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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全球暖化所帶來環境衝擊，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控制地球溫度上升幅

度，進而減緩氣候變遷之影響已成為國際共識。由再生能源主導的低碳電力則為

實現淨零碳排主要路徑。根據 IEA（2020）模擬永續發展情境（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enario, SDS）資料，在太陽能與風能之低成本技術與成熟供應鏈發

展基礎下，將帶動 2030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從 2019 年的 25%增加至 50%以上，

預估新增風力發電量更大幅成長 140%；若欲達到 2050 年淨零碳排放量目標，風

力發電將是不可或缺的再生能源。 

台灣自 2016 年起，快速推動能源轉型政策，朝向 2025 年再生能源占比 20%

之目標前進，其中太陽光電裝置容量達 20 GW，離岸風力裝置容量則達 5.7 GW

以上，2021 年更進一步規劃 2026 至 2035 年將規劃離岸風力第三階段區塊開發

15 GW。未來再生能源除了將改變台灣能源結構，也將成綠能新興產業。離岸風

電投資規模龐大，估計每一 500 MW 的風場投資額將高達 900 億元新台幣，若能

藉此發展離岸風電相關產業，除了可確保興建期供應無虞，更可展望亞洲離岸風

電市場，為台灣增添新的經濟發展火車頭。 

再生能源開發不僅需要政府政策與法規的堅定支持，天然條件更是評估重點。

台灣海峽冬季受到東北季風的吹拂，每秒風速可達 10 m/s 以上，是全球數一數二

的優良風場區域。根據 4C offshore 網站截至 2021 年 9 月統計全球 2,250 個風場

中，每秒風速可達 10 m/s 以上有 169 座，台灣海峽就佔了 57 座，是台灣難得具

有經濟價值的天然資源，並藉此吸引國外開發商前來投資，為台灣帶來能源自主

及發展離岸風電產業的契機。 

今(2021)年台灣離岸風電開發即將步入第三階段，自 2022 年起陸續開始釋出

風場供業者競標，開發時程為 2026 至 2035 年，以每年 1.5 GW 的開發速度，共

計釋出 15 GW。並延續第二階段潛力風場遴選要求開發商需承諾國產化項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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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電力設施、水下基礎、風力機零組件、海事工程等四大類共 26 項之關鍵發展項

目，以及 57 項產業關聯加分項目，力求開發商能夠落實國產化的要求，業者若能

跟上這波離岸風電發展契機，將是業者轉型低碳、高附加價值產業的大好機會。 

有鑑於離岸風電已成為我國能源轉型不可或缺的要角，相關產業逐漸崛起成

為我國綠能新興產業，本社於 110 年度邀請多位專家共同研究「全面建構台灣離

岸風電產業競爭力」議題，彙整後出版本專題報告，希望藉由國際市場趨勢、國

內發展沿革、產業現況分析、未來技術發展趨勢等，讓讀者得以迅速獲取台灣離

岸風電開發與產業發展的最新現況；本報告也對於 EPC 統包商發展策略及促進

產業展的資金面提出建議；最後，提出促進台灣整體離岸風電產業競爭力之相關

建議。期望能夠作為政府相關單位對於離岸風電產業發展的決策參考，也希望能

夠協助離岸風電上下游業者掌握更多的發展趨勢與契機。 

本專題報告得以順利完成，要特別感謝協助撰稿的單位與專家，包含第一、

三、六、七章中技社邱炳嶔研究員、劉致峻研究員；第二、三、六章台綜院吳再

益院長、林茂文總督導、陳建緯所長、陳明燕副研究員；第二、三章台大工學院

江茂雄副院長、簡于萱助理研究員；第三、四章中鼎集團林俊華前首席副總裁、

石瑤階資深經理、趙國華資深經理、呂理安業務主管、林進聰助理總工程師、高

昕瑋業務經理、曹雄智資深工程師，以及台灣捷熱能源公司洪向民總經理；第五

章台灣金融研訓院吳中書董事長、彭勝本副研究員。議題執行期間，特別感謝接

受訪談的公司與專家，以及撥冗參與會議之專業學養及經驗俱豐的專家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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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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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問題及目標 

台灣積極推動能源轉型的決心，加上台灣海峽具備理想的離岸風場條件，吸

引許多國際開發商前來參與離岸風電開發，依照目前所提出的規劃，預定在 2025

年以前完成 5.7 GW 的開發，並從 2022 年第三季開始招標第三階段區塊開發風

場，規劃在 2026 至 2035 年開發 15 GW。在能源政策的助力下，期望台灣離岸風

電能夠永續經營，鼓勵國內外供應鏈業者，在國內打造離岸風電產業鏈，讓技術

能夠落地生根。蔡英文總統更進一步在 2019 年底提出打造「亞洲綠能發展中心」

的策略方向，宣示政府將持續投入國內綠能開發，並提供金融與研發的支援，讓

台灣的綠能產品打進國際綠能供應鏈。 

離岸風電產業是台灣的新興產業，在政策的推動下，擁有充足的市場規模，

加上亞太各國為了淨零碳排，需要有更多的潔淨能源，如何提升台灣離岸風電產

業的競爭力，拓展海外市場將是長期發展方向。故本社智庫規劃此議題之研討，

同時希望能提出強化離岸風電產業競爭力之可行作法與建議，供政府相關政策制

定與規劃施行，以及離岸風電業界未來營運之參考。 

二、研究範圍及內容 

本專題報告分別針對國際離岸風電市場進行蒐集與分析、整理台灣離岸風電

政策沿革與產業發展、探討離岸風電產業發展趨勢與建議、提出發展離岸風電工

程建置策略，以及對於台灣離岸風電專案融資提出發展建議，最後彙整台灣發展

離岸風電產業之競爭力與建議。 

議題執行期間，為多方彙集產業意見，亦拜訪國內多家開發商及供應鏈業者，

了解業界對於風場開發、工程統包、風場運維、供應鏈發展等之看法與建議。並

據此提出未來發展之建議。 

三、研究結論 

亞太地區是目前離岸風電成長最快速的區域，除了中國以外，台灣、越南、

日本、南韓、印度、澳洲與菲律賓等國有著近 100 GW 的潛力市場。台灣海峽具

備良好風場條件，加上政府綠能政策堅定，吸引眾多國際開發商前來投資。台灣

若能把握先行者優勢，可輸出各種服務與產品，藉由亞太市場來增加經濟規模，

成為亞洲離岸風電供應中心。 

政府從 2016 年至今逐步落實離岸風電相關規劃與政策，顯示推動綠能的決

心，目前所規劃的開發量應具有經濟規模(預計於 2025 年完成 5.7 GW，2026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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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年設置 15 GW)。在政策的支持下，各國開發商踴躍前來參與我國離岸風場

的開發計畫，為我國綠能產業發展注入新的能量。政府利用發展離岸風電契機，

同時推動產業鏈國產化，鼓勵國內業者轉型加入離岸風電產業，一方面開創新的

產業發展，另一方面確保國內未來在工程建置與運維階段有足夠的本土能量。台

灣也歡迎國外廠商前來設廠，利用台灣目前的市場作為基礎，並展望亞太風能發

展趨勢，作為亞太地區供應鏈中心。 

國內離岸風電供應鏈發展時間僅短短 5-10 年，不過自第二階段潛力場址開

發，開始規劃產業關聯發展項目，要求開發商需落實國產化產業項目，相關供應

鏈發展迅速。台灣在各領域有不同的優劣勢，過去在陸域風電領域已有基礎的風

機零組件、變電站業者，切入離岸風電供應鏈較無障礙，除了已有技術能力之外，

對於如何應對系統商及開發商在管理層面的要求也較有經驗。對於水下基礎業者

來說，除了需要提升焊接技術外，還要適應開發商對於衛安環管理 (HSE 

management)、合約管理等要求，在積極改善後已逐漸獲得開發商的認同。海事工

程對於興建與運維來說是非常正要，但也是台灣相當缺乏的部分，各式船隻與船

員幾乎都來自國外，隨著案場規模逐漸擴大，各式本土船隻也陸續開始投資建造，

海事工程的能量在未來 5 年內應可獲得充分提升。展望未來，海上變電站及浮式

水上基礎是政府與業者可以提前布局的項目，透過技術研發與示範計畫，逐步建

立相關技術能力。 

四、改善對策及建言 

綜合各個面向的分析，本專題報告提出下列建議供政府有關單位與相關業界

參考。 

(一) 發展本土運維能量、海事工程、人才培育及浮式風機發展，政府需提前盡速

布局 

風場運維、人才培育及浮式風機等三個項目將是台灣發展離岸風電產業的關

鍵項目。未來超過 20 GW 的裝置規模下，本土運維產業勢必需逐步累積經驗、培

育人才、投資相關運維設備與船舶等，建立本土運維能量，確保供電穩定。台灣

不僅缺乏海事、技術相關人才，在各式規劃設計等服務人才亦相當缺乏，目前政

府與學校應與業者積極配合，培養所需人才。浮式風機應用於 50 m 水深以上之

海域，在風場向外設置的情況下，相關技術如浮式載台、繫纜與錨碇等，政

府應提前規劃相關示範計畫，為第三階段開發預作準備。  

(二) 協助本土供應鏈業者解決土地、融資等問題，並思考國際分工 

離岸風電國產化政策推動相當迅速，雖已相當周全，但業者對於未來發展仍

需政府提供援助，包括融資、土地需求，並需考量亞太區域發展趨勢，尋求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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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的發展模式。 

離岸風電產業投資規模大，依照業者提供資訊，與銀行融資較缺實質上的優

惠，為鼓勵發展離岸風電產業，建議政府提供財稅優惠或獎勵，幫忙解決供應鏈

廠商資金的問題。 

風機規模越來越大，像是葉片、風機、水下基礎等零組件所需土地也越多，

業者對於港區土地需求，政府應進一步有效的去做溝通協調，規劃等。 

鄰近國家已陸續投入開發離岸風電開發，但各國擅長項目不同，應思考如何

避免過度競爭，以區域發展的思維來思考如何與日本、韓國、越南等國互利共生，

商討建立合作生產的模式。 

(三) 透過發展本土大統包商，掌握全產業技術與管理能力，帶動產業鏈走入國際 

目前政府發展離岸風電國產化的努力已具相當成效，但較著重製造生產方面。

若要進一步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仍需進一步發展全產業技術與管理的能力。目

前在全產業技術與管理的能力方面，仍缺前端評估(包含風險)及基本設計、全案

專案管理及營運維修技術與管理的掌握，需鼓勵國內大型 EPC 統包商的積極參

與和發展才能竟其功。 

建議政府在評選開發商時，可容許開發商自由選擇發包的模式(多重項目分包、

部分 EPCI 大統包或全案 EPCI 大統包)，政府則站在建立國家產業競爭力的基礎

上進行評分，朝向全案 EPCI 大統包，取得發展前端評估及基本設計、全案專案

管理及營運維修技術與管理能力的機會，完成離岸風電全面國產化的最後拼圖。 

政府亦應修法寬鬆國內公股銀行對離岸風電項目融資的限制條件與範圍，包

含納入開發商導入全案 EPCI 大統包的優勢，即能間接透過開發商借貸促使國內

大型 EPC 統包商得以從前端設計即全面參與，並帶動其它國內外銀行跟進擴大

市場融資規模，此將有利本土開發商的存續與運營。 

(四) 離岸風電業者需要政府提供更完善的融資政策與配套 

離岸風電發展過程中，政府與金融機構的角色不可或缺。然而，離岸風電開發

所需金額龐大，需有更完整的金融政策才能有效協助業者發展離岸風電產業。相

關建議摘要彙整如下：(1)強化出口信貸機制(國家融資保證機制)；(2)協助供應鏈

廠商開立見索即付保證保險單業務；(3)培養專案融資人才。另提出兩點政府部門

需注意事項：(1)未來台灣海峽風場巨災保險額度不足；(2)第三階段風場開發，躉

購費率零元情境下的財務風險。 

財團法人中技社 

  



全面建構台灣離岸風電產業競爭力 

4 

 

 

  



第一章 全球與亞太地區離岸風電市場概況與展望 

5 

 

第一章 全球與亞太地區離岸風電市場概況與展望 

一、 全球能源轉型路徑 

氣候變遷被認為或許是人類有史以來所面臨的最大挑戰，而當前全球能源部

門仍多仰賴化石能源，占人為溫室氣體排放的四分之三左右。國際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在 2021 年 5 月所發表的《全球能源部門 2050 年

淨零排放路線圖(Net Zero by 2050: 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報告

中指出，為控制全球平均溫度的長期增長不超過 1.5˚C，需要讓 2050 年全球二氧

化碳降至淨零排放，但需要能源生產、運輸和消費方式的徹底轉型，透過一套清

潔並具有韌性的能源系統的建立，才能維護人類的永續福祉。 

然而，要實現這條淨零排放的路徑面臨許多挑戰，首要就是加速佈署所有可

行的高效率、高潔淨的能源技術選項。IEA 規劃 2030 年世界經濟將比目前增長約

40%，也就是在 2030 年之前，全球平均的能源密集度(Energy Intensity)每年必須

降低 4%，如此高的能源效率提升幅度，約為過去 20 年平均水平的 3 倍，足見加

速低碳能源的佈建，實刻不容緩。 

在過去一、二十年，再生能源技術持續進步，可以看到太陽光電(Photovoltaic, 

PV)及風力發電的成本越來越低廉，在不久的將來發電成本可望接近傳統的化石

能源。2020 年全球的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約為 29%，太陽光電的新增裝置容量約為

134 GW，風力發電 114 GW(其中，約有 5 GW 為離岸風電)。在上述的技術與成

本前景下，IEA 估計今後 10 年可迅速擴大全球的太陽能和風能的裝置容量。在

2030 年以前，全球太陽光電的新增裝置容量可達到 630 GW，風力發電的新增裝

置容量則將達到 390 GW(其中，約有 80 GW 為離岸風電)，此規模亦為 2020 年的

四倍。不只如此，在 2050 年以前，全球太陽光電的新增裝置容量應維持在 630 

GW 的水準，而風力發電的新增裝置容量則不能低於 350 GW(其中，離岸風電為

70 GW)。如此將可使 2030 及 2050 年全球的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提高到 61%與 88%

的水準。(詳見圖 1-1 與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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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et Zero by 2050: 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圖 1- 1 2030 年前的關鍵淨零排放技術選項 

表 1- 1 電力部門淨零排放路徑 

 

資料來源：Net Zero by 2050: 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自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福島核能事故之後，國內的能源政策亦發生了大幅

轉向，增加再生能源的開發與使用成為台灣能源政策的主軸。再生能源政策經過

多次修訂後1 ，政府於 2016 年提出了新的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規劃在 2025 年再

生能源總裝置容量將達到 27.42 GW，其發電總量則可占總發電量的 20%。其中，

                                                      
1 2011 年 11 月，政府公佈《新能源政策》，規劃到 2025 年前，再生能源累積裝置容量

9.952GW（占發電總裝置容量的 14.8%）；2014 年 1 月，政府再將再生能源發展目標進一步

提高到 2030 年總裝置容量 13.75GW，其中太陽光電的裝置容量大幅增加，從 3.1GW 增加到 

6.2GW。 2016 年總統大選後，政府宣布新的再生能源發展目標，總容量達到 27.42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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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的累計裝置容量將達到 20 GW，占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的 72.9%，而風

力發電(包括陸上與離岸風電)則占 15%左右。(詳見表 1-2) 

表 1- 2 台灣再生能源目標變化 

 
總裝置容量 (MW) 發電量 (MWh) 

2016 2020 2025 2016 2020 2025 

太陽光電 1,210 6,500 20,000 1,100  8,100 25000  

陸域風電 682 814 1,200 1,500 1,900  2900  

離岸風電 0  520 
3,000 

(5,700*) 
0  1,900  

11100  

(19800*) 

地熱發電 0  150 200 0  1,000  1300  

生質能 727  768  813  3,600  5,600 5900  

水力發電 2,089  2,100 2,150 6,600  4,700  4800  

燃料電池 0  22.5 60 0  200 500  

總計 4,708  10,875 27,423  12,700  23,400 51,500  

Note: 離岸風電原定目標 2025 年原訂目標為 3GW，實際開發量將達到 5.7 GW。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台灣積極推動能源轉型的決心吸引許多國際開發商前來參與離岸風電開發，

依照目前所提出的規劃，預定在 2025 年以前完成 5.7 GW 的開發，並從 2022 年

第三季開始招標第三階段區塊開發風場，規劃在 2026 至 2035 年開發 15 GW。在

能源政策的助力下，期望台灣離岸風電能夠永續經營，鼓勵國內外供應鏈業者，

在國內打造離岸風電產業鏈，讓技術能夠落地生根。蔡英文總統更進一步在 2019

年底提出打造「亞洲綠能發展中心」的策略方向，宣示政府將持續投入國內綠能

開發，並提供金融與研發的支援，讓台灣的綠能產品打進國際綠能供應鏈。 

二、 全球離岸風電市場現況與未來趨勢 

根據全球風能協會(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GWEC)最新出版的《全球風

電報告 2021(Global Wind Report 2021)》，僅 2020 年一年全球新增的風電裝置容量

就超過 90 GW，比 2019 年增加 53％，總裝置容量因此達到 743 GW，年成長 14

％。其中，陸上風電在 2020 年的新增裝置容量達到 86.9 GW，為史上最高的一

年；於此同時，離岸風電的新增裝置容量亦達到 6.1 GW，僅以 0.175 GW 的差距

低於史上最高的 2019 年。(詳見圖 1-2) 

進一步針對 2020 年風電市場進行深究，首先可以發現，得益於中國風力發

電裝置容量的爆發式的成長，亞太地區繼續引領全球風電發展，光是 2020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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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全球市場的份額就增長了 8.5 個百分點。此外，美國也大幅增加風力發電裝

置容量，讓北美地區(18.4%)取代了歐洲(15.9%)成為新增風力發電裝置容量的第

二大區域市場。拉丁美洲(5.0%)與非洲和中東(0.9%)則排在第四與第五位。至於

2020 年全球新增裝置容量排名前五的市場則分別是中國、美國、巴西、荷蘭和德

國，五個市場合計佔全球安裝量的 80.6%，比 2019 年增加了 10%以上。而若從累

計裝置容量觀之(統計截至 2020 年底)，則分別由中國、美國、德國、印度和西班

牙為前五名，合計占全世界的風力發電裝置容量的 73%。(詳見圖 1-3) 

 

資料來源：Global Wind Report 2021,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圖 1- 2 2016~2020 年全球風電新增裝置容量趨勢 

 

資料來源：Global Wind Report 2021,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圖 1- 3 2020 年各區域與主要國家的風電市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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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針對全球的離岸風電市場進行回顧，全球的離岸風電新增裝置容量從 2016

年的 2.2 GW 增長到 2020 年的 6.1 GW，其年均複合成長率高達 28.5%，使其占

全球風電(含陸上與離岸)新增裝置容量的市場份額從 4%增至 7%。其中，中國的

離岸風電新增裝置容量已連續三年領先世界，2020 年超過 3 GW，占全球的半數

以上，亦使得其累計裝置容量超過德國，排名全球第二(僅次於英國)。至於歐洲

各國則占去剩餘的新增裝置容量的大部分，並以 1.5 GW 的荷蘭為首(全球第二)，

其次是比利時(706 MW)、英國(483 MW)與德國(237 MW)。在中國和歐洲以外，

韓國(60 MW)和美國(12 MW)是另外兩個在 2020 年有新增離岸風電裝置容量的國

家。(詳見圖 1-4)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離岸風電的開發仍非常仰賴各國政府的支持(補貼)。去

年全球僅有 1,005 MW 的離岸風電係通過競標機制(Auctioning)2。一個知名的案例

為 Shell 和 Eneco 合作取得了在荷蘭 Kust North 的 759 MW 開發項目權利。該項

目是所謂的「零價投標(Zero-priced Bid)」，意味著該案未來的發電量將以電力批

發價格(Wholesale Price)出售，荷蘭政府不提供額外補貼。 

展望全球的離岸風電市場，同樣根據全球風能協會的預測，每年的新增裝置

容量將從 2020 年的 6.1 GW 增加到 2025 年的 23.9 GW，年均複合成長率高達

31.4%，還高於 2016-2020 年的漲幅。這將使得離岸風電占總風電的新增裝置容量

的比例從現在的 6.5%增加到 21%。(詳見圖 1-5) 

歐洲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風電市場，可望保持穩定增長，在英國第二與第三

階段離岸風電差價合約(Contracts for Difference, CfD)分別將於 2022 與 2023 上線
3，歐洲新增裝置容量可能在 2025 年達到 8.7 GW 的規模。亞太地區在中國的領

銜之下，加上台灣、越南、日本與南韓的投入，可望在 2030 年前取代歐洲在離岸

風電市場的領先地位。 

整個亞太地區離岸風電的快速成長，在短期間內(在 2025 年前)主要可歸因

於中國的巨大貢獻，由於當前開發商和投資者正急於在高額的離岸風電躉購價格

(約為 0.85 RMB/kWh)截止前完成專案的申設，但隨著中國的中央政府終止離岸

風電的補貼政策後，未來中國離岸風電市場規模是否隨之縮小，將取決於離岸風

電能否達到電網平價，或省級政府是否接續補貼政策4。 

                                                      
2 分別為荷蘭 759 MW、中國 246 MW。 

3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BEIS, UK. 

4 Global Offshore Wind Report 2020,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GW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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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lobal Wind Report 2021,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圖 1- 4 歷年全球離岸風電市場概況 

 

資料來源：Global Wind Report 2021,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圖 1- 5 全球離岸風電市場展望(新增裝置容量預測) 

 

Unit: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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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亞太地區(不含中國)離岸風電市場展望 

接著，我們進一步將目光聚焦在中國以外的亞太地區(Asia Pacific excluding 

China, APeC)，包括台灣、越南、日本、南韓、印度、澳洲與菲律賓等國。截至 2020

年底，APeC 地區總計僅僅裝設了了 0.4 GW 離岸風電，但因為優異的風場潛力，

吸引了許多國際開發商(Developer)搶占先機，總計已達 44 家，其中以歐商為主。

這些開發商喊出的離岸風電項目的總計畫規模可達 100 GW，可望吸引數以十億

美元計數的投資。其中以達德(wpd)的 15%居首，緊接的有哥本哈根基建基金(CIP)

的 11%、沃旭(Ørsted)的 7%、美商 Stonepeak 的 4%、日商 JWD 的 4%為前五大開

發商。(詳見圖 1-6) 

在 Wood Mackenzie 的基線情境的預估當中，APeC 地區離岸風電的年新增裝

置容量將於 2029 年達到 4 GW 以上的市場規模，年均複合成長率可達到 42%，

亦使其在這段期間的累計裝置容量達到 25.6 GW5 (詳見圖 1-7 上半部)，使得整體

APeC 地區離岸風電的累計裝置容量從 2019 年的 0.4 GW，在 2020-2024 年間可

總計新增 7.6 GW，2025-2029 年間可總計新增 18 GW (詳見圖 1-8 下半部左圖)。

其中，台灣將是 2030 年之前 APeC 地區最大的離岸風電市場，在基線情境的累計

裝置容量的占比達 36%，其次為日本(25%)、南韓(21%)與越南(14%)與印度(4%)(詳

見圖 1-7 下半部右圖)。 

 
資料來源：Global Wind Report 2021,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圖 1- 6 APeC 地區規劃中的離岸風電專案規模(開發商別) 

 

 

                                                      
5 Wood Mackenzie 的牛市情境與熊市情境的累計裝置容量預測則分別為 36.8 GW 及 14.1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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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上半部的左軸為年新增裝置容量；右軸為累計裝置容量 

註 2：深藍色為台灣，淺藍色為日本，綠色為韓國，黃色為越南，紅色為印度。 

資料來源：APeC Offshore Wind Market Outlook 2020, Wood Mackenzie. 

圖 1- 7 APeC 地區離岸風電市場展望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APeC地區離岸風電的 2020-2029年的市場需求預測，

實際上已進入安裝建置階段的占比亦僅有 5%，13%處於最終投資決策階段，11%

獲得了風場所屬政府的補貼支持或許可。換言之，總計還有 72%的離岸風電專案

仍處在前期規劃、開發與探勘的階段，其開發進度仍有相當的不確定性。(詳見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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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PeC Offshore Wind Market Outlook 2020, Wood Mackenzie. 

圖 1- 8 APeC 地區離岸風電開發進程 

以下針對日本、韓國、越南，以及較不確定的離岸風電潛力市場(包括印度、

澳洲與菲律賓)進行整理： 

(一) 日本 

身為 APeC 地區唯二政府有較為具體的、清楚的市場進程(Market Route)的國

家(另一個國家為台灣)，Wood Mackenzie 預估日本在 2029 年以前可望裝設總計

達 6.5 GW 的離岸風電(基線情境)6。日本首個大型的離岸風電專案預計將從 2022

年開始商業化，並自 2024 年開始，以每年平均招標 1 GW 的開發規模穩定增長。

(詳見圖 1-9) 

為抵銷 2030 年前總計約 52 GW 的化石燃料退役機組造成的電力缺口，日本

政府除規劃重啟其核能機組之外，更大幅增加其再生能源的部署(含離岸風電)。

首先於 2019 年 4 月 1 日實施《海洋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発電設備の整備に係る

海域の利用の促進に関する法律案(The Act of Promoting Utilization of Sea Areas in 

Development of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ies Using Maritime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7，該法案允許業者可長期使用指定海上區域，讓日本政府能夠順利

推動離岸風電招標。雖然日本本土的開發商仍占多數(77%)，但進駐日本的國際開

發商的數量持續成長中。 

                                                      
6 在熊市(Bear Case)與牛市(Bull Case)情境中，Wood Mackenzie 預測未來十年的日本的離岸風

電新增裝置容量則分別為 3.3 GW 與 8.1 GW。 

7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4&tp=1&d=7984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4&tp=1&d=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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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深藍色柱狀圖為新增裝置容量(左軸)；灰色陰影區為累計裝置容量(右軸)。 

資料來源：APeC Offshore Wind Market Outlook 2020, Wood Mackenzie. 

圖 1- 9 日本離岸風電市場展望 

截至 2020 年年底，日本所有規劃中的離岸風電項目(Project Pipeline)總計接

近 30 GW 的規模，為整體 APeC 地區次多(台灣約有 36 GW，為 APeC 地區最多

者)。其中，已進入逐步開發的項目僅約占 1.5%，83.1%仍處於前期選址開發階段

(Early Site Development)，15.4%則尚無明確內容。(詳見圖 1-10) 

 

註：左半部依案場別排序；右半部依開發商別排序。 

資料來源：APeC Offshore Wind Market Outlook 2020, Wood Mackenzie. 

圖 1- 10 日本規劃中的離岸風電專案規模(案場別&開發商別) 

另外，在上述總計近 30 GW 的專案項目中，已有約 1.884 GW 已進入環評的

第三與第四階段。但考量日本政府規劃將在 2022 年 4 月實施所謂的「再生能源

饋網溢價(Feed-in Premium)」制度8, 9，這其中的半數以上都可能因為到時候的競

                                                      
8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japan-renewable-alert-51-7084493/ 

9 https://km.twenergy.org.tw/Data/share?wKbxVD3TbcCmYMHIjwC0sQ==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japan-renewable-alert-51-7084493/
https://km.twenergy.org.tw/Data/share?wKbxVD3TbcCmYMHIjwC0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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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結果或能否取得併網(Grid Connection)保證，而產生變數。(詳見圖 1-11) 

 
註：依離岸風電專案處於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的階段排序。 

資料來源：APeC Offshore Wind Market Outlook 2020, Wood Mackenzie. 

圖 1- 11 日本規劃中的離岸風電專案進程(環境影響評估階段別) 

(二) 南韓 

雖然南韓在 2020 年完工的示範項目後，預計在 2023 年前都不會有新的離岸

風電項目。但根據 Wood Mackenzie 的基線情境預估，南韓可望在 2029 年以前達

到 5.5 GW 的總累計裝置容量的離岸風電10 (詳見圖 1-12)。 

 
註：深藍色柱狀圖為新增裝置容量(左軸)；灰色陰影區為累計裝置容量(右軸)。 

資料來源：APeC Offshore Wind Market Outlook 2020, Wood Mackenzie. 

圖 1- 12 韓國離岸風電市場展望 

這樣的成長預估，主要係因為在 2030 年以前，南韓將有總計約 6 GW 的燃

煤、燃氣與核能發電機組將逐步退役，而南韓政府規劃以離岸風電做為這些退役

機組的替代選項之一。在 2020 年 7 月，南韓政府公布該國的離岸風電發展規劃

                                                      
10 在熊市(Bear Case)與牛市(Bull Case)情境中，Wood Mackenzie 預測未來十年的南韓的離岸風

電新增裝置容量則分別為 2.1 GW 與 8.2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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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圖，包含了區域開發與選址等相關項目等。 

至 2020 年底為止，南韓目前規劃中的離岸風電項目超過 20 GW，居於 APeC

地區僅次台灣與日本的第三位。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以本土開發商佔絕大多數的

日本不同，南韓規劃中的離岸風電專案項目，約有四成由境外開發商主導。(詳見

圖 1-13) 

從專案場址觀之，以蔚山市為首，其次是南全羅道、北全羅道和仁川市等地，

主要係因為這些區域的離岸風力資源和地方政府的支持較為強烈(圖 1-13 左半)。

若改從專案進度觀之，至今約有 55.6%的規劃中離岸風電項目處於前期選址開發

階段，38.2%處於專案前(Pre-project)，剩餘的 6.2%則分屬於運轉、投資決策與早

期規劃階段等(圖 1-13 右半)。 

 

註：左半部依案場別排序；右半部依開發商別排序。 

資料來源：APeC Offshore Wind Market Outlook 2020, Wood Mackenzie. 

圖 1- 13 韓國規劃中的離岸風電專案規模(案場別&開發商別) 

而若是否取得電業執照(Electricity Business Permission, EBP)的角度切入，則

大約只有 4.2 GW 的離岸風電項目已經取得 EBP。其中，亦僅有包括濟州島與蔚

山市，總計約 525 MW，預計可望在 2025 年以前可以正式上線。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在這總計約 20 GW 的離岸風電項目當中，約有 6.3 GW 屬於浮動式，占比約

為 31%。(詳見圖 1-14) 

然而，根據對開發商的訪談資料顯示，南韓仍欠缺足夠且穩定的價格誘因11，

來抵消境外開發商因進入南韓市場所需的大量初始投資成本和風險。另外，亦有

                                                      
11 南韓的離岸風電收購費率為系統邊際價格(System Marginal Price, SMP)加上再生能源認證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 REC) 價格與 REC 價格的乘數(Multiplier)的積。REC 價格係根據

機組裝置容量加權計算而得，價格乘數則依據機組離岸距離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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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商指出，隨著離岸風電的占比逐漸增加，南韓現有電網基礎建設的不足，是

後續要持續推動離岸風電的瓶頸因素之一。 

 

註：依離岸風電專案處於獲得電業執照(Electricity Business Permission, EBP)的階段排序。 

資料來源：APeC Offshore Wind Market Outlook 2020, Wood Mackenzie. 

圖 1- 14 韓國規劃中的離岸風電專案進程(電業執照階段別) 

(三) 越南 

除此之外，越南是目前 APeC 地區另一個主要的潛力市場。在未來 10 年越

南預計可增加 3.5GW 的離岸風電裝置容量12。這其中的一半將於 2021-2023 年間

完成佈署 (詳見圖 1-15)，這可歸因於越南政府提供的離岸風電躉購費率政策會延

展至 2023 年底之故。因此，在 2019-2020 年間，約有 15 個、共計約 790 MW 較

為小型的離岸風電專案已完成簽約，並規劃趕在 2021 年 11 月前完成施工且併聯

上網，以便享有較為優惠的離岸風電躉購費率。 

 
註：深藍色柱狀圖為新增裝置容量(左軸)；灰色陰影區為累計裝置容量(右軸) 

資料來源：APeC Offshore Wind Market Outlook 2020, Wood Mackenzie. 

圖 1- 15 越南離岸風電市場展望 

                                                      
12 在熊市(Bear Case)與牛市(Bull Case)情境中，Wood Mackenzie 預測未來十年的越南離岸風電

新增裝置容量則分別為 1.5 GW 與 6.0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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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外還有 6 個、共計約 893 MW 較為大型的離岸風電專案則進度較慢13，

還待與越南政府針對後續的躉購費率進行協商(詳見圖 1-16)。 

 
資料來源：APeC Offshore Wind Market Outlook 2020, Wood Mackenzie. 

圖 1- 16 越南規劃中的離岸風電專案進程 

不過由於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影響，以及供應鏈的吃緊，前述的

部分項目可能會延宕至 2022 年中才能完成。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躉購費率政策

帶來不少短期的刺激效果，但是越南長期的離岸風電的發展還是取決於未來越南

政府政策走向與財政狀況。 

至於目前規劃中的離岸風電項目，越南亦有 13 GW 的規模，是 APeC 地區

的第四大市場。目前越南的離岸風電開發集中在越南的南部省份，而平順省(Bình 

Thuận)因為擁有優越的風場資源，占所有規劃中的離岸風電項目(Project Pipeline)

規模的大部分，約為 6.9 GW。其次則為薄寮省(Bạc Liêu)的 1.7 GW、朔莊省(Sóc 

Trăng)的 1.6 GW 及檳椥省(Bến Tre)的 1.3 GW。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越南的

離岸風電市場係由外國開發商所主導，占比高達三分之二，多於本土開發商。(詳

見圖 1-17) 

                                                      
13 雖然越南政府的離岸風電躉購費率政策可能會延長至 2023 年底，但預期在 2021 年 11 月

後，將調降躉購費率 14%，至每度電約為 0.0847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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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左半部依案場別排序；右半部依開發商別排序。 

資料來源：APeC Offshore Wind Market Outlook 2020, Wood Mackenzie. 

圖 1- 17 越南規劃中的離岸風電專案規模(案場別&開發商別) 

(四) 其他潛力市場(印度、澳洲與菲律賓) 

印度則是另一個潛力市場，該國政府宣示在 2022 年前達成離岸風電的累計

裝置容量達到 5 GW(2030 年前達到 30 GW)的目標。然而，因為新冠疫情的關係，

該國首次離岸風電招標被迫推遲，政府也遲遲未推出針對離岸風電的支持計劃，

導致是否能達到上述目標不無變數。不過，印度擁有亞太地區第二大的風電供應

鏈，可望支持近海風場的開發進程的達標。 

最後，在 Wood Mackenzie 的基線情境中，由於在短期內澳洲與菲律賓兩國

並無推動離岸風電競標制度的規劃，故將其新增裝置容量預測為零。但事實上，

澳洲目前規劃中離岸風電項目其實已悄悄的增加到 3.3 GW，不過仍要依靠較強

的政府財政支持(牛市情境)，才能在 2030 年前完成 2.2 GW 的南方之星計畫(Star 

of South Project)14，而後續的 1.1 GW 才有望實現。至於菲律賓則有兩個共計 1.2 

GW 的新規劃離岸風電項目獲得早期批准，儘管菲律賓擁有龐大的離岸風場資源，

但因其監管不確定性，和缺乏政策支持，也只有在牛市情境下，上述的離岸風電

項目才可望成真(預計 2024 年動工)。 

四、 離岸風電的成本結構與趨勢 

與陸上風電或太陽光電等其他較為成熟的再生能源技術相比，離岸風電因為

其發電的變異程度較低，因此具有某種程度上能提高供電安全穩定性的優勢存在，

然而不可諱言的，它仍然比這些替代方案昂貴。為此，政策制定者與市場的參與

者必須掌握離岸風電技術的當前和未來成本的正確資訊，才能據以決策，不過這

                                                      
14 https://www.starofthesouth.com.au/ 

https://www.starofthesouth.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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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信息並不容易獲得。 

大多數的研究係先透過傳統的工程方法，採納離岸距離、深度與風機大小等

不同參數後，來估計離岸風電專案的資本投入(Capital Expense)，最後再估計離岸

風電的「均化發電成本(Levelized Cost of Electricity, LCOE)15」。不過，LCOE 雖是

政策制定者評估某項發電技術是否具有市場競爭力的主流方法，但因為 LCOE 應

用到再生能源技術選項時，面臨了諸多的假設限制16，因此對於市場參與者來說，

也不能忽略估計 LCOE 所需要的離岸風電資本投入(或總安裝成本)與其後續衍生

的運轉維護成本(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M)。 

美國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NREL)於

2020 年發布的《2019 風力發電成本(2019 Cost of Wind Energy Review)》報告，圖 1-

18 與 1-19 則分別呈現固定基座式與浮動式離岸風電在 25 年的運轉期間的 LCOE

成本結構；另外，表 1-3、1-4、1-5 分別整理了固定基座式與浮動式離岸風電的資

本投入、運轉維護成本及兩者加總後的估計結果。 

 

 

                                                      
15 均化發電成本用於評估不同發電技術的發電成本，以某發電技術之生命週期總成本除以其生

命週期總發電量而得。其成本項目可粗分為初始設置成本、燃料成本(再生能源無此項)、運轉

維護成本、利息費用、除役費用等。其假設參數亦多，包含年限、容量因子、轉換效率、利

率、折現率、物價膨漲率、碳稅稅率等 

16 Joskow P., 2011, “Comparing The Costs Of Intermittent And Dispatchable Electricity Generating 

Technolog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2011, 100:3, 23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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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9 Cost of Wind Energy Review,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圖 1- 18 2019 年固定基座式離岸風電運轉 25 年 LCOE 的成本結構 

 

 

資料來源：2019 Cost of Wind Energy Review,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圖 1- 19 2019 年浮動式離岸風電運轉 25 年 LCOE 的成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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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2019 年離岸風電的資本投入與 LCOE 

 固定基座式 浮動式 

CAPEX LCOE CAPEX LCOE 

USD/kW USD/MWh USD/kW USD/MWh 

渦輪發電機成本 1,301 17.7 1,301 22.7 

Development 138 1.9 165 2.9 

Engineering & Mgt. 70 1.0 85 1.5 

Substructure & Foundation 817 11.1 1,438 25.1 

Port & staging, logistics, trans. 58 0.8 44 0.8 

Electrical infrastructure 761 10.4 979 17.1 

Assembly and installation 198 2.7 439 7.7 

Lease price 88 1.2 88 1.5 

電網平衡成本 2,131 29.0 3,237 56.6 

Insurance during construction 44 0.6 52 0.9 

Decommissioning bond 58 0.8 76 1.3 

Construction financing 183 2.5 221 3.9 

Contingency 316 4.3 389 6.8 

Plant commissioning 44 0.6 52 0.9 

Financial (Soft) Cost 645 8.8 790 13.8 

總計 4,077 55.6 5,328 93.1 

資料來源：2019 Cost of Wind Energy Review,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本研究重製 

表 1- 4 2019 年離岸風電的運轉維護成本與 LCOE 

 固定基座式 浮動式 

OPEX LCOE OPEX LCOE 

USD/kW/Yr USD/MWh USD/kW/Yr USD/MWh 

Operation 29 6.8 28 8.5 

Maintainance 95 22.2 102 30.6 

總計 124 29.0 130 39.1 

註：在原報告中，其 LCOE 的單位表示為 USD/kWh，應為誤植，故修正之。 

資料來源：2019 Cost of Wind Energy Review,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本研究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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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 2019 年離岸風電 LCOE 

 固定基座式 浮動式 

USD/MWh USD/MWh 

 

Fixed charge rate (real) (%) 5.8% 5.8% 

Net annual energy production (MWh/MW/yr) 4,270 3,328 

Net capacity factor (%)  48.7% 39.2% 

 

1. Turbine capital cost  17.7 22.7 

2. Balance of system  29.0 56.6 

3. Financial costs  8.8 13.8 

CapEx 小計 55.6 93.1 

A. Operation 3.8 8.5 

B. Maintainace  22.2 30.6 

OpEx 小計 29.0 39.1 

LCOE 總計 85.0 132.0 

註：在原報告中，其 LCOE 的單位表示為 USD/kWh，應為誤植，故修正之。 

資料來源：2019 Cost of Wind Energy Review,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本研究重製 

在固定基座式部分，渦輪發電機的資本投入約為 1,301 USD/kW，電網平衡

成本則約為 2,131 USD/kW，財務成本約為 645 USD/kW；運轉與維護成本則在 25

年的運轉期間中，分別為每年平均 29 與 95 USD/kW。若以 LCOE 法估計，渦輪

發電機、電網平衡、財務、運轉與維護成本的占比則約為 21.0%、34.3%、10.4%

及 34.3%。故加總後可得其 LCOE 為每度電 0.085 USD。 

至於浮動式離岸風電，雖然其渦輪發電機的資本投入與固定基座式一樣，但

由於離岸風電必須在惡劣的海洋環境中進行安裝、運轉與維護，使得交付時間

(Lead Time)更長、成本更高，再加上離岸風電裝機位置遠離電網，也造成更高的

電網連接和建設成本(Grid Conne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sts)。因此，在 NREL 的

報告中，浮動式離岸風電的電網平衡成本則提高為 3,237 USD/kW，財務成本亦提

高至 790 USD/kW；運轉與維護成本則在 25 年的運轉期間中，分別為每年 28 與

102 USD/kW。這也使得其 LCOE 的成本結構變成，以電網平衡成本為最高，占

42.8%，其次為運轉與維護成本的 29.5%、渦輪發電機的 17.2%、電網平衡、財務

成本的 10.4%居末。故加總後可得浮動式離岸風電的 LCOE 為每度電 0.132USD。 

另外，為了解離岸風電的成本走勢，以想像未來成本的可能變化，本小節亦

整理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的《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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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電成本(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Costs in 2020)》報告的相關內容如

下。 

根據 IRENA 的報告，受惠於 2020 年離岸風電新增裝置容量達 6 GW 所帶來

的學習效果，2019-2020 年離岸風電新專案的全球加權 LCOE 下降了 9%，電力價

格從 0.093 降至 0.084 USD/kWh，此降幅比 2019 年更大(詳見圖 1-20)，亦與前述

的 NREL 報告的數值相當。此外，IRENA 也根據 2018 年與 2019 年荷蘭與德國

的離岸風電無補貼(Subsidy-free bids)競標結果，以及法國敦克爾克的離岸風電專

案後，估計離岸風電新專案的的平均競標價格大概在 2023 年可降到 0.084 

USD/kWh 的水準。 

 

註：藍線為該項再生能源發電技術的 LCOE；橘線為該項再生能源發電技術的競標價值

(Auction Value)；陰影區則為化石燃料發電成本範圍。 

資料來源：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Costs in 2020,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圖 1- 20 各類再生能源全球加權均化發電成本與競標價格趨勢 

不過，隨著近年離岸風電部署的增加，成本降低的狀況已經顯現。隨著技術

改進、規模經濟以及開發商和發電渦輪機製造商經驗的增加，發電渦輪機和基礎

設計已逐步標準化，也出現專為離岸風電設計的專用船舶。這種種因素使得 2010

年至 2020 年期間，離岸風電的全球加權平均總安裝成本下降了 32%，從每千瓦

裝置容量 4,706 美元降至每千瓦 3,185 美元(詳見表 1-6)。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上

述的離岸風電成本降低的趨勢主要發生在 2015 年之後，也是中國大陸開始大量

部署離岸風電的期間。在這段期間離岸風電全球加權平均總安裝成本下降了 40%。

(詳見圖 1-21) 

https://www.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1/Jun/IRENA_Power_Generation_Costs_2020.pdf
https://www.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1/Jun/IRENA_Power_Generation_Costs_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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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 2010~2020 年離岸風電全球加權平均總安裝成本 

單位：以 2020 年美元計價 

 第五百分位 加權平均 第 95 百分位 

2010 3053 4706 6504 

2011 3049 5390 6864 

2012 3087 4770 5971 

2013 2170 5041 5911 

2014 2260 5308 6563 

2015 3073 5323 6493 

2016 2825 4100 4587 

2017 2808 4710 5547 

2018 2188 4628 5667 

2019 2948 3723 6001 

2020 2689 3185 5590 

資料來源：IRENA Renewable Cost Database, 本研究整理。 

 

註：以 2020 年美元計價；紅色為中國大陸，藍色為歐洲，灰色為其他地區。 

資料來源：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Costs in 2020,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圖 1- 21 2000~2020 年離岸風電專案總安裝成本散佈圖 

至於運轉維護成本的部分，IRENA 的報告指出，因為離岸風電的運營經驗有

限，可用的數據不足(尤其是遠離海岸線的風場)。加上運轉維護成本往往取決於

在地運維服務提供者的能力、風場群聚(Wind Farm Zone Clustering)帶來的協力效

果，甚至是開發商在渦輪發電機廠商保修期結束後所採取運維計畫的不同。所以

運維成本的波動甚大，其變化也充滿不確定性。 

https://www.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1/Jun/IRENA_Power_Generation_Costs_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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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鑑於容量因素的改善、專門用於離岸風電維修的船舶供應的增加，

以及運維服務的提供者數量的增加(例如獨立的運維服務供應商、渦輪發電機廠商

的運維服務部門、開發商自有的運維服務部門、海事承包商等)，導致市場競爭的

加劇，均使運維成本有進一步降低的機會。 

也因此，IRENA 整理過去五年的離岸風電項目，發現離岸風電的運轉維護成

本大約在 0.017 至 0.030 USD/kWh 之間(前述的 NREL 估計的固定基座式運轉維

護的 LCOE 成本為 0.029 USD/kWh)。其中，越成熟的市場(例如歐洲與中國)成本

越低；較不成熟的市場(如南韓)則有較高的運維成本。 

五、 小結 

為達成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不管是主要國家還是台灣均面臨許多挑戰。

其中，雖然技術仍未完全成熟，但 IEA 仍寄望在 2030 年以前，離岸風電每年新

增裝置容量應達到 80 GW 的規模，台灣政府也預計於 2025 年完成 5.7 GW 裝置

容量，並規劃 2026 至 2035 年設置 15 GW 的目標。另一方面，宣示打造離岸風電

國家隊，一方面推動國產化，建置在地化供應鏈，進一步切入亞太風電產業鏈，

爭取國外的商機。 

本章彙整全球及亞洲離岸風電市場趨勢後，可以發現離岸風電在近年的發展

已有加速的跡象。全球的新增裝置容量在 2020 年達到 6.1 GW 的規模，過去五年

的年均複合成長率高達 28.5%。而其中，因為中國的大量部署，亞太地區也成為

離岸風電成長最為快速的區域。但若我們將眼光聚焦在中國以外的亞太地區時，

亦可以發現包括台灣、越南、日本、南韓、印度、澳洲與菲律賓等國有著近 100 

GW 的潛力市場，吸引了眾多國際開發商群集，希望分到大餅。不過，除了台灣

因為政府支持有著較為具體的開發路徑外，整體 APeC 地區僅約有 14.1%~36.8%

的專案項目可望落實，而其中的差異則主要受各個國家的離岸風電政策走向而導

致，故市場參與者必須持續追蹤政策走向，才能搶占先機。 

考量離岸風電興建及運維所需成本龐大，並仍持續發展進步中，後續發展值

得關注，因此本章第四節亦整理了 NREL 與 IRENA 對於離岸風電的資本投入成

本、運轉維護成本，及兩者的 LCOE 的估計數據，提供離岸風電相關的成本資訊

給政策制定者與市場參與者，釐清市場門檻所在，並評估其競爭力之高低。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9B%A2%E5%B2%B8%E9%A2%A8%E9%9B%B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9B%A2%E5%B2%B8%E9%A2%A8%E9%9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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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離岸風電政策沿革與產業發展 

台灣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開發離岸風電，並逐步落實產業本土化，政府積

極的態度是關鍵因素，也增加國際開發商與本地企業投資離岸風場的信心。時至

今日，第三階段區塊開發即將在 2022 年開始競標，至 2035 年以前已規劃超過 20 

GW 的離岸風電設置規劃。隨著離岸風電作為台灣能源長期規劃的主要角色，同

時本土產業鏈的發展也成為政策推動的重要方向，希望藉由發展離岸風電的契機，

深化本土產業鏈的能力，為產業永續發展奠定基礎。 

本章將對政策沿革與產業發展現況進行回顧，從政府推動綠能發展的角度彙

整台灣離岸風電過去與現在的推動方向與成果，並展望政府對於未來發展之規劃。

本章依照政府發展策略、發展沿革、風場開發及產業鏈發展現況到未來規劃(區塊

開發)之順序，對台灣離岸風電發展的過程進行回顧與彙整。 

一、 能源轉型推動策略 

1980 年德國首度提出「能源轉型（Energiewende）」一詞，以實現 2050 年經

濟去碳化與去核之願景，並於 2010 年制訂「能源概念」，規劃 20 年能源計畫，涵

蓋能源安全、環境可持續性及經濟效率等，啟發各國前仆後繼將能源轉型策略納

入能源發展主軸。 

在巴黎協定通過後，各締約方協議將地球升溫幅度控制在與前工業時代相比

至多 2.0℃範圍，並努力追求升溫上限續減至 1.5℃內的共同目標，順應此波全球

能源轉型浪潮，2016 年 5 月我國宣布推動「能源轉型」政策，為我國能源供需乃

至整體經濟產業社會朝向「減煤、增氣、展綠、非核」方向正式揭開序幕。在此

基礎下，2017 年 4 月經濟部發布「能源發展綱領」做為我國能源上位綱要指導原

則，期於能源轉型過程中仍能確保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續及社會公平之

均衡方針，達成 2025 年非核家園目標，實現能源永續發展。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於 2020 年公布之能源轉型白皮書，我國整體能源轉型路

徑以逐步增加再生能源與燃氣發電，降低燃煤比例為發展方向，規劃至 2025 年

能源發電結構配比從 2019 年的燃氣 33%、燃煤 46%、綠能 6%，調整為燃氣 50%、

燃煤 27%、綠能 20%，至於核能發電占比則從 12%下降至 1%。 

根據能源發展綱領，掌握自產能源潛能，擴大再生能源設置，促進再生能源

加速發展，以提升能源供給面多元自主低碳為強化「能源安全」之重要手段，而

普及綠能在地應用則為推動「綠色經濟」之重要配套措施。基於我國擁有得天獨

厚之風能潛力，加上國際風力發電成本下降，為達到短期能源轉型目標，政府傾

力發展風電以提高再生能源發電量之態勢鮮明。同時衡酌經濟產業面發展，2020

年所發布之能源轉型白皮書亦將「離岸風電產業」納入再生能源產業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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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指出推動重點為建立離岸風電製造產業之在地化供應鏈，其中「建構產業

聚落」與「推動產業聯盟」為達成此目標之二大核心策略；而在能源國家型科技

計畫中，亦規劃以離岸風力及海洋能源主軸中心，整合現有資源，發展相關技術，

建立產業鏈。我國能源轉型規劃路徑中，高度仰賴離岸風電之布建，經濟部規劃

至 2025 年離岸風電累計設置 5.7 GW，預估帶動累計投資額達新臺幣 9,625 億

元，創造就業機會 1.8 萬人次以上17。 

二、 風力發電政策沿革 

台灣擁有豐富風力資源，尤其東北季風強勁，主要蘊藏區涵蓋台灣海峽、西

部沿海與澎湖離島等地。由主管機關所推動之風力發電政策最早可回溯至 1980 年

代因應能源危機而起，以補助技術研發與應用為主，當時由經濟部能源委員會（能

源局前身）委託研究機構進行台灣地區風能潛力評估，並自 1990 年起完成新竹

縣湖口鄉風力試驗場 4-150 kW 等三型風力發電機之開發與運轉試驗，期建立風

力機研製技術能力。然而，後續雖完成風力機系統設計組建及測試等項目，且本

土技術開發及零件組自製率可達 80%，但距離商業化模式仍有一段落差，而在當

時能源市場環境與技術考量等時空背景下並未有更多政策作為。 

遲至京都議定書與歐洲積極開發風力發電之議題發酵，我國於 2000 年後再

次規劃透過補助方式加速推動風力發電，因而相繼於 2000 年與 2003 年發布「風

力發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辦法」與「風力發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要點」18等一連

串相對明確的風力發電政策。 

(一)政策推動工具 

在我國 2000 年所推動再生能源 5 年示範推廣計畫下，透過法規頒布，針對

風力發電部分以補助設備之設置為主，規定風力發電示範系統每瓩（kW）裝置容

量至多補助新臺幣 1.6 萬元，且補助比率最高不得逾該示範系統設置成本 50%。

同時根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細則」規定，給予購置風

力發電設備者投資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 10～20%、加速折舊及低利融資等相關獎

勵優惠。透過「風力示範推廣計畫」之執行，應用風能資源勘查、技術輔導、示

範補助與宣導推廣等方式，協助分屬機械設備製造與統包業之台朔重工、發電業

者之台灣電力公司（簡稱台電），以及造紙大廠欲轉型綠能服務業之正隆公司陸續

完成雲林麥寮 2,640 kW、澎湖中屯 2,400 kW 與新竹竹北春風 3,500 kW 等 3 座風

力發電示範系統之建置，總裝置容量 8,540 kW，成功鼓舞我國風力發電設置浪潮。 

                                                      
17 經濟部能源局(2020)。能源轉型白皮書(核定版)，第 75 頁。 
18 該辦法與要點公布之時，明訂施行(補助期限)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止，先後於 2003 年與 2004

年廢止。 
19 經濟部自 1995 年 1 月開放民間設立發電廠，依「電業法」及雙方購售電合約之規定，其所生

產之電力躉售予台灣電力公司，並規劃 4 階段開放民間設立發電廠政策推動，最終於 2006 年

6 月 6 日公告第四階段開放民間設立發電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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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藉由國營企業引領創新產業發展，揹負政府政策施行任務之台電

最早於 1960 年代初期進行風能研發應用之學術研究，並於澎湖白沙鄉設置一部

裝置容量 50 kW 的實驗型風力發電機；1989 年推行於七美島上試辦並設置兩部

裝置容量 100 kW 之先導型風力發電機組，但因當時技術未臻成熟，供電不穩定

而停止運轉。而後台電於 2002 年重啟應用風力發電，配合政府政策啟動「風力發

電十年發展計畫」，催生台灣第一座商業運轉之石門風力發電站於 2004 年完工，

共有 6 部風力機組，每部裝置容量為 660 kW。鑑於國際技術基礎，將國際合作策

略納入 2005 至 2020 年我國風力發電發展重點之一。2007 年 4 月我國陸域風力發

電機裝置已達百部里程碑。 

隨著風力發電設備設置漸趨規模，此時，政府的政策推動工具亦從提供設備

設置補助之財務金融支援，轉向建立躉購費率（Feed-in Tariff, FIT）機制，提供價

量保證收購。2009 年討論多時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終於制定公布，經濟部透過強

制電業併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與其所產生之電能，以及保障收購價格之雙重機制，

獎勵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並明訂「獎勵總裝置容量 65 GW 至 100 GW」，以

大力推廣風力等再生能源。2019 年則鑒於國際上推動再生能源政策普遍規定目標

量與年限隨推動進程調整，對獎勵總量多半保留彈性空間，且考量政策論述、政

策願景說明上多以推廣目標總量為主，為便於檢討政策推廣情形之成效，經濟部

修正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將「獎勵總量」修正為「推廣目標總量」，並將推廣目標

總量規劃提高至 2025 年的 27 GW 以上。 

2019 年再生能源條例之修正除了保留獎勵空間、提高再生能源設定目標外，

其修正重點尚包括鼓勵綠電走向自由交易市場、制訂用電大戶義務等前述能源轉

型配套方案之法規化，以及在全球離岸風電技術漸趨成熟，國內陸域風電開發規

模有限之考量下，2019 年該條例修正公布，同時增訂風力發電之定義為「轉換風

能為電能之發電方式」，而「離岸風力發電」一詞係指「設置於低潮線以外海域、

不超過領海範圍，轉換風能為電能之發電方式」。 

政府推動離岸風電發展政策以來，已吸引國際開發商相繼參與，並逐步擴大

離岸風場開發規模，從起初規劃 2016 年 15 MW、2020 年 520 MW 至 2025 年完

工併聯 3 GW，到第二階段開發規劃 2025 年達 5.5 GW，預計第三階段區塊開發

將提高至 2026 至 2035 年 15 GW。 

(二)風力發電發展情形 

我國風力發電參與廠商家數眾多，除了台電外，依電業法已發給電業執照正

式商轉之民營19風力發電業者計有 17 家、41 個風場、206 座機組，總裝置容量達

                                                      
19 經濟部自 1995 年 1 月開放民間設立發電廠，依「電業法」及雙方購售電合約之規定，其所生

產之電力躉售予台灣電力公司，並規劃 4 階段開放民間設立發電廠政策推動，最終於 2006 年

6 月 6 日公告第四階段開放民間設立發電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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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4 MW，包括達德能源（WPD）20、東和鋼鐵、中國鋼鐵結構、台灣水泥等之

相關企業，於此之中以 WPD 營運規模最大，累計設置超過 170 座風力機組，裝

置容量超過 300 MW 以上，遙遙領先其他廠商。整體來看，台電仍為我國重要風

力發電業者，其風力發電站計有 19 所，機組數達 177 座，裝置容量約為 312.4 

MW，約占全國風力發電裝置容量比例的 36%，目前仍以發展陸域風電為主。 

國內風場則主要分布於西部沿海地區之新北市、新竹縣（市）、桃園市、苗栗

縣、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與屏東縣，以及離島地區之金門與澎湖，風力機組

足跡遍布 11 個縣市，其中彰化縣設置最多陸域風力機組共 93 座，擁有陸域風力

發電裝置容量合計 207.2 MW 亦為全國最多；但若加計離岸風力發電部分，苗栗

縣躍居全國之冠，其轄內風力機組雖少於彰化縣，僅有 89 座，但風力發電總裝置

容量高達 272.6 MW，占全國風力發電總裝置容量的 3 成以上（圖 2-1）。 

 
註：以上統計資料係依電業法發給電業執照商轉者，可能與實際運轉資料有所落差，如台電石

門、台中港、台中電廠風力發電站之部分機組因颱風毀損、故障等因素已拆除或移出。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經濟部能源局；本研究整理。 

圖 2- 1 台灣風力發電分布 

截至 2021 年 3 月我國再生能源裝（設）置容量約為 9,675MW，占全國發電

總裝置容量的16.7%；風力發電裝置容量約863MW，於總裝置容量比例僅占1.5%，

於再生能源占比近 9%，其中陸域風力發電部分已設置 735MW，於整體風力發電

裝置容量占比高達 85%以上（圖 2-2）。 

                                                      
20 2016 年 WPD 於台灣併購英華威風力發電集團，後者遂將旗下已開發而未興建之風電開發案

移轉予 WPD，促使 WPD 成為目前台灣最大民營再生能源營運商，營運超過 400 MW 的陸域

風電及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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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風力占比指風電裝置容量占總發電裝置容量比例；再生能源則包括慣常水力、地熱、太陽

光電、風力、生質能與廢棄物。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月報。 

圖 2- 2 台灣風力發電裝置容量發展趨勢 

從長期趨勢來看，2000 年迄今，我國風力發電裝置容量快速成長期為 2005

至 2010 年，此期間裝置容量新增 467 MW，尤以 2006 年表現最為亮眼，由 2005

年 23.9 MW 增加至 78.1 MW，成長 326%遠高於當時全球成長率的 25%；此後我

國風力發電裝置容量成長漸趨穩定，直至 2019 年因離岸風電裝置容量大幅增加

120 MW，帶動整體風力發電裝置容量年成長率超過 18%以上。 

然而，現階段無論是陸域或離岸風電發展均未達經濟部於 2017 年「風力發

電 4 年推動計畫」框架下所設定之目標，依該計畫 2020 年陸域與離岸風電累計

設置目標分別應達 814 與 520 MW。若與能源轉型白皮書（2021）所設定 2025 年

風力發電裝置容量目標 6,938 MW 相比，尚有待努力提升之空間。 

由於風能是經由地球高低氣壓引發大氣環流產生動能，與太陽能同屬能量密

度低、間歇性能源，受限於地點、地形、強度與方向等外在條件限制，供應易變

性與不確定性高，加上目前儲能技術與系統尚未建構完全，導致藉由風車（風力

機）將風能轉換為機械能，帶動發電機所產生之電能無法作為基載電力，其發電

亦不如火力發電穩定。2020 年我國發電量總計 279,793 百萬度，但再生能源發電

僅 15,120 百萬度，其中風力發電量不到 2,300 百萬度；在同年度發電結構中，燃

煤發電比例雖有下降但仍為我國發電來源主力，其占比高達 45%，反觀再生能源

占比僅約 5.4%，而風力發電占比更是低於 1%（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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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風力占比指風力發電量占總發電量比例；再生能源則包括慣常水力、地熱、太陽光電、風

力、生質能與廢棄物。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月報。 

圖 2- 3 台灣風力發電量發展情形 

三、 離岸風電政策規劃 

依循國際上「先陸域後離岸」之風力發電推動策略，考量陸地面積有限且為

追求更好的風能來源，2007 年能源局公告「第一階段設置離岸式風力發電廠方

案」，規劃 2030 年達成累計 3 GW 設置目標，但在技術成本考量與相關配套措施

規劃等誘因不足下，業者參與度不高。而後在國內陸域風場開發逐漸趨向飽和後，

離岸風電政策愈趨明朗，能源局先於 2011 年公布「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將風

能開發由陸域逐步延伸至離岸，規劃「2016 與 2020 年分別完成首座離岸示範機

組與示範離岸風場，2030 年設置超過 1 千架陸海域風力發電機，總裝置達 4,200 

MW」之目標，並為吸引業者投入，2012 年進一步公告施行第 1 階段「風力發電

離岸示範系統獎勵辦法」。 

此後政府離岸風電政策規劃腳步未曾停歇，在我國具備發展海上風電之絕佳

自然條件下，2017 年經行政院核定之「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定調應以「先

開發優良風場、再推動次級風場」之陸域風電發展方向，並持續擴大離岸風電裝

置容量、加速推動再生能源發電之政策主軸。根據千架海陸風機計畫、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離岸風電開發模式已確立為「先淺海、後深海」，推動策略則分成

「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之三階段進行，原定 2025 年達成累計裝置容量 3 GW

目標，後為建立產業在地化，將目標容量額外增加至 5.5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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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階段示範獎勵風場 

2012 年經濟部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11 條授權規定21，公告施行「風

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22」，採取與陸域風電初期推廣相同做法，期透過提

供設備經費補助、引導投入之方式，鼓勵業者設置離岸示範風場，目標於 2015 年

前完成離岸風電示範機組設置，2020 年完成示範風場開發、併聯發電。按該辦法，

風場之區位（場址）由申請人選定，但應符合「位於 5 公尺水深等深線以上海域，

總裝置容量需超過 100 MW 但低於 200 MW」之規定，且至少應設置 2 部單機容

量超過 3 MW 示範機組，以符合獎勵條件。經獲評選之業者經與經濟部簽署契約，

展開示範獎勵計畫並於時限內完成，取得獎勵費用，以 2012 年風力發電離岸系

統躉購費率每 kW 裝置容量期初設置成本 50 %為上限，且不得超過示範機組設

置總費用之 50 %；另示範風場作業獎勵費用至多僅可取得 2.5 億元。第一階段離

岸風電示範獎勵作業規劃時程請見圖 2-4。 

 
資料來源：風力發電單一服務窗口，https://www.twtpo.org.tw/offshore_show.aspx?id=18。 

圖 2- 4 第一階段離岸風電示範獎勵作業規劃時程 

最終取得示範資格之海洋 Formosa 1 與台電一期示範案，分別規劃於苗栗縣

竹南鎮外海，離岸 2～6 公里、水深 15～35 公尺處，架設 32 部風力機組，總裝

置容量 128MW，以及位於彰化縣芳苑鄉西側海域，離岸 7～9 公里、水深 15～26

公尺處，架設 18～30 部風力機組，總裝置容量約 108～110 MW 之風場開發案。

其中海洋示範機組於 2017 年 4 月正式商轉，示範風場亦於 2019 年 11 月全數完

工並於同年底併網。 

                                                      
21 對於具發展潛力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技術發展初期階段，中央主管機關得基於示範之目

的，於一定期間內，給予相關獎勵。前項示範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2 2019 年修正為「離岸風力發電示範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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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潛力場址遴選與競標 

2015 年 7 月在第一階段風場開發商陸續取得示範機組施工許可證、通過環評

審查後，經濟部能源局公告「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以利業者提

早辦理第二階段開發準備作業，規範申請資格與制定單一申請案設置裝置容量不

得小於 100 MW，每平方公里不得小於 5 MW 之規模與空間規劃規定；同時公告

排除相關法規及敏感地區、以彰化縣外海為主、總開發潛能概估約可達 23 GW 之

「36 處潛力場址」（圖 2-5），並要求開發案應以位於潛力場址內為原則，若有例

外者應提出說明。此階段扣除未於 2017 年底前通過環評、場址重疊之開發申請

案，共計有 18 案進入下階段容量分配作業，總規劃容量約 10 GW。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圖 2- 5 第二階段離岸風電開發潛力場址 

第二階段潛力場址開發策略與先前之最大差異在於納入在地產業關聯，能源

局於 2018 年 1 月公告「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容量分配作業要點」，採「先遴選

3.5 GW，後競價 2 GW」策略，要求開發商配合基礎設施建置期程，落實在地產

業之發展。其中參與「2020 年完工併聯」（分配容量以 500 MW 為原則）或「2021

至 2025 年完工併聯」（分配容量以 3 GW 為原則）之遴選申請案，需提出具體產

業關聯執行方案、佐證資料及工業局意見函，承諾國產化項目；而參與遴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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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但未獲全部容量分配且遴選作業程序評選分數達 60 分以上，並參與競價

作業程序之合格申請案（競價申請案），依躉購價格高低、規劃完工併聯年度（2021

至 2025 年完工併聯）進行資格排序，但無須達到國產化要求。 

於此階段離岸風電開發已不僅為能源結構轉型策略，亦為我國能源產業升級

策略。在行政院將綠能科技列為「5+2」產業創新計畫之一環時，風力發電 4 年推

動計畫亦涵蓋「推動國產化、建立本土產業」之重要目標。在此架構下，考量離

岸風電產業涉及能源電力業、設備製造業、工程服務業與商業服務業，因此，在

第二階段離岸風電政策規劃中，工業局透過業者的投資意願調查，針對投資意願

較高的電力設施、塔架、水下基礎、海事工程船舶（調查、交通、鋪纜類）等工

程，將離岸風電在地化項目分成 4 大類。依工業局之產業布局，國內供應商可朝

向建立水下基礎、電力設施、風力機組及海事工程等 4 大系統之本土供應鏈，以

進入開發商與系統商之國際供應體系。 

基於國內業者技術成熟度及國外業者規劃作法等考量，工業局訂定我國離岸

風電產業發展目標與期程（圖 2-6），歸納產業發展項目如塔架、水下基礎、電力

設施與海事工程等，並採取漸進式發展時程，遴選案的併網期程越晚，國產化項

目要求愈多，據此規劃 2021-2022 年併網的前置期產業發展目標、2023 年的第 1

階段與 2024-2025 年的第 2 階段目標，運用離岸風電規劃場址作業之承諾事項推

動產業在地化，建置我國離岸風電產業。根據工業局 2018 年 1 月 18 日公布之

「離岸風力發電產業政策」及「離岸風力發電產業關聯執行方案計畫書架構說明」，

由開發商提出產業關聯執行方案、佐證資料，工業局召開委員會審查後出示意見

函，藉以促使國內外業者合作，並協助輔導國內廠商建置產業供應鏈。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圖 2- 6 第二階段離岸風電產業發展目標與併網期程 

2018 年 4 月 30 日經濟部公布第二階段離岸發電規劃場址遴選結果（表 2-1），

共計有 7 家業者、10 個風場獲選，總分配容量為 3,836 MW，售電價格適用躉購

費率；同年 6 月 26 日，經濟部公布競價結果，共計有 4 個風場獲選，總分配容

前置期產業發展項目

1.塔架
2.水下基礎
3.電力設施(陸上電力設備)：

(1)變壓器
(2)開關設備
(3)配電盤

4.海事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及監造、製造
(1)調查、鋪纜、探勘等施工及監造、船隻
與機具規劃設計、安全管理(BOE)

(2)船舶製造：提供需新建或改裝之施工船
隻產業供應鏈(調查、支援、整理、交通、
鋪纜類船隻)(iDB)

第1階段產業發展項目

1.風力機零組件：機艙組裝、
變壓器、配電盤、不斷電系
統、鼻錐罩、電纜線、輪毂
鑄件、扣件

2.海纜
3.海事工程規劃、設計、施工
及監造、製造：

(1)塔架、水下基礎等施工及監
造、船隻與機具規劃設計、
安全管理(BOE)

(2)船舶製造：提供需新建或改
裝之施工船隻產業供應鏈
(運輸、安裝類船隻) (iDB)

1.風力機零組件：齒輪箱、
發電機、功率轉換系統、
葉片及其樹脂、機艙罩、
機艙底座鑄件

2.海事工程規劃、設計、
施工及監造：風力機等
施工及監造、船隻與機
具規劃設計、安全管理
(BOE)

第2階段產業發展項目

2021～2022年
2023年

2024年～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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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為 1,664 MW，其售電價格亦在條件義務較為寬鬆下，使競價價格落於每度

2.2245 至 2.5481 元之區間。 

表 2- 1 二階段離岸風電獲選開發案 

 申請案 開發商 
核配容量 

(MW) 

併聯 

年度 
累計裝置容量

(MW) 

躉購每度
電價 

遴
選
結
果 

1 海能 
JERA、麥格理、 

上緯 
378 2020 378 

適用躉購
電價，如
2018 年
離岸風電
躉購價格
每度

5.8498 元 

2 
允能一期 

WPD 
360 2020 738 

允能二期 348 2021 1,086 

3 麗威 WPD 350 2021 1,436 

4 大彰化東南 沃旭 605.2 2021 2,041.2 

5 大彰化西南 沃旭 294.8 2021 2,336 

6 
彰芳一期 CIP 100 2021 2,436 

彰芳二期 CIP 452 2023 2,888 

7 中能 中鋼 300 2024 3,188 

8 西島 CIP 48 2024 3,236 

9 台電 台電 300 2024 3,536 

10 海龍二號 NPI 300 2024 3,836 

競
價
結
果 

1 海龍二號 NPI、玉山 232 2025 232 2.2245 

2 海龍三號 NPI、玉山 512 2025 744 2.5025 

3 大彰化西南 沃旭 337.1 2025 1,081.1 2.5480 

4 大彰化西北 沃旭 582.9 2025 1,664 2.548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離岸風電部署現況 

在我國離岸風電政策採取「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之 3 階段規劃，「示範

獎勵」階段已達成透過提供獎勵以降低業者風險，引導業者投入市場之規劃，並

於 2017 年完成示範機組裝置容量 8 MW 工程，2019 年位於苗栗之海洋示範如期

完工並已商轉，而位於彰化之台電一期示範案預定完工日期將延至 2021 年 7 月，

合計裝置容量為 230 MW。 

而第 2 階段「潛力場址」之策略規劃則以公告 36 場潛力風場開發場址、開

放業者申請方式進行，要求業者必須遵循於 2017 年通過環境影響評估、2019 年

取得電業籌設許可之規定，並採取「先遴選、後競價」之 2 階段原則分配，以達

成 2025 年累計設置 5.5 GW 目標。經遴選獲選之開發商與申請案包含 WPD 的麗

威、允能，沃旭的大彰化東南、大彰化西南、大彰化東北，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

金（Copenhagen Infrastructure Partners, CIP）的彰芳與西島，加拿大獨立能源供應

商北陸能源（NPI）的海龍二號，以及本土中鋼公司的中能案與台電的台電二期

案，主要集中於彰化外海，總計 3.836 GW（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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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圖 2- 7 第二階段離岸風電遴選結果分布 

現階段由於多座風場受 COVID-19 疫情影響，以及開發商自有資金、環差與

工程規劃問題，導致部分工程延宕，目前已有 7 座風場經與經濟部協商簽署行政

契約，延後完工時間，包含原定應於 2020 年併網之台電一期、允能一期、海能

Formosa 2 已確定無法如期完成；而原定於 2021 年加入併聯發電之海能、允能二

期、大彰化東南、大彰化西南與彰芳一期亦規劃延至 2022 年。 

另外，按原併網時程應於 2021 年完工之麗威風場，早在 2020 年 8 月因能源

局於環差審查上，提出「有飛安爭議、民航局不同意」意見後，而被退回其電業

籌設許可申請，縱使其針對經濟部之「駁回」提起行政訴願，並於 2020 年 11 月

申請籌設許可，但至 2021 年初其變更變電站及陸纜的環差申請之第 3 次審查仍

未通過，經整理離岸風場併聯發電時程規劃進度如表 2-4，為實現長程發展目標，

有賴第 3 階段區塊開發案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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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我國離岸風場併聯發電時程規劃進度 

併網時程 風場 開發商 
裝置容量 

(MW) 

累計裝置容量 

(MW) 

2019 年 海洋 Formosa 1 上緯新能源 128 128 

2021 年 
台電一期* 台電 109.2 237.2 

允能一期* WPD 360 597.2 

2022 年 

海能 Formosa 2* 
JERA、麥格理、

上緯 
378 975.2 

允能二期* WPD 348 1,323.2 

大彰化東南* 沃旭 605.2 1,928.4 

大彰化西南* 沃旭 294.8 2,223.2 

彰芳一期* CIP 100 2,323.2 

2023 年 彰芳二期 CIP 452 2,775.2 

2024 年 

中能 中鋼、CIP 300 3,075.2 

西島 CIP 48 3,123.2 

台電二期 台電 300 3,423.2 

海龍二號(A) NPI、玉山 300 3,723.2 

2025 年 

海龍二號(B) NPI、玉山 232 3,955.2 

海龍三號(3) NPI、玉山 512 4,467.2 

大彰化西南 沃旭 337.1 4,804.3 

大彰化西北 沃旭 582.9 5,387.2 

註：*表示併網時程晚於原預定規劃時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第三階段區塊開發規劃 

經濟部已於 2021 年 5 月 11 日公布離岸風電第三階段區塊開發規劃草案，內

容包含由能源局負責之離岸風電區塊開發選商機制規劃（草案）及工業局主導之

區塊開發產業關聯方案規劃（草案）。後於 7 月 23 日公布「離岸風力發電區塊開

發場址規劃申請作業要點」，宣告正式啟動離岸風電第三階段區塊開發作業，並於

7 月 29 日再次召開說明會，公開能源局與工業局最新規劃草案。 

依據能源局草案之規劃，2026 至 2035 年裝置容量設置目標由原先規劃 10 

GW 擴大至 15 GW，預計每年釋出 1.5 GW，並採「先履約能力審查、後競價程

序」方式評選開發商。在時程規劃部分，將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於 2026 至

2031 年（前 6 年）釋出 9 GW、第 2 階段於 2032 至 2035 年（後 4 年）釋出 6 GW；

而第 1 階段又分三期辦理，最快將於 2022 年第 3 季辦理第 1 期分配容量 3 GW

之選商作業（併網年度為 2026 至 2027 年），隔年與後年第 2 季接續進行第 2、3

期作業；之後再視國內外發展情況，另行規劃第 2 階段作業程序。 

申請區塊開發之業者應取得「環保主管機關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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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審查會議建議通過之審查結論」，以及「經濟部之場址規劃備查且未失效者」

之資格。另依容量分配原則，單一風場與相同開發商23申請裝置容量上限為 500 

MW，除非經經濟部於相關考量24下可彈性放寬至 600 MW，此與之前潛力場址開

發策略之容量分配以 100 MW 為下限之原則不同。 

在選商策略中能源局規劃兩階段流程，首要進行履約能力審查，先以技術能

力與財務能力進行評估，比重分別為 60%與 40%，大致與潛力場址開發策略之遴

選評分機制相同25，但設定以總分應達 70 分以上為門檻下限；之後再審查產業關

聯發展項目，依工業局規劃之落實數量進行評比，基準條件為應達申設容量的

60%26，另外要求業者產業關聯發展加分項目應達 10 分以上。接著，符合第一階

段資格廠商可進入第 2 階段的競價程序，依價格高低決定容量分配序位，若價格

相同則以產業關聯發展加分分數高者為優先；能源局同時限制競價價格區間，以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電能收購作業要點」第 8 點公告之選商前一年

度迴避成本為上限27，每度 0 元為下限。最後，依開發商之評選序位與併接點位，

核配台電可併接容量。 

區塊開發之產業關聯方案規劃給予開發商更多彈性空間，例如經產業評估技

術落地困難之發電機項目，調整為加分項目；且有高達 40%的申設容量比重屬於

加分項目28，期透過加分彈性機制，鼓勵開發商自主承諾落實產業關聯項目，與

具備產業潛力價值之風力機系統上下游零組件合作，並投資目前較為缺乏之海事

工程服務。依工業局之規劃，承諾產業關聯執行方案關鍵發展項目清單，可分為

電力設施、水下基礎、風力機組零件、海事工程服務與工程設計服務等 4 大類共

計 29 項，其中海上變電站的變壓器、開關設備、配電盤、功率轉換系統，與風力

機的變槳旋角系統，以及工程設計服務的相關設計服務包括風力機下部結構、海

上變電站、海纜鋪設等，總計這 8 項為本次新增項目（表 2-3）。 

  

                                                      
23 相同開發商之定義，為申請案中籌備處、公司、發起人之一或對外代表人相同者，其直接或間接持有

股權比例高於 20%(含)。 
24 包括風場完整性、開發效益、國內產業量能及輸配電業公告併網容量等條件。 
25 潛力廠址開發策略的遴選評分機制為(一)技術能力比重 60%：包括建造能力(25%)、工程設計(20%)、運

轉與維護規劃(15%)；(二)財務能力比重 40%：分為財務健全性(30%)、國內金融機構關聯(10%)。區塊

開發策略的履約能力審查將財務能力審查原則調整為財務健全性 25%、股東資本能力 15%，技術能力

的評選細項則未有變動。 
26 即風場若有 100 架風機，則其中 60 架應符合本土化、國產化規定。 
27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電能收購作業要點」第 8 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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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底前發布，適用期間自當

年 3 月 1 日起至次年 2 月底止。據此，2020 年 4 月 7 日所發布之 2019 年度迴避成本為每度 2.18 元，

適用期間為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 
28 但不包含海事工程服務與工程設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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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區塊開發離岸風電產業關鍵發展項目 

項
目 

電力設施 水下基礎 風力機組零件 海事工程服務 工程設計服務 

關

鍵

發

展

項

目 

1.陸上電力設

施 

(1)變壓器 

(2)開關設備 

(3)配電盤 

(4)陸上電纜

線 

2.海上變電站 

(1)變壓器 

(2)開關設備 

(3)配電盤 

(4)功率轉換

系統 

 型式 1：

單樁式 

包含 

• 主管件 

• 轉接段 

 型式 2：

套筒式 

包含 

• 轉接段 

• 主管件 

• 基樁 

1.全機艙組裝及

扣件 

2.塔架及扣件 

3.變壓器 

4.配電盤 

5.鼻錐罩與機艙

罩 

6.電纜線 

7.輪毂鑄件及機

艙底座鑄件 

8.功率轉換系統

及不斷電系統 

9.葉片 

10.樹脂 

11.變槳旋角系統 

1.環境調查船工

程服務 

2.地工鑽探船工

程服務 

3.水下基礎安裝

船工程服務 

4.風力機安裝工

程船服務 

5.輸出海纜鋪設

船工程服務 

6. 運 維 作 業 船

(CTV、SOV、多

功能工作船)工

程服務 

1.風力機下部結構

之相關設計 

2.海上變電站之相

關設計 

3.海纜鋪設之相關

設計 

落實數量超過申設容量的 60%， 

即列入加分項目 
落實數量應達申設容量的 100% 

註：底線字表示業者建議新增項目。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至於在產業關聯加分部分，工業局同樣依離岸風電產業結構的 4 大類劃分，

設計每項加分項目之配分，計分方式則依落實數量比例與核心能量29計分，在關

鍵發展項目中規劃有 20 項落實數量超過申設容量的 60%者可列入超額加分，以

及自主承諾加分項目的 39 項按落實比例（0～100%）計入。業者自行評估選取加

分項目、數量並自述核心能量。其中潛力場址開發策略中無人有意願且未能符合

工業局要求之海纜，及較難本土化之風力發電機均納入開發商自我評估加分項目

（表 2-4）。 

  

                                                      
29 以關鍵發展項目中「陸上電力設施」的變壓器為例，其核心製造能量為「設計」、「鐵芯堆疊」、「繞

線」、「含浸」、「封裝」、「組裝」製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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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區塊開發離岸風電產業關聯執行加分項目 

 大項 細項(配分) 

電力設施 

(19 分； 

共 28 項) 

陸上電力設施* 變壓器(1)、開關設備(1)、配電盤(1)、陸上電纜線(1) 

海上變電站* 變壓器(1)、開關設備(1)、配電盤(1)、功率轉換系統(1) 

海纜(6) 

海上變電站鋼結構(2) 

電網穩定設施(含儲能配套)(3)** 

水下基礎 

(7 分； 

共 10 項) 

單樁式* 主管件與轉階段(1) 

套筒式* 轉階段與主管件及基樁(1) 

浮動式水下基礎(2) 

灌漿材料(1) 

塗料(1) 

防蝕系統：犧牲陽極或外加電流保護(1) 

打樁工程架板鋼構(1) 

風力機組零件 

(30 分； 

共 25 項) 

超額加分*： 

全機艙組件及扣件(1)、塔架及扣件(1)、變壓器(1)、配電盤(1)、鼻錐罩與
機艙罩(1)、電纜線(1)、輪毂鑄件及機艙底座鑄件(1)、功率轉換系統及不
斷電系統(1)、葉片(1)、樹脂(1)、變槳旋角系統(1) 

自主承諾加分： 

發電機(6)、塔架_塗料(1)、葉片_玻纖(1)、葉片_碳纖維及拉擠碳板(1)、
葉片_脫模劑(1)、葉片_膠黏劑(1)、葉片_套材加工(1)、葉片_發泡材(1)、
葉片_輪轂板(1)、葉片_雷擊防護網(1)、風電機_機艙冷卻系統(1)、風力機
_偏航系統(1)、風力機_潤滑系統(1)、風力機_軸承底座及固定軸鑄件(1) 

海事工程 

/工程設計 

(44 分； 

共 8 項) 

工程設計 風力機之相關設計(3) 

運維技術服務 風力機運維技術(2)、風場支援設施運維技術(2) 

營運期環境監測 生態監測(2)、海氣象觀測(2) 

船舶使用 
採用本國製造水下基礎安裝船(2)、採用本國製造風
力機安裝船(2)、採用本國製造海纜鋪設船(2) 

註：*表示為關鍵發展項目超額計分，落實數量超過申設容量 60%者方列入計分；**使用至少 4%

離岸風電容量之儲能穩定設施(含儲能配套系統設計、設備製造)；其餘項目落實數量超過申

設數量 0%者即加分，達申設容量 100%者以配分計入，未達者依承諾數量按比例計分。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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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內現階段風電合作聯盟之推動情形 

為建構我國離岸風電本土產業能量，除配合政府政策推動外，國內產官學之

合作亦相對重要。中鋼公司於 2017 年主導成立「Wind-Team 國際合作聯盟」，聯

合 21 家零組件廠，整合及協助業者與國際風力機系統廠商進行合作。另外台船

於 2016 則聯合 35 家業者共同籌組船舶公司，成立「Marine Team 離岸風電海事

工程聯盟」，建立海事施工服務能量與船隊。隨著我國離岸風電政策推廣漸具成

效，由民間主動發起的合作聯盟亦誕生，2021 年上緯新能源在 Formosa1 風場營

運已步上軌道並在啟動 Formosa 2 興建計畫後，而與天力離岸風電、永冠能源、

雲豹能源等我國離岸風電開發商與供應鏈合資組成「Taiwan Team 離岸風電台灣

隊」。以下分別概述相關風電合作聯盟推動情形與發展現況。 

(一)Wind-Team 國際合作聯盟 

Wind Team 國際合作聯盟（簡稱 W Team）的角色定位在於，協助國內零組

件廠商提升產品品質、成本、交期的能力，以進入風機供應鏈。2016 年 9 月中鋼

透過旗下風電事業委員會舉行「離岸風電零組件國產化產業聯盟 Wind-Team」啟

始會議，宣示我國踏出在地化供應鏈第一步。2017 年 8 月 W Team 正式成立，在

啟動大會中，透過邀請國外風機系統商的分享，讓國內零組件廠商進一步瞭解如

何取得國際大廠之認可，期能媒合國內廠商與國際風力機系統及零組件廠商合作，

進入國際系統商供應鏈，以建立本土產業鏈為重要目標。而後在 W Team 成立屆

滿一年，2018 年 10 月的「離岸風電零組件國產化產業聯盟 W Team 供應商大會」

上，W Team 成員已由 21 家拓展至 24 家 Tier 1 子系統商與 40 家 Tier 2 廠商，產

業鏈亦從水上風機延伸至水下基礎工程與其原料供應（如表 2-5）。 

另一方面，W Team 的領航者中鋼透過子公司─興達海基的成立，投入水下

基礎，並與 CIP 合作取得中能離岸風場開發權，以此為平台，攜手旗下中國鋼鐵

結構股份有限公司（中鋼構）、中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中機），以及台船等國內

20 家廠商共同學習、創造本土產業供應鏈，預計於 2024 年完成併聯商轉。中鋼

同時規劃人才培育，2020 年與 CIP 連袂合作於彰化建國科技大學開設「離岸風電

產業與運維技術」課程，講師不僅找來自家 CIP、中鋼同仁擔任外，更網羅華城

電機、天力等聯盟廠商授課，並預計在課程結束後，共同遴選學員，進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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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Wind-Team 產業聯盟廠商 

類別 Tier1 聯盟廠商 Tier2 聯盟廠商 

水下基礎 興達海基、世紀鋼 

銘榮元、中機、台船、台朔重工、

俊鼎、新光鋼、榮聖、振鍵、萬機、

良聯、中鋼構、中鋁、匯茂 

塔架 CSWIND/金豐 中鋼 

機艙組裝 MVOW & 東元 - 

變壓器 士林、華城、亞力 東誠、日山、中榮 

配電盤 南亞、士林、大同、亞力 - 

不斷電系統 台達電 中鋼碳素、永隆、能元、應能 

鼻錐罩 先進複材 上緯、台塑、台玻 

電纜線 大亞(海纜)、華新 信邦 

輪毂鑄件 永冠、台灣正昇 - 

扣件 耀恆、春雨 中鋼、海華、瑞賢、美加力 

齒輪箱 台朔重工 南隆、世坤、振霖、台灣正昇 

發電機 東元、大同 中鋼、高科磁技、慈科 

功率轉換系統 台達電 - 

葉片及碳纖樹

脂 
天力 上緯、台塑、台玻 

機艙罩 先進複材 上緯、台塑、台玻 

機艙底座鑄件 永冠、台灣正昇、源潤豐 - 

PCM 東元 - 

偏航系統 晟昌、東元、台達電 東元、台朔重工 

變槳系統 君帆 東佑、金亞洲、培凱、億益、允宏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9 年 4 月 25 日，離岸風電產業供應鏈在地化推動（引自台灣離岸風

電零組件產業發展 中鋼 Wind-Team 供應商大會簡報，2018 年 10 月 3 日）。 

(二) Marine-Team 離岸風電海事工程聯盟 

2016 年 11 月台船邀集國內海事工程廠商、主要研究機構、大專院校、工程

顧問公司、融資銀行、各大專業協會以及航運船舶廠商等單位（表 2-6），籌組

Marine-Team 離岸風電海事工程聯盟（簡稱 M Team），主要負責海上的先期探勘、

場址調查、整地及海床保護、水下基礎和變電站之製作運輸與安裝、風力機運輸

及安裝、海纜鋪埋、運營維護等工程項目30，目標為「協助業界以台灣風場為產業

在地化練兵場域，逐步建置我國海事工程自主技術與施工能量」。 

  

                                                      
30 鄭文隆，2019 年，台灣海事工程新紀元，大地技師期刊第 1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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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Marine-Team 產業聯盟廠商 

公民營企業(24 家)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中鋼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永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緯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穩晉港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宏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樺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海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世久營造探勘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瑋風電科技有限公司 

臺灣港務港勤股份有限公司 

大川吉海事工程有限公司 

環島工程有限公司 

環球測繪有限公司 

大躍海空物流股份有限公 

裕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訊昌有限公司 

大橋舟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銓日儀企業有限公司 

海歷企業有限公司 

潤泰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台船防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學研機構(6 家) 顧問公司(2 家)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成大近海水文中心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驗證機構(1 家) 金融單位(2 家) 

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csbcnet.com.tw/Service/RenewableEnergy/MarineTeam/member.htm。 

依據 M Team 執行構想，係透過與國外專業海事工程及顧問公司、國外專業

認證及訓練機構合作引進相關技術，以此參與離岸風電場海事工程，以及海上運

輸與施工技術、工船機操作、工程管理、MWS 等技能與證照訓練，並建置海事

工程施工船隊與海事工程管理系統。預計 2016～2021 年為 M Team 養成階段，培

育專業管理技術人員，建造主要施工船舶，組成第 1 船隊並投入；2021～2025 年

則為自主階段，將於 2023 年底完成第 2 施工船隊之建造。 

2018 年 1 月在台船完成階段性布局任務後，「臺灣離岸風機基礎暨海事工程

協會」誕生，其會員委員會由 M Team 成員組成，該協會定調為 M Team 第三方

中立之交流平台，旨在整合離岸風機基礎工程相關之大地工程、結構工程、海域

地質與地形調查與試驗、材料工程、防蝕處理、維護管理、工作船、基礎調查、

設計、運送、安裝、監測、訓練、發證、認證、氣象與環境影響等各專業技術之

產業界、公部門、學界與研發等單位，接續推動本土產業成長之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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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者間合作結盟 

2021 年 7 月成立之 Taiwan Team 離岸風電台灣隊單純為民營公司間商業結

盟，係由完成我國第一座離岸風電示範風場、亦為風機葉片材料（樹脂與碳纖維）

供應商之上緯新能源所發動，規劃於苗栗外海建置總裝置容量達 4.4GW 之大型

風場開發計畫（Formosa 4、Formosa 5），因而獲得生產風機葉片的天力離岸風電、

輪毂鑄件的永冠能源，以及投資海事工程的雲豹能源等 3 家企業之青睞挹注資金，

期在集結在地開發商、供應鏈與工程界等多方合作之後，能落實離岸風電自主開

發、供應鏈國產化目標，同時宣示將透過此合作平台積極練兵，與國際離岸風電

接軌，搶攻亞洲市場，展現其企圖心。 

其中永冠能源自 2005 年隨西門子跨入陸域風機鑄件生產領域後，現已名列

為全球前五大風機鑄件廠，量產離岸風機的輪轂、機艙底座等鑄件，客戶涵蓋西

門子歌美颯（Siemens Gamesa, SGRE）、菱重維特斯離岸風電（MHI Vestas Offshore 

Wind, MVOW）、奇異（GE）等風機大廠。2019 年永冠能源與 SGRE 簽訂本土化

鑄件供應協議，供應海龍二號（300MW）風場，並取得 CIP、台電與 NPI 等開發

商之訂單，2020 年於台中港興建鑄造生產工廠、預計於 2022 年投產，該廠區不

僅緊鄰 SGRE 離岸風機機艙組裝廠亦鄰近港口，有利於裝船出口作業；預估年產

量達 8 至 10 萬噸，將可生產目前全球最大裝置容量 14 MW 離岸風機所需鑄件。 

天力離岸風電近期同樣選擇於台中港區興建葉片工廠，其雖然係剛踏入離岸

風電葉片供應鏈之廠商，但透過與 MVOW 合作，借重其技術與經驗，規劃於 2021

年產出我國第一支本土製造的離岸風機葉片，可供應予裝置容量 9.5MW 的風機。

而從投資開發太陽光電起家之雲豹能源則在看好我國離岸發電產業發展，評估天

力將成為 MVOW 的亞洲生產基地，以及日本、韓國、越南與印度等海外潛在市

場下，繼於 2020 年投資天力並持有 6%股權之後，又再於 2021 年投資特瑞斯海

事技術31，跨足離岸風電產業。 

除個別業者合作聯盟之外，相關協會也陸續成立，例如，最早於 2006 年 1

月成立的台灣風能協會（Taiwan Wind Energy Association），係由工業技術研究院

結合國內風能產業界及相關研究單位等共同發起，目前成員包含開發商（WPD、

上緯新能源、竹風電力）、海事工程與船舶業者（台船、宏華營造）、港口基礎設

施服務（臺灣港埠協會、臺灣港務、臺灣港務港勤）、本土風機供應鏈（世紀離岸

風電設備、亞力電機、喬集偉思特）、工程顧問公司（中興工程、台灣世曦工程），

以及台灣大學、海洋大學等學術單位學者。時至今日，台灣風能協會持續辦理相

關學術研討會，以作為國內風能產官學研各界重要之交流與服務平台。 

2012 年 4 月成立的台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Taiwan Wind Industry Association, 

                                                      
31 與廣錠、新加坡海事工程廠商 Teras Offshore 合資成立，已取得台電二期風場的水下基礎、塔

架、海纜、海上變電站等水下工程外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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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A）32，首任監理事分別來自中鋼、金屬中心、上緯、台朔重工、先進複材、

恒耀、亞力、星能、永傳能源、力鋼、東元電機、永誠亞太、華城電機、樺棋營

造、船舶中心、富田電機、新高能源、TUV 台灣德國萊茵技術監護顧問等業者，

以結合產、學、研等相關機構與人員，提供廠商建置風力發電產業關鍵組件、系

統設計、組裝、測試驗證與政策法規等資訊交流平台，進行國內外技術媒合，加

速推動國內風力發電產業鏈建置，為該協會主要任務之一。在其組織架構下，設

有台灣離岸風電聯盟（TOWA）、中小型風力機發展委員會、政策推廣委員會。 

2021 年 3 月在國內外開發商、系統商及我國設備商一同號召下組成「台灣

離岸風電產業協會（Taiwan Offshore Wind Industry Association, TOWIA）」，成員包

含 CIP、沃旭能源、WPD、麥格理、NPI、上緯新能源、玉山能源、捷熱能源（JERA）

等八大風力開發商，期共同建構離岸風電產業生態系統。 

五、 離岸風電產業國產化現況與分析 

離岸風電產業對我國為新興產業，故須仰賴國內外開發商、系統商及國內供

應鏈共同建構離岸風電產業生態系統。經濟部預估台灣離岸風電整體產值逾 1.5

兆元，未來包含塔架、水下基礎、電力設施、海事工程、風機零組件等，將超過

二十多家本土供應商受惠。台灣離岸風電在地化政策目的，以推動並提升在地產

業的方向為主，創造離岸風電產業本土完整產業生態環境及產業鏈，並且讓本土

產業有可進入國際新能源產業的技術實力與市場競爭力，於全球都缺技術人員的

時代，培養在地技術人才及工程規劃人員，以利台灣發展一個全新的產業。 

政府為推動離岸風電產業在地化，於 2018 年訂定「經濟部工業局離岸風力

發電產業關聯執行方案審查作業要點」，工業局考量國內業者技術成熟度，以及國

外業者規劃作法，而歸納訂定出我國離岸風電產業發展項目與時程，如表 2-7 所

示。各項明確訂定核心製程技術，如表 2-8 所示。目前因應離岸風場建置及未來

運轉維護需求，核心製造技術能量及在地維修備品供應體系尚待扶持，工業局持

續輔導國內產業鏈以共同達成產業升級與風場如期建置完成目標。2021-2022 年

為前置期，國產化項目包含：塔架、水下基礎、陸上電力設施(變壓器、開關、配

電盤)、以及船舶製造等屬工業局主管項目；海事工程規劃、設計、施工、監造、

製造等，調查、鋪纜、探勘等施工及監造、船隻及機具規劃設計、安全管理等屬

能源局主管項目。2023 年第一階段項目更涵蓋風力機零組件(機艙組裝、變壓器、

配電盤、不斷電系統、鼻錐罩、電纜線、輪毂鑄件、扣件)、海纜、海事工程(塔架、

水下基礎等施工及監造、船隻及機具規劃設計、安全管理)、船舶製造等。2024 年

第二階段項目風力機零組件更擴及齒輪箱、發電機、功率轉換系統、葉片及其樹

                                                      
32 其前身係於 2005 年工業局「再生能源設備產業推動計畫」下所推動成立之「台灣風力發電設

備產業聯誼會」，後在國內風力發電產業已具雛型下，於 2011 年獲內政部核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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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機艙罩、機艙底座鑄件等，海事工程(風力機等施工及監造、船隻及機具規劃

設計、安全管理)等。各項國產化之審查均需符合核心製程之要求。 

表 2- 7 工業局公布離岸風電產業關聯方案發展項目與時程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離岸風力發電產業政策，2018 

表 2- 8 我國發展離岸風電產業之核心製造能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離岸風力發電產業政策，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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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下基礎國產化 

國內水下基礎廠商由鋼鐵廠組成，包括世紀鋼、台欣、中鋼、台船、台朔重

工等公司，其中世紀鋼與丹麥商布萊特合資組成世紀布萊特水下基礎公司，並投

資於台北港設廠，生產基樁及套管式(Jacket)水下基礎，現已與沃旭、CIP 簽合約。

中鋼投資成立興達海基於興達港區設廠生產套管式(Jacket)水下基礎，並已於 2021

年 7 月完成第一座套管式(Jacket)水下基礎之國產化生產製造。表 2-9 為國內離岸

風電產業水下基礎廠商。 

固定式水下基礎發展至今，國內業者與國際開發商與系統商的積極合作下，

目前已有多家業者具備供應能力，目前技術較成熟的水下基樁(pin pile)的製造，

只要有適合的生產設備及廠房規劃，加上完善的生產品質控制，台灣應能自給自

足。套管式(jacket)的水下基樁，目前尚有許多銲接及組裝的技術須克服，仍須仰

賴國外技師協助，目前業者正朝向建立供應鏈，提升連續組裝生產的產能，並將

成本優化的方向努力。 

浮式水下基礎是因應未來浮式風機的需求而發展的項目，雖然目前國際上商

業化浮式風場仍不是主流，但第三階段區塊開發場域的水深可能需要以浮式風機

來建置，因此浮動式水下基礎國產化應要及早因應，儘早扶植國內有機會之供應

鏈，如浮式載台、繫纜及錨碇之設計、製造、認證、安裝等，並開放浮式風機測

試場域，使零組件供應鏈及產學研之相關技術研發可於浮式風機測試場域進行實

海域測試驗證，以節省實海域測試之冗長繁瑣之申請行政流程，加速國內浮式風

電技術之發展。並於後續開放小規模商轉浮式離岸風場示範計畫，進行進一步驗

證，最終大規模商轉浮式離岸風場開發計畫，逐步展開以建立國內相關技術能量。 

此外，目前焊工人才不足，業者與政府皆相當重視此一問題，無論是與學校

建教合作，還是提供訓練課程，都已有相關計畫正在推行。 

表 2- 9 國內離岸風電產業水下基礎廠商 

水

下

基

礎 

水下基礎 世紀鋼構 投資台北港設廠生產 

興達海基 投資興達港設廠生產 

轉接段 俊鼎 已順利交貨施作於風場 

基樁 台朔重工 投資麥寮設廠生產 

台船 投資高雄設廠 

銘榮元 投資高雄、屏東設廠 

前端 投資彰濱工業區設廠 

世紀鋼構  

俊鼎  

設計 世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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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風機零組件國產化 

全世界風機主要以 Vestas 與 SGRE 兩個系統為主，因此風機零組件也可分為

兩家國際廠商的供應鏈系統，詳見表 2-10。而過去台灣業者在陸域風電以有相關

基礎，甚至已有中國大陸供應鏈之豐富經驗，因此，除了風機本體核心技術掌握

在 Vestas 與 SGRE 手上之外，台灣供應鏈皆有相應供應能力，包括機電、電機、

葉片、樹脂材料、鑄件、電纜等，相關業者為金豐、永冠、先進複材、大亞、華

新麗華、天力、上緯、東元等。 

目前風機塔架金豐與韓國 CS Wind 簽約合作共同生產，已與 Vestas、SGRE

簽約為其在台灣之塔架供應鏈；鑄件部分永冠已與 SGRE 簽約未來將成為其在台

灣之鑄件供應鏈；鼻錐罩、機艙罩部分先進複材與德國 Fassmer 合資先進華斯複

材科技與 Vestas 簽約共同生產，亦與丹麥 Jupiter Bach 簽約共同生產 SGRE 機艙

複合材料；電纜部分 SGRE 與華新麗華簽署高壓電纜合作意願書、與信邦電子、

華新麗華、大亞簽屬低壓電纜合作意願書等。表 2-10 為國內離岸風電產業風機零

組件廠商。 

表 2- 10 國內離岸風電產業風機零組件廠商 

風

機

零

組

件 

Vestas 

(原 MVOW) 

葉片 天力 投資設廠於台中港 

葉片碳纖材料 上緯 南投廠新設備投資 

發電機 東元  

塔架 金豐 於台中港設廠 

高壓配電盤 士林電機  

鼻錐罩和機艙罩 先進華斯  

扣件 恒耀  

機艙組裝廠 華城  

功率轉換模組

(PCM)、不斷電系統

(UPS)、機艙下部組

裝 

KK Wind 

Solutions 

投資於台中港設廠 

SGRE 機艙組裝 SGRE 投資於台中港設置機艙組裝廠 

葉片樹脂 上緯  

塔架 金豐  

鑄件 永冠 投資於台中港設廠 

葉片 SGRE 台塑麥寮設廠生產 

 (三)電力設備國產化 

台灣已具有自主電力設備的生產能力，因此陸上變電站的設計、生產、施工

等都具有成熟的能力。國內電力設備廠商由電機工程、土木工程等產業鏈組成，

其中包括星能、中興電工、華城電機、泰興、中鼎、大同、士林電機、亞力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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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等。 

大彰化東南及西南(沃旭能源)與台汽電簽訂離岸風電陸域輸變電統包工程合

約(含陸纜涵洞)，透過台汽電子公司星能優先採購本地陸上變電站所有機電設備

零件，其中包括中興電工、華城電機等供應商。此工程預計今 2021 年 11 月完工，

透過台丹雙方合作，快速提升本土廠商變電站統包工程能力、抗震技術，亦提升

國內公共工程施工環安衛高規標準。彰芳西島風場(CIP)與中興工程簽訂陸上變電

站設計合約、泰興/東元電機簽訂陸域電力站統包。海能一、二期則由華城電機供

應。表 2-11 為國內離岸風電產業電力設備廠商。 

未來在距離較遠的風場，可能會需要採用海上變電站的設計，但目前國內的

業者尚不具備相關經驗，可能需要透過合作方式來切入相關設計、安裝、驗證等

技術能力。 

表 2- 11 國內離岸風電產業電力設備廠商 

電

力

設

備 

陸上變電站設計 中興工程 

陸上變電站建造 星能 

陸域電力站統包 華城電機 

泰興/東元電機 

海上變電站  

(四)海事工程國產化 

海事工程是台灣過去發展中非常缺乏的一塊，目前國內既有船舶尚無法滿足

工程需求，在本土運輸安裝船未建造完成前，僅能尋求向國外廠商購買或租賃。

除了風機安裝需求之外，未來數十年的風場運維(operation & maintenance)更是需

要風場運維作業船(SOV)與人員運輸船(CTV)等船隻。 

國內海事工程廠商由船廠、近岸工程船廠商組成，其中包括台船、港務港勤、

樺棋營造、宏華營造、全球測繪、環球測繪、環島工程、海洋地球、銓日儀等，

國內已建立探勘、調查、支援船等能量，亦將於 2022 年有本土水下基礎安裝大型

浮吊船 Green Jade、2023 年底有一艘本土大型鋪纜船。富崴能源作為台電的統包

商，對於未來的運維需求也投資興建 SOV 船。台灣港務公司投資的港勤公司為

了配合離岸風電發展，目前已投入 6400 匹及 5000 匹等大馬力拖船，以及 4 艘運

維船提供人員、貨物載送服務；此外，2020 年起也投入 140 米級大型駁船，投入

大彰化風場水下基礎工程作業，往返台中港、安平港及風場間運送水下基樁。表

2-12 為國內離岸風電投入海事工程投資之業者。 

台灣在海事工程隨著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的需求逐漸成長，相應的船隻投資

也漸漸提升，不僅是工程興建有其需求，更重要的是業者也認知到船隻對於運維

的重要性，進而開始投資興建船隻，逐漸建立本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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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2 國內離岸風電產業海事工程廠商 

海

事

工

程 

風場調查 環球測繪 投資鑽探船 

銓日儀 投資鑽探船 

漁民轉型環衛訓練 宏華營造  

水下基礎駁船 台船 投資建造水下基礎運輸大型駁船 

港勤 投資興建駁船 

人員運輸船 港勤 投資 2 艘人員運輸船 

風機運輸及安裝 台船環海  

水下基礎運輸及安裝 伯威海事  

鋪纜船 海天離岸工程  

總結離岸風電產業國產化現況，對於離岸風電供應鏈的發展，台灣在各領域

有不同的優劣勢，相關分析彙整如表 2-13 所示，可以看出過去在陸域風電領域已

有基礎的風機零組件、變電站業者，切入離岸風電供應鏈會較為順利，除了已有

技術能力之外，對於如何應對系統商及開發商在管理層面的要求也較有經驗。然

而，對於水下基礎業者來說，除了需要提升焊接技術之外，還要適應開發商對於

環安衛、合約管理等要求，在邊做邊學的過程中較為辛苦，但也看得出國內業者

努力不懈的精神，也逐漸獲得國際開發商的認同。展望未來，海上變電站及浮式

水上基礎是政府與業者可以提前布局的項目，透過技術研發與示範計畫，逐步建

立相關技術能力。海事工程對於運維來說是必要發展項目，可以看到各式船隻隨

著需求都已開始投資建造，隨著案場規模增加，海事工程的能量也能獲得充分提

升。 

表 2- 13 離岸風電供應鏈分析 

項目 關鍵技術/項目 發展現況 代表業者 

固定式水下

基礎 

焊接、供應鏈管

理、驗證 

國內業者對於各式零組

件已具有生產能力 

台船、世紀鋼構、興

達海基、俊鼎 

浮式水下基

礎 

浮式載台、海域測

試驗證 

台船高雄港船廠已有相

關規劃 

台船 

海事工程 投資建造各式船

隻、培養海事人員 

 台船：水下基礎運輸

大型駁船、水下基礎

安裝大型浮吊船

Green Jade 

 港勤：駁船、人員運

輸船 

 海天離岸工程：大型

鋪纜船 

 富崴能源：SOV 船 

台船、港勤、宏華營

造等 



全面建構台灣離岸風電產業競爭力 

52 

 

電力設備-陸

域變電站 

大電力設備設計、

建造 

陸域輸變電已具備統包

能力，也具有設計及建

造能力 

中興電工、華城電

機、東元等 

電力設備-海

上變電站 

海上大電力設備設

計、建造 

目前本土廠商上不具備

海上輸變電設計與建造

能力 

 

風機零組件 葉片、樹脂材料、

鑄件、塔架、配電

盤、扣件、組裝、

電纜等零組件 

 陸域風機零組件供應

商已形成產業鏈，

Vestas 及 SGRE 已在

台灣採購 

 SGRE 組裝廠可進一

步整合產業鏈(樹酯、

塔架、鑄件、葉片) 

 風機核心技術與設備

仍由 Vestas 及 SGRE

掌握，本土發展不易 

天力、上緯、金豐、

永冠、、大亞、華新

麗華 

六、 小結 

自 2018 年執行離岸風力發電產業政策以來，風電開發商與國內供應鏈共同

努力對於國產化的達成合作共識，第三階段區況開發延續第二階段之國產化政策，

2026-2035 年 15 GW 之離岸風場開發，更足夠可使國內離岸風電產業鏈得以持續

發展，2040 年後又可開始進行第二周期之建置，陸續將 2020 年建置之風場進行

除役及更新為新世代更高效率之風力機，希望能夠形成離岸風電產業永續的循環

發展。 

離岸風電供應鏈可分為水下基礎、海事工程、電力設備、風機零組件等四部

分，我國自第二階段潛力場址開始規劃產業關聯發展項目，要求開發商需落實國

產化項目。離岸風電產業國產化現況，對於離岸風電供應鏈的發展，台灣在各領

域有不同的優劣勢，可以看出過去在陸域風電領域已有基礎的風機零組件、變電

站業者，切入離岸風電供應鏈會較為順利，除了已有技術能力之外，對於如何應

對系統商及開發商在管理層面的要求也較有經驗。然而，對於水下基礎業者來說，

除了需要提升焊接技術之外，還要適應開發商對於環安衛、合約管理等要求，已

逐漸獲得國際開發商的認同。展望未來，海上變電站及浮式水上基礎是政府與業

者可以提前布局的項目，透過技術研發與示範計畫，逐步建立相關技術能力。海

事工程對於運維來說是必要發展項目，可以看到各式船隻隨著需求都已開始投資

建造，隨著案場規模增加，海事工程的能量也能獲得充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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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離岸風電關鍵議題探討與發展 

2019 年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NEP-II 結案報告中，建議有關離岸風電

短期(3-5 年，2020-2025)各部會再生能源科技研發與推展模式以落實國產化為目

標，建議發展技術如圖 3-1 所示，包含：(1)離岸風電水下基礎技術，包含浮動式

離岸風機載台及繫纜系統關鍵技術開發與驗證；(2)AI 大數據離岸風場運維技術；

(3)海事工程技術能力建立；(4)風力機零組件在地化技術。然而隨著我國及國際離

岸風電快速發展，大量離岸風電開發須轉為儲能，以離岸風電轉氫能，即綠氫

(Green Hydrogen)，已於歐洲離岸風場進行發展。 

資料來源：2019 年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NEP-II 結案報告 

圖 3- 1 我國離岸風電研究發展 

根據 NEP-II 結案報告建議，再依照目前國內離岸風電產業發展現況，本章對

於離岸風電未來發展方向，提出風場運維產業發展、人才培育、浮式風機及風能

轉綠氫能等，並分析發展方向與提出建議。 

一、 風場運維產業發展 

根據 Wood Mackenzie(2021)分析指出，目前全球運維市場尚屬新興產業，缺

乏長期運維問題與失敗經驗之累積，發展至今已運作超過 10 年之風機裝置容量

僅 1.8 GW，預估至 2029 年此一數字將成長 11 倍至 20 GW，但與之同時，全球

運轉中風機仍有約 90%(相當於 165 GW)之營運時間不到 10 年。估計至 2029 年

全球離岸風電運維市場產值將以每年平均 16%速度增長，達到 120 億美元；其中

歐洲仍然為最大市場，產值約為 66 億美元，而亞洲與美國市場的快速擴張可望

為全球帶來新的挑戰與機會。觀察歐洲經驗發現，透過靈活的船舶營運服務、遠

程營運創新（如無人機）、攝影機、新興數位技術、離岸風機密度與規模的提升影

響，促使過去 8 年間風機平均每 kW 營運支出減少 44%。可預見未來離岸風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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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支出將進一步受惠於大數據機器學習、深度學習，以及機器人技術與自主系統

發展，在規模經濟、資產管理與運維服務效率提高下，預計 2020～2029 年全球風

機平均每 kW 營運支出下降 20%。 

離岸風電具備高度的不穩定性，風況影響發電量，海況影響風場的運維，因

此離岸風場的運維需要有高準度的風況、海況、風場發電量及風機剩餘有效壽命

的預測結果，且風場營運長達二十年，藉由強化運維產業之推動，不僅可建立國

內自主維護管理平台技術，亦可提供電網電力的有效調度，使離岸風場有效營運，

並維持電網的穩定性。 

為配合推動再生能源發電，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和經濟部能源局自 2017 年便

展開「氣象資訊在綠能開發之應用服務」4 年計畫，考慮上、中、下游產業鏈業

者不同需求，增進風能、太陽能的氣象分析及預報技術，為綠能業者開發氣象資

訊應用產品。於 2018 年成立氣象資訊綠能虛擬營運中心，提供國內外各界推動

發展風力發電與太陽能發電之必要參考資訊。目前其系統發展主要包括以下四項：

(1)新一代綠能評估系統；(2)綠能環境即時監測系統；(3)綠能即時預報系統；(4)

離岸風機施工決策系統。其中離岸風場區海氣象即時監測及預報，目標以海氣象

預報及 AIS(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ervice)資訊，建置離岸風機施工決策系統之

船舶派遣追蹤系統，確實掌握海域施工運維船隻的管理與運用。 

研究團隊經由參酌國際與國內過去在各類型的運維經驗，研提以下發展離岸

風電運維之建議。 

(一) 需從設計開始考慮最佳化 O&M 作業 

因應風場陸續建置，國內離岸風場運維公司正接續成立以確保風力發電機組

穩定運轉發電。目前維修業務主要工作分為下列三大類： 

1. 風機本體機艙維護：一般由風機廠商提供維護，於合約期滿後可另續約或

交還開發商運維。 

2. 海上變電站維護：包含機電設備，消防設施，照明，添加更換油品，及變

電站基礎維護工作等。 

3. 風機海上基礎維護：包含一般設備維護，結構維護，油漆維護，水下基礎

安全檢查，電纜穿管狀況與電纜埋置狀況。 

因此目前離岸風機風場的運維團隊，大約分為下列五項基本維護： 

1. 檢視水面上結構與油漆。(風機結構體鐵件是否需要補修) 

2. 更換或修理主結構平台(MAP)上及轉接段(TP)內構件上之各項設施。(如更

換燈泡，維修人員登塔之安全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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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下之結構部分與檢視輸電纜線穿越基樁(MP)之穿孔狀況檢查，以及基樁

(MP)基礎之拋石是否有掏空現象。(採用水下無人載具，由人員在 CTV(人

員運輸船)上面操作，繞著基礎目視檢查，如有損壞並加以記錄)。如遇到

較大之意外損壞，必須先拍照記錄，等返回公司再準備修護計畫。 

4. 風機機艙維修，鑒於此維修乃高空作業，與地面上的電氣室維修雖說技術

相符，但維修空間無法用地面上陸域電氣室運維空間去比擬，運維工程師

穿戴的防墜裝備就有 6 公斤，要穿越僅 4 公尺寬且被齒輪箱與發電機、控

制箱盤等設備擠滿的狹小機艙,就與陸域電氣室截然不同，同時還需一名

陸上運維工程師確認運維的作業安全。 

5. 風機葉片維修，葉片損毀原因包含雷擊/鳥擊/葉片疲態化/其他相關不穩定

因素等。目前葉片是工程師使用風機內部電梯攀升至頂端後，攀爬至風機

外，站在風機上，使用繩索去吊掛維修。 

綜合上述運維既有業者作法，未來離岸風機採用 AI 應用對 O&M 的設計最

佳化，至少有下列五點可考量加入短期及長期運維目標，目的即是使用 AI 替代

人力並採自動化運維。 

1. 因應現在網路傳輸技術越來越精進，於設計時加入接收或是發送 5G 系統

抑或是後續即將邁入的 6G 時代，提高傳輸速率，以利後續 AI 載具運用。 

2. 風機結構部分也跟離岸風機機艙及葉片一樣，隸屬高危險工作環境，利用

AI 操作無人載具定時在固定範圍內檢測是否有外部毀損或是其他水下非

監控系統(SCADA)可監測的部分，皆可 AI 控制並採自動記錄且上傳回報

問題，降低人員潛水檢測的風險。 

3. 關於 MP 之海纜穿孔狀況檢查，MP 基礎之拋石是否有掏空現象也可建請

使用 AI 操作相關自動化無人載具去做檢測，利用 AI 操作無人載具可降

低監測環境受到海象限制，同時降低離岸工程人員搭乘人員運輸船(CTV)

的風險。 

4. 離岸變電站之維護內有需添加更換油品部分，可於規劃時期納入設計考量，

確保油品的品質及人力的精簡，最重要的是縮短運維的時間。 

5. 自動化提高葉片防護措施，例如葉片安裝 360 度防撞系統檢測加上驅鳥

器，降低鳥擊次數。 

上述的運維技術，蠻多還是借助國外離岸風機工程師依其過去經驗的技術指

導與施作，以及國內相關離岸風機工程人員的部分施作與協助。若能透過國內 AI

技術的發展，在作基礎設計和細部設計時，將 AI、MR(Mixed Reality)和 SCADA

技術合併於設計中，能讓遠端離岸工程師在不需要到達現場就能檢驗操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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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能自動做初級的保養工作，達到降低成本，縮短時間，提升效率及品質的功

效。 

更重要的是目前的營運模式，欠缺一個完整的操作控制室而是將其分散在風

機廠商和運營辦公室。運營辦公室聽命在歐洲遠端風機廠商的指令進行風機維

修，對於緊急情況會產生時間和判斷的落差，不利於國內電力調度控制需求。應

由國內 EPC 業者自主建立完整的操作控制室供給營運維修商自主操作控制管理

使用，並可視開發商需要，擴增成中央操作控制室，同時監控操作管理數個離岸

風力電廠。 

(二) O&M 統包的優勢與參與機會 

國內從事離岸風機操作與運維乃草創初期，各家開發商大多都以自行培養栽

培自家公司之離岸風機技術工程師做管理，實際工作單項發包，尤其風機的運行

監控仍掌握在國外風機製造廠的手裡從國外指揮，國內工程師聽命行事。意即整

個運維上，開發商仍以機械、油漆、電氣等相關工作單項發包的狀況運作，尚未

朝整體性統包的規劃以及專案管理思考，可能使得各單項間介面整合與橫向聯繫

掌握度不佳，致使整個運維的工作時間拖長，開發商人力成本增加，而風機的運

行監控在風機供應商保固期滿也應交由國內運維商來處理。以上狀況便是國內

O&M 統包商可以介入的機會。 

國內 EPC 統包商業者，具備在地經營多年的優勢，手上掌握的資源與廠商

關係較開發商為佳，統包商在專案管理上，具備指揮系統單一、規劃與施工之介

面協調順暢，採購上資源眾多，採購效率與確保採購品質能力佳。國內 EPC 統包

商業者若能取得離岸風電統包工程，對整體工程進行的內容最為清楚，也熟悉

O&M 所需各項資源，由其試車團隊轉換成為 O&M 統包商最為可行與適切。因

此 O&M 統包的好處有資源整合、協調作業快速、精準有效地管理運維，縮短維

修的時間，創造風場持續營運的有利條件。 

(三) 建議潛力 O&M 業者的發展方向 

國內大型統包商已經有很多在 300 MW 以下電廠的統包、試車、操作經驗，

擁有足夠的運營人才。從陸上小型電廠到離岸風電電廠的差別，在於穩定發電到

不穩定發電的整合、陸上維修與海上維修的不同。這些都會在統包執行過程中，

提升這些陸上運營人才和裝備的能力，才能在試車操作時順利上手。提升這些人

才和裝備能力的內容包括： 

1. 取得證照 

• 公司資格認證：須通過資格認證 (DNVGL ISO-9001/14001/OHSAS-

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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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認證：BTT(基礎訓練課程)、BST(基礎安全訓練)，完成 GWO 認證，

IRATA(國際工業繩索技術作業協會)認證。 

2. 參與風機裝機試俥 

參與風機廠商的安裝及試俥，從中了解相關風機系統組成、測試程序

及故障排除。於風機廠商運維合約到期後，國內 O&M 業者對於該風場系

統已有完善了解，便可順勢承接該風場的運維業務。  

3. 軟硬體建置 

(1) 軟體： 

倉儲系統及相關備品系統： 

• 縮短領料處理時間。 

• 降低倉儲運作成本。 

• 提高領料出貨的正確性。 

• 增進人員作業效率。 

• 即時掌握庫存最新狀況。 

• 結合 RF 無線電及條碼系統，達到無紙化作業環境。 

(2) 硬體： 

• 人員運輸船(CTV)承租管控 

• 承租運維基地(需求港口)：須有多功能港埠作為風場支援(具有適

宜的水深、碼頭及航道路徑)，工作船停靠及陸上後勤辦公室。  

• 倉庫：建立倉儲系統並儲放備品，透過預先規劃減少維護的等待

時間和降低停機的風險，並透過零件使用情形的追蹤，透過數據

分析以有效地管理風機備用零件，以短時間獲得維修零件為主要

目的，增加運維團隊的工作效率。 

4. 海上安衛環訓練 

(1) 安衛環人員須接受 IRATA 訓練且具備 IRATA level 3 證照  

(2) 海事協調員：海事協調員資格取得，負責整合跨領域之海事協調作

業的相關專業者。該員須具備： 

• 海事管理、航運管理相關科系  

• 具船舶許可、船舶運維及船舶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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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港口運作及相關港務法律 

(3) 建立相關後送醫院路線及後送流程訓練：建立應變機制，及發

生緊急事故時所須遵循的 SOP 通報，提高緊急救醫效率。 

(4) 專業安全設備(PPE)使用訓練 

5. 海上機具設備 

    從事離岸風機需下列四種船舶機具租賃及管理： 

• 探勘類：海底地形探勘船(Geophysical Survey Vessel) 

• 安裝類：起重船(Floating Crane) 

• 運輸類：駁船(Barge)與人員運輸船(Crew Transportation Vessel) 

• 支援類：拖船(Tug)與警戒船(Guard Vessel) 

6. 保險 

• 人員意外險及第三人責任險 

• 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 營業中斷保險 

7. 實務操作 

    離岸風場實務操作可分為以下幾點說明： 

• 監測機制：因設計階段便把監測系統(SCADA)所有訊號藉由海纜

及雷達偵測拉設回控制室一併監測，離岸風機陸域操作控制室的

面板皆會顯示風場所有風機目前狀態，狀態分為良好/堪用/待機。

監控工程師需要具備匯整相關需要維修的風機資訊並通報相關維

修主管及海事協調員，以利後續安排相關維修時程。 

• 調度維修機制：倘若海事協調員及維修主管協商後確認該風場待

機之風機確定要檢測及維修，則海事協調員會按照該日氣象及相

關港口潮差，告知港務局，維修主管則擬定維修計畫及動線後安

排人員出海維修。  

• 風場維修：經由維修機制確認工作後，維修工程師便會帶上相關

所需替換之零配件抑或是測試工具，依照主管所安排之維修動線

進行風機維修。 

• 回報機制：風機修復後，會重啟相關風機，此時控制室面板會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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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為重新啟動狀態，維修工程師同時呈送相關缺失修復報告予業

主，告知此維修業務已完成。 

8. 人才延攬 

離岸風機運維需具備下列四種基本人才，除了上述(1)說明人力

基本的認證外，對於人才的背景也需加以考量。 

• 機械離岸工程師：相關機械系畢業，對於機械知識原理的了解。 

• 電機離岸工程師：相關電機系畢業，需有政府認可電機乙級技術

士證照 

• 油漆離岸工程師：需有 NACE (國際認證塗裝協會)的認證  

• 高壓電力工程師：相關電機系畢業，對於電驛及高壓電力有相關

完整的知識了解 

二、 離岸風電人才培育現況 

風場營運長達 20 年，有關台灣推動離岸風電之在地化議題，應不侷限於硬體

設備之建置，自專案開發、設計、規劃、技術研發等範疇之國內人才的運用，亦

應屬在地化其一環節，且依能源局之規劃，台灣離岸風電發展目標至 2035 年將

有 20 GW 以上之發展目標，可預見離岸風電將帶來新興就業機會。2020 年起，

因 COVID-19 疫情所生之入境隔離政策，導致我國離岸風電工程落後，再度突顯

我國相關產業人力不足窘境。 

(一) 國內離岸風力發電產業專業人才缺口分析 

根據英國皇家地產局(Crown Estate)調查，離岸風場開發的生命週期，包括風

場前期規劃、零組件製造、風場建置規劃、風場營運、風場除役等階段，其中工

作項目包括環境調查、地質與氣象調查、法務、財務規劃、利害關係人溝通、工

程安全等，而產業專業人才需求與產業生命週期為相對應。(如圖 3-2) 

據 2018 年工業局調查指出，國內離岸風電產業欠缺 6 大類人才，包括機電

整合工程師、專案管理主管、製程工程師、業務人員、營建施工人員、電機技術

人員，部分亦須要商業管理、外國語文等能力；營建施工人員需要具有海洋科學

相關學類背景。 

離岸風電產業在國內屬於全新產業，於示範風場階段風場規劃前期及區塊開

發時期人才缺口均仰賴陸域風電專業人才為主，欲培育產業需求缺口之人才，學

校與培訓機構需開設之學習與訓練課程包括，如：風場開發課程方面－專案執行

管理、海氣象量測技術、工程契約、風資源量測與分析、風險管理評估；風力機

系統課程方面－機電整合設計、系統模擬分析、輸配電系統併聯分析、電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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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控制、控制系統程序分析；基座與海事工程課程方面－基座設計、防腐蝕分

析、船運規劃、組裝施工技術、潮汐影響分析；營運維護課程方面－營運管理、

風資源海氣象監控、風力機故障排除、風力發電系統技術、故障預測演算等相關

專業課程。此外，亦需搭配業界講師提供實務經驗分享，以利將理論與實務結合，

以及搭配業界實習生計畫以銜接就業。 

 
資料來源：英國皇家地產局 2012/丹麥風能訓練中心 2012/金屬中心 MII 整理 

圖 3- 2 離岸風場開發流程對應人力資源 

依據沃旭能源 2019 年公布數據，一座風場預估需全職員工數 2,450 人，其中

開發時期 250 人、建造時期 1400 人、運維時期 700 人、管理部分 100 人。另金

屬中心海洋科技創新中心亦於 2019 年提出台灣離岸風電產業人才需求預測，指

出 2020 年至 2025 年離岸風電產業發展建置規模 5.7 GW，人才需求約為 2 萬人，

到了 2030 年建置規模 10.7 GW，人才需求為 3 萬 7500 人，2040 年若再往深水處

開發，預期規模 15 GW 以上，總人才需求達 5 萬 2600 人以上。 

(二) 國內離岸風力發電產業專業人才培育方案 

1. 政府方案（區域如台中港台灣風能訓練公司、興達港人培中心） 

政府於離岸風電產業人才培育投入之資源，交通部及經濟部，成立

「臺灣風能訓練公司」及「興達人培中心」，投入海事工程基本安全及進

階技術等訓練課程，並在積極培育風電施工與運維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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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政府單位離岸風電產業相關人才培育課程、訓練中心規劃盤點列表 

單位 培育單位名稱 內容 

交通部 

(台灣港務

公司) 

台灣風能訓練

公司(TIWIC)

【GWO】 

台中港台灣風能訓練公司(Taiwan International 

Windpower Training Center)，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

司、中國鋼鐵、臺灣國際造船、台灣電力公司、Cwind 

Taiwan 及上緯新能源等，企業共同合資成立。提供離

岸風電設置過程及運行後維護作業（包括從發電機組

至海底電纜等相關服務）離岸風電產業人員一個學習

職業安全訓練的管道，訓練課程包括基礎安全訓練

(Basic Safety Training, BST)與基礎技術訓練(Basic 

Technical Training, BTT)等。 

經濟部 

(能源局-金

屬中心) 

興達海洋科技

工程人才培訓

及認證中心

【GWO】 

興達海洋科技工程人才培訓及認證中心，聘請 GWO

全球認證工程安全訓練的機構 Maersk Training 之講師

擔任顧問，培訓國內離岸風電所需人才，已於 2019 年

7 月份招生，訓練課程包括基礎安全訓練(Basic Safety 

Training, BST)與基礎技術訓練(Basic Technical Training, 

BTT)、GWO 進階訓練以及與 DNV GL 合作開設國際

海事工程作業規範課程，未來將再提供動態定位(DP)

訓練等。 

經濟部專

業人員研

究中心 

再生能源發展

趨勢與應用研

習班 

預計 109 年 6 月開班，「再生能源發展趨勢與應用研習

班」，目的為加強學員對國際再生能源發展趨勢瞭解與

分析能力，掌握國際能源合作脈動，課程內容包含全

球暖化與綠能發展趨勢、我國能源政策與再生能源發

展、離岸風電與太陽光電推動策略。(時數 18 小時，每

人 3,600 元) 

教育部技

職司-高海

大 

教育部離岸風

電海事工程菁

英訓練基地計

畫【GWO】 

教育部技職司補助離岸風電海事工成菁英訓練基地計

畫，由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事學院執行，預計於 2019

年底完成「離岸風電基礎安全訓練」發證，並於 2019

年中成立「海事風電工程碩士學位學程」，培育離岸風

電海事工程人才。 

2. 國內大專院校方案（如台大、海大、科技大學體系或產學合作等） 

目前學界針對離岸風電產業開設出之課程及與產業合作之情形，其中

以國內各大專院校海洋工程科系、輪機系、造船系、土木系、水利系等科

系較為積極參與離岸風電之相關課程開設。依照台船環海公司及臺大能源

研究中心調查國內系所及離岸風電工程執行項目盤點圖(如圖 3-3)，將風

場分為 8 個生命週期階段，風場開發前期規劃與設計、工程設計、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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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製造、海上安裝、測試驗收、運轉維護、除役等，其涉及之學系領域

廣泛包括土木工程、河海工程、大地工程、地質科學、財務金融、環境工

程、機電整合、機械工程、材料工程、職安衛、航海輪機…等，故整合型

人才為其重要。(如表 3-2) 

離岸風電產業於國內屬新產業，故專為此產業開設相關課程國內學校

單位勢必需與國際上已有專門培育機構、學院做交流及國際合作，對於提

升國內教育合作資源，為相當好之助力。此外，國內外離岸風場開發商及

海事工程商亦為落實產業發展在地化之目標，相當積極與全國各大專院校、

技職院校合作。(如表 3-3) 

 

資料來源：台船環海及台大能源研究中心(2019) 

圖 3- 3 離岸風電產業及國內科系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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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國內各大專院校離岸風電人才培育課程分類與產業合作表 
 

學校、政府單位/配合產業 具備能力/課

程內容 

需求單位 

辦公室工程規劃

內勤人員

(Onshore)：風場

籌設、政府關

係、工程設規劃

相關人員等 

台大(沃旭, CIP, Boskalis, 海龍, EnBW, 

MVOW, SOIC)、成大(沃旭,CIP, 

Boskalis)、中山(楊德諾)、海大

(Boskalis,台船環海)、彰師大(沃旭)、

逢甲(CIP,台電)、高雄大學(綠電)、彰

化縣政府(海龍) 

工程設計規

劃、風場數

據分析、專

案管理人員 

離岸風電學

士、碩士級

課程、綠能

金融專業等 

政府單位、

開發商、統

包商、海事

工程商、顧

問公司、投

顧金融、研

究機構等 

碼頭、風場現場

外勤人員

(Offshore)：視

工程需求與內勤

人員會交替，包

括工程專案管理

人員、施工人

員、運維人員等 

 

大葉(沃旭)、高海大(CIP, wpd, 

Boskalis)、聯合(上緯)、虎尾科技

(wpd)、雲科大(wpd, RCG)、建國科大

(CIP)、長榮科大(綠電)、桃園市政府

(wpd)、雲林縣政府(wpd)、世紀鋼焊

接學院、基隆海事學校【15-18 歲學

員】(Boskalis) 

風場運維技

術人才、海

事工程/水下

結構技術人

才、船員等 

 

開發商、海

事工程商、

風場運維公

司、風機零

組件維修公

司、防蝕塗

料等 

表 3- 3 國內各大專院校離岸風電人才培育課程規劃盤點 

校名/系所 學程名稱 內容 備註 

國立台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

洋工程學系暨

研究所 

離岸風電碩

士學程【於

109 年學年

開始實施】 

風力發電、離岸風力發電、離

岸風電海事工程導論、風力發

電機原理、離岸風場規劃、電

力工程導論、腐蝕與防治、水

下基礎設計、水下聲學、大氣

測計學、離岸風電數值分析、

風場量測、繫纜與錨碇 

業師合作：沃旭、

CIP、Boskalis、海龍、

EnBW、MVOW、

SOIC、JDN、SGRE 

國際合作：德國

Stuttgart 大學、丹麥

工業大學 DTU  

MOU：CIP、DTU 

獎學金：JDN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

程學系及研究

所、能源教育

資源總中心、

土木系、海洋

科技與事務研

離岸風電開

發線上課

程、碩士班

離岸風電研

究主題課

程、離岸風

機支撐結構

離岸風機支撐結構設計、地震

風險評估的理論與應用等 

業師合作：世曦、中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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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 設計課程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

程學系 

離岸風電海

事工程碩士

班【於 109

年學年開始

招生】 

一、海域工程規劃與管理(海域

空間規劃管理、營建專案

管理、施工技術與管理、

施工船舶規劃、重件碼頭

作業管理、海是工程風險

分析及管理、工程契約與

發包、海域施工安全導論) 

二、海域工程環境調查(海氣象

測報與分析、海底地形測

量技術、水下文化資產調

查、海域地質調查與分

析、水下工程身測) 

三、海域工程設計與施工(海域

工程力學、海洋結構設計

與分析、海洋大地工程、

海洋汙染與防治工程技

術、海域生態與環境復

育、海域施工噪音防制、

海是工程實習、海域水動

力模擬分析、離岸基礎設

計、土壤動力學)              

國際合作：比利時根

特大學(Ghent 

University) 

業界合作：JDN、台

船、中鋼 

國立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

系、大地工程

學系 

海洋工程科

技學士學位

學程【籌畫

中】 

海洋工程科技導論 業師合作：CDWE、

世紀風電、台電、

EnBW、Boskalis、天

氣風險管理開發 

國立聯合大學/

機械工程學

系、能源工程

學系、土木與

防災工程學

系、電機工程

學系、電子工

程學系 

離岸風電專

業學分學程 

財務管理、專案管理、流體力

學、風力渦輪機設計、工程力

學、空氣動力學、機構學、配

電設計、高低壓配電設備檢

驗、高電壓工程、可程式控制

與實作。共修七門課，21 學

分。 

業師合作：上緯新能

源、麥格理資本 

MOU：海能風電簽

署人才培育合作，每

學年亦提供 10 位 

成績優異學生每人三

萬元獎學金。另提供

企業帶薪實習機會，

實習期間每月薪資為

35,000 元。畢業後，

若受聘為技術職務

者，月薪為 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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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並有機

會外派歐洲進行 3 個

月以上的在 

職訓練。 

海能風電亦將提供參

與該學程毎年共計

100 萬元的教學研究

經費。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進修學院 

儲能系統研

究合作 

電網穩定性、用電效率、電池

儲能相關的研究專案與教學課

程，例如以儲能系統建構校區

微電網進行併網與孤島運轉、

電池平衡與容錯技術、區域電

能管理系統 

MOU:沃旭「儲能系

統研究合作備忘

錄」、海龍 

沃旭投入 8000 萬元

在彰化師範大學寶山

校區建立儲能實驗室

「沃旭儲能研究中

心」 

逢甲大學/潔能

系統整合與應

用人才培育計

畫中彰投推動

中心計畫 

離岸風電碩

士學分學程

/8 個學院合

作 

學程證書：學生修習 18 個學

分。(核心基礎必修 6 學分、核

心進階選修 6 學分、選修課程

6 學分)，包括海事基礎、機電

設備、電力系統、財務金融、

營運管理、社會責任 

風場運維操作人才 

107 年暑假開設專業

英文先修班--離岸風

電專有名詞、英文術

語基礎，由逢甲大學

土木系助理教授紀昭

銘講授專業英文。 

大葉大學/大葉

沃旭離岸風電

學徒計畫 

大葉沃旭離

岸風電學徒

計畫 

離岸風力發電產業專業課程，

涵蓋機械、電子、環工、工程

管理 

風場運維操作人才 

MOU:沃旭會提供 12

個名額，大三、大四

的學費贊助與生活津

貼，大四更可以進入

沃旭能源或關係企業

的風場有薪實習，表

現優異者亦可獲得留

任。 

國立高雄海洋

科技大學/航運

技術研究所、

輪機工程研究

所、海事資訊

科技研究所、

離岸風電深

碗課程【預

計於 109 年

學年開始招

生】 

水下偵搜專論、定位及聲納系

統操作、工程軟體應用、電力

系統規劃與設計、電力系統運

轉與控制、監控系統設計與實

務、高階水下偵搜、海事地理

資訊系統、電腦數值模擬與繪

風場運維操作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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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及海洋工

程研究所、海

洋環境工程研

究所 

圖、海洋科技導論、海洋物

理、海洋化學與地質、海洋工

程計畫評估、區域海洋學專論

等 

私立建國科技

大學/ 

電機系、自動

化系、機械

系、電子系、

資通系 

離岸風電運

維學程【已

於 107 年 7

月開始種子

師資丹麥受

訓】 

風力發電導論、液氣壓系統原

理與實習、電子學(一)、電路

學(一)、機構學、電機機械、

離岸風電產業與運維技術

(CIP+ITRI) 

學生於大二、大三時可選擇參

加「離岸風電運維學程」，表 

現優異的學生於大四時將有機

會進入 CIP 進行全給薪的學徒

實習。預計 109 年 8 月展開為

期一年半學徒實習 

風場運維操作人才 

【15~18 歲高

職教育】國立

基隆海事學校/

航海科、輪機

科、航運管理

科、船舶機電 

規劃要修改

課綱、長期

出海實習或

邀請講師上

課，需要呈

報教育部或

說服家長 

船藝、輪機、海上安全法規概

論、海運概論；船舶自動控

制、基本電工與實習、應急與

搜救實務、海上遇險與安全實

務、船舶操縱實習、操船模擬

實習、電子航海實習、航海儀

器實習、船舶通訊實習、航海

及輪機英文實務、機電整合 

實習等  

風場運維操作人才、

甲級船員 

 

3. 開發商方案（如實習生方案及國際合作訓練方案） 

目前離岸風電產業界與學界合作之方案，其中以國內外離岸風場開發

商及海事工程商最為積極與全國各大專院校、技職院校合作，合作項目包

括實習生計畫及業界客座講師等。目的均為培養台灣在地離岸風電產業人

才，進而扶植產業在地化發展，2017 年至今已有相當不錯之成效，參與實

習生計畫之學生亦有畢業後進入離岸風電產業界服務之案例。 

4. 應取得證照或資格 

(1)全球風能組織(GWO) 基本安全與基礎技術培訓證照班： 

離岸風電海事工程屬高風險範疇，故安全為首要條件，談及國際證

照國內風能訓練公司均依照全球風能組織 Global Wind Organization (簡

稱 GWO)所設計之培訓認證，其包括基礎認證-基本安全五項培訓(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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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Training, BST)、基礎技術三項培訓(Basic Technical Training, BTT )；

進階認證-進階救援培訓(Advanced Rescue Training, ART)、緊急救治強

化培訓(Enhanced First Aid, EFA)、基礎技術安裝培訓(BTT4)。其他離岸

風電國際證照還有國際海事工程規範(MO)、吊裝作業(Banksman/Slinger)

等。國內目前台灣風能訓練公司及興達人培中心均開設相關培育課程。 

(2)國際焊接工程師證照： 

離岸風電水下基礎生產有焊接人才之需求，國內焊接多依循美國

焊接協會體制(AWS)，符合開發商要求且由國際焊接協會(IWE)認可之

焊接工程師人才供給有限。國內世紀鋼、和春技術學院長年與台船合作

培育銲接專業技術人才，目前亦與台灣風能訓練公司、上緯新能源合作

培育銲接檢測專業技術人才。 

(三) 市場現況： 

1. 示範風場至風場開發階段(2013-2018年間)：有鑑於離岸風電產業於國內為

全新發展之產業且配合政策發展相當迅速，故於前端人才需求仰賴外商有

經驗之專業人才及國內陸域風電、近岸工程、電廠建置、鋼鐵業、石化業

等產業之專業人才。於學校教育機構及產業人才培育機制，各大專院校、

研究機構及產業協則安排離岸風電課程、學程、講座、研討會等提供專業

領域知識，而離岸風電業者亦提供實習生計畫以務實培養立即需求之人才。 

2. 離岸風場建置階段至區塊風場開發競標階段(2018-2022年間)：隨著海洋二

期示範風場建置完成，國內已具備有經驗之海事工程、機電工程、法務、

財務等專業人才，故於各離岸風電人才招募上有了更多台灣人才選擇，再

搭配離岸風電廠商提供實習生計畫及各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及產業協會開

始安排離岸風電課程、學程、講座、研討會等，逐漸有畢業生及欲轉業之

科技人才開始選擇投入離岸風電開發商、海事工程商、顧問公司、運維商

等。為提供在地海事工程及風場運維人才安全訓練及培育，民間及中央政

府亦成立三間GWO基本安全訓練認證課程的訓練中心，進行急救、BST、

BTT等訓練。而風場開發之相關地方政府及業者亦共同於地方辦理產業媒

合徵才會，促進台中、彰化之就業機會。現仍因產業發展快速大量國內缺

乏本土風場規劃、統包工程執行、海事工程之工程人員、船員等人才，可

以本土廠商與外商開設合資公司共同執行離岸風場專案模式，進行國際合

作培育在地人才，或另由培訓機構聘請國外專家建置短期密集人才培育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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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離岸風場第三階段區塊開發及浮動式離岸風場 (2023-2030年間)：離岸風

場第三階段區塊開發所需之固定式風場工程人才將延續第二階段區塊開

發風場之人才，而浮動式離岸風場目前全球初進入商業模式，國際上俱施

工經驗之專業人才仍有限，多以離岸風場海事工程廠商及石油天然氣海事

工程人員組成，浮動式風電產業其中載台及繫纜與錨碇為國內具優勢且可

發展之項目，若為延續造船業、船舶及浮式載台設計之優勢，此產業發展

在地化為勢在必行。未來發展浮式風電之人才缺口目前仍為繫纜與錨碇之

相關專業人才，尚需借助歐洲之專業工程設計及施作人員經驗。 

三、 浮動式離岸風電系統技術研發與示範 

浮動式離岸風力發電機於國際間仍處於發展階段，尚未有大規模商轉浮動式

離岸風場，全球首座先導型計畫英國 Hywind Scotland 於 2017 年 10 月完工，水

深 95-120 m，距岸 25 km，裝置 5 座 6 MW 單筒式(spar) 浮式風機，2021 年 3 月

前 12 個月之平均容量因素(Capacity Factor)高達 57.1%，營運前兩年平均容量因

素達 54%，運轉效能相當好。 

2021 年以前全球的浮動式離岸風場開發都屬小規模前導型計畫，屬於技術驗

證階段，2021 年全球最大準商轉(pre-commercial) 浮動式離岸風場 Kincardine 開

始運轉，場址位於英國蘇格蘭亞伯丁(Aberdeen)外海 15 km，水深 60-80 m，採用

半潛浮動式水下基礎，包含於 2018 年先裝置 2 座 2 MW Vestas V80 風力機以及

後來陸續裝置 5 座 9.5 MW MHI Vestas V164 風力機，共計 50 MW，此風場之條

件與我國台灣海峽大水深(50 m 以上)之條件相當，台灣海峽離岸風場水深於 100 

m 以內。 

我國離岸風電目標預計 2035 年離岸風電裝置容量將達 20.7 GW，2026

年以後之第三階段區塊開發，即將有離岸風場開發到 50 m 水深以上之海域。

依據工研院風能潛勢估算，我國水深 50-100 m 潛在風能超過 90 GW，可開

發容量超過 9 GW，故考量到離岸距離、水深及施工成本，我國離岸風場水

深 50-100 m 海域，將適合發展半潛浮動式離岸風力發電系統，其發展關鍵

技術以浮動式載台及繫泊系統為關鍵，其與風力機間之耦合交互影響，更影

響發電系統性能甚鉅。圖 3-4 所示為 2021 年以前國際已安裝之浮式風機示範機

組，其中半潛式浮式風機 12 座、單筒 Spar 形式 7 座、張力腿式 TLP 1 座以及駁

船式 Barge 2 座，預計至 2022 年半潛式浮式風機、單筒 Spar 形式分別增加到 20

座及 18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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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Ma, et. al.(2021), “Mooring Designs for Floating Offshore Wind Turbines…”,OMAE. 

圖 3- 4 2021 年以前國際已安裝之浮式風機示範機組 

目前浮式風機有半潛式浮式風機、單筒 Spar 形式、張力腿式 TLP 式等不同

形式，單筒 Spar 形式適用於 100 m 水深以上海域，需要吊裝船進行海上安裝作

業。張力腿式 TLP 式存在繫纜失效造成失去穩度之風險，不易解聯繫纜，需要吸

力樁等缺點。半潛浮動式適合於 50-100 m 水深海域，只需在碼頭組裝後，以拖船

拖至風場安裝即可，易解聯繫纜與易維修等優點，故較適合於我國離岸風場 50-

100 m 海域，但需要較大壓載(Ballast)，會產生相對較大運動影響發電效率等需要

克服。圖 3-5 為半潛浮動式風機架構，其受風波流作用產生風機空氣動力負載

(Aerodynamic load)以及載台水動力負載(Hydrodynamic load)造成浮式載台及風機

產生運動，藉由繫泊系統固定載台。 

浮動式離岸風機相關之關鍵技術包含：浮台最佳化、風機最佳化、風機與浮

台整合設計、繫纜與錨碇、動態海纜與連結器、運輸與運轉維護、監控與維修、

浮式變電站、環境與社會影響等，而浮動式載台及繫泊系統更是經濟部離岸風電

產業關聯方案國產化重要項目，故同時扶植我國浮式風機國產化供應鏈團隊也是

未來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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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Ma, et al.(2009), “Mooring System Engineering for Offshore Structures” 

圖 3- 5 半潛浮動式風機 

四、 離岸風能轉綠氫能技術研發 

歐盟的目標於 2050 年實現淨零排碳，再生能源及氫氣的發展為重要項目。我

國積極規劃淨零排放的減碳路徑，氫能在未來減碳工具，極其重要，經濟部已成

立氫能推動聯盟，結合公私部門的資源，共同推動氫能技術的應用與發展。於 2021

年與澳洲、德國在台辦事處均辦理能源論壇，期間能源局長提及國內因氫能基礎

建設尚未完善，故仍需藉由與歐洲各國交流，以評估發展氫能之優勢、劣勢。台

灣在氫能應用上短中期以發電及產業應用為原則，而氫氣供給部分則朝進口國際

藍氫(具碳封存之氫氣)及綠氫(再生能源產氫)，並配合相關基礎建設為原則。現階

段台灣氫能發展，中油為天然氣的進口者，可以提供既有氫能基礎建設，未來鋼

鐵業製程中亦會用到氫能。在能源領域產業部分，氫能可用於天然氣渦輪機，而

在工業領域氫能可用於爐溶渣。 

為了能夠平衡再生能源季節性變動、成本與能源儲存量的考量，將再生能源

轉成合成燃料的儲能技術逐漸受到矚目與重視。歐洲北海目前已有丹麥、荷蘭、

德國等國開發商開始投入離岸風電轉氫能混合開發案，將離岸風力發電場之電力

供電至電解水製氫廠，例如荷蘭殼牌能源(Shell)於北海規劃開發之 NortH2 (10 

GW)、荷蘭 Neptune Energy 海上平台 Q13a-A 離岸風電製氫試驗點 PosHYdon 計

畫、丹麥沃旭能源(Ørsted)於北海規劃開發之 2 GW 離岸風電廠與兩座 1 GW 的電

解水製氫廠 SeaH2Land 開發案、德國鋼鐵廠薩爾茨吉特（Salzgitter）WindH2、德

國化學公司巴斯夫(BASF)與 RWE 工同提出之 2 GW 零補貼綠氫離岸風場等案。 

荷蘭殼牌能源(Shell)為達成企業碳中和目標，於北海規劃開發之 NortH2 (10 

GW)，如圖 3-6，荷蘭天然氣公司 Gasunie、挪威國家石油（Equinor）、德國萊茵

（RWE）也參與這項計畫。NortH2 離岸風電-氫能開發案將在北海打造一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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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 離岸風電廠，再將離岸風電綠電串接到德國岸邊的電解水製氫廠。預計 2030 

年建設 4 GW 風場，2040 年再增加到 10 GW，屆時每年將有百萬噸的綠氫可用。 

丹麥沃旭能源（Ørsted）將於北海建置 2 GW 離岸風場與兩座共 1 GW 的電

解水製氫廠，此計畫為 SeaH2Land 開發案如圖 3-7，獲得鋼鐵商安賽樂米塔爾

（ArcelorMittal）、澤蘭煉油（Zeeland Refinery）、肥料公司雅苒（Yara）與比荷盧

陶氏化學（Dow Benelux）的支持，未來比利時與荷蘭之間也會多出一條 45 公里

長的氫氣管線。北海港的氫氣需求年約 58 萬噸，預計到 2030 年，這座 1 GW 

氫能工廠能滿足 20% 的需求。 

 
資料來源：Equinor website, Equinor joins Europe’s biggest green hydrogen project, the NortH2-project 

- equinor.com 

圖 3- 6 荷蘭殼牌能源歐於北海規劃開發之 NortH2 10 GW 離岸風電廠及製綠氫廠 

https://www.equinor.com/en/news/20201207-hydrogen-project-north2.html
https://www.equinor.com/en/news/20201207-hydrogen-project-north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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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eaH2Land website,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with green hydrogen | SeaH2Land 

圖 3- 7 丹麥沃旭能源(Ørsted)於北海規劃開發之 2 GW 離岸風電廠與兩座 1 GW

的電解水製氫廠 SeaH2Land 開發案 

目前在離岸風電的領域中，已經積極地在開發綠氫資源，如圖3-9為三種在歐

洲常見的綠氫製造的規劃，分別為使用海上製氫平台搭配氫能運輸船、在陸上建

造製氫工廠，搭配車輛運輸或採用地下管線傳輸、使用既有的鑽油平台和其管線

改裝為製氫與輸氫專用。 

利用海底電纜輸電與海上製氫及儲能運送能量之比較，評估以海上製氫作為

能源運送中繼載體的可行性。並探討在經濟性上，是否可省去在水深海域內佈放

固定式電力傳送電纜之需求，及是否可簡化系統於深海運作的複雜度。使用海纜

輸送電能之成本估計如下：海纜建置成本為10億NTD，分攤為10年，每日之成本

為30,000 NTD。根據文獻計算從2020年化石燃料獲得工業用氫的成本約為1.2-1.7

歐元到了2030年時一樣的工法獲得相同的氫氣時成本約成長為2.0-5.0歐元，2020

年的綠氫的成本以電解槽的成本和稅金佔最大數，未來若針對此技術開放後則以

營業費用佔大多數達3.3歐元，伴隨著技術的進步，展望2030年的綠氫製造將能有

機會與石化製程的氫氣有價格競爭。 

https://seah2land.n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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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Power-to-X and Renewable Hydrogen,” Global Offshore Wind Report, 2021 

圖 3- 8 離岸風電製氫三種情境 

五、 小結 

在可見的將來風場運維、人才培育、浮式風機及風能轉綠氫能等發展對於

長期發展本土離岸風電產業將是重要課題，對於本章所提出的未來發展方向相

關結論彙整如下。 

(四) 風場運維 

O&M 項目包括操作控制室的運營、狀態排除、港口協商、船舶調度、風機及

基礎維修等，在未來超過 20 GW 的裝置規模下，勢必需逐步累積經驗、培育人

才、投資相關運維設備與船舶等，發展 O&M 統包業者將是離岸風電國產化下階

段的重點。相關發展策略將於第六章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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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才培育 

目前風場進入建置階段現場施工及海上作業人才需求數量多，而後風場運維

階段，風場運維操作維護技師亦有需求。目前風場開發與建置階段，人才需求以

現場外勤人員及辦公室工程規劃內勤人員皆為所需，辦公室工程規劃內勤人員為

碩士級之工程規劃、設計、分析、管理人員，需求單位為政府單位、開發商、組

件系統製造商、工程顧問公司、投顧金融、研究法人機構等。 

風場建置外勤人員為離岸風電重件碼頭、海事工程船舶、風場運維專業人員，

需求單位為港區、風機製造商、組裝廠、離岸風電海事工程統包商、合約商、運

維商等，國產化水下基礎、風機零組件產業鏈亦須焊接人才、製造人才、國際合

約人才等，待國內產業鏈人才能量提升，本土產業鏈產能才可大幅提升，故建議

政府應更加著重人力缺口之培訓及現場施工勞安法規規範制定，改善產業環境同

時亦加強人力資源之補足。 

國內目前除大專院校開設離岸風電培育資源外，行政院核定之「海洋科技產

業創新專區」亦成立離岸風電人才培育及公開資訊平台，整合全國各大專院校與

政府補助成立之風能培訓中心現有離岸風電相關培育資源，並與臺灣大學共組離

岸風力人才培育聯盟，將國內外離岸風電教育資源與全台各大專院校教師共享，

其主要目標為(1)培養國內離岸風力發電產業相關人才，成為亞太地區離岸風電領

域培訓中心。(2)跨校及整合各培訓單位國內離岸風電人才培育及培訓資源。(3)促

進國家離岸風電人才培育及銜接產業人才缺口。(4) 提供政府人培諮詢、教育建

言，以及學界、業界人才培育與媒合平台。 

(六) 浮式風機  

因應我國離岸風電預計 2035 年裝置容量將達 20.7GW 的目標，2026 年以後

之第三階段區塊開發，即將有離岸風場開發到 50 m 水深以上之海域。應及早推

動浮動式離岸風機先導或示範計畫，針對我國有能力發展之浮式載台、繫纜與錨

碇等，由設計、製造、安裝、認證等結合產官學研力量，建立我國完整供應鏈能

力，而港口陸上大型吊車、港口重載碼頭等基礎建設，也應及早規畫建置，為 2026

年以後第三階段區塊開發所需技術預作準備。 

(七) 風能轉綠氫能 

從目前歐洲發展的專案來看，因應淨零碳排的壓力，石化及鋼鐵業尋求綠氫

來作為製程及能源用途，需求量相當大。台灣未來石化及鋼鐵業亦有相同壓力，

不過就目前我國離岸風電規劃，應主要供應電力需求，如長期發展下能夠有更多

離岸風電供應時，綠氫可作為工業減碳的選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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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離岸風電工程建置之策略 

依據經濟部的規劃，台灣離岸風電目標為 2025 年達 5.7 百萬瓩，占台灣總

發電量的 7%。經政府近年大力推動，促使國際頂尖的風場業者來台開發並進行

技術移轉。本章首先從工程技術角度審視目前開發風場工程進度落後的現象與供

應鏈國產化實際落差的原因，發現國外業者與國內廠商之間缺乏整合性的技術交

流及經驗統合的全案協調/管理機制。進而於次節提出採用 EPCI 工程統包的模式，

以解決現行多重項目發包的缺點；並依據過去台灣工程技轉成功經驗，說明 EPCI

統包公司應具備之資格，與其在離岸風電產業具體發展策略及能力與人才的養成

方案；最後，對於 2026 至 2035 年第三階段區塊開發，建議政府政策上協助推動

EPCI 工程統包之在地化，使國產化範圍更完整，促使離岸風電技術能全面根留台

灣，以有助於整體產業鏈發展，進一步搶攻國際市場。 

一、 現階段開發商工程發包模式之探討 

自從政府開始大力倡導推動台灣再生能源政策以來，風力及太陽能發電成為

很重要的推動項目，尤其離岸風力發電更是其中主要的發展項目。在此之前台灣

在離岸風力發電技術範疇內是相當陌生且缺乏實質經驗的。雖然台灣屬於海島國

家海洋資源亦屬相當豐富，然而在過去多年海洋的管理及資源應用基於國家安全

諸多因素，一直無法有效的加以規劃及利用。因此政府在全力推動離岸風電的發

展過程當中，不僅希望能將台灣優越的自然環境資源充分有效的利用，符合國際

綠能減碳及永續發展趨勢，更期待藉由此一新產業的建立能將產業技術根留台灣；

例如設計、製造、安裝、運維等，不僅提供更多就業的機會，同時也期待在未來

將專業技術經驗輸出到亞太區域甚至全球，為台灣在全球綠能產業開創新局。 

由於離岸風力發電工程是屬於相當複雜的專案項目，其中所涵蓋的技術項目

非常多，同時層次也很高，例如海上結構物的設計除了力學、環境、材料以外，

還必須考量配合不同的設備需求，如風機、海纜等而要有不同的設計考量；又例

如施工及安裝作業，通常除了必須要有非常巨大的安裝船舶及揚重設備外，還必

須配合不同的海上作業施工環境條件要求；同時為了考量人員機具的安全性，其

相關的國際安全衛生規範標準更是超過陸上工程及國內現行法規的要求甚多。另

外離岸風電的開發在財務方面更是重要的項目，通常一個商業規模的離岸風場開

發，其投資金額往往達到新台幣數百億的程度，另外牽涉其中有關國際性的保險、

融資、合約等等亦是非常複雜且繁冗的。 

現階段台灣離岸風電項目的開發已進行了一段期間，政府由最早示範風場的

建立，進而規劃出潛力場址來進一步落實開發成效，可以想見未來可將國外尤其

是歐洲離岸風場的開發經驗帶進台灣，目前大部份的開發商均是以國外的開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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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主，政府藉由產業關聯執行方案的政策規劃，希望能要求並引導國外的開發

商業者在一定程度範圍內必須採用國內供應商的產品，大部份是屬於設備製造和

零件材料的提供，例如水下基礎、電纜、風機零件等，當然也包含各階段所需要

的各項顧問服務。 

離岸風場開發商在整體的開發過程中，初始階段必須針對風場場址進行各項

調查研析的工作項目，藉以了解場址的風能容量、環境因素以及各種工程設計參

數條件。其中必須在場址進行的環境調查項目包含：海床地質鑽探、地質物理調

查、水下文化資產調查、未爆彈及危害物調查(UXO)、海洋水文調查等。除此之

外也必須進行各項場址分析例如風能分析、地震危害度分析、沙波調查分析、施

工噪音分析、沖刷及淘空保護分析、電網系統衝擊分析(SIA)等等。另外針對整體

風場設置也必須整合上述各項調查分析做整體系統可行性的分析整合，並依此內

容提供必要的設計參數及條件進行後續的前端工程設計(FEED)及基本設計(Basic 

Design)。進而經由初步的工程設計結果進行更詳細的財務分析以了解資本投入

(CAPEX)、營運成本(OPEX)及預期獲利。通常上述開發前期工作項目都是由開發

商內部技術部門來執行部份工作，另外再依各項目內容發包給相關的專業顧問廠

商，開發商也會經由業主技術代表(Owner’s Engineer)進行上述各項工作的發包與

整合，同時協助開發商進行下一階段各項目工程的發包採購作業、細部工程設計

審查及工程施工監造及管理。 

工程施工的發包模式大多採用多重項目分包(Multi-Contract)的方式，一般項

目分為風機項目統包(風機設備供應及安裝、塔柱製造供應及安裝)、水下基礎製

造分包(包含套筒式基礎、轉接段及基樁)、水下基礎運送安裝分包(Transportation 

& Installation, T&I)、海纜項目統包(包含風機間海纜 Inter-Array Grid 和登陸海纜

Export Cable 的材料供應及佈纜施工)、海上變電站項目統包(包含上部 Top-Side 結

構及機電和下部基礎製造安裝)和陸上變電站項目統包(包含土木機電、陸上電纜

及併網接點等)。開發商依上述項目分別發包給各專業廠商，其中除了水下基礎製

造及陸上變電站項目的主要設備是百分之百要求國內製造商來供應之外，大部份

專業項目供應鏈仍是以國外的供應商為主，雖然這些國外供應商也會依規定要求

併入一些本地次供應商(Subcontractor)來進行項目工作，而這些本地的次供應商的

確也可以在國外業主的技術指導下學習新的技術和累積經驗，但是各個本地供應

商之間仍是由開發商或是國外專業供應商來統合管理，本土產業及業者之間缺乏

整合性的技術交流及經驗統合的機會，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本土業者想要走出

台灣進入國際市場，面對海外不同競爭環境，通常就只能憑一己之力來努力，可

以想知在競爭態勢上是很難佔有優勢的。同時現行的工程發包對國內供應商而言，

在國外業主的管理下通常只是從事代工製造的部份，有關技術核心的設計 Know-

how 通常是沒有辦法學習得到，更不用談及要把技術根留台灣，甚至進一步研發

創新，如此一來不僅產業鏈無法確實本地國產化，更無法將產業發展帶向亞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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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基於上述的說明，發展國內本土大型專業 EPCI(Engineer-Procure-Construct 

ion-Intstall)33統包廠商就成為一項重要且可行的解決方案了。藉由本土大型專業

EPCI 統包廠商團隊可以有效整合/掌握離岸風電產業下列特性的要求。 

(一) 高技術需求 

包含多項與陸域工程不同的工程調查，如海洋地質、洋流潮汐、波浪沙波、

水下文化資產、生物棲息環境生態等資料都是設計重要的參數資料，當然也包含

許多重要的設計工作，例如特殊水上及水下結構物必須同時考量抵抗各項應力如

特殊載重、海浪衝擊、颱風、地震及防蝕耐候的設計，在在都需要高技術整合的

EPCI 統包團隊從前端設計進入細部設計來整合所有設計項目，另外最重要的是

本土的 EPCI 統包團隊可以藉由整合及審核國內外的工程設計顧問單位的設計成

果，將各項重要的設計成果經驗確實留在本土團隊中，並且可以傳承給國內的產

業，以落實技術本土化的目標。當然除了設計工作之外，複雜的施工程序及管理，

包含國際級的安全衛生標準規定以及專案驗證程序等，都可以藉由本土 EPCI 統

包團隊的整合管理而將經驗留在國內，並且協助國內產業整合發展以增加技術執

行能力，提高工程品質，並且有效控制成本，如此就可以帶領國內產業團隊一起

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 

(二) 高財務能力需求 

之前提到離岸風場的開發屬於高資本投入的產業，風場工程的興建及運維都

必須要運用高額的資金，因此本土產業若要從事大型或其中主要的工程範圍，對

於財務的能力要求也就會非常高，一般工程項目承包商通常財務能力有限，無法

擴大工作範圍並掌握專案執行核心。而大型本土 EPCI 統包廠商通常具備較高的

財務能力以符合離岸風電工程高資金的需求，甚或利用輸出信用保險方式協助開

發商業者補足融資的不足亦屢見不鮮。 

(三) 高專案及資源整合管理需求 

大型 EPCI 統包團隊除了要有很強的施工及管理能力之外，通常也具備有相

當充足的工程設計技術及專案管理的能力，如此才能在完整的工作流程中掌握各

階段的執行介面、成果及時程品質等要求。離岸風電專案包含非常複雜的的內容

和工程項目，也唯有大型 EPCI 統包團隊具備充足的能力來處理好專案及各項資

源整合的管理需求。 

 

                                                      
33 EPCI (Engineer-Procure-Construction-Intstall):設計、施工、建造、安裝之統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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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風險控制管理需求 

由於離岸風電工程規模通常都非常龐大，工程技術條件高，施工不確定因素

很多和投入可觀的資金等均顯示其高風險的特性，大型 EPCI 團隊具備較高的風

險管控能力，當然也較一般專業供應商或承包商具有風險承受的能力，這在面對

更大規模市場的競爭挑戰時是非常重要且必須的，同時有助於開發商業者獲得保

險公司的認同及較佳的保險內容與條件，也正因為如此本土大型 EPCI 團隊才可

以帶領風險承受能力較弱的本土產業走向國際市場。 

(五) 介面管理 

有效整合的專案管理必定能減少專案各介面帶來的風險和問題，運用統包

EPCI 的合約模式，可以有效消弭分包的管理介面問題，增加專案執行的效率。如

此在大型離岸風電開發的工程項目中成果將更加顯著。 

(六) 合約管理 

複雜的合約架構可以藉由大型 EPCI 團隊的整合管理模式進行有效率的管理，

同時團隊也更具有能力經驗來承接國際合約架構，如 FIDIC 等工程。當然在離岸

風電產業中合約管理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七) 分包採購管理 

大型 EPCI 工程由於統包團隊具有較大工作範圍及採購/分包內容，因此其更

有彈性制定有效率的分包策略及採購方法，以使得工程專案整體成本有效的控制

管理，達到成本降低品質提高之目的。 

綜觀以上的論點，政府期待台灣在具有世界級優秀風場的條件之下，積極推

動離岸風電產業的開發，並將產業本土化作為主要的目標項目之一。若能在產業

政策上有計畫性的協助本土大型 EPCI 統包團隊進入離岸風電的產業，同時輔導

國內專業項目供應商及承包商使之和此本土 EPCI 統包團隊合作，累積專案執行

經驗，如此更可以藉由母雞帶小雞的效應，持續培養國家團隊向外探索新市場的

開發，達到本土化產業深植的目的之外，更具競爭力的走向亞洲及國際市場。 

二、 EPCI 統包工程所提供的完整工程服務 

(一) 離岸風電工程執行的流程與範圍 

離岸風場建置於海上，故施工條件與陸域工程大為不同，易受海象與氣象變

化的影響，另需要克服颱風與地震等災害因素，令施工條件更為複雜。因此工作

層面相當廣泛且困難之離岸風場建置，必須經由政府的協助導入國內大型 EPCI

統包團隊進入離岸風電產業。除可累積國內離岸風電工程專案執行經驗與能力，

亦可有效的整合本土供應鏈並充分發揮統包工程所具備的特色及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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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大型 EPCI 統包工程所涵蓋的工作範圍，從規劃設計階段開始至施

工階段測試完成，工作內容包括從海域地質鑽探及水文地形調查、前端設計、製

程與控制的基礎設計、風機平面布置設計、智能操作控制設計、水下基礎及風機

塔柱設計、其他細部設計，水下基礎製造、海底電纜製造、風力發電機組製造、

陸域工程施作、海上安裝工程、風力發電機組安全調度以及完工併聯。整體工程

期間長達 4~5 年，其離岸風電工程流程如圖 4-1 所示： 

 
圖 4- 1 離岸風電工程流程圖 

    工程設計、採購、建造、試車的執行是一個非常複雜而嚴密的工作，專業的

大型 EPCI 統包商能做好專案管理達成開發商的投資計畫和目標，比起開發商自

己來做專案管理更有優勢。從以上的流程清楚地了解調研和前端設計由開發商負

責，目的是要做可行性研究，進行更詳細的財務分析以了解資本投入(CAPEX)、

營運成本(OPEX)及預期獲利。這段前期開發期間，開發商可尋求大型 EPCI 統包

商協助有償執行前端設計或導入業主技術代表進行同樣的協助;一旦獲得離岸風

電籌設許可及融資保證後，開發商則與 EPCI 統包商逕行協議 EPCI 統包合約或

授權由業主技術代表進行 EPCI 統包選商招標作業，並將之發包給大型 EPCI 統

包商，由大型 EPCI 統包商在一定的成本預算和期間內負責整體工程設計、採購、

建造、試車的執行，進而交給運維商做離岸風場的營運與維修。如此，開發商、

大型 EPCI 統包商和運維商各司其職，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 

(二) EPCI 統包工程的單一責任 

大型 EPCI 統包商擁有專業的技術，從製程、大地、土木、結構、管路、設

備、儀控到電氣的設計、採購、建造和試車有很充裕專精的人才。這種一貫性的

作業能讓基礎建設投資的建置工作一氣呵成，原因是統包商擁有很強的國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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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能力和工程介面管理能力，他對於國內、外設備器材採購和分包商的採購作

業和合約管理能力亦是經驗豐富，對於工程建置的財務管理和風險管理亦有一套

標準的作業程序。同時能承擔對開發商工程建置的單一責任，也對開發商取得銀

行信用融資之審查及財務成本上形成優勢。 

大型 EPCI 統包模式與多重項目分包(Multi Contracts)模式的主要差異與相對

優點在於： 

1. 單一權責界面：EPCI 統包模式整合設計、採購與施工於一貫作業，對開

發商(業主)責任明確且風險管理單純，使有能力的統包業者承擔較大風

險，則業主無須再周旋於設計、採購與施工間扮演消弭爭議的角色，可

集中心力於需求界定與適時決策。 

2. 降低工程建設成本：設計、採購、施工同一團隊，施工專業可於工程生命

週期初期導入價值工程，使設計優化、工序整合與施工最佳化可有效正確

評估與整合，降低整體造價。 

3. 充分掌控規劃時程：與業主多重項目分包予小型 EPC 業者比較，最大不

同處在於規劃設計完全掌握在 EPCI 統包商手中，包含管線與儀錶流程圖

(P&ID)、廠區佈置圖(Plant Layout)、系統單線圖(System One-line Diagram)、

控制邏輯基本設計、電機負載計算分析、土建荷重分析與配置等工程基礎

設計，所以整體採購發包作業時程可在專案充分掌握及動態管控下適當縮

減，施工期間變更設計亦獲得減少，使併行施工作業可充分實施，最終安

裝得以提前完成，而有足夠時間試車驗收，順利移交給業主。 

4. 確保品質：因大型 EPCI 統包商須對合約工作範圍負全責，對業主需求及

合約每一個環節，包含技術規範規格的細項要求都瞭若指掌，才能整合工

程設計人員、供應商及施工團隊的力量與激勵其創造最佳品質，達到業主

計劃目標。 

電廠驗收移交業主後之保固責任亦為 EPCI 統包商工作範圍，鑑於

EPCI 統包商充分了解設備器材規格與採購合約規定，並且與供應商有長

期合作關係，在處理保固事宜上，較能與供應商協商要求提供較佳之售後

服務品質。 

5. 增進行政效率：大型 EPCI 統包商為工程建設專業公司，其組織架構、人

員培育訓練、執行標準與程序、後勤支援、下屬或協同廠商配合度等，在

經歷不斷案件的經驗累積及焠鍊，已經深化在 EPCI 執行的每個環節中，

其執行效率、品質絕非業主用多層分包的執行效率所可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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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激發民間活力鼓勵研發：一般 EPCI 統包合約較個別設備、系統或施工合

約更著重於整合功能及運轉維護上的需求，而提供統包工程業者較寬之設

計與施工彈性，技術能力因此可被誘發而提昇，有助新製程、新材料設備

或新工法的導入。尤其，EPCI 統包工程範圍包含所有儀控功能及訊息的

整合，未來 EPCI 統包商可配合開發商要求，收集、整合所有儀控訊息於

操作控制室中，並開發適合在地的人機界面操作軟硬體，將電廠操控維謢

權由當地操作控制室主導，國外風機廠商可從旁監督、指導或直接線上處

理，並可集中多風廠運維於同一中央操作控制室及運維場地，有利於開發

商或運維商的本土化。 

工程採購流程中，業主所面臨最大難題，在於選擇統包商時，投標廠商因所

熟悉的產業不同，過去承攬案源規模亦不同，故勞務/材料採購能力、人工技術水

準、施工品質與技術資訊彼此間差異很大；且以大型 EPCI 統包專案而言，執行

過程完全仰賴統包廠商整合資金、時程、機具、技術、材料等等資源，並要在現

有離岸風電各種環境限制下執行合約之要求，而完成預期之設計與施工成果，因

此優良之團隊組織乃不可或缺。且不論 EPCI 統包商為單獨或組成團隊共同投標，

皆必須統籌整個工程專案，除面對業主、合作夥伴、分包商、材料供應商甚至營

建管理機構，相關設計、採購、施工以及各單位界面協調的問題均將由其全權負

責，工作性質較多重項目分包模式施工或設計複雜許多，當然須承擔更大的風險

與責任，故大型 EPCI 統包廠商專案管理與領導能力之好壞絶對是維繫統包工程

是否能成功的關鍵。 

(三) EPCI 統包工程可發展成套產業鏈 

前面提到大型 EPCI 統包商擁有專業的技術、工程管理整合的能力、財務和

風險管控的能力，但還需要的是產業的專門知識。國內的 EPC 統包商擁有煉油

廠、石化廠、鋼廠、電廠、高科技廠等產業複雜專門知識的統包經驗，但因離岸

風力發電廠為一項新興的投資，依循往例發展的軌跡，國內的 EPC 統包商可以借

助與國外有經驗的廠商合作，建立自己的產業專門知識，進而發展為成套產業鏈，

在國內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海上風力產業聚落，進軍國際市場。 

欲形成適合在地新產業供應鏈，乃致產業聚落，需有永續的配套措施，最重

要的是當地要有持續的內需及足夠的市場經濟規模支撐該產業鏈的發展。再者，

引進國外的新技術，設備製造、機具投資及新工法，成就初期投資建置；但若沒

有工程統包商的參與，而只培植部分技術的本土化，則國內沒有任何投資者、設

備廠商及施工廠商完整知道全案的面貌與成功關鍵因素，也就無法落實自主操作

運維的最終目標。因此，唯有利用大型 EPC 統包商的全面參與，從與外商的合作，

透過專案整合管理、設計/採購國產化、建造管理及試車驗收逐步學習至能獨立掌

控全案場的建置，才算達到真正國產化、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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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上述的經驗能力，才能協助本土的開發商獨立發展風電產業，使發電自

主化，讓風力資源真正為國人所享；同時，減少開發商長期人力負擔與資本投入，

發揮專業分工，以吸引更多國內開發商的投入，真正形成風電產業聚落，成為向

海外發展建立基石。 

(四) 結合國內供應鏈提供對海外的成套服務 

台灣的離岸風電計畫是期望把本國發展成為區域離岸風電重鎮，擴大本地市

場受限的經濟規模，但在台灣離岸風電產業扮演重要角色的歐洲離岸風電開發商

在書面聲明中曾表示「現行明訂各種項目的嚴格國產政策，將無法實現把台灣供

應商帶往國際市場的終極政策目標」；相反的，這樣的政策將「造成一個本地供應

商的保護圈，讓台灣變成一個小型的封閉市場」，這將使得台灣供應商很少能有機

會在國際上競爭，而且「不符合政府要把台灣建造成為亞太地區重要離岸風電市

場的期望」。 

目前國內風力發電產業大都是由國外開發商主導，其中部份有外國政府支持

的大開發商已具備豐富離岸風電知識與經驗，其他開發商亦大抵遵循其採購模式，

因此在採購策略上多採取多重項目分包(Mutli Contracts)，以至於國內廠商無一統

合者，亦無法從中學習離岸風電統籌能力，進一步整合國內產業推廣至全球，除

了浪費政府的美意及國內供應鏈累積的能量，甚至導致廠商們已投資鉅額的合格

廠房機具成本難以回收。因此，唯有積極培養具國際視野的國內大型 EPCI 統包

商，將國內合格業者納為其供應鏈，方才能帶領國內相關業者組成國家隊，進軍

海外放眼全球。 

事實上，國內既有大型工程公司的統包工程實力與能量經過數十年來的經驗

累積已具備足以承擔整廠統包的能力，因此國外廠商來台灣爭取標案時往往都會

找國內的工程團隊合作，目的是藉由國內業者對台灣各項資源的熟稔以及對法規

的了解，希望能藉此合作來確保相關工作日後得以順利進行。 

當國內工程業者要在海外與國外廠家競爭的不論是顧問案、工程施工案，或

EPCI 統包案，除了需具備充沛經驗及能力外，首先要能掌握海外市場的商業情報

以發掘具有得標優勢的案源，然後組織具備相關國際標案事務經驗的報價團隊，

成員除了技術團隊外，尚須包括：法務、財務、商務談判、採購，以及熟悉當地

法規(含政府法令規章及業主技術規範)、市場資源以及協力廠商等資訊的成員，

尤其是當在地廠商也是競爭對手時，有了這些資訊後才有可能增加國內團隊與國

際廠商競爭的優勢。 

海外 EPCI 工程競爭尤其激烈，暗潮洶湧，既然國內有這麼好的市場與機會，

更應妥善利用此機會規劃孕育我國在地的大型 EPCI 團隊，藉以建立完整的離岸

風電統包工程實績，才能進軍海外市場。如能鼓勵我國大型 EPC 統包商業者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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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商聯合承攬，藉此累積實績及能力。也相信未來以國內統包商所建立的能力

可為海內外開發商提供更實惠的成本及服務，進而建立長期夥伴關係，共同攜手

進軍海外市場。 

綜上所述，在海外爭取工程業務實為不易，更何況要奠定永續發展的灘頭堡！

國內工程業者這幾十多年來，利用每一個爭取到之國內標案的執行機會，從下包

商開始做起，一直到成為國外公司的共同承攬夥伴，所仰仗的就是工程團隊們努

力地從規劃設計開始，不斷的優化系統、整合工序以及掌握關鍵技術，並在注重

工安紀律的條件下創造出差異化的價值，進而提高國內工程業者的競爭優勢，這

不僅是經過努力所爭取到的成果，也是確保能持續走向海外的唯一途徑。 

三、 發展國內 EPC 業者與做法 

(一) 尋找潛力 EPC 業者與應具備之條件 

離岸風電產業對台灣而言是全新的產業，目前並沒有任何一個國內 EPC 統

包商業者具有獨立承包離岸風電統包工程的能力與實績。因此我們需挑選具備大

型統包工程能力但缺乏離岸風電經驗的國內業者，讓他們以這樣的基礎來與國際

上具有經驗的廠商合作爭取離岸風電統包工程，才能在合作過程中藉由一起工作

學到離岸風力發電工程要求與程序，進而擁有完整的能力。這是目前由國內外開

發商領頭，分包給國外廠商，再以台灣廠商做最低階工作的執行模式所無法達到

的。 

國內大型 EPC 統包商業者應具備下列條件： 

1. 專案管理能力：為確保專案順利完成，須具備有效的專業管理能力。專案

執行時應依照合約的要求，規劃且精準的管控時程、品質及成本，並確保

專案能摒除安衛環事故的發生，如期如質完成各項工作。 

2. 專業設計能力：統包商首須具備全方位的工程設計能力，上從基本規劃設

計的確立，各式設備規格訂定與選用，細部設計的發展與整合，材料數量

的精算，乃至廠內製造及現場施工圖面的製作/修改，以期準時輸出符合相

關法規、規範、以及業主要求的工程成果。 

3. 國際採購能力：優秀的國際採購能力為降低工程成本的關鍵；健全的供應

商資料庫及強大的議價能力是 EPC 統包商必須具備的，而完善的採購作

業程序，亦能使採購標的能符合工程品質要求並防止弊端。 

4. 專業建造能力：在建造施工前，須擬定完善的檢驗及施工計劃，並於施工

中能有效管控各項工作均按照時程來執行安裝、檢驗及測試等，以確保工

程品質及安衛環符合合約及相關法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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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介面管理能力：清楚訂定各次承包商間的工程介面，及與設備/器材廠商間

之供應或服務範圍界訂，並建立相對應的細項管控表/檢查表等加以整合

管理，方便在設計、採購、製造、運送、安裝、試車各階段確實實施，以

避免未來的工作面或合約爭議。 

6. 工安管理能力：具有相關完整組織架構，作業程序與標準須符合 ISO-14001

基本的安衛環要求並能予以落實；當發生事故時，能將現埸狀況迅速有效

地通報，同時進行必要的研判及緊急處置，並調查事故根因，提出改善措

施，以確認完全排除危害，並提出相關的技術通報，以預防類似事故再次

發生。 

7. 合約管理能力：統包工程不僅工作範圍廣而複雜，量體金額相對較大，所

以合約內容較為繁瑣，所附合約文件也多，甲乙雙方因此對於內容完整度、

細緻性都非常謹慎，希望把責任權利皆能劃分清楚，以便於雙方履約。因

此，內容除了涵蓋工程各項專業規範的訂定說明，也包含工程執行所須的

保證、保險、運輸、稅務、法務、進出口、證照申請，智財專利的保護等，

主要就是希望在遇到可控或不可控的情事能據以排解並能順利履約，保護

業主的同時，也讓統包商經過修約獲得合理工期及補償，甚至雙方都有退

場機制，或者爭議處理機制。以上合約管理範圍及要求對統包商而言，也

適用其依採購發包計劃所簽訂之各式採購合約及下包合約，通常具規模之

有經驗統包商在專業組織中都會設置數名專任合約管理人員處理各種合

約相關事宜，工作地點亦隨著專案執行不同階段而有所變動。 

8. 財務管理能力：大型 EPC 統包商根據所承攬的業務，能夠進行必要專案

財務規劃與分析，並與業主協商各項付款條件與時程，有效管控現金流，

使專案財務平衡，創造合理利潤。在公司層面須具有相當財力規模，能協

助專案獲得銀行的支持予以免擔保低利借貨及開立低手續費的預付款、履

約、保固保證等，讓專案始終維持在一個穏健的情況下執行，對公司整體

進出帳及營運相對有利。 

9. 風險管理能力：風險管控能力為大型 EPC 統包商基本能力，其組織內相

關部門本就需建構該能力，以應付合約要求，因此從投標議約開始即應由

專案團隊整合專業意見於報價基礎中，再落實於履約中，包含收付款貨幣

規劃，稅率分析比較，匯率檢視/避險，原物料漲跌檢視/避險，保險風險

評估規劃，第三方催驗規劃、外勞使用與安全管控、及不可抗力情事的預

防與緊急處置能力等。 

10. 人員外語能力：由於大型 EPC 統包商因執行案件所需，會有合作之技術

夥伴或者核心設備廠商共同投標，其皆來自國外，同時重要機電設備及部

品也幾乎採購於國外，甚或國內外案件執行則須與外籍勞工及技術人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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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現場工作，所以好的外語能力絕對是必要的，未來其專業工程師及技

術人員才有足夠的外語能力來閱讀國外風電產業相關技術文獻，以及與國

外廠商進行溝通交流。 

11. 國際經驗豐富：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國內有部分的大型 EPC 統包業者已

經累積了不少的海外 EPC 工程實績。因此相信對於前述各式能力的養成

與人員培育已建立了一套標準制度，此乃選擇適合踏入離岸風電領域之統

包商重要考慮因素之一。 

12. 統包工程實績充裕：國內從事 EPC 之工程公司很多且累計之工程實績亦

獲市場相當的認同，但對大型產業建設而言，需要的是大型 EPC 統包工

程公司，代替業主全權處理執行工程建設所有事項。它的能力與工作範圍

須涵蓋土建、機、電、儀之規劃、設計、採購、施工、試車及保固，不假

他人之手提供一站式的技術服務，才能擔保品質、工期及合理的價格，尤

其是具備能源產業或發電設施統包工程經驗豐富的大型工程公司，最具承

攬離岸風電統包工程的能力。 

(二) 建議國內 EPC 業者的具體執行方案  

鑑於國內 EPC 統包商業者缺乏離岸風電專業知識和海上工程經驗，而國外

有經驗的廠商又對我國法令規章、在地知識沒有國內 EPC 統包商熟悉，雙方正好

形成互補的結構。 

因此，由國內大型 EPC 統包商業者和國外有經驗的離岸風電 EPCI 專業廠商

共同組成團隊合作，以承接開發商的離岸風電 EPCI 統包工程。除了必要的設計、

採購、製作、安裝分包給專業廠商，全案專案管理、基礎設計、整合工作、建造

管理、試車管理、介面管理、財務管理、工安管理和風險管理的工作則一起共同

執行。藉由此過程讓國內 EPC 統包商業者真正習得離岸風電專業知識和海上工

程經驗。離岸風電統包工程依系統功能可區分成下列工作大項： 

1. 風機 EPCI：風機設備供應及安裝/測試、及塔柱製造供應及安裝 

2. 水下基礎製造 EPCI：單樁式或套筒式基礎鋼構、轉接段及基樁製作、內

陸運輸、組裝等 

3. 水下基礎運送/安裝：水下基礎海上運輸及安裝 

4. 海纜 EPCI：風機間海纜(Inter-Array Grid)和登陸海纜(Export Cable)的材料

供應及佈纜施工(含測試) 

5. 海上變電站 EPCI：上部 Top-Side 結構和下部基礎製造安裝，以及變電站

機電設備 EPC(含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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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陸上變電站 EPC：土木、機電、陸上電纜及併網接點之 EPC(含測試) 

以上可以由國、內外 EPC 廠商依自身的專業所長共同決定符合國產化原則之對

外採購及發包的策略，以達到以下目的： 

1. 能夠取代目前開發商在工程建置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並有加值的作用。 

2. 經由與國外廠商聯合承攬擴大供應鏈規模與範圍，尋求更具競爭力之可靠

供應商及分包商，減少統包工程的資金成本。 

3. 籍由 EPCI 統包工作及全廠試驗的參與，國內統包商可充分了解全案規劃

設計，專案管理、海上施工管理及全廠試驗/測試的精髓，建立獨自承攬統

包工作的能力與信心，以及進軍海外發展 EPCI 統包的資格與實力。      

(三) 建議潛力 EPC 業者未來的發展方向 

國內大型工程統包公司之工程實力與量能經過數十年來的經驗累積，已具

備完整的 EPC 統包能力。過去外國廠商來台灣爭取標案時往往都會找尋國內的

工程團隊合作，目的是藉由國內業者掌控各項在地資源及瞭解本國法規，降低

其海外執行工程的風險；國內業者亦為了取得新領域技術、經驗的轉移，相對

地也願意承接部份主合約的風險，然後再逐步擴大參與度，最終再接收國外廠

商所扮演的主合約領銜廠商(Leader)的角色。所以，離岸風電發展也應循此模式，

其具體發展方向為： 

1. 初期：藉由與國外風機廠商及/或國外風電 EPCI 工程公司聯合承攬整廠

統包工作，積極合作學習，穩紮穩打地進入離岸風電市場。同時，經由

與國外廠商聯合承攬擴大供應鏈規模與範圍，尋求更具競爭力之可靠供

應商及分包商，以充分掌握與整合國內外設備供應廠商與專業分包商之

足夠量能。 

2. 中期：以建立離岸風電完整供應鏈，並加強國內設備供應廠商與專業分

包商扮演角色的提昇，讓更多國產化項目進入政府規定產業關聯執行方

案範圍中或能執行局部 EPCI 大統包工作，打造真正有競爭力的國家

隊，為國內外開發商所青睞。 

同時，加強對風力發電機的瞭解與掌控為另一項策略目標，不僅可充

分落實風機國產化項目及其品質、量能等，統包商更可利用初期聯合承攬

階段全廠調校試車、故障排除所累積的全面經驗，而於此階段導入儀控工

程設計優化，進而擴大國內統包商儀控工作範圍，完全掌握離岸風電上游

至下游控制、通訊的運作，並於中央操作控制室獲得所有訊息，得以自行

操控，不必再仰賴風力機廠商遠端遙控及現場操作的營運模式，為我方獨

立運轉維護本土化奠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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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後期：著眼於獨力承攬國內離岸風電 EPCI 統包案，實質增加在此專業

領域的實績與信心，以拓展在國際市場上的知名度，最終目標成為國際

型離岸風電 EPCI 統包工程公司。 

簡言之，期待國內大型 EPC 統包商經初期與中期累積的實務經驗，

可進軍國外離岸風電市場，競逐大型 EPCI 統包工作；甚至經由在台灣

的合作，成為國內外風電開發商或國外風電統包工程公司長期合作之夥

伴，共同在海外打拼，並帶領國內供應鏈業者，成為全球離岸風電供應

鏈重要的一環。 

(四) 建議政府協助國內 EPC 統包商的具體措施 

由於政府推動離岸風電國產化之終極目標為：推動離岸風力發電產業發展，

建構產業供應鏈，配合新南向政策，搶攻亞太市場。除了工程設計為離岸風電產

業鏈的最上游工業，也是國家工程技術軟、硬實力的展現，扮演著技術把關與技

術創新的關鍵重要角色。另外更需鼓勵國內 EPC 統包商34積極配合政府推動離岸

風電國產化之目標，藉由與國外風機廠商及/或國外風電 EPCI 工程公司聯合承攬，

參與國內離岸風電 EPCI 統包工作，積極合作學習，穩紮穩打地進入離岸風電市

場，以累積 EPCI 統包工程之實績與能力，進而結合國內產業供應鏈，攜手進軍

亞太離岸風電市場。 

因此，建議政府應更積極輔導國內 EPC 統包商，並採取如下的措施： 

1. 將「工程統包(EPCI Turnkey)」納入產業關聯本土化達成率之關鍵發展項

目，使國內 EPC 統包商能依上述策略參與承攬離岸風電統包工程，以達

成工程技術本土化之目標，並兼顧統包工程國產化的量能，應給予開發商

彈性，以 EPCI 統包發包為主，但可彈性調整工程範圍及數量。 

2. 將國內 EPC 統包商參與離岸風電工程統包之本土化要求列為開發商資格

審查必要條件並納入技術評選項目中。開發商若於資格審查階段提出與國

內 EPCI 統包商團隊之工程統包合作計畫，依其工程統包合作範圍之多寡，

及國內與國外 EPCI 廠商工作團隊組成與執行分工比例，給予該評選項目

資格審查佔技術與價格總評分的 5%~8%，俾使離岸風電統包工程業者得

以在台灣生根與本土化。國內 EPC 統包商之資格宜採表 4-1 方式認定： 

  

                                                      
34 國內目前有經驗的相關業者有承攬台電二期的富崴能源，參與海龍風場的中興工程等業者。

另外，已參與海事工程及風場運維的業者也將是潛在業者，例如：台船環海、星能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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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國內 EPC 統包商資格說明 

統包商公司資格 說明 

(1) 基本資格： 

能源產業或工程廠商 

統包商應具備主管機關核發之公司登

記證相關營業項目 

(2) 特定資格： 

需具備一定實績 

過去十年內曾承攬並完成國內外發電

或輸變電相關工程之「設計、製造 

(或採購) 及施工」統包工程 

3. 建議在第三階段區塊開發之第 1期(2026-2027年)及第 2期(2028-2029年)，

國內大型 EPC 統包商承攬比例需佔比工程總承包合約金額 30%(含)以上，

並以聯合承攬體開立發票為查核依據，另以其國內採購/發包進項發票為

達成各項國產化承諾比例之查核依據。第 3 期(2030-2035 年)則視統包工

程國產化之成果，提高國內大型 EPC 統包商佔工程總承包合約金額比例。 

4. EPCI 統包商團隊需提供相關合約及執行計畫，如：分工、組織表、人力

配置、專案管理計等資料供查核，以核實是否落實 EPCI 統包工程國產化。 

5. EPCI 統包商團隊於投標時需提供如本章前述國內 EPC 統包商業者應具備

條件之相關佐證資料，以作為開發商及主管機關對其技術能力與履約能力

之評審文件。 

6. 政府事業單位於 EPC 招商時採用最有利標，並鼓勵國內外 EPC 統包商聯

合承攬整個大統包。 

四、 小結 

政府在發展離岸風電國產化的努力已具相當成效，但仍需進一步發展全產業

技術與管理的能力，才能真正建立國家級產業競爭力。目前在全產業技術與管理

的能力方面，仍缺前端及基本設計、全案專案管理及營運維修技術與管理的掌握，

需鼓勵國內大型 EPC 統包商的積極參與和發展才能竟其功。 

在自由市場可以容許開發商自由選擇發包的模式，如多重項目分包、部分

EPCI 大統包、或全案 EPCI 大統包，政府則在建立國家級產業競爭力的基礎上以

高評分優先為手段，導向全案 EPCI 大統包，取得發展前端及基本設計、全案專

案管理及營運維修技術與管理能力的機會，進而完成離岸風電全面國產化的最後

拼圖。另一方面，政府亦應修法寬鬆國內公股銀行對離岸風電項目融資的限制條

件與範圍，包含納入開發商導入全案 EPCI 大統包的優勢，即能間接透過開發商

借貸促使國內大型 EPC 統包商得以從前端設計即全面參與，並帶動其它國內外

銀行跟進擴大市場融資規模，此將有利本土開發商的存續與運營。資金面的分析

與論述將於第五章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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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離岸風電專案融資與發展 

台灣離岸風電專案設備裝置容量持續成長下，離岸風電專案在前期的興建期

專案具高強度資金需求；專案在步入穩定營運期後，各項設備器材在計畫生命週

期中估計可有長達 20 年以上的營運期，各式風機組電纜纜線設備、發電機組、零

組件配件器材均難以避免恐因天然環境侵損、海洋動物啃食、不可抗力之外力破

壞干擾、海洋海水鹽害侵蝕等諸項因素干擾而需進行重置作業，產生風機設備更

新或汰換重製之設備再融資需求。 

觀察歐洲在離岸風電產業發展歷史經驗指出，離岸風電專案計畫在步入營運

期間，專案計畫對於設備重置及替換設備機組所產生的設備專案再融資性資金需

求仍會相當可觀。整體而言，預估未來在離岸風電專案陸續竣工、加上專案邁入

正常營運階段後，離岸風電專案計畫的融資性需求量對於金融機構的資金需求量

將仍會是相當殷切，專案融資問題勢必成為離岸風電專案中財務管理的關鍵一環。 

本章擬針對國內離岸風電專案授信評估要點及專案計畫財務架構進行研析，

並就如何擴大我國離岸風電專案籌融資能量及籌資管道提出探討，最後提出相關

建議供政府及業界參考。 

一、 離岸風電專案授信評估要點 

對於我國離岸風電專案的融資問題盤點及因應對策，首先將從檢視近年我國

金融主管機關所公告實施的離岸風電相關金融政策，以做為未來推動我國離岸風

電產業融資之指引參考。 

(一) 我國近期發展離岸風電產業之金融政策 

  檢視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所揭示之離岸風電金融政

策，產業政策推動原則乃是透過經由專案融資、授信評估、離岸風電專案融資計

畫人才培育等多重管道，以協助我國金融機構有效導入資金投入於我國離岸風電

專案計劃融資業務上。現行離岸風電金融政策動向可參考金管會所針對發展我國

離岸風電產業的綠能金融政策說明，以下整理其主要金融政策內容要點如下: 

1. 獎勵本國銀行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放款方案 

鼓勵本國銀行於兼顧風險原則下，對五加二重點產業評估授信，放款

對象包括離岸風電等綠能科技產業，協助開發商業者取得發展資金。截至

109 年底，本國銀行對綠能科技產業放款餘額已超過 1.2 兆元以上。截至

109 年底，綠能離岸風電專案本國資金投入專案融資額度約 2,58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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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方案如下： 

(1) 鬆綁銀行對綠能產業之授信/籌資規範，以利外銀與本國銀行合作聯

貸。 

(2)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對同一客戶之新臺幣授信限額由 70 億元調整為

70 億元或分行淨值之兩倍孰高者，並放寬分行放款總餘額與淨值倍

數由 30 倍修正為 40 倍。 

(3) 開放外國銀行在臺分行發行新臺幣計價金融債券。截至 2020 年 9

月底，總計包括興業銀行、東方匯理銀行、法國巴黎銀行及德意志

銀行等 4 家外商銀行在台分行已發行新台幣金融債規模合計達 178

億元。我國金管會在因應外國企業來臺投資風電專案或綠能科技設

備之專案融資需求，在 2020 年 10 月宣告其擬修正35「外國銀行在

台分行發行新台幣金融債券辦法」。未來朝放寬外商銀行在台分行

計算淨值時，將計入「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金的 50%」，一旦淨

值增加，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得以發行之金融債發行額度隨之增加，

此項新措施預估可額外增加外商發債至少 576 億以新台幣計價債券

量。 

(4) 同意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官方輸出信用機構之「銀行自有

資本與風險性資產計算方法說明」中指出，依據信用風險標準法之

風險抵減工具合格保證人中之公共部門，風險權數適用所屬主權國

家風險權數之次一等級。 

(5) 鼓勵金融機構參與貸款業務，除鼓勵具經驗銀行主辦聯貸案，另開

放保險業得辦理經外國中央政府所設立信用保證機構保證、參加綠

能科技等產業之聯合貸款放款業務。 

(6) 鼓勵金融機構辦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政策性優惠貸款及專案

信保。 

(7) 經濟部提高「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最高保證成數由八成調升至

九成。 

(8) 106 年 11 月放寬外國銀行在臺分行子行併存者，其在臺分行之授

                                                      

35 一百零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修正發布之「外國銀行分行及代表人辦事處設立及管理辦法」第十九條之

四，明定於計算同法第十九條之三第三項之淨值時，外國銀行分行得併計依法令規定提列之備抵呆帳及

保證責任準備金額之一定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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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如係配合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政策，符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授權訂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

認定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者，得不適用單一法人年營業額應高於

350 億元之規定。 

2. 推動銀行機構簽署或採納國際自願性赤道原則 

鼓勵銀行及保險公司採用赤道原則，於風電專案授信決策須考量環

境衝擊等影響，以促進永續發展，我國銀行公會已將赤道原則精神，納入

銀行授信準則，各銀行於辦理專案融資審核時，宜審酌借款戶是否善盡環

境保護、企業誠信經營及社會責任。銀行公會在 106 年 7 月起已將適用範

圍由「專案融資」擴大至所有「企業授信」。壽險公會亦將赤道原則36精神，

納入「保險業辦理放款其徵信、核貸、覆審等作業規範」。 

3. 擴大綠色債券市場規模 支應綠能科技產業發展之資金需求 

我國櫃買中心在參考綠色債券原則 GBP 等國際慣例作法，(1)在 106

年所公布綠色債券作業要點開始推動綠色債券發行，首批綠色債券於 106

年 5 月 19 日發行，截至 109 年底，累計發行 56 檔綠色債券，合計發行總

額超過 1,607 億元。(2)在 107 年 11 月明定用於離岸風電等建設之專業板

新臺幣計價外國債券豁免其申報生效作業，以利國外開發商來臺從事境內

相關離岸風電專案計畫。(3)在 108 年 1 月建立綠色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

上櫃制度。其提供配套誘因措施方案主要：(A)以公司治理評鑑鼓勵上市

櫃公司發行綠色債券。(B)編製臺灣永續指數(106 年 12 月發布)以鼓勵企

業落實環境保護。該指數為國內首檔結合 E(環境)、S(社會)、G(公司治理)

與財務指標篩選的投資型 ESG 指數，足以促進機構投資人進行責任投資。 

4. 鼓勵保險業投資我國綠能產業及綠色債券等綠色金融商品 

主要作法如下: 

(1) 投資有價證券，依保險法第 146 條之 1 規定，購買經依法核准公開

發行之公司股票或公司債(含綠色債券)方式，間接投資綠能產業。 

(2) 依「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規

定，申請直接投資綠能發電業。截至 108 年 3 月底止，金管會已核准

                                                      
36 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一套非強制的自願性準則，用以決定、衡量以及管理社會及環

境風險，用於專案融資(Project finance)的管理，目前已成為金融機構實務上評估綠色融資的標

準。 



全面建構台灣離岸風電產業競爭力 

92 

 

7 家保險業投資 8 家再生能源電廠，總金額約新臺幣 98 億元。截至

109 年保險業資金投資於再生能源電廠之總金額約 141 億元，其中有

2 家壽險公司投資風力發電廠約 42 億元。 

(3) 鼓勵保險業投資我國綠能產業及綠色債券等綠色金融商品，在「鼓勵

保險業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投資方案」，鼓勵保險業投資五加二新創重

點產業(含綠色債券)。其中，第一期由 106 年 9 月至 107 年 8 月止，

投資金額目標增加投資總金額 300 億元，增加約新臺幣 1,276 億元

(綠能科技產業部分之投資金額增加約新臺幣 1,226 億元)；投資其他

基金上，在 106 年 10 月開放保險業得投資國家級投資公司所設立之

國內基金，用於投資綠能等五加二新創重點產業；107 年 1 月及 107

年 9 月分別開放保險業得投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證券商轉投資子

公司所設立國內私募股權基金，用於投資綠能科技等五加二產業及

公共建設。 

5. 開放保險業得擔任聯合貸款案之參貸行 

107 年 12 月 7 日開放保險業得擔任聯合貸款案之參貸行，辦理經外

國中央政府所設立信用保證機構保證之放款業務，放款用途用於投資含

綠能科技等五加二重點產業。在 108 年 11 月 18 日開放允許保險業得擔

任參加行辦理之放款業務包含：經外國中央政府、外國中央政府所設立

信用保證機構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公布之官方輸出信用保證機

構保證或保險之放款業務。 

(二) 專案融資授信評估作業問題檢視及建議 

    我國在發展離岸風電產業上，現階段本國金融業者對於國際上離岸風電專案

等基礎建設計畫中所慣常採用的專案融資模式，無追索權模式的授信架構仍存有

相當疑慮，近年雖透過舉辦專案融資風險控管研討會、參考國際離岸專案計畫中

風險管控機制，國內金融業者對離岸風電產業所特具的風險態樣、專案融資授信

模式與傳統抵押擔保模式之差異性亦有相當程度認知，然囿於國銀本身傳統上對

於專案授信作業基本要求需出具相當抵押品作為擔保原則仍有互為牴觸之處，與

國際離岸風電專案的無擔保或有限度擔保專案融資原則，現階段國銀在風險審慎

原則下，部分國銀仍謹慎保守以對，推動國銀投入於離岸風電計畫融資所需努力

空間仍相當大。以下則匯整相關產業專家及國內外學者針對離岸專案融資所關注

討論的要點，相關的產業發展、金融機構對風險管控及建議方案予以蒐集盤點，

茲列舉如下，謹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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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度研究離岸風電專案開發商的股權結構、商業模式、專案籌融資模式之

差異性 

我國離岸風電專案公司在與外商合作機制上，務須能釐清外資開發商

的主要出資股東結構、出資大股東背景、多層次財務架構及權責歸屬，充

分做好顧客關係管理，能確認專案項目各相關合約當事企業(人)的財務健

全性，專業性及責任分配與合理風險分擔。未來在拓展亞洲市場時，可預

期各國在再生能源產業政策，國家總經財政狀況、能源產業獎勵方案、法

律規章規範均不盡一致，銀行機構及專案公司更需能有系統性的培育具熟

稔跨境國際法律事務之專業人員，以協助本土廠商進軍國際離岸風電市場

之發展。 

2. 離岸風電專案財務槓桿比例需嚴格管控 

檢視歐洲的離岸風電專案案例得知，離岸風電專案計畫的財務槓桿比

例(Debt:Equity ratio)一般均不高於 2:1，唯有透過讓離岸風電專案的外部

舉債額度能有效控制在合理範圍，方足以避免風電專案因舉債額度過高，

高債息負擔支出壓力過重，而產生若風力電廠發電營收不如原先所預期，

財務上因負債債息負擔過於沉重無法還款償付，導致專案債信違約問題。 

另外，攸關專案整體財務管理健全性、專案還款付息能力的檢視指標，

專案計畫合約中可透過明定要求借款人需承諾專案公司之償債備付率

(debt service coverage ratio, DSCR) 需能至少維持於特定門檻值之上，若低

於該安全標準值時，專案計畫則不得發放股利。專案發起者可另透過增資

等方式填補資金缺口，以有效改善專案財務體質，離岸風電專案慣常以償

債備付率 DSCR 比值做為該專案財務還款付息能力之重要觀察指標，另

外資產負債表中的負債比率、流動比率等財務指標均可輔助作為檢視該專

案計畫的整體財務營運健全性高低。 

3. 專案合約需有明確銀行介入權(step-in right)條款之安排 

對於銀行團與開發商 SPV 所簽議之雙邊專案融資合約條款中，為求

銀行機構債權權益確保優先原則，須能在與開發商 SPV 的雙方合約明訂

有銀行團方面具實質介入權條款之安排。設若該開發商 SPV 營運狀況出

現困境，無以正常履約之際，銀行方面足以透過介入權的行使接管權以取

得專案合約受讓權利。若銀行可對該專案經介入權之行使，具實質主導權

讓該離岸風電專案得以出售轉讓而持續維持專案正常營運，該風場專案之

債權將足以讓出資銀行機構仍可獲得相當程度之賸餘設備財產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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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專案融資信用保證機制之保證能量 

檢視歐洲發展離岸風電產業超過 20 年經驗指出，專業的信用保證機

構(ECA)所提供之設備器材出口信用保證或歐洲投資銀行(EIB)等具官方

性質機構對歐洲離岸風電專案計畫融資所出具之融資信用保證是穩固支

持歐洲離岸風電專案開發計畫之所以成功關鍵要素。 檢視在荷蘭 Gemini、

Westermeerwind、德國 Veja Mate 等風場案例中，更通過具專業經驗且財

務健全的EPCI(Engineer-Procure-Construction-Intstall)統包商母公司提供專

案績效保證(project performance guarantee)或銀行團可接受的國外信貸機

構擔保以讓銀行團在相對具保證機制下能通過專案融資計劃授信核貸。 

我國為強化綠能建設與重大公共建設的授信能量，協助國內金融業

對於資產抵押擔保機制不足的風險考量，強化專案融資計畫之保障程度，

行政院業已核定通過「國家融資保證機制推動方案」，主要專案基金由國

發基金併同銀行機構共同出資，專案資金規模 100 億元，由國發基金出資

60 億元、銀行機構出資 40 億元，可創造出 1,000 億元的融資保證能量，

足以提供原始出資額達十倍之融資保證能量。該保證計畫執行方式由國家

發展委員會統籌委請中國輸出入銀行擔任國家融資保證機制之計畫執行

單位。該方案的主要融資保證對象及用途為針對本國企業參與重大公共建

設或前瞻基礎建設所需融資或保證之廠商，未來離岸風電供應鏈廠商將是

適用對象之一，我國國內廠商可善用此「國家融資保證機制推動方案」之

保證機制所提供專案信用增強功能，相當程度上有助於減緩融資金融機構

對於專案風險評估不易之疑慮，有利協助廠商取得金融機構的專案融資資

金。 

5. 離岸風電專案營運生命週期長，須強化盡職調查作業、工程專業合格認(驗)

證制度、專業工程人才培育有其必要性 

離岸風電專案工程技術具高風險性，風電機組受制於機組設備主要安

裝在外海之中，設備耐用度具相當考驗。近年本土離岸產業發展強調要具

零組件生產「供應鏈在地化」原則，固然為我國離岸風電產業政策發展應

該大力支持方向，但由於本土廠商在離岸風力發電產業的技術仍在學習階

段，建議專案採購作業上須評量國際專業認證資格的廠商所生產零組件產

品，國際技術導入我國本土廠商生產之成本評估，在安全考量為優先原則

下，確保離岸專案工程品質良率得在可控制範圍內。籌組離岸風電專案在

協力廠商遴選上，資格條件應能具備強而有力的上下游供應鏈管理能力，

與設備產品供應商具備成本控管能力，務實的掌握專案開發的風險，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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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下一階段我國廠商進軍開拓亞洲離岸風電市場時尤其重要，唯有國內供

應鏈廠商在擁有堅強厚實的工程技術，如我國半導體已擁有的技術製程水

準獲得國際工業界所認可，讓本土廠商未來在拓展亞洲市場之際，國內供

應鏈廠商定有技術實力及產品定價能力。 

二、 離岸風電專案計畫之財務架構研析 

離岸風電專案投資金額龐大，專案風險管理需謹慎以對，歐洲國家在發展離

岸風電產業雖已有超過 20 年的豐厚經驗，然前期的案例中仍難以避免產生專案

管理不當而成本嚴重超支之案例，足見離岸風場專案營運管理之重要性。 

  首先，臺灣已公告離岸風電風場達成與聯貸銀行團完成融資協議之專案財務

融資架構，彙整於表 5-1，並檢視各風場專案的財務籌融資模式之共通性，在融

資金額可上達 900 億元新台幣的專案開發中，各專案主要採銀行團聯貸方式以籌

組單一專案所需融資資金需求。 

    主要專案國際開發商計有沃旭能源 Ørsted、達德能源 wpd、哥本哈根基礎建

設基金 CIP、麥格理綠投資集團 Macquarie Group 等為主。其中，在大型離岸風電

專案融資模式，主要可區分為企業擔保授信融資及無擔保或有限度擔保之專案融

資模式，上述沃旭能源所主導的專案計畫，因具有母公司集團雄厚財務擔保下，

主要乃採以具企業擔保授信融資模式為主，而達德能源集團為主的專案籌融資模

式則多數以無擔保或有限度擔保之專案融資模式來進行風場專案籌融資業務。 

    離岸專案在資金規模龐大，籌資架構多採以籌組融資銀行團模式為主，參貸

銀行成員由本土商業銀行及外商銀行二者所合組而成。其中，外商銀行團涵蓋國

際大型商業銀行機構，包括法國巴黎銀行、法國興業銀行、法國外貿銀行、法商

東方匯理銀行、新加坡星展銀行、新加波華僑銀行、德國德意志銀行、德國西門

子銀行、荷蘭安智銀行、西班牙桑坦得銀行、日本瑞穗銀行、日本三菱日聯銀行、

渣打銀行與三井住友銀行等國際商業銀行機構。上述國際商業銀行願意投入臺灣

的離岸風電產業，足見我國綠能的健全發展已足以讓國際社會所高度關注及肯定，

更有助協助我國金融機構發展龐大綠色金融商機。 

    離岸風場之融資合約一般可長達 18 年，主要在於匹配專案營運生命週期預

估可達 20 年以上，確保專案產生營收具有足夠還款付息能力。  

    在離岸風電專案計畫中，因單一風場專案資金需求龐大，在授信風險考量下，

出口信貸 (ECA)機構所提供設備機組的項目保證為一關鍵要素，ECA 機構所出

具信用保證實足以強化融資銀行團對於專案融資之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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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台灣主要離岸風電專案 

風場專案 
海洋風電 

(Phase I) 

海洋風電 

 (Phase II) 
海能風電 大彰化風電 允能風場 彰芳西島風電 

開發商 

沃旭能源 35%/日

商 JERA 32.5%/麥

格理綠投資集團

25%/上緯企業

7.5% 

沃旭能源 35%/日

商 JERA 32.5%/麥

格理綠投資集團

25%/上緯企業 7.5% 

日商 JERA 49%/麥格

理綠投資集團 26%/

上緯新能源 25% 

沃旭能源 

達德能源 73%/日本双日

公司 Sojitz (中國電力株

式會社、中電工公司、

四國電力株式會社與 

JXTG 新日本石油能源

公司)27% 

CIP (87.5%) /台灣人壽 

(25 億元, 7.44%) /全球

人壽 (17 億元, 5.06%) 

財務顧問   法國巴黎銀行 法國興業銀行 na 三井住友/玉山銀行 Watson Farley&William 

主辦行 國泰世華 
國泰世華、台北富

邦、法國巴黎銀行 
國泰世華、台北富邦 

台銀、國泰世華、

法國巴黎銀行 
台北富邦 

中國信託、三菱日聯銀

行 

融資金額 25 億元 187 億元 624 億元 250 億元 742 億元 900 億元 

合約期間 5 年 16 年 18 年 na na 18 年 

出口信貸 

(ECA) 
na 

丹麥國家出口信貸 

(EKF)擔保約 40% 

英國(UKEF)、德國
(Euler Hermes)、荷
蘭(Atradius)、丹麥
(EKF)、歐洲信貸保
險集團(Credendo)、
日本(JBIC) 

na 

丹麥 EKF、德國 Euler 

Hermes 、荷蘭 

Atradius  

荷蘭安卓信用保險、丹
麥出口信貸基金

(EFK)、挪威出口貸款
保證機構、德國復興信
貸銀行(KfW)、韓國貿
易保險公司(K-Sure)、
日本貿易保険(Nexi)以
及英國出口信貸局(UK 

Export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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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場專案 
海洋風電 

(Phase I) 

海洋風電 

 (Phase II) 
海能風電 大彰化風電 允能風場 彰芳西島風電 

融資銀行 

本地銀行 
國泰世華、安泰、法

國巴黎銀行 

國泰世華、台北富

邦、安泰、凱基 

30% -國泰世華、台北

富邦、台灣人壽、安泰、

凱基、玉山  

國泰世華、玉山、台

新、中國信託、凱基、

台銀、兆豐、彰銀、

土銀、合作金庫、第

一、華南、中小企銀 

國泰世華、台北富邦、

中國信託、玉山  

中國信託、台北富邦、玉

山、凱基、安泰、台灣人

壽、全球人壽 

外商銀行 
Na 

 

法國巴黎銀行、法

商東方匯理銀行、

星展銀行、荷蘭商

安智銀行、三菱 UFJ

銀行、法國興業銀

行、澳盛銀行 

澳盛銀行、法國巴黎

銀行、德國商業銀

行、法國東方匯理銀

行、星展銀行、匯豐

銀行、荷商安智銀

行、三菱日聯銀行、

法國外貿銀行、新加

坡華僑銀行、德國西

門子銀行、法國興業

銀行、渣打銀行以及

三井住友銀行 

法國巴黎銀行、德意

志銀行 

法國巴黎銀行、法商東

方匯理銀行、新加坡星

展銀行、德國德意志銀

行、荷蘭安智銀行、日

本瑞穗銀行、日本三菱

日聯銀行、法國外貿銀

行、新加波華僑銀行、

德國西門子銀行、法國

興業銀行、渣打銀行與

三井住友銀行。 

星展銀行、三菱日聯銀

行、荷蘭銀行(ABN 

AMRO)、法國東方匯理

銀行(Crédit Agricole)、

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韓國產業銀行

(KDB)、德國復興信貸銀

行(KFW)、日本瑞穗銀

行(Mizuho Bank)、法國

外貿銀行(Natixis)、新加

坡華僑銀行(OCBC)、西

班牙桑坦得銀行、法國

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渣打銀行

(Standard Chartere)、三

井住友銀行(Sumitomo 

Mitsui)、香港上海匯豐

銀行 

資料來源: 本報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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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有關離岸風電專案風險管控之重要性攸關計畫成敗，以下則以德國

BARD offshore wind 1 離岸風場為案例，透過檢視該項最終以失敗終結的離岸風

場開發計畫，可得知專案開發商在專案管理之良莠實影響該離岸風電專案之營運

及財務管理深遠。專案資訊如表 5-2 及 5-3 所示。 

表 5- 2 德國 BARD offshore wind 1 專案計畫 

角色 組織 股權比例 

開發商 BARD 工程公司(BARD Engineering GmbH) - 

營運商 
OWS 離岸風力服務公司 

(Offshore Wind Solutions GmbH ) 
- 

權益投資 
Ocean breeze energy GmbH 

2014 年由 BARD 公司 100%股權移轉 100% 股權 

項目 

一般資訊 名稱 BARD offshore wind 1 

動力及 

渦輪 

風機總容量 400MW 

基座模組 三樁式風機機座組 

渦輪容量 5MW 

數量 80 

輪轂高度(從地面到風輪掃掠面中心的高度) 151m 

距離 離陸域距離 101 公里 

成本 專案成本 30 億歐元 

地點及環境 

位於的海域 北海 

當地水深 39-41m 

占地 59 平方公里 

表 5- 3 德國 BARD offshore wind 1 離岸風電專案 

年度 事件說明 

2004 申請 BARD offshore wind 1 離岸風場的專案許可 

2006 BARD 公司開始生產風機葉片組 

2007 BARD 公司收到 BARD offshore wind 1 離岸專案申請許可 

2008 BARD 公司公司開始生產三樁式離岸機座組 

2010 首次進行可輸電作業 

2013 完成 80 座風機組安裝作業 

2015 發電量達 2T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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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BARD Group 集團公司是登記於漢堡市的一家信託公司，主要持股有

85%，另外 15%持股是由該公司一位主要股東Arngolt Bekker所擁有。BARD Group

集團的母公司是 BARD 控股有限公司(BARD Holding GmbH)，整個集團所雇用的

員工人數超過 1300 人次。在 2011 的一項統計中，BARD Group 集團總計在取得

9 個位於德國的離岸風場及 3 個位於荷蘭的離岸風場專案開發專案權或正在興建

中專案案件。 

(一) BARD 工程公司(BARD Engineering GmbH) 

在 2003 年成立於不來梅(Bremen)，作為一家工程專案開發商，主要專注於

離岸風力案場的投資。該公司除參與直接投資在離岸風電專案上，亦透過購併方

式取得離岸風電專案計畫，該公司的主要業務亦包括參與離岸風電專案的系統營

運服務，以獲取營運收入。 

(二) BARD Emden Energy GmbH & Co. KG  

Bard Group 集團公司的電力事業部的收入價值主要來自於電力發電收益，該

集團旗下的 BARD Emden Energy GmbH & Co.公司在 2006 年開始生產製造及負

責系統安裝離岸風機葉片、渦輪機組等主要零組件業務。 

(三) BARD 工程建築公司(BARD Building GmbH & Co.) 

該集團轄下的 BARD 工程建築公司(BARD Building GmbH & Co)則負責離岸

風場專案的系統安裝工程業務，該公司有專屬的離岸海事工程建築船隻(Wind Lift 

I)，可用在離岸風電專案的系統安裝及維修服務業務上。 

(四) BARD 服務公司(BARD Service GmbH) 

則是位於埃姆登(Emden)的一家系統服務公司，該公司團隊則提供離岸風場

專案的整套系統維修服務，包括變壓站的維修保養等工程服務項目。在 2010 年，

BARD Group 集團宣布與西班牙的風機製造商 Gamesa 合作，但最後雙方合作破

局未成，BARD Group 集團本身財務狀況長期不佳，已開始嘗試透過外部的摩根

大通(JPMorgan)銀行協助在市場中替 BARD Group 集團尋求新的投資者注資。

BARD Group 集團在 2010 年出售總裝置容量達 600 MW 的荷蘭 Gemini 離岸風場

其中 70% 股權給予 Typhoon Offshore 公司，Typhoon 公司是一家綠能投資公司，

公司主要業務為興建北海離岸風場專案。 

2011 年，BARD 公司財報中已顯示該公司帳面上已有 8 億歐元的營運虧損

，公司的年度財務收入低於 4 千萬歐元，而營運資本性支出高達 3.7 億歐元，該

集團在龐大的財務虧損導致公司必須向外尋求投資者入主或公司轉手交易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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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D Group 集團已在 2012 年委託奧古斯塔(Augusta)公司擔任財務顧問公司，

尋求該專案有意願投資者以承接該專案，BARD Group 集團的主要財務授信機構

義大利裕信銀行(UniCredit Bank AG)則與奧古斯塔(Augusta)公司合作以協助出售

交易的進行，以協助解決 BARD Group 集團所面臨的龐大財務負擔。 

2012 年，BARD Group 集團的離岸風電事業正面臨產業發展不明確狀況，雖

有獲得裕信銀行的專案授信額度擔保，裕信銀行甚至在該 BARD offshore 1 專案

仍未取得足夠股東入股注資前，在 2007 年至 2010 年期間，裕信銀行總計已累積

放貸超過 17 億歐元以上的金額給予 BARD offshore 1 專案計畫，然而在 2012 年

該專案工程逾期完工之狀況下，裕信銀行已於該年度認列 4.25 億歐元損失。後續

BARD Group 集團仍難由金融機構取得開發離岸專案所需足夠的融資額度，加上

在工程技術面臨持續性挑戰，且由於所主導的 BARD Offshore 1 的專案工程複雜

度高於預期，成本預算嚴重超支，導致該公司出現嚴重的財務危機。 在 2012 年

該公司原預計關閉在埃姆登(Emden)的風機葉片工廠，後來在獲得 BARD Offshore 

1 專案的新訂單挹注下，而得以暫停該關廠計畫，該 BARD Offshore 1 離岸風電

專案總計規模達 400 MW。 

SüdWestStrom Windpark GmbH & Co. 為一家成立於 2009 年的德國離岸專

案公司，原先在 2010 年與 BARD Group 集團商議擬併購 BARD offshore 1 風場專

案，該公司原擬以收購 BARD offshore 1 風場專案以切入經營歐洲離岸風電專案

業務，此項交易原先 SüdWestStrom 公司已取得籌資 5 億歐元，擬進行收購交易

，BARD Group 集團則在起初時出價 15 億歐元，然而 BARD Group 集團最後改

出價 17 億歐元，導致整筆交易破局，後來在 BARD offshore 1 專案工程進度大幅

延宕，以及該公司經對該專案詳實的風險評估後，2012 年該公司經 65 位來自不

同公司代表的股東大會會議後宣布停止對 BARD offshore 1 的併購交易。 

BARD Group 集團在 2009 年取得 Veja Mate 離岸專案的興建許可，雖然 Veja 

Mate 離岸專案在 2012 年有獲得歐盟委員會的一筆金額達一億一千二百萬歐元的

具創意性可再生能源示範案例計畫獎勵，然而該集團在 Veja Mate 離岸專案計畫

上仍無法取得足夠的專案開發資金以確保該計畫得順利興建執行，在 2014 年

BARD Group 集團決定將總裝置容量達 400MW 的德國 Veja Mate 離岸風電專案

出售給與英國萊德資本集團(Laidlaw Capital)，該專案計有 72 架離岸風機組，座

落位處離德國外海 90 公里之北海之外海中，市場估計在該次交易中總交易金額

達 13 億歐元。BARD Group 集團在德國離岸風電業發展所面臨的困難，部分因素

導因於在 2012 年之際，德國政府對於再生能源政策上，宣布大幅度的縮減離岸

風電的總設備安置目標容量，由原先預計在 2020 年達到 10GW 下修至 6.5GW，

2030 年達到 25GW 下修至 15GW，德國政府有計畫性的採逐年調降離岸風電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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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安裝容量總目標設置量，導致在 2012 年之際，歐洲離岸風電產業前景變成相

當的不明確及業者投資意願相對轉趨悲觀，此大幅度影響歐洲金融業對於離岸風

電業的投融資放貸意願，此亦直接衝擊 BARD Group 集團在德國離岸風電專案的

財務性融資計畫上在專案融資管道面臨極大的困難度。2013 年歐洲的整體離岸風

電業的專案量雖持續成長，但當年度完成財務融資交易的案件僅一件，市場呈現

大幅降溫減緩趨勢，在缺乏新增訂單下，離岸風機機組組裝業生產和銷售及週邊

零組件產業的生產活動大受影響，此反應出主要國家，包括英國及德國政府在離

岸風電產業政策上的不確定性，整體歐洲離岸風電產業在當時面臨對於前景不明

確的嚴格挑戰，離岸風電產業界對於新專案投資意願相對呈現保守以對。 

PNE WIND AG 在 2013 年經由該公司的子公司 (Atlantis I to III) 取得 BARD

工程公司(BARD Engineering GmbH)位在北海的三個離岸風場專案專利開發權，

該三個離岸專案總計 240 座離岸風機組，每隻風機容量在 5MW，專案主要為處

在北海的德國專屬經濟區(German Exclusive Economic Zone)之中。2013 年在專案

取得之際，該三個離岸風場專案是仍由 BARD 工程公司所負責興建，專案工程當

時正處在向德國聯邦海事和水文局(Federal Maritime and Hydrographic Agency)申

請專案開發同意階段，尚未至專案興建開發階段。PNE WIND AG 依據雙方購買

交易協議合約同意在交易完成後須支付 1700 萬歐元給予 BARD 工程公司。 

在 2013 年 BARD Group 集團的子公司(Cuxhaven Steel Construction)，主要製

造三樁基座組及離岸風機的鋼構零組件材料，在無法取得新的離岸風電專案的設

備投資訂單下，宣布該公司在 2013 年 4 月結束營業，該公司則進行清算處分鋼

構零件材料生產的業務。 德國離岸風電開發商 BARD Group 集團及六家子公司

在 2014 年宣布停止營運，導因於缺少後續的離岸開發案新契約。該公司出現的

問題主要在於過度的負債額度，導致利息負擔承重難以持續支應，加上企業體擴

充太快，龐大人事費用負擔沉重。以 BARD Offshore 1 為例，總專案計畫容量達

400MW，有 80 座離岸風機組，每機組發電容量 5MW，雖在 2013 年完成專案興

建，但該計畫在興建過程中因相關法規、環評、電子工程技術等因素導致工程時

程大幅延宕多年。其中，主要在於風電機組電子工程出現嚴重技術上問題，由於

風機機組的電壓不穩定問題，由高壓直流轉換器(HVDC；high voltage direct current 

converter platform)的電壓傳輸系統出現變壓器(converter substation)系統設計問題

，80 座離岸風機組所產生的 380,000 伏特(voltage AC power)交流電電壓需先傳輸

至 BorWin 1 中繼站離岸專案平台上，之後經電壓轉換成 150,000 伏特電壓以傳輸

至陸域電壓站，然而由於 HVDC 系統設計的問題，導致離岸機組所產生電力無法

順暢的由離岸外海傳輸回至陸域電壓站上。據德國 Spiegel 報導指出，另一項問

題在於 BARD Offshore 1 的案場距離陸域 100 公里之外海，由於該風場專案離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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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兩地相當長距離的因素，為過去工程界在技術上所未曾經歷的案例，以傳統輸

配電技術進行電力輸送產生技術上問題，電能無法經由海底電纜線以交流電方式

做傳輸，而必須改以直流電方式來做傳輸，此電力工程技術問題，導致電壓傳輸

系統工程嚴重延緩及預算成本大幅追加，上述諸項電力工程問題導致工程工期大

幅延宕落後三年完工，估計總專案工程成本達 29 億歐元，遠超過原計畫所預估

成本 15 億歐元，遠遠大幅超出原先專案計畫成本達 93%，此對於 BARD Group

集團的財務上產生極大的負擔壓力。加上專案工程技術出現困難問題未解，在

2014 年又發生一場電力傳輸站嚴重火災意外，由於變壓器的故障，導致離岸發電

機組的電容器(Condenser)產生高壓過熱的悶燒現象產生，設備需停工維修及更新

受損器材設備，在 2014 年 3 月至 5 月份出現另一次停機事故，總計因電纜傳輸

問題停機日數達 67 天，據估算每日產生的成本損失高達 1 百萬歐元，在 2013 年

所產生的電力損失成本達 3.4 億歐元。再者，BARD Offshore 1 專案與鄰近的

BorWin 1 專案的電纜線路連接共用傳輸纜線線路碰到線路交叉的問題，主要問題

在於鄰近 Veja Mate 離岸風場的電纜傳輸線路在傳輸至 BorWin 2 離岸專案的變流

器中繼站時海底電纜線路出現穿越 BARD Offshore 1 離岸風場的問題，為解決上

述問題，海底纜線工程工期延宕 6 個月以上，後續以另外加長延伸電纜線路方式

處理，導致專案併網連線作業大幅延宕及工程成本大幅上升。BARD Group 集團

在離岸風電專案的工程技術及財務控管能力受到歐洲離岸風電業工程界的諸多

質疑下，亦是導致該公司在後續難以取得新專案合約，公司營運難以為繼的窘境

。 

綜整而論，離岸風電專案的營運管理績效攸關整體專案財務管理及 案計畫

收益性績效表現，參考下表 5-4，德國 BARD Offshore 1 與荷蘭 Gemini Offshore

二專案成本比較可得知，在缺乏有效運維、財務管理的德國 BARD Offshore 專案

中，其專案設置容量為 400 MW，相較 Gemini Offshore 專案的 600 MW 容量規模

小 50%，然專案計畫總成本耗費卻高達 29.3 億歐元，遠較 Gemini Offshore 專案

的 28 億歐元經費耗用高，專案計畫管理者對於整體專案營運的工程營建監督是

否落實、工程作業成本是否得以合理掌控、專案財務管理是否在財務調度成本上

能有效掌控，專案財務實地查核作業能否落實均扮演關鍵重要性。 

表 5- 4 德國 BARD Offshore 1 與荷蘭 Gemini Offshore 專案成本比較 

專案名稱 BARD Offshore 1 Gemini Offshore 

設置容量 400MW 600MW 

渦輪容量 5MW 4MW 

風機數量 80 150 

專案計畫總成本 29.3 億歐元 28 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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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德國 BARD Group 集團在宣布計畫於 2014 年中停止營運後， OWS

離岸風力服務公司(Offshore Wind Solutions GmbH (OWS))則接收負責 BARD 

Offshore 1 離岸專案的營運及運維業務。OWS 離岸風力服務公司在接手 BARD 

Offshore 1 專案的營運及維修(O&M)合約後，公司承接原公司的 300 位既有員工

的工作權維持不變、房產建物設施、船隻及其他設備器材。 

三、 如何擴大我國離岸風電專案籌融資能量及籌資管道 

我國離岸風電專案開發業經「遴選」及「競標」二階段，國內市場已分別遴

選得標 3.8GW 與 1.7GW，總計超過 5.5 GW 的風場裝置容量，市場預估專案開發

資金總需求量超過 8,000 億新台幣以上。整體專案開發時程規劃則進入第三階段

區塊開發階段，檢視前二階段風場開發經驗得知，在離岸專案開發規模龐大，各

別離岸風電專案資金籌資模式仍主要以籌組銀行團聯貸模式為專案財務安排架

構，其中，歐美系、日系外商銀行為我國主要離岸風電專案計畫的融資銀行機構，

本國銀行部分則以幾家大型商業銀行為主要出資銀行機構。以下擬由如何提升國

銀參與離岸風電專案的融資意願、協助國內供應鏈廠商融資、融資多元化等不同

面向來加以探討我國離岸風電專案計畫開發的機會及商機，就授信保證機制、風

險管控、籌資管道多元化等提出建議方案，謹供規劃產業融資政策參考。 

(一) 提升我國離岸風電專案融資國銀參與聯貸意願、協助國銀、保險業參與離岸

風電專案聯貸比重不高及公股行庫參貸比率仍低的問題 

1. 放寬銀行機構融資比例額度限制 

檢視我國既有離岸風電計畫中，國銀在單一聯貸案中的參貸金額平

均約占總融資規模約 30%，主要成因在於離岸風電此新興產業風險評估不

易，現階段多數國銀仍持謹慎保守態度，另外受限於現行銀行法規所制約，

以下檢視相關金融法規之規範內容如下：(1)現行銀行法對單一公司只能

做無擔保放款佔淨值的 5%，有擔保放款佔淨值的 15%，以淨值 300 億的

銀行計算，對單一公司僅有 15 億元的無擔保放款額度上限，此對於國內

中小型商業銀行參與承做離岸風電大型專案的能量有其實質侷限性，建議

可研議放寬國內銀行承做綠能離岸風電專案融資額度佔銀行淨值比之限

制。 

2. 放寬保險機構投資額度限制 

本國壽險業者近年投資國外資金比重逐年增加，2018 年壽險業更有

68%資金投資在國外，2020 年海外投資占比則仍近 64.73％，此龐大資金

若可將資金部分引導回台灣本地投資於離岸風電產業中，對於活絡國內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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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定有相當助益。參考歐洲大型離岸風電計畫經驗指出，開發商著眼

於資金周轉需求、籌措資金以開發新風場計畫，一旦風場建置完成步入正

常營運後，開發商透過財務性安排，將該風場進行資產證券化後於資本市

場公開出售資產，以活絡資產利用率。透過參考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所規

範讓聯貸行將授信資產轉移以做為證券化標的，此為國際風電市場商業交

易常見樣態，建議能因應可再生能源科技設備融資之資金需求，研議透過

金融資產證券化機制來發行相關的離岸風電資產專案收益型證券，若開放

允許讓國內保險機構亦可進行財務性投資，此對於本國壽險業的龐大資金

去化無異於另闢出投資新商機。 

離岸風電專案在施工期及營運期個別階段專案資金需求殷切，開發

商對於專案開發、營運皆有高度的專案融資需求，惟現行壽險業因保險法

146-3 條 「銀行或主管機關認可之信用保證機構提供保證之放款」之規範，

僅對於施工期間的融資需求可直接放款 ECA 部位或透過銀行中介提供資

金成本相對低的新台幣資金，一旦進入營運期階段則無法適用保證放款。

建議應可評估專案個別階段開發商對於專案營運資金利用狀況，研議得以

放寬保險業在營運期融資之相關限制。對於在專案施工期竣工後，專案興

建風險底定，若 ECA 擔保仍有效的狀況下，研議可放寬讓壽險業資金在

專案步入營運期之後仍可繼續出資投資。 

現階段商業銀行在離岸風電專案授信實務上，專案在興建階段完成

過渡至營運階段過程中所面臨融資問題在於，離岸風場專案計畫在竣工商

轉後，授信銀行端才會完成動產(風機等)設質程序，待設質完成後授信科

目可從無擔保放款轉為擔保放款，但銀行實務做法上仍會把這筆放款額度

掛在無擔保放款科目，一旦改認列視為擔保品放款科目，授信銀行方面則

會產生專案貸後管理行政作業、強制鑑價作業及定期授信報告製作成本。

基本上，商業銀行方面已可提供消費類無擔保放款商品，只需搭配徵提擔

保品，對於未改掛擔保科目的相對會計保守原則，對於銀行專案授信融資

仍為實務上可行的。 

就保險業而言，現行保險業承作放款須確保具有 100%有擔保放款，

保險業承做具出口信貸機構 ECA 或銀行保證的離岸專案貸款(有擔)是可

行的，然對於承作動產擔保的貸款則尚無法被接受，即使風場竣工完工後

風險大幅降低，也會因為擔保品價值不足(採成本法之下)而無法承作。故

針對保險業建議鬆綁擔保品認定原則。對於保險業在規劃離岸風電專案可

行專案融資架構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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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興建期: 由有願意承擔興建期施工風險、具一定信評等級之外商銀行

提供融資保證予本國保險業，直到風場完工完成設質(整個風場的質權

人是全體授信聯貸銀行團及保險公司)，出資銀行保證始得解除。 

(2) 營運期: 在興建期完工後，銀行保證解除，壽險業者將不被允許得以動

產擔保放款科目繼續對該專案進行融資，因為成本法估算出來的擔保

品價值低於專案總融資金額，對授信評估而言，等同是專案授信處於

不足額擔保狀況，解決之道仍是讓成本法下的擔保品價值無法反映實

際價值之問題，須能從放寬認定標準予以著手，讓設備擔保品的價值

估價作業非仍沿用保守成本法認定，而是從擔保品足以產生未來營運

現金流量予以推算出資產的公允價值。待專案興建完成進入營運階段，

在外商銀行保證責任解除後，以採用動產擔保放款形式(風機機組、變

電站等設質抵押給聯貸銀行團)作設質，讓壽險機構仍得以繼續提供融

資額度。 

(二) 整體離岸專案規模擴增 需提前規劃巨災保險及再保險風險評估作業 

    台灣離岸風電計畫的開發上，在先天地理環境上有地震及颱風等顧慮，一旦

極端天災意外產生時，若對離岸專案設備產生巨幅虧損，此則需要特別考量巨災

保險的安排，以規避未來若產生龐大設備財產損失之際，能確保離岸風電專案財

務損失足以在產險公司承保能量範圍之內。巨災保險由於台灣本土保險公司對於

離岸風電專案承保後的自留率不高，多數需透過國際再保市場進行再保作業。供

應鏈廠商保險和開發商可透過國際再保險市場的風險轉嫁分攤機制，經由經驗學

習，將亦可提高本土產險公司巨災保險自留率。建議可採以專案輔導方式及鼓勵

台灣本土保險公司投入巨災保險市場，讓國內專業承做離岸風電專業產險機構協

助國銀更深入瞭解國際再保險市場的運作機制及國際市場的離岸風電專案保險

費率定價機制等相關保險資訊。 

(三) 策略性導入國際私募股權基金以進行專案籌資 

    國際上慣常以透過私募股權基金方式導入國際專業資金以投注於離岸風電

專案開發，檢視現行我國私募股權基金檔數仍相對仍屬市場規模小，建議可研議

進一步放寬申請運用在離岸風電產業發展的保險業得以投資券商私募股權基金

規模，有效導引讓保險業資金可開放投資於私募股權基金，以活絡本國保險業資

金去化渠道。現行金管會針對私募基金及創投基金已經開放部分，在投信方面已

允許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商可以用轉投資子公司的方式來募集私募基金，可投資

運用在公共建設或 5+2 產業上。 



全面建構台灣離岸風電產業競爭力 

106 

 

    以沃旭能源公司的大彰化東南離岸風場 605MW為例，該專案投資總額達 750

億元，在 2020 年 12 月，沃旭能源公司宣布將引入加拿大魁北克退休金管理機構

(CDPQ)、台灣國泰永續私募股權基金共組三方合資營運架構，沃旭能源公司取得

50％股權，外部加拿大退休管理機構、股權基金等投資機構取得另外 50％股權，

承諾將支付風場建造所需支出 50％費用，其中，包括風場發電以及輸配電設施等

資產設備投資，在 2021 年至 2022 年間專案興建期支付。透過國際金融市場中尋

求策略性投資者協議出資模式，開發商引入國際策略性合作夥伴，短期之內可解

決專案籌資問題，未來對開發商在亞太區離岸風場專案開發，預期經由引入多元

化融資管道，一方面可帶動活絡本地綠色金融業務發展，更可進一步協助讓本土

供應鏈廠商短期內迅速獲取專案開發融資資本金。透過策略性結合離岸風電專案

開發業者、本土金融機構與國際股權基金機構策略性結盟，將是大型離岸風電專

案融資的創新融資商業模式。 

(四) 強化出口信貸 ECA 機構的信用保證能量 

放寬外國民營出口信貸機構(ECA)對台灣離岸風電專案保證的成數限制。原

〈銀行法第三十三條之三授權規定事項辦法第二條之解釋令〉，ECA 擔保額度無

須被計入無擔保授信總餘額，僅適用於「外國中央政府所設立信用保證機構」。參

考金管會新放寬措施，在 2019 年 10 月 22 日金管會的解釋令(發文字號：金管銀

法字第 10801347681 號)中指出，國際信用保證機構，只要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公布之官方信用保證機構，其提供之保證或保險之授信業務，都可以承認

其擔保效果，不須計入銀行法第三十三條之三的無擔保授信限額。 

(五) 導入夾層融資機制於離岸風電專案財務架構 

    參考荷蘭 Gemini 離岸風電之案例中，其債務融資安排上，採用次順位債務

融資(夾層融資)架構，此為歐洲離岸風電專案相當成熟的籌融資模式，透過採用

次順位債務融資(夾層融資)機制，專案公司可給與次順位債務融資銀行認股權利，

即財務之股權誘因機制，融資者除可獲取利息收入之外，倘若公司之未來專案公

司股價上漲，其另可獲取潛在資本利得之機會，透過認股誘因機制安排以大幅提

升金融機構出資參與該離岸風電計畫之意願度。 

(六) 成立類主權基金、導引專業退撫基金至離岸風電專案進行策略性投資 

    參考歐洲離岸風場專案在步入營運期後，開發商著眼於開發新專案計畫，財

務性操作需求會有專案股權釋出的舉措，檢視部分歐洲離岸風電案例，其釋出之

股權會由國際大型基礎建設基金、私募基金及退休基金投入資金參與該專案風場

在營運中後期的專案投資。離岸風電專案在躉購電價收購機制下，足以產生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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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專案營運收益。就協助離岸風電產業長期發展，應思考研議成立類主權基金

或引導退撫基金投入離岸風電專案計畫中，尤其在離岸風電專案步入營運期後，

離岸風電專案之穩定固定發電收益對於訴求低風險性投資原則的退休保險管理

機構無疑是妥當且合宜的中長期投資資產標的物。 

(七) 協助解決風機組件供應鏈國產化問題 

    國外開發商 CIP(丹麥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曾指出針對 16 項離岸風機關鍵

零組件中我國廠商國產化自主開發能力僅達到 8 項目，另經濟部工業局於 2021

年 5 月公布的區塊開發國產化政策草案亦指出，本國廠商在執行國產化項目佔總

申設容量比須達 60%，此問題產生的部分因素在於本土供應鏈廠商對於國際市場

技術認證標準欠缺瞭解技術規範內容，甚至部分本土業者曾指出，囿於參與國際

離岸業務經驗匱乏，英文版工程技術文件對本國廠商均可能產生原文技術文件的

轉譯困難。建議可持續委託外國開發商或第三方單位協助國內廠商進行專業技術

輔導，此可參考沃旭能源公司所採委託第三方單位負責協助輔導技術能力較不足

的中小型供應商模式，以協助本國廠商具足夠技術能力以加入國際大廠所主導領

軍的離岸供應鏈體系。此外，可委託國際或國內第三方驗證機構，以通案或專案

方式協助本土供應鏈廠商提升工程技術水準至國際水平，以協助本土廠商有能力

加入國際供應鏈體系，在具備足夠技術能力下，未來實力足以進軍國際市場，著

眼投入於更廣大的國際風能市場開發上。 

    國內供應鏈廠商融資困難問題，有鑑於本國離岸風電供應鏈廠商在離岸風電

專案上，慣常採以由母公司出面另由集團內部另創設新成立特殊目的子公司 SPV

方式，透過母子事業體經由資產隔離，財務/營運分開管理模式之進行，以達整體

事業體的財務風險有效管理。然此模式易產生問題在於多數新設立的子公司在營

運初期，普遍面臨缺乏足以令人信服的財務績效數據，導致多數 SPV 子公司無法

通過金融機構審批核貸門檻。如何協助中小型廠商融資不易的困境，其中，解決

之道之一是在於善用信用保證機制以實質強化中小型企業信用等級不足、融資額

度不足之困境，透過成立信用保證基金專戶或離岸風電國產供應鏈信用擔保基金

或設置專責綠能產業信用保證機制，以協助廠商信用增強，提升廠商拓展資金取

得管道，解決本土廠商融資不易的問題。 

(八) 協助本國供應鏈廠商資金籌措 

    有關如何協助本國供應鏈廠商資金取得部分，歐洲開發商先前表示可引進歐

美行之有年的「見索即付 On-Demand 保證函保險」機制，透過行政命令特許函示

或放寬保險法第 143 條「保險業不得向外借款、為保證人或以其財產提供為他人

債務之擔保」之限制。為協助國內中小型設備零組件廠商資本額小，融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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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經由專案融資保險補強，透過履約保證保險方式，以協助供應鏈廠商可經由履

約保證保險來加以填補設備融資資金缺口。 

    扶植本土供應離岸零組件廠商參與離岸風電產業發展為我國綠能產業政策

發展目標。本國供應鏈廠商在財務管理風險考量下，多數專案公司為能與母公司

財務管理進行有效隔離，大多乃會透過另設立特殊目的事業公司 SPV 模式來進

行事業體之營運/財務管理。由於多數 SPV 公司在營運初期因缺乏財務實績及足

以佐證之良好債信評級，開發商在簽議訂單之際會要求 SPV 專案公司的母公司

須出具母公司背書保證(Parent Company Guarantee)。現行開發商所要求 SPV 公司

開立之見索即付(on-Demand)保證函，受限於台灣既有既存法令制約，目前只有商

業銀行得以開立見索即付保證函，資本金雄厚之保險公司即使有意願承作，但在

既有法規約制下，仍無以承作該項保證業務。開發商為讓供應鏈廠商財務實績得

以確保，會要求供應鏈廠商的母公司提出背書保證，母公司礙於公司章程或是其

他因素若無法提供，則供應鏈廠商將面臨資金困窘之境。另一遵法合規問題在於

現行在臺灣的多數歐洲離岸開發商，在商務合約議訂中會要求合約雙方若需仲裁

時的準據法之適用仲裁所在地在亞洲區域為新加坡，未來產生商務糾紛，若須至

境外尋求商務仲裁解決，此亦導致台灣本土銀行在開立保證函有所顧慮及保守以

對。 

    國內供應鏈廠商之保證函問題若未能得到妥適解決，將直接影響供應鏈廠

商接單能量多寡，一旦供應鏈廠商難以透過商業金融機構取得保證函所需的融

資金額，直接影響廠商接單能力，對於供應鏈產品供應排程亦產生拖累影響。

若要協助供應鏈廠商經由保險公司方面取得保證函所需保證業務，訴諸透過修

改保險法規方式於短期內恐難一蹴可及。建議可採以行政函釋方式放寬本國保

險公司可承做該項保證函業務，此足以協助本土供應鏈廠商資金管道另開闢一

渠道，俾利於協助中小型供應鏈廠商解決資金匱缺的問題。未來我國離岸風電

業者若要向外拓展亞洲離岸風電市場，協助解決本土供應鏈廠商融資不易的問

題更是一項關鍵要務。    

四、 小結 

離岸風電發展過程中，政府與金融機構的角色不可或缺，也有許多需各界共

同努力推動之處，以下就未來政府推動過程需注意及相關建議事項。 

(一) 巨災保險額度：參考德商慕尼黑再保險公司對台灣離岸風電市場報告指出，

未來在 2025 年離岸風場完成後，台灣地理環境特具有的天然颱風及地震危

害問題難以迴避，未來潛在天災對專案產生災損可能損失對保險公司及再保

險公司而言，均是相當大的挑戰。估計至 2025 年整體離岸風電總專案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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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成本約達到 8,250 億元以上，且伴隨第三階段區塊開發陸續展開，整體

離岸風電專案申設容量持續擴增之下，整體產業曝險部位風險大幅提升，屆

時國際產險業所關注的巨災保險問題勢將逐一浮出檯面上，整體風電專案預

估僅可獲得約 30%~50% 保障額度容量，而無法達成全額保障，屆時在裝申

設容量規模已相當大情況下，不易於國際再保市場進行轉嫁而進行風險控管

問題勢將產生，專案管理者實需提前部署，針對專案巨災保險予以規劃因應，

讓專案曝險程度得以有效控管。 

(二) 專案融資人才：為強化國銀金融機構參貸於離岸風電的專案融資比率提升，

除持續導入在國際間大型基礎能源建設計畫中，已行之有年的專案融資架構

內涵，讓更多國銀從業人員能有所深入認知其特質，並讓專案融資模式之精

髓為本國金融業者能加以廣納參採。專案融資與傳統具企業擔保的性質具有

相當程度差異性，綠能產業的收益性評估是否合理及準實，將是專案融資中

財務管理機制的要項，此可從專案計畫的整套盡職調查規劃是否落實，此包

括以下幾大核心項目: (1)工程技術評估作業中的第三方驗證制度安排；(2)法

律評估中針對各項可能違約情況及履約責任評估；(3)財務評估中，預算評估

及運維成本掌控合理性估算；(4)風險管理與保險評估，包括對於最大可能損

失評估(EML Study)的可靠度分析、天災事故累積風險等評估均是要項。 

(三) 強化出口信貸機制(國家融資保證機制)：專案開發商可透過引入國際出口信

貸 ECA 機構所提供機器設備保證機制，透過出口信貸機構所提供的保證機

制，得以協助降低多數國銀機構對離岸風電設備災損的潛在風險疑慮，強化

國銀對離岸風電專案計畫融資參貸之意願。未來可善用由行政院核定設立，

委由中國輸出入銀行負責執行「國家融資保證機制推動方案」，預計該專案

足以提供專案計畫出資額十倍之融資保證能量，有利於協助我國綠能建設專

案之授信能量提升及本土供應鏈廠商解決專案融資能量不足之問題，足以提

升金融機構在進行專案融資案件之信用保障能量。 

(四) 第三階段躉購費率零元情境下的財務風險：在第三階段離岸風電區塊開發計

畫，若一旦產生開發專案最終得標費率價格為躉購費率 FIT 零元的風場開發

專案計畫，遠低於台電躉購費率保證收購價格。在 FIT 為零元之際，相對於

現行具有台電躉購保證收購價制度，融資銀行機構勢必需要對於該專案財務

模型進行重新評估設算，包括專案財務模型中針對整體營運期，借款未償還

期內，償債備付率 DSCR 財務模型條件中因應售電收益用於專案還本付息的

資金與當期應還本付息金額比值的各項參數設算條件改變，對於專案營運收

益流影響程度均需予以重新設算。針對風場專案開發商與企業雙方所簽訂的

企業 PPA 合約，承購方若為多個機構所合組而成，則針對各企業之營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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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企業財務狀況需進行詳實盤查，專案徵授信成本提升勢不可免。未來電

力承購方的企業若出現營運經營不善或無可預期的營運中斷、導致需提前中

斷電力收購契約，PPA 合約無可預期下需提前中止或需另覓買家的轉約狀況

產生之際，對於融資銀行團而言，將對該融資專案產生難以預估的財務性風

險。對簽署企業 PPA 條文若無法明確具體化以確保銀行團債權，銀行機構方

勢必將對專案授信債權審批需施以更嚴格的合約限制條件、採以融資利率提

高、融資年限縮短等方式以為應對均為可能選項之一。 

(五) 協助供應鏈廠商開立見索即付保證保險單業務：為協助本土供應鏈廠商的保

證函融資不易取得問題，建議可採行政命令之特許函示方式，開放允許國內

商業保險機構承做開發見索即付保證保險單業務，再由海外再保公司提供核

保技術，以符合國際開發商的要求，若可有效協助解決本國離岸風電供應鏈

廠商資金保證問題，以符合國際開發商要求，本土廠商承接設備訂單能量則

足以擴增，更可加速完成政府所設定讓本土零組件供應鏈產製逐步朝向國產

在地供貨之目標，未來更有助於台灣本土廠商向外開拓亞洲離岸風電市場。 

最後，本土離岸風電供應鏈廠商在立足台灣之際，若能進一步拓展海外離岸

風電市場，對本土風機零組件廠商而言，無疑另開闢出龐大海外市場商機，然海

外市場開發其中涉及對於各國再生能源政策、各國政黨屬性、各國產業獎(補)助

方案特性之差異化均需進行全盤深入研究，此對於甫初入它國市場的本土開發商

無疑是一項具高度挑戰性工作，海外市場專案開發對於國家主權風險、在地國家

綠能產業發展的詳實市調作業將會是相當吃重工作，否則恐將讓專案暴露在高度

不確定政經風險情境中。最後如何協助本土廠商未來能成功進軍國際離岸風電市

場，以下匯整法國巴黎銀行所針對發展離岸風電專案的國家風險評估報告中，所

列示出之關鍵成功要素為借鏡如下: 

1. 檢視國家是否具有明確再生能源法規制度，囿於各國再生能源產業政策不

一，綠色離岸風電能源政策常因各國政黨更迭而有所調整，國際金融機構

對於各國離岸風電政策框架是否穩定，將是開發專案投資評估關鍵要素。 

2. 檢視國家政治透明度高低，國家對於低碳能源政策的長期發展目標及立場

為何? 政策是否具長期穩健性，為國際金融機構在評估各國再生能源產業

投資評估基礎要項。 

3. 檢視國家能源產經政策是否具遠見，各國在發展離岸風電產業經驗指出，

專案在開發期對風機設備資本性支出龐大，各國是否能有具足夠誘因性的

再生能源產業獎(補)助措施，以協助開發商進行專案開發計畫，此為國際

金融機構對離岸風電專案投資計劃評估之關鍵評估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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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台灣離岸風電產業之競爭力分析與建議 

離岸風電產業對我國而言為新興產業，須仰賴國內外開發商、系統商及國內

供應鏈共同建構離岸風電產業生態系統。台灣到目前為止已累積示範風場經驗，

目前正在開發第二階段潛力風場，從開發商到供應鏈皆累積一些經驗，故本節彙

整與多家開發商、供應鏈業者及政府單位訪談內容，從不同角度分享在台灣投入

離岸風電產業的經驗，了解離岸風電產業目前在台灣發展的各個面向。本章首先

介紹台灣離岸風電開發與產業發展經驗，分別是第一節對於離岸風場開發進行分

析，並介紹離岸風電開發商類型、投資評估要素、投資動機等；第二節就台灣目

前的風場開發經驗進行探討，包括國內外開發商及工業局，相關資訊來自資料蒐

集與訪談；第三節分析供應鏈業者之經驗，相關資訊主要來自與業者的訪談；第

四節探討產業發展之現況與建議，主要係彙整業者對於產業的看法與建議；第五

節為籌組團隊策略之方向建議。 

一、 離岸風場開發 

(一) 開發商類型 

開發商可大致分為三種類型，技術型公司、資金公司與能源公司： 

1. 技術型公司：沃旭能源(Ørsted)為典型代表，其前身為 DONG Energy(丹麥

石油與天然氣公司)，由丹麥政府控股 50%左右的風電能源公司，為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離岸風電開發商。由於自身具備完整的設計、施工管理、採

購、財務、政府關係等能力，技術團隊完整，是典型的技術型公司。沃旭

能源具備技術優勢，在歐洲風場培養了豐富的經驗，全球近 3 成的風機設

置容量是由其主導開發。2016 年於台北設立亞太區總部，並且參與台灣

離岸風電第二期「大彰化離岸風電計畫」。 

2. 投資公司：CIP(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與麥格理資本(Macquarie Group)都

是屬於管理龐大資金的投資公司，並且對於綠色能源發展前景看好。發展

過程中，CIP 也隨著建設越來越多案場之後，培養自己的工程顧問公司

COP (CIP Offshore Partnership)；麥格理資本隨著離岸風電的投入越來越多，

也開始招募工程管理人員，開始建立自己的技術能力。投資公司的優勢在

於管理數額龐大的資金，對於離岸風電動輒數百億的投資，在籌資方面具

有優勢。 

3. 能源公司：WPD、RWE 與 EnBw(安能亞太)等屬於能源公司，對於電廠開

發的經驗豐富，面對能源轉型，早已積極投入歐洲再生能源的開發，近期

將目光移到歐洲以外地區，找尋投資標的，尋求長期穩健的獲利。能源公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C%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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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技術團隊主要是整合專案的各項發包工程，像是併網、土建等。這類

公司國營色彩濃厚，以德國安能公司(EnBw)為例，是德國巴登符騰堡邦的

國營事業，性質屬於綜合電業公司，由邦政府及邦內 7 個縣市政府各持有

47.5%的持股，可被視為德國的公營企業。其規模跟台電差不多，但因德

國電價較高，營收是台電的 1.5 倍。 

(二) 投資評估要素 

1. 風場條件：根據全球風能理事會(GWEC)報告指出，全球至 2020 年離岸風

電累計裝置量為 35 GW，最大市場是歐洲，裝設量為 24 GW，中國大陸

是第二大市場已裝設 10 GW，隨著中國大陸迅速發展離岸風電，台灣、日

本、南韓也開始啟動離岸風電發展，相較於漸趨飽和的歐洲市場，未來亞

太地區將是世界上發展最迅速的離岸風電市場之一。台灣發展離岸風電有

兩個優勢，一是擁有台灣海峽冬季受到東北季風的吹拂，是全球數一數二

的優良風場區域。4C offshore 網站截至 2021 年 9 月統計全球 2,250 個風

場中，每秒風速可達 10 m/s 以上有 169 座，台灣海峽就佔了 57 座，是吸

引眾多國外開發商前來投資的主要原因。 

2. 政府政策支持：政府自 2016 年起推動能源轉型，陸續於 2017 年修訂電業

法，設定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佔比達 20%之目標。2019 年修訂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明確訂定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於 2025 年時將達到 27GW 的

目標。離岸風電第三階段區塊開發也在 2021 年宣布自 2026 至 2035 年將

釋出 15 GW 的容量讓開發商參與競標。此外，總統 2019 年底提出打造

「亞洲綠能發展中心」的策略方向，宣示政府將持續投入國內綠能開發，

並提供金融與研發的支援，讓台灣的綠能產品打進國際綠能供應鏈。以上

持續穩定的政策宣示，讓國外開發商相信台灣發展離岸風電的決心，也為

台灣帶來能源自主及發展離岸風電產業的契機。 

3. 技術能力：國際開發商過去在歐洲已有豐富的風場開發經驗，相對與國內

有意參與的業者，無論是開發商或統包商，都佔有技術上的優勢，尤其是

海事工程、風機、葉片等關鍵零組件與服務，因此技術與成本對國際開發

商來說問題不大，從 2018年潛力風場的競標金額價格可低至每度 2.22元，

顯見離岸風電技術相當成熟，與傳統能源成本差異不大。 

4. 供應鏈本土化：台灣政府從第二階段潛力風場開發就要求開發商要盡量落

實國產化，很顯然在台灣供應商技術尚不成熟、產能經濟規模不足的階段，

開發商需要付出額外成本，協助台灣供應鏈廠商提供符合需求的產品，將

會提高整體開發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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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資動機：  

世界上主要開發商多來自歐洲，歐洲各國在離岸風電的發展歷史也最悠久，

以下以德國及丹麥為例。 

1. 德國 

德國在 90 年代之前以核電與火力為主，自 90 年代起，德國採行廢

核政策，逐步淘汰核能改用再生能源，因此逐步跨入風能、太陽能、生質

能等再生能源，德國能源轉型政策成為安能積極投入綠能開發的驅動力。 

以安能(EnBw)為例，隨著歐洲投資標的逐漸減少，安能自 2016 年起

開始投入台灣市場，選擇台灣主要的理由就是台灣海峽的風場非常好，發

電產能比北海多出 1 倍，以及政府有意願推動離岸風電開發。其次是考慮

政治、法規等因素，因為於台灣的地方政治、社會環境了解不多，採取保

守策略，到了海鼎 Formosa 3 才正式投資，股份佔最少。 

與政治人文同樣重要的是技術面，技術面相對而言，容易掌握，但台

灣對於國產化的規定讓開發商壓力很大。為了能夠提高對台灣供應鏈的掌

握度，安能與其他歐洲開發商一樣都在台灣成立分公司，並派遣品管、結

構設計等人員到下游供應商支援，以技術合作方式協助供應鏈。 

2. 丹麥 

1970 年代因為石油危機，丹麥缺乏資源，面對冬天嚴寒氣候的高度

風險，再加上發生工廠汙染事件，讓丹麥政府決心重視國家能源安全，透

過提高水電價格、再生能源獎勵、增加民眾自建誘因等，逐步提高丹麥的

再生能源比例。丹麥早在 1981 年興建第一座離岸風場，迄今已發展 40 年，

具有完整的產業架構，加上政府提供出口稅務優惠、出口信貸保證，讓丹

麥的離岸風電產業得以向全世界輸出。 

以來自丹麥的 CIP 為例，由五位資深合夥人於 2012 年與丹麥最大

的退休基金之一 PensionDanmark 共同創立，管理資金超過 75 億歐元，

是催生歐洲離岸風電產業化的主要推手。CIP 憑藉丹麥國家資本與技術優

勢，陸續在台灣、美國、越南等地尋求離岸風場的投資標的，相較於一般

能源公司，CIP 這類的投資公司對於風場的競逐更加積極，加上丹麥出口

信貸保證的支持，有利於向銀行與壽險業者募資，讓 CIP 在全球風場的拓

展無往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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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離岸風電開發的商業模式與案例 

(一) 離岸風電開發流程 

離岸風場開發過程可以分為開發前期、籌資階段、建設階段及營運階段： 

1. 初期開發階段：開發商首先需獲得海洋場址的開發權力，需陸續進行場址

調查(site investigation)、環境影響評估(EIA)、工程設計，經過競標獲得風

場開發許可。其中地質調查對於後續施工時程與成本的評估影響重大，尤

其是地質的軟硬將會影響使用的機械與施工時間，也會影響與承包商的合

約。 

2. 籌資階段：風場多以專案融資(project finance)方式取得資金，由開發商以

未來營運期的收入作為擔保，向銀行團借款興建風場。一般來說開發商需

自備 20 至 40%資金，其餘金額向銀行團借貸，同時銀行團會要求開發商

母國出口信貸機構(ECA)，提供出口信貸保證。目前離岸風電開發成本約

在 1.5-2.0 億元/MW，以 500 MW 的風場來估算將介於 750 至 1,000 億元

的規模。風場能否順利開發，資金取得是最為關鍵的步驟。 

3. 建設階段：建設階段可分為海事工程、水下基樁、塔架、風機、海纜、海

上變電站、陸上變電站等重大項目。開發商需發包給各項目的供應商。離

岸風電需在海上保用 20 年，開發商為了滿足對政府及銀行團的承諾，在

選用供應商會採用高標準來檢視，包括工廠環安衛、施工紀錄、產品品質、

國際驗證等都需符合要求，即使成本會因此提高，開發商為了力求減少風

險，也會採用符合規格的產品。建設階段約佔整體經費 9 成，其中 50%為

海事工程、25%為風機、25%為鋼構。 

4. 營運階段：營運階段多由建設階段的團隊留下繼續作運維工作，如

Formosa 1。運維工作包括： 

• 風場監控：風場風速與風機營運等狀態資料接收 

• 海事管理：負責海上人員與交通之協調並掌握人員安全、緊急事故應

變處理和天氣狀況監控，以及規劃已排定工作項目之排程 

• 風機保養維護：目前都是由風機廠商提供長期保固，並由風機廠商派

駐人員在風場，判讀各項數據與巡檢。目前風機供應商由德國西門子

歌美颯(Siemens Gamesa, SGRE)與丹麥 Vestas 寡占全球市場，目前約

分別為 7 成與 3 成。 

(二) 海洋風能 Formosa 1 風場案例 

台灣首座離岸風場是位於苗栗沿海的海洋風能 Formosa 1 風場，位於距離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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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2 至 6 公里的近海，設置 20 座 6 MW、2 座 4 MW 的風機，共 128 MW，興建

經費推估 240 億元。海洋風電第一階段在上緯母公司擔保下，完成融資案；而海

洋風電的第二階段，上緯釋出股份給國外股東麥格理資本和沃旭能源，在丹麥

EKF 出口信貸保證與國內外 11 家銀行支持下，提供 187 億貸款，讓海洋風電成

為亞洲首宗離岸風電專案融資案。隨著國外開發商的加入，也提供海能公司專案

融資、工程設計、供應採購、環安衛、專案品質管理及規劃、施工規劃、運維計

畫等技術與經驗。 

Formosa 1 風場陸續在 2018-2019 年間建置完成，並在 2019 年底正式完工上

線。作為台灣第一座示範風場，大部分零組件主要從國外進口，在台中港組裝後，

由國外施工團隊在苗栗近海施工，陸上變電站由華城電機負責建置，水下基礎工

程及海底電纜工程由比利時商楊德諾(Jan De Nul.)規劃建置，風力機組採用德國

西門子歌美颯(Siemens Gamesa, SGRE)，並簽訂 15 年保固維修合約。施工期間噪

音影響當地居民生活甚大，需持續與苗栗沿海一帶的居民溝通並取得諒解，因此

在當地設置辦公室由專人負責地方民眾溝通，是風場能夠順利施工的關鍵。 

目前風場已進入運維階段，風場運維工作由海洋風能公司與西門子公司共同

執行，海洋風能公司負責船舶調度、數據監測、環安衛管理等；西門子公司負責

出海維護風機、建立數據資料庫等。Formosa 1 風場運維所需人員不多，但需要具

備海事相關經驗，對於重要零組件維修、數據判讀等，目前仍需依賴國外技師經

驗傳承，未來隨著風場數量的增加，本土人才需求量也會越來越大。 

(三) 彰芳西島風場案例 

CIP 在 2018 年潛力風場遴選獲配彰芳一期、二期及西島風場，核配容量共

計 600 MW，位於彰化外海，距離岸邊 9-15 公里，採用 62 座 9.5 MW 三菱維特

斯風機，水下基礎採用接地式套筒基礎(jacket pile)。經濟部為了供應鏈國產化的

目標，潛力風場的遴選納入國產化的條件，透過政府強力的要求，讓開發商一同

協助國內業者提升技術，也因此 2018 年離岸風電躉購價格達到每度 5.8498 元，

相較於未肩負國產化任務的競標風場僅 2.5 元，高出許多。預計在 2023 年完成所

有的風機建置與併聯發電。 

CIP 積極投入供應鏈國產化，包括水下基礎由世紀風電、俊鼎分別供應 69

及 117 支，全數由國內廠商供應；陸上變電站由東元供應；運維中心由世曦工程

與彰化在地營造商建置。 

除了本土化程度高之外，本土銀行及壽險業參與專案融資比例高也是該開

發案特色。彰芳西島風場總融資金額達 900 億元，由本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擔任

財務顧問及主辦行，6 家本土銀行參貸率超過 30%，而台灣人壽與全球人壽也成

為壽險業直接投資風場成為股東的亞洲首例，投資佔股 12.5%。資金能夠順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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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仰賴主權出口信貸機構(ECA)的保證，本案獲得日本、韓國、英國、丹麥、挪

威與荷蘭六個國家的 ECA，保證成數達 70%，藉此優厚穩健的融資條件，吸引眾

多國內外金融機構的參與，其中日本與韓國是首次參與的亞太離岸風電專案融資

案。 

CIP 在彰芳西島的開發案例，增加國內金融業與保險業參與離岸風電專案

融資的經驗，藉由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有助於增加銀行與保險業的經驗與信

心，後續仍有高達數兆元開發規模的第三階段區塊開發，甚至亞太地區風場的開

發機會。本案提供數百億元的訂單給本土廠商，也確實為本土廠商帶來技術提升

的機會，為國產化帶來正面的效應。 

(四) 政府推動離岸風電國產化的方式與經驗 

隨著經濟部於 2021 年召開的兩場第三階段區塊開發說明會，延續第二階段

潛力場址階段的國產化政策已成定案，2022 年第三季會啟動第三階段區塊開發廠

址競標，開發商除了競爭價格之外，也要承諾落實國產化，才有機會標下 2026 年

起釋出的風場。 

透過與政府主管單位的訪談，可以知道離岸風電國產化政策推動時程雖然相

當迅速，但也力求周延，自 2018 年起即召開 70 幾場的說明會與國內業者溝通，

針對第三階段區塊開發，2020 年起也開了 80 幾場說明會，對於國內業者參與離

岸風電開發的意願與能力掌握得相當全面。對於第三階段開發，相關的加分項目

主要是參考個別項目的產值、就業人數、技術本土化難易度等，並設定不同權重。

例如：風機發電機為關鍵技術，但國內自主發展難度高，因此給予 6 分的加分；

而海事工程產值高、就業人數高，因此總分佔 44 分。從各種精細、繁複的評比方

式可知，工業局非常努力來催生離岸風電本土產業鏈。 

從目前的國產化程度，可以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1. 已有相關經驗的業者 

台灣在重電發電機、變電站、風機輪轂等相關零組件與材料其實都有相

關經驗，代表性廠商為華城、永冠，在國內外都已有相關實績；葉片方面，天

力在台中港已租用 21 公頃土地建廠，且具有相關的陸域風機技術實力。這類

具有技術與經驗的業者，已經熟知上游系統商與開發商的要求，也具備如期

交貨的能力，只要在廠房用地與興建上，政府提供適當協助，其餘較不需要擔

心。 

2. 有意願發展但需要協助的業者 

國內在水下基礎投入的業者甚多，像是世紀鋼、興達海基、俊鼎等，目

前遭遇到的問題是與外國開發商的文化差異、環安衛標準、品管等仍需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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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合。譬如套管式(Jacket)水下基礎的組裝過程中，需要大量的高階技術焊接

人才，國內仍需培養，目前做法以外國人才為主。根據多方了解，國外開發

商為了讓國內供應商技術盡快跟上，甚至聘請國外顧問駐廠協助。 

3. 國內缺乏相關技術由國外廠商直接來台設廠或與國內廠商合資 

雖然國外廠商直接來台設廠，對於本土技術提升的幫助最有限，但仍可

促進就業，未來也可作為亞太營運中心的供應鏈一環，從產業階段性發展而

言，也可算是國產化。 

西門子於台中港投資的機艙組裝廠已在 2021 年 9 月正式啟用，成為台

中港離岸風電國產化專區首家進駐投產的業者，也是西門子在歐洲以外的首

座組裝場，除了供應沃旭大彰化東南及西南風場需求，也將會以台灣為基地，

成為亞太區風電出口中心。 

工業局也表示，離岸風電產業與其他產業的不同是利用國內的內需市場，

以高費率吸引開發商投資，利用國產化的要求，協助發展國內離岸風電產業

與培育人才，與其他產業發展透過研發補助、稅務減免等循序漸進的方式有

很大的差異。未來在產業扶植上會著重在： 

• 人才培訓：如高級焊工等 

• 技術輔導團：如技術管理、環安衛管理、專案管理等 

• 外勞引進協助：如提高外勞聘用比例上限等 

• 國家融資保證機制 (由國發會主政) 

• 擴大台中港離岸風電工業專區，或開闢適切臨港專區 

三、 本土離岸風電供應商發展經驗 

部分本土供應鏈廠商雖然有意願投入離岸風電產業，但前期投資龐大且未能

確保訂單，導致投資意願低落；又有部分廠商響應政府號召投入國產化行列，但

面臨開發商與系統商各式品管、環安衛等要求，需要經過磨合適應國際化的商業

來往模式。以下藉由上緯同時兼具材料供應商及開發商的角色，分享其跨入離岸

風電供應鏈的經驗，以及世紀鋼轉型水下基樁供應商的經驗。 

(一) 上緯切入離岸風電供應鏈的經驗 

上緯的風力葉片材料已打入國際兩大風機系統商供應鏈，成為西門子歌美颯

(Siemens Gamesa)的離岸風電葉片樹脂供應商；亦供應 Vestas 拉擠碳板、樹脂、

膠黏劑等葉片材料，並用於風電葉片大樑的拉擠碳板。上緯控投早在 2006 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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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國大陸承接第一個風機葉片樹酯的案子，為了順利將樹酯材料賣進西門子、

GE 等大廠，第一個產品被客戶接受前，需經過層層驗證，取得客戶信任。以下有

幾個重點分享： 

1. 風險觀念：雖然葉片樹酯只是整座風機的一小部分，但為了賣產品，不僅

是系統商，身為葉片材料供應商也要了解風場開發商的想法，特別是客戶

使用所提供材料所承擔的風險。雖然一片葉片成本約 2,000 萬，但開發商

須確保各項產品的可靠度，並承擔一座風機建造成本 10-20 億的風險。因

此，上緯對於自家產品所需使用的每個材料也都下功夫去了解供應商的品

質，也對於每個製程步驟去投保。 

2. 取得各式國際認證(certification)：取得認證對於打進系統廠的供應鏈是基

本門檻，當時為了進入 GE 供應鏈，在還沒有獲得訂單時，兩個產品就花

了 6,000 萬去國外實驗室進行認證測試。 

3. 找大廠合作結盟：當時努力與台塑、長春及歐洲石化大廠簽訂不具法律效

力的 MOU，在獲得石化大廠的支持下，能夠強化系統商與開發商對上緯

產品的信心。 

4. 產品競爭力：產品要有好的性價比，需要有一定的經濟規模，當時在中國

大陸投資設廠，規劃設廠之供應量具經濟規模，也找了國內石化大廠供貨，

後來才越來越有競爭力。 

從上緯的案例可以了解，離岸風電產品具有一定門檻，透過產品驗證、實績

來證明產品的可靠度是開發商與系統商最為重視的，而對於供應商來說，展望全

球市場讓產品生產具有經濟規模，才有辦法面對全球化競爭。 

(二) 世紀鋼轉型投入生產離岸風電水下基樁的發展經驗 

世紀集團原本是從事鋼構建設的公司，但隨著大型公共工程逐漸減少，市場

競爭日益激烈，不得不探詢轉型的契機與機會。隨著政府在 2012 年推出離岸風

電示範獎勵計畫，考量水下基礎製造符合本業專長，加上離岸風電在歐洲已長年

發展，投入風險相對較小，世紀集團遂於當時決定投入離岸風電的相關工作，並

開始著手進行水下基礎生產基地的規劃工作。2016 年起，政府推廣再生能源發展

目標越來越明確，加上國際離岸風電領導廠商紛紛來台參與投資開發風場，離岸

風電發展已為前景看好的新興綠能產業。加上全球供應鏈綠電需求大增，碳關稅

議題亦漸漸浮上世界貿易談判的檯面，亞太地區的日本、韓國、越南以及美國均

紛紛推出宏大的離岸風電設置目標與時程，離岸風電發展的速度與力道將越來越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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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期投資階段 

世紀集團早在 2017 年即已決定在台北港設置水下基礎製造基地，但

當時尚未有開發業者獲得風場開發權，亦沒有現在政府公告的長期區塊開

發規畫，美國韓國日本也尚未公告擴大規模的離岸風電建置計畫，雖然再

生能源的發展方向明確，但當時市場前景較不明朗。 

世紀集團在台北港的投資由當初的 40 億元增加為現今的 70 億元，

原因在於對於供應鏈重要性認知不足，生產能量也不足，是當初沒預想到

的，為了培養供應鏈也必須新增 20 億的供應鏈投資。 

2. 技術合作與挑戰 

世紀集團在投入之初即多次拜訪歐洲領導廠商討論合作，並決定與

丹麥 Bladt Industries 成立合資公司引進技術建立產業能量，以符合歐洲規

範。剛開始的挑戰是員工對環安衛意識的提升，以及品質文件的遵行，這

對習於追求生產速度及成果的台灣鋼構產業員工確實是個挑戰，但藉由第

一案承攬相對較簡單的基樁(pin pile)製造，將兩個不同思維逐步磨合。 

台灣離岸風電產業目前以歐洲規格為大宗，相關製造廠商的生產作

業須符合歐洲生產標準，風場開發商才會下訂單。惟台灣廠商在投標初期

大多沒有歐規認證，因此往往無法獲得風場開發商青睞。由於有多次造訪

歐洲經驗，世紀集團在取得風場開發商訂單前，即已著手準備以取得多項

符合歐洲認可的生產作業認證，其中包含環安衛及銲接及檢驗品質的相關

證書。通常時間約需一年之久，設備廠房及人員也必須作必要的修改及提

升，這也是一般中小型企業對投入離岸風電產業卻步的主因。 

3. 台灣水下基礎產業發展現況 

水下基樁(pin pile)的製造相對於套管式基礎較為簡單，只要有適合的

生產設備及廠房規劃，加上遵循作業程序書作好生產品質掌控，一般不會

有太大的問題，預估日後所有水下基樁台灣都應能自給自足。 

套管式(jacket)的水下基樁目前台灣正於學習曲線階段，尚有許多銲

接及組裝的技術須克服，更重要的是要能夠建立供應鏈，提升連續組裝生

產的產能，並將成本優化，方能與國際競爭達到最佳商業利益。Jacket 的

製造成本中材料費用約占不到兩成，其餘多為人力成本及廠房設備攤提，

故加工成本非常高，換言之，只要能確保銲接組裝品質及效率，獲利就會

相對提升。 

水下基礎的銲接方式與傳統鋼構的銲接方式不同，世紀集團為此成

立銲接學校，聘請歐洲銲接教練，對外招募銲接新手，也重新培訓傳統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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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銲接技師。另外，水下基礎亦須銲接檢驗技師及測量人員協助檢驗銲

接品質及確保組裝精度。目前台灣面臨銲接人才不足的困境，需引進大量

外籍技師。為應付將來大量在地銲接技師、檢驗技師及測量人員的需求，

政府應積極向下扎根，輔導技職學校開設相關學程，以銜接人力市場不足。 

4. 海外市場展望 

為開拓海外市場、除須完善規劃碼頭廠房設施以因應逐漸大型化的發

展趨勢外，人才的長期培育以及建立健全的供應鏈廠商，是必須儘早準備

的課題。同時建議政府也須引導本土的風場開發商進軍國際，方能帶動本

土供應鏈國際化。 

四、 產業發展之現況與建議 

分析台灣發展離岸風電產業，將透過四個階段的生命週期來分別探討台灣在

各方面的優勢與劣勢，並提出相關分析與建議。相關分析如下： 

• 第一階段：開發及申設階段 

離岸風場之開發及申設階段中，開發商要先做風場的調研工作，才能

夠決定他的 IRR，評估要不要投資，相關調研工作包括風場調查與環境影

響評估、風場規劃與設計評估、施工運維規劃、風險評估與管理等37。場

址調查資料也會影響下包商對於施工時程與成本的估算，像是土質太硬或

太軟，打樁的規畫時程也會不同，若是有因為時程延誤造成成本變化，也

才能據此釐清責任。 

目前台灣在海床、天氣相關調研已具備相關能力，但船隻能否因應未

來大量的需求須加以盤點。雖然場址調查技術門檻不高，成本也較低。 

財務能力評估將是是否決定投資的關鍵因素，依據調研結果分析出來

的財務模型至關重要。 

• 第二階段：設計及施工階段 

離岸風場設計及施工階段，包括風場設計、海事工程施工船機與安裝

技術、施工風險評估與管理等。以目前普遍離岸風電開發來說，開發商會

主導設計與施工的分包與管理，尤其基本設計仍屬開發商之 knowhow，而

對於海事工程施工、風機系統、水下基礎等，可能會分包給各部分的 tier 

                                                      
37 依據 2021 年 7 月 23 日頒布之離岸風力發電區塊開發場址規劃申請作業要點，申請人就單一

規劃場址向經濟部申請區塊開發場址規劃案，應簡述申請案背景資料，包括簡要說明整體風場

規劃與投資架構，以及風場位置圖及其邊界範圍、風力機組佈設等資料。其中環境資料為離岸

風場規劃設計之重要影響因子，包括漂砂、海床深度、海床地質等地形地質資料之完整調查及

試驗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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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應鏈業者。離岸風電開發商對於衛安環管理(HSE management)的要求

甚高，主要是希望避免各式風險產生，因此會提供下包商(contractor)HSE 

guideline，讓他們充分準備，大幅降低風險。國內業者無論規模大小，在

面臨開發對於施工品質的嚴格要求下，皆需投入額外成本與時間來學習成

長，以符合開發商的要求。同時，因為開發商已承諾協助國產化，開發商

也會盡力協助供應商符合規範與提升技術能力，甚至支出額外成本。 

• 第三階段：供應鏈國產化 

離岸風電供應鏈可分為水下基礎、海事工程、電力設備、風機零組件

等四部分，我國自第二階段潛力場址開始規劃產業關聯發展項目，要求開

發商需落實國產化項目。離岸風電產業國產化現況，對於離岸風電供應鏈

的發展，台灣在各領域有不同的優劣勢，相關分析詳見第二章，可以看出

過去在陸域風電領域已有基礎的風機零組件、變電站業者，切入離岸風電

供應鏈會較為順利，除了已有技術能力之外，對於如何應對系統商及開發

商在管理層面的要求也較有經驗。然而，對於水下基礎業者來說，除了需

要提升焊接技術之外，還要適應開發商對於環安衛、合約管理等要求，已

逐漸獲得國際開發商的認同。展望未來，海上變電站及浮式水上基礎是政

府與業者可以提前布局的項目，透過技術研發與示範計畫，逐步建立相關

技術能力。海事工程對於運維來說是必要發展項目，可以看到各式船隻隨

著需求都已開始投資建造，隨著案場規模增加，海事工程的能量也能獲得

充分提升。 

• 第四階段：營運及維護(O&M) 

離岸風場營運及維護，包括風場營運管理、機組與設備監測、檢修與

運轉操作等。運作良好之離岸風場可提高營運效率、年限，並大幅降低營

運成本，但相較陸域風場其所需之監測設備與系統、人力支援技術與檢修

時間成本，以及相關不確定性因素亦陡然驟增。一般認為離岸風場完工後，

將有長達 20 年以上的運維服務商機，而我國首座離岸風場營運至今不到

2 年，一切尚在摸索學習階段，未來除了透過氣象局與能源局所推動建置

離岸風機施工決策系統與船舶派遣追蹤系統，以有效管理運維船隻並掌握

動向之外，仍須持續導入相關技術，穩定我國綠電供應。 

相關建議如下： 

(一) 發展海事工程能量 

離岸風場整體作業大抵皆於海上進行，不僅須配合海象，且為施工方便作業

與未來長期使用需求，建立自主海事工程施工船機有其必要性，但目前國內既有

船舶尚無法滿足工程需求，在本土運輸安裝船未建造完成前，僅能尋求向國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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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購買或租賃，不僅成本高且受制於人。因此，基於我國離岸風電長遠發展規劃，

建議國內廠商非但需擁有建置離岸風電重要資產的船舶，亦應具備製造相關工作

船之能力，以及安全操作觀念與技術。此外，根據經濟部報告（2014），海事工程

及運維成本合計約占風電服務業38成本的 60%，故在全球風電產業從陸域逐漸朝

向淺水區、深水區、外海區發展下，結合海象、地質等系統性資料庫，確實深化

海事工程技術與設備，以降低海上作業不確定性與風險性，預期將可提高整體效

率。 

目前離岸風電海事工程有幾點需加以克服： 

1. 欠缺船員：國內缺乏海上施工的船員，需要從國外引進，再加上疫情隔離，

情況更嚴重； 

2. 船舶維修：運維船舶雖然沒有像施工船那麼大，但目前臺灣能使用的船塢

有限，像是台船的床塢本身已經很滿了，到時候維修可能要開到新加坡去。

離岸風電船舶主要會在台中港，但台中本身沒有相關的維修產業，維修要

從高雄調技師上來。維修產業鏈的建立，也是要去思考的。 

3. 發展海事工程 EPC：若是做 EPC 等於跟這些國外廠商是競爭關係，就考

慮到競爭力夠不夠，包括員工數量、財務能力、全球運維能力等。而若是

只當下包商，就會是單純的合作關係。對於 EPC 商來說，臺灣冬天這四、

五個月海氣象條件差，這段期間要如何營運，而國外海工公司可以將船調

度到其他區域去工作；此外，國際海工公司本業都不是做離岸風電，他們

本業都是做疏濬，像是巴拿馬運河這種工程，利潤也比離岸風電高。我們

應該來思考如何運用我們的優勢來跟他們合作。 

(二) 發展 EPCI 統包商 

過去國內發展石化、電力等經驗，國內廠商一開始也是只能做下包商，先作

細部設計及施工，有經驗之後漸漸走向開發商的 EPC 大統包廠商，透過 joint 

venture 的方式合作，共負盈虧，讓國內廠商在過程中可以學習到上游核心技術能

力。台灣目前離岸風電市場具有一定規模，有利於發展離岸風電產業。經過相關

的研究與討論，大家需要理解，離岸風電產業不是只有製造業，還有很多工作是

服務業，除了發展供應鏈業者(製造業)，更為關鍵核心的前端與基本設計與全案

整合管理能力(服務業)，國內仍待發展的相關能力包括專案管理、專案設計、國

際採購、專案建造、界面管理、工安、合約、財務、風險管理等。如果能夠參考

過去國內發展石化、電力等大型工程案的經驗，培養離岸風電 EPCI 統包商將是

政府可以參考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可在設計階段納入後續運維(O&M)相關考量，

                                                      
38 風電服務業包括風場調查及評估規劃、風力機設備維護、風場營造(海事工程：基礎施工、設

備安裝、機電施作)、船隊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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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支持供應鏈業者持續投入離岸風電產業。相關建議如下： 

將本土 EPC 大統包納入區塊開發評分項目：在臺灣這個自由市場，應可容許開

發商自由去選擇發包模式，比如說多重項目的分包，還有部分 EPC 的大統包，或

者是全案的大統包，這都可以給大家自由去做。但是政府可以站在建立國家級產

業能耐跟競爭力的基礎上，給這個評分，高評分的就是優先，這樣我們至少能夠

在這麼多的案場中，有兩、三個案場可以用全案的 EPC 統包，讓目前已有的幾家

業者可以藉此取得經驗，培養競爭力，否則難以建立核心競爭力。 

(三) 發展 O&M 本土化 

根據 Wood Mackenzie(2021)分析指出，離岸風電運維 2030 年前可達到每年

120 億美元的規模；國內市場根據金屬中心的估算，可達到 300 億元新台幣的規

模，因此發展離岸風電運維產業，不僅是維繫國內再生能源供電穩定，也是本土

產業能夠掌握的長期商機，建議應作為接下來政府重點發展方向。相關建議如下： 

1. 籌組運維公司：離岸風電的運維涉及範圍很廣，從離岸風機、水下結構、

海事工程、運維船隻等都有關聯，籌組並整合本土運維團隊有其必要性。

運維公司的籌組，初期可能需要借助歐洲的運維公司，一方面要掌握成本，

另一方面要讓開發商相信你有能力，籌組起來以後就要持續投入人才培育。 

2. 發展運維科技：運維發展將來將透過新科技來持續降的成本，無人機遠距

觀測、AI 分析與大數據分析、AR 智慧眼鏡遠距協作、VR 虛擬實境教育

訓練等，將是未來離岸風電運維的發展趨勢。台灣在科技方面具有良好基

礎，未來相關發展應有其優勢。 

3. 區塊開發增加本土化運維的評分：建議工業局區塊開發在評分時，O&M

本土化要納入，提供本土團隊進入運維市場的機會，才能逐步建立競爭力。 

(四) 協助本土供應鏈業者 

經過與經濟部與所屬主管單位工業局及能源局這幾年的積極擘畫與戮力從

公，加上民間的努力，催生離岸風電本土產業鏈工作，目前已有成效。不論是促

進已有相關經驗的本土業者於國內的大額投資，或協助相關業者轉型投入，甚至

引領外國業者在台設立製造中心等，都獲致一定的成果。 

工業局也表示，未來在產業扶植上會著重在： 

• 人才培訓：如高級焊工等 

• 技術輔導團：如技術管理、環安衛管理、專案管理等 

• 外勞引進協助：如提高外勞聘用比例上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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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融資保證機制 (由國發會主政) 

• 擴大台中港離岸風電工業專區，或開闢適切臨港專區 

為了因應全球未來離岸風電的發展，與可能帶來的挑戰，本研究在對業界的

訪談及業界座談中，除了了解到業者對政府的努力予以肯定外，也進一步收集到

大家對政府的一些期望，期待政府未來協助產業發展之處，歸納幾點建議如下： 

1. 需考量亞太區域發展趨勢：台灣供應鏈發展對於歐洲供應商來說具有距

離優勢，對於亞洲各國來說具有先行者優勢，應好好把握現有優勢，並

持續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鄰近國家已陸續投入開發離岸風電，也會希

望能發展自己的供應鏈，但各國擅長項目不同，也不可能每個國家都

100%自主供應，因此為避免過度競爭，將來供應鏈發展要像歐洲一樣，

以區域發展的思維來思考如何與日本、韓國、越南等國互利共生，商討

建立合作生產的模式，像是浮式風機的分工，將會是值得探討的方向。 

2. 融資需求：離岸風電產業投資規模大，依照業者提供資訊，與銀行融資

沒有實質上的優惠，為鼓勵發展離岸風電產業，建議政府多想想能不能

提供財稅優惠或獎勵，幫忙解決供應鏈廠商資金的問題。 

3. 土地需求：業者反映現在的產業專區土地可能會不夠，現在風機規模越

來越大，像是葉片、風機、水下基礎所需生產與擺放空間越來越大，以

天力生產葉片為例，目前生產的葉片是 85 公尺長，第三階段風場使用的

風機葉片長度是 115 公尺，勢必需要更大的土地來設廠，港區土地需求

政府應進一步有效的去做溝通協調，規劃等。 

(五) 提升管理能力 

多位業者提到在投入發展離岸風電的過程中，對於國外開發商高標準的管理

方式產生許多不適應，而經過長時間的配合後，也開始認同國外開發商的要求。

政府一開始推動綠能轉型又兼顧到產業發展，政府設定方向很正確，國產化其實

很大部分是屬於商業上的部分，整條路走來就不是很容易。臺灣大部分是傳統製

造業的形態，但是離岸風電很大部分是屬於服務業，比如說工程也是服務業，還

有很多商業部分都是，對傳統廠商來說是有一些門檻跟困難。以下幾點是台灣廠

商需要加強的部分： 

1. 商務談判能力：過去我們傳統廠商比較缺少跟國際做商務合作談判的能力，

談判的邏輯、價值觀會差很多，還包括語言部分； 

2. 法規和契約：東方社會比較講口頭誠信，所以大家對於規範沒有看這麼清

楚，但是國外開發商都是依據合約行事，只要簽訂合約，不管合不合理，

都要照合約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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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險評估能力：開發商跟你談合約其實不是先跟你談價錢，而是先談風險，

外國人認為沒有把風險講清楚，並白紙黑字寫下來，就先談價格其實沒有

太大意義，包括你的交期如果 delay 的話，有沒有替代方案？這些都是要

考慮進去。台灣廠商在風險評估跟管理比較欠缺。 

4. 衛安環管理標準建立：國外開發商對於衛安環管理(HSE management)要求

很高，且不能逾越紅線，主要目的是將風險控管至最低。台灣業者若有意

進入離岸風電產業需認知 HSE 管理的重要性，並加以落實。 

5. 跨域合作：廠商過去在本業就有相關的專業能力，會比較有可能成功。 

(六) 強化人才培育 

雖然如同第二章所述，政府及學校都有許多課程、證照、產學合作等機制來

培養相關人才，但實際上可以看到目前在開發商、EPC 業者、海事工程及水下基

礎的業者，從歐洲招募許多人才來台工作，而且比例相當高，成本也很高。人才

不足是離岸風電產業的主要問題，從上游到下游的業者都十分缺乏。各本土業者

非常期望能夠招募願意學習的本土員工，透過 learning from doing 的方式，讓技

術能夠落地生根。 

依據工業局調查有關離岸風電製造業（風力發電機組、水下基礎、陸上電力

設施、船舶製造）及離岸風電服務業（海事工程及其他）所需人才進行之統計與

評估（2020），受訪對象包括國內 15 家風力發電機組零組件廠商、21 家水下基礎

廠商、3 家陸上電力設施、2 家船舶製造者，以及宏華營造、港務港勤與中興工程

等 3 家離岸風電服務業，其中約 57%廠商反映人才供給不足，意謂離岸風力發電

產業人才缺口相對明顯；2021～2023 年專業人才每年平均新增需求為 293～360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12.7～14.6%，為重點產業中較高者，

因此面臨潛在人才缺口（表 6-1）。 

表 6- 1 離岸風電產業專業人才需求之量化推估 

新增需求 

景氣情勢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樂觀 660 29.2% 210 8.5% 210 7.8% 

持平 600 27.3% 190 7.9% 190 7.4% 

保守 540 25.2% 170 7.4% 170 6.8% 

註：1.持平景氣情勢下之新增需求係依據服務案件量推估法計算；樂觀=持平推估人數*1.1；保

守=持平推估人數*0.9。 

2.最後需求推估數字以四捨五入至十位數呈現。 

3.占比係指新增需求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例。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20)，「離岸風力發電產業 2021-2023 專業人才需求推估調查」。 

業者在訪談及座談時，提及一些實際遭遇的問題，建議政府可以協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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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強學術界研究能量：風電行業的技術要在臺灣真正被落地發展，需要有

一批學校老師，透過與業界合作計畫來建立研究能力，但目前業者找不太

到教授可以合作，比如風場設計分析。此外，前端的學術研究能量不太夠，

人才培育也會有問題。 

2. 工匠人才培養：供應鏈業者十分缺乏焊接、檢驗、品管等人才，這些人才

難以透過短期產學合作來養成，需要透過技職教育長期培養，加上現場實

務經驗才能夠養成。技職學校如能配合離岸風電產業發展，配合培育相關

人才，相信會供不應求。 

3. 綠領人才培育：離岸風電產業很大一部分是服務業，包括專案管理、專案

設計、國際採購、專案建造、界面管理、工安、合約、財務、風險管理等，

開發商及統包商對此求才若渴，供應鏈也有相關需求，目前主要是透過開

發商及統包商與各大專院校產學合作的方式進行。建議政府應更加著重人

力缺口之培訓及現場施工勞安法規規範制定，改善產業環境同時亦加強人

力資源之補足。 

(七) 放寬融資環境 

離岸風場開發投資規模龐大，所需資金恐非國內單一投資者或金融機構所能

一肩扛起，加上在開發初期、投標前即必須先投入風場探勘環評費用約 8～9 千

萬，但最終可能無法取得標案，高風險融資案亦導致國內金融機構卻步。在目前

能源局已規劃第三階段區塊開發選商機制草案中，依容量分配原則，單一風場與

相同開發商申請裝置容量上限為 500 MW，預估參與投標的總投資額達 900 億元，

部分國外開發商背後有其國家主權基金作為後盾，然而我國業者必須自行籌資，

進入門檻高。此外，在現今我國融資環境中，銀行針對離岸風電之專案融資仍以

擔保品方式為主，對於離岸風場專案融資態度相對國外保守，加大業者風險與負

擔，尚待建立相關風險認知機制與評估技術等；而在國內離岸風場專案融資規模

小、參與者甚寡，粥少僧多疑慮下，亦可能使未來取得融資難度提升、金額有限，

不利於我國投資開發商進入市場。營造友善金融環境可提升國內廠商投入離岸風

電市場意願與素質，不管是擔綱開發投資者或設備供應商等角色，透過風險分攤，

有助於總體經濟之良性循環。 

五、 籌組團隊策略之方向建議 

面對當前淨零排放議題，推動身為國際重要電子科技供應鏈之我國廠商綠電

需求，亦成為我國發展離岸風電之優勢與機會，國內離岸風電市場前景看好，再

加上全球陸域風電技術成熟與市場飽和程度，離岸風電已成為各國能源轉型重要

發展方向。在政府主導、建立產業之初衷下，提升國產化之比例，確實打造了產

業供應鏈，未來進一步研擬相關策略與操作模式實有其必要。然而，綜觀現今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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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風電市場運作，各投資開發商大多已培養專業團隊與長期合作供應鏈，我國廠

商在技術不足劣勢下，即使有國產化要求支撐，仍難以隻身力量獲得關鍵技術學

習機會；另一方面，在我國融資環境條件未改善前，以投資開發商身分投入離岸

風電市場的資金門檻過高，因此，透過籌組 EPCI（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 Install）統包團隊之策略方式，協助開發商達成國產化相關規定，

帶領我國廠商從合作中學習，以突破目前發展限制，應為可行方向。 

除此之外，考量離岸風場完工後將有長達 20 年之運維服務商機，而我國離

岸風電發展剛起步，目前規劃直至 2035 年前皆有新增裝置容量、離岸風場完工

併聯計畫，可預見國內風場運維作業有其商機、發展可期，建立營運與維護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M）團隊亦為我國業者可切入角色之一。 

以下將基於前述分析，以團隊合作做為我國離岸風電產發展方針，據此連結

國內外市場動向，具體提出建構我國離岸風電產業競爭力之策略方向建議。 

(一)深根產業：培養本土開發商，確實擴大在地供應鏈 

現今離岸風場開發案中，開發商握有主導權，相較風機系統商、工程服務顧

問等其他離岸風電產業參與者更具備談判條件，因此，培養本土開發商應為左右

我國離岸風電產業建構與否之關鍵性策略。依據 2018 年行政院會報告「離岸風

電推動進度」指出，在國內已有台電、中鋼、亞泥、力麗 4 家廠商投入之下，預

計於 2025 年即有能力整廠輸出，至國外成為開發商，此意即在政府規劃下，開發

商將是我國發展離岸風電產業鏈重要可切入點。 

依據 IHS（2021）分析，2020 年全球排名前 25 名風電開發商總計開發裝置

容量達 328GW，約為全球陸域與離岸風電市占率的 45%，其中中國開發商開發

容量占比超過 1/2。另按此 25 家頂級開發商對外公開之計畫，預計陸域與離岸風

電開發占比各為 50%，其中有 17 家開發商手中兼具陸域與離岸之開發投資組合，

顯示離岸風電產業茁壯態勢鮮明，而離岸風電開發之佼佼者依序為沃旭、SSE 

Renewables、ENGIE 與中國廣核集團（CGN）。檢視這 25 家開發商之營業類別，

有 18 家經營多元化公用事業，6 家為單純再生能源開發商，僅有 1 家為再生設備

製造商所屬開發部門。另以公民營型態來看此 25 家開發商，中國所屬之 10 家開

發商均為國營公司，主要開發市場為國內與亞太地區，近期有逐漸擴散至歐洲、

北美與拉丁美洲區域申請小型開發案之趨勢；與之相反，北美 4 家開發商均為民

營企業；隸屬於歐洲之 11 家開發商中，EDF Renewables、Enel、沃旭與 Vattenfall

等 4 家為部分或完全國營化，其餘 7 家則為民營公司（圖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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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HS Markit (2021), 2020’s Top Wind Developers are Targeting Significant Wind Capacity 

Development, Eyeing an Equal Split Between Onshore and Offshore Projects. 

圖 6- 1 全球前 25 家風電開發商 

Windpower Intelligence（2019）則在中國離岸風電市場尚未大規模開發前，單

就離岸風電產業分析，全球排名前 5 大開發商依序為丹麥沃旭、瑞典 Vattenfall、

西班牙 Iberdrola、德國 Innogy 與挪威 Equinor。以沃旭為例，其透過分離化石燃

料發電業務，專注於綠色能源，尤以離岸風電為最，而在取得離岸風場開發資格

後、於最終投資出售 50%股權之方式，改變其公用事業經營型態，並拓展企業版

圖，轉往歐洲其他國家、美國與台灣等市場大量投入離岸風電產業後，持續規劃

進入波蘭、印度、日本與韓國等市場。 

實際上國際開發商並非僅有沃旭係採取出售股權的方式，大部分申請案的開

發商多依循此種營運模式，透過出售營運項目之股權以回收資本，接續開發更多

風場。因此，除了以風場開發申請者角色進入離岸風電市場外，亦得以在開發商

取得開發資格後，以投資者角色收購其股權，而取得離岸風電開發經驗。根據 Wind 

Europe（2019）統計，2018 年歐洲離岸風電市場中，按投資者類型劃分之收購活

動，股權組合有 1/3 來自金融投資者、2/3 為電力生產者，而這些收購交易活動大

多數於施工前完成，此亦為開發案籌資最關鍵階段。 

歐洲不僅為離岸風電市場起源地，至今累積裝置容量仍為全球第一，進一步

檢視 2020 年歐洲離岸風場所有權類型，以當年度新增裝置容量（併網容量）觀

之，前五大所有者依序為電力業者沃旭（26%）、金融投資者 Partners Group（11%）、

電力業者 Iberdrola Renovables（10%）、獨立開發商 Parkwind（5%）、油氣業者 Shell

（5%），合計其新增容量占 2020 年歐洲新增裝置容量近 60%，其他新增離岸風場

所有者尚包括海事承包商等。若以 2020 年歐洲離岸風電累積裝置容量之所有權

來看，前五大業者中除麥格里為金融投資者外，其餘均屬電力業者（圖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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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nd Europe (2021), Offshore Wind in Europe: Key Trends and Statistics 2020. 

圖 6- 2 2020 年歐洲離岸風場所有權分布 

目前我國已投入或曾以開發商角色進入離岸風電市場者，包括上緯、台電、

中鋼與永傳能源，未來可參考國際經驗，持續尋求電力業者、金融投資者、油氣

業者與承包商等潛力參與者，開發投資離岸風場，以確實培養我國團隊，打造本

土產業供應鏈。 

(二)突破限制：籌組離岸風電 EPCI 統包團隊，創造學習機會 

另一方面，透過籌組 EPCI 統包團隊，以較低規模的資金門檻進入離岸風電

產業，促使我國廠商從設計建造，乃至於風場完工後之營運維修皆能有所涉入，

觸及風機系統、水下基礎、海事工程、電力設備等不同領域範疇，從中完整學習

以建構我國離岸風電產業鏈，亦為可操作模式之一。 

依據我國「政府採購法」第 24 條規定，統包指將工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與

施工、供應、安裝或一定期間之維修等併於同一採購契約辦理招標。又按「統包

實施辦法」第 3 條規定，機關以統包辦理工程採購招標，其併於同一採購契約辦

理招標之範圍含細部設計及施工，並得包含基本設計、測試、訓練、一定期間之

維修或營運等事項。簡而言之，統包意指業主提供工程之基本規劃條件及說明，

而將工程設計及施工或安裝等工作經由一次發包交由單一廠商統籌負責辦理。 

對於業主而言，辦理傳統分標作業與統包作業相比，前者流程與時間較長，

需歷經規劃評估、設計廠商招標、設計階段、施工廠商招標、施工階段，最後到

完工等各階段之線性作業模式；後者則透過統包廠商招標作業，以重疊、彈性調

整作業方式，相對可縮短工期及管控經費預算。不僅如此，同時可提升採購之效

率、採購品質及工程專案管理，與提升工程之整體效益工程，且變更作業較為單

純快速，另若採聯合承攬亦可降低業主採購風險。 

另基於海事工程運作核心為船舶，考量後續施工階段、運維作業與國內潛在

新增裝置容量(MW) 
累積裝置容量(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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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為落實本土發展，應針對相關船隻之自購進行評估（如自升平台船、SOV

船、CTV 船等）。透過 EPCI 模式或許可帶動我國能源相關產業發展，我國廠商除

了以既有豐富工程領域經驗承攬電廠擴、改建或更新案，以及天然氣接收站、煉

油與石化統包工程以外，面臨相對新興之離岸風電等再生能源發電工程總承包計

畫，建議初期可先與國外具有 EPCI 統包實績之廠商以共同承攬方式合作投資。

由於 EPC 統包商完整參與工程計畫之設計與施工，我國廠商可藉此觀摩充實不

足之能力，以模仿學習入門，吸收相關知識，間接培育人才，逐漸取得總工程核

心專業技術，累積經驗並拓展合作關係，進一步反饋厚實我國相關產業。 

有鑑於目前我國離岸風電國產化與在地化策略所面臨之多重挑戰，或許以

EPCI 模式投入離岸風電產業，可能成為解決目前我國離岸風電產業技術與人才

匱乏問題選項之一，可望加速我國離岸風電供應鏈國產化。開創我國能源產業向

外發展同時，以此相輔相成厚植我國發展再生能源之能量。 

(三)長遠可期：建立離岸風電 O&M 團隊，強化我國綠電供應結構 

1991 年全球首座商業運轉之丹麥離岸風場 Vindeby 於 2016 年除役，風機運

作時間長達 25 年。而現今 EPCI 廠商一條龍服務多延伸至完工後的 O&M 項目

範圍，在國際上亦常見 EPC 合約與 O&M 合約綑綁委由同一家廠商執行，稱為

DBO（Design-Build-Operate，設計-興建-營運）統包。2008 年 FIDIC 頒定 DBO

契約範本（金皮書），即將設計規劃、施工安裝、長期（約 20 年）營運與維護整

合於單一 DBO 統包契約，於招標案中要求廠商承擔長期正常營運與維修保養及

更新義務之責任，使其於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更有誘因於考慮施工之便利性與

經濟性外，進一步將未來營運階段納入整體考量。期能改善 D&B 所存在之問題，

用以避免廠商於完成契約規定、經濟考量至上前提下，而捨棄以全生命週期成本

觀點做整體最佳化之規劃。 

於我國統包實施辦法第 3 條亦有相關規定，政府機關以採購統包辦理招標，

其併於同一採購契約辦理招標之範圍如下，工程採購含細部設計及施工，並得包

含基本設計、測試、訓練、一定期間之維修或營運等事項；財物含細部設計、供

應及安裝，並得包含基本設計、測試、訓練、一定期間之維修或營運等事項。因

此，在 2020 年台電二期所開出之標案全名為「台電離岸風電二期計畫風場財務

採購帶安裝案」，此即包含統包工程與運維合約。依據 TA 台灣建築雜誌（2009

年）指出，國內營建統包工程始於 1973 年十大建設中高雄造船廠的 100 萬噸船

塢，係由日本鹿島公司承攬，其後相關統包工程包括高雄過港隧道、木柵捷運線

機電工程、台鐵三義隧道等。 

國內離岸風場運維作業市場可期，考量政府已規劃至 2035 年前釋出累積裝

置容量超過 20 GW，再加上企業自主參與加速能源轉型，帶動綠電需求，支撐

離岸風電擴大發展。事實上，為響應巴黎協定並於 2050 年達到碳中和，目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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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亦不乏由企業巨擘與投資人所主導之能源轉型，例如參與 RE10039與氣候行

動 100+（Climate Action 100+）40等組織之企業，必須承諾於 2050 年前 100% 

使用再生能源，或採取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並加強與氣候相關之財務揭露等行動，

包括蘋果（Apple）、Google、微軟（Microsoft）、台積電（TSMC）等國際科技大

廠紛紛加入，帶動企業與其供應鏈使用再生能源、認購綠電。而我國再生能源憑

證亦受到再生能源倡議組織 RE100 以及 CDP 評比41等國際認證，根據 RE100 台

灣綠電市場報告（2020），我國計有 6 家廠商加入，至 2019 年底共有 85 家 RE100

會員於台灣設有營運據點，均為我國潛在綠電需求。該報告進一步推估若 RE100

會員及其相關台灣供應鏈實現於 2030 年達到 100%使用再生能源之承諾，則目

前國內再生能源發電量無法滿足其用電需求；另外估計約有 38%的 RE100 會員

需仰賴台灣綠電供給以實現全球綠電 100%目標，顯示發展綠電產業之重要性。

整理有關台灣企業參與國際能源轉型倡議組織資料請見表 6-2。 

表 6- 2 台灣企業參與國際能源轉型倡議組織 

國際組織 成立背景 目標訴求 
響應 

會員數 

台灣 

參與家數 1 

百分之百再生

能 源 倡 議 

RE100 

英 國 氣 候 組 織 (The 

Climate Group, TCG)

與 CDP 於 2014 年成

立 

企業加入成為會員必須公開承諾

於 2020～2050 年達成 100%使用

綠電之保證，並逐年提出規畫 

300+ 6 

能源生產力倡

議 EP100 

TCG 與節約能源聯盟

(The Alliance to Save 

Energy)於 2016年合作

發起 

加入企業必須至少從以下 3 個承

諾目標中擇一依循： 

(1)25 年內能源生產力提升 100% 

(2)10 年內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EnMS)  

(3)2030 年前使用、擁有或開發淨

零排碳建築 (Net Zero Carbon 

Buildings, NZCB)  

128 2 

電 動 車 倡 議 

EV100 

TCG 於 2017 年提出 加入成員需簽署以下 4 項承諾並

於 2030 年達成： 

(1)企業自有或租賃車隊的電動化 

(2)計程車／租車／共乘服務合約

電動化 

(3)興建電動基礎建設並鼓勵員工

109 1 

                                                      
39 RE100 截至 2021 年 4 月中旬會員數已達 300 家企業，參與企業除科技巨擎(Apple、Google、Facebook、

Dell)、金融業(高盛、瑞士信貸)、食品飲料、服裝流行業、美妝保養產業等，透過綠電投資自發自用、

購買再生能源憑證(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s, RECs)、簽訂綠電購售合約等方式，達成綠電使用目標。

詳見表 9。 
40 氣候行動 100+由投資人主導，為期 5 年的計畫，推動清潔能源轉型，名單包括我國台塑石化、鴻海與

中鋼公司。詳見表 9。 
41 碳揭露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自 2013 年更名為 CDP，為致力於推動企業與政府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保護水資源與保護森林的國際非營利組織。其自 2003 年發起氣候變遷專案(Climate Change 

Program)，每年邀請數千家企業揭露其碳管理相關的數據、風險及機會 ，各企業內部所採用碳定價方

法大致可分為碳費、影子碳價、隱含碳價與混和碳定價等 4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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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 成立背景 目標訴求 
響應 

會員數 

台灣 

參與家數 1 

使用 

(4)興建電動基礎建設並鼓勵客戶

使用 

氣候相關財務

揭露工作小組  

(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隸屬於 G20 下的金融

穩定委員會(FSB)，於

2015 年成立 

建立一套具一致性的自願性氣候

相關財務資訊揭露建議與標準，

協助投資者與決策者瞭解不同產

業重大風險，準確評估氣候相關

之風險與機會 

1,500+ 51 

科學基礎減量

目 標 倡 議

(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 

CDP、聯合國全球盟約

(UN Global Compact)、

世 界 資 源 研 究 所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及世界自然

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於 2015 年共同

提出 

根據 IPCC AR5 的情境模擬目標 2

為基礎，計算至本世紀末前的剩

餘 CO2 排放額度、各部門的額度

分配，提出 3 種減碳目標設立方

法，企業提交目標後須通過 SBTi

團隊審核 

1,494 18 家企業

提交承諾

計畫書，

其中 7 家

通過審核 

氣 候 行 動

100+(Climate 

Action 100+) 

亞洲投資人氣候變遷

聯盟(AIGCC)、全球投

資人氣候變遷聯盟

(GIC)及聯合國責任投

資原則(PRI)5 個投資

單位組織於 2017 年共

同發起，目前由 545 名

投資者組成 

將全球經濟前 100 大的溫室氣體

(GHG)排放者與相關公司列為焦

點名單，由投資人與名單中的公

司進行議合，呼籲各企業改善氣

候變遷治理、遏制 GHG 排放並加

強與氣候相關的財務揭露，以實

現巴黎協定控制升溫在 2℃之目

標 

167 3 

氣 候 宣 言 

(The Climate 

Pledge) 

亞 馬 遜 與 Global 

Optimism 於 2019年聯

合創立 

參與簽署之企業承諾於 2040年達

到淨零碳排 

108 0 

註：1.僅指台灣企業，不包含國際企業於台灣所設立分公司或營業據點。 
2.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之第 5 次評
估報告(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AR5)的模擬情境，即全球升溫幅度控制於工業革命前的 2℃
內，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必須控制在「RCP2.6」的情境(RCPs 為代表濃度途徑 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意味每平方公尺的輻射強迫力在 1750～2100 年增加了 2.6 瓦，屬於暖
化減緩情境)。 

3.資料統計至 2021.06.09。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2020 年 7 月初台積電在成為 RE100 成員前，即於因應蘋果綠電供應鏈與國

內環評承諾等因素考量下，與離岸風電大廠沃旭簽署為期 20 年固定價格契約，

承購沃旭大彰化西南第 2 階段及大彰化西北離岸風場 920MW 所有發電量，預

計將採再生能源轉供模式進行，係全球再生能源業至今簽署最大的企業購售電

契約（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PPA）。無論是由政府政策或商業行為所主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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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轉型，為展現企業社會責任，避免失去國際競爭條件並因應供應鏈重組之挑

戰，企業參與能源轉型勢在必行，而透過離岸風電政策帶動我國能源轉型，滿足

再生能源之使用需求並提供產業轉型之契機，已非單為能源議題，更甚者將是影

響總體經濟發展之國家重大議題，可望成為帶領我國企業永續經營之堅定力量。 

對於甫涉入離岸風電產業統包領域之森威能源即明確表示，未來除了執行

與台電二期運維合約，亦將積極投入運維市場。此有助於其因應海事工程施工階

段所採購之大型自升平台船等設備與人力資源投入，能發揮其最大效益，延續工

作時間並擴大服務對象，同時可拓展我國離岸風電產業本土化範疇，並在未來確

保我國擁有自我運維離岸風場能力，以免國外廠商在風場建置完成後撤出我國

市場，衍生導致風機運作出現問題時卻求助無門。 

目前我國離岸風場開發商多與風機廠商簽署 O&M 合約，如 Formosa1、海

龍等。實務上，EPC 廠商通常具備 O&M 專業，提供類似售後保固服務，包括我

國的中鼎、投入太陽能光電投資開發之聚恆科技、力暘能源等廠商，而單純提供

海上風電業務 O&M 服務的廠商亦有台灣海上風電場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TOWSC）。據此，建議我國透過籌組 EPC 與 O&M 團隊之模式建立離岸風電

產業鏈，並於前期先網羅國外專業人才、與國際廠商合作，藉此機會學習。  

(四)拓展版圖：以 EPC 與 O&M 團隊向外合作輸出，累積開發能量 

美國能源部所屬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辦公室發布「Offshore Wind Market 

Report: 2021 Edition」報告（2021）指出，2020 年全球離岸風電累積裝置容量已

達 32.9 GW，由英國以超過 10 GW 規模拔得頭籌；另當年度全球新增裝置容量

5.5 GW，以中國的 2.174 GW 與荷蘭的 1.503 GW 名列前茅。從建置中風場容置

容量 23.415 GW 來看，排名第一的中國約 16.591 GW，遠超過第二英國的 3.689 

GW，與居於第三我國的 1.127 GW，接下來依序為丹麥、越南、法國與荷蘭。預

估 2026 年全球離岸風電累積裝置容量將達 145.46 GW，較 2020 年成長 342%。 

無論是在 4C Offshore 或 BNEF（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的預測中，

2030 年全球累積裝置容量將突破 200 GW。推估 2022～2030 年主要離岸風電開

發市場將集中於中國、英國、美國、德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因此，在以籌組

開發投資、EPC 或 O&M 團隊為主要發展策略模式下，即使於學習階段亦不應

拘泥於國內市場，如有參與國外市場之合作機會亦不失為一種契機；無論是由內

扎根向外拓展，或由國外反饋國內實力之累積方式，皆為厚植我國發展離岸風電

產業之能量，藉以提升我國能源產業競爭力，加速我國能源轉型政策之推動。 

未來在我國廠商技術發展成熟、可獨當一面，融資環境亦有所改善之下，以

投資開發商角色，借鏡日本能源外交向外輸出離岸風電開發團隊亦可能為另一

種可操作策略模式。日本長期以來將能源外交視為推動能源基本計畫、能源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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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之重要政策措施之一環，規劃透過資源外交的綜合性、多角化經營，包括資

源供應國和資源需求國，強化資源採購環境和合作支援的基礎，以確保國內資源

之穩定供應。根據日本所發布之電力產業海外發展戰略，日本於發電事業、燃氣

發電、燃煤發電、地熱、輸配電事業具有國際競爭力，為海外重點投資領域，期

透過新商業模式之差異化，強化成本競爭力，以及加強與目標國家間關係。日本

有效利用私人資金、管理技能和技術能力，來建設、維護和運營公共設施之新方

法，在政府有限之人力與財力下，引導民間資金參與公共建設與公共設施之營運

管理維護，可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提昇公共建設品質，提高公共資源使用效率，

促進國家經濟及產業發展；對廠商而言，可進行多角化經營，提升企業形象，降

低營運成本；對民眾而言，可提早享受公共建設服務，提升生活品質，創造就業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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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專題報告前半部分(第一至三章)首先就國際市場發展趨勢、國內政策沿革

與發展現況等背景進行回顧，並對目前國際與國內需要發展的項目進行探討，

包括風場運維、人才培育及浮式風機等。報告後半部分(第四至六章)研究團隊透

過過去經驗、專家訪談、座談會等形式收集彙整資料後，經過研析討論，提出

發展離岸風電工程建置之策略、台灣離岸風電專案融資與發展建議，及台灣離

岸風電產業競爭力之分析與建議。綜結歸納如下： 

一、 亞太地區市場蓄勢待發，有助台灣發展亞洲離岸風電供應中心 

亞太地區是目前離岸風電成長最快速的區域，除了中國以外，台灣、越

南、日本、南韓、印度、澳洲與菲律賓等國有著近 100 GW 的潛力市場。台

灣海峽具備良好風場條件，加上政府綠能政策堅定，吸引眾多國際開發商前

來投資。台灣若能把握先行者優勢，可輸出各種服務與產品，藉由亞太市場

來增加經濟規模，成為亞洲離岸風電供應中心。 

二、 政府堅定推動綠能政策，增加國內外廠商的投資意願 

政府從 2016 年至今逐步落實離岸風電相關規劃與政策，顯示推動綠能的

決心，目前所規劃的開發量應具有經濟規模(預計於 2025 年完成 5.7 GW，2026

至 2035 年設置 15 GW)。在政策的支持下，各國開發商踴躍前來參與我國離

岸風場的開發計畫，為我國綠能產業發展注入新的能量。政府利用發展離岸

風電契機，同時推動產業鏈國產化，鼓勵國內業者轉型加入離岸風電產業，

一方面開創新的產業發展，另一方面確保國內未來在工程建置與運維階段有

足夠的本土能量。台灣也歡迎國外廠商前來設廠，利用台灣目前的市場作為

基礎，並展望亞太風能發展趨勢，作為亞太地區供應鏈中心。 

三、 本土供應鏈發展迅速，仍需持續增加投資與發展下階段技術 

國內離岸風電供應鏈發展時間僅短短 5-10 年，不過自第二階段潛力場址

開發，開始規劃產業關聯發展項目，要求開發商需落實國產化產業項目，相

關供應鏈發展迅速。台灣在各領域有不同的優劣勢，過去在陸域風電領域已

有基礎的風機零組件、變電站業者，切入離岸風電供應鏈較無障礙，除了已

有技術能力之外，對於如何應對系統商及開發商在管理層面的要求也較有經

驗。對於水下基礎業者來說，除了需要提升焊接技術外，還要適應開發商對

於環安衛、合約管理等要求，在積極改善後已逐漸獲得開發商的認同。海事

工程對於興建與運維來說是非常正要，但也是台灣相當缺乏的部分，各式船



全面建構台灣離岸風電產業競爭力 

136 

 

隻與船員幾乎都來自國外，隨著案場規模逐漸擴大，各式本土船隻也陸續開

始投資建造，海事工程的能量在未來 5 年內應可獲得充分提升。展望未來，

海上變電站及浮式水上基礎是政府與業者可以提前布局的項目，透過技術研

發與示範計畫，逐步建立相關技術能力。 

四、 發展本土運維能量、海事工程、人才培育及浮式風機發展，政府需提前盡速

布局 

風場運維、人才培育及浮式風機等三個項目將是台灣發展離岸風電產業的關

鍵項目。未來超過 20 GW 的裝置規模下，本土運維產業勢必需逐步累積經驗、培

育人才、投資相關運維設備與船舶等，建立本土運維能量，確保供電穩定。台灣

不僅缺乏海事、技術相關人才，在各式規劃設計等服務人才亦相當缺乏，目前政

府與學校應與業者積極配合，培養所需人才。浮式風機應用於 50 m 水深以上之

海域，在風場向外設置的情況下，相關技術如浮式載台、繫纜與錨碇等，政

府應提前規劃相關示範計畫，為第三階段開發預作準備。  

相關建議彙整於第六章(發展本土運維能量、海事工程及人才培育)，以

及第三章(浮式風機發展)並摘錄彙整如下：  

(一) 發展本土風場運維能量：(1) 籌組運維公司；(2) 發展運維科技；(3) 區塊

開發增加本土化運維的評分。 

(二) 發展海事工程能量：(1)人才培育；(2) 船泊維修；(3) 發展海事工程 EPC。 

(三) 人才培育：(1) 加強學術界研究能量；(2) 工匠人才培養；(3) 綠領人才培育。 

(四) 浮式風機：應及早推動浮動式離岸風機先導或示範計畫，針對我國有能力

發展之浮式載台、繫纜與錨碇等，由設計、製造、安裝、認證等結合產官

學研力量，建立我國完整供應鏈能力，而港口陸上大型吊車、港口重載碼

頭等基礎建設，也應及早規畫建置，為 2026 年以後第三階段區況開發所

需技術預作準備。 

五、 協助本土供應鏈業者解決土地、融資等問題，並思考國際分工 

離岸風電國產化政策推動相當迅速，雖已相當周全，但業者對於未來發展仍

需政府提供援助。相關論述與建議詳述於第六章，摘錄如下： 

(一) 融資需求：離岸風電產業投資規模大，依照業者提供資訊，與銀行融資

較缺實質上的優惠，為鼓勵發展離岸風電產業，建議政府提供財稅優惠

或獎勵，幫忙解決供應鏈廠商資金的問題。 

(二) 土地需求：風機規模越來越大，像是葉片、風機、水下基礎等零組件所

需土地也越多，業者對於港區土地需求，政府應進一步有效的去做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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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規劃等。 

(三) 需考量亞太區域發展趨勢：鄰近國家已陸續投入開發離岸風電開發，但

各國擅長項目不同，應思考如何避免過度競爭，以區域發展的思維來思

考如何與日本、韓國、越南等國互利共生，商討建立合作生產的模式。 

六、 透過發展本土大統包商，掌握全產業技術與管理能力，帶動產業鏈走入國際 

目前政府發展離岸風電國產化的努力已具相當成效，但較著重製造生產方面。

若要進一步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仍需進一步發展全產業技術與管理的能力。目

前在全產業技術與管理的能力方面，仍缺前端評估(包含風險)及基本設計、全案

專案管理及營運維修技術與管理的掌握，需鼓勵國內大型 EPC 統包商的積極參

與和發展才能竟其功。相關論述及建議詳述於第四章，相關建議摘錄如下： 

(一) 建議政府在評選開發商時，可容許開發商自由選擇發包的模式(多重項目

分包、部分 EPCI 大統包或全案 EPCI 大統包)，政府則站在建立國家產

業競爭力的基礎上進行評分，朝向全案 EPCI 大統包，取得發展前端評

估及基本設計、全案專案管理及營運維修技術與管理能力的機會，進而

完成離岸風電全面國產化的最後拼圖。 

(二) 建議政府亦應修法寬鬆國內公股銀行對離岸風電項目融資的限制條件與

範圍，包含納入開發商導入全案 EPCI 大統包的優勢，即能間接透過開

發商借貸促使國內大型 EPC 統包商得以從前端設計即全面參與，並帶動

其它國內外銀行跟進擴大市場融資規模，此將有利本土開發商的存續與

運營。 

七、 離岸風電業者需要政府提供更完善的融資政策與配套 

離岸風電發展過程中，政府與金融機構的角色不可或缺。然而，離岸風電開發

所需金額龐大，需有更完整的金融政策才能有效協助業者發展離岸風電產業。本

研究於第五章提出詳細論述與建議，詳見第五章。相關建議摘要彙整如下： 

(一) 強化出口信貸機制(國家融資保證機制) 

(二) 協助供應鏈廠商開立見索即付保證保險單業務 

(三) 培養專案融資人才 

提出兩點政府部門需注意事項： 

(一) 未來台灣海峽風場巨災保險額度不足 

(二) 第三階段風場開發，躉購費率零元情境下的財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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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國家、領土、城市或區域的法律地位及其地位的權威性，以及國與國之間邊界和臨

界的界定。此外，文中觀點與所提及的貿易名稱或商業程序，並不代表財團法人中技

社的觀點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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