣重組產氫相近，但卻是低碳排的氫氣。 

七、液氨攜氫技術： 

(1) 閻明宇副總：康組長引言報告中有提到目前有 60%的氫氣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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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製氨，而液氨的製備、儲存及運送相較於氫氣都比較成熟，

也可考慮將氨做為氫氣的載體。目前鼎佳有嘗試將氨重組產氫

用於定置型燃料電池測試，氫氣產量可達 5 m
3
/h 用於 5 kW 的

燃料電池使用。 

(2) 康文成組長：過去在 2006 以前氫氣用於製氨是 60%，而到 2010

年之後則是以煉油工業加氫脫硫製程為主。 

八、燃料電池技術與示範： 

(1) 康文成組長：中油綠能所內部在計算燃料電池發電成本時也是

偏高，若熱能也能夠妥善利用，可用於醫院、旅館、超商及中

小企業等需要熱水的場所，除用電外取代部分天然氣使用，熱

電同時利用較具有能源使用效益。 

(2) 曾重仁教授：日本 J-Power 從 1985 年開始做淨煤技術、1995 做

IGCC，並且規劃到 2030-2050，都是長期規畫下來才有現在的

成果，主要是來自於政府與企業經費的長期支持。台灣在氫能

與燃料電池領域近年來的研發落後於其他國家，若要提升氫能

與燃料電池應用的關注，短期應有一些亮點，才能吸引政策與

資金的投入，其中日月潭設置遊船加氫站是一個選項。目前在

法規的部分據了解，示範站的設置僅需能源局同意即可，這部

分建議中油應積極投入，若要等到法令完備才要投入，在時程

上恐怕太慢了。 

(3) 曾重仁教授：運輸也是選項之一，但較不成熟，材料將占大部

分的成本，目前除了遊艇產業較具規模之外，其他運輸工具短

期內要發展較困難。工業區的部分，除了利用工業餘氫以 SOFC

發電之外，離島以燃料電池取代柴油發電也是一個機會，因為

柴油發電成本也高達 10 元以上，可用甲醇燃料電池來發電，根

據雷敏宏博士的計算，是可以具有成本效益的，在澎湖、金門

等離島也可有一定的發電量。而外島若能夠有燃料電池發電，

將來也可跟風力及太陽能發電整合。 

七、燃料電池產業發展分析： 

(1) 閻明宇副總：以公司經營的角度來看，鼎佳能源成立之初首要

就是生存，因此務實尋找可立即獲利的市場機會。鼎佳目前專

注備用電力的市場，積極投入 NCC 所推動的高抗災平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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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架設三個偏遠地區基地台備用電力的設置，台灣基地台

約有 6 萬座，偏遠地區約占 20%，以每座規模 5 kW 來算，其

市場不小。在推動備用電力應用上，燃料電池具有妥善率高、

延續時間長、保養容易等優點，在 NCC 的推動下，希望可逐步

推廣設置燃料電池在偏遠地區基地台作為備用電力。台鐵的號

誌備用電力系統亦是潛力市場，以燃料電池取代現有的鎳鎘電

池，在鼎佳公司無償讓台鐵使用 5 年後，終於在今年完成相關

規範。 

(2) 閻明宇副總：目前燃料電池與傳統電力的成本處於臨界點，政

府若能提供短期的產品補助，使設置量有所提升，將可使產品

成本下降到具有競爭力的價錢，讓產業能夠生存下去。 

(3) 張文昇副組長：日本從 2009 年發展到現在也只有 100 MW 的設

置量，其設置成本減少了 50%，發展到後來成本將越來越低。

Bloom Energy 目前規模是 200 MW，每度電的設備成本 9 cent，

燃料成本是 5 cent，若設備規模持續增加，設備成本就可以持續

大幅下降，最終將是燃料為主要成本。目前在發電設備來說，

其成本就已經有競爭力了，在燃料成本方面就需要仰賴中油的

努力。 

(4) 王釿鋊主任：燃料電池技術的都沒有問題，以歐美來說即使目

前再生能源發展尚未完全成熟，亦積極投入氫能相關技術發展，

那麼台灣對於氫能的需求，應從能源供應還是要從產業發展的

角度來檢視，應妥為思考。燃料電池在未來的能源系統中將有

其角色，若以未來能源不虞匱乏，以及低碳能源使用的假設前

提下，氫氣的能量密度還是比鋰離子、鋁空氣電池高上許多，

還是要將再生能源的電轉為氫氣儲存，利用氫氣作為能源載體

較具可行性。 

(5) 陳建緯所長：台灣的燃料電池車產業，不像日本有完整的汽車

產業資源，台灣在發展上是有困難的，而且政府的產業政策搖

擺不定，使得廠商無法確立發展方向。 

八、 政策發展建議： 

(1) 曾重仁教授：氫能發展策略不足，雖然工研院長期執行計劃都

有提一些發展策略，但這部分應由政府部門帶頭，才會讓各界

覺得是政府的政策方向，日本的做法是以政府部門來提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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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2) 曾重仁教授：日本與歐洲的公司較具有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

像 Linde 願意免費幫忙在日月潭蓋加氫站，一部分是以後能夠

承接加氫站的生意，另一部分基於對於地球永續發展的責任。

目前日本天然氣公司的氫氣都是賠錢賣，也是為了社會責任的

因素持續經營下去。也呼籲我們的中油、台電、中鋼也能夠肩

負一些社會責任，做幾個示範站，提升運作時安全性，也讓民

眾能夠較為熟悉氫氣，減少安全方面的疑慮。 

(3) 張文昇副組長：以能源局的角度來看，同樣 60 MW 的規模，若

補貼 10%或 20%，每年可能需要 20 億元，但相同的經費提供給

太陽光電或是風力發電研發，所設置的規模可能是燃料電池的

100 倍，因此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能源局會優先提供經費給其

他替代能源來發展。減碳效益目前也尚未浮現。在產業方面，

則是屬於工業局的業務範疇。今年能源局提出 60 MW 的產業目

標，可解讀為扶植產業發展的政策宣示，其中 12 MW 是餘氫發

電而來，48 MW 從天然氣而來。 

(4) 閻明宇副總：今年能源局已提出 2025 年設置 60 MW 燃料電池

裝置容量的目標，若能夠藉由這個機會提出產品補助政策，將

不失是一個發展的契機。 

(5) 王釿鋊主任：台灣需要有新的產業來帶動經濟發展，而燃料電

池產業被視為未來的重要產業下，台灣需定位自己在這個的產

業角色，未來才能在這個領域生存下來。 

(6) 王釿鋊主任：工研院與中油兩個主要氫能研發的機構應該越早

合作越好，在既有的基礎下儘早開始，以產業需求的角度找出

可以著力的方向，像是使用氫汽車可以減少 PM 2.5，即是一個

很好的方向，在移動汙染源的減量方面可以做出重大貢獻。 

(7) 陳建緯所長：就能源安全的觀點來看，目前台灣缺乏自主能源，

氫氣能夠做為能源的載體，可作為備用能源使用；就經濟發展

的觀點來看，應將永續發展與氫能產業發展結合，目前政府的

綠色能源與智慧機械的政策都含有類似意涵，而國際上隨著巴

黎協定的簽訂，未來能源將會朝向零碳排的方向發展。氫能發

展若只從能源供應的角度來論述，與其他再生能源相比很難具

有效益，必須將產業發展、能源安全、環境、健康等效益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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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進來，才會具有說服力。 

九、 王釿鋊主席結語：建議台綜院可從商業投資計畫的觀點來撰寫報

告，以宏觀的角度來看整體產業發展，在報告中提出相關建言。 

十、 林茂文主席結語： 

(1) 2025 年訂定的 60 MW 的設置目標，要先看 2020 年能不能達到

22.5 MW，並且能夠發出 5 億度電，再來檢討政策是否要持續

進行，目前政府已將燃料電池併入再生能源的規劃，是一個好

的開始。 

(2) 示範站的設置從選擇技術合作廠商就開始產生問題，若沒有由

上層或是客觀公正的單位來定訂甄選規則，讓中油能有所依據，

否則在推動上將會沒有效率。 

(3) 若要減少政策的不確定性，必定要由政務首長來做政策指示，

否則能源局也無法決定發展的模式與規模。今年 6 月 1 日中國

大陸發改委所發布的「國家能源技術革命與創新行動計畫」有

15 個項目，其中一項就是氫能與燃料電池的計畫，規劃期程到

2030 年。台灣則是目前政策無法定案，將影響發展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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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內外氫能發展歷程與推動政策」專家諮詢

會議會議紀要 

【時    間】105 年 12 月 9 日下午 14:00-17:00 

【地    點】中技社圖書室(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主 持 人】林茂文總督導 台灣綜合研究院 

余騰耀執行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引 言 人】徐玉珊副研究員 台灣綜合研究院 

【與 談 人】陳崇憲專門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 

            林金福副所長 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王人謙副所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康文成組長 中油綠能科技研究所 

            曾重仁教授 中央大學機械系 

【與會人員】王釿鋊主任 中技社能源中心 

            陳建緯所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 

許振邦研究員 台灣綜合研究院 

賴雅雯副研究員 台灣綜合研究院 

郭博堯組長 中技社能源中心 

邱炳嶔副工程師 中技社能源中心 

【紀    要】 

一、 余騰耀主席致詞：本計畫緣起係因政府之新能源政策中納入氫能與

燃料電池發展，然而氫氣來源、安全問題、運用部置與規劃應有詳

盡的研究，以瞭解我國發展氫能之可行性。今日會議藉由聽取包括

主管機關能源局和各界專家意見，中技社希望扮演民間智庫角色，

釐清問題，提供推動政策之建議。 

二、 台灣綜合研究院徐玉珊引言報告「國內外氫能發展歷程與推動政

策」。 

三、 國內發展氫能目的說明： 

(1) 陳崇憲專門委員：政府於 2025 年規劃 60MW 燃料電池目標係

以工業餘氫、天然氣產氫（2022 年以後）作為氫能來源，並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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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PEMFC 與 SOFC 產品應用達成目標。再者，氫能為國內能

源轉型政策的重要項目，尤其具能源儲存的性質，為達成國內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 20%之重要項目。 

(2) 王人謙副所長：推動氫能與燃料電池之訴求，建議能更為全面

及深入。舉例來說，若氫的來源為化石燃料，而用電池之總體

效率（如 Bloom Energy 燃料電池平均效率為 55%）不及傳統方

法（如 NGCC 發電效率最高可達 62.2%），則能降低溫室氣體排

放為一錯誤之論述。再者，需要考量替代技術的競爭性，再生

能源之電力經過分解水產氫、壓縮、燃料電池轉換之效率遠低

於儲存於電池之充放電效率（電池充放電效率>90%），經過分

析燃料電池之成本亦不樂觀。 

(3) 曾重仁教授：我國能源供應高度仰賴進口，可掌握的自主能源

為水力、風力、太陽能等再生能源，發展再生能源有助於提升

國家能源安全。要解決再生能源間歇性發電問題，短時間可採

用電池儲能，但無法長時間儲電（如冬季發電供夏季使用），因

此可考慮包括氫氣儲電之 power to gas 技術儲存餘電。對於未來

電網是否有儲能需求，宜再請教電網專家(例如 NEP-II 智慧電網

主軸)。 

(4) 王人謙副所長：新能源政策中風力發電 2025 裝置容量目標為

4.2GW，夜間風力發電缺口，台電公司未來可有能力補足，尚

不需要額外之大型儲能系統。再者，要達到氫能與燃料電池社

會的願景，時程將會延至 2040-2050 年；現階段應著眼於如何

達到 60 MW 燃料電池裝置目標，訂定短、中、長期發展項目。 

四、 國外氫能發展規劃可借鏡之處 

(1) 曾重仁教授：「Fuel Cell Industry Review 2016 年版」已出版，資

料可更新。再者，中國在今年積極投入，包括發改委及國家能

源局都已作政策指示，另亦發表「中國氫能產業基礎設施發展

藍皮書」，全球概況應列入中國發展近況。 

(2) 王人謙副所長：發展氫能與燃料電池各階段之目的與目標需釐

清，不宜從國外案例直接轉換為我國之發展目的與目標。此外，

長期投入的支持目的國內外亦不同，舉例來說，日本燃料電池

熱電共生系統有溫帶熱水與暖氣的需求，亦有汽車產業為重大

經濟主軸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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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康文成組長：目前國際間車輛油耗標準日趨嚴苛，且德國聯邦

參議院已經通過了 2030 年全面禁售內燃機汽車，新能源車輛

為未來發展趨勢。再者，日本因應廢核、減碳目標，推動再生

能源發展，氫能作為能源載具為該國發展項目之一。日本推動

700W 高低溫燃料電池也確實是溫帶地區家庭需要暖氣，但台灣

也有數萬家的超商除需要電外，也需要熱能來加熱食物，醫院、

旅館、宿舍、大樓、中小工廠等同時需要電和熱，燃料電池是

有發展空間，熱電合計整體能源使用效率可達 80%以上(日本達

90%)，不要忽略未來能源的價格上揚及國際減碳的壓力。 

五、 國內氫氣供輸說明 

(1) 林金福副所長：目前雖然我國氫能來源以工業副產餘氫為主，

但生質能產氫、太陽能產氫都屬未來可能發展之技術。另一方

面，我國在液化天然氣第三接收站還沒建置完成之前，難以使

用天然氣蒸氣重組製氫。 

(2) 陳崇憲專門委員：目前我國天然氣短缺，且全數用於燃氣發電，

現階段恐無足夠天然氣來產製氫氣。 

(3) 王人謙副所長：氫氣來源若為工業餘氫，如氯鹼廠之氫，目前

每度電成本為 6-7 元、若為半導體餘氫則成本最低，但仍須加

以純化；若採再生能源發電製氫再發電，每度電成本將高達 20

元。 

(4) 曾重仁教授：氫能發展最理想狀態由綠色能源產製，雖然在經

濟考量下仍須仰賴化石燃料而來，但在這個過渡時期仍應發展

下游應用技術，以推動上游技術發展，如果都要等到所有技術

到位才要採用，很可能這個技術永遠沒有實現的一天。 

(5) 康文成組長：台灣中油公司大林煉油廠之尾氣可純化產氫，除

尾氣現有加熱用途外，氫氣輸儲安全問題必須考量，且工廠的

變動可能需要環評，現有製程必須更改及工安考量，除非有極

大商機，否則不易推動。再者，台灣中油公司亦有評估引用 SOFC

作為發電系統之可行性，而發電效率、維護成本為首要評估項

目，發電成本過高，令人卻步。過去台灣中油公司曾配合由嘉

義煉研所至工研院南分院，再到南科之氫能公路建置氫氣生產

設備，但最後無疾而終。考量燃料電池成本高，建議優先發展

如公車、遊艇等高單價且較大型運輸載具。目前日月潭規劃將



 

78 

柴油引擎遊艇改為電動船，並搭配燃料電池提高續航力，為此

曾向台灣中油公司洽談供應氫氣之機會；電動巴士廠商亦有類

似規畫，尋求本公司合作要求提供加氫站，但公司內部考量法

規面、市場面及社會接受度後，決定等待各方面較明朗後，再

進入相關產業。 

六、 氫能示範計畫執行建議 

(1) 陳崇憲專門委員：示範執行初期係以驗證國內廠商開發技術及

商業化可行性，其市場不侷限於國內市場。舉例來說，中興電

成功在南非推動燃料電池運用，利用當地需求，外銷氫能產品，

而台灣可作為產品示範驗證之場域。 

(2) 曾重仁教授：過去十多年國內投入一定資源在氫能與燃料電池，

但產出相對不足，故當務之急應先務實執行幾件較小型計畫，

製造亮點，建立信心。再者，目前離島發電成本較高，且主要

使用柴油發電，維護及補給不便，可考慮優先設置整合風力、

太陽能及燃料電池之獨立發電系統。 

(3) 王人謙副所長：沙崙綠能科學城已規劃氫能示範區域，可作為

國內廠商合作及驗證產品成熟度的平台。再者，執行燃料電池

示範計畫之目的與目標必須明確，如釐清法規配套、擴大民眾

接受度等。 

(4) 康文成組長：目前永安液化天然氣廠有冷能發電，但在台中液

化天然氣廠未發展冷能發電，但有其他利用。未來在節能的目

的下，冷能發電可視為綠電，或許有發展的空間，但必須與其

他應用競爭，如海水淡化、空氣純化、資料中心冷卻系統等。 

七、 國內氫能產業發展建議 

(1) 林金福副所長：核能研究所於 2004 年起投入 PEMFC 及 SOFC

技術研發，SOFC 為持續研發項目。國內燃料電池歷經 10 餘年

之努力，已建立部分關鍵零組件技術，充份掌握相關資訊，對

於策略規劃應有很大的助益。討論氫能運用時，因國內市場尚

未開發，氫能與燃料電池廠商看到的是國外市場，以及如何將

其產品輸出至國外。 

(2) 王人謙副所長：目前我國在燃料電池產業鏈上除了 stack（電池

組）之外，其它組件尚具國際競爭力，宜經由示範推動補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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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強化業者能力，除了可建立氫與燃料電池組件產業外，亦可

為未來氫電力及能源立下基礎。 

(3) 曾重仁教授：規劃燃料電池發展項目時，建議發展系統整合技

術能量，研發高附加價值產品為主。例如利基應用動力系統(遊

艇、巴士、堆高機等)，與整合太陽光電、風力、氫能之分散式

供電系統等。 

(4) 陳崇憲專門委員：我國電價相較於其他國家便宜，短期內不利

於發展燃料電池商業化運用，故短期內建議可著眼於國外市場

開發。如新南向政策下，有氣源或可接受電價 6~7元/度之台商，

將燃料電池用於解決當地電網無法到達所產生的缺電問題。在

此前提之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必須為可靠的系統，台灣即可

作為系統試驗場域。 

(5) 王人謙副所長：SOFC 在每年操作 8,000 小時且開關低於 4 次之

前提下，發電成本可達為 4.5~5 元/度，但在此前提之下無法作

為備載發電機組，反觀 PEMFC 使用特性，可解決我國備載容

量低的困境。如將 SOFC 使用成本壓縮在限電的那幾個小時，

則使用成本恐大幅上揚至 300 元/度，相較之下使用 PEMFC 較

具可行性。 

(6) 陳崇憲專門委員：我國現行電業法規範電力公司具供電義務，

不利於對電力穩定度需求高之企業自行設置備用電力。因此，

如果國內發展燃料電池採國外技術、產品時，政府基於國內整

體產業效益之角色，應謹慎思考。 

八、 國內氫能發展策略規劃 

(1) 陳崇憲專門委員：對於國內燃料電池發展策略一節，建議如下： 

A. 分析國外市場應用產品。 

B. 國內發展核心或目的：能源、產業、技術、市場等。 

C. 以競爭技術、國外資訊等策略之優先順序，釐清確認國內發

展項目（定置型、運輸型）。 

D. 配合優先順序之應用載具，來釐清產氫、儲氫、輸送等路徑。 

E. 確認發展關鍵議題（critical issue），如法令、基礎建設、安全、

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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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依目的性來進行示範計畫（Demo、project），突破上述議題

建構完整應用載具實證產品。 

G. 大型國內示範計畫或國外市場。 

(2) 林金福副所長：推動氫能運用發展之整體策略應確定開發建置

與長遠研發的相對比例，再分別擬定推動之策略。再者，推動

策略中，具規模的驗證計畫為國內廠商急需展現其實績的重要

機會，政府應提供適足之驗證平台，集合國內產業鏈的精英產

品組件，以發展國內自有品牌之燃料電池系統為目標。最後，

推動策略上若有異業結合，在有力的技援下（如法人、基金）

其成功的時程應可顯著縮短。 

(3) 陳建緯所長：考量政府已訂出2025年氫能與燃料電池發展目標，

但尚無實際規劃，因此本計畫透過資料蒐集與專家諮詢方式，

點出重要議題或釐清政策應優先執行項目，最後報告提供相關

單位參考。 

(4) 許振邦研究員：氫能與燃料電池市場何時成熟未知，且須考量

競爭產品（如其他儲能系統、電動運具等）發展近程，皆影響

氫能與燃料電池之市場潛力。再者，由於國內市場規模不足以

支撐氫能產業發展，則應著眼於國際市場，目前得就具利基產

品推動示範計畫，暸解整體運作機制。我國已訂定燃料電池裝

置容量目標，建議以此目標規劃發展策略，並滾動式檢討調整。 

九、 王釿鋊主席結語：感謝各位專家之意見，請台綜院彙整各方建議，

找出國家發展氫能之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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