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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Wind Europe

歐洲各種能源趨勢20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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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再生能源預期將持續成長

1.全球風力發電的發展

資料來源: IEA Wind Energy Outlook 2017



1.全球風力發電的發展

資料來源: GWEC, Global Wind Statistics 2017 

全球風力發電累計裝置總量已達539,581MW

中國

美國德國



4,400 MW installed capacity 裝置容量

2,180 wind turbines erected 座風機已安裝完成

2,000 members of staff 位員工

Project pipeline of 規劃開發 8,050 MW wind onshore 陸域風場

Project pipeline of 規劃開發 5,300 MW wind offshore 離岸風場

Project pipeline of 規劃開發 650 MW photovoltaic 太陽光電

In 在全球 18 countries 個國家

wpd 集團全球實績



Developer & Independent 
Renewable Power Producer (IRPP)

開發商及獨立再生能源發電廠

Commercial & technical 
management of wind farms

風場商務及技術管理

Maintenance & repair of 
wind turbines, O&M services

風機維運服務

wpd AG
Deutsche 

Windtechnik AG

wpd 
windmanager 
GmbH & C. KG

Broad coverage of the wind value chain
涵蓋整個風電價值鏈：一條龍式的經營管理

關於 wpd達德

1,010 位員工 608 位員工 365 位員工

3,258部風機維運合約

全球9處辦公室、119個服務據點

4,400 MW裝置容量

全球15個國家共32處辦公室

4,030 MW技術/商務管理

全球10處辦公室



wpd Taiwan達德台灣

• Office Location: Taipei
辦公室地點：台北

• Employees: ca. 80
員工人數：約80人

• Founded in 2000 as InfraVest in Taipei
於 2000年創立於台北（英華威）

• Part of wpd group since beginning of 2016
自2016年初成為達德能源集團的一部分

• Business fields onshore wind, offshore wind, 
photovoltaic
事業領域為陸域風電、離岸風電、太陽光電

• The first private wind power company in Taiwan
為台灣第一間民營風電公司

• Market share onshore wind 50%
陸域風電之市佔率為50%



Wind Taiwan 台灣風場實績

自 2006 年至今

縣市 裝置容量

桃園市 48.3 MW

新竹縣 11.5 MW

苗栗縣 128.4 MW

台中市 92.0 MW

彰化縣 96.6 MW

雲林縣 4.6 MW

總計 381.4 MW



2.台灣風力發電的發展

• 至2018年6月，台灣風力發電總裝置容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台電、達德

裝置容量(MW) 風機台數 百分比

達德能源 381.40 171 54.48%

台電 293.96 169* 41.98%

其它 17.64 11** 2.52%

海上 8.00 2 1.14%

總計： 700.00 353 100%

*   8台毀損
* * 1台毀損



風電四年計畫 (經濟部 2017.06)

資料來源：經濟部



• 陸上風力政策目標：2020年達到1,200MW

• 實際上：陸上風力資源優良，可開發潛力

高達5,000MW

• 目前台灣已安裝的風機：2,0MW/2,3MW

資料來源：能源局、wpd 、 Enercon、Vestas

2.台灣風力發電的發展



• 目前市場上的風機：3.5~4.8MW

• 陸上風力可開發潛力高達5,000MW

– 沿海平地最容易設置

– 其次是山上、岸邊及近岸

資料來源：能源局、工研院、wpd

2.台灣風力發電的發展

3.6/4.2MW 3.5/4.2MW
4.8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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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wpd 、網路

陸上山上的風力發電場

2.台灣風力發電的未來



資料來源: wpd 、網路

陸上山上的風力發電場

2.台灣風力發電的未來



陸上堤防邊的
風力發電場

資料來源: wpd 、網路

2.台灣風力發電的未來



德國Emden

資料來源: wpd 、Enercon GmbH 

近岸堤外的風力發電場

2.台灣風力發電的未來



法規面：

- 電業法

-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 台灣電力公司再生能源電能收購作業要點

- 台灣電力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

實務面:

- 深入研究電力系統

- 電壓等級、併接方式、容量、限制條件...

3.風場併聯規劃



Taiwan Power System 
台灣電力系統

3.風場併聯規劃

資料來源: 台電



電力系統架構與特性 Power System Structure

Generation Transmission
Distribution

Taiwan Power System 台灣電力系統

3.風場併聯規劃

資料來源: 台電



配電系統：併接架空線路

併接地下開關

3.風場併聯規劃

資料來源: 台電、wpd



配電系統：變電所匯流排

3.風場併聯規劃

資料來源: 台電、wpd



輸電系統：T接69kV架空線路

3.風場併聯規劃

資料來源: 台電、wpd



輸電系統：T接161kV架空線路

3.風場併聯規劃

資料來源: 台電、wpd

責任分界點



輸電系統：變電所匯流排

3.風場併聯規劃

資料來源: 台電、wpd



輸電系統：T接地下電纜

- ??? 目前無此併接方式

- 國外做法範例：

3.風場併聯規劃

資料來源: PFISTERER、wpd



輸電系統：建議導入T 接地下電纜可行性

- 可增加再生能源可能併接點

- 解決變電所興建不易，拱位不足問題

- 減少輸配電線路於變電所週邊擁塞問題

- 符合分散型電源以分散引接方式

3.風場併聯規劃

變電所A 變電所B

風場1 風場2 風場3光電場

大用戶A 大用戶C

地下電纜地下電纜

大用戶B



成功要素：

- 完整的營運管理策略

- 有經驗的營運團隊 (自有/統包/分包…)

- 有實績與經驗的風機廠商 (高配合度)

- 零件管理

4.風場運轉



營運團隊

4.風場運轉

+



風機廠商

4.風場運轉

51位員工

資料來源: Enercon



零件

管理

4.風場運轉

資料來源: Enercon



運轉挑戰：

- 颱風來臨前，有時候架空線路已經先發生故障，

導致風場無法正常發電

- 建議提升沿海架空線路的可靠度，以提升風場運

轉的利用率

4.風場運轉



wpd AG

Stephanitorsbollwerk 3

Haus LUV

28217 Bremen

Germany

Phone: +49 (421) 168 66 10

Fax: +49 (421) 168 66 66

E-mail:  info@wpd.de

Web:     www.wpd.de 

Contact
與我們聯繫

wpd 達德能源台北辦公室

台灣

台北市

光復北路11巷35號3樓

Phone: +886 (2) 2395 4886 *850

Fax: +886 (2) 2395 1580

E-mail:  david.chang@wpd.tw

Web:     www.wpd.de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mailto:info@wpd.de
mailto:david.chang@wpd.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