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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再生能源被許多國家視為一技術成熟、價格合理、潔淨的能源

選項。當前政府為達成能源轉型的目標，業已確立了讓再生能源占比大幅地

提升的政策目標，使得再生能源必將在未來扮演重要的供電角色。而其中，

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分別要在 2025 年分別達 20 GW 及 4.2 GW 的累積設置

量。 

然而，由於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的發電特性，被歸類為「不可調度」的

能源選項，故隨著兩者滲透率的增加，可能會影響整個電力系統的運作。若

缺乏應對這些影響的系統性策略，將導致供電的風險及成本上升。因此，現

有電力系統應從技術、運轉、法規等各面向進行強化，才能確保未來的供電

穩定與品質。 

為了讓國人對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的現況、技術、調度、運轉及政策推動

過程中可能面臨的相關挑戰有所了解，本社希冀以本專題報告概述再生能源

與電力系統如何彼此互動，並提出一簡明的策略建言予政策決定者、主管機

關與電力公司參考，以即早補足政策缺口、法規配套，促成我國再生能源的

穩定發展，並減少可能發生的衝擊。 

本社很榮幸得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系盧展南講座教授應允，擔任本議

題之召集人。盧教授為國內前瞻電力技術研發、智慧電網的規劃與管理、電

力系統運轉與安全維護等領域之翹楚，並曾任行政院「電力系統總體檢小組」

共同召集人，亦為現任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理事長。在盧教授的協助下，

本社得以邀請中正大學吳元康教授、台灣大學劉志文教授、成功大學張簡樂

仁教授、義守大學陳朝順教授、台灣科技大學陳在相教授及工研院綠能所黃

怡碩副組長等國內電機學界的專家合組研究團隊，共同針對與再生能源管理

及運轉有關的各個層面進行探討，企盼各界對傳統電源與再生能源協調運作

的關鍵議題能有所認識。 

此外，為充分蒐集並凝聚各領域對本議題的專業意見，本社與台灣電力

與能源工程協會共同舉辦「儲能設備於電網運轉應用」、「再生能源發電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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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併聯運轉」等三場論壇與研討會，以及一場「再生能源發電預測」

座談會，會中邀請國內外專家，針對我國再生能源管理與運轉策略進行深入

討論。 

此專題報告彙整自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與眾多學者專家提供的專業意

見，才得以出版。故本社在此特別感謝盧展南教授、吳元康教授、劉志文教

授、張簡樂仁教授、陳朝順教授、陳在相教授及黃怡碩副組長共同參與；台

電公司楊偉甫董事長、鍾炳利總經理的襄助，與綜研所王金墩主任的居中協

調；以及撥冗參與會議之國內專業學養及經驗俱豐專家學者，讓一切順利完

成，在此一併致上萬分謝意。 

財團法人中技社 董事長 

潘文炎 

2018 年 12 月 

  



 

主編序 
 電力系統是國家重要且關鍵的資產，可靠和負擔得起的電力為消費者、

產業和國家安全提供必要的能源服務。臺灣的電力系統已經發展了一個多世

紀，包括數以百計的發電機，數千公里的輸電線路，為一千四百萬用戶提供

服務的配電網路，越來越多的分散式電源以及數千億元的電力設備，這些元

素連接成一個複雜的供電系統。然而，臺灣的電網運轉正面臨著一系列複雜

的變化和挑戰，包括：負載成長、老化的基礎設施、不同的發電配比、變動

性電源滲透率越來越高、氣候變遷、實體設備和資通訊網路安全風險增加等。

如何管理這些變化是未來供電穩定的關鍵，且可導致根本上改變電力系統的

結構、運營、客戶群和管轄架構。藉由電網現代化和轉型來保護和提高電力

系統的功能及價值，至關重要。 

為了環境永續發展，大規模設置再生能源已經成為必然之趨勢。受到許

多國家的政策支持與推動，再生能源技術取得重大的進步和成本大幅降低。

再生能源被許多國家視為其發展策略中，技術成熟，價格合理的能源選項之

一，其擴大了能源的使用型態，應對氣候變化和空氣污染，確保能源供應，

同時亦可以推動經濟發展。面對再生能源快速發展，決策者面臨新的挑戰，

需規劃更全面和複雜的政策方法，以確保在迅速擴張下，保有靈活、可靠和

具成本效益的供電系統，來支援再生能源的納入，成為能源供應的主流。 

政府的目標和政策主導了產業對各類再生能源的部署與投資。政府以 

2025 年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達 20 GW，風力發電以 4.2 GW 累計設置量為目

標，帶動我國產業升級轉型。透過許多支持政策和配套措施奠定基礎，並將

目標轉化為具體行動的關鍵政策。但隨著再生能源滲透率的增加，若缺乏應

對這些影響的系統性策略，將導致供電風險及成本上升。 

電力產業一直依賴技術創新和政策的相互作用，成為整體經濟體系進行

溫室氣體減排的先行者，未來將在運輸等其他部門所需的減碳努力發揮重要

影響。由於再生能源建置成本的持續降低及當前偏低的天然氣價格，已導致

大量無或低排放再生能源及天然氣發電機組替代高排放煤炭發電機組。為了

達成能源轉型，臺灣電力系統正在從具有高度慣性和可調度能力的集中型發

電，轉變為依靠傳統集中式發電與具變動性之大規模和分佈式再生能源發電

的混合型發電。高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的情境下，其間歇性發電對電力系統調

度運轉將造成影響，不同區域用電尖峰、離峰時間的供電比率，可能超出或

低於規劃值，區域電力調度安全性的保持，需靠先進的輸配電運轉設備及調

度分析技術支援。考量大型太陽能開發案場將位於中南部地區，加上風力發

電每年 1~3 月及 10~12 月的發電量可能占整年度之 70%，冬季輕載時之電網



 

穩定性將是重要課題。 

完善且明確的政策法規是推動再生能源發展的重要因素，針對再生能源

的不穩定性特性，除需有準確的再生能源發電預測外，還需有具彈性調整輸

出能力的設備來因應供需不平衡所衍生的問題，解決區域電壓控制問題與提

高供電可靠性及安全性。這些維持系統穩定運轉所需之輔助服務，其容量和

價值的評估及相關調度運轉規則之管理運用機制，須加速規劃。 

本人很榮幸邀請到中正大學吳元康教授、台灣大學劉志文教授、成功大

學張簡樂仁教授、義守大學陳朝順教授、台灣科技大學陳在相教授及工研院

綠能所黃怡碩副組長等學者專家，分別從再生能源發電的預測、再生能源併

網的衝擊評估、再生能源併網之系統運轉需求、大量再生能源併網衝擊因應

之道、再生能源併網法規及制度面規劃等面向切入，進行研析。並透過研討

會與座談會舉辦，彙整產、官、學、研意見，完成本報告。。 

本報告的第一章首先介紹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的規劃目標及發展現況；第

二章闡述風力及太陽能發電預測的重要性，並比較在不同的時間北中南地區

之再生能源電力輸出特性；第三章則討論輸電等級再生能源併網對電網穩定

之影響；第四章說明再生能源併聯運轉對電力調度與運轉的挑戰及解決之道；

第五章則講述如何以綠能發電管理系統、智慧變流器、綠能發電輔助服務等

配套降低大量再生能源併網所帶來的衝擊；第六章詳述國內外再生能源併聯

規範發展趨勢，檢討現行法規體系的不足，並提出建議；最後則是本研究的

結論與建議。本報告的相關建議期能提供能源政策主管機關、國內智庫專家

及一般大眾參考。 

本人在此除對撰稿人敬表由衷感謝之意外，也向本報告撰寫過程中，提

出專業意見的所有專家們，致上萬分的謝意。  

盧展南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系 教  授 

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 理事長 

2018年 12月於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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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 前言：問題與目標 

穩定和可負擔的供電是支持國家社經活動的重要資源，而為達成能源轉

型，政府已確立了讓再生能源占比在 2025 年前大幅提升的目標，使分散式電

源在未來扮演重要的供電角色。然而，風能、太陽光電被認為是「不可調度(或

稱變動型)」的再生能源，故必須倚靠電力技術的持續創新及法制規範的即時

到位，才能使電力系統在提高再生能源占比的同時，兼顧供電風險的有效管

理及供電成本的合理上升。為讓各界對我國分散式電源發展現況及其推動可

能面臨的相關挑戰有所了解，希望藉由本報告提供一簡明的策略建言予政策

決定者、主管機關與電力公司，以即早補足政策與法規配套缺口，促使國內

分散式電源應用的穩定發展。 

二、 研究範圍與內容 

本報告以當前技術可行為出發點，從電力系統的發、輸、配各層次，依

序探討。首先介紹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的規劃目標及現況，了解我國電網在未

來數年的轉變；接著闡述風力及太陽能發電預測的重要性，比較兩者在不同

時間、地區之發電特性，蒐集國內外實際預測方法，探討氣象資訊之綠能領

域應用，及提出再生能源預測跨單位合作架構建議；再來透過輸電級再生能

源併網的系統衝擊分析，提出符合台灣地理環境與用電習慣下，降低輸電級

再生能源併網對供電穩定影響之建議；另外，介紹電力調度的方法與功能，

並解釋其風險所在，更探討政府、台電公司與再生能源業者解決高占比再生

能源併網的可行做法；再者，探討以綠能發電管理系統、智慧變流器、綠能

發電輔助服務等可降低對配電系統的衝擊等配套；最後，詳述國內外再生能

源併聯規範的發展，檢討我國現行法規體系的不足之處，探討併聯技術要點

之研修方向與其法制體系，並提出相關建議。而將上述成果歸納後，提出具

體的政策建議，期能提供能源政策主管機關、國內智庫專家及一般大眾參考。 

三、 結論 

隨著系統運轉經驗的累積及電網控制優化技術的運用，未來可望充分利

用間歇性能源、分散式資源及可控負載，提高系統調度彈性，降低再生能源

的削減及輸配電線路壅塞等系統運轉弱化情況的風險，以維持供電品質。且

在強制要求或提供誘因下，再生能源廠將自行約束或提供備轉輔助服務，預

計不再是麻煩的製造者。另外，快速的需量反應亦可從用電端降低再生能源

發電對電網的衝擊，並透過應用太陽光電及儲能系統進行整合調度，降低尖

峰負載與用電費用。而需量反應聚合商也不單只做為一個中介商的角色，而

能為供需雙方各自找到目標，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 

電力公司或電網調度單位應精進各級調度中心之軟硬體功能、設施、人



II 

力組織與場所，以因應併接於不同電壓等級電網之再生能源發電變化對電力

品質的影響。宜加速發展嚴謹的電網分析模式與方法，評估再生能源對電網

之衝擊，並研擬必要的配套措施。此外，電力調控的靈活性是能否最大化再

生能源併網的關鍵，此靈活性可來自發電端、用電端和儲能系統，且有必要

打破配電系統(包括用戶)到輸電系統的傳統邊界，讓配電系統調度成為輸電系

統的輔助服務提供者。而若要擴大儲能系統的應用，必須要先建立儲能系統

與電網互連的技術規範和監管框架，才能發揮好降低儲放電成本、提高自然

災害發生時的供電可靠性及提供系統運轉輔助服務加值等三項功能。 

四、 改善對策與建言 

(一) 組織「再生能源預測工作小組」，整合國家級氣象、能源領域資源，強化

再生能源預測之發展與應用。以此小組整合中央氣象局大氣模型、氣象

監測站，執行地區性再生能源之預測調度及火力電廠空污管制，協助建

立綠能評估系統、綠能環境即時監測及預報系統。 

(二) 針對低容量的太陽能電廠導入電壓設定自主調控功能，容量大之再生能

源電廠，須建置通訊功能，收集綠能發電資訊，導入綠能管理系統及智

慧變流器，以提供電網運轉所需之輔助服務。建立併網規則和足夠的誘

因，由再生能源廠自行約束或提供輔助服務。 

(三) 建立輔助服務市場規則，提供備轉容量服務：包括調頻備轉容量、即時

備轉容量及補充備轉容量。優化「需量反應」機制，以提供系統運轉保

險服務，當系統運轉正常時，提供相當的容量費率給業者。當事故發生

時，立刻卸載業者提供的負載容量，並根據執行時間給予能量費率。 

(四) 考慮未來系統的發電與負載的變動率，依各種不同電能調節備轉容量反

應時間之需求，區分可能的來源，做電網級儲能系統需求較細膩的分級

和容量的估算。配合再生能源發展時程，分就法規與技術面，訂定電池

儲能規範並規劃國內電池儲能產業發展的策略。 

(五) 增加現有或新發電機組的靈活性，如「往復式內燃機」或「燃氣渦輪機」，

並運用需量反應幫助再生能源整合。此外，台電公司宜考量儲能系統之

技術可行性，並且從成本效益的角度，評估儲能系統(包括抽蓄電廠)用

於管理由再生能源發電引起的快速升降的經濟價值。 

(六) 測試儲能系統在電網端及用戶端之多重功能角色，包括以智慧變流器實

踐虛擬慣量功能、提供快速備轉、區域實虛功電力調節、降低電力設施

尖峰承載率等，以提高建置價值，並協助產業發展。 

(七) 確實掌握區域綠能發電之特性，依據發電占比，審慎評估及檢討台電系

統之規劃、運轉與維護作業模式，強化再生能源併網衝擊模擬分析技術，

了解問題對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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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 緣起 

政府為達成能源轉型的目標，已確立了要讓再生能源占比在未來七年中

大幅提升的政策目標，並以風力與太陽光電為主之分散式電源在未來扮演重

要的供電角色。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的能源技術系統分析計畫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Energy Technology Systems Analysis Program, IEA-ETSAP)與國際再生

能源署(The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於 2015 年共同發

佈的《Renewable Energy Integration In Power Grids：Technology Brief》技術報

告，再生能源分為「可調度」再生能源及「不可調度(或稱變動型)」再生能源

兩大類，前者如生質能、地熱、水力及包含儲能設施在內的太陽光電，後者

則如風能、太陽光電及海洋能。該報告認為當電力系統中有高比重的變動型

再生能源，有必要重新對電力系統的設計、操作與計劃進行思考，才能讓電

力系統的供需以更協同及彈性的方式來達到平衡，確保未來的供電穩定與品

質。 

本社秉持公益法人智庫的立場，有感於讓各界人士能對我國分散式電源

發展現況及其推動過程可能面臨的相關挑戰有所了解，更希望藉由此議題的

探討，能提供一簡明的策略建言予政策決定者、主管機關與電力公司，以即

早補足政策缺口、法規配套，並加速推動執行的進程，促使國內分散式電源

應用的穩定發展，並對推動過程中可能發生的衝擊做出應對。 

本報告係以當前技術可行為出發點，從電力系統的發、輸、配的各個層

次，依序探討，內容含括：不同時地的再生能源發電量預測、再生能源對電

力系統的衝擊程度、再生能源併聯對電力調度與運轉的挑戰及解方、配電端

對再生能源併網衝擊的配套措施及現行法規體系與併網規範的檢討與改善，

希冀有助於大家來共同思考傳統電源與再生能源如何協調運作，進而達到確

保國內供電穩定與品質，促使國內經濟的永續發展。 

二、 我國再生能源發展規劃 

為提升我國能源自主，以及達成非核家園願景，政府規劃於 2025 年將再

生能源發電比例提升至 20%，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則為 27.423GW，其中太

陽光電、陸域及離岸風力的裝置容量目標則分別為 20GW、4.2GW(詳見表 1-1)。

主要仍以太陽光電以及離岸風力為主要的再生能源種類。可見未來電網的特

性會與過去有極大的差別，再生能源的間歇性與不穩定性可能會對電網操作

帶來極大的挑戰。 

 



2 

表 1-1 台灣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項目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MW) 再生能源發電量 (億度) 

2016 2020 2025 2016 2020 2025 

太陽光電 1,210 6,500 20,000 11  81 250  

陸域風力 682 814 1,200 15 19  29  

離岸風力 0  520 
3,000 

(5,500*) 
0  19  

111  

(198*) 

地熱能 0  150 200 0  10  13  

生質能 727  768  813  36  56  59  

水力 2,089  2,100 2,150 66  47  48  

燃料電池 0  22.5 60 0  2  5  

總計 4,708  10,875 27,423  127  234 515  

註：我國離岸風力 2025 年推廣目標為 3 GW，依廠商申設情形預計可達 5.5 GW。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三、 我國風力與太陽能的發展現況 

(一) 國內風力與太陽能的發展現況 

目前(2018 年)國內陸域風機的總裝置容量為 689MW，而離岸風機的裝置

容量為 8MW。圖 1-1 顯示 2000 年至 2018 年國內陸域風機逐年裝置容量。由

圖中可以瞭解國內陸域風力裝置容量由 2005 年的 23.9MW 快速上升至 2015

年 682.1MW，但 2015 年之後的陸域風機裝置容量則趨緩。 

而在離岸風電部分，2016 年 6 月國內兩部示範風力發電機的基礎支撐結

構開始施工吊裝，於同年 9 月 25 日完成施作。10 月 21 日，連結兩座離岸風

力發電機與陸地供電網路之間的海底電纜完成鋪設。10 月 27 日，兩座示範

風力發電機完成架設。2017 年 4 月 28 日，海洋竹南風力發電場的兩部示範

機組正式取得電業執照，開始商轉營運，而該張電業執照也是經濟部能源局

所核發臺灣第一張離岸風電的執照。因此，目前我國離岸風機總計 2 支，共

8MW。 

在太陽能發展上，2018 年國內裝置容量約 1942.7MW，且仍持續快速成

長中。圖 1-2 顯示 2000 年至 2018 年國內太陽光電逐年裝置容量以及未來的

規畫目標。由圖中可以瞭解國內太陽光電裝置容量由 2010 年的 34.6MW 快速

上升至 2018 年 1942.7MW，在這 9 年內增加 56 倍，其裝置容量年增率高於

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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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吳進忠，再生能源預測對於電力調度的重要性，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

中技社。 

圖 1-1 國內陸域風機累積裝置容量以及未來的規劃目標 

 
資料來源：吳進忠，再生能源預測對於電力調度的重要性，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

中技社。 

圖 1-2 國內太陽光電逐年裝置容量以及未來的規劃目標 

在國內實際的再生能源發電量統計上，圖 1-3 與圖 1-4 分別統計國內最

近七年(2011 年至 2017 年)實際風力與太陽能發電的年發電量。可以發現風力

發電由於每年氣候與風速的差異、或是機組故障造成停機，導致每年的容量

因數(Capacity Factor)不同，因此發電量亦有差別。舉例而言，2016 年的裝置

容量為 682.1MW，而全年總發電量為 1445.17 百萬度電。但 2017 年的裝置容

量為 692.4MW，而全年總發電量為 1697.38 百萬度電，因此該年度的容量因

數大幅提升。 

過去 7 年太陽光電年發電量成長迅速，由 2011 年 0.381 億度增加至 2017

年 16.21 億度，平均年成長約 6.08 倍。雖然太陽光電目前的裝置容量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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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7MW，接近風力總裝置容量 689MW 的 3 倍，但是 2017 年總發電量風

力甚至高於太陽光電，此因風力發電容量因數遠高於太陽光電之故。 

 
資料來源：吳進忠，再生能源預測對於電力調度的重要性，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

中技社。 

圖 1-3 國內 2011 年至 2017 年實際風力年發電量 

 
資料來源：吳進忠，再生能源預測對於電力調度的重要性，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

中技社。 

圖 1-4 國內 2011 年至 2017 年實際太陽光電年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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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風力及太陽能發電預測及電力輸出 

 

吳元康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一、 國內風力與太陽能案場實際量測數據不穩定性分析 

(一) 國內風力與太陽能案場實際量測數據分析 

政府規劃於民國 114 年提升再生能源發電比例至 20%，主要以太陽光電

以及離岸風力為主[1]，可見未來電網的特性會與過去有極大的差別，因此再

生能源的間歇性與不穩定性將對電網操作帶來極大的挑戰[2-4]。圖 2-1 顯示

陸域風力發電 100-106 年每月發電量統計，由圖中可觀察風力發電較高的月

份為 10 月至隔年的 3 月，而從 4 月到 9 月的風力發電量較低，特別是 5-8 月。

圖 2-2 則顯示太陽能發電 100-106 年每月發電量統計，其發電特性與風力發

電有互補的現象。例如太陽能發電在 6-9 月的發電量最大，而這些月份剛好

是風力發電量較低的月份。此外，太陽光電除了在 1-3 月的發電量較低以外，

其他月份的發電量差異不高，換言之，太陽光電可貢獻的發電能量較為穩定，

不似風力有非常明顯的季節特性。 

本研究根據目前台電公司所屬風場的實際量測數據，統計台電公司既有

陸域風場 2016 年與 2017 年容量因數如表 2-1 至 2-4 所示。表中的容量因數

(Capacity Factor, CF)統計分為二項：分別是依據原始量測資料以及排除風機因

故未發電的條件下統計的數據。依據原始量測資料便是完全依據台電公司提

供的原始量測數據進行統計，而排除風機因故未發電的容量因數統計為考量

在同一風場下，其他風機運轉發電但某些風機的發電量為零(風機本身或是量

測系統故障)的情形下，排除未發電的風機後重新計算的容量因數。換言之，

若兩者差異過大，表示該風場的故障率較高。若兩者接近，表示該風場的風

機以及量測系統事故率低，則容量因數真實反映該地區實際的風況條件。由

這些表格的統計數據可知，國內風場在觀園、彰工、恆春、中屯、湖西都有

良好的容量因數；這些風場二年的平均容量因數大部分高於 30%，特別是澎

湖離島地區。然而在石門風場、台中港風場、以及台中電廠風場，由統計數

據可清楚了解這些風場內的風機(或量測系統)事故率較高。由以上的統計資料

可知，目前台灣陸岸風場的風況條件不差，若能提高風機可用率，則全年風

場容量因數平均值可維持在 30%-40%之間。 



6 

 
單位：百萬度。 

資料來源：吳進忠，再生能源預測對於電力調度的重要性，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

中技社。 

圖 2-1 陸域風力發電 100-106 年每月發電量統計 

 
單位：百萬度。 

資料來源：吳進忠，再生能源預測對於電力調度的重要性，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

中技社。 

圖 2-2 太陽能發電 100-106 年每月發電量統計 

表 2-1 台電公司既有陸域風場 2016 年容量因數統計(Part 1) 

 
石門 林口 蘆竹 觀園 台中港 台中電廠 彰工 

平均值(MW) 198.7253 599.1542 255.4757 558.0037 491.7634 421.5841 648.7019 

最大值(MW) 660 2003.333 921.875 1519 11172.1 1970 2000.16 

標準差(MW) 233.778 702.976 312.4694 590.8809 607.97 568.8747 705.6237 

CF(排除風機

因故未發電) 
30.1% 30.0% 28.4% 37.2% 24.6% 21.1% 32.4% 

CF(依據原始

量測資料) 
13.4% 25.5% 28.1% 33.9% 13.0% 14.0% 28.8% 

資料來源：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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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台電公司既有陸域風場 2016 年容量因數統計(Part 2) 

 
王功 麥寮 四湖 恆春 中屯 湖西 金門 

平均值(MW) 712.2056 548.4767 521.2581 487.7601 218.1582 321.8047 536.0067 

最大值(MW) 2451.111 2000.182 1998.286 1522 613.6 939 2006 

標準差(MW) 851.4864 657.3612 624.0287 516.0061 213.5571 346.623 650.431 

CF(排除風機

因故未發電) 
31.0% 27.4% 26.1% 32.5% 36.4% 35.8% 26.8% 

CF(依據原始

量測資料) 
30.1% 25.5% 24.4% 29.2% 26.1% 32.5% 24.0% 

資料來源：本報告。 

表 2-3 台電公司既有陸域風場 2017 年容量因數統計(Part 1) 

 
石門 林口 蘆竹 觀園 台中港 台中電廠 彰工 

平均值(MW) 225.7815 620.664 286.9233 640.2923 605.7964 498.3836 727.9671 

最大值(MW) 660 2001.333 926.7143 1519.389 1951.429 2770 2022.933 

標準差(MW) 231.7925 710.4266 315.0818 614.3201 698.8184 657.2395 753.4727 

CF(排除風機

因故未發電) 
34.2% 31.0% 31.9% 42.7% 30.3% 24.9% 36.4% 

CF(依據原始

量測資料) 
17.3% 30.0% 31.3% 38.7% 19.1% 8.3% 33.3% 

資料來源：本報告。 

表 2-4 台電公司既有陸域風場 2017 年容量因數統計(Part 2) 

 
王功 麥寮 四湖 恆春 中屯 湖西 金門 

平均值(MW) 792.3183 574.3125 595.6229 555.7971 279.7309 359.1287 570.7471 

最大值(MW) 17816.4 2000.381 2000.714 1525 619.3333 932 2000 

標準差(MW) 913.4589 681.9603 667.8162 513.5018 251.3887 352.4315 607.4349 

CF(排除風機

因故未發電) 
34.5% 28.7% 29.8% 37.1% 46.6% 39.9% 28.5% 

CF(依據原始

量測資料) 
34.0% 26.2% 29.2% 34.6% 40.8% 35.0% 28.4% 

資料來源：本報告。 

本研究根據目前台電公司所屬部分太陽光電案場的實際量測數據，統計

永安鹽灘、核三、以及大潭太陽光電案場在 2016 年與 2017 年的容量因數年

均值，如表 2-5 所示。永安鹽灘位於高雄，為南部大型太陽光電案場，其統

計數據有其代表性，而大潭案場雖然裝置容量僅 651kW，但位於台灣北部，

因此可反應北部案場的容量因數。由表 2-5 的數據可知，台灣太陽光電案場

的容量因數介於 12%-16%左右，且每年的容量因數差異不大。此外，南部案

場的容量因數稍高於北部的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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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顯示台電公司三處大型太陽光電案場在不同月份的容量因數統計。

可以瞭解台灣太陽光電案場隨著季節的差異，其容量因數會有不同的差異，

不過南部地區的差異較低，大約集中在 15%-18%之間。然而北部地區的案場

差異較大:冬季大約在 8%-10%之間，然而夏季可高達 20%。 

表 2-5 台電公司三處大型太陽光電案場容量因數統計 

太陽光電場址 永安鹽灘 核三 大潭 

裝置容量 4.636 MW 1.457 MW 0.651 MW 

2016 年 CF 15.53% 15.04% 13.17% 

2017 年 CF 16.56% 15.72% 12.12% 

資料來源：本報告。 

表 2-6 三個太陽光電案場不同月份的容量因數統計 

月份 永安鹽灘 核三 大潭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1 月 10.67% 15.82% 11.09% 16.41% 5.87% 9.26% 

2 月 14.83% 15.28% 16.29% 15.34% 7.91% 10.66% 

3 月 13.52% 17.06% 14.30% 16.79% 8.95% 9.95% 

4 月 17.17% 17.77% 16.68% 17.77% 11.63% 14.21% 

5 月 18.24% 17.68% 17.88% 16.95% 14.89% 14.93% 

6 月 18.38% 16.69% 18.19% 16.69% 17.67% 14.61% 

7 月 18.31% 18.38% 18.16% 15.80% 20.91% 19.58% 

8 月 17.38% 18.47% 14.86% 16.12% 18.80% 8.57% 

9 月 14.07% 18.32% 9.83% 18.06% 14.36% 15.56% 

10 月 15.75% 16.47% 14.84% 13.71% 14.38% 12.42% 

11 月 13.22% 14.02% 13.90% 12.64% 11.61% 7.21% 

12 月 14.33% 12.60% 13.99% 12.40% 10.35% 8.44% 

年度 CF 15.53% 16.56% 15.04% 15.72% 13.17% 12.12% 
資料來源：本報告。 

由以上分析可知，若風機可靠率高，台灣風場的容量因數由於風況條件

佳，因此其年平均值約介於 30%-40%之間，但冬季與夏季的容量因數差異大:

冬季約為夏季的 3 倍左右。而太陽光電受限於日出的時數，因此台灣太陽光

電案場之容量因數年平均值約介於 12%-16%之間，然而其夏季尖峰時期的出

力也最大。圖 2-3 顯示台電公司於 2017 年每月份的負載、風力發電量、以及

太陽光電發電量的分布圖[1]，可以清楚看出，台灣負載高峰集中在 6 至 10

月的上午 10 點至晚上 10 點，此時太陽光電的發電貢獻高於風力發電的貢獻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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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負載 

 

(b)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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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太陽能發電 
資料來源：吳進忠，再生能源預測對於電力調度的重要性，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

中技社。 

圖 2-3 台電公司 2017 年逐月負載、風力發電量及太陽光電發電量的分布圖 

(二) 國內目前風力與太陽能的不穩定性分析[5] 

本節分析國內目前風場與太陽能發電場的不穩定性。主要經由歷史量測

的數據統計在不同季節、不同區域、以及不同案場容量大小的出力變動差異。

以風力發電而言，圖 2-4 顯示台灣北部觀園風場(總裝置容量達 30MW)不同季

節下與不同時間區間的變動量統計。此圖是以箱型圖來表示: 箱形的兩端為

第一個四分位數(涵蓋 25%之資料)(Q1)與第三個四分位數(涵蓋 75%之資

料)(Q3)，而箱形圖的中間線為中位數(median)顯示涵蓋前 50%資料之位置。

箱形上虛線的端點為極大值，箱型下虛線的點為極小值。此箱中共包含 50%

的觀察值(即 75%-25%=50%)。可以觀察在四個季節中，於一小時內，50%的

風力變動量大都在裝置容量的正負 5%以內，不過冬季的變動量較大，且風力

下降的變動量比上升變動量大。此外，數秒至一分鐘的變動量均遠低於裝置

容量的 1%。圖 2-5 顯示台灣中部彰濱風場(總裝置容量達 62MW)不同季節下

與不同時間區間的變動量統計。相較於觀園風場，彰濱風場的變動量較高，

特別是春季與冬季，且一小時內 50%的變動量已經略高於裝置容量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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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exant, Inc. 因應再生能源大量推廣之併聯規劃技術與運轉安全等議題研究完成報告，

2017 年 6 月。 

圖 2-4 觀園風場不同季節下與不同時間區間的變動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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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exant, Inc. 因應再生能源大量推廣之併聯規劃技術與運轉安全等議題研究完成報告，

2017 年 6 月。 

圖 2-5 彰濱風場不同季節下與不同時間區間的變動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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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太陽光電的變動量分析，圖 2-6 至圖 2-8 表示台灣北、中、南的太陽

光電場在不同季節與不同時間區間的變動量統計。依據這些統計資料，可以

發現太陽光電的變動量高於風力發電: 於一小時內，各案場太陽光電 50%的

變動量可達到裝置容量的正負 20%左右。此外，相較於其他季節，夏季的變

動量較高，特別在北部地區。不過北中南各區域的變動量似乎沒有太大的差

異。 

 

(a) 2017 年 1 月(冬季) 

 

(b)2017 年 7 月(夏季) 
資料來源：本報告。 

圖 2-6 大潭太陽光電場不同季節下與不同時間區間的變動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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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7 年 1 月(冬季) 

 

 

(b)2017 年 7 月(夏季) 

 
資料來源：本報告。 

圖 2-7 龍井太陽光電場不同季節下與不同時間區間的變動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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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7 年 1 月(冬季) 

 

(b)2017 年 7 月(夏季) 
資料來源：本報告。 

圖 2-8 永安太陽光電場不同季節下與不同時間區間的變動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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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再生能源預測的重要性 

全球再生能源占比逐年提高，然而相對亦衍生許多技術與經濟上的挑戰：

如電力交易市場設計、電力調度、併聯技術與相關的規範、輔助服務、傳輸

容量擴充、電力品質、穩定度、以及可靠度等問題，其中再生能源輸出的不

穩定性是其發展的最大障礙。近年來由於監控系統、預測技術、儲能系統、

分散式電源，以及負載管理技術不斷進步，已大幅降低再生能源輸出不穩定

性對系統所造成的衝擊，特別是再生能源預測技術，已被公認是增加再生能

源占比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優質的再生能源預測可降低備載容量成本、協助

系統操作者網路管理及防止傳輸容量壅塞、並可建立良好的市場交易機制。 

(一) 再生能源預測對於電力系統操作的影響 

電力系統運轉有不同考量的時間，包含極短期(數秒至數分鐘)、短期(數

分鐘到一小時)、中期(數小時到數天)、以及長期(一周以上)等[6]。而再生能

源預測的領前時間(lead-time)也考量到電力系統運轉與操作的條件，不同領前

時間的預測有不同的功能，例如極短期的風力預測可以進行風力機或太陽光

電的出力控制，進行頻率調節。而短期的預測可以輔助短期備轉容量、火力

機組調度、以及電力公司饋線調度，以維護電力系統操作安全。中期預測可

作為日前機組與線路調度規劃的參考，而長期再生能源預測可以協助電力系

統燃料以及線路與發電機停檢修規劃。而全球各電力市場也有不同的操作運

轉時程(Time Frame)，這些市場規劃也會決定各種再生能源預測的領前時間。 

再生能源預測對於電力系統操作的影響極大，精確的再生能源預測可以

降低系統操作的不確定性，進而降低系統備轉容量、需量響應、或是儲能系

統的需求，並減少機組調度的成本。此外，精確的再生能源預測可以協助電

力系統事先準備因應的措施，如所需要調整的線路切換、備轉或需量響應所

需的容量，以增加系統操作的可靠度，並可提供系統規劃的參考。 

(二) 再生能源預測與電力系統的應用 

當再生能源占比逐漸提高，大量的分散式電源逐漸取代傳統大型火力機

組，然而這些風場與太陽能案場可能分佈於輸電及配電系統各處，因此必須

強化這些分散式電源的線上（on line）監控管理以及預測的能力，例如溫度、

風速及風力、照度與太陽光電出力、區域負載，以及其他系統變數的監控與

預測。舉例而言，許多歐洲國家風機採用群聚式的併接方法，並成立風力調

度中心來統一調度管理所屬風機，特別在西班牙，其風力系統調度中心採用

階層式（hierarchical）控制架構。而葡萄牙風力系統亦採用相類似的中央控制

架構。許多風機製造商以及系統操作者已經強調遠端監控風機的重要性，因

此國際電工協會 IEC 已發展新的國際通訊系列標準 IEC 61400-25-XX，以協

助建立風機間的通訊聯繫準則。此外，若系統中的風機分別併接於輸電端與

配電端，則輸電系統操作者(TSO)與配電系統操作者(DSO)之間的聯繫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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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亦有其必要性。 

風能及太陽能變動主要是受到環境天氣與氣候變化的影響。過去風場或

太陽能場大部分為散佈於各處的小型案場，因此各地區短期的風速或雲層變

化將因大範圍分佈而互相抵消，導致輸出的平穩化，這將可大幅減輕系統操

作的困難度，避免增加短期備載容量的壓力。不過近年來世界各國逐步增加

大型風場(包含大型離岸風場)與太陽光電場計畫，將可能造成短期再生能源輸

出的大幅變動。舉例而言，丹麥 Horns Rev 離岸式風場在 20km
2 的面積中架

設 80 座風機，總裝置容量為 160MW，依據實際運行的統計，風力輸出變動

在 5 分鐘內曾高達 100MW。因此，以系統操作者的角度而言，再生能源大幅

度的變動若未有精確的預測技術將嚴重影響系統操作的穩定性。 

    依據經驗，再生能源預測對於大部分的電網操作者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特別是採行自由電力交易機制、高占比再生能源地區、以及高成本備載容量

的國家。舉例而言，為了增進系統風力併接的效率，西班牙政府於 2004 年公

佈的併網規範- Spanish Royal Decree 436/2004（簡稱 R2），要求裝置容量大於

10MW 的風場必須提供風力輸出預測值，若預測誤差高於某一設定值，更有

處罰的機制。此外，在高再生能源占比的電力系統中，備轉容量必須供應所

有系統發電及負載的不確定性，且反應速度應夠快，所以某些地區已陸續調

查當地的再生能源變動量，並依據統計結果訂定風場或太陽光電場所容許的

最大上升與下降的速率。 

    高占比再生能源併入對於電力系統相對產生許多技術及經濟的衝擊。許

多地區針對再生能源併入以及預測誤差的情境進行研究分析，此類型計劃著

重在計算併接成本、探討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對於市電電價、燃料成本、以及

操作成本的影響，以及再生能源預測的精確度對於系統經濟調度的影響。值

得注意地，在進行這些研究的過程中，取得當地氣象資訊是一項首要的工作，

包括氣象預測數據以及即時量測値。 

三、 風力發電與太陽能發電預測方法 

由於再生能源預測的重要性，世界各國許多研究機構、電力機構、以及

學校均大力發展再生能源預測相關的技術，包含開發預測模型、商業化軟體、

以及建立電力市場機制等。以風力預測為例，目前的方法大致可分為數值天

氣預報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NWP)、統計模式、人工智慧預測技術，

以及各種混合型(hybrid)預測模式[7-9]。而太陽光電預測在演算模型部分也與

風力預測相近，同樣包括數值天氣預報模式，以及統計模型及機器學習、人

工智慧、物理模型、以及混合式模型等[10-13]，另外在輸入的資料上，因為

影響太陽光電變動的主要因素為大氣中的雲層以及氣膠等阻擋了到達地面的

日照，因此利用影像分析技術萃取雲量變化作為預測模型的輸入資料是目前

較新興起的研究領域，主要方式有以地面向上拍攝的天空攝影機進行天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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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擷取，以及由太空向下拍攝的衛星影像，並透過像素計算解析出雲的特

徵變數[14]。太陽光電預測由於輸入資料在解析度上的差異，在不同的領前時

間適用不同的關鍵技術，例如在非常短期(數秒至數十分鐘)的預測，高解析度

天空影像資訊以及統計預測模式的重要性較高；若針對短期(數十分鐘至六小

時)的預測，則衛星影像、人工智慧模型的重要性便提高；而在長期的預測中，

各種數值預報模式的重要性即增加。此外，若所要預測的地理範圍越大，則

能涵蓋大面積資訊的衛星影像以及數值預報模式便愈重要。 

數值天氣預報模式(NWP)是利用數學方程式來描述大氣的變化，因這些

數學方程式都是偏微分方程而不易求解，因此目前利用數值的方法透過超級

電腦的運算求出大氣未來的變化[15]，包括溫度、壓力、風向、風速、雲雨以

及輻射量等。我國中央氣象局自 1987 年開始進行數值天氣預報技術之研發，

並產製客觀定量的模式預報產品作為預報作業的參考指引。目前中央氣象局

發展的數值預報模式包括全球預報模式和區域預報模式，全球模式提供全世

界的天氣預報，區域模式則針對小區域提供較精緻的預報。全球模式能提供

全球 0-15 天的天氣預報以及未來 6 個月的氣候預報，水平網格解析度約 25

公里。區域模式則提供未來 0-4 天的預報，最高水平解析度達 2 公里。建立

在不同的模式預報技術下，中央氣象局致力於建置從極短期（1 小時）到氣

候尺度（6 個月）的無縫隙（seamless）預報願景。 

傳統上我們習慣倚賴單一模式提供的天氣預報。但是受限於大氣過程的

複雜性與不確定性影響，往往使得單一模式的預報結果受到諸般的限制。因

此，中央氣象局發展所謂的「系集預報」系統，也就是一次使用多個模式，

應用特殊的模式擾動技術，提供未來可能的天氣預報資訊。多模式預報的平

均場雖然會失去一些預報的細節，但通常比單一模式的預報準確度高。而系

集預報成員所提供的離散度，更可以量化預報的不確定性和提供機率預報產

品，作為風險評估的依據。更甚者結合大數據分析技術，進而萃取出多元的

預報資訊。目前中央氣象局每天共產製 160 組的全球和區域系集預報產品。 

不管是全球模式或區域模式，亦或單一模式或系集預報模式，其對於高

占比風力或太陽能發電量的預報，均可提供有用的大氣預測資訊，包括溫度、

壓力、風向、風速以及輻射量等。類比於天氣預報從即時監測、幾小時、數

天到季節尺度的無縫隙預報概念，綠能也可以依據不同的數值天氣預報產出，

依據不同的預報特性，據以推動「無縫隙綠能預報」以及「綠能預報風險管

理」，此亦為歐美先進國家在綠能預測的重要發展趨勢。 

統計模型主要應用於短期預測，主要包括各式迴歸類模型以及線性及非

線性的時間序列模型(如 AR、ARIMA、ARMAX)。一般文獻主要應用此類模

型進行 1 小時至數小時前的風速風力預測或是日照度預測。相較於 NWP 預測

模式，此類模型的優點及主要訴求在於提供簡易、快速，以及便宜的預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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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因為僅需要預測場域本身的量測記錄就可以進行，且計算複雜度相對較

低，並不像 NWP 預測模式需要高成本的計算機與數值分析軟體，然而因統計

模型主要的預測概念是以模型來建構出未來預測值與現有觀測值間之關聯方

式，因此當預測領前時間愈長，未來預測值與現有觀測值間的關聯性越弱且

變異可能越大，統計模型相對的預測精確度也會愈差。加州 ISO 初期即是以

ARMA 統計模型作為短期風力預測的相關工具。 

典型人工智慧預測模型大略包含各種不同的類神經網路架構以及結合類

神經與其他人工智慧的預測模式。人工智慧預測模式的優點在於能學習輸入

與輸出間的關係，這種特性特別適合再生能源預測的工作，因為再生能源預

測具有不同變數的多輸入（包括各種大氣因子如壓力及溫度、歷史與即時量

測資訊、以及數值天氣預報等）以及相異變數間轉換的特性，而此種特性並

不容易以特定的數學函式來呈現，且由於再生能源發電裝置運轉老化影響，

各變數間對應關係相對複雜許多，很難以固定的轉換特性曲線來表示，需要

由人工智慧探究多個變數之間複雜的關係，利用人工智慧預測技術來轉換此

一複雜的非線性且時變的關係，進而獲得較佳的預測結果。 

建構再生能源預測模型首重評估輸入變數的個數與種類，特別應選擇與

未來高度相關的預測因子。換言之，輸入變數的選擇應先進行相關性

（correlation）分析，找出重要的影響因子並藉此架構預測模型的輸入格式。

大部分的再生能源預測模型，其輸入應包含氣象預報資訊以及即時量測數值。

此外，選擇人工智慧神經網路的架構以及學習方法是另一項重點，一般較常

應用的網路架構為前向式（feed forward）之倒傳遞網路(BPN)以及回饋式

（recurrent）架構，而訓練演算法常採用 Levenber-Marquardt 方法。 

大部分商業應用的再生能源預測模式屬於混合型模式，典型的方法包括

結合 NWP 與統計模型（或人工智慧預測方式）、結合神經網路及模糊系統的

預測模式（如 ANFIS），以及結合短期與中期的完整預測模式。舉例而言，典

型混合式預測模型首先接受來自數值天氣預報結果以及即時測量訊號，並利

用統計模型及人工智慧程序轉換為再生能源出力的預測結果。 

以下將細部介紹國內外再生能源預測的現況，以及國外典型電力市場再

生能源預測的機制。 

(一) 風力預測方法  

風速是決定風力發電出力變化的主要因素；國際間風電相關領域在執行

風場風速預測時，通常會採用組合多種預測模型的方法來進行預測，例如結

合人工智慧(如類神經網路)技術與氣象預報資訊等，以有效地進行長領前時間

的預測。國內學術研究單位在再生能源的風能預測已有多年的研究，但目前

並沒有專設機構在執行風力發電出力預測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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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政府加速推動再生能源政策，在可預期的未來將有大量的間歇性

再生能源併入電網，台電公司綜合研究所遂投入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究；早

期該所應用 ARIMA 統計技術於風力發電出力預測，其優點在於提供簡易、

快速的預測方式，不需要高成本的計算機資源與數值分析軟體，然而當預測

領前時間愈長相對的預測精確度也愈差；為有效地進行長領前時間的風速預

測，近年來該所則是應用類神經網路結合風場監控系統的實際量測值與氣象

預報資料來進行風速的預測分析。目前台電公司已建置的系統並上線提供調

度單位應用的有[16]: 

 台電公司風場 6/48 小時風力發電的預測系統，預測頻率:15 分鐘/1 小時。 

 民間風場 48 小時風力發電的預測系統，預測頻率:1 小時。 

圖 2-9 所示為台電公司風力發電預測網站示意圖。表 2-7 顯示台電公司

2017年各風場預測誤差統計，其誤差以正規化平均絕對誤差(Normalized Mean 

Absolute Error, NMAE)表示[16]。由表 2-7 可知，2017 年該預測系統在領前 1

小 時 與 領 前 24 小 時 的 預 測 誤 差 分 別 介 於 3.3-8.2%(NMAE) 以 及

8.1-19.5%(NAME)之間。目前風力發電預測資訊已提供調度單位在機組排程

的應用，依使用經驗回饋該系統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資料來源：周儷芬，台電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究現況，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中

技社。 

圖 2-9 台電公司風力發電預測網站示意圖 

國外在再生能源預測的起步很早，例如丹麥早在 1990 年就採用類似歐洲

風圖集的推理方法開發一套預測系統，主要概念是將數值天氣預報提供的風

速根據功率曲線得到相對應的風力發電値，並根據風場效率進行修正。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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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不斷的研發改良，此系統目前採用丹麥氣象研究院的高精度有限區域模

型(HIRLAM)作為數值天氣預報的輸入，而利用 WASP 模型轉換成不同高度

下的風速及風向値，並考慮風機尾流的影響。目前此套預測系統已實際應用

於丹麥東部、愛爾蘭、以及美國愛荷華州。此外，由丹麥科技大學所研發的

WPPT 風力預測模型自 1994 年以來便持續使用於丹麥西部電力系統中，主要

應用自回歸統計方法與其他最佳化參數搜尋方法相結合，預測 0.5~36 小時的

風力輸出。AWPT 預測模型為德國太陽能研究所(ISET)所開發的風力預測管

理系統(WPMS)中的一部分。WPMS 主要包含線上監控系統以及小時前與天

前的預測系統，該模型依據德國氣象局提供的精確數值天氣預報搭配類神經

網路進行風力預測。 

表 2-7 台電公司 2017 年各風場預測誤差統計表 

預測系統 領前時間 正規化平均絕對誤差(風場) 

48 小時 
1 小時 3.34% (湖西)至 8.15% (核三) 

24 小時 8.06% (湖西)至 19.5% (香山) 

資料來源：周儷芬，台電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究現況，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中

技社。 

綜觀國外具有代表性的風力預測系統，不外乎使用統計模型（如 WPPT、

SIPREOLICO、GH-FORECASTER 系統）、大氣數值分析的物理模型（如

Prediktor、Local Pred-RegioPred、HIRPOM 系統）、人工智慧模型（如 AWPT、

AWPPS），以及結合各類模型的綜合預測方法（如 Previento、ANEMOS 系統）。

這些系統大部分已實際應用於風力發電場的線上預測工作。表 2-8 整理這些

代表性預測系統的相關資訊：依據這些預測系統的運行經驗，風力預測誤差

的主要來源為 NWP 預測值以及模型本身的誤差。因此近年來風力預測研究機

構已嚐試結合多個 NWP 模型提供氣象預報，最具代表性的模型即為

ANEMOS 預測系統。值得注意的，目前所有代表性的風力預測模型並沒有任

何一個系統在所有情況及地點下都有最好的預測能力，換言之，任何風場地

點的風速風向均具有地域性，某一個風場中運行良好的預測系統不見得適用

於另一個風場。因此台灣在風力預測的研究中，雖可充分學習及參考國外系

統建模的經驗，但仍需要開發屬於本地風能特性的預測模型。 

在歐洲的德國、法國、愛爾蘭、葡萄牙、以及北歐等國，在風力預測模

型近期都採用混合式模型，其模型輸入的資訊包含即時量測數據(包含大氣相

關量測值與發電量)、數值預報數據、以及風場地理(Site Geography)訊息等，

且數值預報模式採用不同機構的預報結果綜合考量。數值預報的結果會以風

機機艙的高度為主要的資料採集高度。 

目前許多國家對於風力發電預測的精確度並沒有很明確的要求，不過德

國提出風力預測模型的精確度建議應在 8.8%以下。在各國的併網準則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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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有規範提出相關的精確度要求。例如在加拿大，當氣象預報冷鋒過境時，

要求風場必須在 1 至 4 小時(根據歷史經驗而訂定)內逐漸降低其風場出力。中

國 GB/T 19963 風力發電預測準則中規範風場必須提供 0-72 小時短期預測的

數據以及 15分鐘至 4小值極短時間的預測數據(頻率為每 15分鐘預報一次)。

愛爾蘭要求可調控的風場必須提供風力預測的資訊給系統操作者，且系統操

作者可要求所提供預測的頻率以及相關的預測時間等。 

表 2-8 世界各國所研發的短期風力預測系統 

預測模型名稱 研發機構 預測使用方法 實際應用狀況 

rediktor 丹麥 Riso 物理 
西班牙,丹麥,愛爾蘭,

德國 

WPPT 
IMM, 丹 麥

Copenhagen 大學  
統計 丹麥 

結合 Zephyr, 

WPPT, Prediktor  
丹麥 Riso, IMM 物理,統計 丹麥 

Previento 德國 Oldenburg 大學 物理 - 

AWPPS 

(More-Care) 
法國 Armines 

統計, 

模糊類神經 
愛爾蘭, Crete 

RAL 
英 國 Rutherford 

Appleton 實驗室  
統計 

愛爾蘭 

SIPREOLICO 西班牙 Carlos 大學 統計 西班牙 

Local 

Pred-RegioPred 

西班牙再生能源中心
(CENER) 

物理 西班牙 

HIRPOM 
愛爾蘭 Cork 大學 

丹麥氣象研究院 
物理 

- 

AWPT 德國 ISET 統計, 類神經網路 德國 

資料來源：吳元康，國外再生能源預測的現況與技術重點，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

中技社。 

在許多地區，風力預測的工作是風場或電力公司委託專責預測機構負

責執行，例如在美國，許多電力市場委託 AWS Truepower 進行風力預測的

工作，此外，美國能源局亦委託 AWS Truepower 進行風力預測改善計畫

(Wind Forecasting Improvement Project, WFIP)。在歐洲，許多電力市場(如

北歐市場)委託 AleaSoft 能源預測公司進行相關的預測工作。這些預測公司

開發自己的預測技術與商業軟體，且預測的項目不僅包含風力預測，尚涵

蓋負載預測、電價預測、以及其他再生能源預測。 

    在國外的風力預測市場機制探討上，最典型可參考的代表為美國德州

ERCOT。由於德州的風力規模大，相關的市場運作機制可值得參考。ERCOT

電力市場每小時執行未來 48 小時的風力預測，包含 50%以及 80%機率超越

預測值。舉例而言，圖 2-10為 ERCOT電力市場風力預測的兩種數值:STW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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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TEWPF。STWPF 為發生機率最高的風力值，亦即有一半的機率會超

越此值，而 TEWPF 為風力有 80%的機率會超過此值。 

 
資料來源：吳元康，國外再生能源預測的現況與技術重點，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

中技社。 

圖 2-10 ERCOT 電力市場風力預測:STWPF 與 TEWPF 

有許多的應用與程序來使用 ERCOT 電力市場的風力預測值。例如應

用於風力發電資源(Wind Resource Plan)的規劃、或是直接被系統操作者在

控制室使用、以及被用來決定 ERCOT電力市場每月的 Non-spinning Reserve

的輔助服務需求。發電資源規劃(Resource Plan)是用來提供每小時發電與調

度的資訊，其中一個目的是作為 replacement 備載容量輔助服務的參考。換

言之，目前 ERCOT 電力市場輔助服務需求的規劃都需要考慮風力預測值，

且 ERCOT 系統操作者有義務提供風機可靠度以及氣象資訊，並改善風力

預測的精確度。除了風力預測外，ERCOT 電力市場並開發風力突升/突降

告警系統(Large Ramp Alert System)，分析系統中風力可能產生突升或突降

的機率，系統操作者可藉此系統了解氣象變化對於風速突變的影響。風力

突升/突降告警系統可顯示在未來的不同時間中(分別為 15 分、1 小時、以

及 3 小時)，調節(Regulation)增加或減少需求的機率。ERCOT 電力市場風

力突升/突降告警系統主要包含以下資訊: (1) 風力突升或突降事件發生機

率的估計(例如在一小時內增加 1000MW 的機率)、(2) 可能造成風力突升

或突降的氣象資訊(例如某一冷鋒(Cold Front)過境)、(3) 風力突升或突降

的起始時間、影響時間、以及最大可能的爬升/降低速率、(4)氣象時變圖

(Time Variant Graphics)。該告警系統將提供未來六小時各局部低區以及德

州 ERCOT 全系統的風力變化機率預測。 

    ERCOT 電力市場在風力預測的挑戰主要是如何有效蒐集所有風力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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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數據並獲得精確的風力預測值。這些資訊的量極大，包括各地區的氣

象資訊以及風機的可利用率，若是這些蒐料蒐集不完整，即使擁有精確度高

的風速預測也可能無法精確預測風力。此外，ERCOT 系統操作者另一個挑戰

是當風機因故處於切離的狀態(如風速過高或是發生故障)時，如何預測

ERCOT 系統的風力輸出。假設風機切離的資訊已知且這些數據已被排除在風

力預測訓練的資料中，則系統會有許多資料被排除，導致需要更長的量測數

據才能有效進行風力預測。 

ERCOT 電力市場早期預測風力發電常有較大的誤差，特別是當冷鋒面過

境或是其他氣象大幅變動的情形，例如2009年5月16日，冷鋒面通過ERCOT，

ERCOT 市場高估總體風力發電值達 4000MW。因此高占比風力發電必須特別

注意氣象預報的精確度，特別是極端氣候的預報值。 

(二) 1.3.2 太陽光電預測方法  

太陽光電出力預測可大致上依照其預測的領前時間以及預測模型所倚靠

的資料類型來作主要的分類，包括了即時量測資料、天空影像、衛星影像、

天氣數值預報(NWP)以及長時間量測歷史資料庫等，其在應用上的特質可參

考表 2-9 所示。 

表 2-9 太陽光電出力預測主要類型 

預測 

範圍 

預測模型 

主要輸入資料 

時間 

解析度 

空間 

解析度 

最大 

空間尺度 

最大 

時間尺度 

小時內 天空影像/即

時量測資料 

30 sec 10-100 公

尺 

3-8 公里方圓 數十分鐘 

日內/日前 衛星影像 15 min 1 公里 65°S– 65°N 5 小時 

日前 NWP 1 小時 2-50 公里 全球 10 天 

長期 長時間歷史量

測資料 

日/月 依紀錄資料

決定 

依紀錄資料

決定 

5 年 

資料來源：陳彥銘，太陽光電預測技術簡介，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中技社。 

而在預測模型的演算方法方面，太陽輻射受太陽高度角、大氣條件、日

照時間、以及日期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存在著很大的隨機性。氣象領域發展

至今，有關太陽輻射的研究已有許多物理意義的模型或方法，如晴天太陽輻

射模型（如 ASHRAE 模型）、半正弦模型、以及 Collares-Pereira & Rabl 模型

等，這些模型基本上不考慮複雜氣象和環境影響所造成地表太陽輻射的變化，

因此計算結果與實際值差異往往很高，主要作為最佳情況的評估或者作為其

他模型計算時的起始參考。此外，目前的氣象預報模式(NWP)雖已累積龐大

的資料庫，但因其運作方式為先由全球模式計算出全球格點的預測值，再將

全球模式輸出的格點預測值輸入地區模式再進行區域的格點預測，而因為氣

象預報模式的計算量極為龐大，在考量計算能量與計算時間上的需求，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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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模式的格點解析度約 250km，而地區模式的解析度約 2km，尚不能提供

更高精度的地面太陽輻射以及發電量預測，而台灣的太陽光電以中小型場域

為主，因此為提升預測解析度有必要進一步在氣象預報模式基礎上探討利用

人工智慧及統計理論來輔佐短期太陽光電（PV）系統的發電預測。 

在太陽能相關預測文獻中，對於直接預測發電功率的文獻量較少，這些

研究工作以各種型式的類神經網路預測技術為主。而大部分太陽光電預測仍

以預測日照度(光輻射，Solar Radiation）為主。此因發電功率預測實可切割為

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對地面日照度的預測模型，第二部分為將日照度轉換為

發電功率的轉換模型，而因日照度轉發電量的轉換模型主要是受太陽能板本

身的規格、設置方向角、仰角、老化等因素影響，屬於物理性質可掌握度較

高，所以太陽光電發電功率的不確定性主要需要能獲得良好的日照度預測，

才可大幅提升太陽能發電預測的準確度。日照度的預測模型大約可分成物理

模型、統計模型、人工智慧模型、以及混合式模型。其中人工智慧模型以各

種型式的類神經網路為主，如倒傳遞(FFNN)、徑向基（RBFNN）、及遞迴式

類神經網路(RNN)等。而統計模型則包括迴歸模型、轉移函數模型、差分自

回歸滑動平均(ARIMA)模型、馬可夫鍊模型、以及灰模型等。而混合式模型

為目前光輻射預測的主流，主要是能結合各模型互相截長補短以達成更好的

預測準確度，例如物理模型與統計模型的結合，將物理模型輸出以統計再進

行預測值補正，或者結合不同的演算方式，例如包括結合類神經網路與小波

分析、模糊邏輯、統計模型等的混合型模型，亦有結合短期與中期預測的綜

合模型。 

台電公司綜合研究目前以再生能源處所屬太陽光電站為基礎，已開發未

來 48 小時的太陽光電出力預測系統，預測頻率為 1 小時。目前為因應太陽光

電的裝置容量快速增加，該所正在開發區域太陽光電出力預測相關技術，以

及不同預測尺度之太陽光電出力預測系統。圖 2-11 表示太陽光電預測系統架

構示意圖[16]，考量不同領前時間長度的預測需求，其預測模型需參考衛星雲

圖(偵測雲量資訊)、數值天氣預報、日射量觀測值以及太陽光電站的地點分布

等資訊，以進行日射量預測，進而參考太陽光電系統的發電資訊，執行太陽

光電發電出力預測。圖 2-12 所示為台電公司所建置的太陽光電預測網站示意

圖[16]。 

目前全球已經有很多太陽光電預測的公司機構進行相關的預測工作，例

如位於西班牙的AleaSolar公司、德國DNV GL開發的短期太陽光電預測模型、

位於丹麥的ENFOR預測公司、位於義大利的Datameteo、位於法國的Reuniwatt、

位於澳洲的 Solcast、位於德國的 Enercast、位於加拿大的 WPred，以及其他

相關預測公司。可見全球電力工業對於太陽光電預測的重視。 

舉例而言，在法國主要有兩個公司 Reuniwatt 與 Steadysun 進行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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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彥銘，太陽光電預測技術簡介，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中技社。 

圖 2-11 太陽光電預測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周儷芬，台電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究現況，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中

技社。 

圖 2-12 台電公司太陽光電預測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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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預測。Reuniwatt 針對太陽光電預測分為短期與長期: 短期預測使用天空影

響技術 Sky InSight，偵測短期雲層的變化，此外，針對任何太陽光電場址，

亦可採用即時衛星影像作為預測模型的輸入變數之一。衛星影像資訊可以監

視較大規模的雲層移動，且可以做為數值天氣預報數據的修正參考，可作為

日前預測的重要變數之一。Reuniwatt 針對太陽光電場出力較長期預測(一日前

至 7 日)，結合天氣數值預報以及人工智慧與統計等模型進行預測。德國

Enercast 提供再生能源的預測，目前已提供再生能源裝置容量達 80 GW，涵

蓋全球 18 個國家的預測服務。Enercast 亦採用衛星影像資訊、日照量測資訊

等進行太陽光電預測，此外，Enercast 亦考慮太陽光電場的資訊(如裝置容量、

地點、太陽光電版型式)、過去歷史實際發電量(可長達三年的數據)、以及選

擇相似特性的光電案場進行預測修正，而類神經網路是作為訓練天氣變數與

功率輸出的方法。 

丹麥 ENFOR 公司建立於 2006 年，該公司是由原先丹麥科技大學研究團

隊所創設。該公司研發 SolarFor™ 太陽光電預測軟體，其結合物理模型以及

先進的機器學習技術，該預測模組一旦有新輸入的資料(包含氣象預測或是發

電量資料)便會更新預測。此外，該模組可以接受來自不同的天氣預報數值作

為輸入，並針對不同的太陽光電場區以及不同的時間自動偵測最佳的預測輸

入變數。這個軟體具備自我學習( self-learning )以及自我校正 (self-calibrating)

的功能，它可以連續學習太陽能電場的出力特性以及依據案場的環境改變、

季節變化、以及模組老化自我校正發電出力值。SolarFor™ 太陽光電預測軟

體的主要優勢包含可預測不確定度的範圍、考慮太陽光電模板溫度下的發電

功率、自動陰影偵測、以及基於衛星資訊以及線上量測資料進行數值預報模

式的修正。 

    SOLARGIS 公司亦累積 15 年的預測經驗，提供太陽光電場出力預測，該

公司可以進行 10 天前的太陽光電預測，主要採用更精確的數值天氣預報模式

以及衛星影像資訊。除了長期預測外，SOLARGIS 公司亦提供較短期(達到 6

小時領前時間)的預測模型，其預測模組主要採用雲層移動向量(Cloud Motion 

Vector, CMV)模型: 利用即時的衛星影像資訊預測未來雲層的移動。 

    位於德國Oldenburg的Energy & Meteo Systems公司亦進行太陽光電的預

測服務，主要的服務區域為北美地區以及澳洲。該公司採用所研發的 Suncast

預測軟體進行預測工作，提供 10 天前的太陽光電預測數據，且資料的解析度

達到每 5 分鐘一筆預測值。此外，該公司亦可預測較短時間的太陽光電出力，

且每 15 分鐘更新一次預測值。該公司與許多全球先進的太陽光電變流器

(Inverter)廠商(如 SMA Solar Technology AG)有很密切的合作關係，因此可改

善預測的精確度。該公司的預測模組包含 TSICast、StatCast、CIRACast、

MADCast、以及 WRF-Solar-Nowcasting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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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ICast 模組使用地面天空攝影機進行短期太陽光電預測；該系統採用多

角度觀測，進行雲層移動的跟踪任務，並找出雲層移動的特徵，與輻照度模

型結合進行太陽光電預測。StatCast 使用機器學習技術進行 3 小時以內的預測

工作，它的輸入資料包含最近期的案場內實際量測值、案場附近的量測值、

以及訓練資料庫數據。StatCast 預測模組內又包含 StatCast-Persistence、

StatCast-Cubist、以及 StatCast-RD 次模組。StatCast-Persistence 是屬於一種智

慧型的 Persistence 技術，傳統 Persistence 模型是拿前一刻之實際觀測值作為

下一刻之預測值，然而日照度本身在一天內隨太陽角度不同就會隨時間有固

定的高低變化，因此智慧型 Persistence 則是改利用天空 clearness 指標(實際日

照度/晴天日照度)來修正傳統的 Persistence 模型，因若天空雲層特徵並無特別

變化，太陽輻射因遮擋而衰減的比率隨太陽位置產生的變化較小，也就是

clearness 指標會差距不大，因此可改善原本 Persistence 模型自帶的系統性誤

差。StatCast-RD 將天空的狀態利用 K-Means 集群(Clustering)分析法分成不同

的雲層區域，而每一個區域利用類神經網路進行訓練的工作。CIRACast 模型

以及 MADCast 模型的原理是利用衛星影像鑑別雲層的特徵，並將這些特徵匯

入數值天氣預報模式進行修正。而 WRF-Solar-Nowcasting 模型屬於數值天氣

預報的模型。 

太陽光電預測的準確度要求在國際間並無明確的單一規範，因各國本身

的天氣條件差異很大，地區雲量變化劇烈與否對於預測的難度影響甚鉅，此

外，不同的預測長度以及地理範圍對於預測準確度的難易程度也有不同。預

測準確度的實用標準應主要是由電網操作需求而決定，而大型電網與小型電

網對於預測誤差的承受能力不同，自然對於準確度要求也會各異。表 2-10 為

國際上對於不同地區範圍以及預報長度的準確度參考[17-18]。 

表 2-10 太陽光電預測準確度參考 

資料來源：陳彥銘，太陽光電預測技術簡介，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中技社。。 

國/地區別 
日前預報 

(預測長度/間隔) 

準確度 

(1-MAPE) 

當日預報 

(預測範圍) 

準確度 

(1-MAPE) 
附註 

美國科羅拉多州 

(獨立電廠) 

次日 0-24 時 

(1 hr) 
85% Intra-hour 89% 單一場域 

美國科羅拉多州 

(丹佛區域) 

次日 0-24 時 

(1 hr) 
92% Intra-hour 94% 

城市範圍地

區 

美國科羅拉多州 

(一個州) 

次日 0-24 時 

(1 hr) 
93% Intra-hour 96% 州範圍地區 

美國西部電網 
次日 0-24 時 

(1 hr) 
97% Intra-hour 98% 大範圍地區 

美國 UCSD 

(一個校區) 
    

Intra-hour 
85% 單一場域 

(每 5 分) 

日本 JWA 

 (一個院區) 
    

Intra-hour 

(每 30 分) 

平均誤差為

140 W/m
2
,準確

度約 77% 

單一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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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數值預測模式與氣象資訊在綠能開發之應用[19] 

    中央氣象局近年積極推展氣象資訊在綠能開發之應用服務，首先，為配

合再生能源預測的需求，在大氣數值預報模式上，中央氣象局擬定模式發展

計畫，致力於改善台灣地區的數值模式預報能力，並由全球模式(GFS)和區域

模式(CWBWRF)預報，逐小時輸出 100 公尺高度風場資料，以及地面的壓力、

溫度、濕度、雲量和太陽輻射等，配合先進的降尺度技術，將預報輸出到水

平 1 公里網格解析度，以獲得高時空解析度的精緻預報資訊並以產業經營策

略及風險評估需求為依歸，據以提供優質的短中長期即時綠能預報資訊。 

    中央氣象局同時陸續蒐集歷史資料，以產業廠址選擇及經濟效益需求為

依歸，提供現在及未來優質的綠能產值評估資訊。此外，隨著國內離岸風力

的發展，中央氣象局亦開發離岸風場海氣象風險系統，並積極提升劇烈海氣

象預報能力、建置離岸風場區即時監測通訊設施、開發施工海氣象風險評估

系統，以產業經濟效益及施工風險評估需求為依歸、提供優質的離岸風場海

氣象預報及施工風險評估資訊。 

    目前氣象局在綠能開發之應用研究上主要的工作項目包含: 

 建置綠能即時預報系統: 結合數值天氣預報、物理降尺度、統計預報，進

行最佳化綠能發電量推估模型，提供政府單位以及業界使用與參考。 

 建立客製化綠能評估系統: 利用地面觀測以及衛星觀測的資訊，並結合風

機與太陽能發電實際量測的數據建立高解析度再生能源密度資料，接著

考量風機陣列尾流風場分布模型強化物理模組，進行客製化綠能評估。 

 建置綠能環境長期監測預報系統: 利用監測資料及氣候變異/變遷之概念

與理論模式。 

 建置離岸風機施工決策系統: 利用最先進氣、海象系集預報資訊進行海上

交通管理，使得海上施工可如期、安全完成。 

    為了提升太陽能預報的精確度，目前中央氣象局已建構台灣地區中南部

全天空輻射計實驗監測系統，強化預測模型的有效輸入變數。此外，中央氣

象局亦進行衛星反演地表日射量分析，研究項目包含: 

 完成日射量反演系統流程設計: 包含反演程式增加相關天文及大氣要素

以及日射量與地面觀測站比對驗證。 

 利用晴空輻射傳遞模式計算大氣層頂反射率。 

 探討雲、氣溶膠、坡度與坡向對日射量影響。 

 衛星反演日射量產品為每小時產出，完成逐時日射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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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再生能源預測挑戰以及跨單位合作架構 

    再生能源具有高度間歇性與不穩定性，未來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勢必增

加電網操作的挑戰性。如何提升再生能源預測的精確度並精確點出再生能源

出力的不確定度範圍以及發電量突增(或突降)的發生點是非常重要的。以風力

發電而言，影響風力預測精確度可能來自於預測模組的精確性(如模型架構以

及所使用的演算法)、輸入變數的有效性以及輸入變數之間的相關性、風場內

部的尾流干擾、數值天氣預報的準確性、風機操作狀態的掌握、以及風場量

測資訊的可靠度等。而太陽能發電預測，若單純結合照度歷史量測數據以及

發電量進行預測，大部分的誤差都較大，此因為雲量的變化導致出力的不穩

定性，特別是地理範圍較小的案場。因此太陽光電預測首重於對於捕捉雲層

移動偵測的精確度，需要藉由地面的天空影像攝影以及天空的衛星影像進行

輔助。此外，對於較長期的預測，都需要精確的數值預報模式以捕捉未來可

能的發電趨勢。 

    再生能源預測與傳統電力負載預測最大的差別在於傳統負載特性具有高

度的歷史相關性，因此可以藉由過去歷史資料的相關性統計來預測未來的負

載變化，然而再生能源預測更重視預測當下的大氣數據，而這些大氣環境數

據(如風速、照度、雲量變化等)並不一定具備歷史週期性。因此較難藉由過去

歷史資料的變動來推估未來的發電量。如何精確的描述預測當下的大氣數值

將是再生能源預測是否精確的關鍵因素。而這些大氣數值預測都需要高規格、

高成本較高價的超級電腦硬體資訊與量測設備才能進行。此外，由於每個預

測模式都有其優缺點，因此近年許多研究機構或預測公司將各種預測模式進

行整合，同時執行不同預測模型並加以整合，從中開發較佳的預測模組。其

中最典型的代表為 Anemos 風力預測模組，它是一套結合多個不同的統計以

及物理預測模型，並涵蓋歐洲許多大學、電力公司、以及研究機構的研究成

果，目前預測的風力裝置容量達到 50GW，已完成預測商業化的目標。 

   再生能源預測研究為跨領域與跨單位的合作項目。所需要的技術涵蓋電力、

大氣科學、資訊、量測、以及其他相關領域。而合作的機構可涵蓋研究單位、

大學、政府機關、電力公司、以及私人公司。國外電力系統操作大部分委託

專業預測公司進行再生能源預測，以美國德州 ERCOT 為例，ERCOT 委託多

家專業風力預測公司進行預測，並將預測結果提供給各風場，請各風場依據

實際運轉情況(如維修、故障)調整預測值，再將調整後的結果送回電力系統操

作者參考。北美許多電力市場委託 AWS Truepower 進行風力預測的工作，而

歐洲許多電力市場(如北歐市場)委託 AleaSoft 能源預測公司進行相關的預測

工作。這些預測公司開發自己的預測技術與商業軟體，且預測的項目不僅包

含多元化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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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議 

 風電、太陽光電等間歇性再生能源的出力與天氣息息相關，氣象預報資

訊是發展精確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的關鍵資料來源之一；國際間發展再生

能源預測皆有國家級專業氣象機構投入相關的研究發展計劃；因此建議

政府也能整合國家級氣象、能源領域相關資源，強化再生能源預測之發

展與應用，以因應並降低能源轉型過程中對電力系統所造成的衝擊。 

 歐洲 Anemos 風力預測模組最早原先為一個歐盟研究計畫，結合歐洲七個

國家以及 22 的研究團隊進行跨國跨領域的合作，逐年發展成目前的風力

預測模組。目前在丹麥 ELSAM、法國 EDF、西班牙 EHN 與 IDEA、希

臘 PPC、愛爾蘭 ESB、英國 SONI、以及挪威與部分德國 EWE 利用 Anemos

預測模組進行風力預測工作。建議國內可由能源主管機關組織一個團隊，

逐年發展再生能源相關技術。 

 近年來國際再生能源風力發電預測技術研究機構多已嚐試結合多個NWP

系統模型提供的氣象預報資訊，最具代表性的模型即為 ANEMOS 預測系

統。數值天氣預報的成功因素包括足夠與準確的氣象觀測資料，配合有

效的資料同化技術、合理精確的大氣預報模式以及具高速運算能力的電

腦資源等，此皆具有高成本、高技術門檻的特性。中央氣象局長期專注

於數值天氣預報技術發展或軟硬體投資，因此再生能源預測技術的研發

與作業應充分應用中央氣象局數值天氣預報相關產品，以發揮跨領域應

用之綜效。 

 目前國內再生能源占比仍不高，因此再生能源的不確定性對於電網來說

還能承受，但為順利達到 2025 再生能源佔比達 20%的目標，再生能源預

測為電網操作以及維持電網安全不可或缺的關鍵。而參考國外經驗，伴

隨再生能源發展以及電力自由化市場，應發展再生能源預測成為一個新

興服務產業，且因為各國地理環境差異大、場域大小及規格差異不同，

台灣的獨立電網條件以及客製化需求等皆不同，因此建議須落實本土化

以貼近國內需求並掌握自主技術，並透過商業模式的刺激，引導廠商投

入更符合使用端需求之服務系統。例如國內太陽光電多為小場域但將來

數量龐大，單一場域的預測價值度不高，而須是以區域範圍或者以饋線

別來進行預測，但此需求就要有系統能彙整各個小場域拋轉的即時觀測

資料供預測模型使用，也需要有後端管理平台來進行場域基本資料的更

新管理以及系統維護等，可透過法規要求及使用者付費(可能是電網業者

或者發電業者)機制建立出商業模式，讓能提供優良服務之廠商持續維

運。 

 目前所有代表性的再生能源預測模型並沒有任何一個系統在所有情況及

地點下都有最好的預測能力，換言之，任何風場地點的大氣環境均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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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某一個風場或太陽光電場中運行良好的預測系統不見得適用於

另一個案場。因此台灣在再生能源預測的研究中，雖可充分學習及參考

國外系統建模的經驗，但仍需要開發屬於本地再生能源出力特性的預測

模型。 

 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包含一些能源技術相關的

研究發展工作組，例如風力預測研究發展工作組 (IEA Wind Power 

Forecasting Task 36)，其成員來自天氣服務公司、電力公司、學術研究機

構、以及預測相關產業。台灣相關人員可以也可以積極加入此一工作小

組，瞭解國際再生能源預最新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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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輸電級再生能源併網情境建立及供電穩定之影響評估 

 

劉志文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2016 年 5 月政府宣布啟動能源轉型，其中政策目標分為兩大部分，潔淨

能源發電結構以及非核家園願景。行政院更是於 2016 年 9 月 17 日發布新聞

稿「為邁向 2025 非核家園，推動新能源政策」，為台灣積極建置再生能源拉

開了序幕。在政府積極推動下，2025 年台灣再生能源裝置容量規劃應達

27,000MW，其中又以 20,000MW 的太陽光電及 4,200MW 的風力發電為主，

裝置容量占比將達到全台灣裝置容量的 50%，發電比率將占全年度發電量

20%，發電量估計約 532億度。相比於 2017年台電系統總裝置容量 41,880MW，

年總發電量為 2,310 億度的環境，再生能源發電量只達 4.9%之占比，仍有許

多進步空間。由於再生能源發電的間歇特性，「20%」這數字看似足以對台灣

既有的電力系統造成不小衝擊與影響，但這只是全年發電比率而並非瞬時發

電比率，屆時白天的瞬時發電比率必定會高出 20%許多，因此，以確保維持

良好的電力系統品質與穩定度，再生能源併網相關衝擊分析尤其重要。    

本章針對單一案場裝置容量大，對系統衝擊較為顯著的輸電級再生能源

進行影響評估說明。台灣自然環境及氣候因素將導致再生能源裝置集中於中

南部，並以彰化外海地區的離岸風場與中南部閒置土地建立之地面型太陽能

案場為再生能源主要建置地域，基於此特性以及政府的能源政策，預估將會

有許多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併網。筆者以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的觀點出發，

探討併網情境建立及供電穩定之影響評估提供讀者參考。並將本章分為五個

部分介紹。第一節介紹我國電力系統規劃與發展，將針對台灣電力系統規劃

及高佔比再生能源下智慧電網的應用進行簡介，並使讀者了解何謂輸電等級

再生能源。第二節介紹國外再生能源併網造成的系統衝擊因應對策，探討美

國德州、美國加州以及愛爾蘭電網於高佔比再生能源所做的應對策略。第三

節介紹國內再生能源系統衝擊分析工具及項目，說明台電公司目前使用的併

網模擬軟體工具、輸電級太陽能岸場與輸電級離岸風力發電分析項目與內容，

以便於併網前就能了解該案場對系統所造成的衝擊。第四節介紹再生能源併

網對供電穩定之影響評估，針對台灣特有的地理環境與用電習慣進行系統影

響評估，提出台灣可能遭遇的困境。第五部分探討如何降低我國輸電級再生

能源併網對供電穩定影響之建議，本部分將以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之觀點，

分別為提出規劃與運轉面之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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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電力系統規劃與發展 

(一) 台電公司長期電源開發 

推動能源轉型需於穩定的電力供應為前提下進行，再配合政府三大能源

政策：非核家園：核電廠於 2025 年以前如期除役；穩定供電：2019 年起備

用容量率維持 15%以上，備轉容量 10%；空污改善：透過環保調度改善區域

空氣品質。基於以上政策，列出台電公司規劃於 2025 前所提出的長期電源開

發方案(見表 3-1)。 

表 3-1 2018 年台電公司長期電源開發方案摘要表 (單位:10MW) 
年 水力及其他再生能源 火力(容量) 核能 

計畫名稱 
容

量 
計畫名稱 煤 油 氣 計畫名稱 容量 

2016  692  1149 332 1524  514 

2017 

  大林新#2 80     

  (大林#3,#4 退休)  -75    

  (通霄 CC#1~#3 退休)   -76.4   

  大潭#7 第一階段單循環機組   60   

2018   
通霄新 CC#1   89 (核一廠#1 退休) -63.6 

大林新#1,#2 160     

2019 

太陽光電三期 10 通霄新 CC#2   89.3 (核一廠#2 退休) -63.6 

太陽光電四期 1.2 林口新#3 80     

太陽光電五期 15 金門塔山#9,#10  2.2    

澎湖低碳風力 3.3 (協和#1,#2 退休)  -100    

  (大林#5,退休)   -50   

2020 

風力五期 3.6 通霄新 CC#3   89.3   

綠島地熱示範電廠 0.2 (通霄 CC#4,#5 退休)   -77.2   

太陽光電二期 1.1       

離岸風力一期 11       

鯉魚潭水庫景山水利 0.4       

2021 
湖山水力小水庫 0.2 大潭#7 第二階段汽輪機組   40 (核二廠#1 退休) -98.5 

集集攔河堰南岸二小水利 0.4       

2022 
  大潭 CC#8   100   

  (台中 GT#1,#4 退休)  -14    

2023 
全台小水利一、二期 2.0 興達新 CC#1   130 (核電廠#2 退休) -98.5 

風力第六期 8.0 (興達#1,#2 退休) -100     

2024 

太陽光電第六期 23 台中 CC#2   130 (核三廠#1 退休) -95.1 

  大潭 CC#9   100   

  興達新 CC#2   130   

  (興達#3,#4 退休) -110     

  (協和#3,#4 退休)  -100    

2025 

地熱一期 4.8 台中 CC#2   130 (核三廠#2 退休) -95.1 

  深澳新#1 60     

  協和新 CC#1   130   

  (台中 GT#2,#3 退休)  -14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電源開發處“106 年長期電源開發方案” 

為增加供電能力以及達成潔淨能源發電結構(天然氣發電占比 50%、煤炭

發電占比降至 30%、再生能源將發電占比提高至 20%)，台電公司規劃至 2028

年前規劃新增燃氣機組 15,678MW、燃煤機組增 4,400MW，再生能源裝置容

量則於 2030 年前增為 5,400MW。台電公司新增的發電機組中以燃氣機組為

主，除了燃氣機組排放的汙染物質與燃煤比起來低了許多，另一個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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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燃氣機組具有快速啟動、升載降載特性，可用於因應再生能源發電的間歇

特性。 

(二) 輸電級再生能源介紹 

輸電與配電系統是依照電壓等級進行劃分的，適用於台灣本島及澎湖地

區各電壓等級之輸電系統，包括 345kV、161kV 及 69kV 之各級變電所、開閉

所及輸電線路；配電系統的高壓則以 11.4kV 及 22.8kV 為主。不同電壓等級

對應之輸電線容量不相同，電壓等級越高輸電線容量則越高，輸電線容量越

高代表能傳送的電力就越多。換句話說，輸電線就猶如水管一般，輸電容量

越高代表水管的管徑越粗，能輸送的水量也越多。 

由於不同電壓等級對應的輸電容量不同，因此，再生能源併網時須按照

其總裝置容量併接至適當的電壓等級系統。於「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

要點」詳訂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網容量規定(見表 3-2)，總容量在 10MW 以上

未滿 20MW，若處無 22.8kV 配電線路地區者或總容量在 20MW 以上者，得

併接於特高壓系統，其中特高壓系統係指電壓等級超過 25kV，於台電系統中

相當於 345kV、161kV 及 69k 之輸電系統。換言之，輸電級再生能源代表的

就是總裝置容量大於 20MW，併接於輸電系統之大型再生能源案場。 

表 3-2 國內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接容量規定 

規範 併接電壓等級 最大併網容量限制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

併聯技術要點 

110V/220V/380V 未滿 100kW 

220V/380V 100kW 以上且未滿 500kW 

11.4kV 100kW 以上且未滿 10MW 

22.8kV 10MW 以上且未滿 20MW 

特高壓系統 超過 20MW 

資料來源：整理於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 

為加速推動能源轉型之目標，過去兩年政府全面性推動再生能源發展、

修訂電業法及簡化併網流程措施以便加快業者併網申請如：簡化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併聯(總容量不及 20kW 者申設流程免審查)等，申請再生能源併網的裝

置容量可由民眾住家屋頂上的小型太陽光電到數百公頃的輸電級再生能源案

場。申請太陽光電併網概況(見表 3-3)，於 2018 年 7 月前已審核通過的總裝

置容量為 4.4GW，輸電級案場占總申請容量之 27%。 

表 3-3 太陽光電申請概況 

 輸電審核通過 配電審核通過 

總 件 數 34 件 25,124 件 

總 容 量 1,193 MW 3,238 MW 

已 併 聯 0 MW 2,190 MW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配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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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發電可依照風機建置的位置分為陸上(Onshore)以及離岸(Offshore)

風力發電，台灣尤其適合開發離岸風場。根據 4C Offshore 提供的「23 年平均

風速觀測」，全球風況最好的前 20 處風場，台灣因為與對岸地形產生陜管效

應增強東北季風及夏季西南氣流而占了 16 處。能源局於 2015 年 7 月 2 日訂

定「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公布 36 處潛力場址及海域資料

確立了「先淺海、後深海」之模式，及「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之 3 階

段推動策略，預估總開發潛能可達 23GW。台灣離岸風力發電於 2018 年推動

概況之備查案共 24 案，已通過環評大會或環評專案小組審查共 20 案，扣除

2 案場址重疊，共有 18 處離岸風場址(見表 3-4)，其案場平均裝置容量約

560MW，皆屬於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 

表 3-4 離岸風力案場概況 

開發商 籌備處數量 總規劃量(MW) 

外
商

 

(8
.4

G
W

) 

德國-達德（wpd） 2 883-959 

丹麥-沃旭（Ø rsted） 4 2,424 

澳洲-上緯&麥格理 4 2,517-2,992 

加拿大-北陸電力（NPI） 2 1,080-1,208 

丹麥-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CIP） 2 780 

本
土

(2
.2

G
W

) 力麗 1 500 

中鋼 1 450 

台電 1 812 

亞泥 1 410 

資料來源：整理於經濟部“離岸風電潛力場址推動策略” 

(三) 智慧電網於高占比再生能源下扮演的角色 

自有電能可被應用以來，人與電能的關係便密不可分，然而近十年來，

由於科技的發展，各式各樣的電子設備與電網連接，供電品質及電能需求日

益增加、各先進國家也因逐漸意識到氣候的變遷，相繼發展再生能源。這些

對電能的應用都將導致電網遭遇各式各樣的挑戰，傳統電網將逐漸無法滿足

供電可靠度及維持高品質的電力供應，因此許多先進國家都提出改造其電網，

使既有電網能因應複雜日漸複雜的電力系統運作。電網改革並非一朝一日，

無法一次性將所有既有設備進行更換，但隨著硬體、通訊和電力電子等相關

技術的進步，將傳統電網結合感測裝置，搭配資通訊技術，使得電網資料可

被蒐集、傳輸及分析，因此能針對不同應用(見表 3-5)進行相對應之分析，進

而做出對電網最合適的控制與決策，提升既有電網效能，使其足以應付各種

挑戰，如此現代化的電網即稱為智慧電網。而智慧電網的七大特性分別為：

自癒，快速偵測併自我修復；互動，與消費者進行互動如需量反應等；安全，

抵禦數位攻擊；提供二十一世紀所需之電力品質，提供良好的電力品質；可

交易市場，允許電力市場交易；適應所有電力來源和儲存方式、優化電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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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併提高營運效率。 

再生能源發電的間歇特性為不穩定發電系統，發電量驟降或驟升的特性

併入既有電網將造成系統衝擊，若相關輔助服務不完善將可能進一步造成停

電甚至系統接連崩潰的情況發生。因此，電力公司需引進新智慧電網相關技

術與概念，用以監測電力系統狀態；預測電力系統狀態改變；自動化控制電

力系統，使其維持高品質的供電，以因應再生能源高占比下電力系統會遇到

的種種情況。大量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建置大大的改變了電力傳輸的模式，

從原本單方向由電力公司到用戶端轉為雙向的電力潮流，並因其建置區域通

常離負載中心較遠，散布於電網各個區域，容易造成管理調度不易、輸電損

失增加以及併網容量不足，導致再生能源無法併網的問題。目前台灣為因應

高占比再生能源下的電力系統管理與運轉機制，需引進之技術大略可分為，

準確的再生能源預測、自動化技術應用、電網調度運轉管理與程序調整以急

需量反應與儲能技術，四個面向。 

表 3-5 現有電網域智慧電網比較 

電網改善項目 現有電力網路 智慧電網 

電表 人工抄表 

(不易執行時間電價) 

遙控讀表 

(時間電價較易執行) 

與用戶通訊模式 單向通訊 雙向通訊 

發電形式 以集中式發電為主 集中式與分散式併行 

感測器 少量感測器 所有設備皆可裝上感測器 

故障排除能力 手動恢復 自動恢復 

設備檢查 手動檢查/測試 遠端檢查/測試 

用戶方案選擇 被動，單一 主動，多樣化 

用電管理 用電量不易管理 

(用戶為被動關係) 

能主動查詢即時電價，改變用電行

為，減輕電力公司尖載供電 

尖峰用電管理評估 較難評估 較易掌握相關資訊達到即時管理 

資料來源：台灣能源期刊 “智慧電網及推動再生能源面臨的挑戰” 

1. 準確的再生能源預測 

依照再生能源特性，如：合適的光電模組或風機模組，以及建置地區周圍

的氣象站即時資料，如：濕度、氣溫、光照程度等資訊，進行長期、中期短

期與極短期再生能源發電量預測(詳見第二章)。並將再生能源預測資料結合運

轉控制室之能源管理系統，提供調度人員使用，使運轉人員有較充裕的時反

應時間。 

2. 自動化技術應用 

自動化技術可分為硬體與軟體兩面進行探討，硬體方面如，相量量測單元

(Phasor Measurement Unit, PMU)可擷取電網關鍵位置的電壓、頻率及相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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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搭配彈性交流輸電設備高速切換控制開關功能，協助調度人員做出即

時控制與適當的決策。在軟體方面，藉由圖形化技術將各地蒐集的資料及分

析結果顯示於監控平台，使運轉人員清楚瞭解即時或未來系統的狀態。 

3. 電網調度運轉管理與程序調整 

無論輸電級或配電級再生能源併入系統，未來都可透過 Ace Diversity 

Interchange(ADI)技術，匯集各區域因再生能源發電量的改變導致的控制誤差

資訊，調度各區域之接受調度的再生能源案場發電輸出，並允許各控制區間

共享備轉容量，進而減少傳統機組因再生能源出力變動而頻繁調節出力。 

4. 需量反應與儲能技術 

再生能源發電量變動時，除了透過提供輔助服務之傳統水、火力機組協助

電力系統穩定運轉外，亦可透過需量反應(詳見 4.1.6)與儲能技術(詳見 4.2.4)，

這兩種技術可提升系統穩定度及提供輔助服務，如：快速儲能充放電因應再

生能源間歇性發電以及尖峰可靠度型需量反應等。 

二、 國外再生能源併網造成的系統衝擊因應對策 

本節將介紹國外為因應再生能源滲透比例逐漸提高，應用於輸電級再生

能源併網提升系統穩定度的各式輔助服務或調度策略實例。由於美國德州的

高風力發電占比及其電網獨立性；美國加州的創新電力市場機制(可參考 4.2.5)

與高太陽光電發電占比；愛爾蘭的電力市場結構與台灣具高相似度，因此引

見美國德州與加州以及愛爾蘭電力系統，探討台灣可借鑒之處。 

(一) 美國德州 

德州為全美第二大州，人口約 2,796 萬人，為能源消費第一大州。德州

電力 (ERCOT, Electric Reliability Council of Texas)系統於西元 2017 年前尖峰

負載最高可到 71,110MW，該年全年發電比例為天然氣 38.9%、煤 32.2%、風

力 17.4%、核能 10.8%。對外的連接系統以 NERC (North American Electric 

Reliability Corporation)連結系統為主，總系統連接傳輸量僅為 1,256MW(北：

220MW、東：600MW、南：436MW)，幾乎可視為一獨立電力系統。風力發

電高占比及其電網獨立性的運行狀況可供台灣參考。ERCOT 市場於西元 2000

年開始廣建風力機組，至 2018 年風力裝置容量已達到 20,693MW，2020 年前

預計將再新建約 8,500MW 的風力裝置容量。然而由於德州自然環境的關係，

每日的風力變動與系統負載呈現負相關的趨勢，白天尖峰負載時之風力發電

反而較低。風力發電與負載需求的不匹配導致 2017 年 10 月 27 日系統於基載

時(4 a.m.)發生再生能源瞬時穿透率達到 54%的狀況，如此高的再生能源滲透

率必定會影響供電穩定度。 

因應對策：ERCOT 以市場機制、需量反應及風力預測技術因應高占比風

力發電下的電力系統。至 2017 年底，參與需量反應的容量已到達 4,715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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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達到全系統裝置容量的 4.5%以上，並於系統負載尖峰期間參與協助系統穩

定。風力預測以時間形式區分長期與短期預測，長期預測則可決定 ERCOT

電力市場每月輔助服務需求，由 ERCOT 提供各風力案場未來 168 小時之風

力資訊(每小時更新一次)，並將各風場的風力預測結果傳給該風場合格排程業

者進行確認，若要修正預測的發電量時，只能下修或維持原本預測值，以提

供調度排程的輸入參考，短期預測提供電力公司調度員進行發電資源規劃。

電力市場則提供風力突升／突降警告系統，分析系統風力可能產生突升或突

降的機率並利用市場機制以及需量反應維持系統頻率穩定。風機併網相關規

範則要求提供動態虛功補償以及低電壓穿越能力使系統有足夠的能力應付電

壓驟降事件。 

在想如何克服再生能源高滲透率影響供電穩定度前，要先面對再生能源

區域與負載中心位於不同地區(圖 3-1，圓圈處為負載中心，風機圖示則為風

力發電場址)，因此需要規劃大規模的輸電系統，並於輸電系統建置尚未完成

的期間利用即時分析與監控技術計算輸電系統的容量限制，避免壅塞情形發

生。 

 
資料來源：電力技術專欄 “高占比再生能源因應措施” 

圖 3-1 德州風場與負載中心的分佈圖 

德州風能資源良好的地區(西部)距離負載中心(東部)皆有相當長的距離，

因此德州公共事業委會(Public Utility Commission of Texas, PUCT)於 2008 年

同意 ERCOT 於 2013 年底前建置 2376 英里的雙迴路 345kV 輸電線支援風力

發電的發展。輸電系統尚未建置完成前，ERCOT 電力市場將即時資料匯入電

力系統分析工具，利用特殊保護機制(Special Protection Scheme, SPS)以及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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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變壓器(Phase Shifting Transformer)調節以解決輸電容量有限下風力發電

所造成的壅塞。 

(二) 美國加州 

加州獨立系統營運商(California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CAISO)為

加州各電網系統所有者，並且擁有獨立調度機構及市場操作機構以保證電網

安全與穩定度。該系統總裝置容量為 71,417MW 之互聯電網系統，2017 年裝

置容量占比分別為，天然氣 53.5%、再生能源 29%、大型水力 12%、核能 3.2%、

煤0.76%、其它1.44%。美國加州電力市場結構與台灣電力系統結構有所不同， 

但台灣電業法修訂將會使台灣營運模式更趨於市場化，且美國加州分散式太

陽光電發電之高滲透率領先全球，因此美國加州創新的電力市場機制與分散

式太陽光電衝擊之對應策略，對台灣太陽光電規劃具有參考及借鑒作用。 

CAISO 市場在加州政府全面支持的情況下於 2007 年開始大規模興建太

陽能光電，並於 2018 年 3 月 4 日 12:58 分創下太陽光電最高滲透率達到總發

電量的 50%，而再生能源總體滲透率也於 2018 年 2 月 18 日創下 70.5%的高

滲透率。加州於再生能源發展期間，除了增加偏遠地區再生能源資源運用的

靈活性而建置輸電線路規劃以外，亦為大量屋頂型太陽光電擴增配電網的線

路容量。美國加州由於大量的太陽光電併網發電，造成系統淨負載曲線(負載

曲線扣掉再生能源發電量)呈現鴨子曲線(圖 3-2，鴨子曲線詳細內容見 4.2.3)。

此現象造成系統於早上太陽光時段需陸續與系統解聯，下午三點至晚上八點

期間需要更多的快速反應機組及系統靈活度以達到發電與負載的平衡。 

 
資料來源：加州獨立系統營運商  

圖 3-2 鴨子曲線(Duck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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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對策：加州電力市場架構為美國電力批發市場的基本設計思路，即

“雙結算系統”以結點電價為基準的日前市場與即時市場，其中日前市場包含

輸電壅塞收入權、整合式遠期市場及用於機組排程等；即時市場則包含一小

時前市場、即時機組排程及即時市場調度等。為因應高占比再生能源間歇性

發電，加州建立了即時能量不平衡市場以及將調度與市場系統升級為適用於

再生能源之軟體系統，這些市場調度軟體皆使用相同的升降載率的設置，以

各機組競標中的升降載率作為輸入。快速響應機組調度，則以不平衡市場

(Energy Imbalance Market, EIM)產生的利潤吸引周邊的水利資源及電網參與，

協助平衡太陽光電高發電占比所帶來的衝擊。再生能源機組併網規範以

IEEE1547 為主，但修訂此規範須通盤考慮其他地域電力公司的特性而進行緩

慢，又加州電力系統分散式太陽光電滲透率極高，因此領先其他各州修訂電

力規範 21 條款，要求 2016 年後所有太陽光電均須加裝智慧變流器(詳見第五

章)，以提供輔助服務及遙控功能，以維持電力系統穩定度。另外，美國加州

有大量的分散式太陽光電裝置，且大多數分散式太陽光電併網的民眾處於測

量電錶末端，難以取得其發電量，因此加州太陽光電出力估算採用自下而上

的分散式太陽光電出力預測。其中出力估算所需資訊為申請併網時就提供的

功率值、變流器型號、太陽光電參數及其朝向角度等，搭配氣候資訊，此方

式在分散式太陽光電滲透率高時，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值。 

(三) 愛爾蘭 

愛爾蘭電力系統規模不大，較易發展為再生能源高占比環境，其發電結

構比例由高而低為燃氣、煤、風力發電(離岸風力為主)等，其電力系統僅有兩

處以高壓直流方式對外連接至英國電力系統，預計於 2020 年風力占比達到

40%，因此可將愛爾蘭視為一獨立高佔比風力系統。愛爾蘭目前的電力市場

是以電力調度中心附設在輸電公司內稱之為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TSO)，而美國的調度中心則獨立於輸電公司之外稱之為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s(ISO)，因此電力市場模型與美國節點電價也有所不同，目前

可能更接近於台灣電業法修訂後台電公司可能形成的營運調度模式，因此對

台灣電力系統具有參考與借鑑的作用。風力發電高滲透率對愛爾蘭電網穩定

度帶來相當大程度的衝擊，分析結果顯示，瞬時風力發電占比高時衝擊將會

對愛爾蘭電網穩定度造成嚴重衝擊。 

因應對策：切離或限制風力發電，愛爾蘭每年約有 2%的風能被系統切

離，其中切離的原因分為兩種，其一為當輸電容量超載造成潮流重新分佈，

其二為系統非同步機組(非傳統機組，如：火力、水力、核能)佔有率指標超過

限制(目前此指標上限設定為即時 50%，於 2020 年時將會提高至 75%)，上述

兩者皆有可能導致風能被切離系統，以確保系統穩定運行。併網方面，愛爾

蘭電網則制定嚴格的併聯準則，其主要項目包含持續運轉能力、系統頻率及

響應需求、傳輸電壓與虛功能力的需求以及通訊需求等。並因為風機控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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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進步，許多高級控制能力，如虛擬慣量及頻率響應等功能已經可以實現，

因此納入併網條件以彌補愛爾蘭獨立電力系統於高占比風力發電時所造成的

低系統慣量現象。嚴格的併網規範要求於再生能源占比較低時許多看似嚴格，

但避免了再生能源業者因規範修改而進行後續的投資，且使電網運行更加穩

定。 

愛爾蘭電力系統軟體分析工具亦因再生能源的大量併網而進行升級，軟

體系統依其應用分為輸電系統應用以及即時風力併網安全分析應用。輸電系

統應用方面，愛爾蘭實施了一項分析輸電網限制的應用，以告知發電申請業

者輸電系統目前的限制訊息，此軟體工具名稱為 PROMOD，是一套機組排程

系統，模擬每年 8760 小時內電力系統運行狀況，並依照風場分類決定輸電網

之使用權限，比如分類為非可靠第三類極有可能首先被切離。即時風力併網

安全分析應用方面，愛爾蘭電網與 PowerTech 於 2010 年時開發一套基於風力

機組與傳統機組之間電力等校為原則的風力發電安全級別評估工具 WSAT，

進行即時電壓穩定分析及暫態穩定性分析，並配合相量量測單元數據進一步

提升動態模型分析功能的精確度。 

三、 國內再生能源系統衝擊分析工具及項目 

完善的系統衝擊分析才能確保大量再生能源裝置併網後的電力系統仍可

以供應高品質的電力，本節將分別介紹輸電級太陽光電案場與輸電級離岸風

力案場併網時須做系統衝擊分析項目、衝擊分析情境以及使用的工具軟體。

由於大量再生能源併網地區通常位於郊區，而該地區可能出現輸電網路容量

不足，造成再生能源無法併網或是電力潮流因為再生能源發電而改變，造成

輸電線路壅塞的情形發生，因此本節亦介紹因應再生能源併網之電力網可行

性分析檢討項目。 

台電公司現行執行輸電級再生能源併網衝擊分析軟體工具為 Power 

System Simulator/Engineering(PSS/E)分析軟體，由西門子集團 Power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PTI)開發，是一套全球各電力相關公司或研究機構

常用的分析模擬軟體，此軟體可進行電力潮流分析、暫態穩定度分析和短路

電流評估等。近年來再生能源大量開發， PSS/E 開始新增太陽光電與風力機

組相關的模擬參數，提供電力公司或研究單位分析不同狀態下的電力系統運

轉情形模擬。 

(一) 衝擊分析情境建立 

為評估其併網對系統衝擊影響，需先對再生能源間歇性出力之不確定性

進行假設，以評估其系統可能遇到的問題。系統衝擊情境假設之負載預測依

據台電公司 10603 案長期負載預測，以 2025 年之尖載考慮負載端扣除 1.5%

線損為例(見表 3-6)。功率因數於尖峰負載則採用夏季最大負載，一次變電所

及一次配電變電所二次側功因使用0.98；離峰負載係考慮冬季深夜輕載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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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夏季尖載之 53%，一次變電所及一次配電變電所二次側功因使用 1.0。系

統情境假設經評估後依再生能源滲透率最高的冬季白天進行系統衝擊分析，

此時的太陽光電出力最大系統淨負載最小，並考慮再生能源間歇特性，可將

系統情境檢討將區分為區域系統及全系統，並以不同需求進行檢討(見表

3-7)。 

表 3-6 台電公司 10603 負載預測 114 年地區分佈表 

 北 中 南 東 合計 

尖峰負載(MW) 15,245.4 11,783.6 12,144.2 54.3 39,718.4 

比例(%) 38.4 29.6 30.6 1.4 100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離岸風力發電加強電力網第一期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 

表 3-7 系統檢討情境 

檢討範圍 再生能源 傳統電源 系統情境 

區域系統 再生能源考慮參差率 90% 
尖載：區域內電源全發 

輕載：可適度停機 
尖載/輕載 

全系統 
考慮季節性及區域性因素

之發電比及可用率 
 配合再生能源調整 冬日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離岸風力發電加強電力網第一期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  

參考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發電實績，分析不同季節時各地區風力與太陽光

電之發電情形歸納推估夏季與冬季各區域再生能源之發電情形(見表 3-8)。可

用率則因離岸風力之距離、氣候及海象等因素，妥善率及故障後之修復時程

皆可能較傳統電源差，故假設可用率為 90%。依照前述假設，再生能源於夏、

冬季不同情境夏之發電情形以推估 2025 年系統日淨負載，當冬天太陽光電出

力最大時，系統淨負載最小，相當於冬季為再生能源滲透率最高之情境，所

以使用該情境作為系統衝擊檢討。 

表 3-8 夏、冬季各區域再生能源發電比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風力 PV 風力 PV 風力 PV 風力 PV 

夏季 60% 60% 50% 70% 50% 90% 50% 90% 

冬季 100% 35% 90% 60% 90% 70% 90% 70%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離岸風力發電加強電力網第一期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 

(二) 輸電級太陽光電案場併網衝擊分析項目 

此處討論的輸電級太陽光電案場為一併接於 161kV特高壓系統且裝置容

量超過 100MW。由於併接於 161kV 特高壓系統，因此依「再生能源發電系

統併聯技術要點」須額外進行暫態穩定度分析檢討。其系統衝擊分析項目包

含，電力潮流、短路電流、電壓變動、暫態穩定度、功率因數與諧波管制。 

1. 電力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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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場併入台電公司輸電系統後，對既有變電設備與輸電線之影響，以判別

該發電設備加入之適宜性，無論系統於尖載或離峰之正常或異常情況下是否

均可符合台電公司輸電系統規劃準則之要求。 

2. 短路電流 

依據太陽光發電系統特性，當外部故障導致太陽光發電系統提供之故障電

流過大時，變流器會自動停止運作，整個太陽光發電系統提供之最大故障電

流受限於變流器之容量，故採用變流器額定電流之 2 倍大小作為其故障電流

進行分析，檢視各級電壓之斷路器遮斷容量是否有足夠能力可隔離故障。 

3. 電壓變動 

太陽電池模組受天氣變動之影響造成輸出電壓變動之現象，但由於太陽電

池模組之輸出為直流電壓，須經由變流器轉換為三相平衡穩定之交流出輸，

變流器內部之 DC-DC 轉換器具有穩定太陽電池模組輸出之作用，使其輸出為

穩定之直流電壓，再利用電力電子元件將此穩定之直流電壓轉換為三相交流

電壓。對於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而言，若變流器跳機，需要約 5 分鐘之重新啟

動時間，負載變動次數落每小時 1~59 次，電壓變動限制值為 3%。 

4. 暫態穩定度 

345kV 系統三相故障臨界清除時間以 4.5 週波為標準；161kV 系統三相故

障臨界清除時間以十二週波為標準，若八至十二週波應採用二套全線段快速

主保護電驛。暫態穩定度模擬，一般皆以發電機組角度作為觀察指標，此乃

電網中發電機直接與電網互聯。由於太陽光電有別於旋轉發電機，是透過靜

態變流器與系統併接，因此無發電機運轉頻率或角度之物理量。因此分析太

陽光電場併入系統之暫態穩定度時，將改以觀察其出力狀況，而其它電網機

組部分則同樣以觀察發電機角度為主。 

5. 功率因數 

依據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規定，併接特高壓系統以上之再生能

源發電系統，其非風力發電機組之功率因數應具有百分之九十滯後至百分之

九十五超前運轉能力，且需配合台電公司季節性負載特性調整設定。 

6. 諧波管制 

諧波電流必須符合「電力系統諧波管制暫行標準」，太陽光電使用靜態變

流器與電力系統併接，必須滿足 IEC 60034-1 中對於不規則波形的要求。 

7. 低電壓持續運轉(LVRT) 

於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要點中只規定風力發電機組需有低電壓持續運轉能

力，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尚無低電壓持續運轉相關規定，因此不需要檢討低電

壓持續運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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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輸電級風力發電案場併網衝擊分析項目 

輸電級風力發電案場以離岸風力發電為主，此處討論為一併接於 161kV

特高壓系統之離岸風場。由於併接於 161kV 特高壓系統，因此依「再生能源

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須額外進行暫態穩定度分析檢討。其系統衝擊分析

項目包含，電力潮流、短路電流、電壓變動、暫態穩定度、功率因數、諧波

管制、低電壓持續運轉。 

1. 電力潮流 

檢視風力發電計畫併入台電系統後，對既有變電設備與輸電線之影響，以

判別該發電設備加入之適宜性，無論系統於尖載或離峰之正常或異常情況下

是否均可符合台電公司輸電系統規劃準則之要求。。 

2. 短路電流 

檢視各級電壓之斷路器遮斷容量是否有足夠能力可隔離故障。換句話說，

分析比較各級變電所中之匯流排最大短路電流是否在斷路器額定遮斷容量內，

避免短路電流超過斷路器額定遮斷容量，使故障無法迅速清除造成設備損

壞。 

3. 電壓變動 

風機併聯電網對於電力品質之衝擊係依據國際標準規範 IEC-61400-21 風

機併網之電力品質量測與評估標準。風力發電機併網可能影響系統的穩態電

壓，分析內容則分為穩態電壓變動及風機切入引起之電壓變動分析。穩態電

壓變動：正常運作之風力發電機併入系統可能影響系統的穩態電壓；風機切

入引起之電壓變動：風場因風機切入（啟動）時而引起之電壓變動非常小，

因為通常風場運轉會確保風機一台接著一台依序的切入，而不會有兩台或更

多的風機同時啟動。計算後總計電壓變動率不能超出 3%的限制。 

4. 電壓閃爍 

風場因連續運轉而產生之電壓閃爍可依據單一風機連續運轉於某一電網

阻抗角及平均風速之電壓閃爍係數來評估。依台電公司電壓閃爍管制要點第

九條非電弧爐遽變負載電壓變動限制值應小於 0.83%。 

5. 暫態穩定度 

345kV 系統三相故障臨界清除時間以 4.5 週波為標準；161kV 系統三相故

障臨界清除時間以十二週波為標準，若八至十二週波應採用二套全線段快速

主保護電驛。暫態穩定度檢討時，一般以發電機組角度作為觀察系統內所有

併用之發電機是否維持同步運轉之依據，藉以判定系統穩定與否。惟此風場

所採用機組係為同步發電機型式，需藉由 AC-DC-AC 電力轉換器與電網互聯，

因此風場之發電機運轉頻率或角度並未直接與電網頻率或其他機組有關。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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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系統之暫態穩定度檢討時，將觀察風機之輸出電力潮流狀況，而電網其

他機組則同樣以觀察發電機角度為主。 

6. 功率因數 

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中明訂，併接特高壓系統以上之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其風力發電機組於責任分界點功率因數應具有百分之九

十六滯後至百分之九十八超前運轉能力，且需配合台電公司季節性負載特性

調整設定。係在系統正常運轉情況下(責任分界點電壓 0.95 p.u.~ 1.03 p.u.)，考

量風場整體消耗、提供及可調節虛功情形，於責任分界點功率因數應具有百

分之九十六滯後至百分之九十八超前運轉能力。 

7. 諧波管制 

諧波電流必須限制在責任分界點可接受的諧波電壓範圍內，對於具有直接

連接同步發電機的風力發電場（亦即具有交直流轉換器），必須滿足 IEC 

60034-1 中對於不規則波形的要求。 

8. 低電壓持續運轉 

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中明訂，風力發電設備併接於特

高壓系統以上者應具備低電壓持續運轉能力(LVRT)，如圖 3-2。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  

圖 3-2 低電壓持續運轉能力 

(四) 再生能源併網之電力網可行性分析檢討項目 

投資新建或擴充輸變電設備，其輸電系統之規則以 2013 年 4 月 01 日修

正之台電公司輸電系統規劃準則為準。其規範中 N-0 準則為發電機組、輸電

線路、變壓器之任一設備，無檢修或事故停用情況下，輸電系統正常運轉；

N-1 準則為發電機組、輸電線路、變壓器任一設備，因檢修或事故停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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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輸電系統仍可以正常運轉；N-2 準則為輸電設備於，(1)同鐵塔任二回線

或北、中、南、東各區域內任二部發電機組同時 事故跳脫，(2)任一回線停用

後，另一回線亦再發生事故跳脫，(3)任一回線停用後，另任一部最大發電機

組再發生事故跳脫，(4)任一部最大發電機組停用後，另任一回線再發生事故

跳脫後輸電系統仍可正常運轉。以下為輸電系統衝擊分析項目： 

1. 短路電流 

檢討短路電流的目的為，輸配電系統發生短路故障時，併聯之離岸風力案

場將貢獻短路電流於電力系統，檢視各變電所匯流排之最大三項短路(345kV

系統 63kA、161kV 系統 50kA、69kV 系統 40kA)，電流是否造成斷路器之起

斷容量不足，導致危及設備與人員安全。 

2. 電力潮流 

檢討電力潮流之目的係檢視離岸風場併入電力系統後，對輸電設備之影響，

以辦別離岸風場加入之適宜性，無論系統正常或異常情況皆能符合要求。 

3. 暫態穩定度 

輸電系統規劃準則明定 161kV 以上須檢討暫態穩定度。此處檢討離岸風

場併網後是否能分別符合相應的 345kV 或 161kV 之規劃準則，研討風場併網

後之適宜性與併入系統後的運轉限制條件。根據不同重要地點發生三相短路

故障，視察重要機組轉子之角度搖擺及風力機組實功出力影響情形。 

4. 小訊號穩定度 

檢討離岸風場併入系統後若發生小擾動對系統之穩定性影響。考慮系統小

擾動使特徵值計算法分析小訊號穩定度，於線路正常情況下(N-0)時遭遇小擾

動情況下，系統所有震盪模式特徵值之阻尼大於 3%；超高壓主幹線(25kV 以

上)同鐵塔任兩回線同時停用時(N-2)，阻尼大於 0%。 

5. 電壓穩定度 

檢討離岸風場併網後遇到偶發事故之電壓變動影響。電壓穩定度系統電壓

控制應符合，N-1 事故時，保持 5%之電壓穩定度裕度；N-2 事故時，保持 2.5%

之電壓穩定度裕度。 

四、 再生能源併網對供電穩定之影響評估 

本節針對 2025 高再生能源滲透率之情境，進行台灣獨特環境下的電力系

統影響評估，並因輸電級再生能源具單位面積裝置密度高且總裝置容量大之

因素，進一步針對大範圍地面型太陽光電廠以及離岸風力案場進行影響評估

說明。 

(一) 台灣特有之負載特性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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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夏季日負載曲線具有類似雙尖峰的特性(見圖 3-3)，第一尖峰大約發

生在 13:30~14:30，第二尖峰大約發生在 19:00~20:00 之間。太陽光電的日發

電曲線與日負載曲線線型相似，因此於太陽光電低滲透率階段，可以有效降

低第一尖峰負載時的傳統機組發電量，可靠容量率高。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調度處 

圖 3-3  四季日負載曲線(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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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於 2025 年，太陽光電發電高滲透率時，下午兩點時火力機組會因

為大量的太陽光電發電量，而被迫進行解聯。但對於晚上七點左右的第二尖

峰太陽光電毫無貢獻時，火力機組仍需要將併聯運轉以供應日負載第二尖峰。

此現象將導致太陽能的可靠容量率大幅下降，換句話說，若無相關配套措施

如設置儲能設備等，太陽光電貢獻度將下降，台灣電力系統仍需要大量傳統

機組才能維持系統穩定。(註：可靠容量率 = 可替代的火力機組 / 太陽光電

裝置容量) 而冬季的尖峰負載則發生在晚間時段，太陽光電完全無法支援冬

季尖峰負載需求，皆需要由傳統機組進行運轉發電。 

(二) 台灣環境獨特性所導致的供電穩定影響評估 

台灣地形特徵中高山地形占本島總面積 46.73%且人口密集，可利用於開

發再生能源的土地不多且都集中於中南部地區。因環境因素大量且密集的太

陽光電於中南部土地，將提高案場併聯於輸電系統的可能性，然而台灣離岸

風力潛力場址集中於彰化沿海一帶，且皆併聯於輸電系統。輸電級再生能源

案場併網可能遇到的問題可分為太陽能光電案場以及離岸風力發電案場分別

進行討論。 

1. 輸電級太陽能光電案場對供電穩定之影響評估： 

太陽光電容易受到雲層因素影響發電量，以沅碁光電於嘉義竹崎義仁國小

之小型光電案場為例(見圖 3-4) ，圖中三條曲線分別代表歷史資料中發電量

排名前三之日發電量分布，曲線中顯示發電量於短時間內可能因為天氣因素

導致該案場發電量極具的變動。但此案場總發電量為 74.2kW，因此不會對系

統造成衝擊。 

 
資料來源：沅碁光電 

圖 3-4 沅碁光電單一案場日發電量分布 

若以此單一案場日發電量分布推廣至台電公司太陽能光電第三與第五期

計畫，總裝置容量分別為 100MW 以及 150MW 之單一案場，則此發電量變動

必將造成系統衝擊。發電變動量或許可因大量建置太陽光電案場而被有所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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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就像愛爾蘭之逐時再生能源發電量變動分析結果(見表 3-9)，隨著太陽光

電裝置容量的增加變動量逐漸減少。但由於台灣再生能源過度集中於中南部，

輸電級太陽光電亦集中於中南部地區，加上台灣處副熱帶且多山區地形因而

產生特有的對流雨現象，可能會造成太陽光電發生較大的發電變動量，導致

系統頻率不穩定、區域電壓變動過大，更進一步可能導致系統頻率驟降，觸

動低頻卸載，影響供電可靠度。 

表 3-9 愛爾蘭逐時發電功率變動量分析 

 
2014 2018 2025 

風力 PV 風力 PV 風力 PV 

裝置容量 MW 626 16 1701 815 4208 2613 

標準差 
MW 6.6 0.8 18 30 39 73 

% 1.1% 5% 1% 4% 1% 3% 

最大增加

變動量 

MW 183 6 349 190 574 466 

% 29% 41% 21% 23% 14% 18% 

最大減少

變動量 

MW -79 -6 -438 -191 -693 -366 

% -13% -42% -26% -23% -16% -14%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因應再生能源大量推廣之併聯規劃技術與運轉安全等議題研究” 

2. 輸電級離岸風力發電案場對供電穩定之影響評估： 

能源局於 2015 年 7 月 2 日公布「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

的 5 點附件一的資料中共劃設 36 處離岸風力發電潛力場址，總開發潛能預估

可達 23GW，平均每個案場的總裝之容量約為 600MW。能有如此大的風力發

電潛能都要歸功於強勁的東北季風以及夏季的西南氣流，但正所謂伴君如伴

虎，台灣冬季東北季風雖然強勁卻常常陣風過大(風速超過每秒 25 公尺)，導

致風機進入暴風模式而停機(見圖 3-4)。冬季有陣風過強的東北季風，夏季則

會遇到颱風來襲，因安全性考量而使風機停止運轉(見圖 3-5)。此外，東北季

風陣風大小幅度變化常常超過 30%、歐洲設定的追風頻率不適合用於台灣天

氣環境等等，皆可能導致風機水土不服，影響風機可用率。 

上述東北季風以及颱風來襲的情況皆可能使風力機組停止運轉，又因為

台灣離岸風力發電場址密集的座落於彰化一帶沿海地區，因此多台風力機組

在相近的時間偵測到陣風過大而停止運轉是可能發生的，此現象將會導致發

電量驟降進而衝擊系統供電穩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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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電公司再生能源處“風力發電實際量測與變動分析” 

圖 3-4 彰工風力 25 號機於東北季風時的陣風以及發電量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再生能源處“風力發電實際量測與變動分析” 

圖 3-5 彰工風力 25 號機於颱風來襲時的陣風以及發電量 

五、 降低我國輸電級再生能源併網對供電穩定影響之建議 

為維護穩定的供電品質及考慮到再生能源業者之投資金額，規範準則需

依照不同再生能源滲透程度考慮不同的因應策略。隨著再生能源滲透率的提

高，應策略將有所改變，對此再生能源業者必須做長期投資評估，以購買新

的監測、控制、通訊設備以滿足系統所需。因此若提早公布相關併網規範內

容以及規劃，將有利於再生能源業者免於二次投資並使之長期有序的發展。

再生能源併網衝擊最重要的指標為再生能源滲透率，不同滲透率比例所造成

的系統衝擊因應對策： 

 占比極少時(0%-3%)需考慮：系統保護、電力品質、過頻實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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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比較少時(1%-10%)需考慮：通訊、可調虛功補償、實功輸出限制； 

 占比較高時(5%-25%)需考慮：低電壓持續運轉、故障電流補償、模

擬模型； 

 占比很高時(10%-50%)需考慮：實功升載率限制、實功輸出減少模式

提供備轉、  虛擬慣性等電能平衡與輔助服務； 

 完全可為再生能源時考慮：單獨機組頻率控制、完全併入普通頻率

控制機制、單獨電壓控制 

再生能源規劃之發電占比目標為 20%，屬於較高占比之滲透率的區間，

但實際的瞬時再生能源滲透率可能遠遠高於較高占比之滲透率區間(預估太

陽光電發電瞬時滲透率可達 32~35%)。若要達成規劃目標，則大量再生能源

將在短時間內建置完成，因此在規劃時就需考慮中長期占比很高之因應策略

進行前瞻性的規劃，避免大規模再生能源裝置併網後才加以規範，使得電力

系統運行困難。 

於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中已經有許多詳細的併

網規範，因此本節針對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併網造成之系統衝擊議題，分別

以規劃面與運轉面，兩個面向提出改善建議。規劃面相關規範建議，指的是

大型再生能源案場尚未建置，屬於規劃期間的相關建議；運轉面相關規範建

議，指的是大型再生能源案場併網後，屬於運轉期間的相關建議。 

(一) 輸電級再生能源規劃面相關規範建議 

1. 輸電級再生能源併網之系統頻率衝擊分析 

電力系統的頻率資訊是發電端與負載端是否匹配的主要指標，當發電端

的發電量與負載端的用電量發生不匹配時就會造成系統頻率的變動，兩者相

差越大頻率則變動的越劇烈。於 3.3 節介紹的輸電級太陽光電與輸電級離岸

風力發電系統衝擊分析中，系統衝擊分析項目包含，電力潮流、短路電流、

暫態穩定度、電壓變動、功率因數、諧波管制以及低電壓持續運轉分析。但

其中未見到頻率相關衝擊分析，因此本小節將以系統頻率響應模型，分別針

對輸電級再生能源中期與長期併網情境進行模擬。此模型主要是用來模擬發

電量發生擾動時的系統頻率響應模型，於此將再生能源發電量變化視為擾動

事件進行模擬。不同程度的再生能源滲透率對電力系統將造成不同程度的影

響，將分別介紹輸電級再生能源中期(1~3 年)、長期(3 年以上)併網對系統頻

率造成的衝擊進行討論。 

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於 1~3 年內可能造成的頻率衝擊模擬分析：模擬以

單一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併網為主，模擬之再生能源案場裝置容量為

150MW(太陽光電五期)以及離岸風力 520MW(離岸風力岸場平均裝置容量)滿

載發電。模擬情境為冬季中午，系統總發電量約為 22,000MW，遇到天氣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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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等突發事件造成發電量驟減(情況如圖 3-4 之太陽光電發電量驟降)。於圖

3-6 可見單一案場發電量驟減後系統頻率尚未觸及第一段低頻卸載設定值(瞬

時 59.2Hz)，但若搭配台中火力機組同時發生跳脫，則可能會觸動抽蓄水力機

組低頻卸載(瞬時 59.5Hz)以及一般用戶低頻卸載(59.5Hz 延時 50 秒)，也就是可

能會造成停電的發生。 

 
資料來源：本報告所製 

圖 3-6 單一案場發電量變動之模擬結果 

政府再生能源開發規劃於 2020 年時，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已達裝置容量

8,776MW(見表 3-3)，且台灣太陽能光電建置位置多處中南部地區，因此群體

發電量驟降是有可能發生的。此處模擬的環境亦為冬天白天，而模擬使用的

太陽光電發電量為總體裝置容量的 70%，變動量則是參考愛爾蘭於 2018 年時

之太陽光電發電變動量 25%的正負 5%(見表 3-9)分別進行模擬，總計的發電

變動量為 1,228.6MW(20%)、1535.8MW(25%)以及 1,843MW(30%)，模擬結果

如圖 3-7。模擬結果顯示，當太陽光電發電率為 70%時，總體發電變化率若達

到 30%的變化，系統頻率則有可能會觸動瞬時低頻卸載(59.0Hz)動作。 

高占比太陽光電於 2025 年可能造成的頻率衝擊模擬分析：政府再生能源

開發規劃於2025年時，太陽光電裝置容量需達20GW，離岸風力則需達3GW，

於冬天中午時段系統預估的負載量約為 30,500MW。模擬假設燃氣機組發電

量占總發電量 40%，太陽能光電可用率為 80%、發電效率為裝置容量的 65%、

變動量則分別以 15%、20%、25%、30%進行模擬(如圖 3-8)。模擬結果顯示，

於 2025 年當系統之太陽光電瞬時發電量滲透率達 34%時，太陽能光電發電量

變化率達 15%以上即有可能觸動低頻卸載。系統頻率分析攸關於是否觸動低

頻卸載，模擬結果可以做為檢討系統的參考指標，得知需要多少快速反應機

組或是儲能設備來應付偶發事件以及間歇發電，因此於本節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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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報告所製 

圖 3-7 太陽光電變動率對系統之衝擊(2020 年) 

    
資料來源：本報告所製 

圖 3-8 太陽光電變動率對系統之衝擊(2025 年) 

2. 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之發電預測 

再生能源發電預測工作並非單獨由調度中心進行預測，就太陽光電案場

而言，不同的太陽光電案場使用的太陽能模組就可能有所不同，裝置可用率

以及裝設角度也會有所不同，這些因素都會影響發電預測的結果。因此需要

再生能源業者自行預測案場發電量或是交給專門預測再生能源發電的公司進

行發電量預測。國外相關流程為，調度中心進行初步再生能源發電量預測，

將其結果傳給再生能源業者進行修正，最後才將調整後的發電預測量送回調

度中心以作為排程參考指標。另外，為了提高發電量預測的準確度，國外有

相關規範促使再生能源業者能提供更好的發電量預測，如：德國規定 1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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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風力發電廠必須建立氣象站。 

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裝置容量大，發電裝置的地理裕氣候環境也近乎相

同，因此也比較能夠依每個案場之獨特的環境進行預測方式調整，以提高預

測的精準度。由上述原因，建議規範再生能源業者以滾動式更新方式自行預

測發電量，以利進行即時輔助服務與機組發電排程，並且訂定獎懲制度，如：

預測結果誤差過高者需有相關罰則，而長期預測結果都相對準確者，於調度

時則享有優先併網的權利。相關誘因可促使業者有提供更準確預測結果，使

調度更有效率。 

3. 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配置儲能設備 

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裝置容量大，能參與的輔助服務項目較多，因此建

議透過功能描述的方式使大型再生能源案場需配置一定容量的儲存系統或是

認養一定比例的儲能設備，以利提供電力公司調度，提供高品質的供電。況

且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之升/降載率限制亦須要儲能系統的加入方得達成，其

中又以降載限制更需要儲能系統來支撐因天候等因素損失的再生能源發電量。

偶發性發生發電與負載端不匹配事件時也能適時的接受調度或是參與電力市

場提供備轉及調頻服務，使高占比再生能源下的電力系統能提供更好的供電

品質。 

(二) 輸電級再生能源運轉面相關建議 

1. 再生能源案場遇偶發性系統事故解聯後的併網恢復順序 

電力系統偶發性的事故導致停電發生，隨著事故排除，系統電壓及頻率

逐漸回穩，此時再生能源若無秩序的自動併網，傳統發電機組出力將會隨頻

率增高而出力自動下修，導致系統電力潮流發生劇變，許多輸電線與變壓器

因此發生過載，影響電網頻率調節，加劇復電的困難。 

目前台灣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 4.9%尚屬於占比較少階段，因此還

不會受再生能源無章的併網順序導致系統發生劇變，但於再生能源占比很高

時，必將考慮偶發性事故後再生能源併網順序的問題。由於一般屋頂型太陽

光電分佈較為分散調度不易，且建置地區分散較不會有短時間發生發電劇變

影響系統穩定的可能，所以也無須進行限制併網，但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裝

置容量大且集中，因此發電量變化容易造成系統衝擊。以上述為由，建議輸

電級再生能源併網案場需接受調度控制，並提供相對經濟誘因或引進相關電

力市場機制促使業者提供必要的輔助服務，以提升系統事故後的復電效率。 

2. 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之升/降載率限制 

再生能源與傳統機發電機組其中一點最大的差別在於發電不穩定，系統

運轉期間須有能力處理再生能源變動及再生能源啟停期間所引起的系統頻率

擾動，因此需視不同再生能源發電量變化模式以及其應用進行制定。升降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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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依不同應用可分為兩種概念：運轉升降載率、運行備轉升降載率及調頻升

降載率。 

運轉升降載率：限制運轉升降載率規範的情形如：風力發電廠於暴風模

式下停機、再生能源正常啟閉、系統故障期間與故障後以及啟動或解除降低

輸出模式等情形。以較嚴格併聯規範的愛爾蘭與日本為例，愛爾蘭電網規範

要求限制上載率在每 30 兆瓦，且所有風力發電廠必須可控其實功輸出升降載

率在每分鐘額定功率的 1-100%之間；日本北海道電力公司則要求升降載率不

得超過每分鐘正負額定容量 1%，此要求相對於世界上其他電網對升降載率之

限制相當嚴格。 

運行備轉升降載率及調頻升降載率：當系統發電量驟降時，需即時啟動

備轉補充損失的電力，避免頻率驟降。為防止因應間歇性再生能源發電特性

而過度增加備轉容量，具有電力市場機制的電力系統都改革其市場機制以此

作為提供運行備轉升降載率能力的另一途徑。 

台灣目前尚無限制再生能源升降載率相關規範，因此業者只需要安裝監

測軟體與紀錄以供核實，無須接受調度指令。以上述情況，建議盡快擬定相

關辦法，具體參數則可依國際標準進行修正，尤其是裝置容量大的輸電級再

生能源案場更需接受相關規範限制與接受調度，避免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因

為天氣因素導致發電量劇變，進而對系統造成衝擊。 

3. 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輸電網使用權限 

「輸配電業應負責執行電力調度業務，於確保電力系統安全穩定下，應

優先併網、調度再生能源。」明訂於 2018 年 1 月三讀通過的電業法，此作法

將與愛爾蘭電網 TSO 相似，因此使得台電公司調度可享有較高的權限，決定

案場使否可以使用輸電線路。輸電級再生能源案場於併網申請時必提供相關

系統衝擊分析以及案場使用的再生能源參數等資料，電力公司可以依案場申

請內容進行分類(如：依可靠度進行分類、運轉成本分類等)，不同的分類享有

不同的輸電網使用權利(如：可靠度高的類別輸電線的使用權限高)，此方式對

於生能源業者可以刺激參與更多輔助服務，對於電力公司調度則有穩定系統

的作用。但必須將相關資訊透明化，以便業者於併網申請時即可了解該申請

案場之分類以及被限制使用權時的限制原因。 

 

參考文獻 

中文資料： 

[1]. <電網供電資訊>，台電公司網站 

甲、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211(最後點閱日期 2018.09.09) 

[2]. <因應再生能源大量推廣之併聯規劃技術與運轉安全等議題研究>，台電公司期末報告，2017

年 8 月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211


57 

[3]. <106 年長期電源開發方案>，台電公司電源開發處，2018 年 1 月 

[4]. 吳進忠<再生能源併聯運轉對電力調度的挑戰與機會>，台電公司調度處，2018 年 8 月 8 日 

[5]. 許敦貴<台電公司推動再生能源現況及友善併網作法>，台電公司配電處，2018 年 8 月 8 日 

[6]. 鄭博文<太陽光電監控系統與發電預測>，沅碁光電，2018 年 8 月 8 日 

[7]. 陳一成<風力發電實際量測與變動分析>，台電公司再生能源處，2018 年 8 月 8 日 

[8]. 陳彥銘<太陽光電預測技術簡介>，工業技術研究院，2018 年 6 月 28 日 

[9]. <再生能源併網規模對系統合理備用容量率之影響>，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2017 年 11 月

17 日 

[10]. <再生能源併網議題及短中長期規劃>，台電公司，2017 年 11 月 

[1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電系統規劃準則要求>，台電公司，2013 年 4 月 

[12]. <離岸風力發電加強電力網第一期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台電公司，2017 年 11 月 

[13]. <彰化離岸風力二期系統衝擊檢討報告>，台電公司，2018 年 1 月 

[14]. <太陽光電第五期計畫系統衝擊檢討報告>，台電公司，2018 年 1 月 

[1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2017 年 10 月 

[16]. 黃郁文、黃渡根、陳彥均、林俊傑、丁肇勤<離岸風力發電系統建置及併網系統衝擊分析研討>，

中華技術專題報導，2014 年 7 月 

[17]. 黃郁文、黃渡根、陳彥均、彭兆川、楊凱平<國內外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網規範研討>，中華技

術專題報導，2014 年 7 月 

[18]. 張嘉諳、藍柏荏、林彥均、羅亭竣、呂承鴻、劉人豪、陳斌魁<智慧電網及推動再生能源面臨

的挑戰>，台灣能源期刊，第一卷，第 259-281 頁(2014) 

[19]. 陳在相、楊念哲、楊正光、曾威智、陳子揚、林維哲<因應我國智慧電網技術發展與高占比再

生能源>，台灣能源期刊，第二卷，第 129-151 頁(2015) 

[20]. 業貞君、楊宗穎、沈柏丞、郭傳薪、黃柏元、林彥均、張嘉諳、張凱翔、陳斌魁<推動再生能

源面臨的議題>，台灣能源期刊，第三卷，第 385-415 頁(2016) 

[21]. 黃怡碩、黃永福、李東璟、謝廷彥、林偉民<高佔比再生能源因應措施>，高占比再生能源因應

措施，2015 年 12 月 

外文資料： 

[1]. P.M. Anderson and M. Mirheydar, “A low-order system frequency response model,”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Systems, Volume: 5, Issue: 3, 1990 

[2]. Aidan Tuohy, John Zack, Sue Haupt, Justin Sharp, Mark Ahlstrom, Skip Dise, Eric Grimit, Corinna 

Möhlren, Matthias Lange, Mayte Garcia Casado, Jon Black, Melinda Marquis and Craig Collier, 

“Solar Forecasting - Methods, Challenges and Performance,” IEEE Power and Energy Magazine, vol. 

13, no.6, pp. 50-59, 2015 

[3]. ECOFYS, “All island TSO facilitation of renewables studies: Final report for work package 3,” 

ECOFYS, Tech. Rep., 2010 

[4]. R. T. Elliott, A. Ellis, P.Pourbeik, J. J. Sanchez-Gasca, J. Senthil, and J. Weber, “Generic photovoltaic 

system models for wecc – a status report,” 2015 IEEE Power Energy Society General Meeting, 

pp.1-5, 2015 

[5]. Nemica Kadel, <Transmission Planning in ERCOT- Overview >, ERCOT, 2017.09 

http://sites.utexas.edu/ieeepes/files/2017/09/PES_Presentation_2017.pptx(18.09.09) 

[6]. <ERCOT in 2018 Challenges & Opportunities>, ERCOT, 2018.02 

http://www.gaccsouth.com/fileadmin/ahk_atlanta/Bilder/Consulting/Federal_Projects/Energiedialog/

1_MAGNESS_-_Challenges_and_Opportunities.pdf (2018.09.09) 

[7]. <California ISO monthly stats>, CAISO, 2018.03 

https://www.caiso.com/Documents/MonthlyStats-Feb2018.pdf (2018.09.09) 

[8]. <Business practice manual for direct telemetry> 

[9]. EA NZ <Archive – wind generation investigation project(WGIP)> Electricity Authority NZ, Tech. 

Rep., 2008 

 

https://ieeexplore.ieee.org/search/searchresult.jsp?searchWithin=%22First%20Name%22:%22P.M.%22&searchWithin=%22Last%20Name%22:%22Anderson%22&newsearch=true
https://ieeexplore.ieee.org/search/searchresult.jsp?searchWithin=%22First%20Name%22:%22M.%22&searchWithin=%22Last%20Name%22:%22Mirheydar%22&newsearch=true
http://sites.utexas.edu/ieeepes/files/2017/09/PES_Presentation_2017.pptx
http://www.gaccsouth.com/fileadmin/ahk_atlanta/Bilder/Consulting/Federal_Projects/Energiedialog/1_MAGNESS_-_Challenges_and_Opportunities.pdf
http://www.gaccsouth.com/fileadmin/ahk_atlanta/Bilder/Consulting/Federal_Projects/Energiedialog/1_MAGNESS_-_Challenges_and_Opportunities.pdf
https://www.caiso.com/Documents/MonthlyStats-Feb2018.pdf


58 

  



59 

第四章 電力調度與因應再生能源併網之系統運轉需求 

 

張簡樂仁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一、 電力調度與運轉 

(一) 電力的特性 

電力是現代生活賴以維生的要素，亦是產業發展的動力。電力的需求（亦

稱為電力負載）隨時在變動，與地理環境、氣候、生活習慣、產業製程特性

有關，並依溫度、用電類別、對象、時間、季節等隨之變化， 因而電力公司

有義務依負載變化調度電源以符合用電需求。電力公司需要隨時調度電源以

符合負載需求的操作方式與電力的特性有關，其特性說明如下： 

電力是一種看不見的能源，其特性包括： 1.電力產品儲存成本極高，且

不能任意移動； 2.需求不能等待且產品替代彈性低；3.因需求面廣且複雜，

負載預測相對困難； 4.電力消耗損失隨輸電距離增加而增加； 5.電力供應無

法隨意減量或以降低品質的方式供應。換言之，電力的供需必須達到即時平

衡，亦即電力系統中的發電與負載用電(包含輸配電線路損失)隨時維持在動態

平衡下；多發電或少發電都會使電力系統無法維持平穩，進而影響供電穩定

度[1]。評估電力品質與供電穩定度有兩項重要指標：一是電壓、二是頻率。

當發電與負載維持在動態平衡時，頻率及電壓皆能維持在正常範圍，如此才

能使用電設備及電器的功能正常運作。 

(二) 電力的供應與負載 

電力公司為了維持電力的供需平衡，需要隨時調度發電機並控制其發電

量來追隨負載需求。供應負載的各種發電機因種類不同，其供應電能的能力

與成本皆不同。譬如核能機組及燃煤機組雖然燃料成本較低，然而其發電方

式不適合隨時因應負載變動而變化，較適合長時間定量地穩定運轉，才能有

較好的發電效率，因此這些機組的任務即是 24 小時不中斷地發電供應負載

（稱為基載機組）。另外，由於人們的生活與工作型態，一天之中上午用電急

遽增加，直至傍晚用電才逐漸降低，為了追隨這些負載變動，需要能短時間

啟用且能快速反應之發電機組，如水力、燃油、及燃氣發電機等每分鐘升/降

載可達 15 百萬瓦（MW）以上，才能隨時因應負載變動而快速調節發電機出

力，保持供電電壓及頻率的穩定[1]。然而，這些機組除了水力發電機外，其

發電成本相當高。因此，如何調度各種發電機組出力來維持供電穩定與電力

品質，並進一步降低運轉成本即是電力調度最重要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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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力調度的功能及任務 

台電公司調度處依功能可區分為電源調度及電網調度，兩者需同時兼顧，

才能確保電力系統之供電可靠度、電力品質、及最小運轉成本；由於負載分

布於全台各處且隨時變動，調度處需要事先預知全台用電量，因此需有負載

預測機制來預測各地負載之用電。當負載預測值出來後，調度處即根據其資

料調度台電公司發電機組、民營電廠機組、及汽電共生廠來供電，由於各類

型機組之冷、暖啟機時間、升/降載速率特性不同，為因應負載隨時變動，需

有不同類型機組負責負載線之基載、中載 、尖載部分協力供電，此即為短期

調度。圖 4-1 即顯示各種不同機組因應負載變化趨勢的組合。 

 
資料來源：https://goo.gl/oiELTM 

圖 4-1  台灣四季日負載曲線(左)及因應夏季日負載曲線之發電組合(右) 

為了維持機組安全及效率，各發電機組需定期維修，以及環保法規、燃

料限制、 水資源應用限制等因素，而使某些機組不能隨時接受調度運轉。另

外，由於電力供應需經過輸變電線路及設備，相關輸電設備為了安全運轉，

亦需檢修維護，可能因而降低輸電能力，而使得發電機調度受限[1]，例如台

灣長久以來電源分配不均，桃園以北之用電尖峰負載量約占全台總負載量

39%，但發電機組裝置容量約僅佔全台總發電機裝置容量之 34%，因而北部

用電量需由中部及南部發電機組補足，而此中電北送之電能需經過中至北輸

電幹線，這些線路皆有輸電容量限制，此亦是北部發電機發電量多寡於台電

系統運轉安全上佔有非常重要地位之主因。若在夏月因某些因素使得北部機

https://goo.gl/oiELTM


61 

組停止運轉，北部發電量與用電量將更加不平衡，此中部至北部輸電線路將

超過線路負荷，北部地區用電戶勢必面臨停/限電壓力，因此社會大眾應尊重

電源開發及電源調度上的專業考量，才能獲得穩定且可靠的電力。 

(四) 備轉容量 

備轉容量(Operating Reserve)即指當天實際可調度之發電容量裕度，亦即

系統每天的供電餘裕。備轉容量泛指系統運轉淨尖峰供電能力扣除系統瞬時

尖峰負載(瞬間值)；備轉容量率(Percent Operating Reserve)係用來衡量每日供

電可靠度之指標，備轉容量率為備轉容量除以系統瞬時尖峰負載(瞬間值)之百

分比；系統運轉淨尖峰供電能力為扣除歲修(機組大修)、小修(機組檢修)及故

障機組容量、火力機組環保限制、輔機故障、氣溫變化、水力考慮水位、水

文、灌溉及溢流等之系統供電能力[2]。備轉容量也適用於電力系統公司研究

系統的可靠度，即探討系統如何在同時限制於功率流量和頻率變化下，使系

統中可以承受最大發電機發電量的損失[2]。 

備轉容量其實是相當專業的名詞，電力系統在運轉上因為有太多的不確

定因素會影響到發電與負載用電的動態平衡，所以就會讓併聯的機組讓出可

額外出力的空間，或是準備額外的機組待命來隨時應付因發電端異常或負載

增高等因素所需額外提供的發電量。大多數電力公司採用固定容量策略，將

備轉容量設置為系統中最大發電機組容量或尖峰負載之特定比例 。對電力公

司而言，維持系統安全性與穩定性至為重要，其次才是成本考量，因此在備

轉容量的配置方面往往過於充足而增加了系統運轉成本。反之，若單純以成

本考量的觀點配置備轉容量，將可能降低系統可靠度與安全性。如何在系統

安全與成本之間取得一個最佳規劃，一直是電力公司常需要檢視的課題之一

[3]。 

備轉容量依其需求，大致可分為調頻備轉容量以及偶發事故備轉容量兩

大類，在此分述如下： 

1. 調頻備轉容量： 

電源調度之系統頻率控制是電源調度的一環，目的在維持發電與負載用電

隨時保持動態平衡。當用電與發電剛好平衡則頻率為 60.0Hz； 用電增加

後，則頻率低於 60.0Hz，此時需要即時調升發電以使頻率回升至 60.0Hz，

若頻率高於 60.0Hz，則調降發電機出力。如此不斷發生的過程，即為正常

時電力系統的頻率控制。頻率控制依靠調度中心的「自動發電控制」（AGC）

系統隨時透過改變發電量來維持頻率在 60Hz 上下小幅度波動，即可確保

發電與負載保持平衡。為了實現頻率調整的功能，調度人員需要準備適量

的調頻備轉容量。調頻備轉容量必須藉由線上即時的發電（或儲能）設備

來達成，其發電設備需能快速改變輸出(每分鐘幾個 MW)。除了傳統發電

廠以外，儲能系統（ESS）的設置可達高循環、高升降載率等絕佳的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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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能力，因此儲能系統提供之快速響應及精準之控制，優於許多傳統發

電設備之控制能力，因此儲能系統被視為補償再生能源變動量最有效的利

器。 

2. 偶發事故備轉容量： 

偶發事故備轉(包括即時備轉及補充備轉容量)主要功能為當不預期之發電

機或輸電線路跳脫時（此稱為偶發事故），需由提供偶發事故備轉的機組及

時補充失去的電力。當發電機跳脫造成顯著的缺電量，系統頻率將迅速下

降。此時，發電機組內對頻率靈敏之調速機將立即反應出力，以阻止頻率

繼續下降。而後，提供即時備轉的機組應在10分鐘內升載增加額外發電量，

成功地將系統頻率恢復至 60Hz。在一個電力系統基本上應能準備 10 分鐘

可升載之即時備轉量，以應付最嚴重之預期偶發事故，且其中至少應有一

半是屬於熱機備轉（即已經併聯機組提供的備轉量），其餘再由冷機備轉（未

併聯的機組可提供的備轉量）支援。為應付突發、不可預期的發電或輸電

設備跳脫，電力公司會準備不同的備轉容量機組以為因應。以往不同的備

轉服務有各自的定義，因為他們通常來自不同的設備。最快速的服務必須

由線上發電機以頻率響應調速模式運轉，且以低於滿載之發電量備轉運作。

即時備轉容量則必須在 10 分鐘內提供，但也可由快速起動之發電機供應

（此稱為冷機備轉）。而補充備轉容量可由反應較慢之機組提供，只要能夠

在 30 分鐘內完成即可。整個補充備轉通常需延續部署約 2 小時之久，在此

之後，緊急情況應該已獲得解決且已恢復至正常狀況。 

(五) 現階段電力調度所面臨的風險 

近兩年來受景氣持續回溫及天候炎熱少雨影響導致負載持續成長，惟配

合政府能源轉型政策，致大型基載機組如核一#1（61 萬瓩）、#2 機（62 萬瓩）、

核二#2 機（98 萬瓩）等未能供電。另地方政府因應秋冬之際之空污議題採取

生煤減量政策、發電廠受空氣污染防制法（固定污染源操作可證、總量管制）

及環評法（環評承諾）等限制，造成台中及麥寮燃煤電廠相繼減載或停機，

均影響機組發電能力；另外，台電公司舊有機組均屆退役年限，這幾年將陸

續停機，原本規劃大型燃氣機組取代一些退役機組，然而燃氣機組之發電量

卻受到台灣中油公司天然氣儲槽年產能限制、卸收站不足，加上燃氣機組的

設備安全運轉時數（EOH）限制、噪音管制、及固定空氣污染源之環評等限

制因而無法有效彌補因核能及燃煤機組停機或減載所造成的供電缺口。當系

統供電機組能力受到限制，首當其衝即是明顯降低了備轉容量。備轉容量降

低有可能產生無法彌補發電機組跳機所造成的供電缺口，亦可能造成系統頻

率無法維持在安全範圍內，當有任何波動造成供需失衡時，更增加了併聯機

組跳機的風險。除了 106 年 8 月 15 日大潭電廠跳機事故外；91 年 5 月 8 日

中油公司永安儲氣槽 LNG 儲氣 不足，汽力燃氣機組、燃氣複循環等燃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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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無法發電造成發電與負載供需嚴重失衡，導致台電公司對工業大用戶限制

用電，此案例顯示燃料限制會導致電源供給不足影響供電可靠度，造成產業

界及民生停電損失。我們應以歷史為鏡，審慎思考合理的電源開發及相關的

配套措施，以維持電力供應的穩定。 

(六) 需求面之需量管理 

電力供應攸關民生、產業及經濟發展至鉅，評估未來電力需求仍將維持

成長趨勢，若短期內供給面無法有效解決，則需轉個方向由需求面著手處理，

藉由抑低負載需求以因應供電緊澀的情勢，以確保電力供需平衡。根據台電

公司提供的負載數據，在一年 98%的時間內，系統負載大約都不到尖峰負載

的 93%。因此面對 2%之短期供電緊澀問題，目前需要急切處理的為每日短時

間的尖峰供電，推動有效的需量反應方案與節能管理措施，相較於增設電廠，

可兼具經濟性與時效性。 

系統調度可以作為之需量反應措施是當預期在未來時間可能缺電的情形

之下，向可轉移負載用電時段或可暫停電力供應的廠家商議在特定時段讓出

電力，並以電費減免或購電方式補償廠家讓出電力的損失。需量反應最大的

優勢在於它能讓電力系統在花費較低成本下有效舒緩短期供電緊澀的窘境，

並提升整日能源供應的效率。這樣的效果特別適用於低備轉容量的情況下：

設想若調度單位預期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有可能處於供電警戒的狀態，則開始

啟動企業用戶的需量反應措施，其削減下來的電力則可彌補備轉容量的不足。

這樣的方式比新建一座電廠來解決短期供電緊澀的問題而言更省內部及外部

成本。 

需量管理一般可分為三種類別：直接負載控制、自願減載、和動態需求

[4]。以下分別為這三種類別做簡單說明。 

1. 直接負載控制： 

直接負載涉及給予電力公司有限的控制權去直接削減用戶負載以舒緩供電

壓力，之後再視削減負載的結果透過事先訂立的合約給予財物補償。通常

配合該技術的客戶為大型商業和工業客戶。 直接負載控制並非只有削減負

載的一個選項，在一些案例上可以在低負載期間開啟客戶負載，如為儲能

系統充電，以避免在離峰時間解聯一些基載發電廠或使之運轉在低效率區

間。 

2. 自願減載： 

自願減載主要透過發送電價訊號誘使用戶自願減少自己的耗電量，在發送

這個與時間相關的電價信號上用戶將在財務上得到補償。利用價格誘因來

減載的方式雖然無法保證確切的減載量，但足夠大的客戶群在自願減載計

劃中仍可以提供可靠的和可預測的降載效用。在客戶群集體行為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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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可以手動調整他們的用電量，或者可以使用家戶能源管理系統自動響

應價格信號。 

3. 動態需求： 

相較於前兩者，動態需求是一種不太常見的需量反應技術，其作法是透過

感應電網頻率使客戶的負載自動調整其使用功率，以達到幫助穩定頻率的

目標。適合這種方式的用戶即是儲能設備業者，尤其是現今再生能源日趨

普遍的情況下這樣的機會越發明顯。 

可快速升降載的需量反應有助於緩解再生能源發電的變動性。事實上，

需量反應與太陽光電之間可形成強大的協同作用。通常，在日尖峰時期客戶

在減少其負載是有限的，而太陽光電通常可以在中午和下午提供峰值負載。

另外，用戶端利用的儲能系統可以透過需求量管理釋放預先儲存的電力以便

在陽光逐漸降低的下午補償太陽光電逐漸下滑的發電量。研究顯示，紐約州

電網，將太陽光電與需量電力相結合，負載管理可以使需量反應的有效負載

降低三倍[4]。 

二、 再生能源併聯運轉對電力調度的挑戰與機會 

近年來，核能發電運轉的風險，火力發電產生的空污，加上環保意識抬

頭，潔淨的再生能源發電成為各國政府致力發展及推廣的能源選項。政府為

促進相關業者及一般民眾裝置再生能源的意願，立法院於 2009年 6月通過「再

生能源發展條例」，規範電業以優惠價格收購再生能源產生的電能[5]。2016

年為了更積極發展再生能源，其新頒佈的能源政策目標是於 2025 年提升再生

能源至系統總發電裝置容量的 20％。其中，預計裝設 20GW 的太陽光電、

1.2GW 的陸域風電以及 3GW 的離岸風電。然再生能源(如風力、太陽光電)

具間歇性、不穩定、且不易預測等特性，對電力系統併網及運轉上都會造成

某種程度的衝擊。當再生能源發電容量佔比小時， 其對電力系統的運轉影響

不大，但隨著再生能源發電量日漸成長且達到一定比例時，因天候變化難以

預期及無法控制其出力，需要傳統電廠配合調節才能維持發電與負載平衡。

因此，電力系統運轉除機組排程、調度策略需異於傳統作法外，亦需要額外

的設備（如設置儲能系統）維持電力系統的可靠度及電力品質。另外，了解

不同再生能源發電的特性和對電網運轉的衝擊，亦有助於制訂再生能源發展

政策所需的法規及配套，降低系統衝擊成本，如此才可能加大再生能源裝置

規模。 

(一) 再生能源的發電特性 

電力系統中各式發電機的運轉成本、出力、及性能皆不同，調度發電機

組的原則，係在不影響供電可靠度下以最低成本運轉排程發電機出力，使系

統能持續提供足夠的電力給負載使用。若能維持一定的發電與負載平衡，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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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電壓和頻率即可維持在規定的範圍內（如頻率維持在 60Hz）。然而，

不穩定出力之再生能源發電大量併入系統後，勢必會影響到原有系統的運轉

模式。 

以系統運轉的角度觀之，再生能源中風力與太陽光電因受氣候影響具間

歇性，無法如傳統電廠完全接受系統發電量的指令來因應負載的變化。既然

控制再生能源的發電量有相當的難度，退而求其次應知道再生能源未來的發

電量是多少，才易於調度傳統電廠的發電量來滿足變動負載的需求。然而，

無論是風力發電或是太陽光電預測能力都相當程度取決於氣候預測的精準度，

且存在裝置地域的獨特性。也因為如此，再生能源發電量的預測精準度普遍

無法與負載預測相比擬，使得過去習慣使用負載預測來調度機組發電的方式

及習慣不再適用。因此，我們需要有更新的思維及方法來發展調度策略以配

合再生能源特性。 

從發展再生能源較成熟國家經驗顯示，再生能源對電力系統的影響因素

有以下幾點： 

1. 發電變動性與不穩定性： 

當電力系統所需準備發電的特定時間內出現異於期待的變動量，即是發

電變動性[6]。在過去當再生能源發電佔比不高時，系統的變動主要來自

負載。因為負載變動大多屬於人為因素，這些因素造成的變動量可以根

據過去歷史資料推估，有了這些推估量電力公司所擁有的發電機即可依

據調度指令提供發電量來因應負載的需求。然而，再生能源發電卻是時

時刻刻受天候影響。舉例來說，太陽光電板受天候因素短期間內增加或

降低發電量的效應相當明顯（如圖 4-2 所示），而天候因素所產生的變動

量卻不是能事先精準地估計出來，為了要確知需準備多少發電量來應付

變動的負載以及再生能源發電。淨負載概念（如圖 4-3）即因應而生。 

所謂淨負載即是負載曲線扣除再生能源發電量所獲得的曲線。因此，電

力公司即將負載預測扣除再生能源發電量預測而得淨負載預測曲線。有

了此淨負載曲線，電力公司就可以調度相當容量的發電機組來維持發電

與負載的平衡。雖然淨負載曲線可以相當程度呈現電力系統所需供應的

發電量，但畢竟淨負載曲線的來源是預測值，總是有相當不確定因素在

其中，所以電力公司就需要額外準備一些發電量以應付此不確定性，而

這些額外的發電量即是備轉容量。 

2. 發電的不確定性： 

當再生能源發電的變化趨勢無法預期，這就是發電的不確定性。在過去，

發電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無預期的機組跳機、輸配電路故障、或是非預

期的負載因素造成，而現在多加了再生能源受天候影響的不確定性。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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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彥銘，太陽光預測技術簡介，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 28 日。 

圖 4-2  太陽光電板受天候影響短期間內發電量的變化 

 

 

 
資料來源：EPRI 2015 technical report: wind and solar power and their impact on operating reserves in 

Taiwan power system 

圖 4-3  因風能與太陽能發電而衍生的淨負載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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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再生能源佔比的逐漸增加，其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層面可能比機組跳機

或是輸配電路故障還要廣泛，甚至更嚴重。為了使不確定性降到最低，

精進再生能源發電預測即是首要工作。 

以過去數十年來的運轉經驗而言，日前負載預測（即運轉日前一天預測

運轉日當天的負載）的精準度已經能夠小於 3％誤差的精準度，隨著預測

期與運轉期越接近，誤差率可再下降。反之，預測期離運轉期越遠，誤

差率會再提高。和負載性質類似，運轉日當天再生能源變動的時間，短

則以分秒計，長則達小時、日、週、月、甚至年。由於隨時間變動的特

性無法一概而論，因此難以用任何單一時間軸去精準預測發電量。為了

使再生能源發電預測能更適配地為系統調度所使用，不同時間軸的負載

預測因應而生。 

3. 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的重要性： 

電力系統為了應付不同時間再生能源的變動及趨勢，會用不同的時間尺

度來預測其變化量。例如未來數小時的短期預報、未來日的短期預測、

或是以週月為單位的中長期預測等，這些預測值使調度人員瞭解該準備

多少發電量來應付再生能源發電的變動及不確定量。以圖 4-4 為例，數小

時內（通常一至六小時）的發電預測值可讓調度人員用來作為準備調頻

備轉容量的參考，以日（通常為兩至七日）為預測時間軸的發電預測值

可作為每日機組排程的參考。以月甚至年為預測時間軸的發電預測值可

作為機組年度燃料、排放量、維修管理的參考。 

 
資料來源：陳彥銘，太陽光預測技術簡介，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 28 日；C. Voyant, 

etl. (2017),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for solar radiation forecasting: A review”, Renewable 

Energy, 105, 569-582. 

圖 4-4  再生能源出力預測技術與電力調度類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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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風和太陽能的短期預報與中長期預測都很重要，其預測結果可以作

為電力系統因應不確定性需準備足夠備轉容量的參考。將風能和太陽能

預報整合到調度技術正逐漸成熟。尤其在太陽和風力發電佔比穿透率高

於 10％的地區，結合預測與調度技術更顯重要。 

(二) 離岸風電運轉可能遭遇之挑戰及解決之道 

如前項所述，離岸風電與太陽光電是未來台灣再生能源的主力，有鑑於

太陽光電只能白天發電，且又在趨近中午才可能有全額定出力，以電能提供

的延續性來說，離岸風電較可能提供全天候的發電，因為如此，離岸發電擔

負了系統中載發電的角色。然而，離岸風電雖較不受日夜因素的影響，但卻

深受天候以季節轉換而影響其出力及發電特性。綜觀其風力發電的特性，我

們可以歸納離岸風電對系統運轉的影響因素及其解決的方法如下： 

1. 發電的不確定性及變動性： 

如前項所述，離岸風電也如同其他再生能源具有發電的不確定性及變動

性。理論上，風力發電的發電量與風速的三次方成正比，由此可知，風

力發電對風速的變化非常敏感。根據設置在彰濱離岸風場之風速計顯示，

台灣在六月到九月是風力最少的月份，除了短暫的低壓氣流效應以外，

其平均風力介於 5-6 公尺/秒之間，如圖 4-5 所示。相對地，從十月開始

到隔年二月是風力發電最強的時段，其平均風速可達 9 公尺/秒以上，如

圖 4-6 所示，如此可讓風機大部分時間處於滿載發電。由此可知，秋冬季

節離岸風電可以給予近乎穩定且滿載的風力，對於台灣常出現秋冬季節

因空氣品質下降而需要火力電廠降載的情況而言，離岸風電應可解決此

一時期因空氣品質所產生的供電緊澀問題。但春夏時期離岸風電所承受

的風力相對較小且變化量較大，這對調度而言會是一項挑戰。 

 

資料來源：陳一成，風力發電實際量測與變動分析，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 28 日。 

圖 4-5  彰濱離岸風場 104-106 年夏季(6 月到 9 月)風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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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一成，風力發電實際量測與變動分析，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研討會，2018 年 6 月 28 日。 

圖 4-6 彰濱離岸風場 104-106 年冬季(10 月到 2 月)風速圖 

解決方式： 

精準的風力預測：對於春夏時期離岸風場出現較多的不確定性及變動性，

電力公司首先就必須知道風力變動的趨勢，而這需仰賴精準的風力預測。

截至目前，採用數值天氣預報模型（NWP）預測方式還是廣為電力公司

調度採用。對離岸風場而言，風力預測會以功率預測區域聚合方式將離

岸風場與實際風場發電量進行比較，以聚合性的離岸風場而言，典型的

預測誤差率為 5％。然而，離岸風場尚須考慮鋒面系統、雷暴，低空噴流，

減弱壓力梯度，增強壓力梯度、尾流等效應。因此，結合人工智慧架構

的複合風力預測可以將風力預測誤差降低。以德州電力調度中心（ERCOT）

而言，其日前風力預測已經可以降至 5％以下，時前風力預測更可能降至

4％左右。當風力預測誤差量越低，電力系統就不需準備超額的備轉容量

來應付不可預期的風電變動。根據運轉經驗顯示，美國風電佔比超過 25

％的電力公司其精準的風力預測每年可以節省數千萬至數億美元的運營

成本[7]。 

2. 快速風力發電升降載率： 

當風力發電機受到鋒面或暴風雨侵襲時，其產生快速升載或降載的狀況

會造成電力系統頻率大範圍飄移，嚴重者恐會觸發低頻電驛動作或高頻

觸發機組跳機。 

解決方式： 

許多電力公司逐漸規範離岸風場發電之升降載率限制，德州電力調度中

心（ERCOT）在 2009 年規範百萬瓦級（MW）以上的再生能源發電業（含

風電）需要限制其每分鐘升降載出力為原額定出力的 20％。風機業者為

了因應相關措施，可以選擇採用風葉旋角控制技術來減緩急速升載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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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可結合高功率儲能系統配合出力來減緩急速降載效應。 

3. 惡化的頻率響應： 

傳統發電機組因為其能量來源可完全控制，且都裝置調速機制，所以這

些發電機就可以隨頻率下降或上升來增加或減少發電量（此機制稱為頻

率響應）。然而風力發電如同其他再生能源一般，因為能量來源不完全受

控，所以這些發電裝置無法完全支援頻率響應。當風電佔比增加時就會

取代傳統機組發電，同時系統受頻率響應支援的機組減少，如此系統的

調頻能力會大幅下降，頻率的飄移將更嚴重，甚至會衝擊供電穩定。 

解決方式： 

風力發電需要在輔助控制系統中提供“類似調速機”的響應以協助修正

系統的頻率偏差。另外，傳統機組需要縮小調速機”不動帶”的設定，

增加調速機對頻率飄移的敏感性。德州電力調度中心 (ERCOT)規定風機

於頻率過高時，需具有 5%之 Droop 調節能力[5]。圖 4-7 顯示，風機裝設

“類似調速機”的輔助控制後對於頻率大範圍的升降狀況都有良好的支

援效果。 

 
註：紅線為頻率，藍線為風場出力，虛線為額定頻率水平 

資料來源：ERCOT，www.ercot.com 

圖 4-7  風機裝設“類似調速機”的輔助控制後對於頻率大範圍的升降的反

應狀況 

4. 下降的慣性響應： 

當頻率因為瞬時的發電與負載不平衡時，傳統機組可以透過旋轉中的部

件（如渦輪機與發電機的傳動系統）來吸收或補償能量不平衡，使頻率

飄移的速度降低。這對驟然失去鉅額發電量（如大型機組跳機）時尤其

重要。因為大型機組跳機時，瞬時缺少的電力會促使頻率快速下降，此

http://www.erc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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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電力系統若慣性響應大，頻率下降坡度較緩和，其他發電機組就有較

充裕的時間透過調速機響應阻止頻率下降，如此才可避免頻率下降過速

觸發低頻電驛動作而切離負載造成區域停電。然而許多新式風力發電機

因為採用變流器併聯電網，其轉動部件的動能已經和電力輸出部件無法

同步，造成風機沒有慣性響應。由此可知，當風機佔比越多時，系統失

去慣性響應的現象越明顯。 

解決方式： 

為了從風機得到該有的慣性響應，風力發電機需要在輔助控制系統中提

供“虛擬慣量”的響應以使風機傳動部件的動能與變流器輸出電能同步，

協助減緩系統頻率的飄移速度。電力公司調度單位亦應該時常監測系統

的慣量變化，必要時在季節性離峰時段併聯傳統機組以同步調相機運轉

的方式調節虛功並維持足夠的系統慣量。 

5. 弱化的虛功支援能力： 

傳統發電機因為配備有激磁系統，所以會根據負載的高低調整虛功輸出

以維持電壓穩定。然而因為風力發電機的輸出端是變流器，早期的變流

器設計為僅注入實功（沒有虛功）到電網上，這導致風機在高容量輸出

時電壓上升，當輸出下降時電壓下降。這個問題在電壓下降時特別危險，

因為電壓下降若不受控，會觸發變流器的保護設備動作而切離電網，如

此產生連鎖效應造成大規模風機跳機，引發更大的頻率事件。 

解決方式： 

現代變流器都有能力注入虛功來控制電壓，透過偵測電壓高低可以注入

相對應的虛功量，此稱為伏特-VAR 控制。提供伏特 - VAR 控制需要略微

減少實功功率輸出。早期變流器提供伏特/ VAR 控制可能會對變流器組件

產生較大的壓力而導致失效，然而現代智慧變流器皆已經有類似的功能

且運轉的效果非常好。例如德州電力調度中心（ERCOT）規定所有風機

要能維持功率因數介於 0.95 領先與滯後之間，且能依照電壓狀況動態調

整虛功。若是期望大量再生能源能加大對系統的虛功支援，就應該更積

極地規劃出類似的電壓調節服務市場，然而類似的市場經濟結構並不存

在，在許多案例，尤其是高度管制的電力市場其風機基本的虛功支援能

力成為併網條件之一。 

6. 可能增加的調頻備轉容量:  

由於風力發電出力具有間歇性，且變化相當迅速，造成頻率相對不穩定。

為了補償其變動電力公司就需要準備足夠的調頻備轉容量因應之。然而

能支援調頻備轉的機組通常是成本相對昂貴的氣渦輪機或是複循環機組，

電力系統若因離岸風電出力的不穩定性準備過多的調頻備轉容量恐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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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輔助服務成本。 

解決方式： 

電力公司可以透過改變調度策略進行。如過去抽蓄水力機組主要用來在

離峰時事先儲存水力以供支援尖峰發電，即所謂削峰填谷的功能，而抽

蓄水力機組也可支援風力發電尖離峰發電使系統發電更為平穩。另外，

調度單位也可以縮短調度指令時間，使電網中大部分機組都能在較短時

間內針對離岸風電變化的趨勢做出反應，如此也能降低調頻備轉容量。 

(三) 太陽能併聯運轉對電力調度的影響 

1. 太陽光電（PV）對供電裕度的衝擊 

相對於風力發電，太陽光電（PV）對季節性的日夜交替特別明顯。舉例

來說：夏季時期，夏季 PV 於 5:40 開始有發電輸出，恰趕上 6:00 系統負

載上升，16:50 系統負載開始明顯下降，同時 PV 輸出量也跟隨下降，有

助於降載。冬季時期，負載於 5:00 開始上升，而 PV 在 7:00 後才漸有發

電輸出，17:10~18:00 負載量上升達到尖峰，但 PV 卻是下午 14：30 後迅

速下降，大幅影響供電裕度。 

解決方法： 

提升 PV 預測能力，以備妥足夠的備轉容量。電力公司必須建立精確 PV

即時發電資訊及歷史曲線資料庫，並整合準確的氣象預測資訊（如日照

強度、降雨機率等），推估地區 PV 發電量輸出之關係。過去 PV 預測的

精準度一直無法與風力發電比擬是因為 PV 案場都相對較小，且受區域天

候的影響較大(如雲層遮蔽效應)，然而隨著 PV 案場逐漸增大，其累積效

應即可降低雲層遮蔽效應，電力公司只要與負責 PV 案場的營運商透過資

通訊緊密合作，電力公司調度幕僚部門即可精確預測 PV 走勢提供調度員

參考，及早準備適量的備轉容量以應付因 PV 降載所縮減的供電裕度。 

2. 系統慣量不足 

與風力發電類似，PV 並沒有具備旋轉動能之機械與系統併聯，而是利用

變流器將太陽能板的發電量饋入電網。當 PV 裝置容量足夠取代多部中大

型傳統發電機組時，白天時段傳統機組出力大幅降低，部分機組甚至解

聯待機，導致系統慣量(inertia)不足。這時若遇上機組跳機，頻率下降將

快而明顯，觸發低頻卸載的可能性上升。 

解決方法： 

針對系統慣量不足的問題，最直接的作法就是配置太陽能智慧變流器

（smart inverter），智慧變流器中的虛擬慣量（virtual inertia）功能可以根

據因偶發事故造成頻率的快速上升或下降適當調整功率輸出，減緩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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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移的幅度。另外，亦可以採用需量反應，透過卸除需量負載來抑制頻

率急速下降的情況。這種方式已經在德州電力調度中心（ERCOT）施行

一段期間且效果顯著。利用需量反應來因應系統頻率驟降相對於準備傳

統發電機保持低載運轉以增加系統慣量的方式是比較經濟的作法。 

3. 評估冬春季 PV 的鴨子曲線效應 

台灣能源政策擬定未來 2025 年再生能源佔比中 PV 裝置容量 20GW，離

岸風電則可能達到 3～5.5GW 的規模1。雖然根據前述數字顯示台灣的冬

季與春季因東北季風關係具有強勁風力，20GW 太陽能的系統若順利裝

設運轉，「淨負載」（負載減去再生能源輸出）情況可能會類似於加州和

義大利等其他地區開始體驗所謂的「鴨子曲線」，其中淨負載在冬季與春

季因為負載不夠高，中午太陽能發電又特別顯著下淨負載會顯著減少呈

現下凹趨勢，但 PV 在下午四點後發電急速下降卻是負載開始爬升的階段，

此時淨負載急遽上升。圖 4-8 顯示了美國加州地區春季在接近 2020 年淨

負載出現的鴨子曲線。 

 
資料來源：https://goo.gl/ux5TN3 

圖 4-8  美國加州地區在接近 2020 年預期淨負載所出現的鴨子曲線 

淨負載曲線的變化帶來運轉調度上的挑戰如下： 

(1) 複循環機組解併聯頻繁： 

因為淨負載變化趨勢已經不再是由負載所主導，PV 的發電趨勢使淨

負載的曲線可能出現兩個尖峰，造成供應中載的複循環機組早上 9:00

                                                      
1
 我國離岸風電 114 年推廣目標設定為 3,000MW；依廠商實際申設情形預計可達 5,500MW。 

https://goo.gl/ux5T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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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解聯，而後又在下午 3:00 陸續併聯，晚間此措施又會循環一次。

造成複循環機組因解併聯頻繁造成壽命減損。 

(2) 系統短時間升降載需求可能變大： 

圖 4-9 為電力公司推測 2025 年大量 PV 併網，在冬季早上系統淨負

載將構成 3000MW/小時（50MW/min）的下降斜率，在冬季下午系統

淨負載將產生 2500MW/小時（40MW/min）的上升斜率，且在 30 分

鐘之內需要升載約 1200MW 的量（相當於一部大型機組與中型機組

的出力總和）。若機組在短時間提供升降載能力受限，短時間內發電

需求無法平衡，系統頻率會大幅度變化，造成發電機組群產生出力震

盪現象，嚴重影響系統穩定。 

 

 

 
資料來源：吳進忠，再生能源併聯對系統運轉的挑戰與機會，再生能源併聯運轉研討會，2018 年 8

月 8 日。 

圖 4-9  2025 年冬季大量 PV 併網台灣可能出現的淨負載曲線（鴨子曲線） 

解決方法： 

為了解決系統短時間升降載需求變大的問題，電力公司需要準備足夠

的抽蓄機組配合儲能系統來吸收或釋放電能。例如在冬季早上淨負載

急速下降期啟動抽蓄負載以及儲能系統充電，在下午負載急速上升期

改為抽蓄發電及儲能系統放電。如此可以平緩化淨負載曲線，亦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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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複循環機組的解併聯次數，提高其運作空間。 

4. PV 場域的分散性 

太陽能因為場域較為分散且出力範圍比起離岸風電較小，又 PV 發電又與

天氣溫度、雲層遮蔽效應非常敏感，所以個別PV發電案場出力不易掌握，

這對於調度人員欲掌握即時太陽能發電出力實有困難，而用推估發電量

的方式有時可能會有高達 30%以上的落差。目前太陽能發電場沒有裝設

遙測設備的超過一萬戶，分散到全系統，如何推估各小時精確的出力值，

關繫著台電系統負載(供電端)紀錄的準確，進而影響每日系統運轉安全之

備轉容量的準備量，以及年備用容量的計算準確度；長期則影響長程系

統負載預測的基礎。 

解決方法： 

考慮當 PV 發電量超過某個發電量以上的案場，透過資通訊網路，在太陽

能發電場加裝遙測設備，將發電資訊傳遞至區域調度中心，再匯集區域

調度中心的資料到中央調度中心，即可掌握台灣全島 PV 發電的資訊，改

善此問題。然而到底多少發電量以上的案場需要將發電資訊送到區域調

度中心需要仔細評估，若此門檻值設定太少，除了造成設備成本增加，

資訊流太大也容易造成傳輸問題。但若門檻值太大，則容易造成區域發

電盲點。因此，需要深入調查可行性及有效性方能在調度端得到最妥適

的資訊。 

(四) 儲能系統滿足再生能源併聯規範可扮演的角色 

由前述內容可知隨著我國再生能源於電網之占比逐漸增長，其不確定性

與變動性對電網運轉之安全與穩定衝擊明顯，確實需要儲能系統的協助。借

鏡再生能源發展較蓬勃的國家經驗，可以知道再生能源佔比較高的國家，其

能源的波動性與不可控等狀況，將可能導致風力發電、太陽光電這些高占比

再生能源併網時造成電力系統之衝擊，使得電力公司採取拒絕再生能源併網

的措施以保護電網安全。為降低上述大規模再生能源併網可能造成的電網運

轉風險，這些國家都陸續推動大型儲能示範場域建置計畫，藉由儲能系統協

助電力運轉的穩定。綜合這些國家對儲能的運用法則，我們大概可將儲能在

運轉上分為兩大應用。 

1. 電能平衡： 

再生能源輸出功率易受天候影響而變動劇烈，電池一般採用電化學形式

儲能及釋能，因此可隨需求快速轉換出力狀態來平抑系統中供需平衡問

題。然而，裝設容量多大的儲能電池以提供再生能源的電能平衡服務卻

是一項複雜的問題。主要的原因是目前儲能電池成本仍過於昂貴，且其

循環壽命比風力或太陽能發電的壽命短，使得再生能源搭配儲能系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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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選項不具吸引力，或是讓再生能源有提供輔助服務的選項。當再生

能源業者在市場上有得到較高輔助服務費率的誘因，他們就願意在再生

能源案場加裝儲能設備來提供電能平衡服務。 

2. 頻率調節： 

傳統上電力系統都是採用水力機組或大型抽蓄水力電廠來做頻率調節，

主因為量大且反應速度比火力機組迅速。但是面對間歇性變化劇烈之再

生能源，這些水力機組的反應卻不夠迅速，可能增加調頻調度的困難度。

相對水力機組，儲能電池具有反應速度快及充/放電轉換自由等優勢，當

再生能源間歇性造成系統瞬間頻率變動大時，儲能電池可以配合抽蓄水

力機組提供短期的頻率調節服務。 

以 107 年 3 月 5 日大林電廠跳機事故為例。圖 4-10 顯示當日 10:16 大林

G1 機組跳機，造成頻率在 3 分鐘內由 60.01Hz 下降到 59.54Hz，這時由

於上午時值負載上升階段，且部分 PV 因為頻率下降啟動保護而跳脫，使

得電源供應不足更加明顯，因此造成頻率再次下降最終觸發低頻卸載才

能暫時提升頻率，直到事故發生後四分鐘緊急併聯抽蓄水力機組（併聯

抽蓄水力機組最快需要三分鐘以上時間）才有效回復頻率至 60Hz。在整

個過程中造成低頻卸載的主因並非電源準備不足，而是在機組跳機時又

遭逢 PV 發電量減少，系統升載率不足以應付急速下降的頻率。我們可以

想見若此情況發生在冬季下午四點後當 PV 發電量急速減少，又發生機組

跳機時類似情況會再發生。此時，若電力系統準備相當容量的儲能系統，

當系統發生跳機事故時，只要在事故發生當下儲能系統協助在短時間內

（例如五分鐘）出力協助穩定頻率，等抽蓄水力機組併聯後接手回復頻

率，就不會有卸載的情況發生。 

(五) 輔助服務配套及運轉規範 

由於再生能源的蓬勃發展，其發電的變動性及不確定性，需要電力系統

準備相當的輔助服務來協助系統穩定運轉。此協助的角色不僅是電力公司的

義務，亦是提供再生能源發電業者的責任。運轉規範的制訂有助於釐清相對

的責任及義務，然而光靠制訂規範對運轉功能的強化仍不足，應更積極地創

造誘因使電力從業者可以提供更多的輔助服務，因此建立公平且有執行效率

的電力輔助服務市場勢在必行。輔助服務市場一直是解決分散式電源併聯電

網的最有效架構，它除了可以隨時因應系統變化做出調整，亦可透過價格誘

因吸引有興趣的業者投入，協助穩定系統。輔助服務市場依據系統需要可以

提供以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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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王安志，再生能源(PV)對台電中央調度中心電源調度之影響，再生能源併聯運轉研討會，

2018 年 8 月 8 日。 

圖 4-10 107 年 3 月 5 日大林電廠跳機事故時頻率與 PV 響應曲線 

1. 提供備轉容量服務： 

包括調頻備轉容量(Regulation Reserve)、即時備轉容量(Responsive 

Reserve)及補充備轉容量(Supplemental Reserve，亦稱 Non-Spinning 

Reserve)，而提供這些服務的不限於傳統發電機組，亦可包含儲能及需量

反應。 

2. 提供需量反應服務： 

需量反應服務可以根據運轉狀況由電力市場提供服務。例如在日前市場

中若透過再生能源發電預測得知其發電量因天候會急速減少而造成供電

緊澀，則可透過「需量競價」方式由市場得到用戶端可以減少的負載量，

以舒緩供電壓力。另外，「需量反應」可以提供系統類似保險的服務，當

系統運轉正常時不執行，但提供相當的容量費率給業者。當發生事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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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頻率急速下降即立刻卸載業者提供的負載容量，並根據執行時間給

予能量費率。 

3. 全黑啟動： 

當發生大規模事故而造成區域電網解聯造成隔離而形成區域電網時，分

散式能源可以配合區域調度中心指令逐步併聯，協助系統在最短時間內

恢復供電。 

三、 結語 

推動再生能源是我國既定的能源政策，亦是舒緩傳統電廠空汙排放的解

方。台灣預計在 2025 年裝置 20GW 太陽能、1.2GW 的陸域風電以及 3GW 的

離岸風電的規劃時程下，如何將如此高容量的再生能源併網供電且穩定運轉

是政府相關單位、台電公司、與再生能源業者不可迴避的議題。本文透過運

轉調度的角度，找出未來可能形成的問題，提供確實可行的做法及建議，期

未來再生能源的穩定運轉與發展會是我國重要的能源應用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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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量再生能源併網衝擊因應之道 

 

陳朝順 

義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一、 前言 

配合未來我國能源轉型，政府已規劃於2025年綠能總裝置容量為PV系統

20GW、風力發電為4.2GW，達成綠能發電佔比20%之目標。台電系統在輕載

季節，綠能總發電量極有可能超過系統全部發電佔比50%以上，由於綠能發

電並不具備傳統發電機組之轉動慣量，且其發電量容易受到天候影響而產生

發電不穩定之不可控性，勢必對電網運轉之穩定安全與電力品質產生極大之

衝擊。為降低高佔比綠能發電對台電系統之衝擊，除政府須制訂更為完善之

綠能併網相關法規，配合台電公司重新評估及調整未來電力系統之規劃、運

轉策略，執行必要之電網加強以容納更多之綠能發電併網，更必須針對太陽

光電及風力機組之發電特性，發展高效能之綠能管理系統，隨時監控綠能發

電狀態及台電系統電力品質，藉由綠能發電管理控制，維持良好之系統供電

品質，同時根據電網可能發生之各種不同緊急情境，如發電機或輸電線路之

故障跳脫，執行台電公司能源管理系統與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之整合控制，尤

其是應用綠能發電輔助服務調控功能，確保台電公司電網在大型暫態擾動後，

有足夠能力恢復系統穩定度，將是我國電網因應大量綠能併網必須面對之重

要課題。 

目前台電系統已併網PV系統總容量為2.3GW而言，由於個別PV系統容量

較小而全部併接於配電系統，部份地區饋線之PV併網量已超過5MW，造成電

力逆送及電壓過高而影響供電品質與用電安全，加以大量的太陽光電注入電

網，引起電壓變動過大而限制PV系統業者之併網申請。為解決配電系統PV併

網問題，政府已規劃導入再生能源智慧變流器，可根據併接點電壓之變動，

自動調整PV系統之功因而抑低過高之系統電壓，未來再根據綠能推動之進程，

修正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進一步導入PV系統實功輸出之調控機

制，當電壓接近1.1pu時，執行PV系統實功緩降控制，以避免PV系統因過電

壓跳脫造成棄光而影響PV業者之賣電收益。另外針對17GW之地面型PV系統，

將規劃藉由升壓站之建置而併接於台電公司輸電系統，更須考慮智慧變流器

執行即時之虛功與實功調控輔助服務功能，以確保綠能發電系統之提供虛擬

同步發電機功能，在綠能業者發電及售電同時，亦能對台電公司電網之穩定

運轉作出貢獻。 

本章針對大量再生能源併網對台電系統之衝擊，提出分析報告，同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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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慧變流器各種輔助服務功能，與我國智慧變流器CNS15382國家標準。此

外規劃配電級再生能源先進管理系統，除收集實際PV案場之發電資訊外，更

配合饋線負載轉供，執行PV智慧變流器控制決策推導，並透過4G公網下載控

制指令，達成綠能管理與配電自動化整合控制，確保電網良好供電品質。 

二、 綠能發電管理系統 

(一) 配電級再生能源先進管理系統(DREAMS) 

行政院於101年核定「智慧電網體規劃方案」[1]，其中包括六個環境構

面加以推動，以達成系統穩定供電及提供綠能使用，促進低碳社會及永續發

展的實現。隨著我國能源政府之推動，將導入大量再生能源，希望於2025年

PV總裝置容量達20GW之目標。除於不適合農業發展地區將規劃地面型PV系

統並併聯至台電公司輸電系統外，大部份之PV系統由於容量較小而採直接併

接於台電公司配電饋線。因為配電系統本身容量較小且PV系統間歇性發電特

性及配電負載變動，部份配電系統由於PV併網容量較高，已導致系統電壓過

高之現象發生。為配合政府推動PV系統發展目標，台電公司除強化本身電網，

以提高可允許PV併網最大容量達成積極開放之外，更應藉由再生能源管理系

統之規劃建置，降低PV系統之併網衝擊而維持良好之供電電壓品質，達成PV

系統有效管理目標。 

為因應未來 需求，台電公司已發展配電規劃資訊系統 (Distribution 

Planning Information System, DPIS)[2][3]、有效整合配電圖資管理系統

(DMMS)、配電自動化系統(DAS)、再生能源管理資訊系統(REMS)，並藉由

再生能源併網衝擊分析軟體，針對新申請PV系統的位置及容量，分析饋線所

有已併網或審查通過及新申請案所有PV系統責任分界點之電壓變動及故障

電流，作為審查PV系統併網申請之依據。上述DPIS已順利推廣至台電公司所

有營業區處，有效支援再生能源併網審查作業。 

為有效執行電力系統PV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之管理，發展綠能先進國家如

德國、西班牙、日本及美國，均積極導入智慧變流器，並考慮具備電壓及頻

率異常穿越能力之運轉特性，希望PV系統除平時發電外，亦能提供電網之輔

助服務能力。美國電力研究所(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EPRI)及國家再

生能源實驗室(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 NREL)亦發展再生能源

併網調控技術[5]，並進行饋線及大型PV發電系統之整合控制。日本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NEDO)則整合智

慧電網產業，進行國內外綠能高佔比示範系統之建置與功能驗證。根據國內

外相關之研究結果，充份驗證PV系統智慧變流器之導入，對提升電網再生能

源併網容量及維持系統電壓品質之重要性[6]。我國能源局及台電公司則配合

政府綠能推動目標，目前正積極進行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要點之修訂，近期內

即可導入智慧變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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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傳統PV系統變流器皆以最大功率點追蹤(MPPT)且功率因數固定1.0

之方式進行實功輸出。當過多之PV發電注入至配電系統時，容易因饋線長度

以及負載的影響，造成配電系統供電電壓過高而影響供電品質。世界各國開

始針對其電力系統特性，訂定PV系統併網相關規範，並導入PV智慧變流器，

提供功因與實功調控功能之管理。智慧變流器之控制機制必須經由發電預測

結果適時調整，藉由遠端設定方式下達指令至變流器，以適時調整其功因及

發電輸出，達到穩定配電系統供電電壓之品質。 

為配合我國發展綠能高占比目標，必須提升配電系統之PV併網容量，並

考慮台電系統特性，已成功發展一套配電級再生能源先進管理系統

((Distribution Renewable Energy Advanced Management System, DREAMS)[17]，

以監控及收集 PV 系統發電運轉資訊，並導入智慧變流器自主調控

(Autonomous)功能，以維持電力系統電壓品質。同時結合國內變流器業者，

參考國外所訂定之變流器調控機制，發展出符合我國電力系統特性之智慧變

流器，配合自主調控機制，根據PV併接點電壓變化自動執行PV系統功率因數

及實功輸出之調控，而PV系統運轉資訊及調控指令，皆探用目前台電公司所

使用之分散式網路協定(Distributed Network Protocol, DNP 3.0) 格式，對不同

太陽光電案場之PV閘道器作雙向通訊及進行變流器控制參數設定，以降低通

訊整合之複雜度。 

為因應未來更多再生能源之併網需求，台電公司已發展配電規劃資訊系

統(Distribution Planning Information System, DPIS)，有效整合配電圖資管理系

統 (Distribution Mapping Management System, DMMS)、配電自動化系統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System, DAS)及再生能源管理資訊系統(Renewabl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REMS)，並藉由再生能源併網衝擊分析軟體，針

對新申請PV系統的併接位置及裝置容量，分析饋線所有已併網或審查通過及

新申請案等所有PV系統責任分界點之電壓變動及故障電流，作為審查PV系統

併網申請之依據。目前DPIS已順利推廣至台電公司所有營業區處，有效支援

再生能源併網審查作業。 

DREAMS係在台電公司既有之配電規劃資訊系統及饋線自動化系統基

礎之下，進一步整合再生能源資訊系統及配電圖資管理系統，完成配電再生

能源發電系統之有效管理。此系統可藉由控制主站應用軟體，推導用戶端PV

系統智慧變流器之功率因數與實功輸出之調控決策，並藉由公網4G通信配合

台電公司DNP3.0通信協定，執行PV案場運轉資料之收集，並能根據PV系統

發電量，饋線負載量及線路開關操作造成之網路架構變化，推導PV系統智慧

變流器之功因與實功輸出之調控決策，藉由智慧變流器之調控而維持良好之

供電電壓品質。因此DREAMS系統可與配電系統運轉狀態作整合，進行配電

饋線所有PV系統併網系統衝擊分析，推導PV系統責任分界點之電壓值，當模

擬或DREAMS系統收集之併接點電壓值超過運轉電壓限制值時，可推導PV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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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智慧變流器之功率因數設定值，若功因已達0.9之極限值時，而併接點電壓

仍然大於實功調控之電壓設定值(如1.09p.u)時，則推導適當之實功輸出調降值，

最後由控制主站透過4G公網配合DNP3.0通信協定，將控制指令傳送至PV系

統之PV閘道器，以執行智慧變流器之調控，以降低PV系統併網對配電系統之

衝擊。 

本文針對台電公司配電系統併接大量之PV發電系統規劃DREAMS，整合

配電圖資管理系統(DMMS)、再生能源管理系統(REMS)/可併網容量查詢系統

(REMQ)、配電規劃資訊系統(DPIS)及饋線自動化系統(FDCS)，執行再生能源

發電系統運轉資料收集及智慧變流器之調控，以維持電網供電品質，系統關

連架構示意圖如圖5-1所示。 

 
資料來源：[17] 

圖 5-1  系統關連架構示意圖 

建構配電饋線網路架構並擷取系統運轉資訊，透過無線公網與現場PV系

統閘道器作雙向通訊，以建立維持電力品質之調度策略，同時規劃配電系統

在執行饋線間之不停電轉供或故障復電 (Fault Detection Isolation and 

Restoration, FDIR)時，先行評估開關操作後之供電系統電壓值，並推導用戶端

PV系統之調控模式，避免電壓過高而影響供電安全，DREAMS可達成下列重

要應用功能。 

(1) 建立智慧變流器之電壓設定自主及隨配電系統運轉調度之控制模

式，有效確保配電系統電力品質之效能。 

(2) 建立 DREAMS 系統及通信系統規劃監控主站，透過無線通訊系統

及通訊協定，結合 PV 系統智慧變流器控制模式，執行 PV 系統發

電資料之收集，並於必要時藉由電壓設定自主調控，執行 PV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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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因與實功輸出遠端遙控。 

(3) 應用 DMMS 擷取饋線網路及 PV 系統資訊，建構網路架構，根據饋

線負載量、PV 系統發電量及 PV 併接點電壓值，推導 PV 系統功因

及實功輸出調控決策。 

(4) 建立 DREAMS 與 FDCS 運轉資料交換通道及相關整合應用，以即

時取得饋線電壓資訊，提供 PV 系統發電對電網之電壓變動衝擊分

析提供智慧變流器控制決策推導。 

(5) 配合 FDCS 饋線開關之操作，推導負載轉供後之電壓變化及 PV 系

統智慧變流器控制決策，透過 4G 公網將控制指令下載至變流器，

執行 PV 系統功因及實功調控功能。 

其 DREAMS 試辦系統建置流程如圖 5-2 所示。 

 

資料來源：[17] 

 PV案場變流器控制及資料收集通訊系統連線測試

PV案場發電資料收集

執行智慧變流器控制對提升供電品質效能評估

根據PV系統發電資訊，進行饋線模擬分析及結果比對

評估智慧變流器之導入對改善電力品質與提升再生能源
併網容量之潛力

發展智慧變流器功因調控與實功調降決策軟體

建置DREAMS/ADAS整合控制系統(鳳山區處)

DMMS圖資轉檔產ADAS運轉單線圖

饋線不停電轉供及故障復電開關操作決策(ADAS)

配合線路開關操作，更新饋線網路架構(DREAMS)

配合PV併網系統衝擊分析，推導智慧流器控制
決策(DREAMS)

下載控制決策至現場PV智慧變流器，並回報ADAS系統

執行線路開關之操作(A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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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DREAMS 試辦系統建置流程圖 

DREAMS系統選擇太陽光電佔比較高之營業區處，試辦建置配電級再

生能源管理系統，其中位於台南人間仙境社區包括容量低於50kW之小型PV

系統8個案場，及位於雲林容量介於50kW及250kW之中型PV系統8個案場及容

量介於200kW及499kW之大型PV系統8個案場。藉由DREAMS系統控制主站

伺服器，內建資料庫及PV併網系統衝擊分析軟體程式和智慧變流器控制決策

軟體，進行測試案場PV系統發電資料(P、Q)及電壓等運轉資料之收集與歷史

資料之儲存，並提供PV系統發電資料及電壓變動曲線之繪製。為驗證智慧變

流器對維持配電系統電壓品質之效能，DREAMS系統將透過4G公網將控制設

定指令，由主站傳送給測試PV系統之閘道器，完成變流器電壓自主控制或功

率因數控制後，由閘道器回報PV系統實功、虛功與電壓值，驗証變流器控制，

對PV系統責任分界點電壓改善評估，分析智慧變流器之導入，對配電系統電

力品質之改善及再生能源併網容量提升之潛力。 

配電系統由於大量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網，其不穩定之分散式發電注入

配電饋線，容易造成系統電壓過高而影響台電系統供電品質。為促進未來我

國再生能源之發展，並確保含高佔比再生能源發電之電網電力品質，本文提

出配電級再生能源先進管理試辦系統，建構資料收集SCADA平台，能隨時量

測及監控分散於不同區域之PV發電系統案場，掌握系統電壓變動及PV系統發

電量(含實功與虛功)。當電壓過高時，可藉由控制主站發送電壓設定值下載給

智慧變流器，以執行PV發電系統之功因與實功輸出之自主調控。另外亦配合

現場配電系統負載轉供之操作，根據饋線PV系統發電量及饋線網路架構及負

載條件，分析可能造成之電壓變動值，並應用DG併網衝擊分析軟體，推導為

抑制電壓過高問題所需之智慧變流功率因數設定值，再以公網通訊傳給PV案

場，進行現場智慧變流器之廣播控制，本系統正具備可同時處理3000個PV案

場之監控能力。 

(二) 綠能高佔比之台電系統潮流與暫態穩定度分析 

由於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之發電量容易受天候影響，造成間歇性變動，無

法具備如傳統發電機之可控性，加上綠能發電系統大部份皆由電力電子驅動

而無法提供傳統火力及水力機組之慣量，因此當系統發生大型擾動如發電機

跳脫或輸電線短路，容易導致系統頻率及電壓快速下降，甚至造成大停電事

故，因此有必要針對未來台電系統在綠能高佔比情況，分析綠能管理及台電

系統暫態穩定度。 

本文依照台電公司2025年所規劃的電力系統，根據台電公司未來電力系

統輸電網路及發電機電源系統容量擴充規劃，分析未來台灣電力系統加裝20 

GW裝置容量的太陽能光伏發電系統對台電電力系統之影響。在考慮台電系統

實際運轉可能發生之情況，假設在系統尖峰負載運轉情境下，太陽能光伏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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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量為系統總裝置容量之80%；系統離峰負載運轉情境下，太陽能光伏發電

量為系統總裝置容量之60%，執行負載潮流分析將可確定分散式電源與台電

公司併接後，推導在各種運轉狀況下，其電壓大小、角度與線路潮流，並挑

選台灣北部、中部、以及南部地區幾個相較重要的345kV的匯流排，做為觀察

電力潮流的依據。 

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型及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聯作

業須知」，電力潮流須符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

術要點」及「輸電系統規劃準則」規定。在輸電系統規劃準則對系統穩態電

壓之規劃準則為：系統正常運轉時電壓應保持在0.95 p.u.至1.03 p.u.之間；發

生事故後，系統穩態電壓變動範圍應維持在0.9 p.u.至1.05 p.u.之間。另外，再

生能源併網檢討，依下列規定辦理：系統檢討 N-0 時須符合本準則規定，即

經由系統尖峰負載與離峰負載電力潮流分析後，各匯流排電壓應保持在合理

變動範圍。  

當為系統尖峰負載狀態下，太陽能光伏發電量為16 GW，假設台電系統

北部發電量為12,246 MW，中部發電量為10,912 MW，南部發電量為16,120 

MW，東部發電量為1,236 MW，總發電量為40,515 MW。進行負載潮流分析

後發現，可發現所有匯流排電壓均可維持在0.9514 p.u.至1.0213 p.u.之間。 

圖5-3為簡化後之345 kV線路潮流圖，在加入高佔比之太陽能光伏發電系

統後，由負載潮流圖可看出，有3,899 MW之電力由南部經由5條輸電線路流

向中部；亦有3,204 MW之電力由中部經由6條輸電線路流向北部。在N-0正常

情況下之345 kV輸電線路，沒有任何一條線路出現過載現象而維持正常運

轉。 

本文亦探討未來台電系統在綠能高佔比情境下之暫態穩定度如圖5-4所

示，此事例假設系統尖峰負載39,718 MW，所有線上運轉發電機組的發電量

為其額定容量之70%至80%，若太陽光電總發電量為16 GW的情況下，於1秒

時發生多部發電機跳脫，且跳脫機組總發電量為4.01 GW。藉由PSSE軟體程

式執行台電系統暫態穩定度分析，圖5-4為系統在發生大型擾動後之系統頻率

響應圖，由於系統發電量不足，造成系統頻率從60 Hz快速降低至58.92 Hz，

然後藉由線上發電機組自動控制系統增加發電量，系統頻率最終回復至60 Hz

而維持系統穩定度。為確保綠能高佔比之台電系統穩定運轉，未來必須針對

系統各種可能故障情境，進行系統穩定度之運轉，並提出緊急調度策略，避

免系統頻率或電壓大幅變動而造成供電穩定度問題而影響用戶之供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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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黃千華, “高佔比再生能源對台電系統運轉調度之影響”, 碩士論文, 中山大學, 107 年。 

圖 5-3  簡化之 345 kV 輸電線路負載潮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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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黃千華, “高佔比再生能源對台電系統運轉調度之影響”, 碩士論文, 中山大學, 107 年。 

圖 5-4  事例之系統頻率響應 

為因應未來大量再生能源發電併網之有效管理，並達成綠能輔助服務功

能之調度，台電公司初步規劃再生能源控制系統如圖5-5所示，其中DREAMS

系統將收集100kW以上容量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之發電資料，並執行PV系統功

因與實功輸出之調控，同時應用自動圖資系統(DMMS)，推估配電饋線別與變

電所主變壓器別之再生能源發電量，再透過台電公司內部網路傳送給調度處

及區域供電區處，配合再生能源發電控制系統，推導大型綠能發電系統之輔

助服務調控策略。另外圖5-6為所規劃再生能源管理系統之通訊架構監測點，

本系統將由RTU收集再生能源案場之有效電力，無效電力及線路測/匯流排電

壓，並將斷路器，隔離開關及接地開關等狀態，透過ADSL/4G公網，通訊格

式為DNP3.0、DNP3.0 over TCP/IP或IEC61850擇一規劃建置傳送至台電調度

中心。 

台電公司針對未來大量之大型PV系統及風力發電系統，除充份利用綠能

達到最大綠能發電量外，亦須考慮規劃綠能發電系統輔助服務功能，以提升

台電系統之強韌能力，並減少綠能尖峰發電時段因過電壓而造成棄光、棄風

之現象，以確保綠能之充份利用。因此，針對併網於輸電網之大型PV系統及

風力發電系統，除收集綠能發電資訊外，並可支援綠能發電系統輔助服務功

能之調度。 

再生能源管理系統將結合台電公司既有區域調度控制中心(ADCC)，在再

生能源併網容量最大下，推導為維持區域電網電力品質之調度策略，同時預

估輸電系統面臨再生能源發電量正常變化或發生N-1事故執行轉供或故障復

電時之變電所電壓變動值，推導輸電等級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之調控策略，以

避免電壓過高或線路壅塞而影響供電安全。針對高佔比再生電源之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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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電區域電網，評估既設再生能源併接點或相關變電所匯流排之電壓變動，

及再生能源控制系統執行調控對改善輸電系統電力品質之能力。本系統內建

分析軟體應用功能，整合SCADA系統，配合預估之系統電壓變動值，推估區

域併接再生能源之調控最大值及可提供再生能源控制系統實功調控量，以利

相關調度員參考。此外本系統亦建立輸電級再生能源控制系統與ADCC、

CDCC即時運轉資料交換通道及相關整合應用研析。 

 
資料來源：[18]  

圖 5-5  台電公司再生能源控制系統規劃 

 
資料來源：[19]  

圖 5-6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100kW 以上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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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DREAMS/ADAS 整合控制 

1. DREAMS 系統與 PV 系統連線整合控制 

DREAMS系統應用4G公網與現場PV系統閘道器作連線通訊系統架構，

以進行PV系統之發電管理。其中PV業者雲端服務閘道器先透過RS-485以

ModBus或JBus通訊格式收集現場智慧變流器之運轉資料提供給PV閘道器，同

時PV閘道器則收集集合式數位電表、日照計與PV模組表面溫度計等即時資訊，

介接至通訊轉換器，該將ModBus或JBus轉換為DNP 3.0通訊格式，並依序將

對應資料儲存於指定暫存器位置，以供後端主站進行資料收集與遠端監控之

目的。DREAMS系統運用4G行動數據網路進行資料傳輸，透過台電公司專屬

MDVPN網路進行通訊。為避免通訊迴路遭駭入，應用中華電信所提供之

MDVPN網路做為私有網域，該網域僅允許註冊之用户身份模組(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SIM)卡片能登入使用，可提高整體系統之資通安全性。當所

有資訊回報至後台DREAMS主機時，會先經過資料集中器再一次統整PV案場

運轉資料，透過前置資料處理以降低DREAMS主機之負載量，隨後再透過

RJ-45 介面以傳輸控制 / 網路協定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 TCP/IP)傳遞訊息至DREAMS主機，並將資料儲存於資料庫中。其中

為有效劃分台電公司與PV案場之責任區域，該系統以4G數據機作為分界點，

其MDVPN網路與資料集中器由台電公司負責運轉維護，而PV案場閘道器則

由PV業者進行建置維護，當現場資料無法傳遞時，兩者皆會進行系統檢查，

並針對各自問題進行修復。 

DREAMS系統裝設PV閘道器(Gateway)包含集合式電表用以即時量測PV

再生能源案場發電狀態，並具備ModBus/DNP 3.0通訊轉換器，藉以轉換

DREAMS系統主站所下達之DNP 3.0控制指令為智慧變流器所能讀取之

ModBus通訊格式，同時該閘道器也具備4G數據機，透過MDVPN網路與資料

集中器相互通訊，藉以達到即時監測與控制PV再生能源案場。 

配合所建置之DREAMS再生能源管理系統，進行PV系統測試案場發電資

料及責任分界點之電壓加以收集，並透過4G公網執行測試案場電壓設定自主

調控PV系統之功因與實功，以驗証智慧變流器之導入，對配電系統電壓品質

之改善效能及提升再生能源併網容量之潛力。 

在完成PV再生能源案場之通訊閘道器裝設後，DREAMS系統即進行連線

測試，依據所規劃之系統架構，即時回報每個PV再生能源案場運轉資訊，例

如實功、虛功、電壓及日照趨勢等。同時本電腦畫面亦提供遠端調控設定功

能，包含電壓自主調控功能啟閉及遠端電壓設定、功率因數手動調控與實功

調降手動調控等，並可在控制後透過即時運轉監視畫面確認該PV再生能源案

場是否成功執行控制指令。 

2. DREAMS/ADAS 整合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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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停電轉供之智慧變流器調控，由於配電系統因線路維修執行不停電

轉供，或因線路故障藉由配電自動化系統，執行故障偵測隔離與上下游非故

障區之復電，必須利用饋線開關之操作，完成饋線區段之轉供。由於負載轉

供將導致饋線網路架構、負載量與併接之PV系統產生變化，如綠能併網量及

線路長度增加，轉供後可能導致系統電壓突然增加，而影響供電品質。為解

決高佔比綠能發電併網之配電系統負載轉供問題，必須藉由DREAMS與

ADAS系統整合控制，將配電自動化欲操作之線路開關信息傳送給DREAMS

系統，進行饋線架構重組及併網PV系統更新，並執行綠能併網衝擊分析以推

導PV系統智慧變流器之控制決策，然後將功率因數或實功輸出設定值下載給

PV系統智慧變流器，再由DREAMS系統回報給ADAS系統，執行線路開關之

投切，以確保配電自動化系統操作過程，能確保電力系統之電壓品質。 

當配電線路發生故障時，饋線出口斷路器(Feeder Circuit Breaker, FCB)會

因過電流跳脫，同時故障點上游所有FTU(Feeder Terminal Unit, FTU)偵測到異

常電流而產生故障旗標，ADAS主站收集FTU回傳之旗標，配合饋線運轉圖資

線路架構判斷故障位置，再傳送指令給故障點相鄰自動化開關FTU而執行故

障隔離，並進行FCB之投入而完成上游復電。ADAS主站則根據故障發生前故

障點下游FTU之三相電流量，並配合DREAMS所收集之下游區段所有PV系統

之發電量，推導下游未故障區間之負載量及三相電流值，配合相鄰支援饋線

之容量裕度決定饋線間常開連絡開關(Tie Switch)能否投入以完成下游復電。

當支援饋線具有足夠容量裕度時，ADAS主站則傳送指令將連絡開關投入而完

成下游復電，否則ADAS主站會先將支援饋線部份負載先行轉供至其相鄰饋線

以增加容量裕度再執行下游復電，若無法完成上述轉供作業時，必須執行故

障饋線部份卸載。 

圖5-7為台電公司鳳山區處所建置之DREAMS/ADAS試辦系統跨區執行

雲林區處二條配電饋線（XH27/XH29）故障轉供之電腦畫面，其中顯示饋線

XH27於故障發生前之運轉狀態，包括線路開關供電狀態及併網PV案場之發電

資訊。當故障發生後FCB跳脫而造成XH27饋線停電，此時智慧變流器因防孤

島功能而自動跳脫，其輸出功率立即降為零，如圖5-8所示為DREAMS主站根

據下游復電之配電網路變化，考慮支援饋線XH29之容量裕度與故障饋線欲轉

供區段故障停電前之負載量與併接PV系統之發電量，執行饋線XH29之系統衝

擊分析並推導PV智慧變流器之功因調控決策，並於執行下游復電前先行透過

4G通訊將功因決策下載至PV系統智慧變流器。當ADAS系統執行故障區相鄰

開關操作而將故障隔離後，饋線出口FCB投入而完成上游非故障停電區之復

電。由於支援饋線XH29有足夠之電流容量裕度，ADAS主站則傳送指令將連

絡開關投入而完成下游復電。配合線路開關之復電操作後，PV智慧變流器偵

測到併接點電壓，在經過時間延遲後(5min)，PV系統即可併網發電如圖5-9所

示，可發現PV系統除恢復實功輸出外，並藉由功因調控而吸收大量虛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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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7] 

圖 5-7  故障前饋線 XH27 系統架構及 PV 系統發電量 

 
資料來源： [17] 

圖 5-8  故障下游復電完成瞬間 PV 系統已併聯但尚未發電 

 
資料來源： [17] 

圖 5-9  故障下游復電完成經時間延遲(5 min)後 PV 系統併聯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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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維持良好之電力品質。 

3. 饋線轉供電壓控制 

雲林地區共16個測試案場，分布於饋線XD27、XH29、XH30、XH21、

XD26及XD35，饋線長度分別為11.2 kM、9.9 kM、7.9 kM、8.6 kM、6.6 kM

及11.6 kM，PV測試案場總裝置容量分別為3847 kW、3711.8 kW、3391.5 kW、

2562.3 kW、4701.5 kW、5411 kW。以下分節將探討雲林案場所屬之饋線轉供

後，當併接點電壓超過1.05pu時，智慧變流器執行自主調控機制後，其電壓

改善情形。 

A. XD21 轉供至 XD27 

本文探討饋線XD21轉供至饋線XD27後，電壓變動及智慧變流器自主調

控後電壓改善結果。轉供後饋線XD27總長度為15.07 kM，PV系統共41戶，總

裝置容量為4714.2 kW，如圖5-10所示。為了模擬智慧變流器作動，執行自主

調控機制，假設出口電壓為1.03 pu。 

 
資料來源：[17] 

圖 5-10  XD21 轉供至 XD27 

(四) 考慮高滲透率 PV 下 OLTC 及智慧變流器之電壓控制 

有載分接頭切換器（On-Load Tap-Changer，OLTC）之用途為變壓器在

有負載的情況下切換,以維持穩定電壓供電之裝置。由於再生能源併接於饋線

之滲透率愈來愈高，主變端之OLTC操作也相對複雜，應用變壓器端末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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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er Terminal Unit, TTU)量測饋線末端電壓，推導OLTC切換開關位置，

以降低PV系統併網對配電系統之衝擊。所規劃及發展之電壓調控系統，可與

配電系統運轉狀態作整合，進行配電饋線所有PV系統之併網衝擊分析，當PV

系統責任分界點超過運轉電壓限制值時，並可推導PV系統智慧變流器之功率

因數值，若虛功補償已達最大容量時，再求解為維持應有之供電電壓條件下，

適當之實功輸出調降值。最後由控制主站透過4G公網將指令傳送至PV系統測

試案場gateway，以智慧變流器之調控，以降低PV系統併網對配電系統之衝

擊。 

配電系統在穩態時可用OLTC來調整饋線電壓，當饋線加入高滲透率之

PV系統時，由於雲遮效應，OLTC操作次數可能大幅增加，探討在實際台電

公司饋線，有無PV影響下OLTC操作次數，並發展饋線末端電壓量測模組，

進一步推導適當OLTC之匝比檔位，以降低高滲透率PV衝擊。 

節能目標之達成，可透過降壓運轉(Conservation Voltage Reduction, CVR)

來實現，降壓運轉為在不違背用戶端之電壓規範標準的情況下，藉由降低配

電饋線之運轉電壓，以減少系統電力需求的節能策略。適當的使用電壓控制

設備(電容器、電壓調節器)可提升降壓運轉的節能效果，由於電力傳輸過程中

會因線路阻抗及負載電流電壓降，如饋線中下游無電壓控制設備或分散型電

源調整電壓，饋線沿線端點之電壓會隨端點和變電所的距離增加而逐漸下降，

使饋線整體電壓降幅度偏大，此時若降壓運轉的幅度較大，可能造成饋線中

下游用戶端電壓低於規範下限而使設備運轉效能及壽命受不良影響，為避免

用戶電壓過低，電力公司需使饋線運轉在較高的電壓而限縮降壓運轉的操作

範圍；若饋線中下游處有電壓控制設備適當調整提升電壓，縮減饋線整體電

壓降之幅度，將可改善因饋線降壓運轉的幅度過大而產生的用戶電壓過低現

象，使電力公司能增加降壓操作範圍以提升降壓運轉的節能效果。因此，結

合OLTC及智慧變流器之調控執行降壓運轉，分析配電饋線在不同電壓時，其

電力需求、電纜線路損失、變壓器銅鐵損及最低負載電壓的情形，探討饋線

執行降壓運轉之節能效果、降壓運轉對系統各種損失的影響及可允許降壓範

圍。OLTC操作為配電系統電壓粗調，而智慧變流器作為電壓微調。 

1. 有載分接頭切換器架構 

配電線路應供給用戶穩定的額定電壓，俾各種電機或電氣設備，能在額

定電壓下運轉，而發揮最佳性能。通常用電端的電壓，因負載電流通過供電

設備，及線路而發生電壓降，在重載時電壓較低，輕載時電壓較高，裝設有

載分接頭切換裝置的目的是把用電地點的電壓保持穩定。由於負載端的電壓，

因負載電流通過供電設備及線路而發生電壓降，在重載時電壓較低，輕載時

電壓較高，為供給用戶穩定的額定電壓，俾各種電機或電氣設備，能在額定

電壓下運轉，發揮最佳性能。因此需裝設調壓設備來穩定用電地點的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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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壓器一次側和二次側電壓之比值，是由繞組的匝數和電壓變動率所決定。

不論電源電壓和負載電流如何變動，要獲得定值的二次側輸出電壓時，可以

在變壓器的繞組中抽出適當分接頭(Tap)，以變換匝數比來達成目的。 

為提升供電品質，穩定負載端電壓，變壓器OLTC 可附裝電子式自動電

壓調整器（Automatic Voltage Regulator，AVR），隨時反應負載端的電壓變動，

自動控制分接頭切換動作。有載分接頭切換器係配合自動電壓調整器和可程

式單元動作，而達到調整電壓的功能，線路電壓經比壓器降壓後輸入自動電

壓調整器作為調整電壓的決定電壓，而可程式單元則依據電壓設定器提供自

動電壓調整器的參考電壓，自動電壓調整器比較決定電壓及參考電壓來產生

一升壓或降壓信號以控制OLTC 的分接頭位置，而達到調整電壓的功能。 

以台電公司目前使用之 69/11.95-23.9 kV, 25 MVA 變壓器有載分接頭切

換裝置為例，其電壓調整範圍為變壓器一次額定電壓69 kV 之 +5 %到-15 %，

分為16 級(step)，17分接頭，每級電壓為額定電壓之1.25 %。 

2. 智慧交流器與主變壓器 OLTC 整合控制系統 

圖5-11為OLTC監控架構，主要由饋線末端量測模組，遠端端末單元(RTU)

及OLTC控制器所組成。首先由饋線末端量測模組量測所有饋線末端電壓及各

PV併接點電壓，經4G公用網路上傳至RTU推算出主變壓器電壓目標值(Vtarget),

並由OLTC控制器調整主變壓器適當匝比檔位。圖5-12為OLTC電壓控制方塊

圖。 

 

資料來源： T. T. Ku, C. H. Lin, C. S. Chen and C. T. Hsu, " Coordination of Transformer On-Load Tap 

Changer and PV Smart Inverters for Voltage Control of Distribution Feeders, " IEEE Trans. on 

Industry Applications , Jan./Feb 2019 (accepted). 

圖 5-11  OLTC 饋線末端量測架構 

 

主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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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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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線n

饋線末端
電壓量測模組1

饋線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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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 T. Ku, C. H. Lin, C. S. Chen and C. T. Hsu, " Coordination of Transformer On-Load Tap 

Changer and PV Smart Inverters for Voltage Control of Distribution Feeders, " IEEE Trans. on 

Industry Applications , Jan./Feb 2019 (accepted). 

圖 5-12  OLTC 電壓控制器方塊圖 

三、 智慧變流器降低綠能併網衝擊 

(一) 國外智慧變流器與輔助服務 

為達成綠能充份應用及節省投資成本，目前PV系統皆採用傳統變流器，

日照強度為基準之以最大功率點追蹤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

及維持功因為1.0方式與電網併接，僅具備防孤島運轉模式，但隨著綠能佔比

愈高，大量PV發電注入電網將造成系統電壓過高，且由於雲層變化造成PV輸

出功率驟變時，容易導致電壓閃爍問題。另外針對大型PV系統其容量達

100MW以上，其功率輸出之不穩定將影響系統頻率及電壓品質，尤其是PV

系統無法提供如傳統發電機組之自動發電控制及旋轉慣量，對電力輸電系統

之強韌度，造成極大之衝擊，因此未來台電公司面臨高佔比再生能源情境，

必須導入綠能輔助服務之管理調度。由於PV變流器為電力電子交直流功率轉

換模組，只要變流器具備足夠之容量，對於系統電壓及頻率變化之虛功與實

功調控響應速率將較傳統發電機組為快，圖5-14所示為美國EPRI定義智慧變

流器需具備之功能[21]: 

主變壓器#1

69 kV/11.4 kV

TTU
饋線 1

4G行動網路

TTU
饋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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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帶比較器時間延遲切換式分接頭

分接頭切換調整器

變電所

V2

Vn

DCU

RoLa RF 通信

min

pointendV 

RTU

TTU:變壓器管理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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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Aminul Huque, “Advanced Grid Support Functionalities,” GRIDED Short Course, February, 

2017. 

圖 5-14  智慧變流器需具備功能 

近年來已有許多國外的專家學者針對PV智慧變流器電壓調控方法作了

深入之探討，其中包括(1)實功削減控制模式[22-24]: 智慧變流器根據併接點

電壓僅作實功調控，而不作虛功調控。 (2)依實功調控功率因數模式

(PF(P))[25-28]: 智慧變流器根據併接點輸出之實功率，調整其功率因數，其

調控曲線均事先下載至inverter。(3)依併接點虛功-電壓調控模式(V(Q))[29-31]: 

智慧變流器根據併接點電壓大小調控其虛功補償量。 

1. 實功削減控制模式 (P(V)) 

由於PV變流器裝設過電壓保護裝置，在高日照量期間，太陽光電換流器

將會因過電壓自動解聯，無法將太陽能發電注入配電饋線，而減少售電量，

因此必須藉由變流器電壓控制策略，調整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轉移最大功率追

蹤(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工作點，有效地控制削減發電量而

讓電壓維持在限制值內，以提高太陽光電系統投資成本效益。 

圖5-15所示為太陽光電變流器實功削減控制流程圖。當責任分界點之電

壓大於1.05 pu時為削減功率模式，為防止電壓變動率超過規定，太陽光電變

流器會隨著注入電源乘以遞減因子。其遞減因子根據變電所的短路阻抗與變

電所到分界點的線路阻抗之總和來決定。當責任分界點之電壓小於1.05 pu限

制時智慧變流器會恢復為MPPT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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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謝維霖, “應用配電圖資管理系統支援太陽光電系統衝擊分析與控制之研究”, 博士論文, 

高雄應用科大, 103 年。  

圖 5-15  太陽光電變流器實功削減控制流程 

2. 功率因數-實功調控模式(PF(P)) 

德國VDE-AR-N 4105定義有關變流器功率因數與輸出功率(PF(P))調控

之功能如圖5-16所示，當太陽光電系統發電量超過設定值（P3）時，其功率

因數做比例調控以降低併接點之電壓。其中P1至P4四個工作點，可分別設定

功率因數超前或落後，其步階調整量為 0.01。 

3. 虛功-電壓調控模式(Q(V)) 

當饋線之PV系統發電並注入實功率時，饋線電壓變動率與電壓大小皆可

能超出運轉規範，因此可依據當時變流器併接點上所偵測到之電壓最高值，

再進一步計算出虛功之吸收量，有效的抑制饋線電壓上升的問題。圖5-17為

本文使用之智慧變流器Q(V)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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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朱家威, “太陽光電智慧變流器之電壓調控曲線設定之研究”, 碩士論文, 高雄科大, 107

年。 

圖 5-16  智慧變流器功率因數-實功調控模式 PF(P)曲線 

 
資料來源：朱家威, “太陽光電智慧變流器之電壓調控曲線設定之研究”, 碩士論文, 高雄科大, 107

年。 

圖 5-17  智慧變流器虛功-電壓調控模式 Q(V)曲線 

(二) 電壓及頻率設定自主調控功能 

為達成PV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有效管理，並簡化智慧變流器調控機制，我

國中央標檢局已制訂並公告智慧變流器CNS15382國家標準，台電公司及能源

局規劃發展遠端電壓設定之智慧變流器自主調控功能，智慧變流器能根據目

前系統電壓大小，自動調整功率因數與實功輸出，其功率因數調控與實功降

載功能則預先設定於變流器，其設定值會因每個PV案場饋線長度與負載大小

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須事先進行分析運算才能得到設定參數，然因PV系統發

電量與負載具有時變特性，故參數須隨時變動而導致PV系統管理之困難度。

因此智慧變流器自主調控功能可依據PV併接點電壓狀態自行調控，除緊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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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須即時透過通訊網路對變流器進行調控外，智慧變流器可非常容易執行自

主調控，而達到分散式運轉控制之功能。 

智慧變流器自主調控功能如圖5-18所示，可分為功率因數調控與實功率

調降兩大部分，首先當變流器偵測出電壓超出1.05 p.u.時，則開始進行功率因

數調控，每0.1秒調控1%，並以閉迴路(Close-loop)方式進行控制，調控後若電

壓已降至1.05 p.u.以下，則停止調控，否則繼續調降功率因數，直至0.9極限

值為止。透過功率因數之調控吸收系統虛功方式，可有效降低系統電壓，在

變流器額定容量下，於功率因數調降過程可維持實功輸出不受影響，同時有

效提昇再生能源於配電系統之可併網容量滲透率。當電壓經功率因數調控後，

若持續上升至降載電壓設定值(Vpset)如1.09 p.u.時，則智慧變流器開始調降輸

出功率，每0.1秒調控量為變流器容量10%，最多降至變流器額定容量之10%

為止。 

 
資料來源：[17]  

圖 5-18  智慧變流器自主調控曲線 

若經過功因及輸出實功調控後，責任分界點電壓仍然高於1.1 p.u.時，為

維持用戶設備安全，智慧變流器在時間延遲2秒後，將因過電壓保護而跳脫並

從系統切離，此2秒之過電壓跳脫時間延遲，將使變流器具備緩衝時間，提供

功因及實功調控之時間，可避免PV系統因過電壓造成立即跳脫而影響PV系統

之發電。在智慧變流器自主調控功能曲線中，為避免智慧變流器在調控過程

因追逐現象而造成控制不穩定，在功因與實功之調控須考慮電壓變動之不敏

感帶（deadband）。在綠能高占比條件下，藉由智慧變流器之電壓設定自主調

控功能，平常藉由功率因數調控即可維持電網供電品質，而不會影響PV系統

之實功輸出及售電，只有在配電系統執行系統負載轉供而造成電壓突然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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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安全限制時，執行PV系統實功逐步調降，可避免智慧變流器因過電壓跳

脫解聯而完全無法售電。因此智慧變流器之導入，除可確保配電系統之電壓

品質，更可大幅提升電網之綠能併網容量，以達成綠能之充份使用。 

(三) 智慧變流器提升綠能併網量 

針對綠能高佔比饋線，探討智慧變流器之導入執行功率因數調控，有效

避免PV系統因電壓諣高而須降低發電量。圖5-19為總長度11公里之模擬饋線，

於饋線末端併接容量3750kWp之PV系統。探用固定功因1.0之傳統變流器，於

下午1點PV系統之發電量為3000KW，併接點電壓將高達1.085p.u.，為維持責

任分界點電壓低於1.05p.u.，則從早上9點至下午4點PV系統必須調降其發電量，

比如下午1點PV系統之發電量須從3200KW調降至1700Kw如圖5-20所示。亦即

PV系統變流器必須偏離MPPT工作點，造成1500KW之發電量必須放棄，使得

太陽綠能無法被充份利用，反之若採用智慧變流器於PV系統發電量尖峰時

段執行虛功補償如圖5-21所示，則可維持良好電壓品質並減少PV系統之降載

量,可發現只有中午12點及下午1點PV系統須配合少量之發電量降低，即可避

免電壓超過1.05p.u.，以下午1點為例，藉由智慧變流器905kVAR之虛功補償，

PV系統卸載量即可從1300kW降低為185kW，而達到PV系統之充份發電。隨

著PV系統責任分界點電壓之變化，從早上9點增加虛功消耗量，於中午12點

及下午1點PV系統發電尖峰時段，雖然虛功補償量已達變流器容量極限值，

而必須作實功輸出之調降，方能維持電壓品質，但發電調降量相對減少許多。 

針對圖5-19測試饋線(11公里長之配電饋線)，假設末端併接不同容量之高

壓PV系統，隨著一天太陽光電之變化量，探討在電壓變動限制條件下之PV系

統發電量與可能之棄光降載量，圖5-22為早上6點到下午5點之日照度，可發

現太陽能尖峰發生於中午時段，中午12點時可達1080W/m
2，在不同PV裝置容

量下，其發電量將隨日照度之變化而增加或下降，若採用傳統PV變流器(固定

功因1.0)，則當PV系統容量為4000KWp時，下午12點之發電量為3100KW，將

造成PV系統責任分界點電壓超過1.05p.u.，PV系統必須棄光降載610KW，從

圖可發現從早上10時到下午1點皆須執行棄光降載，才能維持電壓品質。若PV

系統裝置容量為6000KWp，則中午12點必須調降發電量從4600KW減為

2450KW，而產生2150KW之棄光現象，大幅影響綠能之利用。若此PV案場導

入智慧變流器，當其功因調降為0.9時，為維持電壓1.05p.u.時，可發現當PV

系統裝置容量為4000KWp時，皆不會造成棄光卸載現象，若PV系統裝置容量

為6000KWp時，從早上10點到下午1點須仍調降實功發電量，但棄光卸載量將

大幅減少，以中午12點為例，PV系統棄光卸載量從原先之2150KW減少為

436KW。根據此案例分析，智慧變流器之導入可藉由功因調控以抑制系統電

壓，將大幅降低配電饋線高佔比PV併網對系統電壓品質之衝擊，並減少棄光

卸載而提升綠能發電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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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7]  

圖 5-19  智慧變流器測試饋線 

 
資料來源：[17]  

圖 5-20  PV 系統功率輸出與電壓(PF=1.0) 

 
資料來源：[17]  

圖 5-21  PV 系統功率輸出與電壓(智慧變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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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7]  

圖 5-22  導入智慧變流器增加饋線 PV 併網容量 

本節探討雲林區處土庫變電所饋線XD27與XD33執行不停電負載轉供之

PV系統智慧變流器調控。表5-1為轉供饋線之主幹線(477MCM)長度，負載量

及PV系統總裝置容量，其中饋線XD27併接之PV系統計有21戶，總裝置容量

為3847KWp，饋線XD33併接之PV系統計有24戶，總裝置容量為2864KWp。

每條分歧線以虛線表示，並將分歧線掛接之PV系統容量加總，比如主幹線

Bus24併接之分歧線共有7個PV系統，其裝置容量總合為2086KW。 

表 5-1  負載轉供配電饋線資料 

 XD27 XD33 

長度（公里） 11.2 8.5 

負載量（KW） 2850 2500 

裝置容量（kWp） 3847 2863.5 

資料來源：[17]  

圖 5-23 為執行不停電之饋線網路架構，其中常開連絡開關先行投入再將

饋線 XD33 之 FCB 打開，而完成二條饋線間之不停電轉供作業。執行轉供後

饋線 XD27 之總長度由原先之 11.2 公里增長為 19.7 公里，PV 系統總戶數為

45 戶，PV 系統總裝置容量高達 6711KWp，將造成部份 PV 系統責任分界點

電壓超過限制值，因此必須執行 PV 智慧變流器之自主調控，所有 PV 智慧變

流器在每 0.1 秒調控過程，皆根據其併接點電壓，進行功因及實功調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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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7]  

圖 5-23  饋線 XD33 轉供至 XD27 後系統架構圖 

 

圖 5-24 為 PV 案場採自主調控之實功虛功輸出與功因及電壓每 0.1 秒之

變化，此 PV 系統共計有 10 部 119KW 之智慧流器，初始發電量為 99.4KW。

當兩饋線完成負載轉供時，由於饋線長度及併網 PV 容量增加，Bus157 電壓

會突升至 1.117pu，該 PV 案場智慧變流器每 0.1 秒執行功因調降 1%以吸收虛

功，直到 0.8 秒功因降為 0.92，隨著功因之調降系統電壓則從 1.117pu 降為

1.047pu，另外在功因調控過程，此 PV 系統之實功輸出皆可維持在 99.4KW，

因此只要 PV inverter 之容量和 PV 模組之容量相同，功因之調控將不會影響

PV 系統之發電量。若此 PV 系統不具功因調控能力，且自主調控之實功調降

電壓設定值為 1.08pu，則智慧變流器每 0.1 秒須執行實功之調降，圖 5-25 為

PV 系統實功輸出與電壓變化，可發現每 0.1 秒其實功輸出調降量為變流器容

量 10%，須經過 7 次之實功調降，才能將併接點電壓從 1.117pu 降低為

1.077pu，因此 PV 系統所採用之智慧變流器容量不足以提供功因調控所需之

裕度時，將會造成棄光現象而大幅影響太陽綠能之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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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7]  

圖 5-24  饋線轉供後智慧變流器實功、虛功、功因及併接點電壓變化 

 
資料來源：[17]  

圖 5-25  饋線轉供後變流器採固定功因 1.0 之實功調降與併接點電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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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綠能發電輔助服務 

(一) 國外綠能輔助服務 

由於大量太陽光電再生能源併接於電網容易導致系統電壓過高，另外針

對大型PV系統其功率輸出不穩定將影響電力系統頻率及電壓品質，尤其是PV

系統無法提供傳統大型發電機組之自動發電控制及旋轉發電機之慣量，當系

統發生事故如發電機或輸電線突然故障等大型擾動時，將導致系統頻率快速

變動而影響系統暫態穩定度。因此，國外電力公司面臨高佔比再生能源之情

境，均導入綠能輔助服務之管理調度。由於PV變流器為電力電子交直流功率

轉換模組，只要變流器具備足夠容量，對於電力系統電壓及頻率變化均可透

過通訊網路達成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之遠端實功與虛功之控制等輔助服務功能

調控。 

美國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

對輔助服務定義是指為穩定電網可靠度，而提供之電力相關服務並將輔助服

務分為六大類[33]:(1)電力排程與調度(2)電能損失補償(3)負載追隨(4)系統保

護(5)電能不平衡 (6) 無效電力與電壓控制。 

美國德州電力系統由於風力機組及太陽光電系統裝置容量不斷增加，考

慮風能或日光照射變動，與預測的不確定性，ERCOT電力市場必須經常使用

高價格的輔助服務來維持系統頻率穩定。由於風力與太陽光電系統佔比提高，

德州ERCOT市場在輔助服務的需求已經逐年增加[34][35]。目前太陽能發電技

術將可提供包含快速頻率響應服務(Fast Frequency Response Service, FFRS)、

一次頻率響應服務(Primary Frequency Response Service, PFRS)、 調升/調降備

轉容量(Up-regulating and Down-regulating Reserve Service, RRS)。 

美國First Solar公司於德州Fort Stockton設置50MW太陽光電系統，以

138kV 輸電線併接於Barilla Junction變電站，此光電系統總共設置48具變流器，

每一具容量為880kVA。每一對變流器連接到一三繞組變壓器升壓至34.5kV，

最後將匯集所有電力經345KV/138KV升壓變壓器連接到輸電線，併接點裝設2

組4.75MVAR電容器組做虛功補償。此大型PV案場可提供下列電廠等級控制

功能[36]: 

(1) 於併接點作動態電壓或功率因數調控 

(2) 實功削減功能 

(3) 升降載率控制 

(4) 頻率控制 

(5) 啟動及關機控制 

(二) 未來綠能輔助服務規劃與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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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中大型PV案場輔助服務示範系統之建置，台電公司已提出再生能源

管理系統之規劃，如圖5-26所示，其中併網於配電系統之PV案場，可藉由配

電再生能源先進管理系統(DREAMS)進行發電資訊之收集如圖5-27及圖5-28

所示，並根據系統電壓之變動作功因自主調控。 

 
資料來源：[17]  

圖 5-26  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管理系統規劃 

 
資料來源：[17]  

圖 5-27  配電再生能源先進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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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7]  

圖 5-28  台電公司鳳山區處 ADAS/DREAMS 整合控制系統 

另外，在一定容量以上PV系統可配合台電能源管理系統(中央調度中心，

區域調度中心)之輔助服務管理調度需求，執行虛功補償及實功輸出調控功能。

DREAMS系統可根據所監控PV系統之發電資訊及配電自動圖資管理系統

(DMMS)所登錄之PV系統併網位置及容量，推估饋線別及主變壓器別之PV系

統發電量，藉由電腦連線傳送給ADCC。針對併接於輸電網之大型PV系統發

電資訊之收集與輔助服務功能之管理調度，則規劃一套輸電級再生能源管理系

統，由CDCC及ADCC根據電網運轉需求下達控制指令給PV案場之閘道器，作

為PV輔助服務之管理，配合台電公司規劃之通信系統與通信協定(DNP3.0或

IEC61850)測試控制主站與PV案場之通信效能，評估PV輔助服務之時間響應，

並藉由台電電網之模擬，探討輔助服務對強化電網電力品質與暫態穩定度之

效能。 

智慧變流器可隨併接點電壓之變化，執行功因或虛功補償之自主調控功

能，隨系統頻率之變化，執行實功輸出之調控。此外，將模擬台電系統，藉

由公網與無線網路構成之混合式通訊系統，執行再生能源管理系統配合台電

系統運轉需求，由主站發送功因調控或輸出降載指令。為避免系統大型擾動

所引起電壓或頻率較大變化，導致PV系統跳脫而造成系統頻率或電壓大幅降

低，影響大型電網供電穩定度，智慧變流器亦須發展，低電壓及高電壓穿越能

力如圖5-29所示。針對系統低頻率及高頻率穿越能力部份，智慧變流器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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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頻率變動範圍在±3Hz時，仍須維持併網穩定運轉，最後當大型電網面臨發

電機組供電能力或反應速度不足時，智慧變流器須能接受電網調度指令，降

低發電量而提供必要之備轉容量，以因應發電機跳機時，能快速輸出功率而

維持系統暫態穩定度。 

 
資料來源：[17]  

圖 5-29  PV 系統輔助服務低電壓/高電壓穿越能力曲線 

綠能輔助服務亦可藉由太陽光電與儲能系統整合控制方式加以達成，根

據太陽光電之實功輸出變化與電網輸電能力，進行儲能系統之充放電策略，

並可對電網作電壓虛功調控。圖5-30及圖5-31為針對智慧變流器過電壓虛功調

控功能及過頻降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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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7] 

圖 5-30  智慧變流器過電壓虛功調控功能 

 
資料來源：[17]  

圖 5-31  智慧變流器過頻降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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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池儲能系統控制策略 

目前七美低碳島示範系統，已完成儲能系統及能源管理系統之建置，台

電公司亦配合完成200KWp PV系統之建置並規劃導入600KW之風力發電，未

來將尋求配合業者擴充PV系統容量，本文則擴充儲能系統，達成綠能高佔比

目標。為發展低碳離島智慧電網技術，將導入PV系統及風力發電輔助服務功

能示範系統，達成綠能發電及儲能系統隨系統電壓及頻率之變化，調控虛功

及實功輸出量，由於離島小型電網之慣量較小且綠能輸出之變化較大，在綠

能高佔比條件下容易導致電網之崩潰，必須藉由智慧變流器與儲能系統快速

充放電調節能力，維持系統之穩定度。配合能源管理系統應用功能之研發，

進行綠能發電平滑化，綠能發電與柴油發電機組之經濟調度控制，特殊防禦

系統(SPS)之設計，達成離島發電成本降低與電力品質之提升目標。 

配合200KW PV系統106年10月完成併聯發電，七美全島PV系統達

410KW，本文規劃於107年、108年PV系統擴充容量至1.2MW並配合台電公司

導入600KW風電系統，全年綠能發電量可達320萬度，綠能滲透率達42%以上，

離峰時段綠能發電將超過負載量，因此本文將擴充儲能系統至2000KWh，並

發展能源管理系統應用功能及低(無)碳島智慧電網運轉調度技術，以維持離島

獨立電網系統穩定運轉及提升綠能滲透率，其中包括PV系統智慧變流器隨併

接點電壓與頻率變動之虛功與實功輸出調控技術，儲能系統PCS配合PV系統

發電變動之平滑化功能，風電系統實功輸出之葉片pitch角度調控，考慮PV及

風電綠能發電預測之儲能系統最佳充放電調控。回應電網大型擾動之特殊防

禦系統(SPS)規則庫推導及導入。 

隨著七美離島再生能源的滲透率愈來愈高，其不穩定性與間歇性發電的

特性，必需要有好的儲能系統來穩定與平滑系統功率之變動、降低功率預測

偏差、解決局部電壓控制問題與提高用電可靠性。目前七美島電力系統已裝

設一組500kW/300kWh之電池儲能系統(BESS)，除可藉由充放電控制而將不穩

定之再生能源發電平滑化外，當系統發生劇烈擾動時，亦可藉由快速放電而

維持系統之穩定度。本文之電池儲能系統的控制策略分為平滑化、緊急控制，

茲分述如下： 

1. 平滑化模式 

為減少再生能源發電對配電系統之影響，本文設計平滑化機制進行功率

調節系統(Power Conversion System; PCS)之調控，以減少PV發電因雲層變化

所造成之影響。為有效進行平滑化控制，本文運用移動平均方式做為計算PV

發電變化之參考因子，移動平均是技術分析中一種分析時間序列數據的工

具。 

平滑化模式主要用於穩定再生能源發電輸出，PCS控制器會擷取目前PV

案場之發電量，接著透過移動平均計算出前10筆PV發電平均值，同時計算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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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變化率(Ramp Rate, RR)，並以PV發電變化率是否大於1%/min做為平滑化

控制依據，若PV發電變化率大於1%/min，則計算PCS所需控制之輸出實功並

傳送指令至PCS輸出該功率；反之PV發電變化率小於1%/min，則重新擷取目

前PV案場之發電量。 

2. 緊急模式 

離島電網由於系統規模及慣量相對較小，必須藉由儲能系統於事故發生

時作快速緊急放電控制，以避免系統頻率快速降低而造成停電事故之發生。

因此儲能系統於頻率降低至低頻設定值時，PCS即可自動執行放電以彌補系

統發電量之不足而維持系統穩定度。本節設計之緊急模式主要應用於較劇烈

的擾動，如在PV跳脫導致頻率低於59Hz時，能夠迅速補足缺少的量，維持頻

率穩定，PCS控制器會以每2 cycles/次的週期偵測系統頻率，當系統頻率低於

59Hz時，PCS控制器會依照頻率由60Hz跌至59Hz之時間，輸出相對應的功率

Po，待系統頻率回到59.5Hz後，儲能系統的放電量Po會以-10%/sec的斜率遞

減。 

本節透過CYME PSAF模擬軟體，模擬七美島電力系統於啟用不同數量之

發電機、不同負載量與負載變動量下系統之頻率響應，紀錄系統頻率由60Hz

跌至59Hz所需之時間並建立對照表，接著透過迴歸分析，找出啟動之發電機

數量、負載量、負載變動量與頻率跌至59Hz所需時間之間的關聯性，探討PCS

輸出功率大小。 

圖5-32為七美離島突然發生一部柴油機跳脫之系統頻率響應，頻率由

60Hz跌至59Hz之時間為0.103s，針對其他不同情境之頻率響應進行模擬分析，

推導緊急狀況之儲能系統快速放電量，並建入至電網特殊防禦系統作為快速

調控決策。 

舉例來說，若啟用一部發電機，負載變動量為70kW，負載量分別於600kW、

700kW以及800kW的情境下，其頻率由60Hz跌至59Hz所需之時間分別為

0.661s、0.633與0.618s；當負載變動量為100kW時，其系統頻率跌至59Hz所需

時間則為0.361s、0.354s與0.352s。而啟用二部發電機，負載變動量為140kW，

負載量分別於800kW、1000kW、1200kW、1400kW與1600kW的情境下，其系

統頻率跌至59Hz所需時間分別為0.743s、0.7s、0.659s、0.644s與0.624s；當負

載量為200kW時，其系統頻率跌至59Hz所需時間則為0.371s、0.369s、0.363s、

0.361s與0.355s。根據頻率下降至59Hz所需時間，決定儲能系統快速放電量與

時間之關係曲線，如圖5-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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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楊子弘, “七美離島電網儲能系統緊急調度策略”, 碩士論文, 國立中山大學, 中華民國 107

年。 

圖 5-32 柴油發電機跳脫之系統頻率響應（DG 發電量 600kW） 

 
資料來源：楊子弘, “七美離島電網儲能系統緊急調度策略”, 碩士論文, 國立中山大學, 中華民國 107

年。 

圖 5-33 儲能系統放電量與時間之關係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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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為因應我國未來能源轉型導入大量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發電

系統，將對台電電力系統之運轉造成重大衝擊，甚至影響台電系統穩定運轉

能力與供電品質。台電公司除配合區域性綠能發展作必要之電網加強外，更

必須根據綠能發電系統之特性與發電佔比，審慎評估及檢討台電系統之規劃、

運轉與維護作業模式，規劃綠能發電管理系統，藉由智慧變流器提供必要輔

助服務之即時調控功能。政府部門則須制訂再生能源併網相關法規，提供更

為友善之綠能併網環境，進一步提升台電電網之綠能滲透率，同時確保台電

系統在綠能高佔比情境下，有效維持台電系統之穩定與安全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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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再生能源併網法規與體系探討 

 

陳在相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黃怡碩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副組長 

 

 前言 一、

本章主要在探討國內再生能源併接電網的規範與其法制體系，並提出相

關建議，俾作為未來國內推動參考。首先，針對國外併聯規範及發展方向進

行概要介紹。接者，說明國內再生能源併聯規範的沿革與現況，然後，進行

國內併聯規範之法規體系探討。最後，提出未來相關規範研修的建議。由於

內容涉及較多專業名詞，為使讀者能夠清楚了解，將儘可能採用較通俗的方

式說明。 

再生能源或是分散式能源併接到電網前，有許多安全相關規範需要遵守，

基本上這些安全規範可分為對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與個別設備層面要求，這些

安全規範基本上是確保對人與對電網安全的最低標準。以國內併網型太陽光

電系統為例： 

 整個系統電路設計上需要符合「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原「屋內

線路裝置規則」)之第六節相關規範，其規定包含電線選用與裝配方

式、保護設計要求、標示方式、接地等，該些規範主要確保在正常

與異常狀況下都能確保對於人員的安全； 

 併網型變流器為太陽光電系統中的關鍵設備，其主要功能為將太陽

光電板產生的直流電力，轉換成符合電網需求之交流電源(包含頻率

與電壓)，該設備至少需通過三個驗證規範，若以我國國家標準(CNS)

為例，分別為併網驗證 CNS 15382「太陽光電系統－電力傳輸網界

面之特性要求」、安規驗證 CNS 15426「太陽光電系統用電源轉換器

之安全性」與電磁相容驗證 CNS 14674「電磁相容性（EMC）」，這

些驗證分別在確保變流器能符合電網要求的安全功能、對於人員安

全保護功能、與電磁波發射限制和抗電磁波干擾能力；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申請併接到台電系統時，需要符合「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此要點主要規範併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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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電系統的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能夠符合的相關安全要求，確保

整個電力系統安全運作。 

雖然需要通過與符合相當多的不同規範，但是相關規範的要求彼此間存

有關聯，例如：「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中

要求具備防孤島 (anti-islanding)運轉功能，其測試方式主要規範於 CNS 15382。

而本章節將著重在探討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接到電網時須符合的相關併聯規

範。 

 國內外併聯規範發展趨勢與演進 二、

(一) 國外主要併網規範 

順應節能減碳與提高綠能使用發展趨勢，全球再生能源裝置容量不斷提

升，考量再生能源發電的特性有別於傳統電廠，因此為了確保電網穩定運行，

世界各國紛紛依據各自電網特性制定合適的再生能源併網規範，以確保其電

力系統能穩定、安全運轉，參見表 6-1。另外，這些併聯規範一般會參照技術

發展狀況、政策推動方向，以及產業發展目標等因素，適時滾動修正。由於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亦屬於一種分散式發電系統，因此國外再生能源發電系統

併網需要遵循的規範，有時候會以分散式發電系統併聯規範為名。 

表 6-1  國際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規範 

國家 法規 

美國 

FERC Small Generator Interconnection Procedures  

IEEE Std.1547 

加州 Rule 21 

UL 1741 

德州 PUCT §25.211. Interconnection of On-Site Distributed Generation (DG) 

德國 
VDE-AR-N 4105 

BDEW 

英國 BS-EN-50438 

丹麥 
DK 13-96336-43 

DK 14-17997-39 

日本 日本-JEAC 9701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各國併聯規範的體制架構也有所不同，以美國為例，大致可將再生能源

併網法規的位階分成三大層次，第一層(最上層)為美國聯邦等級的聯邦能源監

管委員會(FERC)，制定如小型發電機併網程序(SGIP)；第二層為州政府層級，

以加州為例，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CPUC)制定的電力規則 21 (Electric Rule 21)

中，即係針對併接於加州電力系統的發電設備併網、運轉，以及計量需求進

行規範；第三層(最下層)為州內獨立電力公司等級，以加州為例，州內的不同

家電力公司，例如： 太平洋瓦斯與電力公司(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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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E)、聖地牙哥瓦斯與電力公司 (San Diego Gas & Electric Company, 

SDG&E)，以及南加州愛迪生公司(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SCE)等，依據

CPUC 的 Electric Rule 21 所訂定的各自的併聯規範，其架構參見圖 6-1。此外，

各層級法規亦會相互交叉參考，共同修訂、協調。而在台灣，由於目前只有

一家綜合電業-台電公司，因此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要申請併接至台電電網，僅

需要符合台電公司併聯技術要點的相關規定即可。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圖 6-1  美國再生能源併網相關法規階層示意圖 

(二) 國際併網規範之發展趨勢 

為逐步提升再生能源併網容量，國際相關併網規範及先進電網調控設備

亦須與時俱進。有鑑於此，本節針對國際再生能源併網規範所為新的功能要

求進行說明，分別為多段異常電壓/頻率跳脫功能、輔助電網電壓調控功能、

頻率響應實功控制功能與異常電壓/頻率穿越功能，細部內容將於下面個小節

說明。 

1. 多段異常電壓/頻率跳脫功能： 

當系統發生事故或異常運轉時，將導致系統產生異常電壓或異常頻率時，

此時表示電網可能運行在不穩定狀態，在過去再生能源或分散式電源尚未普

及時，單純依靠既有的電網保護系統即可因應。然而，隨著越來越多再生能

源發電系統併入電網，勢必會產生不一樣的衝擊與影響。因此，各國電網在

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規範內，皆會規範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於電壓與頻率異常狀

態下，所對應與系統解聯或跳脫保護動作時間要求。早期在再生能源設置容

聯邦

層級

電力公司#1 電力公司#2 電力公司#3

州政府

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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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較低時，通常僅要求電壓與頻率偏離正常值較多時，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需

儘速跳脫，然而隨著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設置容量越來越大時，考量電網安全

性，改為要求再生能源需依據異常電壓或頻率的差異量，而有不同最長跳脫

時間限制，基本上差異量越大要越快跳脫。本節內容彙整美國加州、丹麥，

以及德國系統，對於再生能源之異常電壓與頻率的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美國加州 Rule 21[6]，對於系統電壓異常情況下，分散型電源與電網切離

時間之規定，當系統電壓介於基準電壓的 88%~110%之間時，屬正常運轉範

圍，其餘者皆為異常情況，分散型電源即須與電網系統切離。當系統電壓小

於 50%的基準電壓，稱為嚴重欠電壓，其解聯時間為 0.16 秒；電壓介於

50%~88%間為欠電壓，解聯時間為 2.0 秒；電壓介於 110%~120%間為過電壓，

解聯時間為 1 秒；電壓大於 120%為嚴重過電壓，解聯時間為 0.16 秒。 

表 6-2  加州 Rule 21-異常電壓情況下分散型電源解聯時間之規定 

PCC 上之電壓 b
 

範圍 最大跳脫時間 a
 

基準電壓 120V 百分比(%) 週波 時間 

嚴重欠電壓 V < 60 < 50% 10 0.16 

欠電壓 60  V < 106 50% ~ 88% 120 2.0 

正常電壓 106  V  132 88% ~ 110% 正常運轉 

過電壓 132 < V  144 110% ~ 120% 60 1 

嚴重過電壓 V > 144 > 120% 10 0.16 

a. 最大跳脫時間係指在異常狀態發生起，至發電設備停止對系統供電時之最大允

許時間。 

b. 分散式電源設備容量小於或等於 30kVA 者，其電壓設定點可固定。但分散式電

源設備容量大於 30kVA 者，其電壓設定點和跳脫時間須視現場情況決定。 

資料來源：Rule-21 (2016)  

美國加州 Rule 21，對於系統頻率異常情況下，分散型電源與電網切離時

間之規定，如表 6-3 所示。針對分散式電源設備容量小於或等於 30 kW，當

系統頻率值超過 60.5Hz 或小於 59.3Hz，其最大跳脫時間為 0.16 秒；若分散

式電源設備容量大於 30 kW，頻率值超過 60.5 Hz 或小於 57 Hz，其最大跳脫

時間為 0.16 秒；若系統頻率值介於 59.8 Hz 到 57 Hz 之間，其最大跳時間可

設定介於 0.16 秒到 300 秒。 

表 6-3  加州 Rule21-異常頻率下分散型電源解聯時間之規定 

分散型電源規模 頻率範圍(Hz) 最大跳脫時間(秒) 

≤ 30 kW 
> 60.5 0.16 

< 59.3 0.16 

> 30 kW 

> 60.5 0.16 

< {59.8~57.0} 0.16~300 

< 57.0 0.16 
資料來源：Rule-2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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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主要依照不同的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網容量，來區分界定必須符合

的併聯技術條件，以風力發電廠為例，依照裝置容量，可以分為以下四種類

型，彙整如表 6-4 所示： 

類型 A2：風力發電廠輸出功率介於 11kW ~ 50kW 

類型 B：風力發電廠輸出功率介於 50kW ~ 1.5MW 

類型 C：風力發電廠輸出功率介於 1.5MW ~ 25MW 

類型 D：風力發電廠輸出功率大於 25MW 或併接在 100 kV 以上系統。 

表 6-4  不同類型風力發電之技術評估要求 

       型態 

要求 
A2 B C D 

直流成份 V V V V 

不對稱 V V V V 

快速電壓變

動 
V V V V 

閃爍 V V V V 

諧波失真 V V V V 

間諧波失真 - V V V 

失真 2-9 kHz - V V V 

資料來源：ENERGINT DK Technical regulation 3.2.5 for wind power plants above 11kW (2016)  

上述各類的風力發電系統的異常電壓保護功能，與相關運轉設定及跳脫

時間，彙整如表 6-5 至表 6-8 所示。當測量點電壓超過表中預設的跳脫電壓設

定值，風力發電廠必須在所規範的跳脫時間內，與電網系統進行切離或關閉

電源輸出。以表 6-5 為例，當風力發電廠測量點電壓，超過 115%電壓值時，

必須在 200ms 以內與電網系統進行切離或關閉電源輸出；當風力發電廠測量

點電壓，低於 85%電壓值且高於並等於 80%電壓值時，預設值必須在 50s 以

內與電網系統進行切離或關閉電源輸出，然而若與系統操作者達成協議，可

選擇跳脫時間介於 10-60s 之內，完成與電網系統進行切離或關閉電源輸出。 

表 6-5  丹麥 A2 類風力發電廠之電壓設定 

保護功能 符號 設定 跳脫時間 標準值 

過電壓(第二階段) U>> 115% Un 200 ms 200 ms 

過電壓(第一階段) U> 110% Un 60 s 60 s 

低電壓(第一階段) U< 85% Un 10~60 s 50 s 

低電壓(第二階段)*** U<< 80% Un 100~200 ms 100 ms 

註：***特定功能，必須執行。 

資料來源：ENERGINT DK Technical regulation 3.2.5 for wind power plants above 11kW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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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丹麥 B 類風力發電廠之電壓設定 

保護功能 符號 設定 跳脫時間 標準值 

過電壓(第二階段) U>> 115% Un 200 ms 200 ms 

過電壓(第一階段) U> 110% Un 60 s 60 s 

低電壓(第一階段) U< 90% Un 10~60 s 10 s 

資料來源：ENERGINT DK Technical regulation 3.2.5 for wind power plants above 11kW (2016) 

表 6-7  丹麥 C 類風力發電廠之電壓設定 

保護功能 符號 設定 跳脫時間 標準值 

過電壓(第三階段) U>>> 120% Un 0~100 ms 100 ms 

過電壓(第二階段) U>> 115% Un 100~200 ms 200 ms 

過電壓(第一階段) U> 110% Un 60 s 60 s 

低電壓(第一階段) U< 90% Un 10~60 s 10 s 

資料來源：ENERGINT DK Technical regulation 3.2.5 for wind power plants above 11kW (2016) 

表 6-8  丹麥 D 類風力發電廠之電壓設定 

保護功能 符號 設定 跳脫時間 標準值 

過電壓(第三階段) U>>> 120% Un 0~100 ms 100 ms 

過電壓(第二階段) U>> 115% Un 100~200 ms 200 ms 

過電壓(第一階段) U> 110% Un 60 s 60 s 

低電壓(第一階段) U< 90% Un 10~60 s 10 s 

資料來源：ENERGINT DK Technical regulation 3.2.5 for wind power plants above 11kW (2016) 

針對各類風力發電系統的異常頻率保護功能，與相關運轉設定及跳脫時

間，彙整如表 6-9 至表 6-12 所示。當測量點電壓超過表中預設的跳脫頻率設

定值，風力發電廠必須在所規範的跳脫時間內，與電網系統進行切離或關閉

電源輸出。以表 6-9 為例，當風力發電廠測量點頻率，超過 52Hz 時(丹麥電

網系統額定頻率為 50Hz)，必須在 200ms 以內與電網系統進行切離或關閉電

源輸出；當風力發電廠測量點頻率，低於 47Hz 時，預設值必須在 200ms 以

內與電網系統進行切離或關閉電源輸出；當風力發電廠測量點的單位時間頻

率變化，超過 ±2.5 Hz/s，預設值必須在 80 ms 以內與電網系統進行切離或關

閉電源輸出，然而若與系統操作者達成協議，可選擇跳脫時間介於 50-100 ms

之內，完成與電網系統進行切離或關閉電源輸出。 

表 6-9  丹麥 A2 類風力發電廠之頻率設定 

保護功能 符號 設定 跳脫時間 標準值 

過頻 f> 52.0 Hz (104%) 200 ms 200 ms 

欠頻 f< 47.0 Hz (94%) 200 ms 200 ms 

頻率變化*** df/dt ±2.5 Hz/s 50~100 ms 80 ms 

註：***特定功能，必須執行。 

資料來源：ENERGINT DK Technical regulation 3.2.5 for wind power plants above 11kW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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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  丹麥 B 類風力發電廠之頻率設定 

保護功能 符號 設定 跳脫時間 標準值 

過頻 f> 52.0 Hz (104%) 200 ms 200 ms 

欠頻 f< 47.0 Hz (94%) 200 ms 200 ms 

頻率變化 df/dt ±2.5 Hz/s 50~100 ms 80 ms 

資料來源：ENERGINT DK Technical regulation 3.2.5 for wind power plants above 11kW (2016) 

表 6-11 丹麥 C 類風力發電廠之頻率設定 

保護功能 符號 設定 跳脫時間 標準值 

過頻 f> 52.0 Hz (104%) 200 ms 200 ms 

欠頻 f< 47.0 Hz (94%) 200 ms 200 ms 

頻率變化 df/dt ±2.5 Hz/s 50~100 ms 80 ms 

資料來源：ENERGINT DK Technical regulation 3.2.5 for wind power plants above 11kW (2016) 

表 6-12  丹麥 D 類風力發電廠之頻率設定 

保護功能 符號 設定 跳脫時間 標準值 

過頻 f> 52 Hz (104%) 200 ms 200 ms 

欠頻 f< 47 Hz (94%) 200 ms 200 ms 

頻率變化 df/dt ±2.5 Hz/s 50~100 ms 80 ms 

資料來源：ENERGINT DK Technical regulation 3.2.5 for wind power plants above 11kW (2016) 

德國低壓系統併網規範中，關於異常電壓的保護功能設定，電網與系統

保護的隔離跳脫時間不得超過 200ms，此處所規範的 200ms 包含介面開關與

電驛延遲時間等因素，表 6-13 為德國低壓系統異常電壓保護設定值。而關於

異常頻率的保護功能設定，電網與系統保護的隔離跳脫時間亦不得超過

200ms，表 6-14 為德國低壓系統異常頻率保護設定值。上述電壓設定值與跳

脫值之容許誤差應在±1%內，而頻率容許誤差為±0.1%內。 

由前述可知，國際上針對電網發生不同程度的異常電壓與頻率時，會依

據再生能源設置容量、併接點電壓等級、異常電壓與頻率之變異量或異常電

壓與頻率之變化率，訂定不同解聯時間要求。 

表 6-13  德國低壓系統異常電壓保護設定值 

保護功能 保護電驛設定值* 

欠電壓保護 U< 80% Un < 100 ms 

過電壓保護 U> 110% Un < 100 ms 

過電壓保護 U>> 115% Un < 100 ms 

*在任何情況下跳脫的時間均不能超過 200ms。 

資料來源：VDE-AR-N 4105：2011-08 Power generation systems connected to the low-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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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4  德國高低頻電驛之設定值 

保護功能 保護電驛設定值* 

欠頻保護 f< 47.5 Hz (95%)  < 100 ms 

過頻保護 f> 51.5 Hz (103%) < 100 ms 

*在任何情況下跳脫的時間均不能超過 200ms。 

資料來源：VDE-AR-N 4105：2011-08 Power generation systems connected to the low-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2011). 

2. 輔助電網電壓調控功能： 

當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入電網後，隨其發電功率之變化，會在其併網點

產生電壓變動。為了進一步提升電網的再生能源發電占比，近年來許多國家

及地區，紛紛將分散式電源參與系統電壓調控功能，逐步納入併網規範中。

主要概念是希望透過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主動參與系統電壓調節與控制，在

確保維持線路上電壓品質前提下，進一步提升再生能源併網容量。本節內容

彙整美國加州、丹麥，以及德國電網系統，對於分散式電源參與系統電壓調

控功能的相關設定規範，詳述如下： 

加州 Electric Rule 21 針對智慧變流器，提出必須具備動態電壓/虛功率

(Volt/VAR)運轉調控，及動態功因調整之能力。當併網點的系統發生高電壓時，

分散式電源可操作於消耗虛功模式，調降併網點電壓；反之，分散式電源於

低電壓情境下，可操作於吸收虛功模式，調升併網點電壓，以維持電網操作

在正常運轉電壓範圍。表 6-15 為變流器預設的電壓/虛功率數值，實際分散式

電源的 Volt/VAR 設定範圍，應遵循電網管理者所指定的數值。 

表 6-15  變流器的電壓/虛功預設值 

電壓 

設定點 
電壓值 

虛功率 

設定點 
虛功率值 運轉狀態 

V1 92.0% Q1 30% 注入虛功率 

V2 96.7% Q2 0 純實功 

V3 103.3% Q3 0 純實功 

V4 107.0% Q4 30% 吸收虛功率 

資料來源：Rule-21 (2016) 

根據丹麥 PV 併網規範，針對 A2 類、B 類、C 類及 D 類的太陽光電廠，

亦即當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裝置容量超過 11 kW 者，需具備虛功率控制模式，

以及功率因數控制模式。所謂虛功率及功率因數控制功能部分，是指太陽光

電發電廠須具有調節發電系統輸出虛功率及輸出功率因數控制的運轉能力。

此外，針對 C 類及 D 類的太陽光電廠，亦即當太陽光電系統裝置容量超過 1.5 

MW 者，另需具備電壓控制能力，如圖 6-2 所示。所謂電壓控制能力，即是

太陽光電廠有責任維持參考電壓點的電壓，使其符合預設運轉電壓範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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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須符合 0.5%額定電壓的精確度。當電壓設定點接受指令改變操作點時，必

須在收到改變指令後的 2 秒鐘內進行更改，並於 10 秒鐘內完成更改動作。上

述控制及設定點的準確度，不得偏離設定值得±2%或額定電壓的±0.5%。當太

陽光電廠的電壓控制設計已達到設計極限，控制功能則必須交由其它電壓調

整器來執行電壓調控。 

 
資料來源：ENERGINT DK Technical regulation 3.2.2 for PV power plants above 11kW (2016) 

圖 6-2  丹麥 C 類及 D 類 PV 電廠電壓控制示意圖 

德國低壓系統併網規範中，規範分散式電源發電設備應具有能力運轉在

正常穩態運轉情形 (Un ± 10%，Un 為額定電壓)，且當分散式電源發電設備

的輸出實功率在 20% 設備額定功率以上者，需具備以下功率因數

(displacement factor) cos ϕ 操作能力規範： 

(1) 當分散式發電系統裝置容量小於或等於 3.68 kVA 者，其功率因數規範在

cos ϕ = 0.95 欠激磁到 0.95 過激磁。 

(2) 當分散式發電系統裝置容量大於 3.68 kVA 且小於或等於 13.8 kVA 者，電

網操作者會提供其適切的運轉操作曲線設定，其功率因數運轉範圍介於

cos ϕ = 0.95 欠激磁到 0.95 過激磁之間，詳如圖 6-3 所示。 

(3) 當分散式發電系統裝置容量大於 13.8 kVA，電網操作者會提供其適切的

運轉操作曲線設定，其功率因數運轉範圍介於 cos ϕ = 0.9 欠激磁到 0.9 過

激磁之間，詳如圖 6-4 所示。 

關於圖 6-3 至圖 6-4 中之斜線陰影三角區域，為電網操作者有權利要求分

散式電源業者的虛功率操作設定範圍。實際智慧變流器的輸出虛功率設定值

及設定操作點，將會依各地電網運轉特性評估分析後，由電網操作者提供給

各分散型電源進行操作點設定。 

運轉點

電壓 [V] 
 

虛功率 Q [var]

虛功率下降曲線 
當 Pn時 0.95

落後功因 

當 Pn時 0.95

超前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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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VDE-AR-N 4105：2011-08 Power generation systems connected to the low-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2011) 

圖 6-3  變流器容量介於 3.68 kVA 與 13.8 kVA 間的虛功率操作範圍 

 

 
資料來源：VDE-AR-N 4105：2011-08 Power generation systems connected to the low-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2011) 

圖 6-4  變流器容量大於 13.8 kVA 的虛功率操作範圍 

基本上，輔助電網電壓調控功能，主要是當再生能源併網點電壓偏高(但

非屬異常電壓狀況)時，要求再生能源需要提供虛功或進行功率因數調整，協

助穩定系統電壓，避免系統電壓發生過高或過低情形，進而導致再生能源發

電廠，依異常電壓之跳脫規範(參見 6.1.2.1 小節說明)與電網解聯。此功能乍

看之下，好像是額外要求再生能源電廠也需要分攤原本由電力公司需要負責

的全系統電壓穩定。然而，這種作法其實是再生能源業者與電力公司雙贏的

做法，因為若電壓控制全部由電業去處理，可能會導致為了處理短時間電壓

欠激磁

 
 

 欠激磁 

欠激磁

 
 

 欠激磁 

過激磁

 
 

 欠激磁 

過激磁

 
 

 欠激磁 

欠激磁

 
 

 欠激磁 

欠激磁

 
 

 欠激磁 

過激磁

 
 

 欠激磁 

過激磁

 
 

 欠激磁 



125 

穩定問題，而投入大量的改善設備導致電價上漲，也可能因此造成再生能源

發電廠需要時常從電網解聯，導致再生能源業者的發電量損失，故此種功能，

隨著再生能源設置容量占比越來越高的狀況下，許多國家及地區已將此功能

納入或即將納入併聯規範中。 

3. 頻率響應實功率控制 

隨著再生能源發電系統的滲透率逐漸提升，且當其發電功率變化足以造

成系統頻率變動時，對於電網安全及系統運轉，將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因此，近年來許多國家及地區，紛紛規範新加入的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必須具

備有實功率控制能力。主要概念是希望當電網系統頻率發生偏移，且超過正

常頻率運轉範圍時，利用調整分散式電源輸出實功率之方式來因應。例如，

當電網系統發生過頻情況下，分散式電源可進行實功率調降操作，以穩定系

統頻率變化；反之，當發生低頻現象，應進行實功率調升(若有事先準備可供

調升之系統裕度)，以穩定系統頻率變化。本節內容彙整美國加州、丹麥，以

及德國系統，對於分散式電源具備實功率控制與限制的相關設定規範，詳述

如下： 

針對美國加州 Rule 21 實功率控制技術規範，要求新增設的智慧變流器型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必須具備頻率/實功率操作特性響應功能，並且預設系統

頻率運轉在 59.9-60.1Hz 間屬於不動作區域(Dead-Band)，亦即在此系統頻率操

作區間，智慧變流器不需調整分散式電源的輸出功率。然而，若當系統頻率

超過 60.1Hz 時，系統頻率每升高 0.1Hz (如達到 60.2Hz)，智慧變流器必須減

少 5% 的銘牌實功率額定輸出。反之，當系統頻率低於 59.9Hz 時，系統頻率

每降低 0.1Hz (如達到 59.8Hz)，智慧變流器必須增加 5%的銘牌實功率額定輸

出，上述僅適用於有預先準備調升發電裕度之系統。圖 6-5 為美國加州 Rule 21

頻率/實功率運轉特性關係示意圖，實際現場再生能源發電系統的頻率/實功率

特性曲線設定，仍應遵循電網管理者所指定的數值。 

此外，變流器亦須具備輸出功率上升速率(Ramp-up)控制能力，包含有正

常升載變化率  (Normal ramp-up rate) 及併聯 / 重新併聯升載變化率

(Connect/Reconnect Ramp-up rate)。所謂 Normal ramp-up rate 是在系統正常運

轉狀態下，每秒再生能源輸出電流變化的可調範圍介於 1%至 100%額定電流

之間。Connect/Reconnect Ramp-up rate 是指當再生能源由禁止輸出功率恢復

至正常輸出功率狀態下，每秒再生能源輸出電流變化的可調範圍介於 1%至

100%額定電流之間，現場實際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 Ramp rate 變化，應遵循

電網管理者的指定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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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Rule-21 (2016) 

圖 6-5  頻率/實功率運轉特性關係示意圖 

 丹麥規範針對太陽光電廠及風力發電廠，均規範須配有依照系統頻率響

應的輸出實功率控制功能，以輔助穩定電網頻率變動。圖 6-6 以風力發電廠

的頻率響應為例，當電網發生頻率偏差高於動作響應頻率 fR時，風力發電廠

必須能主動降低電廠實功率輸出，以提升電網穩定度。通常，動作響應頻率

點 fR可設定在 50.00~52.00Hz 範圍之內，精確度為 10 mHz 或更高精確值。動

作響應頻率點 fR的設定，由輸電系統調度員來決定，典型設定值為 50.20Hz。

當系統頻率發生偏移後的 2 秒內，電廠必須開始進行實功率響應，並應在 15

秒鐘內完成實功率調整動作。 

 

 
資料來源：ENERGINT DK Technical regulation 3.2.5 for wind power plants above 11kW (2016) 

圖 6-6  丹麥風力發電廠的頻率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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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 Rule 21，對於系統頻率異常情況下，分散型電源與電網切離時

間之規定，如表 6-3 所示。針對分散式電源設備容量小於或等於 30 kW，當

系統頻率值超過 60.5Hz 或小於 59.3Hz，其最大跳脫時間為 0.16 秒；若分散

式電源設備容量大於 30 kW，頻率值超過 60.5 Hz 或小於 57 Hz，其最大跳脫

時間為 0.16 秒；若系統頻率值介於 59.8 Hz 到 57 Hz 之間，其最大跳時間可

設定介於 0.16 秒到 300 秒。 

此外，因風速變化或風機實功率操作點改變等因素下，過程中所產生的

實功率變化率(Ramp Rate)必須進行限制，以避免影響電網的穩定性。當接收

到更新的 Ramp Rate 限制參數設定，風力發電廠必須在 2 秒內開始進行更新，

並應在 10 秒內完成參數更新動作。針對太陽光電廠及風力發電廠，其最大實

功率變化率(Ramp Rate)設定值為 100 kW/s。 

德國低壓系統併網規範中，針對分散式電源裝置容量超過 100 kW 的系統，

規範其步階實功率輸出調降變化不得超過 10%的最大輸出實功率。分散式電

源應依照電網操作員的命令，調整其實功率輸出至所指定之功率輸出設定點，

通常設定點是最大輸出實功率 PAmax的百分比。此外，德國規範亦有要求可依

系統頻率變化的實功率響應控制功能，當系統頻率操作介於 50.2~51.5 Hz時，

依頻率/實功變化斜率 40% PM/Hz 進行相應的實功率調升(當頻率降低)與調降

(當頻率提升)動作，如圖 6-7 所示。當系統頻率恢復低於 50.2 Hz，其恢復實

功率變化不應超過每分鐘 10% PAmax 功率變化的限制條件。倘若系統頻率超

過 51.5 Hz，所有分散式電源裝置必須立即與電網解聯。 

此功能要求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在系統頻率過高時，逐步調整輸出的功率，此

部分可能會影響再生能源的發電量收入。然而若無要求此功能，在頻率過高

狀況下，再生能源仍然全力發電，在電網沒有足夠的能力調降頻率下，將會

導致全系統頻率越飄越高，最後導致整個電網系統不穩定而導致部分區域停

限電，自然也造成再生能源電廠無法再發電賺錢，因此在再生能源發電高占

比的狀況下，此種功能是必然的要求，但是再生能源業者也無需過分恐慌，

因為此種狀況，在發展得宜的電力系統下，發生的機會通常很低，只是一種

類似保險的概念，有備無患。 

 
資料來源：VDE-AR-N 4105：2011-08 Power generation systems connected to the low-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2011) 

圖 6-7  德國頻率/實功率調整特性曲線 

 

每 1Hz 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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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異常電壓/頻率穿越功能： 

當系統發生事故或異常運轉，造成異常過高或過低之系統電壓或頻率時，

倘若高滲透率情況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一經偵測到電網異常，立即與市電

系統解聯，將會擴大事故範圍，降低電網的運轉穩定性。因此，各國電網規

範逐步將異常電壓及異常頻率穿越功能納入分散型電源併網技術規範內，要

求分散式能源必須具備在短時系統異常狀態下，持續與電網併聯，以提升系

統操作穩定度。本節內容彙整美國加州、丹麥，以及德國系統，對於分散式

電源異常電壓與異常頻率的相關設定規範，詳述如下： 

美國加州 Rule 21 異常電壓穿越規範，要求智慧變流器型分散式電源，在

設定穿越時間與可接受異常電壓範圍內，必須持續與電網保持連接。表 6-16

為 Rule 21 之異常電壓穿越設定表，當系統電壓操作在異常過電壓 HV1 或異

常低電壓 LV3 範圍時，智慧變流器須在 0.16 秒內停止操作。當分散式電源業

者與電網管理者達成協議後，當系統電壓在 HV1 區域時，可允許利用減少功

率輸出的方式來因應。假設系統在穿越時間內，已逐漸朝向正常運轉電壓範

圍進行電壓恢復，智慧變流器必須在 2 秒內恢復持續運轉。 

表 6-16  Rule 21 之異常電壓穿越設定表 

區域 共同耦合點電壓(標么) 穿越時間 運轉模式 最大跳脫時間 

HV1 V≧120%   0.16 秒 

HV2 110%<V<120% 12 秒 瞬間停止 13 秒 

NH 88%≦V≦110% 未定義 持續運轉 不適用 

LV1 70%≦V<88% 20 秒 強制運轉 21 秒 

LV2 50%≦V<70% 10 秒 強制運轉 11 秒 

LV3 V<50% 1 秒 瞬間停止 1.5 秒 

資料來源：Rule-21 (2016) 

針對美國加州 Rule 21 異常頻率穿越規範，要求智慧變流器型分散式電源，

在設定穿越時間與可接受異常頻率範圍內，必須持續與電網保持連接。表 6-17

為 Rule 21 之異常頻率穿越設定表，在系統頻率發生過高或過低事件時，需依

照表內規範的異常頻率範圍及穿越時間，來進行因應的運轉模式轉換動作。

當系統頻率操作在 60.2 Hz 至 61.5 Hz 之間的頻率範圍或其它同意的頻率設定

範圍，可利用智慧變流器調控減少實功率輸出。針對孤島運轉或微電網系統，

則需要不同之異常頻率穿越設定。 

針對丹麥 C 類及 D 類的太陽光電廠及風力發電廠，亦即當裝置容量大於

1.5MW 系統，必須具備異常電壓穿越功能。圖 6-8 為丹麥 C 類及 D 類風力發

電廠的電壓驟降支撐需求。依照規範，當系統併網點的異常電壓降至 20% 額

定電壓且持續時間在 0.5 秒之內，風力發電廠應維持與電網系統併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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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7  Rule 21 之異常頻率穿越設定表 

系統頻率 

既設設定(Hz) 
最小可調範圍 穿越時間 運轉模式 最大跳脫時間 

f > 62 62 - 64 無 不適用 0.16 秒 

60.5 < f ≦62 60.1 - 62 299 秒 強制運轉 300 秒 

58.5≦f≦60.5 不適用 未定義 持續運轉 不適用 

57.0≦f< 58.5 57 - 59.9 299 秒 強制運轉 300 秒 

f < 57.0 53 - 57 無 不適用 0.16 秒 

資料來源：Rule-21 (2016) 

無論電網遭遇對稱性及非對稱性故障現象，如單相、兩相或三相故障，

皆需遵守以下規則： 

(1) A 區(Area A)：風力發電廠必須維持與電網併接，並維持正常發電。 

(2) B 區(Area B)：風力發電廠必須維持與電網併接。風力發電廠須藉由

增加可控性虛功率，提供系統電壓支撐並確保協助穩定系統電壓。 

(3) C 區(Area C)：允許風力發電廠與電網解聯。 

當併網點的異常電壓發生後的 1.5 秒內即恢復至 A 區電壓，隨後發生的

異常電壓事故將視為重新的故障情況。當併網點的異常電壓由 B 區延伸至 C

區，則允許風力發電廠與電網解聯。當併網點的異常電壓維持在 B 區範圍內，

風力發電廠須具備無效性功率控制之功能。圖 6-9 為風力發電廠於異常電壓

狀況下的虛功率支撐特性。 

 
資料來源：ENERGINT DK Technical regulation 3.2.5 for wind power plants above 11kW (2016) 

圖 6-8  丹麥 C 類及 D 類風力發電廠的電壓驟降支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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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NERGINT DK Technical regulation 3.2.5 for wind power plants above 11kW (2016) 

6-9  丹麥 C 類及 D 類風力電廠的虛功率電壓支撐功能 

德國中壓系統併網規範中，規定併接在中壓系統 (1 – 60 kV) 的分散式電

源必須具備動態電網支撐功能，以避免因分散式發電設備與電網解聯，而擴

大事端造成電網崩潰。隨著大量的再生能源發電廠併接至中壓電網，具備動

態電網支撐能力將顯得格外的重要。再生能源發電廠須具備以下技術項目： 

(1) 當電網發生故障，再生能源發電廠不得與電網進行直接解聯操作。 

(2) 當電網發生故障，透過注入系統虛功率的方式支撐電網電壓。 

(3) 當清除電網故障後，再生能源電廠不可從中壓電網系統吸收過多的電

感性功率(與故障前狀態相比)。 

上述故障型態包含單相、兩相及三相短路故障。如同 Transmission Code 

2007，分散式電源必須具備動態電網支撐功能，依照發電設備類型，可分為

Type-1 同步發電機(單純透過變壓器) 與電網連接，以及 Type-2 其它發電型

態。圖 6-10 為 Type-1 類型發電機組的動態電網支撐特性曲線，當 Type-1 機

組的併網點電壓操作在實線以上區域，再生能源電廠必須與電網持續併聯。

圖 6-11 為 Type-2 類型發電機組的動態電網支撐特性曲線，當 Type-2 機組的

併網點電壓降至 0% 額定電壓，且歷時 150ms 之內，再生能源電廠必須維持

與電網進行併聯；當併網點的異常電壓發生持續超過 150ms 之後，若併網點

電壓仍低於 30% 額定電壓以下，再生能源電廠可與電網進行解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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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enerating Plants Connected to the Medium-Voltage Network (2008) 

圖 6-10  Type-1 類型發電機組的動態電網支撐特性曲線 

 

 
資料來源：Generating Plants Connected to the Medium-Voltage Network (2008) 

圖 6-11  Type-2 類型發電機組的動態電網支撐特性曲線 

異常電壓與頻率穿越功能，在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高的電網，已經成為必

要的要求，主要考量在於若電網發生短時間的事故，導致短暫時間電壓(可能

會降至零)或頻率過低時，若大量再生能源跳脫，將導致電壓或頻率回復正常

後，發電量與負載量差異過大(缺少了原本再生能源的發電量)，系統一時無法

調度，導致在電網穩定考量下，部分用電區域恐將被迫切離電網，導致區域

停電。此部分的要求，需要根據當地電網的特性、再生能源的發電占比等因

素，而有所不同的設定值或曲線。 

異常電壓曲線 

異常電壓曲線 

低電壓曲線 

低電壓曲線= 90%Uc 特性曲線 1 特性曲線 2 

異常電壓開始時間點 

異常電壓開始時間點 

電壓低於此曲線者可

逕行與系統解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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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內再生能源併聯技術演進 

由於國內目前仍維持台電公司一家綜合電業，因此若要併入電網就必須

要向台電公司申請，並需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

聯技術要點」進行併網審查，若對於要點細部內容有興趣，可以上台電公司

網站查詢。該要點最早於民國 98 年 12 月 31 日由台電公司發布，後續隨著國

內再生能源的發展，台電公司也不斷地進行檢討修正，分別於民國 105 年 2

月 22 及民國 105 年 10 月 17 日辦理相關修定，兩次修正內容摘述如下： 

1. 放寬逆送電力限制： 併接於高壓系統者，允許逆送至上一電壓等級特高

壓系統之總計最大電力容量，以正常及轉供條件下不超過各該逆送電力

主變壓器額定容量由原先之百分之三十放寬至百分之八十，超過百分之

八十者，得依個案檢討決定。前述逆送電力容量考量範圍須涵蓋該主變

壓器所屬變電所及其整體下游高壓電網之既設及已核定之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裝置容量。 

2. 放寬電壓變動率限制： 發電設備併接於台電公司系統造成責任分界點電

壓變動率，在加計同一變電所或同一變壓器或同ㄧ饋線已核准併網發電

設備之影響，及不考慮其他系統背景值，例如負載、儲能系統等，由原

本高低各百分之二點五放寬到高低各百分之三以內。 

3. 更新保護協調設置圖： 修正併接於高壓系統以上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責

任分界點之保護示意圖，如圖 6-12 所示。 

為了因應國內再生能源設置容量與日俱增，同時配合 2025 年再生能源設

置容量之政策目標，台電公司又在民國 106~107 年持續提出併聯技術要點的

修訂草案送經濟部能源局審查，目前得知主要修正建議如下： 

1. 太陽光電變流器需符合國家標準：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變流器應通過標

檢局 CNS15382 試驗認證規定(具備功率因數調控、輸出實功率調控及過

電壓解聯跳脫等自主調控功能，參見圖 6-13 所示)，並擬自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 頻率電驛設定：為避免因系統頻率變動，導致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跳脫，

故擴大頻率電驛跳脫設定之適用對象，規定小容量(100kW 以下)非轉子型

之再生能源皆須符合要求之高、低頻跳脫設定值，以維持電網穩定及安

全。 

3. 再生能源業者需提供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之動態參數：併接特高壓系統(161 

kV 以上)之再生能源，須提供可於 PSS/E 模擬軟體使用之自建或內建通用

動態模型及參數。 

4. 具備電壓持續運轉能力(voltage ride through)：風力及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

接於特高壓系統以上者應具備低電壓持續運轉能力(LVRT)及高電壓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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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能力(HVRT)，如圖 6-14 和圖 6-15 所示。 

5. 通訊資料要求：同一場址總裝置容量在 100 瓩以上，有躉售電力時，應

將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即時運轉資料傳送回台電公司。 

6. 變流器與太陽光電模組裝置容量比值：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其每具變流器

裝置容量，應大於或等於該具變流器併聯之發電設備裝置容量。 

7. 實功率升降載限制：風力及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接於特高壓系統以上者

應符合最大實功率升降載限制為裝置容量的 12%。 

責任分界點
保護示意

斷路器

連接至台電公司電網

併接側隔離開關

比壓器

比流器
保護電驛

以下由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設置者

自行設計

台電公司側

發電設備側
隔離開關

註：如「斷路器」屬抽出型，則無需加裝「發電設備側隔離開關」

計費用整套型
變比器
(MOF)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 (2016) 

圖 6-12  併接於高壓系統以上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責任分界點之保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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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電公司併聯技術要點(草案) 

圖 6-13  台電公司併聯技術要點(草案)之智慧變流器自主功能要求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併聯技術要點(草案) 

圖 6-14  台電公司併聯技術要點(草案)之高電壓持續運轉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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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電公司併聯技術要點(草案) 

圖 6-15  台電公司併聯技術要點(草案)之低電壓持續運轉能力要求 

針對台電公司最新提出之併聯技術要點的修訂草案，經濟部能源局召開

了多次研商會議，邀請台電公司、業者、專家學者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就修

訂草案內容進行討論，依據最近一次(民國 107 年 9 月 14 日)的會議結果，在

變流器自主調控功能、修正高/低頻跳脫設定值、併接特高壓系統須提供動態

模型及參數、低電壓及高電壓持續運轉能力、擴大須回傳資料適用對象等部

分，獲得原則性同意，但仍須對於實施時間、實施作法細節、文字修正等再

為補充說明；在明定變流器與太陽光電模組裝置容量比值、最大實功率升降

載率限制等部分，仍需了解業者看法與系統需求性，進行實施必要性與妥適

性進行檢討。 

(四) 小結 

本節針對國外再生能源併聯規範新的功能要求與國內再生能源併聯規範

演進進行相關說明，就台電公司目前提出的修訂方向，與國際上主要的發展

方向幾乎相同，但是考量目前國內再生能源推動狀況是否需要全盤納入推動，

仍需多方檢討，畢竟國內不論在再生能源占比、電業發展狀況、政策推動等

部分皆有所不同，因此部分措施或可考量分階段納入實施。 

 國內併聯相關法規體系檢討及規範制定建議 三、

本小節主要探討臺灣再生能源併網法規之妥適性，係因目前世界各國正

大力推展再生能源發電，我國政府亦定有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致力於各項關

鍵技術研發、擬訂獎補助措施、推動示範系統、促進綠能產業升級、協助開

拓國際市場等具體推動作為，惟如何大幅度、有效的促進我國再生能源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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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及產業發展，建構友善的發展環境乃當務之急，然而我國現行相關推動

政策與法規體系之完備性、有效性與妥適性，均有檢討空間，因攸關我國再

生能源發展成敗、相關產業興衰及永續發展進程，實屬重大議題。 

(一) 國內併聯相關法規體系檢討 

我國為推廣再生能源利用，增進能源多元化，改善環境品質，帶動相關

產業及增進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11]，於 2009 年 7

月 8 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66471 號令公布，並自公布日施行。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是其主管機關與電業法所定相

同。另第六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考量國內再生能源開發潛力、對國內經

濟及電力供應穩定之影響，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二十年內，每二年訂定再生

能源推廣目標及各類別所占比率(第一項)。本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獎勵總量

為總裝置容量六百五十萬瓩至一千萬瓩；其獎勵之總裝置容量達五百萬瓩時，

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各類別再生能源之經濟效益、技術發展及相關因素，檢討

依第四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規定之再生能源類別(第二項)。再生能源熱利用推

廣及期程，由中央主管機關視其經濟效益、技術發展及相關因素定之(第三項)。

經濟部為依據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建構完整推動機制，每年均重新計算

合理的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及調整獎勵誘因，以鼓勵民間業者投入再生能源發

電系統的建置與生產。 

我國 2025 年再生能源裝置容量預計達 2,700 萬瓩，其中太陽能 2,000 萬

瓩，離岸風力 550 萬瓩，其餘為慣常水力等。未來，隨著民營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的逐漸普及，造成大規模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時併入電網運轉，如此

將會對公共電網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與影響。再生能源先進國家經驗顯示，

當再生能源發電達到一定占比時，若無相當之配套措施與技術，其對電網所

產生的衝擊將甚為嚴重，因之，會明顯阻礙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發展。因此，

世界再生能源先進各國紛紛制定適合其國情的再生能源併網相關法規，及研

擬完整配套措施，以確保電網系統運轉之穩定、安全與品質。 

世界再生能源先進各國在制定再生能源併網相關法規時，大都會參酌其

科技發展狀況、政策推動方向，及產業發展目標等因素，並為適時修正，以

建構友善的再生能源設備發展環境，我國在制定再生能源併網相關法規時自

須參照，我國自民國 98 年 12 月 8 日台電公司發布經經濟部經授能字第

09820087760 號函核定之「台灣電力股份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

點」後，經過多次產、官、學、研間的交流與技術研討後，於民國 105 年 10

月 6 日發布經經濟部經授能字第 10504034540 號函核定之「台灣電力股份公

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12]，以滾動式檢討方式，制定符合時宜

的再生能源倂聯技術規範。然而，台灣目前所施行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網



137 

相關法規體系並非健全，無法杜絕或減少爭議。主因為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第八條規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所產生之電能，應由所在地經營電力

網之電業，衡量電網穩定性，在現有電網最接近再生能源發電集結地點予以

併聯、躉購及提供該發電設備停機維修期間所需之電力；電業非有正當理由，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拒絕；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其他電業

為之(第一項)。第一項併聯之技術規範及停機維修期間所需電力之計價方式，

由電業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第四項)。」然而，台電公司為我國唯一

的綜合電業，且截至目前為止，我國僅開放發電業，其餘輸、配電業仍為台

電公司一家獨占。再者，台電公司亦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設置者，也是再

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八條所定「加強電力網成本」「必要時，與其發電設備併聯

之電業應提供必要之協助；所需費用」的決定者。由台電公司身兼規範制訂、

系統維護、併網申請受理與審查、加強電力網成本計算、併聯協助費用決定

等多重角色之設計，實欠妥適，除其自身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利益關係人

外，且負有電網安全、品質、穩定的責任，其所定規範寬嚴的拿捏，實難妥

善，且易令人生疑。因此，有學者建議再生能源發電併聯技術規範，應檢討

其法規體系的妥適性，並應有電業主管機關所制定的規則、辦法或準則，相

關電業則須遵照此規則、辦法或準則辦理，自行訂定其相關配合作業要點，

並得依區域性系統特性，敘明理由及檢具詳細、具體分析、評估報告，就各

該區域為例外之特別限制，如此，除能維持整體系統的安全、品質與穩定，

不阻礙再生能源政策的推展外，尚能兼顧個別特殊區域系統或用戶的特殊運

轉需求。 

綜上，本節係以政府所勾勒的再生能源發展藍圖為基礎，參考國外再生

能源發電先進國家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網相關法規的制定依據與理由等資訊，

檢討我國現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聯技術規範的適用性，提出我國再生能源

併聯技術於法制面的相關建議，並優先就國內所面臨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

網問題進行相關內容草案的研議，以供電業於自行訂定相關併聯作業要點依

循，另為配合政府大力推廣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儘早瞭解與掌握國內

未來高滲透率再生電源發電設備同時併網運轉，對電網可能造成之衝擊，為

情境與問題的設定，俾能及早因應，而有助於我國國內再生能源與永續能源

政策的推展。 

如上所述，本報告將僅就制定完備、周延、妥適的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規

範之方法、原理、原則等為議定，俾利於後續供電業於自行訂定相關併聯作

業要點依循，擬訂執行原則說明如下： 

1. 「電網安全」與「政策推展」兼顧：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網法規之制定必

須顧及電網之安全、品質與穩定，尚需兼顧我國「再生能源政策」之推展，

不宜偏移，否則，不是損及電網安全、品質與穩定，就是阻礙再生與永續

能源政策之推展，兩者兼顧是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規範的首要原則，方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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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後續制定中制定穩定、妥適、符合時宜，且切合國內環境使用的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併網法規體系。 

2. 以「積極開放」取代「消極限制」：因既有電網，尤其是早期建構的電網，

其規劃設計大都未考量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併網運轉需求，故為因應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的併網運轉，一般均以訂定併網技術規範的方式，來限制其

併網量、併網地點及要求裝設保護與控制設備，並規定其功功能、規格等，

以確保電網的安全、品質與穩定，屬於「消極」的「限制」作為，為一種

不得不的過渡措施，惟時至今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製造、控制、運轉、

保護及其併網運轉之技術、法規與管理等均已有長足進步，且已成熟或漸

趨成熟，又為推展再生與永續能源政策，是須以「積極開放」的態度來面

對，以取代「消極限制」的作為。簡而言之，就是要建構友善的發展環境，

除電網的有效、適時適地改良外，尚應在法規上檢討有無不當限制之情形，

另應在考量我國氣候環境；用電需求特性；各類別再生能源之發電特性、

分布情況、發電占比(滲透率)、經濟效益與技術發展﹔電網安全、品質與

穩定及其他因素等，就各項限制值為較「積極」、較「開放」的態度與措

施，以取代較「保守」、較「限制」的方法或作為，俾提高再生能源發電

的滲透率。 

3. 「全域」與「區域」兼顧：為提高再生能源發電的滲透率，但亦不犧牲電

網安全與穩定，所制定的再生能源併聯規範，不宜以不需經努力、改良、

調整或升級，即可「全域」適用為原則，失之過嚴，而應以較「積極」、

較「開放」的態度與措施來因應，即就個別特殊「區域」，允許電業敘明

理由、變更規範情形，並檢具分析報告與事證後，經主管機關核定後為例

外之特別要求，趨嚴或放寬均同。所制定的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規範需能兼

顧「電網安全」與「政策推展」，且符合以「積極開放」取代「消極限制」

的原則，而有臻完備、周延、妥適之可能。 

(二) 國內併聯規範制定建議 

自西元 1997 年「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條約通過以來，世界各國

皆以「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以保證生態系統的

平滑適應、食物的安全生產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國家永續發展之主要精

神與綱要；有鑒於此，全球電網發展均以電網智慧化為主要目標，並不斷提

升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希冀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此精神為契機所發展出的

技術、產業與政府之間相互合作的關係，勢必影響世界架構與社會格局，對

後世的再生能源發展寫下重大的第一頁。 

然而，隨著電網智慧化與再生能源占比提高，電網發展之挑戰也隨之而

來，其中以再生能源技術發展中的主要兩大支：風力發電系統與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的發電方式受制於氣候、時間與季節等因素，而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5%AE%A4%E6%B0%94%E4%B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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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儲能系統也將扮演保證未來電力系統中電力調度與電力品質的重要角

色，如何面對與因應已成電網發展之重大課題，也成為先進國家共同關注的

議題；電力公司若要大幅度提高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成供應乾淨、穩定、

低價與可靠的電力，應須先行探討相關各國際組織與研究機構對應再生能源

併接外部電網所考量之影響因子為何，並系統性的統整我國電網優化辦法與

規劃相關法規體系，方利因應我國未來電業自由化、智慧化、低碳化等之發

展。茲依所蒐集到之資料，就再生能源併接外部電網之運作機制規範研討分

節介紹如下。 

1. 各國分散式發電設備併聯技術規範使用名稱探討 

表 6-18 所示為世界再生能源先進各國之國家級或準國家級分散式發電設

備併聯技術規範所使用之名稱。由此可知，採「通泛名稱」者占大多數，即

以「分散式電源」、「分散式資源」、「發電設備」、「發電廠」、「發電系統」等

較通泛名詞為規範主體者居多，就併聯技術規範制定之原旨而言，係在規範

電氣功能、性質相近之「發電設備」，而非因其為「可再生」或「非可再生」

而有別，故採「通泛名稱」實屬自然、合理。 

發電設備併入電網時，不論其是否為再生能源發電，皆有可能對電網造

成影響，是其併網運轉皆有為規範的必要。例如：美國 IEEE Std. 1547 係就

聚集發電容量(aggregate capacity)在 10MVA 以下，連接至典型一次或二次配

電電壓系統 (electric power systems at typical primary and/or secondary 

distribution voltages)之分散型資源(distributed resource, DR)進行規範，規範對

象兼容發電設備與儲能設備，其中發電設備包括再生與非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在內[13-15]。然而，中國大陸的國家級分散式發電設備併聯技術規範係分別

就太陽光電發電(按中國大陸稱「光伏發電」)設備及風力發電為規範[16-17]。

我國現有「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係以「再生能源發電

系統」為規範主體，究其母法為「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故以「再生能源發電

系統」為規範對象並非無由。然而，在制定我國國家級分散式發電設備併聯

技術規範時，是否仍宜沿用「再生能源發電系統」為規範主體，則非無疑。

隨著智慧電網及相關技術的進度與推展，不久的未來非屬再生能源發電之分

散式電源及分散式電網級儲能設備預期將會如雨後春筍般遍佈在公共或私有

配電網中，故建議可參酌美國以「分散型資源(distributed resource, DR)」為規

範對象，將我國國家級分散式發電設備併聯技術規範定名為「分散式資源併

聯技術準則」或「分散式發電與儲能設備併聯技術準則」或其他較妥適用詞，

明示其規範對象，以資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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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8  世界再生能源先進各國國家級或準國家級 

分散式發電設備併聯技術規範所使用名稱 

國

別 
併聯技術規範名稱 

分類 

通泛 

名稱 

太陽 

光電 

風力 

發電 

再生 

能源 

美

國 

IEEE-1547 Standard for Interconnecting 

Distributed Resources with Electric Power 

Systems [13-15] 

    

FERC-Small Generator Interconnection 

Procedures[22] 
    

CPUC-Rule 21 Generating Facility 

Interconnections[6] 
    

Chapter 25 Substantive Rules Applicable to 

Electric Service Providers[1] 
    

APS-Interconnection Requirements for 

Distributed Generation[21] 
    

德

國 

BDEW-Guideline for generating plants 

connection to and parallel operation with 

the medium-voltage network[10] 

    

VDE-AR-N-4105 Power generation 

systems connected to the low-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9] 

    

英

國 

ENA-G59 Distributed Generation 

Connection Guide[23] 
    

ENA-G83 Distributed Generation  

Connection Guide[24] 
    

丹

麥 

Technical regulation 3.2.2 for PV power 

plants above 11kW[7] 
    

Technical regulation 3.2.5 for wind power 

plants above 11kW[8] 
    

日

本 

日本電氣技術規格委員會-系統連系規程
[3-5] 

    

中

國

大

陸 

分布式電源接入電網技術規定[16]     

光伏電站接入電網技術規定[17]     

風電場接入電力系統技術規定[18] 
    

台

灣 

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

點[12]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註：「通泛名稱」係指以「分散式電源」、「分散式資源」、「發電設備」、「發電廠」、「發電系統」等較

通泛名詞為規範主體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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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便於瞭解，將世界再生能源先進各國之國家級或準國家級分散式發電

設備併聯技術規範所使用之名稱對應繪如圖 6-16 所示，由此圖更易看出多數

國家係以「通泛名稱」作為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規範所規範之對象並以之命名，

其中尚有部分國家之併聯技術規範有針對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另闢專章為特

定規範，目前僅我國以「再生能源」命名，未能涵蓋非再生能源之發電設備

及儲能設備，與國際趨勢不同，其妥適性可為探討、斟酌。 

美國

德國

英國

丹麥

日本

中國

台灣

通泛名稱

再生能源

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

「通泛名稱」係指以「分散式電源」、「分散式資源」、「發電設
備」、「發電廠」、「發電系統」等較通泛名詞為規範主體之意。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圖 6-16  各國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規範使用名稱 

2. 併聯規定應遵循之法規範架構 

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8 條規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所產生之電

能，應由所在地經營電力網之電業，衡量電網穩定性，在現有電網最接近再

生能源發電集結地點予以併聯、躉購及提供該發電設備停機維修期間所需之

電力；電業非有正當理由，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拒絕；必要時，中

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其他電業為之(第 1 項)。…第一項併聯之技術規範及停機維

修期間所需電力之計價方式，由電業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第 4 項)」

[11]，雖明定電業負有併聯之義務，並已規定併聯之基本要件（「衡量電網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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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在現有電網最接近再生能源發電集結地點予以併聯」），惟就併聯之基

本要件的規定失於簡略（未慮及經濟層面），關於基本的技術要求更付之闕如，

亦欠缺依據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以明定併聯當事人間之根本性權利義務事項，

自有未足。我國現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相關法規，如表 6-19 所示。 

表 6-19  我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相關法規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經濟部)[11] 再生能

源發電

設備 

電業法(經濟部)[35] 
其他 

法規 條號 子法 子法 條號 

第四條 

(再生能

源發電設

備之認定

及設置) 

第三項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

定辦法 (經濟部)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

置管理辦法(經濟部) 

設備認

定及查

核 

 第二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

置管理辦法(經濟部) 

第10條第1項第6款 

設備 

標準 
  

中華民

國國家

標準 

(經濟部

標準檢

驗局) 

第五條 

(電業法

之適用及

除外) 第

二項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

併聯技術要點 第5點

(台電公司) 

裝置 

規則 

屋外供電線路

裝置規則

(104/01/01起

修改為「電業

供電線路裝置

規則」，

106/10/24再更

名為「輸配電

設備裝置規

則」) 

 

屋內線路裝置

規則

(107/07/17起

修改為「用戶

用電設備裝置

規則」) 

第三十四

條 

 

 

 

 

 

第四十四

條 

 

第八條 

(再生能

源發電設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

併聯技術要點 (台電

併網 

技術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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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併聯及

躉購義

務) 第四

項 

公司)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

併聯技術要點第7點 

(台電公司) 

維護 

與 

運轉 

   

第十八條 

(提供再

生能源運

轉資料之

義務及中

央主管機

關之查核

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

併聯技術要點第7點 

(台電公司) 

控制 

與 

管理 

   

第十九條 

(爭議調

處機制) 

第四項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

置者與電業爭議調解

辦法 (經濟部)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

併聯技術要點第8點 

(台電公司) 

爭議 

處理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3. 我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網法制體系分析與檢討 

現行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相關準則與要點以及適用範圍，如表 6-20 與表

6-21 所示，台電公司為我國唯一的綜合電業，且截至目前為止，我國僅開放

發電業，其餘輸、配電業仍為台電公司一家獨占。再者，台電公司亦為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的設置者，也是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八條所定「加強電力網成

本」「必要時，與其發電設備併聯之電業應提供必要之協助；所需費用」的決

定者。由台電公司身兼規範制訂、系統維護、併網申請受理與審查、加強電

力網成本計算、併聯協助費用決定等多重角色之設計，實欠妥適，除其自身

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利益關係人外，且負有電網安全、品質、穩定的責任，

其所定規範寬嚴的拿捏，實難妥善，且易令人生疑。因此，建議再生能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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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併聯規範併聯技術規範，應檢討其法規體系的妥適性，並應有電業主管機

關所制定的規則、辦法或準則，相關電業則須遵照此規則、辦法或準則辦法，

自行訂定其相關配合作業要點，並得依區域性系統特性，敘明理由及檢具詳

細、具體分析、評估報告，就各該區域為例外之特別限制，如此，除能維持

整體系統的安全、品質與穩定，不阻礙再生能源政策的推展外，尚能兼顧個

別特殊區域系統或用戶的特殊運轉需求。我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相關法規現

行「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規範」法制體系妥適性探討結論，如表 6-22 所示。 

表 6-20  現行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相關準則與要點列表 

序

號 
名稱 

初次公布

時間 

初次公布 

內容 

最新修訂 

時間 

最新修訂

內容 

版

次 

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輸電系統規劃準則
[27] 

870810 - 1020402 現行條文 4 

2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配電線路地下化規

劃原則[28] 

 現行條文 - 無修訂  

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輸電線路地下化規

劃原則 

 現行條文 - 無修訂  

4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新設輸電線路下地

準則[36] 

1021213 現行條文 - 無修訂  

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再生能源電能收購

作業要點[29] 

921111 - 1000705 現行條文 5 

6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審查民間業者發電

機組與台電電力系統

併聯計畫收費要點[30] 

990118 現行條文 - 無修訂 1 

7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

併聯技術要點[12] 

981231 現行條文 10510 現行條文 3 

8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調

度操作準則[31] 
9810 - 10204 現行條文 3 

9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102年度迴避成本 
1030506 現行條文 10007 現行條文 3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表 6-21  現行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相關準則與要點之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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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名稱 適用範圍 

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輸電系統規劃

準則[27] 

本準則適用本公司輸電系統中各電壓等級，即345kV、

161kV及69kV之各級變電所、開閉所(含發電廠開關

場)、輸電線路(含發電廠電源線)及其附屬設備之規劃準

則，獨立發電業之前述相關設備適用之。 

2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配電線路地下

化規劃原則[28] 

本原則適用於電壓在22.8kV以下之配電線路。 

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輸電線路地下

化規劃原則 

本原則僅適用於辦理161kV及69kV架空輸電線路在下

地技術可行之條件下規劃下地。 

4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新設輸電線路

下地準則[36] 

本準則適用於69kV(含)以上之新設輸電線路。 

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再生能源電能

收購作業要點[29] 

本公司為配合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政策及鼓勵國內再生

能源發電應用發展，特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及電業法相

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以下簡稱設置者)設置經中央

主管機關(經濟部)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相關規定認定之

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以下簡稱

發電設備），悉依本要點向本公司辦理購售電相關事宜。 

6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審查民間業者

發電機組與台電電

力系統併聯計畫收

費要點[30] 

本要點依據電業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電業擬訂或修正營業規則、電價及各種收費率，應送經

地方主管機關或其事業所屬機關加具意見，轉送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後，在當地公告之。 

國營電業費率之計算，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二十條之規

定。 

7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再生能源發電

系統併聯技術要點
[12] 

本要點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之。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所產生之電能，應由所在地經營

電力網之電業，衡量電網穩定性，在現有電網最接近再

生能源發電集結地點予以併聯、躉購及提供該發電設備

停機維修期間所需之電力；電業非有正當理由，並經中

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拒絕；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

指定其他電業為之。 

前項併聯技術上合適者，以其成本負擔經濟合理者為

限；在既有線路外，其加強電力網之成本，由電業及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分攤。 

電業依本條例規定躉購再生能源電能，應與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設置者簽訂契約，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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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名稱 適用範圍 

第一項併聯之技術規範及停機維修期間所需電力之計

價方式，由電業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電力網連接之線路，由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設置者自行興建及維護；必要時，與其發電設備

併聯之電業應提供必要之協助；所需費用，由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設置者負擔。 

8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

調度操作準則[31] 

1-1 為確保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運轉、維護人員及設備之

安全，並與台電公司共同維持電力系統穩定供電，供給

優良電力品質及維護公共安全，特依據「台灣電力公司 

電力系統運轉操作章則彙編」訂定本準則。 

1-2 遇電力系統安全遭受衝擊時，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應

接受停機或降載之安全調度。 

1-3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依本準則原則暨電廠相關之運轉

規範，訂定「△△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操作細則」送台電

公司相關調度單位備查。 

註：操作細則應包括電源線及廠高壓端(不含發電機組及

其高壓側相關開關設備)，其平常時、事故時之各項運轉

操作與緊急處理等。 

1-4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與台電公司相關單位，均應依上

述(1-1、1-2、1-3)之規定，執行(辦理)各項調度事宜。 

9

9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102年度迴避

成本 

發布本公司102年度迴避成本為2.46元/度。 

說明： 

一、依據本公司再生能源電能收購作業要點第8點規定

辦理。 

二、旨述迴避成本適用期間自102年3月1日起至103年2

月28日止。 

迴避成本依本公司上年度不含再生能源之平均每度發

購電成本核計，經陳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於每年二月

底前發布，適用期間自當年三月一日起至次年二月底

止。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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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現行「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規範」法制體系妥適性探討 

項次 
經濟部

(能源局) 

台電 

公司 
備註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11] ○  台電公司身為「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

(第1型)」，且兼負「加

強電力網之成本」、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停機維修期間所需電

力之計價方式」、「迴

避成本」等的擬訂

者，並兼公共電網安

全、品質、可靠的維

護者，由其擬訂「再

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

技術要點」之設計，

應欠妥適。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32] 
○  

加強電力網之成本[11]  ○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發

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 [12] 
 ○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停機維修期間所

需電力之計價方式(第8條第4項)[11] 
 ○ 

迴避成本擬訂(第10條第3項)[11]  ○ 

再生能源電能費用補貼之申請及審

核辦法(第10條第4項)[33] 
○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與電業爭

議調解辦法 [34] 
○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32]  ○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4. 我國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規範架構建議 

我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擬現行架構與擬修改架構之比較圖，如圖 6-17 所

示，我國為推廣再生能源利用，增進能源多元化，改善環境品質，帶動相關

產業及增進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於 2009 年 7 月 8

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66471 號令公布，並自公布日施行。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是其主管機關與電業法所定相同。

另第六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考量國內再生能源開發潛力、對國內經濟及

電力供應穩定之影響，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二十年內，每二年訂定再生能源

推廣目標及各類別所占比率(第一項)。本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獎勵總量為總

裝置容量六百五十萬瓩至一千萬瓩；其獎勵之總裝置容量達五百萬瓩時，中

央主管機關應視各類別再生能源之經濟效益、技術發展及相關因素，檢討依

第四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規定之再生能源類別(第二項)。再生能源熱利用推廣

目標及期程，由中央主管機關視其經濟效益、技術發展及相關因素定之(第三

項)。經濟部為依據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建構完整推動機制，每年均重新

計算合理的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及調整獎勵誘因，以鼓勵民間業者投入再生能

源發電系統的建置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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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

(經濟部)

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再生能源
發電系統併聯技

術要點
(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

第
八
條
第
四
項

第一項併
聯之技術
規範…由
電業擬訂
，報請中
央主管機
關核定。

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

(經濟部)

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再生能源
發電系統併聯技

術要點
(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

第
八
條
第
四
項

第一項
併聯之
技術規
範…由
中央主
管機關
定之。

再生能源併聯
技術指導準則

(經濟部)

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

(經濟部)

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再生能源
發電系統併聯技

術要點
(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

第
八
條
第
四
項

第一項併
聯之技術
規範…由
電業擬訂
，報請中
央主管機
關核定。

再生能源併聯
技術指導準則

(經濟部)

電業法
(經濟部)

併聯技
術規範
…由中
央主管
機關定
之。

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系統)

(設置者)

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系統)

(設置者)

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系統)

(設置者)

(a)                                     (b)                                                    (c)
 

(a) 現行架構； (b) 擬修改架構(I)； (c) 擬修改架構(II)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圖 6-17  我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擬現行架構與擬修改架構比較 

(三) 結語 

考量國內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將大量導入，我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規

範宜參考國外的再生能源發電系統發展經驗、相關法規修訂進程，在慎酌國

內的再生能源發電系統發展狀況，及考量電網穩定、安全下，逐步檢討修正

有必要性與時效性。另外，在併聯規範法規體制部分，建議可以參照美國的

作法，由中央政府訂定上位指導準則，電網業者再據以訂定在再生能源併聯

技術要點，以資周全。 



149 

在國內併聯技術要點的修訂部分，台電公司目前修訂方向與國際發展方

向多數一致，但仍建議考量國內再生能源佔比與電網特性，進行通盤檢討納

入新功能或要求的必要性。若檢討後認為確有必要納入，則需針對國內系統

的特性研擬合宜的設定。另外，還要評估合適的實施時間點，且相關過程皆

需與相關利害關係人或團體保持良好溝通，以利後續推動實施。併聯技術要

點未來需要依據電網運行與分散式能源併網狀況，隨時滾動式檢討修正，隨

著國內再生能源併網量未來幾年急劇增加，相關的檢討修正勢必更加頻繁，

因此不論台電公司、再生能源業者與政府皆須進行理性的溝通與檢討，方能

在電網安全、節能減碳、政策推動與產業發展創造多贏的局面。 

在國內再生能源併聯之法規體系部分，仍有有檢討改進的空間。目前由

台電公司身兼規範制定、併網申請受理與審查、併聯協助費用決定等多重角

色，不甚理想。因此建議應由電業主管機關制定相關規則、辦法或準則，並

要求電業則須遵照此規則、辦法或準則辦理自行訂定其相關配合作業要點，

並得依區域性系統特性，敘明理由及檢具詳細、具體分析、評估報告，就各

該區域為例外之特別限制，如此，除能維持整體系統的安全、品質與穩定，

不阻礙再生能源政策的推展外，尚能兼顧個別特殊區域系統或用戶的特殊運

轉需求。另外，隨著智慧電網及相關技術的進度與推展，未來非屬再生能源

發電之分散式電源及分散式電網級儲能設備預期將會如雨後春筍般遍佈在公

共或私有配電網中，故建議可參酌國際上以「分散型資源(distributed resource, 

DR)」為規範對象，研擬我國國家級分散式發電設備併聯技術規範定，其規範

對象同時也涵蓋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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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盧展南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隨著我國能源組合的重新調整和分散式能源滲透率的增加，若缺乏來自

分散式資源的全部可用和有效電力生產的綜合即時資訊，將會使得電網管理

趨於複雜，因此於再生能源高占比的情境下，分散式能源發電的資訊蒐集及

預測必須加強，並適時提升調度(發電及負載)彈性或於策略性地點建設快速反

應之儲能系統，以降低其對系統運轉頻率與電壓的影響。未來在「再生能源

發電預測」、「再生能源調度」，「系統快速備轉容量」、「需量反應機制」、「併

聯規範」、「儲能系統」等議題上，應持續發展以利因應。本研究結果顯示，

隨著系統運轉經驗的累積及電網控制優化技術的運用，未來將可充分利用間

歇性能源、分散式資源及可控負載，提高系統調度彈性，降低再生能源的削

減及輸配電線路壅塞等系統運轉弱化情況的風險，以維持供電品質。  

從許多單位對裝置於大型太陽能廠內的智慧變流器所做的電力調節輔助

服務測試結果顯示，因應瞬變的再生能源發電所需的備轉容量，可於再生能

源併網規則要求或提供足夠的誘因下，由再生能源廠自行約束或提供備轉輔

助服務，將再生能源發電從麻煩的製造者轉變為問題解決的參與者。於用電

端，快速的需量反應亦可協助減少再生能源發電對電網的衝擊，許多技術可

協助用戶進行智慧用電管理，包括應用太陽光電及儲能系統進行整合調度，

降低用戶尖峰負載，進而減少用電費用。需量反應聚合商(Aggregator)，不單

只是做為一個中介商的角色，而能為供需雙方各自找到目標，並將能源管理

的服務納入需量反應，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透過聚合調度，將大量用戶端

分散式(太陽光電+儲能)資源匯集成一體，進行整體最佳化的經濟調度應用，

值得推動。 

配合政府未來再生能源大量增加、綠電先行、電力轉供(代輸)政策，電

力公司或電網調度單位須精進各級調度中心之軟硬體功能、設施、人力組織

與場所，以因應併接於不同電壓等級電網之再生能源發電變化對電力品質的

影響。宜加速發展嚴謹的電網分析模式與方法，評估再生能源對電網之衝擊，

並研擬必要的配套措施。  

提高電力調控反應的靈活性是經濟有效地最大化再生能源併網的關鍵，

靈活性可來自發電層面(實功和虛功管理)，可控負載(需量反應)和儲能系統。

而這靈活性的提供有必要打破配電系統(包括用戶)到輸電系統的傳統邊界，必

須讓配電系統調度成為輸電系統的輔助服務提供者。分散式能源設施利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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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電壓/虛功和實功控制，可強化其事故穿越和支援頻率控制，讓其從過去

因事故而隨即跳脫的麻煩者製造者，轉變為支持電網安全運轉的要角。 

隨著再生能源併網增加，儲能系統將擴大使用，未來將需要儲能系統與

電網互連的技術規範和監管框架，促使儲能系統發揮三種功能，首先透過儲

存在價格較低時段獲得的電力用來降低用電成本。其次，當電力系統因自然

災害而發生故障時，儲能系統可支持用戶提高供電可靠性。第三種功能是維

護和改善電力品質，透過適當地整合多個分散的儲能系統，可發揮多種加值

功能提供系統運轉輔助服務。 

綜上所述，本研究做出以下建議： 

一、 針對決策者和監管機構的建議 

(一) 建議由能源主管機關組織一個團隊，整合國家級氣象、能源領域相關

資源，強化再生能源預測之發展與應用。 

(二) 建議針對低容量的太陽能電廠直接導入電壓設定自主調控功能，容量

大之再生能源電廠，須建置具通訊功能，執行綠能發電資訊之收集，

導入綠能管理系統及智慧變流器，以提供電網運轉所需之輔助服務。

建立併網規則和足夠的誘因，由再生能源廠自行約束或提供輔助服

務。 

(三) 建立輔助服務市場規則，提供穩定之備轉容量服務：包括調頻備轉容

量(Regulation Reserve)、即時備轉容量(Responsive Reserve)及補充備

轉容量(Supplemental Reserve)。優化可靠之「需量反應」機制，以提

供系統運轉保險服務，當系統運轉正常時不執行，但提供相當的容量

費率給業者。當發生事故時造成頻率急速下降即立刻卸載業者提供的

負載容量，並根據執行時間給予能量費率。 

(四) 建議能考慮未來系統的發電與負載的變動率，依各種不同電能調節備

轉容量反應時間之需求，區分可能的來源，做電網級儲能系統需求較

細膩的分級和容量的估算。配合再生能源發展規劃時程，分別就法規

面與技術面，儘速訂定相關電池儲能規範並規劃國內電池儲能產業發

展的策略。 

二、 對研究機構和電力公司的建議 

(一) 建議設置再生能源預測工作小組，結合中央氣象局大氣模型、氣象監

測站，執行地區性再生能源之預測調度(尤其是升降載速率)及火力電

廠空污管制，協助建立綠能評估系統、綠能環境即時監測及預報系統。

運用最佳實務以彌合大氣科學和電力公司間的認知差異，進行風能和

太陽能資源評估和發電預測，討論如何從確定性預測轉向概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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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了增加現有或新機組的輸出調變靈活性外，宜評估開發儲能系統

(包括抽蓄電廠)用於管理由再生能源發電引起的快速升降的價值。其

他選擇包括安裝靈活的發電機組，如「往復式內燃機(reciprocating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s) 」或燃氣渦輪機 (aeroderivative gas 

turbines)」，以提供快速啟動備用發電能力，或運用快速可靠的需量

反應，以幫助再生能源整合。電力公司可透過技術和經濟評估，計算

各種快速靈活發電機組選項的效益與價值。 

(三) 對於能源局/工研院及台電公司所進行之儲能示範系統，建議測試儲

能系統在電網端及用戶端之多重功能角色，包括以智慧變流器實踐虛

擬慣量（virtual inertia）功能、提供快速備轉、區域實虛功電力調節、

降低電力設施尖峰承載率等，以提高建置價值，並協助產業發展。 

(四) 確實掌握區域綠能發電之特性，依據發電占比，審慎評估及檢討台電

系統之規劃、運轉與維護作業模式，強化再生能源併網衝擊模擬分析

技術，了解問題對症下藥。 

三、 結論 

一百多年來，電力系統是由單向流動的電力和資訊來運行，而再生能源

的增加正在以多種方式影響電網運作，挑戰了傳統電網規劃和運轉所依賴的

許多基礎設計與假設。隨著能源政策和再生能源組合的不斷改變，評估最佳

的實務運作方式，確定所需的技術和資源，以保持再生能源滲透率高的系統

之電力品質變得越來越重要。將再生能源無縫地併聯到電網中需要有合適的

併聯規範及先進的運轉策略，才可使再生能源發電變得可預測、可排程、可

控制和/或可調度，確保乾淨能源在電網的運行。分散式再生能源發電和智慧

電網技術的創新可降低電網運轉成本，這些技術使電力系統的雙向電力流動

變為平常，並開創了新型的電力服務，提高系統靈活性及效率、降低能耗、

增加消費者選擇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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