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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已成目前國際共識，各國提出之主張包括 2050 年實

現淨零排放、協助貧弱國家與支援發展中國家能源轉型、確立碳市場交易規則及

其他減排措施等，希望能將全球暖化控制在增溫 1.5 ℃內。國際能源總署 IEA 預

估 2050 年時全球將有 70%電力來自光電與風電兩類主要再生能源；國發會 111

年 3 月 30 日公布之台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規劃，2030 年風電與光電合計裝置容

量 51.6 GW，2050 年更將增為 80-135 GW，占整體能源之 60-70%；台灣 2030 年

公務車及公車將全數電動化、2040 年將禁售燃油機車及燃油汽車。諸多因應措施

將導致能源轉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生活轉型，均與大眾息息相關。 

隨著光電與風電裝置容量的持續攀升，電力系統慣量因之大幅降低，主要綠

電的間歇性發電對電網穩定性之衝擊日益顯著，使台灣電力系統面臨供電安全、

品質與可靠度風險。近年來 513、517、303 等全台大停電事件接續發生，已然凸

顯台灣急需強化電網韌性，以解燃眉之急。預期未來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及電力

需求量將持續大幅度增加，電力安全與能源安全之重要性與日俱增，凡此種種均

需依賴智慧電網方可解決當前及 21 世紀中葉的電網問題。加上，台灣自有能源

匱乏，能源安全度脆弱，面對 2050 淨零排放，臺灣須挑戰風險以創造機會，方能

化危機為轉機，創造環保、永續、安全、健康、富足的未來。 

本社自 2012 年起持續關注電力議題，從電業自由化、最適能源配比、再生能

源管理，一直到 2019 年探討鋰電池儲能之產業機會，主要係鑑於電力議題於能

源轉型過程居關鍵地位。本報告接續探討穩定台灣電網之最適策略，藉由蒐集國

內外最新相關資訊與文獻、廣納國內電力與能源專家及學者意見之方式進行整

理、彙編。前四章分別論述臺灣電力供應現況與未來、臺灣光電與風電之發展及

挑戰、儲能裝置需求與穩定供電、高可靠度與韌性電網建置，均為我國當前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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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最為關鍵的議題，提供各界參考。第五章則歸納結論並針對電網面、法制面、

策略面三大面向提出具體建言，俾供全國各界同心協力達成能源轉型，邁向 2050

淨零排放目標。 

本專題報告特別感謝兩位召集人黃炳照教授、陳在相教授及特聘專家工研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王漢英所長、張簡樂仁副所長、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盧

展南講座教授、大同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陳斌魁榮譽教授、銘傳大學風險管理與保

險學系謝佩穎兼任助理教授，以及工研院綠能所團隊對本議題的支持與協助，同

時，對於出席各場座談會共同討論，提供寶貴實務經驗與建言的專家們，包括台

電綜合研究所鍾年勉所長、王金墩研究員、吳成有主任、台電配電處饒祐禎副處

長、洪通澤副處長、吳緯峻課長、台電調度處鄭金龍前處長、周芳正處長、台電

業務處陳建嘉組長、台電風控中心易序權主任及其團隊、原能會核研所詹益光組

長及團隊成員吳泰宏副研究員、黃佳慧副工程師等，以及工研院綠能所劉子衙總

監與梁佩芳組長、材化所孫建中經理、台灣經濟研究院陳彥豪所長、盧思穎主任、

台灣綜合研究院賴靜仙副所長、環保署空保處蔡孟裕處長、台北市政府公運處張

元榜科長、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周桂田主任、成大電機系楊宏澤特聘教

授、中山大學/義守大學電機系陳朝順講座教授、中正大學電機系吳元康教授、明

志科大智慧載具研發中心鄭榮和主任、大都會客運張震寰副理、Gogoro Network

李世亮資深經理、林竺筠專案經理、裕電能源王柏棠協理、鼎漢國際工程陳柏君

協理、晨晞能源施恩總經理、台達電能源系統解決方案事業處艾祖華資深處長等

學者先進，謹此致上敬意與萬分感謝。 

 

財團法人中技社董事長 

潘文炎 

202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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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問題及目標 

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已成目前國際共識，提出之主張包括 2050 年實現淨

零排放、協助貧弱國家與支援發展中國家能源轉型、確立碳市場交易規則及其他

減排措施等，希望能將全球暖化控制在增溫 1.5 ℃內。鑑於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

及電力需求量將因此大幅度增加；電力系統慣量因之大幅降低；太陽光電及風力

發電均具間歇特性；電網韌性已成大眾焦點；電力安全與能源安全之重要性與日

俱增等，凡此種種均需依賴智慧電網方可解決當前及 21 世紀中葉的電網問題。

加上，台灣自有能源匱乏，能源安全度脆弱，面對 2050 淨零排放，臺灣須挑戰風

險以創造機會，方能化危機為轉機，創造環保、永續、安全、健康、富足的未來。 

二、研究範圍及內容 

本報告蒐集國內外最新相關資訊與文獻，廣納國內電力與能源專家及學者意

見，於前四章分別論述臺灣電力供應現況與未來、臺灣光電與風電之發展及挑戰、

儲能裝置需求與穩定供電、高可靠度與韌性電網建置，均為我國當前電力供應最

為關鍵的議題，提供各界參考，第五章則歸納結論及提出建言，俾供全國各界同

心協力達成能源轉型，邁向 2050 淨零排放目標。 

三、研究結論 

本報告歸納結論如下: 

(一)  碳中和共識促使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及電力需量大增 

碳中和已成國際共識，主要體現在 NZE by 2050、RE100、EV100、EP100、

CBAM 等國際性倡議上；主要目標為積極將全球暖化增溫控制在 1.5 ℃內。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的主要方法在(1)需求端：儘可能「讓一切電氣化」；(2)供給端：

再生能源與低碳發電，加上(3)環境端的碳捕捉、利用、移除與封存的負碳技術，

以及(4)法規與財務金融的推動及導引。依 IEA 預估為達 2050 淨零排放目標，其

中 70%電力生產來自風力與太陽光電。再生能源發電的逐年快速成長，將導致電

力系統慣量隨之大幅降低，造成系統穩定性隱憂，需要其他替代設施或機制予以

補救。 

(二)  電力與能源安全即國家安全 

我國絕大部分能源仰賴進口，未來再生能源發電量的高占比將可扭轉此一劣

勢，對我國能源安全、經濟安全、國家安全均具明顯助益。然而更加依賴電力對

整體能源安全而言是一把雙刃劍。在「利」方面：對能源進口國來講，更加自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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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足，因為電力供應依賴在地能源(風力+太陽光電)的份額要比其他燃料高出很

多；在「弊」方面：任何電力系統的供電中斷都將產生較以往更大的影響。電力

系統的穩定與安全影響國家經濟發展、社會民生、國防安全至鉅，故可謂電力與

能源安全即國家安全，面對 2050 淨零排放，臺灣須挑戰風險以創造機會。 

(三)  智慧電網可解決當前及 21 世紀中葉的電網問題 

因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均具間歇特性，且裝置容量快速成長，日落時整體太

陽光電發電量快速下降，晚上則無發電；而風力發電之尖峰發電時間常與負載尖

峰不同，造成調度上的困難，加上因應 2050 年淨零排放，原非以電力驅動的設備

或裝置也將逐步轉為使用電力，因電氣化時間不一，故將有甚長一段時間處於不

確定及動態變化的情境，電網的數位化、智慧化成為必要，方能為彈性因應。 

電網智慧化將易於使用各種燃料源與規模之發電設備發電，兼容各種各樣、

大大小小的發電與儲能設備、電動車輛等，並協同運作；強化電網韌性與可靠度，

包括抵抗外部攻擊(例如：劇烈天候、人為攻擊)的韌性；提升再生能源發電滲透

率、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等，符合環保、綠色、永續要求。 

四、改善對策及建言 

到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的道路上有多個里程碑，若任何部門滯後，都可能

無法在其他部門獲得彌補，故要面面俱到，不可偏廢。以下建議事項分電網面、

法制面、策略面三大面向，以條列附加說明方式提出，俾利參酌： 

(一) 電網面 

1. 建構友善的再生能源發展環境 

因既有電網在規劃設計上並未考量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併網運轉需求，故以

訂定併網技術規範的方式，來限制其併網量、併網地點及要求裝設保護與控制設

備，並規定其功能、規格等，以確保電網的安全、品質與穩定，屬於「消極限制」

作為，惟為實現 2050 淨零排放，大力推展再生能源發電勢在必行，是須以「積極

開放」來取代「消極限制」的作為。簡言之，就是要建構友善的再生能源發電發

展環境，除電網的有效、適時、適地改良外，尚應在法規上檢討有無不當限制之

情形，儘早解決饋線容量不足等問題，俾利快速提高再生能源發電的滲透率。 

2. 加速智慧電網布建 

智慧電網在實現 2050 淨零排放上具關鍵地位，也是強化電網韌性最經濟、

有效的措施，其涉及之設備、系統、方法、技術、服務多元且複雜，應由政府主

導推動，方有成事之可冀，也才能及早發揮智慧電網的廣大功能與效益。配套措

施，包括：加速智慧電表基礎建設、儲能資源的規劃與佈建、輸配電基礎設施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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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及升級、電網中關鍵節點與線路應朝地下化發展、能源資源的量化與滾動檢討

修正、政府應主導及擔任驅動者角色、所有成本與效益應儘可能價值化、需量反

應擴大實施，以獲取經驗與實績，持續確保執行效益。 

3. 電動車輛電池的巨大儲能容量，宜及早佈局規劃應用 

運輸載具的電動化已勢不可擋，未來在高滲率下，其整體電池儲能容量與功

率不可小覷，若無妥善規劃可能造成電網不可承受的負擔，但若能妥善規劃為電

網資源，將有巨大的儲能量可供電網調度運用，如何應用此儲能容量來提昇電網

的穩定性，並發展出新的商業模式或產業至為關鍵，我國應及早進行政策訂定、

基礎環境建設、相關配套措施的規劃等。主要配套措施為電動車輛充電設施應廣

泛布建，並應有 V2G 之功能、設備與機制。 

(二) 法制面 

1. 制訂電網法 (grid code) 

電力系統的規劃、設計、運轉、管理、控制、電力品質及電業與用戶權責等

均得以規範、監管，有利各方依循及維護電網的安全、可靠與品質。 

2. 制訂「分散式能源資源併網規則」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無法包括儲能系統、再生能源發電與儲

能複合系統、V2G、氫基發電儲能系統、分散式非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微電網等，

應制訂「分散式能源資源併網規則」，以利依循。 

3. 新建築應增加「能源使用說明書」的審查項目 

新建築應朝淨零排放方向引導，建築面積或樓層高度超過一定值者，應有能

源使用說明書的審查項目。 

(三) 策略面 

1. 獨立電業監管機構設立與監管機制建立 

未來電網涉及淨零排放、能源轉型等複雜又高度專業的議題，應設立公正、

專業的第三方獨立電業監管機構，透過對台灣現在、未來電力負載的充分掌握，

以縝密、正確的供需分析與系統規劃、設計、運轉準則及規範，監管電業的措施、

作為，適時提出不符合報告(Non-Conformity Report, NCR)並要求限期改善或矯正，

以確保電網的穩定、可靠與品質，支持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 

2. 智慧電網系統與設備查證與驗證量能提升 

在 2050 淨零排放、能源轉型路徑上，低壓、分散式、新型態的能源資源將遍



能源轉型強化穩定供電之策略研析 

4 

佈各地，亦將主導電網運作，其產品之安全、併網、電磁相容性(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等規範之查證與驗證至為重要，相關產品標準、測試標準、裝

置規則、運轉規範等亦應齊備。目前國內相關查證與驗證機構或測試實驗室不是

尚待建立，就是量能不足，應及早補足及提升，並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或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LAC)會員認證之機構或測試實驗室驗證合格，以

確保整體智慧電網之安全與品質，順利能源轉型及朝 2050 淨零排放邁進。 

3. 智庫強化與持續運作、加強技術國際合作交流 

2050 淨零排放目標無法僅以既有技術實現，按 IEA 的評估，2030 到 2050 年

有近半碳排放削減寄望於目前僅處於示範或原型階段的技術。2050 淨零排放政策

涉及跨多領域技術，技術深度、廣度均非昔日情境所可比擬，甚多技術、方法、

材料、設備、工具、服務尚待開發，除須產、官、學、研各界的通力合作外，既

有智庫的研發能量也應強化，且應持續支持其運作與量能，並加強國際合作交流。

各國能源轉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生活轉型情境雖有不同，但主要的技術、

方法雷同，可相互借鏡，縮短研發或學習時間與成本，確保 2050 淨零排放目標之

實現。 

4. 專業人才培育 

大專校院須培養更多綠領與智慧電網人才，為節能、減碳、再生能源、儲能、

智慧電網相關產業與電業注入新血，俾穩健邁向 2050 淨零排放，並兼維持電網

安全、穩定、可靠與品質。 

5. 加強民眾教育、廣宣及社會溝通 

2050 淨零排放將導致能源轉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生活轉型，均與大眾

息息相關。居關鍵角色的智慧電網，更需要也鼓勵所有用戶的參與，例如：智慧

電網殺手級應用需量反應與智慧電動車等都需有用戶普遍且持續的參與才能發

揮其最大的綜效。因此，相關用戶教育至為重要。節能減碳更應由家戶做起，從

小開始教育，形成習慣及養成節能減碳文化，使 2050 淨零排放的政策與法規更

易獲得共識與支持。是以，廣宣及社會溝通至為重要，不僅是部會間的溝通，與

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及社會大眾等的溝通均應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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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臺灣電力供應現況與未來 

第一節 能源供需現況探討 

能源議題範疇相當龐雜，為進行臺灣能源供需現況之探討，本節將依序以臺

灣能源供需概況、臺灣電力供需概況、臺灣現行能源政策以及臺灣能源政策關鍵

議題等四個部分進行探究。 

一、臺灣能源供需概況 

根據能源局統計，臺灣近 20 年能源供給從 2001 年的 10,649 萬公秉油當量，

成長至 2021 年的 14,392 萬公秉油當量，年均成長率約為 1.52%。在能源需求的

部分，則從 2001 年的 6,568 萬公秉油當量增加至 2021 年的 8,936 萬公秉油當量，

年均成長率約為 1.54%。 

2021 年能源總供給（如下圖 1.1.1）中，有 14,070 萬公秉油當量是進口能源

（能源進口率約 97.7%）；有 327 萬公秉油當量（約 2.3%）為自產能源。進口能

源中，約 6,237 萬公秉油當量（約 43.3%）為原油及石油產品、約 4,431 萬公秉油

當量（約 30.8%）為煤及煤產品、約 2,594 萬（約 18.0%）公秉油當量為天然氣、

約 805 萬（約 5.6%）公秉油當量為核能。自產能源的部分，約 168 萬公秉油當量

（約 1.2%）為生質能及廢棄物、約 76 萬公秉油當量（約 0.5%）為太陽光電、33

萬公秉油當量（約 0.2%）為水力、21 萬公秉油當量（約 0.1%）為風力、28 萬公

秉油當量（約 0.2%）為其他（天然氣、煉油廠進料、太陽熱能、地熱及原油）。 

 
資料來源：2021 年度《能源統計手冊》 

圖 1.1.1、臺灣能源供給概況 

 

進口能源 自產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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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臺灣能源需求中，能源消費若以部門別來區分，能源及工業部門約消

費 5,571 萬（約 62.3%）公秉油當量、運輸部門約消費 1,282 萬（約 14.4%）公秉

油當量、住宅部門約消費 710 萬（約 8.0%）公秉油當量、服務業部門約消費 572

萬（約 6.4%）公秉油當量、能源部門（自用）則約消費 723 萬（約 8.1%）公秉

油當量、農業部門則約消費 79 萬（約 0.9%）公秉油當量。 

能源消費若以能源別來分，煤及煤產品占 8.21%，石油產品占 51.59%，天然

氣占 6.34%，生質能及廢棄物占 0.50%，電力占 30.30%，太陽熱能占 0.09%，熱

能占 2.98%。其中，煤及煤產品近 20 年需求量從 2001 年的 4,815 萬噸，成長至

2021 年 6,518 萬公噸，年均成長率約 1.53%；石油產品需求量近 20 年的成長率較

趨緩，從 2001 年的 4,515 萬公秉油當量成長至 2021 年的 4,765 萬公秉油當量，

年均成長率約為 0.27%，顯示臺灣對石油的需求程度已近飽和；液化天然氣需求

量則從 2001 年的 5,476 百萬立方公尺成長至 2021 年的 24,255 百萬立方公尺，年

均成長率達 7.72%，主要來自於發電需求的成長；電力總毛發電量從 2001 年的

1,885 億度增加至 2021 年的 2,909 億度，年均成長率約 2.19%。 

最後，囿於臺灣非盛產化石燃料之國家，大部分能源皆仰賴進口，根據經濟

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手冊，臺灣 2021 年進口能源依存度約為 97.44%；能源進口總

值為 475.60 億美元，較 2020 年增加 61.68%；平均每人負擔能源進口值則從 2020

年的新臺幣 37,101 元，增加為 2021 年的 56,660 元（成長近 52.72%）。由於 2021

年整體能源消費相較 2020 年增幅並不大，能源進口總值之增加主因受國際價格

影響，如北海布蘭特原油現貨價格在 2020 年曾一度跌至 20 美元/桶以下，但至

2021 年則一路上漲，一度超過 80 美元/桶。除石油以外，如燃煤和天然氣等化石

燃料之價格也都一路上漲，造成臺灣 2021 年的能源進口總值增幅超過 60%。 

 

二、臺灣電力供需概況 

(一) 電力供給概況 

臺灣 2021 年總毛發電量為 2,909 億度，發電結構中燃煤發電約占 44.3%、燃

油發電約占 1.83%、燃氣發電約占 37.23%、核能發電約占 9.55%、再生能源約占

5.99%、抽蓄水力約占 1.09%。若與 2001 年的發電結構相比，燃煤發電占比約減

少 6.15%、燃油發電約減少 11.91%、燃氣發電約增加 26.34%、核能發電約減少

9.27%、再生能源約增加 2.06%、抽蓄水力約減少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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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21 年度《能源統計手冊》 

圖 1.1.2、臺灣 2021 年發電結構 

若與 2001 年發電量 1,885 億度的差異來進行分析，可發現 20 年間臺灣發電

量成長近 54.3%。其中，燃煤發電約增加 338 億度、燃油發電約減少 206 億度、

燃氣發電約增加 878 億度、核能發電約減少 77 億度、再生能源約增加 100 億度。 

由上述統計數字變化，可發現由於臺灣用電量 20 年來成長幅度超過 5 成，

故臺灣燃煤發電占比雖減少，但燃煤發電的發電度數卻增加；另一方面，占比與

發電量皆減少的則為燃油發電、核能發電和抽蓄水力；其他如燃氣發電和再生能

源發電則占比與發電量皆為增加的狀況。 

若將臺灣發電量區分為台電公司所屬電廠、民營電廠和自用發電設備；2021

年，台電公司所屬電廠約發出 1,966 億度電（約占 67.6%），民營電廠約發出 473

億度（約占 16.25%），自用發電設備約發出 469.83 億度（約占 16.15%）。與 2001

年相比，台電公司所屬電廠約增加 549 億度（成長率近 38.8%），民營電廠約增加

329.4 億度（成長率近 229.8%），自用發電設備約增加 145 億度（成長率近 44.8%）。 

台電公司所屬電廠 20 年間發電量變化當中，燃煤發電約增加 153 億度，燃

油發電約減少 170 億度，燃氣發電約增加 657 億度，核能約減少 77 億度、再生

能源約減少 5 億度（其中慣常水力減少 17 億度，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分別約增

加 4 億度和 8 億度）。民營電廠 20 年間發電量變化當中，燃煤發電約增加 73 億

度，燃氣發電約增加 230 億度，再生能源約增加 27.1 億度（其中太陽光電跟風力

發電分別約為 12 億度和 14 億度）。自用發電設備 20 年間發電量變化當中，燃煤

發電約增加 112 億度，燃油發電約減少 36 億度，燃氣發電約減少 8.8 億度，再生

能源約增加 78 億度（其中太陽光電和廢棄物發電約增加 53 億度和 16 億度，生

燃煤發電

44.30%

燃油發電

1.83%

燃氣發電

37.23%

核能發電

9.55%

再生能源

5.99%

抽蓄水力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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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能發電則減少約 2 億度。 

 

(二) 電力需求概況 

臺灣 2021 年用電量為 2,834 億度，以部門別來看，能源部門自用約 188 億度

（約占 6.64%），工業部門約 1,614 億度（約占 56.97%），服務業部門約 455 億度

（約占 16.07%），住宅部門約 527 億度（約占 18.61%），運輸部門約 15.5 億度（約

占 0.55%），農業部門約 33.1 億度（約占 1.17%）。若與 2001 年的各部門用電來做

比較，能源部門自用約增加 7.6 億度，工業部門約增加 734 億度，服務業部門約

增加 95 億度，住宅部門約增加 171 億度，運輸部門約增加 11.1 億度，農業部門

約增加 10.8 億度。臺灣 20 年間主要用電需求增加來自於工業部門（用電增長貢

獻度達 71.3%），其次是住宅部門和服務業部門（用電增長貢獻度分別為 16.60%

和 9.24%）。 

 
資料來源：2021 年度《能源統計手冊》 

圖 1.1.3、臺灣 2021 年各部門用電分布 

若針對用電量較大的工業部門進行分析，2021 年主要耗能產業的用電量分布

如下：電腦通信及視聽工業電子產品製造業約用 601 億度（約占 37.21%），化學

材料製造業約用 336 億度（約占 20.78%），金屬基本工業約用 198 億度（約占臺

灣總用電 12.26%），金屬製品製造業約用 76 億度（約占 4.73%），非金屬礦物製

品製造業約用 58.2 億度（約占 3.60%）、塑膠製品製造業約用 57.8 億度（約占

3.58%），紡織成衣及服飾業約用 52.4 億度（約占 3.25%），紙漿、紙及紙製品業

約用 37.2億度（約占 2.30%），其他部門則約用 198億度（約占臺灣總用電 12.29%）。 

能源部門自用

6.64%

工業部門

56.97%
運輸部門

0.55%

農業部門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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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21 年度《能源統計手冊》 

圖 1.1.4、臺灣 2021 年工業部門產業別用電分布 

若與 2001 年相比，工業部門共增加 733.5 億度電，商業部門各產業別用電變

化如下：電腦通信及視聽工業電子產品製造業約增加 440.4 億度（約增加

274.78%），化學材料製造業約增加 122.1 億度（約增加 57.22%），金屬基本工業

約增加 75.0 億度（約增加 61.02%），金屬製品製造業約增加 32.6 億度（約增加

74.43%），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約增加 18.1 億度（約增加 45.30%），塑膠製品

製造業約增加 21.9 億度（約增加 61.13%），紡織成衣及服飾業約減少 32.2 億度

（約減少 38.04%），紙漿、紙及紙製品業約增加 1.4 億度（約增加 3.90%），其他

約增加 54.2 億度（約增加 37.61%）。 

在服務業部門用電的部分，2021 年主要耗能服務業的用電量分布如下：批發

及零售業約用 111 億度（約用 24.42%），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約用 90 億度（約用

19.75%），住宿及餐飲業約用 70 億度（約用 15.31%），公共行政業約用 46 億度

（約用 10.06%），通信業約用 26 億度（約用 5.68%），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約用

23 億度（約用 4.94%），運輸服務業約用 20 億度（約用 4.28%），工商服務業約用

17 億度（約用 3.81%），倉儲業約用 13 億度（約用 2.74%），其他約用 41 億度（約

用 9.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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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21 年度《能源統計手冊》 

圖 1.1.5、臺灣 2021 年服務業部門產業別用電分布 

若與 2001 年相比，商業部門共增加 95 億度電，商業部門各產業別用電變化

如下：批發及零售業約增加 61.1 億度（約增加 121.88%），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

約增加 28.5 億度（約增加 206.03%），住宿及餐飲業約增加 49.8 億度（約增加

249.18%），公共行政業約增加 1.8 億度（約增加 4.12%），通信業約增加 13.9 億度

（約增加 115.26%），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約增加 12.3 億度（約增加 115.26%），

運輸服務業約增加 11.7 億度（約增加 150.59%），工商服務業約增加 11.7 億度（約

增加 206.03%），倉儲業約增加 6.6 億度（約增加 112.85%），其他約減少 102.2 億

度（約減少 71.37%）。 

(三) 電力系統穩定性 

電力系統除供需兩面外，亦需要檢視電力系統的穩定度，比較一般性的檢視，

會以「備用容量率(Percent Reserve Margin)」和「備轉容量率(Percent Operating 

Reserve)」做評估，係用來衡量供電可靠度之指標。根據台電公司官網的定義，備

用容量率 = 備用容量1÷系統尖峰負載×100%，亦即備用容量率為每年備用容量占

每年尖峰負載之百分比，備用容量率愈大，系統供電愈可靠； 另一方面，備轉容

量率=（系統運轉淨尖峰供電能力2－系統瞬時尖峰負載(瞬間值)）÷系統瞬時尖峰

負載(瞬間值)×100%。在台電實際電網運維的過程中，亦會根據不同發電方式以及

不同發電機組的實際運維狀況進行量化評估，例如針對每個機組不同歲修的實際

                                                      
1 備用容量：定義為系統規劃淨尖峰能力 – 系統尖峰負載；備用容量可用來根據機組大修、小修、故

障、減載、機組老化、水力變動、負載預測變動及工程計畫延宕等電力供需變化，應用於電源開發規

劃之用。 

2 系統運轉淨尖峰供電能力：扣除歲修(機組大修)、小修(機組檢修)及故障機組容量、火力機組環保限

制、輔機故障、氣溫變化、水力考慮水位、水文、灌溉及溢流等。 

批發及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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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及餐飲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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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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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評估是否有可能因空氣品質管理需求停機或提早、延後歲修機組、再生能

源發展以及氣候變化（如水情不佳）等而導致備轉容量率或備用容量率過低的情

況，確保臺灣電力系統供電無虞。 

此外，除了確保發電量足夠外，政府以及台電公司亦致力於改善因不可控因

素（如雷擊、地震等）而導致的停電影響，提升電網韌性，如台電公司已於 2022

年 9 月因應國內情勢提出 10 年內投入新臺幣 5,645 億之強化電網韌性建設計畫，

透過建立分散式電網、強化設備穩定及阻止事故擴散，降低全國性停電事故發生

機率及縮小停電影響範圍，並努力減少大規模停電發生的可能性。 

影響電力系統穩定的因素非常多，尤其在臺灣經濟持續成長、氣候變遷導致

的極端氣候以及再生能源占比持續增加的情況下，電網的管理及維運將滾動隨著

臺灣政經情勢與之調整。本文於後面章節將針對未來電網的因應做法，提出更完

整的說明。於本節先從經濟部能源局的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以及台電公司所對

外揭露之備用容量率與備轉容量率等相關資訊，進行基本背景說明。 

首先，在備用容量率的部分，根據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2021 年臺灣備用

容量率在嘉惠電力 2 號機加入、舊機組升級、增購民營電廠發電以及積極布建再

生能源的情況下，供電能力已較 2020 年提升 140 萬瓩；但在核二場 1 號機因燃

料池滿提早停機、民營星元電力的燃氣機組故障及老舊機組除役等影響下，供電

能力亦較 2020 年減少 137 萬瓩；整體而言，2021 年電力系統淨尖峰供電能力為

4,395 萬瓩。另一方面，在尖峰負載的部分，則因經濟情勢大好，以及極端氣候的

影響下，2021 年尖峰負載需求達 3,870 萬瓩，較 2020 年成長近 100 萬瓩（約

26%），備用容量率實績值為 13.5%。 

其次，在備轉容量率的部分，根據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2021 年用電多次

打破歷史紀錄，尤其在 2021 年 7 月 27 日達到 3,884.4 萬瓩新高紀錄，較 2020 年

的尖峰用電成長近 2.2%。整年度來看，2021 年備轉容量率 10%以上的天數達 320

天（約占 87.7%）；6%-10%的天數則有 42 天（約占 11.5%）；6%以下的天數則有

3 天（約占 0.8%）。 

 

三、臺灣現行能源政策 

臺灣近年能源政策，始於 2016 年修正「能源發展綱領」，確立了以 2025 非

核家園的能源政策願景，並以「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續」與「社會

公平」為原則建構施政架構，並明訂以能源轉型白皮書為推動機制，期能以踏實

的做法來實現非核家園的目標。然而，隨著氣候變遷的發展，極端氣候的情況愈

發劇烈，世界各國開始往 2050 淨零的願景前進，臺灣能源轉型的目標也因而從

2025 年非核家園，進一步拓展為 2050 年淨零排放的能源轉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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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短期（至 2025 年） 

首先，在 2025 年非核家園的部分，臺灣將以「展綠、增氣、減煤和非核」為

施政方向。在展綠的部分，光電 2025 年的目標為 20 GW，其中地面型光電為 12 

GW，屋頂型光電為 8 GW；風力發電 2025 年的目標為 6.5 GW，其中陸域風力為

0.87GW，離岸風力為 5.6 GW；地熱發電 2025 年的目標為 20 MW；生質能的目

標則為 778 MW；水力目標為 2.12 GW；燃料電池為 1 MW；預計至 2025 年再生

能源總裝置容量約可達 29.42 GW。為滿足再生能源併網及供電穩定之需求，經濟

部能源局於 2020 年修正「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主要係提出將大數據分析、

IoT 技術以及儲能系統的解決方案，以解決問題為導向進行方案的修正，以期能

達到「提升電力系統穩定運轉」、「強化電網韌性及供電品質」及「促使用戶參與

節能」等目標；其中，2025 年儲能目標則由原 590 MW，提升至 1,000 MW，並

規劃以儲能系統達成調頻及電能移轉的服務，強化電力系統韌性。 

另根據經濟部能源局電力供需報告(2022)，若考量國內外總體經濟情勢發展、

台商回流投資以及半導體用電持續擴產的情況下，至 2028 年臺灣尖峰負載預計

將達到 4,593 萬瓩，較 2021 年的 3,870 萬瓩成長近 18.65%。因此，除供給側需穩

健推動再生能源、建置燃氣機組以及汰換老舊發電設備外，經濟部能源局也提出

在節能政策的做法，除持續落實《能源轉型白皮書》的 2017 年至 2025 年用電效

率年均改善 2%的目標外，臺灣亦將配合 2050 淨零排放的政策目標以及淨零 12

大戰略中的節能戰略，編列經費推動工商部門以及住宅部門的設備汰舊換新，並

持續提升設備能源效率之要求。在節能政策具體成效的部分，也可翻閱臺灣每年

發布之《能源轉型白皮書年度執行報告》中的能源轉型關鍵指標，透過關鍵指標

來掌握臺灣能源轉型之進程，例如指標 3 為增進節能成效，可觀察出工業能源密

集度已由 2017 年的 3.93 公升油當量/千元提升至 2021 年的 3.40 公升油當量/千元

（約改善 13.49%）；服務業能源密集度從 2017 年的 0.55 公升油當量/千元提升至

2021 年的 0.46 公升油當量/千元（約改善 16.36%）；惟住宅戶均用電則因疫情影

響，而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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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22)，110 年度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 

圖 1.1.6、臺灣 2022-2028 年尖峰負載預測結果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22)，能源轉型白皮書 110 年度執行報告 

圖 1.1.7、能源轉型關鍵指標－指標 3 增進節能成效 

為因應上述之尖峰負載預測結果以及考量臺灣產業重大投資、各部門電氣化

之需求以及後疫情時代之影響，臺灣目前將在確保供電穩定下，逐步將老舊發電

機組汰舊換新，並優先布建較為成熟的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技術，穩健推動電力

系統低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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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22)，110 年度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 

圖 1.1.8、臺灣 2022-2028 年未來電力供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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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長期（至 2050 年） 

在冰川持續融化、海平面持續上升及極端氣候肆虐的情況下，全球已有超過

130 個國家宣布要於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臺灣亦於 2021 年世界地球日正式宣

布加入 2050 淨零排放行列。為了達成臺灣淨零排放的目標，行政院國家發展委

員會已於本(2022)年度 3 月 30 日提出《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規劃以能源轉

型、產業轉型、生活轉型、社會轉型等四大轉型，並以投入淨零與負碳排技術的

研發、建立碳定價或綠色金融的氣候法制為兩大基礎，務實推動 2050 淨零轉型。 

 

資料來源：國發會(2022)，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 

圖 1.1.9、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規劃 

在中長期能源轉型的部分，臺灣目前擬以三大策略九項措施，來進行能源轉

型的推動，三大策略分別是打造零碳能源系統、提升能源系統韌性以及開創綠色

成長。首先，在打造零碳能源系統的部分，將擴大技術成熟的太陽光電以及風力

發電的布建，並針對前瞻能源（如地熱和海洋能等）進行前置作業（如地質調查）、

機組示範等，以最大化再生能源為目標。除此之外，階段性任務除積極擴大天然

氣發電取代燃煤發電外，亦將導入天然氣混燒氫能或搭配碳捕捉與捕集的技術來

降低天然氣發電之碳排放，長期更有可能導入氫能專燒發電，來達成火力發電低

碳化的目標。此外，透過推動氫能燃料電池的載具以及生質燃料的應用來建構零

碳燃料供應系統，亦是推動能源轉型的重要措施。最後，則是要適時導入先進技

術，掌握全球前瞻技術動向，視國內條件引進相關技術或人才。 

在提升能源系統韌性的部分，為了因應前述最大化再生能源的相關措施，將

擴大再生能源饋線網路的建置，以及為了再生能源發電之特性，評估建置高壓直

流電網的可行性。此外，亦將推動電網數位化，利用臺灣資通訊及物聯網技術及

供應鏈之優勢，將虛擬電廠等概念落實，讓電力管理可更智慧化和更具彈性及韌

性。最後，則是持續根據再生能源建置的情形，擴大儲能以及精進再生能源預測

系統等彈性資源規劃，整合發電端、系統端和用電端之資源，並設計儲能之新商

業模式，提升民間自主建置儲能系統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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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創綠色成長的部分，則以打造綠能生態系為目標，未來將建立短中長期

的去碳能源技術發展路徑與策略藍圖，整合國內資源及預算，以及透過產學合作

模式投入優勢技術之研究，創造最大研究效益。此外，亦將透過躉購費率或其他

配套機制，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時，亦可同步扶植臺灣再生能源關鍵零組件供應

鏈，以及鼓勵新創事業投入智慧能源分析產業，成為亞太綠色產業之樞紐。 

第二節 2050 淨零排放目標下之中長期電力供需情境預估 

一、國際淨零路徑規劃  

(一) 各國淨零承諾時程與範疇 

面對氣候的嚴峻變化，相對於國家自定貢獻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全球各國陸續提出更為明確的淨零排放政策與路徑規劃。

但通過國際能源總署的觀察，仍可發現各國淨零承諾時程與範疇存在些許差異

(IEA, 2021)，包括： 

1. 溫室氣體界定範圍：各國設定淨零排放涵蓋氣體範疇有差異。例如，紐西

蘭的淨零承諾不包含生物衍生甲烷，對生物衍生甲烷另訂獨立減量目標。 

2. 部門規範範疇：部分部門或活動未被納入淨零排放規範。例如，荷蘭僅將

電力部門納入淨零目標，以及法國、葡萄牙、瑞典等國家則將國際航空與

運輸排除於淨零規範之外。 

3.  二氧化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CDR)技術應用：各國採用 CDR

尺度措施不一。碳移除技術包含造林、土壤固碳、直接空氣捕捉並封存、

生質能搭配碳捕存等。例如，烏拉圭納入碳匯達到淨零排放，而瑞士則使

用 CDR 技術來平衡碳排放量。 

4. 國際排放交易：部分國家透過碳交易方式來轉換碳信用額度以達到所設

定的淨零目標，有些國家則不將國際排放交易納入淨零承諾的達成手段。 

5.  淨零時程落差：多數國家淨零目標設定在 2050 年達成（占全球碳排放量

35%），而芬蘭則設定在 2035 年、奧地利與冰島設定在 2040 年、瑞典為

2045 年、中國及烏克蘭則設定在 2050 年之後。 

除了比較各國淨零承諾的差異，為探討各國淨零承諾是否真能達成全球 2050

淨零排放願景，IEA 於 2021 年以情境分析方式，進行淨零承諾情境(Announced 

Pledges Case, APC)模擬。模擬結果顯示，僅依賴淨零承諾國家的減排努力，要讓

全球達到淨零排放將存在一定難度。IEA 預期各國淨零承諾僅能將全球碳排放由

2020 年的 360 億噸，削減至 2050 年的 220 億噸，其中，重工業、長程負重運輸、

航空及船運的減量難度相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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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EA 淨零排放情境說明 

為協助全球 2050 年能順利達成淨零排放，並探討各部門重要的轉型時間與

必須採行的關鍵淨零策略，IEA 提出淨零排放情境(Net-Zero Emissions by 2050 

Scenario, NZE)，以全球 2050 年達成淨零為目標，並將 2100 年溫升限制在 1.5°C

內。IEA 基於對技術發展可能性與展望的認知、行為改變潛力，並考量各國國情

的公平性與平衡，進行情境設計。IEA 淨零排放情境社經假設說明如下： 

1. 人口：IEA 參考聯合國(UNDESA, 2019)推估進行人口預測，2020 年全球

人口數約為 78 億，預計至 2050 年將增加近 20 億人口，人口增長主要來

自新興市場與開發中國家，尤其，非洲新增超過 11 億人口。 

2. GDP：在經濟面，假設全球經濟將從 Covid-19 影響中迅速復甦，2021 年

將恢復至疫情發生前的水準，預估相較於 2020 年，2050 年的經濟成長

幅度超過 2 倍。 

3. 能源價格：未來能源價格預測具高度不確定性。在淨零排放情境，維持

能源供給與需求的平衡，設計能源價格可以調整。由於預期石油與天然

氣需求迅速下降，未來不需要化石燃料勘探，也不需要開發新的油氣田

（已批准開發的油田除外）與新的煤礦，導致化石燃料價格持續下降，

預估 2050 年降至 25 美元/桶。此外，隨著能源轉型，全球將有更多燃料

貿易發生，如氫能與生質能，而這些燃料商品價格將由各個區域的國內

生產或進口邊際成本決定。 

4. 碳價格：假設所有國家與區域都實施碳價。近期所有已開發國家將在發

電業、工業與能源生產行業實施碳價，至 2030 年平均提昇至 130 美元/

噸二氧化碳，至 2050 年提升至 250 美元/噸二氧化碳。其他新興市場與

開發中國家，包括中國、巴西、俄羅斯及南非，假設碳價至 2050 年提升

為 200 美元/噸二氧化碳，並假設其他新興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碳價格低

於已開發國家與主要新興市場與開發中國家。 

表 1.2.1、淨零排放情境中，電力、工業及能源部門實施碳價格 

美元/噸二氧化碳 

（2019 年價格） 
2025 年 2030 年 2040 年 2050 年 

已開發國家                                             75 130 205 250 

主要新興市場與開發中國家*                            45 90 160 200 

其他新興市場與開發中國家                            3 15 35 55 

註：*包括中國、俄羅斯、巴西及南非。 

資料來源：IEA （20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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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 提出的全球 2050 淨零排放發展路徑，考量不同發展程度的經濟體應達

到淨零目標的時程差異，並將如生質能料源潛力、影響碳捕存發展因素與行為改

變對減碳等議題的不確定性納入，並極大化技術可行性、成本效益與社會接受度，

不大量依賴負排放技術，同時又確保經濟成長與能源供應穩定，據以提供各國政

府重要的決策參考與建議，期透過決策者的力量促進全球淨零排放的達成。 

其中，極大化技術可行性，IEA 強調所有的技術與減碳選項的採用，是由成

本、技術成熟度、政策偏好，以及和廣泛社會目標、市場與國家條件間潛在權衡

關係所決定。以及，它指出世界各國應以有效互利方式，共同合作朝淨零目標前

進；亦說明能源部門須採漸進式轉型，邁向 2050 年淨零的過程始終都要確保燃

料與電力供應安全，且盡可能減少閒置資產，並避免能源市場波動。 

為達成極具野心的國際淨零排放路徑，能源系統需劇烈改變，能源部門低/無

碳化是淨零達標重點。IEA 的評估結果指出技術創新是達成淨零的關鍵。目前到

2030 年前的全球減碳量貢獻主要來自既有成熟技術；2030 年到 2050 年近五成的

減碳量則需依賴目前尚在示範或原型階段的技術。換言之，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

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 2030 年以前，需要立即且大幅布建既有成熟可

行的減量技術，且致力於技術創新研發，確保目前尚在示範或原型階段的減量技

術於 2030 年後可即時進入市場。已知的供給成熟技術包括太陽光電、風力發電

等，在淨零路徑中，至 2030 年太陽光電每年新增量達 630 GW、風力達 390 GW，

相當於 2020 年甫創下的全球再生能源新增量的 4 倍；需求面減量技術主要是能

源效率改善，預期可促使年均能源密集度下降幅度達 4%，為過去 20 年平均的 3

倍。最後，供給端去碳化亦使電氣化成為最重要的減碳措施。 

第二個時期是 2030 年到 2050 年，這段期間的減碳量幾乎一半將來自於目前

還在示範或原型階段的技術，包括重工業、長途運輸方面的低碳技術。其中，先

進電池、電解製氫與直接空氣捕捉二氧化碳等三個領域的技術，對於全球 2030 至

2050 年的減碳相當關鍵。為促使這些目前尚在示範或原型階段於 2030 年後能商

業應用，未來 10 年需要積極投入創新研發，亦需要及時大規模布建基礎設施，以

促進低碳技術的推展擴散，包括碳捕存之二氧化碳輸送管線、氫能輸儲基礎設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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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EA （2021a） 

圖 1.2.1、淨零排放情境的減量措施 

 

因應淨零目標，IEA 共訂定超過 400 項部門與技術別的淨零發展里程碑，作

為各國政府研擬政策推動架構之參考，亦提供利害關係人與公民及早因應淨零轉

型帶來各面向的巨大變革。其中，關鍵里程碑目標包括 2030 年已開發國家電力

系統廢煤（未具備碳移除技術的燃煤電廠退場）、2035 年已開發國家電力系統達

到淨零、2040 年全球電力系統廢煤、2040 年全球電力系統達到淨零、CCUS 與氫

能應用場域的階段性擴增、政策禁售燃油車時程、航空與船運導入替代潔淨燃料

比例、建築使用熱泵與零碳建築規範時程等。 

此外，IEA 提醒淨零轉型會發生新的能源安全議題，需要特別重視。潔淨技

術的商業應用將大幅增加關鍵礦產資源（如銅、鈷，錳和各種稀土金屬）的需求，

連帶帶動採礦、冶煉與材料生產相關產業，也將衍生新的能源安全議題，包括重

要礦物資源的成本波動、蘊藏量限制對能源的影響等。以及，快速的電氣化趨勢

與高再生能源占比，在傳統火力彈性機組持續減少的情況下，需要其他彈性資源，

如儲能、需量反應、低碳彈性機組搭配智慧電網來確保供電穩定，同時也應該重

視電網智慧化衍生的資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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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EA （2021a） 

圖 1.2.2、邁向淨零排放的關鍵里程碑 

二、影響淨零目標達成關鍵因素 

IEA(2020)利用情境分析來考量未來社經條件、技術發展及政策制定等，探究

潔淨技術對於達成淨零目標所需要的能源轉型路徑，顯示淨零目標的達成是需要

考量眾多因數。由圖 1.2.3 公式可看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多寡是由活動數據強度

與燃料碳排放係數所決定。因此為了減少碳排放量，可藉由降低活動數據，如工

業製程改善、提升能源效率，使得單位產出的燃料使用量下降，或是透過行為面

改變以降低活動需求，如改搭大眾運輸，進而降低車輛行駛里程；另一方面則可

改用低碳/無碳燃料或電力，以降低能源/電力使用的排放係數，達成降低碳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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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為兼顧經濟發展與生活舒適，且部分產業或長程運輸難以達成淨零，全球

淨零排放目標並非要求完全不能排放二氧化碳，而是藉由各種措施或技術讓人為

排放的二氧化碳極小化，再以負碳技術（如森林碳匯、CCS 等）來抵銷不可避免

的剩餘排放量。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2022) 

圖 1.2.3、碳排放量計算方式 

因此，歸納達成淨零目標關鍵因素，在需求面包括能源效率提升、電氣化、

製程創新或改以低碳/無碳燃料替代；在供給面則以提供無碳燃料與電力為首要，

最後透過負碳技術方可達成淨零目標。 

(一) 能源效率 

IEA(2021b)指出能源效率是在全球人口與經濟持續成長下，還可讓初級能源

供應減少的關鍵因素。藉由能源效率標準相關政策措施可讓工業馬達系統、空調、

冷凍冷藏（冰箱）、照明等四項關鍵電器的能源消費量相較於沒有相關政策措施，

減少一半以上。最低容許耗用能源基準(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 Standard,  

MEPS)為市場上銷售產品設下一道能源效率門檻，同時能源效率標章可以幫助消

費者選擇更高效率的產品。另外，建築能源效率可更大幅度的降低能源消費量，

建築能效規範(Building Codes)是達成目標的重點政策。運輸部門雖然電氣化速度

快，但也必須提升各式車輛的效率，包括傳統動力內燃機車輛的燃油效率。行為

面改變在達成淨零排放也有很大的助益，包括冷暖氣溫度設定、運具移轉等。 

(二) 電氣化並結合再生能源發電 

大量使用潔淨電力是去碳的重點，透過再生能源建置，打造零碳電力系統，

優先建置技術已成熟的太陽光電、風力發電，持續發展前瞻能源，如由淺層逐漸

往深層發展非傳統地熱發電，並導入波浪、海流發電等海洋能發電，另擴大生質

能發電。而電氣化設備不僅能源效率高，再加上可使用無碳排的再生能源電力，

因此減碳貢獻顯著，如工業部門以熱泵取代化石燃料鍋爐，建築部門將熱水與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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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由化石燃料鍋爐轉為使用電力，如熱泵、電熱器及電熱鍋爐，另運輸部門則禁

售燃油車輛，轉而銷售電動車。 

然凡事有利有弊，當電氣化程度越來越高，電力系統需要變得更具有彈性，

例如當電動車數量增加，若沒有採行分散負載措施，就會造成負載更集中，造成

電力系統負擔。相同的取熱製冷設備（熱泵與冷氣）的電氣化也同樣增加電力負

載，特別是在冬天比較寒冷的國家。另外，為因應再生能源的變動性，電力系統

的靈活度也越來越重要。需量反應是解決方案之一，另外如電動車智慧充電系統，

可透過即時線上電力價格資訊來管理充電時間，有平衡負載的功能，還有電動汽

車電池也可作為短期的儲能之用。除此之外，還需要大量短期（分鐘到小時）與

長期（小時到天或週）儲能系統。雖然電氣化減少依賴化石燃料，並可兼顧能源

安全，但卻增加對於金屬礦物的需求，如銅（用於建置輸配電線路）、鋰與鈷（用

於鋰電池）、以及鉑（燃料電池）。 

(三) 轉用無碳燃料 

無碳燃料可作為難以電氣化的部門或產業的替代燃料，包括氫能、氨及碳氫

合成燃料，另生質燃料亦可作為替代燃料。氫能對於淨零目標的助益有很多面向，

可作為運輸與工業部門減碳方案選項之一。氫能與燃料電池對於貨車去碳有幫

助。然而長期技術發展、基礎設施規劃以及政策方向的不確定性，都將影響低碳

貨車的導入時程，而既有燃油貨車則需依賴替代燃料（包括生質燃料、合成燃料

等）來加速重型貨運去碳化。鋼鐵業則可改用氫能取代焦煤，以氫能直接還原製

鐵，惟氫能應用於產業之技術發展仍未達到商業化程度，需要進行技術開發，包

括建置高爐使用氫能相關設備與技術。另當再生能源發電占比越來越高，氫能亦

可作為儲存電力之用。生質燃料具碳中和特性，產品多元，可應用於熱電、運輸

載具。水泥業及造紙業則可擴大生質燃料使用，以降低碳排。 

(四) 負碳技術 

透過負碳技術來抵銷不可避免的剩餘排放，如工業部門在生產水泥、石化原

料、鋼鐵時無法完全以製程改變或替代燃料來達成零碳目標，另外運輸部門也有

不可避免的排放，如長途公路貨運。負碳技術如碳捕獲與封存、再利用(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生質能與碳捕獲與封存(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直接空氣捕獲(Direct Air Capture, DAC)等雖

具有一定程度的減碳潛能，但都尚未大規模應用，故負碳技術是否可以成為關鍵

策略，取決在於各項技術的商業化應用程度。 

三、臺灣達成淨零目標可積極因應之技術與作為  

因應淨零排放趨勢，國際間探討長期能源發展策略時，除了既有的低碳技術

推動規劃之外，更加著重於創新低碳技術潛力、多面向推動議題的長期布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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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減碳對國內產業帶動效益的探討。以去碳能源供給技術而言，探討技術發展潛

力，需詳實盤點各技術本土化環境與資源條件下的裝設潛力，配合各技術發展（包

括技術效率、成本等）的進程評估，同時需考量技術在國內外的成熟度與市場化

程度，以及本土技術產業鏈之國際競爭力，以綜合評估適合臺灣發展條件之去碳

能源技術選項與推動策略。 

為探討長期淨零目標下的技術布局，IEA 在 2020 年能源技術展望(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ETP)中建立潔淨能源技術指引(Clean Energy Technology 

Guide)，研析全球超過 400 項從既有到研發各階段的潔淨能源技術（涵蓋能源轉

換、碳捕存、工業、建築、運輸等部門）（圖 1.2.4），其中能源與電力供給技術（即

能源轉換技術）有 117 項。IEA 藉由各國相關研發與示範計畫的蒐研，探討各技

術的成熟度、全球發展現況與目標、以及各技術對於淨零目標的重要性，作為建

立全球淨零排放目標情境評估的基礎，亦對於各國盤點淨零排放技術布局具相當

參考價值。 

 
資料來源：IEA(2020) 

圖 1.2.4、IEA ETP2020 潔淨能源技術指引涵蓋技術類別 

 

以 ETP 能源供給與電力技術項目為基礎，考量本土化需求與資源發展條件進

行篩選與歸納，聚焦探討 55 項對臺灣具發展可行性與重要性的去碳能源技術，

包含各類太陽光電、風力、地熱、海洋能等再生能源技術；氫生產、發電與輸儲、

生質能熱電應用等新與替代能源技術；以及儲能、電網強化、數位化與資源整合

等電力系統整合技術，進行技術發展條件深入評估與推動策略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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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5 綜觀分析各類去碳能源技術在減碳潛力、單位減碳成本、技術成熟

度（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簡稱 TRL）與臺灣產業競爭優勢的相對比較與

落點。由技術成熟度高至低的代表技術加以分析，技術成熟度屬可商轉與成熟技

術（TRL 9 以上）範圍，且減碳潛力為最大是固定式離岸風電，其減碳成本低，

然而產業發展競爭優勢亦相對較低，綜合而言其為零碳目標下的應優先推動技

術，而推動資源投入朝向技術進口與國產化策略布局。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2021) 

註 1：IEA 潔淨能源指引之技術成熟度(TRL)定義中，8 以下為概念、原型與示範技術（1 為初始概念、2

為應用概念成形、3 為概念待驗證、4 為小型技術原型、5 為大型技術原型、6 為完整技術原型、7

為示範計畫階段、8 為初始商業化示範）；9 以上為可商轉與成熟技術（9 為可商轉階段、10 為大規

模系統整合、11 為穩定成長階段）。 

註 2：電力系統整合技術，以及氫能生產、運輸與儲存技術，屬於達成其他減碳技術所需支援技術，本身

並無直接減碳潛力，故不納入圖中。 

圖 1.2.5、去碳能源技術發展多面向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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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成熟度在 8 以下，落於中間區段，亦具高減碳潛力的技術為氫燃氣渦輪

機，由上圖可知，雖為新能源技術，然而其減碳成本3已可與成熟再生能源相近，

具技術推動的潛力；而由於臺灣缺乏技術相關產業鏈，產業發展競爭優勢低，技

術發展以進口布局與本土基礎設施布建為主。技術成熟度最低的技術為屋頂型太

陽光電，主因為預期屋頂型太陽光電將率先朝向高效率模組（如矽堆疊型）開發

與布建，其技術成熟度低且成本相對較高，然高發電效率使單位土地裝置量提升，

技術減碳潛力亦相對提升；由於全球矽堆疊型太陽光電尚在研究期，而國內具相

關產業能量，應投如研發資源搶得先機。同樣技術成熟度相對低且減碳成本較高

者包括增強型地熱與海流技術。增強型地熱雖成本高，但臺灣深層岩層蘊藏豐富

地熱資源，具開發條件，且地熱發電穩定與容量因數高，具基載電力優勢；海洋

能於臺灣具優良開發場域（黑潮地區），且具自主技術研發能力，產業發展競爭優

勢亦佳。 

透過技術論證結果與分類原則，可將技術區分為關鍵減碳技術、高容量因數

電力技術、國內產業發展技術、支援技術四大分類；再依技術成熟度區分為已成

熟技術與示範創新技術，目的是可進一步區分未來各技術資源投入重點與面向

（表 1.2.2）。已成熟技術著重於技術推廣與應用障礙排除，示範創新技術著重於

研發資源投入與布局。部分技術被納入不只一個技術分類，代表該技術在不同面

向都具有重要性，更應獲得關注，並給予相對應的資源投入。 

(一) 關鍵減碳技術： 

指具有高減碳潛力與低減碳成本之技術。建議作為淨零排放目標下優先推動

技術，應優先擬定長期技術布局規劃，並投入資源於技術本身與所需配套軟硬體

措施之布建。已成熟技術包括固定式離岸風電、傳統矽晶為主的太陽光電等；示

範與創新技術包含浮動式離岸風電、氫燃氣渦輪機、海流發電等。 

(二) 高容量因數電力技術： 

年容量因數高（大於 60%）且裝置量在一定規模（2050 年大於 1 GW）以上

之技術。此類技術有助於提高臺灣能源自主與電力穩定，應優先投入研發資源與

基礎設施布建。已成熟技術包括國外料源專燒的生質能熱電應用等；示範與創新

技術包含增強型地熱、海流發電、氫燃氣渦輪機等。 

(三) 國內產業發展技術： 

為國內具備潛在產業供應鏈、人才與發展量能之技術，應輔導業者投入研發

或生產，投入資源搶得國際市場先機。已成熟技術如傳統矽晶太陽光電、電網數

位化與鋰電池儲能等支援技術；示範與創新技術包括生質燃油之熱電應用、海洋

                                                      

3 氫燃氣渦輪機減碳成本係以進口氫能為依據，並依國際氫能未來發展與成本趨勢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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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矽堆疊型太陽光電、燃料電池、電力系統資源整合強化相關技術等。 

(四) 支援技術： 

考量未來再生能源占比逐漸提升，應分階段布局相關技術與基礎設施並投入

資源推動。已成熟技術包括電網數位化、再生能源預測、部分儲能、氫生產與輸

儲技術；示範與創新技術包括電網強化、電網應變能力強化、資源整合強化、以

及部分儲能、氫生產與輸儲相關技術。 

表 1.2.2、去碳能源技術發展推動分類與方向建議 

分類 
已成熟技術 

（TRL 9 以上） 

示範與創新技術 

（TRL 8 以下） 

關鍵減碳技術 

為減碳潛力大且減碳成本低

之綜合評比技術 

如：固定式離岸風電、傳統

矽晶太陽光電等 

如：浮動式離岸風電、氫氣燃

氣輪機、海流發電等 

高容量因數電力技術 

為穩定電力供應之零碳電力

技術 

如：海外生質料源(專燒)發

電 

如：增強型地熱、海流發電、

氫氣燃氣輪機等 

國內產業發展技術 

為國內具備潛在的產業供應

鏈、人才與發展量能，可藉由

推動國內市場發展國內產

業，進而技術外銷 

如：傳統矽晶太陽光電、電

網數位化相關技術、鋰電池

儲能等 

如：矽堆疊型太陽光電、氫燃

料電池、生質燃油發電機組/

鍋爐等 

支援技術 

為支持各類減碳技術之支援

技術，考量未來高再生能源

占比下，應布局之基礎設施

或技術 

如：電網數位化、再生能源

預測相關技術、抽蓄水力、

鋰電池、鹼性電解（AE）產

氫、液氨運輸等 

如：FACTS 相關技術、壓縮空

氣儲能、液流電池、質子交換

膜電解（PEM）產氫、氫混合

於天然氣管線運輸等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2021) 

藉由一致性之評比原則4建立之去碳能源技術發展推動分類建議，可作為淨零

排放路徑規劃基礎。而在嚴峻的減碳目標下，技術發展目標規劃的下一步，需詳

實盤點各技術達成發展目標將會面臨的各面向議題與落實配套策略，包括技術創

新與基礎設施發展挑戰、技術落實所需資源與場域議題、技術推動應建立之法規

與市場發展配套、以及技術落地應用後對環境的衝擊與社會接受度。各類技術在

前述四大面向議題上，主要的落實策略盤點如表 1.2.3。國發會公布臺灣淨零排放

路徑後，相關部會需針對各技術發展目標研提落實規劃關鍵戰略，亦應盡可能納

入各面向推動挑戰，據以規劃階段性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並滾動檢討，方能確實

                                                      

4 係指各技術應用相同的分析方法計算減碳潛力、減碳成本，並採用一致性的 TRL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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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朝向淨零排放的長期目標。 

表 1.2.3、去碳能源技術發展各面向落實配套策略重點 

技術 

類別 
技術面 資源/場域面 法規/市場面 環境/社會面 

太陽 

光電 

 高效率矽晶電

池、下世代矽堆

疊型太陽電池技

術開發 

 模組回收技術暨

廢棄物處理 

 結合儲能提升光

電利用率 

 光電複合式利用

商業模式 

 規劃強制新建物

裝置法規及獎勵

措施 

 能源設施全國國

土計畫整體規劃 

 簡化光電申設程

序 

 鬆綁光電施作區

域限制（如屋頂、

農地、近岸、交通

設施周邊） 

 建立社會雙向對

話，地方政府與

民眾共同推廣 

 加入景觀設計元

素 

離岸 

風力 

 本土適宜之浮動

式關鍵技術開發

與示範風場建置 

 風場基礎建設需

求與規劃 

 風場智慧化運維

技術與人才 

 海域競合議題與

可開發量潛力評

估 

 領海外海域開發

風場之可行性 

 滾動檢討產業關

聯政策 

 海域地質調查資

料法源依據 

 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開發範圍修訂 

 環境影響評估強

化與風場開發共

榮機制 

 航行作業安全評

估 

地熱 

 國內地熱井鑽鑿

設備及量能 

 精進耐酸蝕及結

垢抑制技術、地

熱生產井熱液流

通性技術 

 先進地熱取熱技

術 

 整合全國地熱資

料庫 

 地熱資源鑽井驗

證 

 建立資源永續循

環回注評估技術 

 友善開發制度

（探勘、開發許

可、審查程序、融

資制度） 

 放寬國有土地使

用管制 

 完善偏遠地區電

網建設 

 建立原民利益共

享機制 

 建立溫泉地熱共

榮機制 

海洋能 

 海流機組抗颱技

術、風波流共置/

共構、水深千米

級繫纜與電力傳

輸、大口徑取水

管與海事工程 

 黑潮製氫與電力

儲能等 

 建立海洋能長期

監測與調查資料

庫 

 評估海洋能與離

岸風電重疊區域

極大化空間利用 

 立及完備海洋能

申設流程 

 提供合理誘因培

植初期產業 

 研析海洋能環境

影響評估程序 

 研析場域內航道

與漁業權配套措

施 

氫能 

 臺灣具潛力氫氣

料源技術開發 

 氫 /氨發電技術

與運維能力 

 氫輸配儲基礎設

施技術（管線、高

壓輸儲、液氫輸

儲等） 

 穩定氫氣供應來

源 

 氫能發電示範場

域 

 國內大型氫 /氨

液化等輸儲基礎

設施建置 

 氫能產、輸儲及

發電之示範場域

使用管制規範

（勞工、災害防

治、建築、防爆/

公共安全法規

等） 

 氫 /氨應用認知

及溝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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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能 

 生質能 /廢棄物

系統新設與整改 

 自主 /引進開發

高效發電系統 

 發展符合國內環

境多元（固/液/

氣）生質能/廢棄

物發電技術與其

應用 

 開發具應用潛力

料源（海外料源

布局；國內林業

資源活化利用） 

 整合生質物料源

體系 

 驗證生質能副產

物再利用可行性 

 調整法規提升去

化管道與場域應

用 

 滾動調整 FIT 或

綠電憑證機制 

 開發 /引進料源

密閉儲放及污染

物處理系統 

 輔導及提升廠域

環境 

儲能 

 高安全性電池及

其關鍵材料研發

（鋰電池材料及

量產、電池與散

熱管理、電力轉

換器與能源管理

技術、液流電池

系統技術） 

 儲能電池永續循

環技術開發 

 儲能主管機關、

設置用地規範 

 儲能併網措施

（併網位置、容

量與饋線資訊公

開） 

 建築與消防法規

納入大型儲能之

規範 

 大型再生能源案

場加裝儲能設備 

 綠色金融及保險

機制納入儲能設

備特殊設計 

 MWh 等級電池

系統 CNS 安全

標準、救災資訊

標示與程序、外

界溝通機制 

系統 

整合 

 提升電網韌性，

加強輸配電系統

與風險評估 

 電網數位化（智

慧電表、智慧變

電所及饋線自動

化）與智慧化應

用 

 提升系統資源調

控能力（饋線品

質調控、資源聚

合與排程等） 

 再生能源即時資

訊掌握與預測技

術精進 

 滾動檢討整體供

需與電源計畫 

 滾動檢討系統所

需彈性資源（儲

能、需量反應等）

目標與規範 

 檢討與訂定併網

及調度規範 

 推動電能市場開

放引導新興資源

參與 

 開發電力資訊公

開平台 

 電力設備資源再

生、生產者延伸

責任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2022) 

四、技術發展對淨零目標影響分析  

因應全球淨零趨勢，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已於 2022 年 3 月公布臺灣「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後簡稱 330 淨零路徑)」。淨零情境下，考量未來大型

投資案持續增加、產業自動化生產與電氣化趨勢等因素，臺灣 2021~2050 年電力

消費年均成長率將介於 1.5%~2.5%，2050 年電力消費量為 4,275 億度~5,731 億

度。而為滿足產業與民生所需電力並達成淨零目標，電力供給結構將逐步降低火

力發電占比，由短中期(~2030)發展減煤、增氣、展綠的低碳電力，長期(~2050)將

轉為綠電或氫能等零碳電力。依據 330 淨零路徑規劃，2050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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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達 60~70%，並搭配 9~12%的氫能發電，及 20~27%的火力機組搭配 CCUS 或

進口碳中和天然氣，以達成整體電力供應的去碳化。 

鑑於前述影響淨零目標達成關鍵因素與可因應之技術與作為分析，未來技術

發展、資源場域取得等都存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國際能源機構或主要國

家淨零路徑規劃多是採用情境分析方式，探討不確定性對淨零目標規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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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應用 4 種情境探討 2035 年實現淨零電力可能的途徑與影響，情境設計主要探

討電網傳輸技術與新的選址方法使電力系統允許部署更多再生能源的影響，及考

量資源限制、電網傳輸與其他新技術發展限制等對供給結構與成本的影響，最後

是探討碳捕獲與封存技術，若技術發展未能達到具成本競爭力，則電力系統不再

使用火力發電會有哪些影響。其他如英國國家電網、英國商業與能源暨工業策略

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 Industrial Strategy, BEIS）、歐盟、韓國等亦

有類似針對氫能、負碳等進行情境評估。 

為瞭解 330 淨零技術發展對淨零目標的影響，將各關鍵技術規劃目標與關鍵

議題整理於表 1.2.4，並嘗試探討技術發展對淨零目標可能的影響。以太陽光電而

言，在土地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光電模組效率是提昇裝置量的關鍵，目前太陽光

電模組效率約 20%，裝置所需面積約為 1 公頃/MW（不含週邊設施，如走道），

預估未來隨技術效率提昇，2050 年傳統矽晶裝置面積可降至 0.76 公頃/MW，矽

堆疊為 0.63 公頃/MW。因此，太陽光電由 20 GW 提升至 40~80 GW，在技術效

率維持現況下，估計需要土地面積約 2~ 6 萬公頃（不含週邊設施），但若藉由技

術進步，土地需求可降為 1.3 萬~4 萬公頃（不含週邊設施）。 

在風力發電方面，由於陸域風力優良風場開發已接近飽和，未來發展以離岸

風力為主，開發潛能區域主要分布於臺灣海峽、西部沿海與澎湖離島等地區。依

目前政府公開的 36 處潛力場址，總開發潛能概估約為 23 GW，以風場開發裝置

量密度（5 MW/平方公里）估算，達淨零目標所需海域面積需再新增 3,400 ~ 6,000

平方公里，顯示未來仍需評估臺灣海域其他可開發潛力，尤其領海外至海峽中線

尚待釐清確認。此外，離岸風力也將朝水深大於 50 公尺海域開發，需建置符合臺

灣海域環境條件的浮動式關鍵技術，但國內浮動式技術研究仍屬實驗室等級，顯

示浮動式技術發展門檻高，此外亦需考量未來離岸併網所需的基礎設施與成本。 

在前瞻能源方面，由於地熱與海洋能屬前瞻新興技術，技術發展不確性高，

需加速技術突破，包括在地熱探勘、鑽井及取熱技術等，以及波浪、洋流、溫差

發電系統研究與關鍵技術開發。此外，為降低開發風險，提高產業投資意願，需

有完整的地質調查資料與海洋長期監測與調查資料庫。而在生質能方面，穩定的

生質料源是生質能規劃目標能否達成的關鍵，包括海外料源與國內生質資源。由

於地熱、海洋能與生質能相對太陽光電與風能而言，屬高容量因數且變動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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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倘若前瞻能源技術發展不如預期，每減少 1 GW 前瞻能源的裝置量，約需

增加 4.6~5.3 GW 的太陽光電，或 1.3~1.5 GW 的離岸風力才能達到淨零目標。 

在氫能方面，為滿足國內未來氫能發電及產業用氫需求，未來須確保可取得

足夠的海外料源，或增加利用國內再生能源發電力以自產綠氫。其中，氫進口需

要使用到接收站與儲槽，然而液氫儲存溫度（-252°C）比 LNG（-160°C）低，未

來配合氫進口需新建液氫卸收設備、儲槽與管線，或評估將既有 LNG 接收站/儲

槽進行更新改建的可行性。此外，氫發電或工業用氫需透過天然氣管網或高壓運

氫槽車/液氫槽車方式輸送，惟考量國際間普遍以 20 %混氫(氣態)作為示範驗證的

上限濃度，因此在管線輸送方面亦需評估天然氣管線混氫可行性，亦或新增純氫

管線或與更新既有管線（氫脆問題），並引進相關技術或開發纖維複合氫氣管線材

料，但管線網路的建置將難免面臨當地居民的抗爭。於此同時，由於國內目前尚

未具有氫混燒與專燒機組能量，未來需投入資源引進國外混燒、專燒機組，並建

立運維能力與人才培育。 

在近零碳排的火力發電方面，330 淨零路徑規劃是以低碳燃氣為基礎，搭配

碳中和天然氣及 CCS 技術，提供零碳電力並確保供電穩定。若要使用天然氣加裝

CCS 或進口國外碳中和 LNG，需考量天然氣與氫能接收站、儲槽、管網等基礎設

施的競合與整體規劃。此外，火力機組加裝 CCS，需確保電廠腹地空間足夠且鄰

近需有封存地點，惟目前國內封存場址仍未有具體規劃，後續要思考 CO2的封存

或再利用的可能性。以及，未來在全球淨零趨勢下，國際市場碳權有限，恐影響

碳中和 LNG 供給能量，亦需及早進行布局規劃。倘若未來無法進口碳中和 LNG，

需全部採用天然氣發電機組加裝 CCS，在移除率為 90%下，CCS 年處理總量（封

存量）約為 37 百萬噸，若在全國 CCS 封存潛力有限下，恐將排擠工業 CCS 的需

求。 

表 1.2.4、淨零路徑技術發展規劃與關鍵議題 

技術 

330 淨零路徑 

零碳電力規劃 

(2050 年裝置量或發電占比) 

主要關鍵議題 
對淨零目標 

影響分析 

太陽光電 40~80 GW 

• 在土地有限的條件

下，光電模組效率是

提昇裝置量的關鍵。 

• 臺灣地狹人稠，如何

獲取足夠的屋頂及土

地面積，以及開發多

元利用複合商業模式

的開發，仍存有不確

定性，需積極克服資

源場域的取得。  

• 假設 2050 年採用高

效率矽堆疊技術，

裝置面積由目標 1

公頃 /MW ，降為

0.63 公頃/MW，太

陽光電由 20 GW 提

升至 40~80 GW，可

減少使用土地面積

0.7~2 萬公頃。 

• 倘若未來效率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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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在固定土地

面積下，相當於減

少 7~20 GW 的 PV

裝置量。 

風力發電 40~55 GW 

• 未來主要朝向浮動式

發展，目前國內尚無

浮動式風場案例，相

關技術研發還處於學

術研究。 

• 離岸風力開發短中期

以西部海域為主，但

為達淨零目標，長期

將擴大朝領海外、遠

離岸或深海地區發

展，相關發展可行性

與大水深技術需進行

評估與建置。 

• 目前政府公開的 

36 處潛力場址，總

開發潛能概估約為 

23 GW。以風場開發

裝置量密度（5 MW/

平方公里）估算，達

淨零目標所需海域

面 積 需 再 新 增 

3,400 ~ 6,000 平方

公里。 

前瞻能源 

（地熱/海洋

能/生質能） 

8~14 GW 

• 地熱與海洋能屬前瞻

新興技術，技術發展

不確性高。此外，需有

完整的地質調查資料

與海洋長期監測與調

查資料庫，降低開發

風險。 

• 生質料源是生質能規

劃目標能否達成的關

鍵，包括海外料源與

國內生質資源。 

• 由於地熱、海洋能

與生質能相對太陽

光電與風能而言，

屬高容量因數且變

動性低。因此，倘若

前瞻能源技術發展

不如預期，每減少 1 

GW 前瞻能源的裝

置量，約需增加

4.6~5.3 GW 的太陽

光電，或 1.3~1.5 

GW 的離岸風力才

能達到淨零目標。 

氫能 9~12% 

• 如何建立穩定的氫能

供應來源，包括進口

或國內自產藍綠氫

等，以及料源衍生的

輸儲與配送問題，是

氫能技術發展的重

點。 

• 國內目前尚未具有氫

混燒與專燒機組能

量，需引進國外機組，

並建立運維能力 

• 以 電 解 槽 效 率

74%、氫發電機組效

率 67.4%估算，氫能

每發一度電，約需

使用再生能源 2 度

電電解產氫。 

• 倘若未來氫能無法

進口，為達淨零，需

增加國內再生能源

發電，以提供綠氫；

或提高近零碳排的

火力機組發電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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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發電加

裝 CCS 或使

用碳中和

LNG 

20~27% 

• 火力機組加裝 CCS，

需確保電廠腹地空間

足夠且鄰近需有封存

地點，但目前國內封

存場址仍未有具體規

劃。 

• 淨零排放為國際趨

勢，國際市場碳權有

限，恐影響碳中和

LNG 供給能量。 

• 倘若未來無法進口

碳中和 LNG，需全

部採用天然氣發電

機組加裝 CCS，在

移除率為 90%下，

CCS 年處理總量

（封存量）約為 37

百萬噸，若在全國

CCS 封存潛力有限

下，恐將排擠工業

CCS 的需求。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2022) 

 

 

第三節 當前供電穩定之挑戰與策略 

臺灣 2025 年非核家園政策以「減煤、增氣、展綠、非核」之潔淨能源發展方

向為規劃原則，在展綠的部分，2025 年太陽光電目標為 20 GW，風力發電為 6.5 

GW；2022 年 3 月國家發展委員會正式公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

說明」中，說明臺灣未來推動淨零轉型有四個目標，「能源轉型更安全、產業轉型

更具競爭力、生活轉型更永續、社會轉型更具韌性」，其中能源轉型更安全將藉由

擴大再生能源設置，提升自產能源占比，使進口能源依存度由 2021 年 97.4%，降

至 2050 年 50%以下，因此在 2026-2030 年目標太陽光電每年 2 GW，以及離岸風

電每年 1.5 GW 增加裝置量，在 2050 年目標太陽光電設置裝置量達 40~80 GW，

離岸風電設置裝置量達 40~55 GW，整體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將超過 60%，本節將

就電力系統面對快速發展之再生能源帶來的挑戰以及應對措施進行探究。 

一、能源轉型供電穩定之挑戰 

再生能源具有間歇不確定性，隨著再生能源大量加入電力系統，使得系統將

面臨許多挑戰，例如再生能源併網熱區過於集中所導致的併接容量不足、併網熱

區的再生能源為提供系統負載需求進行長距離傳輸所導致的區域傳輸壅塞、再生

能源受到天氣影響造成的出力快速變化以及調度單位為因應上述變化情況必須

頻繁調度機組併解併聯等，其他如再生能源本身運轉特性，將導致系統慣量不足

或是電壓不穩定等問題亦是臺灣為確保能源轉型下，為維持系統穩定供電將解決

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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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再生能源併網熱區過於集中導致區域可併接容量不足 

臺灣地狹人稠，電力資源發展較容易受到地域所影響，特別是未來再生能源

發展主要是以太陽光電、離岸風電為主，首先在前者部分，若依據台電 2022 年 7

月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各縣市分布顯示，國內太陽光電占比最高的五個縣市依序為

台南市、彰化縣、雲林縣、高雄市以及屏東縣，而前述縣市皆位於臺灣中南部地

區並具備良好的日照條件，若進一步觀察台電配電級再生能源可併網容量查詢系

統，亦證明臺灣太陽光電因多集中於中南部地區，致使該區域可併網裕度顯示紅

色的情況，如下圖即為國內太陽光電各縣市占比與配電系統可併網區域分布。 

 

(a) (b)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官網(2022) 

圖 1.3.1、(a)各縣市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分布；(b)配電系統可併網區域分布 

另一方面，就離岸風電方面，在經濟部能源局 2015 年「離岸風電發電規畫場

址申請作業要點」當中所公開的 36 處潛力場址亦可發現，國內離岸風電未來潛

力場址多集中在臺灣中部縣市外海，如下圖所示。綜觀前述臺灣再生能源發展分

布，可發現無論是太陽光電或是離岸風電受到地理環境及氣候條件影響下，其建

置分布皆有集中化的趨勢，如此一來將可能造成區域間可併網容量不足的問題發

生，使得臺灣未來再生能源推動受到影響，不可不提早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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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離岸風電發電規畫場址申請作業要點」(2015) 

圖 1.3.2、臺灣離岸風電潛力場址分布  

(二) 區域電力供需不匹配導致區域傳輸壅塞 

發電廠往往距離用戶使用很遠，因此需要透過輸配電線路進行電力輸送，臺

灣有三條 345 kV 超高壓輸電線路幹線，這三條超高壓輸電線路幹線就像高速公

路，負責維繫北中南區域電力傳輸，而電力傳輸也像高速公有最大承載量限制，

台電公司考量檢討各區域間超高壓主幹線發生 N-1 或 N-2 事故跳脫後，不違反各

項安全性指標之最大傳輸能力，稱為區域間總傳輸能力，區域間總傳輸能力扣除

預估尖峰電力潮流量為可傳輸能力，根據台電公司資訊揭露電網供電資訊中，

2022 年「可傳輸能力」南中融通預估還有 1,608 MW，但中北融通預估僅剩下為

1,04 MW，前一節提到，臺灣再生能源多集中在中南部地區或是中部外海，顯示

未來對於電力北中南區域傳輸問題將更加嚴峻。 

表 1.3.1、2022 年「區域間總傳輸能力」 

項目 中北融通(MW) 南中融通(MW) 

區域間總傳輸能力 3,200 4,400 

預估尖峰電力潮流量 3,096 2,792 

可傳輸能力 104 1,608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官網(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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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生能源出力特性造成傳統機組運轉操作困難 

有些變動性再生能源出力特性受到氣候影響，導致不同時段出力差異甚大，

特別是太陽光電特別顯著，太陽光電的出力多呈現鐘型曲線，上午時段，太陽光

電發電量逐漸達到高峰，傳統機組需配合解聯停機，或降載維持最低運轉出力；

下午時段，太陽光電發電量開始下降，傳統機組需提高發電量，來供應負載缺口，

圖 1.3.3 為以 114 年冬季某日的負載預測及再生能源可能發電推估的情境進行分

析，上午時段淨負載下降速度達到 3,000 MW/小時，下午時段淨負載上升速度達

到 2,500 MW/小時。可見由於再生能源出力特性將導致傳統機組需要頻繁進行併

聯、解聯、升載及降載之運轉操作，而過去傳統的發電機組設計時並未考量到如

此頻繁操作，因此影響其可用率及壽命，此外在部分時段由於再生能源併網發電

占系統比例較高時，部分傳統必須與系統解聯，導致先由這些機組提供的輔助服

務(如備轉容量、頻率響應和慣量)等則需要從其他地方設法取得，都會對於系統

可靠度有所衝擊。 

 
資料來源：吳進忠、鄭宇軒(2020)，大量再生能源併網的衝擊與電力調度因應策略 

圖 1.3.3、2025 年冬季台電系統負載與太陽光電模擬曲線 

此外變動性再生能源出力具有間歇性及不確定性，如離岸風電，由於東北季

風影響下，冬季往往可得到較佳的發電效率，但伴隨而來的便是出力變動的快速

變化，如下圖 1.3.4 即為 2020 年度離岸風力案場發電冬、夏最高變動率實績情況，

在冬季(2 月份)有發生最大發電變動率每分鐘可高達 19.4%，夏季(7 月份)最大發

電變動率每分鐘也有發生 12.5%情形，顯示其變動率極高，雖然此為單一案場的

統計情形，多個案場最大變動率不會都發生在同一時間內，發生之時刻有前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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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之不同，因此導致多個案場較單一案場變動率下降，但整體隨著再生能源增加

的情況下，電力系統所具備快速反應能量要更加多與快速。 

 

(a) 

 

(b) 

資料來源：吳進忠(2021)，台灣電力與能源協會專題演講 

圖 1.3.4、離岸風力案場發電變動率 

(四) 再生能源高占比導致無效電力支援及系統慣量不足 

由於再生能源發電占比越來越高，導致傳統上提供主要無效電力的同步發電

機逐步被取代，因此系統減少無效電力支援，造成電壓調整變得更具挑戰，此外

也導致系統的短路容量不足，如此一來當系統遭遇電壓變動或是發生短路故障

時，容易造成電壓驟降，除了影響區域電壓穩定外，更有可能導致再生能源機組

因低電壓保護機制造成連鎖跳機，使得系統頻率持續惡化並造成系統不穩定的情

況發生。 

此外過去電力系統主要是以火力、水力等傳統發電機組所組成，而此類的發

電機組透過旋轉電機轉動產生電力，使得機組在發電的過程中具有慣量可以來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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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電力系統可在遭遇事故或頻率擾動時降低所受到的影響，惟再生能源利用變流

器併網，將缺乏傳統發電機的慣量特性與獨立電網形成能力，如此一來傳統發電

機組於系統占比逐漸降低下，連帶使得系統慣量減少，造成系統遭遇跳機事故時

的頻率跌幅加劇，容易導致系統發生大規模停電事故，就台電綜研所研究結果顯

示，以 2026 年度系統模擬下，無論是系統尖峰或輕載時，隨著再生能源占比增加

(6 GW~16 GW)，所會造成系統遭遇跳機事故時的頻率跌幅加劇，如圖 1.3.5 中縱

軸方向之變化幅度所示。 

 

(a) (b) 

資料來源：陳健舜、黃千華、廖清榮、許炎豐(2021)，台電系統慣量分析及改善對策。 

圖 1.3.5、高再生能源占比下 2026 年度事故頻率擾動情況: (a)輕載；(b)重載  

 

二、臺灣面對能源轉型之因應措施與作為 

電力系統在導入高占比再生能源時，也要確保供電平衡及提升系統韌性，因

此將朝三大方向，第一是「強化電網基礎設施」，透過加強電網工程、減少區域電

網間傳輸問題及導入電力電子調控設備強化電力系統穩定，以解決電網端併接容

量不足與區域傳送壅塞等問題；第二是「提升各項資源調控能力」，透過更新及提

升傳統電廠反應能力，並掌握再生能源發電及推動電力市場開放，以有效解決如

機組大量升降載或併解聯的操作及頻繁快速調整出力等供需問題；第三是「推動

電網數位化」，推動電網資通訊整合、精進區域調度加強配電調度中心能力，以輔

助與強化電力系統。 

(一) 強化電網基礎設施 

1.  再生能源加強電網工程 

再生能源案場找不到適合電網併接點，最直接因應方法就是進行電網強化，

再生能源申請併聯躉售電能，對於既有電力網需要進行加強，可向台電公司申請

進行電力網強化工程，如新建變壓器、氣體絕緣開關設備(GIS)及輸配電線路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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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基礎設施，其費用計算方式依照台電公司「再生能源加強電力網工程費用分攤

原則及計費方式」，此外針對再生能源併網熱區或未來潛力區域，台電公司也積極

規劃相關電網加強工程，例如太陽光電開發集中於雲嘉南地區，配合規劃新設宜

梧變電所、布袋變電所、北門變電所等 9 站 10 線加強電力網工程，可提升太陽

光電併網容量約 6.5 GW，在離岸風電部分，新設大潭新開關場、港風開閉所、永

興開閉所及彰埤開閉所等 7 站 7 線加強電力網工程，可提供中北部外海離岸風電

併網容量約 11 GW，同時達到分散電源集中風險。 

 
資料來源：臺灣能源淨零轉型:極大化永續綠能與強化電網韌性國際研討會(2022) 

圖 1.3.6、台電公司提升再生能源併網量能規劃 

2.  改善區域電網間傳輸限制 

面對區域傳輸壅塞問題，最直接的因應措施就是提升區域間總傳輸能力，直

接提升方式有兩類，一類是增加新的輸電線路幹線，目前國際上在輸電線路除了

過去常使用高壓交流傳輸外，也早已有許多國家開始使用高壓直流輸電系統，尤

其是在長距離輸電與海底電纜輸電，高壓直流輸電具有成本競爭力及低線路損失

優勢，是未來新設輸電線路幹線的選項，像臺灣離岸風電潛力場址多集中在中部

縣市外海，未來可以考慮新設高壓直流海底電纜將電力輸送至北部地區，協助區

域供電均衡，不過增設輸電線路不易，常常會遭到民眾抗爭，無法進一步強化升

級，因此另一種就是將既有輸電線路容量更新擴充，利用既有鐵塔抽換導線或是

重建鐵塔增加導線等方式，像是台電公司「強化電網韌性建設計畫」中，就規劃

針對 345 kV 超一路龍崎南~仁武線路進行容量擴充，提升區域間總傳輸能力。 

另一種解決區域傳輸壅塞問題措施，就是將直接電廠所發出來的電力送至用

電需求重點地區，減少透過輸電線路幹線傳輸電力，像是台電公司「強化電網韌

性建設計畫」中，就規劃燃氣機組直供科學園區及產業圍區在地發電在地使用，

例如 345 kV 通霄(新)~寶山線(竹科)、興達~南科線(南科)及大林~高雄~高煉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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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產業園區)等，在再生能源部分也將規劃興建 345 kV 嘉民~柳科(新)~南科線，

吸納雲嘉南光電熱區電源直供南科，以及 345 kV 通霄(新)~北苗~寶山線，分散離

岸風電出力直供新竹科學園區，減低系統在區域傳輸之壓力。 

3.  導入電力電子調控設備 

彈性交流輸電系統(Flexible Alternating Current Transmission Systems, FACTS)

是為提高系統安全性與靈活性的技術對策之一，彈性交流輸電系統乃是導入大功

率電力電子技術來構成各種控制器，結合先進的通信技術、控制理論、資料處理

技術等，來達成對交流輸電網路電壓、相角、阻抗及電力潮流等進行靈活控制能

力，提高電力系統的靈活性和穩定度，並提升現有輸電線路作最佳之應用，相較

於新建輸電設施，工程時間短，佔地面積小，可最大限度地降低建設工程對環境

的干擾。彈性交流輸電系統包含可以控制電力潮流的分佈，如電力潮流控制器

(Unified Power Flow Controller, UPFC)，還有可以增強電力系統的穩定度，進而提

高線路的送電容量，如靜態虛功補償器(Static Var Compensator, SVC)與靜態同步

補償器(Static Synchronous Compensator, STATCOM)。目前台電公司針對離岸風電

部分，在彰工升壓站及永興開閉所 161 kV 側增加±200 MVAR 之靜態同步補償器，

藉此提高系統電壓穩定度，維持供電品質。 

(二) 提升各項資源調控能力 

1.  更新/提升傳統電廠反應能力 

因應高佔比再生能源，需要可快速起停的發電機組配合系統整體的電力調

度，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就針對燃煤

機組、燃氣機組、複循環機組及內燃引擎發電機在更新前後機組反應能力進行研

究，詳見圖 1.3.7，雖然依據電廠運轉年限及相關設計所提升能力會有所不同，普

遍對於啟動時間、最低運轉負載、升載率以及最低運轉/停機時間等都是明顯改善，

有助於因應再生能源之調度操作，另外，內燃引擎發電機（ICEs）也是平衡間歇

性再生能源的一個解決方案，其特點為起停快速、可維持高效率下部分負載運轉，

作為電網彈性資源、提供尖載發電需求，且維護需求較不受機組起停次數影響；

一旦有故障或停機事件發生時，可快速啟動的引擎發電機可以在幾秒鐘內做出反

應來協助系統快速復電，有助於減少未來停電事故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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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RENA(2019), “FLEXIBILITY IN CONVENTIONAL POWER PLANTS 2019”  

圖 1.3.7、更新前後機組能力參數比較 

2.  掌握再生能源發電並提升預測能力 

過去「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僅規範裝置容量超過 1,000 瓩且併

接於高壓系統的再生能源，才需要將即時發電資料傳給台電，由於國內所多太陽

光電案場都是在 1,000 kW 以下，因此一定容量以下再生能源系統之即時監控資

訊，均未能傳送回台電公司監視，難以全面掌握再生能源案場，致使該發電資訊

未能完整提供台電各級調度中心進行監視運用。 

隨著 110 年 8 月「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修訂，將規範裝置容量

下修至 500 kW，並配合再生能源案場將全部裝設智慧電表，將發電資料每 15 分

鐘就會傳回台電公司，結合氣象資料，對於台電公司掌握不同地區、不同情境的

發電量很有幫助。此外為了有效管理大量而分散的太陽能發電系統，台電公司發

展配電級再生能源管理系統（DREAMS），透過再生能源監控設備（PV-Gateway）

以 DNP3.0（或 IEC 61850）通信協定格式收集發電資訊，包含實（虛）功發電量、

功率因數、責任分界點電壓及相關設定值等，利用無線 4G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虛擬私人網路）通訊方式將上述資訊回傳，執行遠端監控，保持再生能

源最大供應量的同時維持良好供電品質，藉以增進智慧調度決策能力，維持電力

網系統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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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經濟調度、機組排程、輔助服務、機組運維等目的，一般都會開發極短

期（1 小時內）、短期（6 小時）、中期（72 小時）、長期（7 天）等不同時間幅度

的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系統。因此應適當應用人工智慧及大數據，結合氣象資料，

精進再生能源發電預測準確度，台電綜研所目前所開發的預測模型，結合了再生

能源發電機組運轉監控資料，與數值氣象預報資料（NWP），並應用模擬人類大

腦運作的「類神經網路」技術，分別針對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目標 2025 年日前

/小時預測誤差可達 5%~10%內，可望逐步降低再生能源不確定性影響。 

 

資料來源：盛齊綠能公司官網(2022)  

圖 1.3.8、台電公司發展配電級再生能源管理系統(DREAMS)架構圖 

 

3.  要求再生能源負起協助系統穩定責任 

隨著再生能源於系統比例越來越高，其在系統上扮演的角色也應該逐漸由過

去追隨系統控制方式，逐漸朝向系統支持或甚至 Grid Forming 構網控制技術，因

此在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目前除了要求風力發電設備併

接於特高壓系統以上者應具備低電壓持續運轉能力(LVRT)及高電壓持續運轉能

力(HVRT)，當電力系統故障造成責任分界點電壓驟降或驟升時，風力發電設備必

須能夠持續運轉協助系統穩定。 

並針對 115 年 1 月 1 日起因應離岸風電區塊開發階段併聯之離岸風場須具備

低頻率穿越能力(LFRT)，另外實功控制能力及調控無效功率能力，在實功控制方

面，規範需提供初級頻率響應(Primary Frequency Response)，並且升載變動率不超

過 10%裝置容量/分鐘，以及當風速大於切出風速時，不得瞬間停機等；調控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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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方面，規範需具備三種無效功率控制模式，A.無效功率－電壓自主調控 

Q(V)、B.無效功率調整(constant Q)及 C.功率因數調整 (constant Q/P)，以降低併網

對電網端電壓變動的影響。 

 

(a) (b)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2021)  

圖 1.3.9、風力發電設備併接於特高壓系統以上者應具備電壓持續運轉能力 

(a)低頻率穿越能力(LFRT)；(b)高電壓持續運轉能力(HVRT)  

       

(a) (b)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2021)  

圖 1.3.10、離岸風電區塊開發階段併聯之離岸風場運轉能力要求  

(a)低電壓持續運轉能力(LVRT)；(b)無效功率－電壓自主調控 QV 曲線 

 

4.  應用儲能系統 

因應國內再生能源可能呈現集中、區域的方式併入電網，而造成電力品質以

及電力系統穩定度的問題，儲能系統可以用於穩定與平滑系統功率之變動、降低

功率預測偏差、解決局部電壓控制問題與提高用電可靠度，以滿足未來再生能源

極大化的需求。未來應用儲能系統之規劃作法包含(1)電網面：2025 年規劃 1,000 

MW，主要透過台電自建設備以及向市場採購輔助服務等方式取得，目前國內輔

助服務共有調頻、即時以及補充等三種備轉輔助服務商品，其中儲能主要參與調

頻備轉，且又依應用目的不同可細分為 dReg 動態調頻(1 秒內雙向反應)、sReg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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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調頻(1 秒內單向反應，且 10 秒內全功率輸出)、E-dReg 增強型動態調頻(1 秒內

雙向反應，且每小時額外指定充放電排程)，透過上述三種調頻商品，提供系統頻

率調節、快速反應以及消峰填谷之系統需求。(2)發電面: 2025 年規劃 500 MW，

主要透過太陽光電結合兩小時儲能舒緩夜尖峰用電需求，不僅能將部分電能提供

夜間用電需求，還能適度釋放已趨飽和的饋線容量，此外 2026 年後，以加分方式

鼓勵離岸風電設置國產儲能，強化電網韌性。(3)用戶面：鼓勵用電大戶設置儲能，

引導企業善盡社會責任並提升民間儲能設置量。 

5.  精進需量反應管理措施 

從電力需求面著手推動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 DR)，以抑低尖峰負載達

到穩定電力供需平衡，已成為國際間重要趨勢。需量反應措施是透過以提供價格

或電費扣減為誘因，讓用戶自由選擇參加，引導用戶管理用電，對整體供電來說，

減少尖峰用電或將尖峰用電轉移至離峰時間，則有強化移轉或減少夜尖峰用電的

效益。近年台電公司也推動多項需量反應管理新措施，另如約定保證型(2021 年

12 月實施)，當備轉容量 130 萬瓩或電力系統緊急需要時，與備有發電機或能快

速調整產程之用戶簽約，平時待命提供固定之電費扣減，緊急執行時另外給予較

高誘因之電費扣減；緊急應變措施(2021 年 12 月實施)，無法參與保險型方案或已

參與其他方案且抑低良好用戶，緊急時接獲通知，配合減少用電或額外增加抑低

量，可獲得電費扣減；彈性夜減型(2022 年 3 月實施)，2/3/4 小時時段選項供自由

選擇，依時段差異給予不同電費回饋；另外針對時間電價也提出電價時間帶調整

試辦方案(2021 年 10 月試辦)。希望透過各種方案吸引更多用戶來參與，以協助處

理因應尖峰由白天移至晚上調整，及電力系統緊急需要資源籌措。 

 
資料來源：臺灣能源淨零轉型:極大化永續綠能與強化電網韌性國際研討會(2022) 

圖 1.3.11、時間帶調整試辦方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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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隨著電動車的發展，台電公司提出電動車專用電價，搭配專設電動車

電表、電能管理系統（EMS），具「低基本費、高價差、離峰長」三大特色，用戶

可彈性選擇充電時間，離峰時間充電（夏月：晚上 10 點至下午 4 時、非夏月：晚

上 9 點至下午 3 點），即可享電費優惠約每度 2 元的電價，價格為離峰每度 8 元

的電價的四分之一，透過高尖離峰價差引導用戶避開夜尖峰充電，強化電動車和

電網整合。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官網(2022) 

圖 1.3.12、低壓電力電動車充換電設施電價表 

6.  推動電力市場引進新興資源參與 

2020 年完成「電力交易平台設置規則」草案，2021 年 6 月 29 日正式公佈施

行。同年 7 月 1 日電力交易平台正式啟動，並優先開放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市場。

截至 111 年 8 月底，共計 24 家民間廠商完成登記註冊，其中（調頻備轉 56.8 MW、

即時備轉 37.1 MW 及補充備轉 74.6 MW）共計 168.5 MW 參與平台競價。國內電

力市場長期發展趨勢可歸納為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傳統火力發電資源角色改變及

創新資源參與電力市場： 

(1) 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對電力市場之衝擊：當再生能源將成為電力系統主要發

電來源，以即時穩定電力系統的運轉為主；當再生能源出力過剩已經成為

電力系統的常態，如何調節不同時段的電力供需，將成為系統面臨的挑戰。 

(2) 傳統火力發電資源角色改變：當再生能源進入電力市場後，傳統火力機組

勢必轉變為以備用電源、提供輔助服務及提高運轉彈性能力，以因應電力

系統之即時變動。 

(3) 創新資源參與電力市場：創新資源如儲能使再生能源出力平滑化、提供調

頻備轉、降低尖峰負載或發電及協助電力市場供需平衡; 電動車利用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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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來參與競價及輔助服務市場以維持電網的穩定與安全。 

電力交易市場係透過公開參與的方式引進外部資源參與，並透過不同市場採

購不同電力商品。如前所述，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後，需要增加輔助服務之來源，

以確保電力品質的穩定，因此國內先進行輔助服務交易試行，惟除輔助服務外，

電能市場可協助外部參與者提供電力資源，協助舒緩供電緊澀與缺口，爰於輔助

服務交易試行後，亦逐步推動電能交易之試行。 

(三) 推動電網數位化 

1. 推動電網資通訊整合 

智慧電表基礎建設(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是全世界發展「智

慧電網」之核心技術，智慧電表產生之大量數據可有效提昇電力供應可靠度、改

善電力傳輸效率並可支持國家發展再生能源。目前國內 AMI 由台電公司負責規

劃及建置。主要由智慧型電表搭配通訊系統(含通訊網路)及電表資料管理系統組

成，除可記錄用戶用電情形、定時回傳電表資料外，亦可取代人工抄表。未來預

估於 2030 將完成低壓用戶智慧電表 600 萬戶布建，預計 2035 完成所有低壓用戶

智慧電表布建。 

此外未來的輸配電網也應透過智慧電網架構且採用國際資通訊標準 IEC 

61850 進行資訊整合及應用大數據分析，以利強化輸、配電資產管理及系統運轉

維護效率，增加系統韌性。IEC 61850 標準以使變電所內的所有保護、控制、測

量和監視功能整合在一起，此外還為高速變電所保護應用、互鎖和聯鎖跳閘提供

了各種手段。該標準結合了以太網的方便性和目前成為變電所基本要求的性能和

安全性。它將不僅套用在變電所內，而且將運用於變電站與調度中心之間以及各

級調度中心之間。目前台電公司已完成 IED4 驗證、IED 互操作性驗證，以及

SCADA 系統整合驗證，來確保電網之智慧變電所及資通訊符合 IEC 61850 標準，

各廠家也已逐步開發或採納國外設備來應用並希望通過相關驗證。 

2. 精進區域電網調度能力 

目前國內的電力調度按電壓等級分為中央調度中心(CDCC)、區域調度中心

(ADCC)、配電調度中心(DDCC)，透過三階層調度，指揮協調電力系統運轉。中

央調度中心採「雙主控同步調度」模式，台北、高雄調度中心互為異地備援，負

責執行全台電力系統電源及電網的調度任務；當任一調度中心因故無法運作時，

另一調度中心可立即接管所有即時調度工作，以確保系統運轉之穩定安全與可

靠。目前國內的電力調度按電壓等級分為中央調度中心、區域調度中心及配電調

度中心，透過三階層調度，指揮協調電力系統運轉。中央調度中心採「雙主控同

步調度」模式，台北、高雄調度中心互為異地備援，負責執行全台電力系統電源

及電網的調度任務；當任一調度中心因故無法運作時，另一調度中心可立即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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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即時調度工作，以確保系統運轉之穩定安全與可靠。 

區域調度中心目前僅負責電網設備操作，電源調度操作都集中在中央調度中

心，因應未來電網分散化、區域化，加強 ADCC 對轄區電廠及大量再生能源監控

能力，並且考量電網強韌與運轉效能，提升區域調度中心功能，增設電能管理系

統(EMS)，協助進行電能管理。配電調度中心則應加速建置先進配電管理系統

(ADMS)，透過饋線全面自動化、智慧型事故處理、主動調控配電網，提升轉供能

力、加速復電時效及提升系統穩定，增加區域電網監控調度能力。 

  



 第一章 臺灣電力供應現況與未來  

47 

參考文獻 

 

1. 王耀庭(2022 年 8 月)。電力穩供與淨零之挑戰因應。「臺灣能源淨零轉型 : 

極大化永續綠能與強化電網韌性國際研討會」之專題演講，台灣大學社科院

梁國樹國際會議廳。 

2. 台灣電力公司配電級再生能源可併容量查詢系統網頁，可併量。檢自

https://hcweb.taipower.com.tw/geohc/ (Sept. 1, 2022) 

3.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網頁，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民 111

年 3 月 30 日)。檢自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DEE68AAD8B38BD76# (Sept. 20, 

2022) 

4. 吳進忠、鄭宇軒(民 109)。大量再生能源併網的衝擊與電力調度因應策略。

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刊，Vol.93，No.1，77-88。 

5. 陳健舜、黃千華、廖清榮、許炎豐(民 110)。台電系統慣量分析及改善對

策。台電綜合研究所電力研究簡訊，No.122，5-7。 

6. 經濟部能源局網頁。110 年度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檢自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wHandMenuFile.ashx?file_i

d=10995 (Sept. 5, 2022) 

7. 經濟部能源局網頁，能源轉型白皮書 110 年度執行報告。檢自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Desc.aspx?menu_id

=21981 (Sept. 5, 2022) 

8. 經濟部能源局網頁，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檢自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992

2 (Aug. 24, 2022) 

9. 經濟部能源局網頁，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民 104 年 7 月 2

日)。檢自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Law/Content.aspx?menu_id=2870 

(Aug. 15, 2022) 

10.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專區網頁。110 年度能源統計手冊。檢自

https://www.esist.org.tw/publication/page2 (Sept. 5, 2022) 

11. 鄭金龍(2021 年 12 月)。高佔比再生能源電網之電力調度。「台灣電力與能源

工程協會」之專題演講，視訊會議。 

12. 蕭勝任(2022 年 9 月)。台灣地區輸配電網韌性之強化。「區域電力供需平衡

與電網強化研討會」之專題演講，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13.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2020).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ea.org/reports/energy-technology-

perspectives-2020 (Sep. 1, 2022) 

14.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2021a). Net Zero by 2050: 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ea.org/reports/net-zero-by-

https://hcweb.taipower.com.tw/geohc/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DEE68AAD8B38BD76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wHandMenuFile.ashx?file_id=10995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wHandMenuFile.ashx?file_id=10995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Desc.aspx?menu_id=21981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Desc.aspx?menu_id=21981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9922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9922
https://www.esist.org.tw/publication/page2
https://www.iea.org/reports/energy-technology-perspectives-2020
https://www.iea.org/reports/energy-technology-perspectives-2020
https://www.iea.org/reports/net-zero-by-2050


能源轉型強化穩定供電之策略研析 

48 

2050 (Sep. 1, 2022) 

15.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2021b). Energy Efficiency 202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ea.org/reports/energy-efficiency-2021 (Sep. 1, 2022) 

16.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NREL). (2022). Examining Supply-Side 

Options to Achieve 100% Clean Electricity by 2035.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rel.gov/docs/fy22osti/81644.pdf (Oct. 5, 2022) 

17.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DESA). (2019). 

2019 Revision of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Retrieved from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Sep. 1, 2022) 

 

 

 

 

 

https://www.iea.org/reports/net-zero-by-2050
https://www.iea.org/reports/energy-efficiency-2021
https://www.nrel.gov/docs/fy22osti/81644.pdf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第二章 臺灣光電與風電之發展及挑戰  

49 

第二章 臺灣光電與風電之發展及挑戰 

第一節 國際技術發展與潛力評估 

一、太陽光電國際技術發展與潛力評估 

全球太陽能安裝量在 2021 年達 167.8 GW，佔在再生能源的比率達 56%，顯

為最關鍵技術。然而太陽能和風能受天候影響無法穩定供給，隨著占比提升穩定

供電是一重大課題。在產電端，保持充裕且源源不絕的產出是穩定供電首要之務，

藉以免除缺電威脅，因此擴大太陽光電設備裝置量是目前最重要方案。在政策上，

以國土利用規劃策略性擘劃出適合裝設區域；在技術上，可以提高太陽電池及光

電模組轉換效率及太陽能系統的性能比(Performance Ratio, PR)及穩定度，藉此提

高單位面積產電量及輸出穩定。此外，搭配多元及可靠的儲能方案，將使得太陽

能可以全天候調度。 

以光能發電的太陽光電技術，數十年以來的產業發展一直聚焦於成本下降及

轉換效率提升二大核心課題。成本下降也可以因為轉換效率提升造成發電系統建

置成本及均化能源成本(Levelized Cost of Energy, LCOE)下降而達成，這也是追求

轉換效率提升目標的根本訴求之一。轉換效率提升可提升單位面積設置，因此可

以減少裝設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所需的土地面積以及太陽光電平衡系統(Balance of 

Systems, BOS)成本。目前全球大部分地區的太陽光電技術發電成本已經比傳統煤

電發電成本還低，廣泛實現市電均價(grid parity)情境。預計未來幾年隨著儲能價

格的快速下降，除了能全天候穩定輸出電力，光儲系統也終將實現市電均價。 

提高轉換效率促使在有限面積中擴大太陽光電設備裝置量，藉此提供充裕的

電力可解決穩定供應的源頭問題，因此本文特別對高轉換效率太陽能技術發展趨

勢及潛力評析如下: 

(一) 聚光型太陽光電(concentrating photovoltaic, CPV)電池 

美國能源部國家可再生能源實驗室(NREL)紀錄了太陽能技術發展史，並以實

驗室階段太陽電池最佳轉換效率做成發展歷程記錄圖，如圖 2.1.1 所示。由圖中

可見大約在 1990、2000 及 2010 年前後有顯著發表紀錄，之後便展開新技術品項

的轉換效率發表歷程。值得一提的是，大約 2010 年後多種新興太陽電池技術開

發積極，效率提升迅速而屢屢破新紀錄。 



能源轉型強化穩定供電之策略研析 

50 

 

資料來源：NREL (Dec. 2022) 

圖 2.1.1、實驗室階段太陽電池最佳轉換效率發展記錄圖 

以材料角度檢視光能轉換成電能效率，具有太陽光譜最佳能帶隙(energy band 

gap)的傳統單接面(亦即是只有一個 p-n 接面)太陽光電效應(photovoltaic effect)的

太陽電池的最高理論轉換效率為 33.16%，單接面矽晶太陽電池的理論極限值為

29.4%，此即所謂的肖克利-奎伊瑟極限(Shockley-Queisser limit)。2000 年之後矽

晶太陽電池導入工業化量產，綜觀這 20 年來商品化發展，近 10 年來實驗室階段

轉換效率平均每年提升約 0.57%，市售產品轉換效率則平均每年提升約 0.4%，目

前轉換效率達 23%的商規矽晶太陽電池正逐漸逼近極限值。 

太陽電池的光電轉換效率即是在標準太陽光譜照射下單位面積光能轉成電能

百分比，因此利用鏡組聚集陽光投射至太陽電池，藉由曝曬數倍太陽光提高輸入

的單位能量密度的方式，也是提高電池轉換效率的方式之一，多種基材都曾被開

發為這種聚光型太陽光電(Concentrating Photovoltaic, CPV)電池。另外，堆疊電池

(tandem cell)技術也是可以突破單接面太陽電池的理論極限值，以各具有不同光學

能帶隙材料的多個太陽能電池上下堆疊。入射光面的上電池吸收高能量的光子，

下電池則吸收較低能量的光子，將太陽光譜分成更小的區段可優化對光能吸收，

越多的多接面堆疊電池更窄的頻譜，從而提供更高的整體轉換效率，是深具潛力

的技術對策。 

鑒於多接面(multi-junction)技術可以超過 Shockley-Queisser 極限，採用 III-V

族化合物材料開發堆疊型太陽光電效應的太陽電池 40 年前就開始，並同時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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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型太陽光電研究。目前世界轉換效率最高的太陽電池技術紀錄是由美國

NREL 所保持，是使用砷化鎵為基板並進行 III-V 族化合物材料磊晶製程所製作，

61 倍聚光單接面砷化鎵太陽電池轉換效率為 30.8%。採用三種不同吸收能隙材料

透過一體化(monolithic)堆疊製作的三接面砷化鎵太陽電池，其不使用聚光鏡組之

轉換效率為 39.5%，是目前以標準日照強度條件下量測到轉換效率最高的太陽電

池。六接面堆疊太陽電池 (參見下圖 )轉換效率為 39.2%，若採用聚光鏡組

(concentrator)將 143 倍標準陽光的能量投射在 0.1 cm2 的六接面太陽電池上，轉

換效率可達 47.1%。 

 

 

 

 

 

 

 

 

 

 

 

 

資料來源：NREL (2020) 

圖 2.1.2、NERL 的六接面 III-V 太陽電池結構示意圖 

歷經 20 年商品化發展，產業技術主流態勢已明確是矽晶技術，目前市佔率約

95%，長久以來研發或產製 III-V 族太陽電池團隊甚少。除了研究單位少的問題，

III-V 族堆疊技術隨著接面數目增加所遇到的晶格匹配問題及面積放大越是挑戰，

因此 CPV 技術商品化更是困難重重。由下圖 III-V 族太陽電池成本結構分析圖可

以得知昂貴的 III-V 族基板是主因，造成極高電池成本近乎矽晶太陽電池的 100

倍，成本障礙似乎是長久以來無法跨越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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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REL(2018) 

圖 2.1.3、III-V 族太陽電池成本結構分析 

 

2006 年德國 Fraunhofer ISE 採用晶圓鍵合技術合作開發面積為 7 mm²的四接

面的 III-V 族太陽電池，搭配 16 cm² 菲涅耳透鏡製作成 230 倍聚光且面積為 832 

cm2的 FLATCON® CPV 模組中有 52 套電池單元(見圖 2.1.4)，經過十年戶外實際

運作驗證，呈現良好的長期穩定性，可見實用化的挑戰品質不是關鍵問題。 

CPV 模組設計及製作涉及聚光、電池串併、封裝及散熱等，造成模組龐大厚

重，且需要搭配追日系統才能發揮作用。儘管(一般 CPV 用到的)III-V 族太陽電池

效率高但極端昂貴，組裝成聚光模組及裝設成追日系統更是墊高成本，故一直無

法與其它太陽電池技術競爭。III-V 族不利於當下主流地表發電市場，但輕量及超

高效率的應用情境似乎是 III-V 族太陽電池利基市場，故 III-V 族太陽電池在太空

應用佔有一席之地。此外，在地表移動式應用情境，例如結合日益火熱的電動車 

(例如：豐田汽車已研究太陽能電動車多年) 也開始引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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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raunhofer ISE (2019) 

圖 2.1.4、德國 Fraunhofer ISE 的 FLATCON® CPV 模組所組成的陣列 

(二) 高效率矽晶太陽電池 

綜觀 20 年來矽晶太陽電池轉換效率提升要素為: 材料改善(如:矽晶基板、導

電漿料、氧化鋁鈍化材料等)、生產設備(如:整線自動化、鈍化製程設備、精密對

位印刷設備、雷射畫線設備)、元件結構(如:BSF、PERC、TOPCon)。 

就材料而言，以矽晶片作為基板的矽晶太陽電池技術已發展超過半個世紀，

早期多晶矽太陽能電池自 2017 年市占率急速萎縮，並預計於 2022 年完全退出市

場。目前主流技術 P 型鈍化射極背面電池（Passivated Emitter and Rear Cell, PERC）

理論極限值 24.5%。當下技術發展路線產業界正值二大轉換，首先是電池尺寸升

級(由 8 吋晶錠轉成 10 吋/12 吋)，後續緊接著是鈍化技術升級成鈍化接觸技術，

同時摻雜型態也由 P 型轉成 N 型。原本主流的 P 型單晶矽基板也逐漸衰退，取而

代之的是 N 型基板由 2021 市占率不及 4%預估成長至 2032 年達到 70%。 

與 P 型矽晶片比較，N 型矽晶片雜質種類少、純度高、少數載子(minor carrier)

壽命長、無晶界錯位缺陷、電阻率容易控制等諸多材料先天優勢，因此長久以來

高轉換效率電池的基板選項一直都是 N 型單晶矽。典型 P 型矽晶太陽電池使用硼

摻雜的矽晶片當作基板，初始光照後易形成硼-氧對，在矽基板中捕獲電子形成復

合中心(recombination centers)，光致衰減(Light Induced Degradation, LID)導致輸出

功率衰減。反觀，N 型電池是矽基板摻磷沒有硼-氧對形成可能，因此電池幾乎沒

有光衰現象。近幾年在 N 型 TOPCon 的大量需求誘因之下，N 型矽晶片成本顯著

降低而近逼 P 型矽晶片，故促使矽晶片摻雜型態的技術轉換。綜上，採用 N 型單

晶矽基板儼然是矽晶太陽電池在高效率路徑的唯一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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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製造設備而言，眾多新穎設備推陳出新，除了良率改善更是造就轉換效率

提升的重要基礎。甫工業化生產TOPCon太陽電池的轉換效率為23%~24%，未來

搭配工業4.0概念導入先進智慧製造，透過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設備自動優化系

統、智慧自我維護系統、即時狀態監控智慧生產系統、大數據雲端運算、機器人、

感測智慧辨識系統進行更有效結合，良率及轉換效率可望因生產流程智能全自動

化獲得提升。 

就元件結構而言，近10年太陽電池在實驗室研發階段的轉換效率超過25%主

要是由交指式背接觸（Interdigitated Back Contact, IBC）、本徵薄膜異質接面

（Heterojunction with Intrinsic Thin layer, HJT或HIT）、隧穿氧化鈍化接觸（Tunnel 

Oxide Passivated Contact, TOPCon）技術所推昇，目前這些技術都已商品化也都是

以N型單晶矽為基板。IBC元件架構於1977年首次提出，實際高轉換效率太陽電池

直到1984年發表。使用非晶矽（a-Si:H）層鈍化單晶矽表面的HJT技術由日本Sanyo

（已被日本Panasonic併購）於1990年首次報導，隨後導入本徵薄膜的異質接面技

術定名為HIT®並於2000年發表。TOPCon基礎概念於1991年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

學（UNSW）提出，太陽電池則於2017年德國Fraunhofer ISE發表轉換效率達25.8%。

以下就近年在產業界很熱門的TOPCon及HJT詳細說明。 

1.  隧穿氧化鈍化接觸(TOPCon)太陽電池 

N 型 TOPCon 技術憑藉轉換效率、投資成本、量產規模、與 PERC 相容性高

等優勢，被市場認為將接棒 PERC 成為下一代主流技術。由圖 2.1.5 可見 TOPCon

市占率逐昇於 2032 預期市占率達約 50%，成為市場主流也將是摻雜型態轉換拉

力之一。目前各式熱門的高效率矽晶太陽電池研究，如 TOPCon、HJT、IBC、異

質接面背接觸（Heterojunction Back Contact, HJ-BC）等都是以 N 型矽晶片為基

材，此將令 P 型變成 N 型轉移更具驅動力。 

 

 

 

 

 

 

 

 

 

 

資料來源：ITRPV (2022) 

圖 2.1.5、矽晶太陽電池技術市占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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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太陽電池轉換效率超過 25%的量產技術，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典型

TOPCon 概念的延伸應用於太陽電池正背雙面，甚至是 p 型及 n 型 TOPCon 結構

全部製作於電池的背面。 

例如德國 IFSH 在 2018 年發表 P 型矽晶片的太陽電池轉換效率達 26.1%的

POLO 背接觸(Polysilicon on Oxide Back Contact, POLO-BC)電池。下圖展示同一

片矽晶圓上設計 7 個小電池，在電池的負接觸處使用對電子有選擇性的 n+型多晶

矽疊氧化物 (Polysilicon on Oxide, POLO)接面，在正接觸處使用對電洞有選擇性

的 p+型 POLO 接面，也正是這兩接面對於電子及電洞高選擇性造就如此高的轉換

效率。 

這些接面在電池背面製作成叉指狀圖案並以本徵多晶矽區相互隔開，顯著減

少了多晶矽中的寄生吸收(parasitic absorption)，正面無電極可避免電極金屬化造

成的陰影。 

 

資料來源：IFSH (2020) 

圖 2.1.6、德國 IFSH 的 POLO-BC 技術  

(a)元件結構示意圖；(b)同基板上 7 個電池正面與背面 

 

表 2.1.1 呈現不同鈍化接觸組合之電最高轉換效率理論計算結果，典型 PERC

太陽電池負選擇性接觸採用硼擴散，搭配正選擇性接觸是採用鋁摻雜的組合，最

高理論轉換效率只有 24.5%;正負選擇性接觸都是採用 TOPCon (亦即是 POLO)材

料及結構者轉換效率為所有組合最高達 28.7%，因為轉換效率比正負選擇性接觸

都採用非晶矽薄膜的 HJT 最高轉換效率 27.5%還多出 1.2%，故已經吸引不少研

究單位投入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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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電子選擇及電洞選擇性接觸材料對應之電池轉換效率試算表 

 

資料來源：J. Schmidta, et al. (2018) 

2.  本徵薄膜異質接面(HJT)太陽電池 

HJT 最重要的屬性是低溫製程，整個製造過程低於 250°C。它融合了矽晶太

陽電池技術和矽薄膜太陽電池技術，在矽晶/非晶矽兩種不同材料之間形成接面，

故具有矽晶電池的光吸收特性和薄膜非晶矽的表面(/界面)鈍化特性，以矽薄膜技

術本位出發的日本 Sanyo 在摻雜非晶矽層和矽晶之間插入一層本徵非晶矽薄膜，

進而顯著提高電池效應。目前最高效率紀錄為日本 Kaneka 於 2017 發表的 26.7%

商業尺寸矽晶 HBC 結構（IBC 和 HJT 組合），但至今 5 年再無任何突破。IBC

技術複雜，HBC 結構更是複雜，屆時量產更可預見諸多困難，鑒於此中國隆基保

持著轉換效率 26.5%但相對簡單 HJT 電池的效率記錄，隱約顯示出可量產的優

勢。 

HJT 製程雖然與主流矽晶太陽電池相容性極低，無法以典型主流產線升級，

但與 PERC 或 TOPCon 相比，其製程步驟數量更少，只有 5 個關鍵製程站。中

國廠商近幾年自主開發關鍵的電漿化學氣相沉積 (Plasma Enhance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PECVD)設備，大大降低資本支出，成功吸引幾家主流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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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啟動該技術的研發/試產線，少數也開始了工業化生產。 

HJT 除了有低溫度係數及更好的弱光性能優勢，其先天優勢在於它是雙面透

明導電氧化物(Transparent Conductive Oxides, TCO)故雙面受光都可發電，雙面率

(bifacial ratio)更高達 90%，也因此適合作為鈣鈦礦與矽晶堆疊的下電池。但因為

設備成本過高，在理論轉換效率偏低，目前實務生產轉換效率並未顯著優於

TOPCon，故業界普遍認為即便 HJT 成本未來幾年可以大幅下降，但是依舊無法

與 TOPCon 抗衡。 

(三) 鈣鈦礦太陽電池(PVSC) 

下圖是由德國 FISE 整理的商品化矽晶太陽電池轉換效率發展趨勢圖，發展

歷程中主流技術(如 BSF、PERC 和 TOPCon)，由實驗室發表到實質商品化的技術

成熟期至少 20 年，技術商品化後到退出市場的產品生命週期 20 年以上。此外，

也可以觀察到技術成熟期和技術生命週期有逐漸縮短的趨勢。 

2013 年始列入 NREL 的轉換效率發展記錄圖(參見圖 2.1.1)的鈣鈦礦太陽電

池，目前仍在實驗室研發階段，轉換效率近年來提升迅速，吸引國際研發團隊高

度興趣。2017 年列入紀錄圖的鈣鈦礦與矽晶之堆疊型電池，更是吸引各界目光。

目前鈣鈦礦太陽電池最高效率紀錄為南韓 UNIST 2021 年發表的 25.7%；瑞士

EPFL 和 CESM 2022 年 8 月發表鈣鈦礦與 HJT 堆疊太陽電池轉換效達 31.3%，更

一舉超越單接面矽晶太陽電池的理論極限值(29.4%)；2022 年底德國 HZB 的鈣鈦

礦與 HJT 堆疊將紀錄再推上 32.5%，但以技術成熟度曲線（Gartner hype cycle）

角度可視為仍處於科技誕生的促動期，預期到具體大規模商品化將還有段時間。 

 

資料來源：Fraunhofer-ISE (2022) 

圖 2.1.7、矽晶太陽電池技術效率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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鈣鈦礦太陽電池本身除了尺寸放大技術需要克服，未來可實用的產品壽命更是須由

材料尋求改善，以其作為上電池的堆疊電池，尚有諸多匹配 (例如: 光學性、電性、壽

命等)技術問題須逐一克服，Wu 等人分析近 2 年鈣鈦礦太陽電池發表，歸納出主要

研究領域為效率提升、元件堆疊、元件穩定性及無鉛配方，參見圖 2.1.8。 

 

資料來源：Nano-Micro Lett. (2021) 

圖 2.1.8、鈣鈦礦太陽電池結構示意圖及現今四大研究領域 

 

在該領域英國新創公司 Oxford PV 居技術領先地位，它是唯一可以製作出大

面積高效率鈣鈦礦太陽電池，展示可與商規矽晶電池匹配的鈣鈦礦太陽電池尺寸

(166mm×166mm)，先前發表採用二端點結構與矽晶堆疊之電池初始轉換效率達

26.8%，但原先規劃工業化生產進度卻因故一再遞延。 

以矽晶為堆疊電池的下電池，鈣鈦礦與矽晶之堆疊電池上下電池聯接方式採

用二端點結構是研究主流。二端點結構的轉換效率遠高於四端點，對於追求轉換

效率紀錄的研發團隊前者是首選，但保守的研發團隊則考量到實務面應用光電模

組在戶外 30 年，二端點結構電池因的上下電池衰退量差異大造成嚴重電性不匹

配，進而導致光電模組品質問題。 

堆疊電池中的上電池是貢獻整體轉換效率主角，其吸收大部分的入射光能，

深入穿透到下電池的是長波長光線。有別於一般商品化矽晶太陽電池，為了強化

長波長光線吸收及上下電池串聯的電流匹配，作為下電池的矽晶太陽電池需要特

別開發，下圖是目前被研究為下電池的矽晶太陽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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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2022) 

圖 2.1.9、堆疊太陽電池之矽晶下電池結構示意圖 

(a) HJT；(b)POLO；(c)TOPCon 

下表呈現採用不同矽晶技術的堆疊電池轉換效率最佳紀錄，面積約 1cm2 的

堆疊電池轉換效率依序 HJT (32.5%) > TOPCon (27.6%) > POLO (25.4%)。因為 HJT

是早已商品化高轉換效率產品，反觀 2022 年是 TOPCon 商品化元年，POLO 則

還在實驗室研發階段，故 HJT 獲得青睞成為研究焦點。但基於結構特性及轉換效

率提升可能，TOPCon 和 POLO 有著頗大的發展潛力，預期未來有更多技術搭配

選項。 

表 2.1.2、鈣鈦礦太陽電池與各式矽晶太陽電池堆疊國際指標 

二端點堆疊結構之 

下電池種類 

Efficiency 

(%) 

Area 

(cm
2

) 

Voc 

(V) 

Jsc 

(mA/cm
2

) 

FF 

(%) 

最高轉換效率 

紀錄保持單位 

Perovskite/Si HJT 

(large) 
26.8 274.22 1.891 17.84 79.4 Oxford PV 

Perovskite/Si HJT 29.8 1.016 1.9193 19.45 79.8 HZB  

Perovskite/Si HJT 31.25 1.1677 1.9131 20.50 79.8 
CSEM & 

EPFL  

Perovskite/Si HJT 32.5 1.014 1.9798 20.22 81.2 HZB 

Perovskite/Si TOPCon 27.6 1 1.794 19.68 78.1 Jinko Solar  

Perovskite/Si POLO 25.41 1.42 1.741 19.5 74.7 EPFL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整理(2022) 

(四) 智慧型太陽光電模組(intelligent PV module) 

穩定供電需有穩定運作的發電系統，太陽能發電除了天候造成的不穩定，太

陽光電系統的正常運作即是穩定供電的基本保障。面對太陽光電系統大量及多元

環境的裝設、1~30 年新舊各種技術的光電系統散佈、初始建置系統設計及施工品

質、平常運作及維護良善與否等諸多因素，導致個別太陽能系統是否能正常運作

以提供應有的輸出，這會是穩定供電需面對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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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智慧型太陽光電模組具有電壓與電流感測功能、快速關斷 (rapid 

shutdown)功能、電力線網路、通訊安全加密機制，使得模組資料傳輸以及關斷控

制更為安全，智慧模組與智慧型系統技術，並利用智慧監測診斷及模組快速關斷

功能，來預知災害現場故障狀況，提升維運管理效率，減少意外災害引起之重大

危害與損失。此潮流可以由 ITRPV 最新報告看出潛力，具備監測及關斷功能的智

慧模組市占率迅速成長，於 2032 年將達到 31%。 

 

 

 

 

 

 

 

 

 

 

資料來源：ITRPV (2022) 

圖 2.1.10、太陽光電智慧模組技術市占率預測 

太陽光電系統即使關閉換流器，陽光照射時的模組仍繼續產出直流電源。若

關閉換流器或是切斷直流電纜，將會失去負載而終止電流輸出，但直流電壓從最

大功率輸出電壓(Vmpp)上升到開路電壓(Voc)，電壓高達 600-1,500 Vdc 的模組組

串便形成觸電高風險源頭。因此，若是建置在建物上的太陽光電系統不幸發生火

災，為避免灑水導致救災人員的電擊問題，現行各國救災準則一般是會讓建物自

然燃盡或需經專責人員斷電後才進行救災，模組等級快速關斷功能可減少損失持

續擴大。因此，美國首創先例設立 NEC690.12 規範要求建物上的太陽光電系統需

有模組等級的快速關斷功能。 

傳統太陽光電系統沒有模組等級之監測能力，因此無法進行預知保養或甚至

失效，因此增加大型太陽光電電廠的運維管理困難及降低穩定供電能力。若採用

智慧型太陽光電模組所建構的太陽光電系統，其結合智慧診斷與應用技術、可靠

度運維管理、準確預測發電量、系統安全設計與評估等技術，逐漸成為相關業者

關注的焦點，將來對於穩定供電也會有相當的幫助。 

二、離岸風電國際技術發展與潛力評估  

(一) 全球離岸風電技術發展現況與開發潛力  

全球各國政府為達到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積極推動綠色能源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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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風力發電已成為綠色再生能源發展最重要項目之一，依 IEA 預估為達到 2050

淨零排放，其中 70%電力需來自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市場每年持續穩定成長，依據全球風能理事會(GWEC)統計，2021

年全球累計裝置容量達 837 GW，過去 7 年複合成長率為 12%，其中陸域風力發

電仍有主要裝置項目，累計裝置容量為 780 GW，離岸風力發電則為 57 GW。 

2021 年離岸風電新增裝置容量達到創紀錄的 21.1 GW，過去 5 年複合成長率

高達 47.4%(如圖 2.1.11)，全球總裝置容量累計 57.2 GW。由於中國及越南大幅成

長，因此，亞洲地區總裝置容量達 29 GW 超越歐洲 28 GW。2021 年全球離岸風

電新增裝置容量前三名分別為中國(16.9 GW、英國 2.3 GW 及丹麥 0.6 MW)。 

2021 年離岸風電新增裝置容量的 21.1 GW 中，仍以固定式基礎型式的離岸

風電為主，浮動式僅裝置 57.1 MW，分別為英國 48 MW、中國 5.5 MW 以及挪威

的 3.6 MW，均為示範案。2021 全球浮動式累計裝置容量為 174 MW，僅在 6 個

國家有實績，分別為英國、挪威、葡萄牙、日本、法國及中國。 

 
資料來源：GWEC (2022) 

圖 2.1.11、離岸風電高速成長 

未來全球離岸風電產業仍將持續高速成長，2021 年到 2026 年預期複合年成

長率達 6.3%，全球新增裝機量將在 2027 年突破 30 GW 以上，2031 年突破 50 GW

以上。若計算 2020 年到 2030 年的 10 年間，亞洲各國合計規劃設置逾 120 GW、

美國和歐洲分別挑戰 30 GW、60 GW，全球正式進入離岸風電的黃金爆發期(如圖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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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WEC (2022) 

圖 2.1.12、2021 年至 2031 年全球離岸風電裝新增裝置量 

臺灣位於最大陸塊與最大海洋交界處，受獨特地理位置影響，有明顯的東北

季風與西南季風季節交替的豐富天候變化，加上臺灣中央山脈與福建武夷山系的

地形效應，使得臺灣海峽冬季風力特別強勁，豐富之風能資源成為臺灣發展離岸

風電之重要基礎。 

臺灣海域風能資源豐富為全球公認，依據工研院數值模擬分析，水深 5-20 公

尺，開發潛力 9 GW，排除限制條件後，可開發潛能為 1.2 GW；水深 20-50 公尺，

開發潛力 48 GW，排除限制條件後，可開發潛能約 10 GW；水深大於 50 公尺，

開發潛力高達 90 GW，排除限制條件後，可開發潛能遠大於 10 GW。合計臺灣海

域離岸風電可開發量達 20 GW 以上(如圖 2.1.13)。 

 
資料來源：經濟部風力發電單一服務窗口 

圖 2.1.13、臺灣海域風能資源佳 

淺水區 (Shallow Water)

水深: 5-20 m

面積: 1,779.2 km2

潛力: 9 GW

深水區 (Deep Water)

水深: 20-50 m

面積: 6,547 km2

潛力: 48 GW

極深區 (Deeper Water)

水深: > 50 m

潛力: 90 GW

淺水區深水區

極深區

資料來源“Wind Resource Assessment Handbook,” ITRI, 2011

可開發潛能：> 10 GW

可開發潛能：10 GW

可開發潛能：1.2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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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國際離岸風力發電之技術發展，已逐步克服水深問題及離岸距條件限

制，朝向大水深、遠離海岸線(如浮動式風機)發展，其設置空間應無海域限制，並

考量國際上離岸風力發電定義多無海域限制，因此，經濟部已預告修法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修正離岸風力發電之定義，不再限制其設置範圍，擴大離岸風力發電

設置場域至領海外經濟海域，有利臺灣朝 2050 年淨零目標邁進。 

由於海面障礙物少，風速較高，風力資源相對穩定，離岸風電成為各國積極

投入與研究發展。綜整全球離岸風電技術發展趨勢為風力機設備朝大型化、風場

設置地點朝離岸遠、大水深(水深大於 50 公尺)，基礎型式從固定式朝浮動式發

展。更因離岸風場建置完成後進入 20 年至 25 年運維期，為監測設備可靠性，預

兆診斷設備健康性，提早採取適當之運維策略，以發揮離岸風場發電效能，離岸

風電運維技術朝向智慧化、無人化、數位化方向發展。 

(二) 風力機設備朝大型化發展 

全球風力發電技術蓬勃發展，由於海上風場面積有限，為使風場能達到最高

之開發容量密度效益，因此風場開發都趨向於儘可能選用更大的風力發電機尺寸

與規格，先進控制系統，系統設計更為最佳化，以擷取更多的風能，產生更多的

電力，降低離岸風場專案計畫開發成本，以符合風場利用之經濟效益。 

風力機設備朝大型化發展，離岸風電從 1990 年的 0.5 MW 至 2025 年的 13 至

15 MW，於 35 年間提高 30 倍(如圖 2.1.14)，並預估 2050 年將大於 20 MW。2021

年全球平均離岸風力規格(Turbine Capacity)為 7.4 MW、葉輪直徑(Rotor Diameter)

為 156.1 公尺、輪轂高度(Hub Height)為 99.6 公尺(如圖 2.1.15)。 

 
資料來源：Bloomberg、工研院綠能所整理(2021) 

圖 2.1.14、風力機朝大型化發展 

 

London 
Eye 135 m

Statue of 
Liberty 93 m

Eiffel Tower 
324 m技術 尺寸 發電量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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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OE-offshore_wind_market_report(2022) 

圖 2.1.15、歷年全球平均離岸風力規格、葉輪直徑、輪轂高度 

離岸風場開發商通常希望於風場內使用可用的最大風力發電機，因為相同的

風場容量可以採用更少量的風力機，從而降低了風場開發成本和未來的運轉與維

護(O&M)成本。離岸風電的風力機規格升級比在陸域風電上更為可行，因為運輸

和安裝的障礙較不受限制。風力機的升級通常集中在轉子直徑和發電機額定功率

上。如圖 2.1.15 所示，複合材料製造、設計和材料創新以及風力機控制方面的降

低負載的進步，促進了風力機葉輪直徑尺寸的升級。輪轂高度的增加也促進風力

機性能的提高，因為在更高的高度有更好的風能資源，但是這些性能優勢可能在

某種程度上會被增加的塔架和支撐結構成本所抵消。 

推動全球風力機設備規格與尺寸逐步朝大型化發展，主要歸功於全球風力機

系統廠極力提高各自之競爭力，以提供不斷增長的發電能力，因應風場開發市場

發展需求，積極投入技術研發所致。目前全球已有能力生產大於 10 MW 等級的

廠商，例如：西班牙 Siemens Gamesa SG 14-222 DD (14 MW)、丹麥 Vestas V236 

(15.0 MW)、美國 GE Haliade-X (14 MW)、中國明陽智能 MySE 16.0-242 (16 MW)。

中國明陽智能的 16 MW 是迄今市場上宣布的最大風力機容量，聲稱將在 2024 年

之前量產。 

2021 年，中國的離岸風電設置量創歷史新高，因此，新興的亞洲市場對全球

風力機大型化趨勢的影響越來越大。目前中國開發的原型機的單機容量比西方風

力機低約 20%-25%，升級的速度比西方落後約 4 年。Siemens Gamesa 與 Vestas

為目前全球主要風力機大型化的領航者。在歐洲，Siemens Gamesa 的 SG 14-222 

DD 原型機於 2021 年 10 月完成安裝，現已在丹麥 Østerild 風力機測試場測試中。

Siemens Gamesa 的 14 MW 與 GE 的 Haliade-X 的容量相同，GE 的 14 MW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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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蘭測試中，而 Vestas 計劃於 2022 年同樣在丹麥 Østerild 風力機測試場安裝 

V236-15 MW 原型機。 

通常，風力機設備製造商設計的新風力機平台時會保留有足夠的裕度，以提

高具有相同葉輪轉子的發電機銘牌額定值。GE 公司已使用其 Haliade X 兩次以證

明此點，將原型機從 12 MW 的額定功率提升到 13 MW 的額定功率，並在短短 2

年內達到 14 MW 的額定功率。Siemens Gamesa 與 Vestas 也都有類似做法。這種

策略可以在同一個機艙框架上，實現更高的功率輸出和發電量產出，而無需對葉

片生產進行特別改造。雖可快速升級到更高的裝置容量，但必須仔細設計以避免

更高的疲勞負載和風力機設計壽命的潛在縮短帶來的風險增加。 

2021 年全球運轉中之風力機設備供應商市場占比，其中 Siemens Gamesa 與

Vestas 是全球風場設置前兩大風力機設備供應商(如圖 2.1.16)。Siemens Gamesa 是

主要的離岸風力機設備製造商，目前安裝的所有風力機的市場占比約為 50%，但

隨著 GE、Vestas 和亞洲 OEM 獲得市場訂單，Siemens Gamesa 的市場占比將下降

至 45%。 

 
資料來源：DOE-offshore_wind_market_report(2022) 

圖 2.1.16、2021 年全球運轉中之風力機設備供應商市場占比 

迄今為止，還沒有風力機設備製造商宣布計劃開發為浮動式離岸風電特別

訂製的風力機，皆以既有固定式離岸風電的風力機，無需重大設計更改即可實

施的自適應功能。這些功能包括更堅固的塔架和用於減輕塔架運動的先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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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以及風力機與浮台間之耦合控制。風力機設備製造商很可能會等到有機

會更大規模的浮動式離岸風電專案商轉之後，才會承諾投資為浮動式離岸風電

特別訂製的風力機。 

(三) 基礎型式朝浮動式發展 

從技術成熟度與成本經濟效益考量下，水深小於 50 公尺場域與固定式基礎

型式優先被開發與設計採用。然隨著離岸風場設置量規模越大，遠離岸與水深大

於 50 公尺場域已成為設置發展趨勢。且隨著水深越深，原固定式基礎型式成本

及供應鏈能力等議題成為一大挑戰。因此，考量浮動式基礎型式不需打樁，且相

較固定式對環境更為友善，將逐漸成為全球發展重點。 

目前國際間浮動式離岸風電之主流水下基礎型式以半潛式 (Semi-

submersible)、浮筒式(Spar-buoy)、張力腿式(Tension-leg)三大類為主(如圖 2.1.17)。

其中半潛式與張力腿式適用於水深 50 公尺以上、浮筒式則適用於水深 100 公尺

以上；而技術成熟度(TRL)則以半潛式與浮筒式較高(TRL 8)，張力腿式的 TRL 僅

為 4。全球浮動式技術仍在研發中，尚未有單一風場大於 100 MW 規模之實績，

開發成本仍高是關鍵。 

 
資料來源：windpowerengineering、工研院綠能所整理(2021) 

圖 2.1.17、離岸風力各種可能水下基礎型式 

 

根據英國 Carbon Trust 統計，全球發展浮動式之步驟，依風力機數量與尺寸

規格，依下列研發逐步進行，先從示範案著手，逐步建立技術能量與商業規模(如

表 2.1.3 所示)，各國皆先從單一示範機組研發起，確認技術研發性能，再逐步進

固定式 浮動式

單樁 套管式

張力腿式 半潛式 浮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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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機的示範風場，最後再進行商業化建置。 

表 2.1.3、全球發展浮動式離岸風電之發展步驟 

示範型 單一機組。提供重要學習經驗，降低未來大型化風場風險。 

先導型計畫 

(10-50 MW) 

3 部以上陣列機組，了解機組狀況，加速商業化發展。 

(英國 Hywind Pilot Park-30MW、葡萄牙 WindFloat Atlantic 2-

25MW、英國 Kincardine Phase 2/47.5MW) 

前期商業化 

(50-200 MW) 

透過製造、安裝多個技術設備測試供應鏈，並逐步降低成本。

(Hywind Tampen-88MW) 

商轉風場 

(>200 MW) 
預期降低大型化風場成本，未來幾年歐洲有許多專案正規劃中。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整理(2022) 

2021 全球浮動式離岸風電累計裝置容量為 174 MW，僅在 6 個國家有商轉實

績(挪威/葡萄牙/日本/英國/法國/中國)。目前國際市場上浮動式風場規模仍小，尚

無單一超過 100 MW 以上規模商業運轉中風場，需求降低風險&成本之技術研發

與示範測試驗證，目前技術成熟度僅為 TRL8 (TRL9 才是成熟且規模化)，各浮動

式基礎型式技術成熟度，如表 2.1.4 所示。全球已設置 MW 級浮動式離岸風場，

迄今僅有 3 個風場設置複數座浮動式離岸風電系統，如表 2.1.5 所示。 

表 2.1.4、各浮動式基礎型式技術成熟度 

類型 

半潛式 

Semi-

submersible 

浮筒式 

Spar-bouy 

張力腿式 

Tension-leg 

多台乘載平台 

Multi-platform 

圖示 

    

適用水深 >50m >100m >50m >50m 

TRL 8 8 4 5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整理(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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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全球迄今僅有 3 個風場設置複數座浮動式離岸風電系統 

專案名稱 地點 
浮動平

台型式 

搭載 

風力機 

數量 

(座) 

總容量

(MW) 

水深 

(m) 

離岸

距離

(km) 

設置 

年分 

Hywind 
Pilot Park 

英國 浮筒式 
Siemens 
Gamesa 
6 MW 

5 30 95~120 25 2017 

Wind Float 

Altantic 2 
葡萄牙 半潛式 

MHI Vestas 

8.4 MW 
3 25.2 100 20 2020 

Kincardine 

Phase 2 
英國 半潛式 

MHI Vestas 

9.5 MW 
5 47.5 60~80 15 2021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整理(2022) 

比較典型有 3 個預商轉(Pre-Commercial)案例，分別為 2017 年併網的英國

Hywind Scotland，總裝置容量 30 MW，水深 95 至 120 公尺，基礎型式為浮筒式；

2019 年併網的葡萄牙 WindFloat-Atlantic，總裝置容量 25 MW，水深 100 公尺，

基礎型式為半潛式；2021 年併網的英國 Kincardine，總裝置容量 47.5 MW，水深

60 至 80 公尺，基礎型式為半潛式。 

2021 年完工商轉的 Kincardine 浮動式離岸風電場計畫(如圖 2.1.18)，是全球

目前最大之浮動式示範風場，也是使用風力機最大規格的案場，連同 2018 年安

裝完成的 2 MW，總裝置容量約為 50MW。安裝地點位於蘇格蘭亞伯丁郡海岸 15

公里處，水深從 60 公尺到 80 公尺不等之 Kincardine 海域，所有六座風力機都安

裝在由 Principle Power 設計的半潛式浮台上。 

 
資料來源：台英圓桌會議 Kincardine 簡報(2022) 

圖 2.1.18、Kincardine 浮動式離岸風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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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透過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三階段離岸風電推動策略，2021 年已經

完成商轉第一階段兩個示範獎勵案 237.2MW，第二階段 5.5 GW 的 14 個離岸風

電預計 2025 年前逐步併網商轉，以上這些風場都位於水深 50 米之內，採用技術

成熟的固定式基礎型式。第三階段區塊開發從 2026 年～2035 年預計每年釋出 1.5 

GW 開發容量，第一期選商於今(2022)年 9 月 30 日收件截止，有 11 個風場參加

申請，因區塊開發並無限制基礎型式，由業者依其風場條件自性設計選用，但大

部分還是以固定式基礎型式為主。雖已有一個風場業者擬採用浮動式基礎型式，

但因相關配套措施仍待釐清，業者建議政府需要推動浮動式示範計畫。 

臺灣海域離岸風力優先開發水深小於 50 公尺的淺海區域，而區塊開發之案

場朝水深大於 50 公尺的深海區域成為後續發展趨勢，也是臺灣離岸風力發展方

向。但臺灣要發展浮動式離岸風電，仍需提早佈局與發展適合國內海域環境條件

之浮動式風場設計、基礎建設配套措施，以及相關產業供應鏈等。 

經濟部配合浮動式發展趨勢，正研擬浮動式離岸風電示範獎勵計畫，能源局

於今(2022)年 8 月 5 日召開離岸風電浮動式風場示範規劃說明會議，對外說明「浮

動式風場示範規劃」，廣徵各界意見及建議，凝聚共識，完善浮動式風場示範計

畫，以辦理後續公告作業事宜。目前浮動式規劃草案主要內容說明如表 2.1.6。 

 

表 2.1.6、浮動式風場示範規劃 

風場規劃 

• 位於低潮線以外海域，申請人自選場址區位。 

• 總裝置容量 100 MW 為原則，單一申請案裝置容量以不超過 50 MW 為

原則。 

申請資格 
• 不得重疊海域範圍敏感區域。 

• 環評專案小組初審會議建議通過。 

評審方式 履約能力審查：就技術、財務及推廣驗證等進行申請案資格評選。 

相關措施 浮動式示範風場躉購費率 

其他要求 受獎勵人履行商轉後 5 年提供運維資訊及配合參訪等義務。 

推動時程 

• 2022 年第 4 季：公告示範獎勵辦法 

• 2023 年：選定示範獎勵業者 

• 2026 年：示範風場完工併聯 

資料來源：能源局(2022/8/5)、工研院整理(2022) 

 

(四) 運維技術朝向智慧化、無人化、數位化方向發展 

依據 2018 年歐洲離岸風電運維成本結構分析(如圖 2.1.19)，風力機維護成本

最高為 59%，其次為營運行政費用 19%，未來離岸距離愈遠，海上勤務成本愈高，

加上風力機單機發電容量與風場規模逐漸擴大，運維作業難度越來越艱難，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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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區域之海況、風況、鹽害及沙塵，對於傳統運維模式的效率、成本及安全性皆

具有不利之影響，離岸風電運維產業必須提升相關技術以因應未來趨勢。尤其長

達 20 年之風場營運，勢必大幅驅動市場對運維人才之需求，因此，如何善用科技

達到風場運維最佳效益、推動相關運維產業鏈，以及培育「綠領」人才以因應產

業未來發展，將是接下來持續努力之方向。 

政府未來預計將推動策略朝向政策面、融資面、稅制面、法規面、產業面、

人才面及技術面，七大主軸進行各項交互比對其需求，並以相對應策略項目，進

行規劃與執行推動，針對運維產業之優劣分析，盤點國內運維項目如工具、人力、

零組件、運輸等細部成本占比，透過歐洲經驗，導引臺灣擬定初步運維推動作法

與執行策略。 

 

 
資料來源：Wood Mackenzie (2019) 、工研院綠能所整理(2021) 

圖 2.1.19、2018 年歐洲離岸風電維運成本結構 

 

2018 年全球離岸風電維運產值約為 24 億歐元(圖 2.1.20)，因亞洲及北美市場

陸續加入離岸風電建置行列，預計 2028 年將成長至 117 億歐元，年複合成長率

達 17%，離岸風場維運服務(圖 2.1.21)包含風力機維護(1)、Balance of Plant 維護

(BoP, 水下基礎、海底電纜、變電站等(2+3+4))、風場管理及行政(5)，離岸風場完

工即進入 20 年運轉與維護期(O&M)，O&M 階段須能確保整體風場之安全運行與

資產維護，包含風力機、風場支援設施(BoP)及其它相關電力資產設施等，以達最

佳化發電產出。 



 第二章 臺灣光電與風電之發展及挑戰  

71 

 
資料來源：Wood Mackenzie (2019) 、工研院綠能所整理(2021) 

圖 2.1.20、全球離岸風場維運產業產值 

 

 
資料來源：Wood Mackenzie (2019) 

圖 2.1.21、離岸風場維運服務示意圖 

根據全球能源顧問公司 Wood Mackenzie (2019)預測，2019 年到 2028 年全球

離岸風電運維成本將降低 57%。因此，近年來如何將運維數位化、智慧化與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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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為各開發商、系統商與運維商致力的目標。以圖 2.1.22 舉例來說，傳統風

力機如果定期運維期間外發生故障，緊急運維流程將透過監控室判釋故障情形，

視情況遠端操控風力機停止運傳，並啟動備品物流、船隻派遣、維修人員整備，

再根據氣候窗條件出海維修。整體停機時間可長達數個月甚至半年之久，造成的

發電損失不容小覷。 

智慧化運維的目標則是大幅降低停機時間，需透過感測器物聯網(IoT)、人工

智慧(AI)、監控感測等數位技術擷取大量資料，並結合海氣象歷史與預報資料，

建置各元件健康狀態與壽命預診模式，提供先期預警與零件的更換。並依風場整

體情況，規劃最佳的定期保養與預防保養策略來降低運維成本。無人化運維模式

將逐步取代人工維護作業，有效節省維護時間和成本並提高人員作業安全，達成

能源均化成本(LCOE)逐年降低。 

 

 
資料來源：peakwind、工研院綠能所整理(2021) 

圖 2.1.22、傳統運維與智慧運維停機時間差異 

 

自 2019 年 10 月起，位於苗栗縣竹南鎮外海的海洋風場併網發電後，臺灣離

岸風電已啟動長達 20 年循環周期的運維產業。相較於陸域風電，離岸運維作業

時間受更嚴苛的氣候條件所掌控，例如海事船隻可作業時間受海浪影響，人員作

業受風力條件影響。因此，離岸運維作業效率、成本及安全性皆造成運維成本居

高不下。 

風場運轉為整合內部運維組織與外部資源，透過監控中心與維護排程等運

作，確保離岸風場資產安全與維持穩定發電量產出，主要項目有監控中心、風場

管理、海事調度、維護排程、後勤與供應鏈管理、併網與售電；風場維護則是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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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風力機組以及 BoP 等硬體設施，進行定期與非定期檢測與修護，風力機維護

包括機艙、葉輪與塔架等檢修，Bop 維護除風力機以外所有相關設備資產，包含

水下基礎、海(陸)電纜、海(陸)上變電站、海氣象觀測塔等檢修，其常見需維護檢

修細項內容，如圖 2.1.23 所示。盤點運維項目來看，風力機運維可朝向關鍵零組

件備品供應切入及智能輔助裝置(AR/VR)、物聯網(IoT)、大數據、AI 自動檢測技

術等應用；Bop 運維方向可投入相關水下無人載具、海床掃描、掏刷檢測、填補

並導入智能化檢測檢修技術投入；於人才培訓上，則建立產學合作，培育本土專

業人力，並扶植在地化運維團隊，培育自主運維供應鏈；針對在地運維技術提升，

可開發開發遠端監控與自動檢測技術，提高檢測效率，結合 AI 人工智慧與大數

據技術，發展預兆診斷系統，建立風場環境監控系統，觀察風速、潮差、海浪，

以及自主水下檢測技術，強化產業技術能力，並透過結構吊掛設備腐蝕檢查、滅

火系統，以及作業人員健康監控，以工安品質最高為目標，藉此建立相關產業鏈。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整理(2021) 

圖 2.1.23、離岸風場常見維護檢修項目 

 

臺灣因地處亞熱帶地區，具有高溫、高濕、鹽霧、生物附著、地震、颱風、

強陣風、豪雨、雷擊、沙波、軟弱地質等天然條件。尤其隨著離岸風機發電裝置

量規模增加，機組的尺寸也漸趨大型化，風機長期暴露在外，離岸風力機組主要

部件面臨不同挑戰(如圖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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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風機葉片運作期間可能受到冰雹、濕氣、閃電、颱風等劇烈天候影響而

加速損耗，因此風力發電機需要定期檢測與維修以確保能夠正常運轉。風機葉片

巨大、運送困難、製造成本高昂與檢測維修不易，尤以離岸等遙遠或難以到達的

地區，維護人員除了要置身惡劣的天候與環境，還必須攀爬至數百公尺高的位置

執行檢修作業，風險相當高。而近年來檢測技術演進，從肉眼或配備望遠鏡頭的

照相機拍攝照片，進階到使用遠距紅外線及無人機拍攝等技術也應運而生，大幅

降低維修人員安全風險，增加檢測的整體效率與簡化維護程序，達到提早辨識葉

片潛藏的瑕疵，延長葉片壽命與降低後續維護與風力發電成本。 

海纜則受到影響近年數位化運維技術則應用海纜內嵌光纖作為感測器，透過

分佈式光纖偵溫系統(Distribute Temperature Sensing, DTS)，量測整條海纜的溫度

分佈來反算海纜局部溫度與上方掩埋土層厚度關係。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整理(2021) 

圖 2.1.24、離岸風力機在臺灣運轉維護各部件挑戰 

 

第二節 臺灣發展光電與風電之挑戰與策略 

一、太陽光電發展 

在眾多再生能源種類中，太陽光電相較於風力、地熱等應用，是最為貼近民

眾生活，並能隨著客觀環境條件改變應用設計、舖排方式等變化最多的一項再生

能源利用。 

由於其使用場合廣泛，並在臺灣已有大部份產業鏈及技術，因此在能源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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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太陽光電擔負著重要角色；然臺灣推動太陽光電發展仍存有許多挑戰，包括

如下之土地、建築、電網環境等障礙。 

(一) 面臨挑戰 

1. 地狹人稠限制，太陽光電設置空間尋找不易 

由於臺灣受地狹人稠之環境限制，因此土地資源珍貴，於空間利用上太陽光

電之建置一直存有用地不易取得之挑戰。 

2. 既有建築屋頂違建比例較多，排擠建置太陽光電機會 

因太陽光電設置於既有建物，依法規之規範應以合法建物為對象，但現有之

民宅、工廠屋頂常見存有違章建築之情事，導致雖建物數量多，但實際可用之屋

頂有限。 

3. 民眾擔憂設置太陽光電影響生態及環境 

目前政府大力推展太陽光電發展，並推動於土地上複合利用設置，雖已增加

民眾更多參與機會，然仍有部份民眾擔憂設置太陽光電是否會對生態及環境產生

影響。 

4. 太陽光電併網需求急增，電網環境尚待補強 

由於較大型太陽光電案場多位於鄉村、較偏遠區域，但該區域以往於電力、

併網等需求皆較少。因此面對太陽光電激增之併網需求，既有台電公司之併網點、

升壓站等設施開始不足，導致雖有土地空間可設置太陽光電案場，卻無法順利併

網之情形，因此仍待加強再生能源之電力併網環境。 

(二) 因應策略 

經濟部業已訂定至 2025 年太陽光電累積設置量達 20 GW 之政策目標，且為

因應前述之各項挑戰，已規劃及推動相關策略以為因應。 

1. 依實際執行情形，機動分配調整屋頂型及地面型之太陽光電設置目標量 

考量合適裝置太陽光電之大面積土地不易尋找，政府以「屋頂型優先、地面

型土地複合利用」之推動原則，並依實際執行情形，滾動調整兩者之配比。 

原政策規劃之屋頂型太陽光電設置目標為 3 GW、地面型為 17 GW，隨後因

屋頂型推廣設置太陽光電有成，建置量快速成長，因此務實調整配比，於推動總

目標 20 GW 不變下，將屋頂型太陽光電設置目標由 3 GW 調整至 8 GW，地面型

目標則由原先 17 GW 調整為 12 GW，並以土地複合利用為原則，透過劃設專區

與推動較具社會共識及較無環境生態爭議之專案場域，擴大盤點推廣包含低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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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不利農業經營區、垃圾掩埋場及已整治受污染土地等，並結合漁塭、滯洪

池、圳路、停車場、校園球場等，以充分發揮土地利用之價值。 

2. 彈性處理違建屋頂，增加建置太陽光電機會 

因既有建築物屋頂存在違建比例較高，以致排擠太陽光電設置空間。為解決

此等問題，內政部於 2018 年公告「設置屋頂太陽光電免請領雜項執照處理原則」，

以彈性作法解決違建屋頂設置之困境。依該原則規範，合法建築物屋頂如有違章

建築，於設置太陽光電設備時，在不得影響公共安全及妨礙違章建築處理原則之

下，可依結構分立型(圖例 A、B)、結構共構型(圖例 C)、設備安裝型(圖例 D)等

4 種樣態設置辦理(如圖 2.2.1)，以增加設置太陽光電之機會。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圖 2.2.1、結合違建屋頂設置光電圖例 

3. 以漁電共生模式推動土地複合利用 

地面型太陽光電以優先推動太陽光電複合式利用設置，達到土地多元利用效

果。因此，為推動太陽光電利用，由行政院農委會進行盤點全臺漁塭土地，而經

濟部則規劃以養殖為主，太陽光電為輔，於全臺各漁塭之範圍，朝推動 4 GW 漁

電共生太陽光電為目標積極進行。目前以全臺漁塭較密集之 6 縣市(屏東縣、高雄

市、臺南市、嘉義縣、雲林縣、彰化縣)為首批辦理區域。 

漁電共生之太陽光電利用，將優先考量農、漁民立場，增加養殖漁民額外收

益，更可優化養殖生產環境；另為消除當地民眾對太陽光電裝置之疑慮，並引導

太陽光電往適合區域開發，經濟部亦針對漁塭設置光電之適宜地點選址，辦理以

下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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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動「漁電共生環境與社會檢核」機制 

經濟部於 2020 年啟動「漁電共生環境與社會檢核」機制(簡稱環社檢核)，以

快篩精神、可執行性及檢核有效性為規劃原則，配合圖資套疊檢驗，透過科學證

據嚴篩分流，依生態議題程度導入不同強度之檢核程序，並就議題辨認結果提出

不同程度之對策方案，引導太陽光電業者至適合區域開發太陽光電案場，達成太

陽光電與漁業發展及社會需求共存共榮之目的，並同時促進養殖漁業轉型。 

至 2022 年 7 月底止，依環社檢核程序及相關法規辦理漁電共生區域劃設，

已分年陸續公告專區計畫、「先行區」及「非先行區」(優先區及關注減緩區)等，

共公告約 14,467 公頃可設置面積，促使太陽光電業者、當地養殖者及民眾了解漁

電共生及當地議題，作為引導太陽光電案場開發至適當位置之參考。 

(2)  簡化海岸土地利用審查程序 

由經濟部依彰化縣、雲林縣、高雄市、屏東縣等縣市政府公告漁電共生區域

範圍撰寫計畫書，完成「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海岸利用管理可行性規劃

報告」，並提送內政部辦理審查。 

經審查通過後，於該區域內裝設漁電共生太陽光電系統，業者無須再另提送

海岸土地利用之特定區位許可審查程序予內政部，而可納入申請電業籌設時一併

進行審查，實質簡化案場個別申請時之繁瑣程序及成本。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繪圖 

圖 2.2.2、漁電共生可行性規劃報告範圍內漁電案及一般漁電案之流程差異 

 

(3)  提供漁電共生參考契約範本 

漁電共生之糾紛多發生於太陽光電業者與漁民及地主所定租用魚塭契約內

容之爭議，或因漁民不熟悉太陽光電技術及相關法規等而無力爭取較佳之條款。

另外，各業者、開發商於尋找土地、與漁民及地主洽談過程中，由於所簽定之契

約條款內容差異較大，以致彼此於商議契約時花費漫長時間。 



能源轉型強化穩定供電之策略研析 

78 

為減少契約議約之成本，並提供漁民足夠保障，經濟部邀集各機關及公協會

代表，經多次商議後擬定漁電共生之參考契約範本。該契約範本提供 2 種不同樣

態設計，包括魚塭土地與原養殖者不同人，以及魚塭土地與養殖者同一人，以提

供彼此簽約時有更多選擇。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繪圖，Icon made by Pixel perfect from www.flaticon.com 

圖 2.2.3、漁電共生契約參考範本樣態示意圖 

 

4. 訂定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設施景觀及生態原則 

除漁電共生太陽光電設置應實施環社檢核外，於其他地面型太陽光電開發，

仍須依循「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環境影響評估法」等

規範辦理。經濟部並針對地面型太陽光電設置，訂定「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設施

景觀及生態環境審定原則」，鼓勵業者儘量維持既有地形地貌，例如太陽光電設施

基地宜保有原自然生態系，並可進行適當植栽復原及綠化；而綠化植被及樹種以

原生物種為原則，使綠能可與生態環境共榮共存。 

 

5. 推動共同升壓站機制以加速併網 

考量太陽光電併網需求增加，且現有電網環境中，併接輸電系統之升壓站及

併網點於部份太陽光電案場之區域已顯有不足使用，故經濟部及台電公司設計由

民間太陽光電案場自建升壓站制度，並提供部份容量予其他有併網需求之案場併

接，使民間業者能快速併網。至 2022 年 7 月底，已開放提供之共同升壓站計有

12 座，總容量為 1.33 GW；另可提供予其他案場共用容量為 670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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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央地方協力配合，共同推動太陽光電建置 

(1)  行政院成立專案推動小組： 

為推動太陽光電設置，行政院已成立專案推動小組，並由經濟部能源局與地

方政府成立工作小組共同合作積極推動太陽光電建罝。在專案小組內，針對各年

度預定完成案件提前進行追蹤及溝通，並討論通案法制程序、環境生態、農業競

合等議題，以跨部會方式共同解決；另定期與各產業公協會召開會議交流意見。 

(2)  經濟部召開溝通平台會議： 

經濟部定期邀集公會及台電公司召開三方溝通平台會議，研商解決太陽光電

設置併網困難及法規上之疑慮；另與地方政府成立地方工作小組，針對設置案件

困難進行溝通討論。 

(3)  建立聯合審議機制： 

針對業者於行政程序審查進度之異常案件，經濟部邀集中央部會及縣市進行

聯合審議，共同梳理爭議點及協助業者強化書件申請內容，以加速審查，期提早

取得施工許可。該審議機制自 2021 年 7 月開始實施，於 2021 年已辦理 86 件案

次審查，並於 2022 年 1 至 6 月完成辦理 105 件案次審查。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繪圖，Icon made by Pixel perfect from www.flaticon.com 

圖 2.2.4、聯合審議機制之辦理時點示意圖 

(三) 推動成果 

經由全國共同之努力，臺灣太陽光電裝置容量至 2022 年 7 月累計已達 8,801 

MW，相較於 2016 年之 1,245 MW，已大幅增加 607 %，如圖 2.2.5 所示，各類

型之太陽光電系統可參考圖 2.2.6 ~圖 2.2.8。預期未來政府將有更多的太陽光電設

置激勵政策，期致力達成太陽光電之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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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月報(2022.07)；工研院綠能所繪圖 

圖 2.2.5、臺灣太陽光電累積裝置容量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拍攝 

圖 2.2.6、水域型太陽光電系統(高雄阿公店水庫/設置容量 9.99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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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拍攝 

圖 2.2.7、室內型漁業養殖太陽光電系統(臺南/設置容量 486 kW)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拍攝 

圖 2.2.8、屋頂廠房太陽光電系統應用(宜蘭/設置容量 2 MW)  

 

二、離岸風電發展 

全球各國政府為達到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積極推動綠色能源產業之發展，

依據全球風能理事會(GWEC，2022)統計，離岸風力發電市場持續穩定成長，2021

年全球離岸風電累計裝置容量為 57 GW，新增裝置容量達 21.1 GW，過去 4 年快

速成長新增複合成長率高達 47.4 %，新增量成長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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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因應全球上述發展趨勢，且考量國內陸域優良風場多以開發飽和，故於

政策上已轉往海域重點發展，經濟部刻積極推動臺灣離岸風電相關策略，以提升

整體自主能源來源。 

(一) 面臨挑戰 

臺灣企業響應 RE 100 及 COP 26 後的「淨零排放」，綠電需求持續增加，另

由環評承諾及「用電大戶條款」等所產生的綠電需求戶，使國內綠電市場漸呈供

不應求的現象，更彰顯離岸風電發展的急迫性。 

而離岸風電之開發涉及相關土地管理、海岸管理、空間競合、文化資產及漁

業保護等不同法令規定，且於開發及維運過程中需兼顧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等配

套措施，期間亦涉及相關審查作業所需時程冗長，易影響整體開發進度。 

(二) 因應策略 

國家發展委員會於今(2022)年 3 月正式提出 2050 年淨零排放路徑圖(國家發

展委員會，2022)，離岸風電為能源轉型策略中再生能源之重要選項，預計 2050

年累計設置目標達 40 至 55 GW。政府透過三階段(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 政

策，逐步穩健推動離岸風力發展，迄今已完成示範獎勵階段 237.2 MW，後續透

過潛力場址與區塊開發，將可逐步達成 2025 年 5.6 GW，2035 年 20.6 GW 的政策

目標。 

然而離岸風電的拓展並非順境，與傳統漁業空間、環境生態及其他基礎建設

的匹配，都是挑戰，因此為兼顧國內能源、產業等各方面發展，政府已透過法規

調和及基礎建設，完備綠能設置環境，以加速設置速度，從行政院核定「風力發

電四年推動計畫」(經濟部，2017)的成果，已逐步建構再生能源發展之友善環境。 

1. 海域空間競合 

離岸風電開發涉及諸多法令之申請，為加速上述作業審查時程，行政院針對

離岸風場申設所需各項要件，均由各主管機關採「平行審查」概念辦理，並回歸

由各主管機關依其權管法規範圍進平行審查，避免因審查先後順序而延長開發期

程，俾兼顧環境生態永續、文化資產保護、漁業共榮、提昇產業能量及滿足能源

需求等多贏目標。 

另為確保臺灣離岸風場有序規劃，並妥善規劃相關基礎設施及產業量能，以

有效達成離岸風電設置目標，經濟部「離岸風力發電區塊開發場址規劃申請作業

要點」中，除明確規範業者申請資格、場址規劃之標準與申請案應備之文件，更

公開其離岸風電場址規劃海域範圍敏感區域，為提早讓業者了解除了法定限制開

發海域外，其他不適開發區域，經濟部於前述要點公告前，多次透過跨部會溝通

釐清海域敏感範圍，包括如北方三島漁場、南北通行航道等區域，明確提供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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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規劃場址參考，以利及早避開投入資源於海域敏感範圍，可有效減少開發爭

議及後續調整場址衍生的時間及成本。 

此外，為有效簡化行政程序、協助業者加速前期準備作業，經濟部建立部會

聯合審查機制，並邀集飛航、雷達、軍事管制、禁限建、船舶安全、水產動植物

繁殖保育區、漁業權及礦業權等相關目的主管機關，於單一會議聯合審查各開發

業者申請案，平行確認符合各部會法令後，即予以備查並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進行環評審查。各部會意見於聯審程序充分表達並確認，環評作業即可聚焦環境

及生態議題，可有效協助業者加速作業同時節省行政資源，以利如期達成設置目

標。 

2. 港埠基礎建設 

(1)  風力機產業與海事工程樞紐－臺中港： 

交通部為配合國家推動離岸風力發電政策，以臺中港作為離岸風電產業園區

及作業基地，於 2017 年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綠能建設」規劃「臺中港離岸風

電產業專區」，辦理臺中港風機重件裝卸作業碼頭興(整)建工程，以整建 5A 碼頭、

興建 5B 碼頭，以及興建 106 號碼頭做為風電產業作業之重件碼頭。為配合潛

力場址階段的建設高峰期與區塊開發之建置需求，更逐步強化 36、37、38 號碼頭

為離岸風電風力機組預組裝碼頭，以及規劃 105、106、107 號碼頭為離岸風電產

業專區，提供離岸風電零組件進出口的裝卸需求。 

 
資料來源：臺中港務公司(2022)，「臺中港風電預組裝碼頭精進作為」簡報 

圖 2.2.9、風力機預組裝基地-臺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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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下基礎的製造地－北部臺北港及南部興達港： 

A. 臺北港： 

配合政府能源政策，建置離岸風機水下基礎在地生產基地，且因應未來風

機組件大型化趨勢，臺灣港務公司已將南碼頭區承租給世紀集團(母公司世紀

鋼構及子公司世紀離岸風電)，作為興建離岸風電水下基礎之製造基地。負責

載運水下基礎的 S09 號碼頭，設計承載力為 20 t/m2，已於 2021 年底完工。 

 
資料來源：鍾英鳳(2021)，「臺灣離岸風電港埠專區現況與規劃」 

圖 2.2.10、臺北港水下基礎製造區 

B. 興達港： 

行政院於 2017 年核定高雄市茄定區興達港設置「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

區」，係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綠能建設項目之一。中鋼公司配合國家離岸風電

開發政策，於興達港「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投資成立興達海基公司，

建設離岸風電管架式(Jacket)水下基礎產線，基地占地約 27 公頃，2019 年底完

成建廠工程，現已正式投入沃旭、中能等風場水下基礎製造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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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趙紹廉，「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圖 2.2.11、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資料來源：興達海洋基礎公司 

圖 2.2.12、興達港海洋基礎公司水下基礎廠區規劃示意圖 

 



能源轉型強化穩定供電之策略研析 

86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拍攝 

圖 2.2.13、興達港海洋基礎公司水下基礎廠區 

 

(3)  運轉維護的心臟－彰化運維港： 

考量地利之便及彰化地區大量的離岸風場運維需求，更為建立離岸風電與漁

業共榮的典範，彰化漁港規劃為北面漁港、南面離岸風電運維碼頭，提供 20 年以

上的風場運維作業，自 2022 年起，陸續落成併網發電的離岸風場，預期將帶動週

邊環境的發展，型塑離岸風電開發兼顧區域發展的願景。 

「彰濱離岸風電運維基地」整體採以分階段方式開發，第一期工程已於 2021

年 7 月完工，提供 4 席泊位，為延續一期工程完成整個港區規劃作業，彰化縣政

府已提出彰濱離岸風電運維基地第二期計畫， 將興建北護岸、東護岸、南護岸、

西護岸及南內堤，並於南護岸前水域興建 3 座躉船，將可再提供 6 席運維船靠泊；

目前第二期工程已完成設計與工程發包，預計 2024 年完工。整體工程項目包含

浚挖、填築及護坡工程、護岸與浮動碼頭工程、道路及排水工程、公共管線工程

及景觀綠化工程等，預估浚挖-6.5 公尺深之漁港水域及航道，共可提供 10 席泊位

供風電運維服務業者使用。有關彰化運維基地如圖 2.2.14 至圖 2.2.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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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彰化縣政府 

圖 2.2.14、彰化運維基地第一期工程竣工空拍圖 

 

 
資料來源：彰化縣政府 

圖 2.2.15、彰濱離岸風電運維基地一期及二期工程施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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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拍攝 

圖 2.2.16、彰化漁港運維碼頭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拍攝 

圖 2.2.17、彰化漁港運維碼頭建置情形 

3.  建立離岸風電發展所需電網 

台電公司依「再生能源 10 年輸配電線路」之規劃，逐步建構臺灣離岸風電開

發所需之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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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期(至 2020 年)： 

透過台電公司併聯審核，由業者引接至既設陸上變電所，目前業者均已取得

相關併網同意，並陸續興建相關電力設施。 

(2)  中期(至 2025 年)： 

依據行政院於 2017 年 12 月 29 日核定之「離岸風力發電加強電力網第一期

計畫」辦理，自 2018 年 1 月起至 2025 年 12 月止，計畫期程為 8 年，配合發展

離岸風力發電政策目標，強化桃園及彰化地區離岸風電併網能力，於 2025 年前

提供桃園地區離岸風電 1.14 GW 及彰化離岸風電 6.5 GW(彰工 4.5 GW 與永興 2 

GW)併網容量。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拍攝 

圖 2.2.18、彰工升壓站完成相關電力設施建置 

(3)  長期(至 2035 年)： 

台電公司積極規劃並推動「離岸風力發電加強電力網」第二期計畫，繼前一

期加強電力網已增設之併網容量及併網點為基礎，預計未來離岸風電區塊開發階

段將於桃園、新竹、苗栗、臺中及彰化地區等離岸風電密集開發區域，再增 10 GW

併網容量，並且配合政策滾動檢討，期能符合區塊開發政策目標並滿足未來潛在

離岸風電業者需求。(台電公司，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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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成果 

臺灣離岸風電之發展，於近 5 年間，從零開始至目前完成第 1 階段示範獎勵

共 2 座示範風場計 237.2 MW，逐步累積相關政策及技術等開發經驗，亦顯見政

府積極推動離岸風電之決心。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月報(2022.07)；工研院綠能所繪圖 

圖 2.2.19、臺灣離岸風電累積裝置容量 

第三節 需求端對再生能源容量因數變化之因應策略 

近年許多跨國品牌或企業為建立綠色永續的形象，除了擬定企業減碳及綠電

目標，也積極要求所屬供應鏈對其產品生產，須配合跨國企業的策略逐步導入再

生能源電力。臺灣產業結構多以出口為主，其中不乏為跨國企業的供應鏈之零組

件廠商，因此許多產業也著手評估如何提高生產製程的綠電使用比例，以滿足跨

國企業的產品採購條件。 

未來企業不僅是單純電力購買者，企業還需進一步評估電力的來源，並選擇

最符合用電需求的再生能源。因此企業需從綠電的供應模式、電力轉供結算、發

電與用電的匹配等不同面向進行了解，方可找出最貼近企業用電需求的再生能源

類型。 

一、綠電供應模式說明 

一直以來我們對於電力的使用情況，大都透過在每月的電費單上的度數，來

得知用電量的資訊，而台電公司也會依據電費單的電力度數向使用者收取費用。

但電費單上的用電度數，並無法告訴我們這個月的各時段所使用的電力來源，僅

能了解這個月累計用了多少度數。雖目前台電公司已針對高壓用戶推出了「高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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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服務入口網站(https://hvcs.taipower.com.tw/)」，透過網站的資訊可了解用戶每

15 分鐘時段的用電需量，但此一資訊仍無法了解其所用的電力來源為何。 

(一) 綠電使用模式 

目前臺灣企業綠電的使用模式主要有兩種(如圖 2.3.1 所示)，模式(一)是透過

自設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進行自發自用，模式(二)是通過台電的電力系統將再生

能源電廠的綠電轉供至使用端。兩者之差異為前者電力生產與使用都在同一各場

所，後者電力生產與電力使用屬於不同場所，電力生產後需透過電網送至電力使

用端。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繪製 

圖 2.3.1、綠電使用模式 

 (二) 自發自用與綠電轉供之供給情境 

如以模式(一)自發自用為例，企業將同時具備有電力生產者及電力使用者的

角色，企業對於電力供給與需求將產生三種情境(如圖 2.3.2 所示)，(情境一)綠電

發電量等同於用電量、(情境二)綠電發電量小於用電量、(情境三)綠電發電量大於

用電量。當綠電發電量等同於用電量時，表示每一度綠電都即刻被企業使用；當

綠電發電量小於用電量時，企業除了使用綠電外，還需依賴外部的電力供應，才

可完全滿足企業用電需求；當綠電發電量大於用電量時，綠電量超過企業用電需

求，綠電則必須傳輸到其他地方或運用其他方式儲存起來。依據現行台電的制度

下，當發生情境二或情境三時，台電公司就會扮演者電力消納或額外電力供應者

的角色。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繪製 

圖 2.3.2、模式(一)自發自用之綠電供給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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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企業透過綠電轉供的模式來取得綠電，雖綠電的生產者不在是企業本身，

但綠電供給跟需求也將面臨前述三種情境的問題(如圖 2.3.3 所示)。在情境(一)與

情境(三)的情況下，企業電力使用全數都可被再生能源替代。而在情境(二)的情況

下，則企業電力使用將會有兩種以上的來源，而其中包括來自於台電公司的灰電。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繪製 

圖 2.3.3、模式(二)綠電轉供之綠電供給情境 

 

二、電力自用與轉供結算 

電力是一種不易大量儲存的能量，因此電力的生產、輸送及使用都需在同一

個時間完成。倘若當企業決定導入綠電時，企業不僅需思考該買多少綠電，還需

思考該如何讓多數的時間段所使用的電力都來自於綠電。 

(一) 企業電力使用之結算 

按台電公司電力結算之機制，係以每 15 分鐘為一個結算時段，而每小時下

之四個結算時段的總和即為用戶的用電度數。若將每月不同時間電價段下之各 15

分鐘時段用電紀錄各自累加後，並乘上該時間電價段之費率，其結果即為當月電

費單度數及費用。 

如以全年度總時數為 8,760 小時估計，台電公司每年對於電力用戶共計有

35,040 次的電力結算，因此企業如規劃將所有需求端電力使用來源由灰電改為綠

電者。依照目前台電電力結算制度，前述所有時段的電力結算時綠電供應量需大

於或等於用電量，方可符合全用電時段皆為綠電。 

依據台電電力結算制度下，可知當企業透過模式(一)自發自用或模式(二)綠電

轉供的任一種模式下，都會產生綠電量等同用電量、綠電過多或綠電過少的情境，

而因為電力不易大量儲存，該如何讓企業電力需求都可被綠電滿足，將是企業要

走向全面使用綠電時需面臨的課題。而進一步解析每日太陽光電發電量、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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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轉供電量之關係，從圖 2.3.4 可知在①與③的情況下，為綠電轉供電量大於或

等於用電量時，企業用電可全數被綠電滿足，且有多餘綠電會躉售給台電公司。

反之，在②的情況下，當用電量大於綠電轉供電量時(如在夜間或太陽光電無法發

電的時段下)，企業電力需求將分別由太陽光電與台電來滿足。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繪製 

圖 2.3.4、每日發電與用電需求之關係 

 

(二) 企業建置自發自用太陽光電之供電組合模擬 

如以模式(一)自發自用為例，以某家公司之虛擬年用電量為 1,000 萬度且每

月平均用電度數為 83.3 萬度(如圖 2.3.5 所示)。另觀察該公司某日的用電曲線(如

圖 2.3.6 所示)，該公司當日最高用電度數為 1,681 度、最低用電度數為 562 度、

全日總用電度數為 29,166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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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繪製，研究數據為模擬值。 

圖 2.3.5、某公司年用電與月用電概況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繪製，研究數據為模擬值。 

圖 2.3.6、某公司某日用電逐時概況 

若該公司已自建了一座自發自用的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其設備裝置容量為

1.3MW，預估每日滿載發電時段為 9-15 時，滿載發電時每小時可提供 642.8 度的

綠電，由圖 2.3.7 可知該公司在 9-15 時係由台電公司市電(灰電)及自設太陽光電

之綠電滿足該時段的用電需求，進一步拆解 9-15 時段電力供給情況(如圖 2.3.8 所

示)，自發自用的太陽光電設備約可滿足該時段 38%至 52%的電力需求，剩餘電

力需求則透過台電市電來源填補。 



 第二章 臺灣光電與風電之發展及挑戰  

95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繪製，研究數據為模擬值。 

圖 2.3.7、某公司日用電與太陽光電發電之逐時概況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繪製，研究數據為模擬值。 

圖 2.3.8、某公司某日 9-15 時之綠電供應概況 

假定該公司的太陽光電設備每日在 9-15 時皆為滿載發電(不考慮太陽光電逐

時容量因數條件下)，推估綠電產量為 4.5 千度/日，以每月 30 日計算可生產 13.5

萬度綠電(如圖 2.3.9 所示)，全年度估計可提供 161 萬度綠電，約占該公司年用電

需求(1 千萬度)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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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繪製，研究數據為模擬值。 

圖 2.3.9、某公司該年度每月綠電供應概況 

由前述模擬案例分析可知，若企業設定年度用電量將有一定比例來自於綠

電，需將年用電量拆分為每月、每日、每時之用電資訊，並套疊企業自發自用的

綠電數據，才可明瞭不同時段之綠電導入情況。 

三、需求端之發電與用電的匹配探討 

由前文之探討及說明，可知企業導入綠電不僅需了解其需求總量，還應了解

其企業逐時用電資訊，並比對綠電逐時供應概況，才能評估用電需求端的綠電替

代效果。再加上電力難以大量儲存，因此如何確保企業用電需求曲線與綠電供給

曲線相吻合，達到企業最大化的綠電使用，將是企業在導入綠電前應面對的課題。 

現階段如企業為高壓或特高壓的電力用戶，將利用台電公司於「高壓用戶服

務入口網站(https://hvcs.taipower.com.tw/)」，透過了解每一個用電時段的數據，再

利用這些需求端的用電數據，找出最合適企業的綠電選項及對應的再生能源裝置

容量。 

 

(一) 再生能源容量因數 

再生能源容量因數(Capacity Factor)，係指全年度 8,760 小時該發電設備（容

量單位 1 瓩）全年度所能發電的時數占比，業界多數參考經濟部能源局各年度審

定會所使用參數值(如表 2.3.1 所示)，作為再生能源容量因數係數值之估算，有關

容量因數之公式與計算範例詳見圖 2.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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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111 年度各類再生能源之審定會參數值 

太陽光電 每瓩年發電度數 1,250 度 

風力發電(陸域型 1 瓩以上未達 30 瓩) 每瓩年發電度數 1,750 度 

風力發電(陸域型 30 瓩以上) 每瓩年發電度數 2,500 度 

風力發電(離岸型) 每瓩年發電度數 3,750 度 

生質能發電(無厭氧消化設備) 每瓩年發電度數 5,600 度 

生質能發電(有厭氧消化設備) 每瓩年發電度數 6,600 度 

廢棄物發電(一般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每瓩年發電度數 7,200 度 

廢棄物發電(農業廢棄物) 每瓩年發電度數 5,600 度 

小水力發電 每瓩年發電度數 4,000 度 

地熱發電 每瓩年發電度數 6,400 度 

海洋能發電 每瓩年發電度數 5,800 度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22)、工研院綠能所整理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22)，工研院綠能所繪製 

圖 2.3.10、再生能源年度容量因數公式及試算範例 

以表 2.3.1 及圖 2.3.10 類推其他常見之再生能源年度容量因數，可知風力發

電(陸域型 30 瓩以上)28.5%、風力發電(離岸型)42.8%、小水力發電 45.7%、地熱

發電 73.1%。然表 2.3.1 所引用的數據，多為台電公司再生能源案場發電實績值平

均發電數或參考國內外各類再生能源理論數據等，其與實際案場發電量數據仍有

所落差。故有關年度容量因數的使用情境，僅建議作為需求端評估擬導入的再生

能源類型之年產電量及預估可替換的綠電比例。 

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為臺灣正積極推動的再生能源種類，但兩者其發電特性

截然不同，參考台電公司 2020 年的研討會簡報(如圖 2.3.11 所示)，可知風力發電

全年度發電效率較佳的月份為 11 月至次年 2 月，而每日發電概況，則會依據月

不同而有變化。以 12 月份為例，風力發電全日幾乎滿載發電，但在 9 月份時，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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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發電的發電情況則欠佳。而太陽光電日發電主要時段約為 10 時至 16 時，其中

在 1 月至 4 月間發電效果較差。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20)，「綠電調度實務與經驗」研討會簡報  

圖 2.3.11、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之 108 年度發電情形 

(二) 應用逐時淨發電量/裝置容量比進行用電需求匹配 

利用年度容量因數雖可幫助需求端評估綠電年產電量，然再生能源發電易受

環境條件變化，以圖 2.3.11 為例，夏季的太陽光電開始產電的時段落在上午 6 點

至 7 點間，但太陽光電的發電量會隨著日照的變化逐漸增加。其各時段的環境變

化，將會影響太陽光電在不同時段下的產電效果。 

而從台電公司的各機組發電量網頁的資訊可知，各類再生能源之淨發電量/裝

置容量比會隨不同段變化，而再生能源淨發電量/裝置容量比，表示該時段之再生

能源單位裝置容量下可發的電量，換言之如企業該時段用電量為已知數據，就可

透過淨發電量/裝置容量比反推該用電量應對應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倘若某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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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時段用電量為 100 度，而該時段之某再生能源設備之淨發電量/裝置容量比為

10%，其該時段應提供 1,000kW 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方可滿足該時段的用電需

求。換言之，如企業僅有 500kW 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且當下的淨發電量/裝置

容量比為 10%，該設備僅能滿足該時段 50%用電需求。 

透過建立企業全年度需求端逐時(每 15 分鐘)用電量數據、擬採購的再生能源

類型或案場建立逐時(15 分鐘)淨發電量/裝置容量，如圖 2.3.12 為某公司 07：30

至 16：30 各時段的用電需量及太陽光電淨發電量/裝置容量。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繪製，研究數據為模擬值。 

圖 2.3.12、某公司某日白天時段用電需量及淨發電量/裝置容量比 

 

由圖 2.3.12 可知當企業自設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其各時段可產生的綠電量，

再比對該時段的用電需量，就可知其綠電量是否有超過企業的用電需求。假設企

業自設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為 1 MW，並由圖 2.3.12 之數據推算出各時段的綠電

產量，並計算出該時段之灰電需求狀況(如表 2.3.2 所示)。反之，企業亦可透過用

電及發電的逐時資訊，進行估算應搭配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找出最符合企業用電

的再生能源類型及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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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某公司某日白天各時段用電需量、綠電產量及灰電需求 

 
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製表，研究數據為模擬值。 

 

四、需求端如何有效選擇再生能源類型及容量 

過去企業使用綠電或採購綠電，大多會從年用電量總額，評估應採購的綠電

額度。但實務上用電需求與綠電供給是一種會隨著時間變動的資訊。換言之，藉

由年用電量來進行設定擬採購的綠電額度，但仍會因企業逐時用電變化及再生能

源逐時容量因數變化等，影響到最終綠電實際使用量。 

因此透過逐時用電變化，選擇再生能源類型及容量，將是未來需求端選再生

能源的關鍵。本研究整理綠電導入評估準則(如圖 2.3.13 所示)，需求端(企業)應透

過年用電資料及綠電導入比例，找出需求端最大的年綠電購買量。但考量需求端

每個時間段的用電量非年度用電量的平均值，其用電量會隨不同時段的用電負載

而產生波動，因此需求端需進一步蒐集逐時用電資料，解析需求端不同時段的用

電數據。另外，再生能源逐時容量因數變化也會影響到不同時段的綠電產量。如

何選擇符合需求端逐時用電變化的綠電，就需將兩者數據進行套疊比較。透過兩

數據得比較與分析，方可幫助需求端找出符合用電需求的再生能源類型及最佳化

的裝置容量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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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綠能所整理  

圖 2.3.13、綠電導入評估準則 

台電公司原電能轉直供服務方案為每 15 分鐘須進行一次轉供電能結算，於

2022 年 5 月公布新的電能轉直供服務方案(如圖 2.3.14 所示)，其方案差異為將原

本限定同一時段(15 分鐘)結算一次轉供電能，新增還在同一時間電價段合併結算

轉供電能。 

台電新版方案增加第二階段轉供機制，此機制讓原本第一階段未匹配用電需

求及剩餘綠電量，可在同一個時間電價段再次媒合匹配，因此企業如選擇模式(二)

綠電轉供，需求端之綠電使用量將可能受第二階段轉供機制提高。若需求端企業

採行模式(二)綠電轉供者，建議應將台電轉供機制納入考慮因素。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工研院綠能所整理  

圖 2.3.14、台電公司綠電轉供計算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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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灣智慧電網發展挑戰與策略 

一、臺灣電力系統挑戰 

「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自 2012 年 9 月 3 日獲行政院核定，2019 年 12 月

行政院核定修正案，能源局說明當前電力系統面臨包括確保再生能源併網穩定供

電、強化供電可靠度及電網韌性、促使用戶參與節能等三大問題。 

(一)再生能源供電占比達 20%時，如何提升電力系統穩定運轉 

台灣為一孤島電網，並未與其他國家的電網互聯，必須自行管理再生能源的

間歇性，妥善調度傳統發電機組與其他電力資源以達成供需平衡，是未來電網的

重要課題。 

(二)供電設備老舊與極端氣候下，如何強化電網韌性提升供電品質 

大型電力設備的使用壽命往往長達 20 年以上，因此，必須規劃如何維持老

舊設備的正常運轉，並且在極端氣候造成大型事故時，達成災後的快速復原。 

(三)為提升電力系統運轉效率，如何促使用戶參與節能 

降低污染與減少排碳是全民訴求，無限制地擴增電源設備以滿足用電需求不

再是合理作法，強化用戶端的參與以及新興技術的導入已成為全球趨勢。 

 

二、臺灣智慧電網發展策略 

臺灣智慧電網發展願景為供電系統的強化與維新，藉由近代科技建立安全、

有彈性和適應性強的電網，落實能源轉型，並提高供電穩定度。 

(一) 主要策略 

1.  短期 (2020 年) - 強化運轉彈性： 

配合能源轉型，發展配合高再生能源滲透率之穩定供電網路，強化電網供、

需、事故處理等彈性調度能力。 

2.  中期 (2025 年) - 強化電網韌性： 

因應氣候變遷，建立安全和適應性強的電網，提高供電穩定度。 

3.  長期 (2030 年) - 落實電業改革： 

強化低碳能源使用、電網安全可靠、市場公平交易、資訊公開透明等，以達

能源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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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發展目標 

基於電網面臨問題需求，智慧電網規劃三項主要目標，包含提升電力系統穩

定運轉、強化電網韌性及供電品質、促使用戶參與節能等，細部目標涵蓋範疇如

下： 

1. 提升電力系統穩定運轉 

營造友善綠能發展環境，並應用 AI 及大數據分析等智慧預測及調度技術，

穩定供電效能。 

2. 強化電網韌性及供電品質 

強化設備維護及機組大修效率，提高發電及輸配電設備可用率。另擴大電網

資訊之監控及整合，強化事故檢知及反應，降低停電事件、縮短停電時間。 

3. 促使用戶參與節能 

應用智慧電表資訊，供民眾瞭解自身用電情形，促使用戶參與節能。另精進

需量反應措施，引導可靠之尖峰用電移轉，進而導入市場機制，供用戶參與。 

此外，強化系統即時供需能力，如快速反應資源(儲能，用戶端快速反應負載

資源卸載保險方案(Load Resources on UFR)、輔助服務)及調壓、調頻機制。 

 

三、臺灣智慧電網未來發展 

經濟部已於 2020 年修訂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以電網結構(發、輸、配、

用)為主，並包含產業及環境建構等。因此，過去以技術導向電網建構為主之作法，

在未來智慧電網策略規劃則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將著重於系統整合智慧電網

功能。有關目前電力系統面臨問題，可依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架構調整歸納成七個

重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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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2020) 

圖 2.4.1、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架構調整 

(一) 智慧調度與發電：追求再生能源併網極大化，積極尋求跨構面協作，為

達電網供需平衡、系統運轉安全之目標前進。 

(二) 電網管理：增強輸配電網自動化、資訊化及自癒能力，改善電網韌性，

提高供電可靠度。 

(三) 儲能系統：布建儲能系統及建立輔助服務採購機制，以協調再生能源及

傳統發電機組穩定供電為基礎。 

(四) 需求面管理：建置準即時數位計量工具，協助時間電價、需量反應等需

求面管理制度推動，增進電網供需運轉效率。 

(五) 資通訊基礎建設：更新通訊基礎設施系統、整合電網資通訊協定，全面

監控電網設施及成員。 

(六) 產業發展：透過電網更新建設，促進國內產業升級，並探尋國際市場機

會，輔導廠商參與。 

(七) 法規制度：配合 2025 年再生能源占比達 20%供電之政策目標，檢討再

生能源併聯技術要點之技術需求；配合電業法規定調整電業組織及健全

市場機制等。 

為落實上述各構面之規劃，於政府各部會間已陸續投入各項智慧電網細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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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例如系統建置主要由台電公司執行，而工業局協助產業發展、能源局協助法

規制度等相關工作，共同營造智慧電網發展環境。 

表 2.4.1、智慧電網總體規劃子項工作列表 

領域別 具體作法 

A.智慧調度與發電 

A1-建置再生能源發電監測系統 

A2-建立電力市場交易平台 

A3-建置燃煤機組鍋爐爐管大數據損傷監視系統 

A4-輔助服務需求量研擬 

B.電網管理 
B1-輸電系統資料在規劃運轉及維護之應用推廣 

B2-饋線自動化之系統資料應用推廣 

C.儲能系統 
C1-台電公司自有場地建置儲能系統 

C2-建立輔助服務採購機制 

D.需求面管理 

D1-低壓智慧電網基礎建設(AMI) 

D2- AMI 資料應用 

D3-電價結構檢討及試辦動態電價 

D4-檢討及試辦多種需量反應方案 

E.資通訊基礎建設 

E1-提升智慧電網資訊安全計畫 

E2-智慧電網資料應用計畫 

E3-骨幹/區域光纖通訊系統提升計畫 

E4-電力物聯網通訊系統導入計畫 

F.產業發展 
F1-擴大產品與系統服務 

F2-帶動企業參與電力市場 

G.法規制度 

G1-檢討現行電業相關法規 

G2-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精進 

G3-智慧電網國家標準研擬及設備檢測平台建置 

 資料來源：經濟部(2020) 

有關上述智慧電網之七大重點策略領域，其相關具體推動成果至 110 年底之

進度說明如下： 

(一) 智慧調度與發電 

此構面主要目標為提升再生能源穩定供電、提升電力系統運轉效率。配合臺

灣能源轉型，再生能源併網容量將持續擴大，為提升再生能源的可靠度，精確預

測發電量為其關鍵，而系統調度資源之募集方式及規模亦須進行相對應之規劃，

在此同時，降低機組的機電事故發生亦是標的之一。 

再生能源發電預測由兩項工作所構成，分別是再生能源即時可監測量及再生

能源預測精準度，惟再生能源即時可監測量受疫情影響併網量微幅落後，實際監

測實績為 3.0GW；預測精確度則是氣象局深度合作，以電業客製氣象資料提升預

測準確度，在風力及太陽光電，分別達成 12.07%/7.47%及 4.04%/2.57%的日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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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前誤差率；發電機組機電事故數發生率(10 次)及燃煤電廠不可用率指標

(0.27%)，均優於規劃目標；另外，輔助服務準備量之需求則是透過電力交易平台

聚集來自民間與國營發電機組，如抽蓄電廠、水力電廠、火力電廠等各項資源，

達成 2021 年輔助服務準備量目標值。 

(二) 電網管理 

本構面之主要目標為強化電網韌性與穩定供電。為達成預定目標，輸電系統

將強化運轉及維護資料之應用推廣，並導入國際資通訊標準(如：IEC61850)，強

化輸、配電資產管理及系統運轉維護效率，增加系統韌性。另在配電系統部分，

將持續推動饋線自動化工程，除增設自動線路開關並納入監控外，帶動自動化饋

線用戶數占比及自動化饋線下游 5 分鐘內復電事故數占比之提高，以縮短復電時

間及提升供電品質。 

在目標達成部分，輸電系統透過 IEC 61850 變電所、輸電設備維護管理系統

及設備狀態監測系統建置，使得輸電系統設備故障平均時間大幅降低，2021 年達

到 2.09 小時/年；配電系統部分則是持續增加建置自動線路開關數量並納入監控，

同時汰換逾齡且性能降低之自動化設備，並結合資通訊技術，整合多元資訊，提

升自動化系統功能，讓自動化饋線下游 5分鐘內復電事故數占比(%) 提升至 45%。 

(三) 儲能系統 

儲能系統推動主要目的係降低再生能源間歇發電對電力品質之影響，而隨著

再生能源建置規模逐年成長，電網系統所需求之資源規模亦須持續滾動檢討，而

儲能系統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 

為達儲能系統推動目標，台電公司以自有場地建置儲能系統及建立輔助服務

採購機制等 2 方面積極推動，2021 年合計完成 57MW 之儲能系統建置。 

(四) 需求面管理 

需求管理主要目標為提升電力系統運轉效率。工作項目包括 AMI 建置與資

料應用、電價結構調整及需量反應。目前高壓 AMI 已全面布建，2018 年高壓用

戶參與需量反應之經常契約容量佔全部高壓用戶經常契約容量約 26%。後續推動

將以低壓 AMI 建置 300 萬戶、時間電價方案研議及需量反應參與規模成長為目

標。再者因應再生能源占比逐年提高，擬透過需求面管理方案，減少電力需求及

抑低尖峰用電，穩定臺灣電力供需平衡。 

在工作推動成果部分，低壓智慧電表建置累計達成 150.1 萬戶，而用戶可上

線查詢 6 小時前之用電資料，另需量反應參與容量亦已達 2.68GW，上述工作進

度均達或超過預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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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通訊基礎建設 

因應近年來 AMI 建置、電業廠網分工資訊需求、災害搶修視訊等頻寬使用需

求增加，資通訊基礎建設領域預計推動工作項目包含提升智慧電網資訊安全、智

慧電網資料應用、骨幹/區域光纖通訊系統提升及電力物聯網通訊系統導入等。計

畫等，未來 2025 年情境目標如圖 3.4.6 所示，主要考量未來廠商分離後之求，設

定 32 個智慧電網場域 IDS 系統、標準化電網資訊平台及資訊雲端、骨幹網路系

統升級及評估電力物聯網相關市場應用機會。 

在骨幹/區域光纖系統頻寬提升部分，完成骨幹 100G(位元/秒)「超高速 IP 環

島光纖通訊系統」核心路由器設備共 27 套、區域路由器 10G(位元/秒)215 套之建

置，另外在導入入侵偵測系統資安防護項目，共完成 3 場域入侵偵測系統效能評

估。 

(六) 產業發展 

配合智慧電網建置推動之契機，除可做為產業發展之助力，亦可藉此推動技

術及產業升級，並探尋國際市場機會，輔導廠商參與。而隨著智慧電表、自動化

開關的持續佈建及電力交易市場之推動，智慧電網年產值達新台幣 384 億元。 

(七) 法規制度 

法規制度主要建立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推動所需之法規、標準及方案配

套，主要工作包含檢討現行電業相關法規、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精進

及智慧電網國家標準研擬及設備檢測平台建置等。 

完成「電力交易平台設置規則」及交易平台監督管理機制擬訂，以加速電業

自由化之推動；因應充換電車發展趨勢，檢討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及用電場所

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針對現有規則加入充換電站設置與管理之相關規

定；修訂「擴大再生能源即時運轉資料回傳對象」裝置容量由 500 kW 下修為 100 

kW；制訂智慧電網相關標準累計 46 份，降低國內智慧電網、智慧電表等廠商產

品商品化成本，協助國內智慧電表、智慧家電產業廠商發展，與國內智慧電網基

礎設施布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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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儲能裝置需求與穩定供電 

再生能源間歇發電特性且發電量可能超過區域負載需求，以具成本效益的前

提下持續維持電網的穩定性將是重大議題。台灣隨著太陽光電與風電等再生能源

比例逐漸增加、以及朝向淨零排放過程中電氣化的新增負載，很難僅靠過去慣用

的機組維持供電穩定與電力品質，未來儲能技術的應用市場將大幅度成長。如何

透過儲能工具建構具韌性的智慧電網，將是極大的機會與挑戰。 

本章節根據電網穩定的需求，進行儲能系統裝置量的探討。分析台灣過去五

年儲能系統發展軌跡及探討未來潛在需求，於 2022/8/3~2022/9/20 間規劃「台灣 

VPP/DR 潛在量、情境特性」、「台灣區域電網特性、區域負載特性」、「台灣光電

( PV)與風電再生能源發電特性」、「儲能系統（含抽蓄電廠）的電力調度應用效益

及需求量」、「電動車 V2G(Vehicle-to-grid)及儲能系統提高台灣電網韌性及可靠度

潛在應用情境」、「電動機車換電站、儲能系統暨汰役電池應用情境」、「電動汽車

/巴士用電情境及 V2G 潛在可行應用情境」、「供電系統風險評估與韌性強化」等

主題、邀請各領域專家代表引言，透過 8 場次座談會進行討論（附錄），整合跨域

專家的建議，供相關單位參考。 

儲能需求量的正驅動力，主要來自於淨零政策目標、再生能源政策積極發展

以及電力系統轉型過程中，穩定供需平衡的需求。以功能來說，在電網級的儲能

系統可以提供電力系統秒等級的頻率穩定、減緩區域電網壅塞的狀況；裝置在再

生能源發電端的儲能系統，除了可以穩定間歇發電造成的電壓變化外，還可以提

高同一條饋線的利用率、增加再生能源併網量；在表後端的儲能系統，可以增加

用戶端或是聚合商(aggregator)，更容易達成以虛擬電廠參與電力交易平台或是需

量反應等目標，舒緩尖峰供電的瓶頸，提供電力系統所需之多元資源，並發展出

新的商業模式。 

台灣過去五年來，儲能產業蓬勃發展。儲能需求量從 2017 年預估的 430 MW

逐步擴增到 2022 年預估的 1,500 MW，儲能業者甚至認為實際需求量更大、於

2022 年底已通過之儲能設備併網容量已達 4,686 MW，在在顯示台灣電力系統對

於儲能的需求逐漸增加。 

展望 2035 年，台灣屆時預估將有 40 GW 太陽光電、20.6 GW 風力發電、1.5

萬餘輛電動公車。如何即早佈局規劃，讓相關政策能跨部會妥善整合，訂定及推

動與時俱進的前瞻政策，建全相關基礎設施，以達到綜效目標，考驗著整體轉型

過程中各部會整合的能力。 

鋰離子電池因其能量密度高、應答快速、循環效率(Round Trip Efficiency, RTE)

高、符合電力系統需要的快速反應/高彈性/多工等優勢，為目前電化學儲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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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主流。台灣各家廠商在這波國內外儲能發展的市場中，以系統商、營運商、

代理商、零組件供應商、材料商等不同角色積極參與。在提高電網韌性、保持電

力系統品質的基礎上，如何在這波轉型的過程裡，孕育下一代的科技及發展適合

台灣的產業以加速爭取未來商機，在經濟規模受限的台灣，更顯重要。 

本章節分析台灣未來儲能市場需求及未來情境，呈現台灣儲能產業的機會與

挑戰，盼能提供有意乘浪頭而上的業者一些參考與建議，文中探討之台灣未來可

能面臨到的情境及潛在問題與運用資源/發展機會，盼能提供政府政策訂定參考。 

第一節 國內外儲能現況與政策 

一、淨零政策、電動車目標年 

根據國發會 2022 年 3 月提出「2050 淨零排放路徑」的規劃，台灣將以 2050

達到淨零排放為目標。除了淨零目標外，根據「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

說明」，台灣 2030 年公務車及公車將全數電動化、2040 年將禁售燃油機車及燃油

汽車。 

全世界各國為呼應 2050 淨零政策趨勢，各國亦紛紛設定 2045~2050 達到淨

零排放，並設定將於 2025~2050 禁售油車等相關政策（圖 3.1.1），為了達到淨零

目標，再生能源將為電力系統零碳電力的主要來源，但由於再生能源間歇發電的

特性，當電力系統發展為高占比且分散的再生能源時，必須要有更多的儲能系統

作為輔助，以協助穩定電網、維持電力品質、提高可靠度及電網韌性。上述政策

將驅動電動車、儲能技術的發展。 

 
資料來源 IEA(2021)，本章節作者增修。 

圖 3.1.1、全球電動車目標年及淨零目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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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網儲能與電動車 

2050 全世界淨零轉型的目標將刺激全球儲能市場的需求量，未來十年儲能電

池需求量將大幅增加。 

以儲能應用目的及規模來說，電網儲能的主要目的是透過儲能技術的應用以

滿足穩定電網及未來淨零的目標。以下分別說明台灣與全世界儲能現況與未來趨

勢。 

(一) 台灣電網儲能與電動車 

台灣目前儲能以抽蓄水力為主，抽蓄水力裝置容量為 2.6 GW，預估 2035 年

後將新增光明抽蓄水力。近年經濟部透過示範計畫，完成建置 7 MW/7 MWh 的

鋰離子儲能系統，此外，鈉流/液流/氫能技術有小規模的示範運行案例。 

台電 2021 年推出電力交易平台、可於平台上採購輔助服務，截至 2022 年底

有 10 家國營發電業可提供調頻備轉容量 1,464.9 MW、即時備轉容量 5,794.8 MW、

補充備轉容量 8,991.35 MW，35 家民間合格交易者（表 3.1.1）共計提供調頻備轉

容量 103.3 MW、即時備轉容量 71.6 MW、補充備轉容量 137.6 MW。 

台電 2022 年 12 月下旬已通過之申請併網儲能系統容量達到 4,686.1 MW（表

3.1.2），遠超過 2025 年目標量。 

 

表 3.1.1、台灣民間合格交易者可提供之交易容量（調頻/即時/補充備轉） 

民間合格交易者 
交易容量（MW） 

調頻備轉 即時備轉 補充備轉 

安瑟樂威股份有限公司 0 4.9 34.8 

台泥儲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1 30 

義電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0 17.8 29.8 

力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 0 22 

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 0 0 19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0 25.9 2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0 0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0 0 

盛達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2.3 0 0 

匯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8.4 0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 0 1 0 

錦華玻璃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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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合格交易者 
交易容量（MW） 

調頻備轉 即時備轉 補充備轉 

震江電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2 0 0 

台汽電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0 0 0 

承研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12.6 0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6 0 0 

勤智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4 0 0 

南方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 0 0 

進金生能源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2 0 0 

嘉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0 0 0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2 0 0 

翰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 0 0 

富威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7 0 0 

國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4.2 0 0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0 0 0 

盛齊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4.8 0 0 

熙特爾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 0 0 

偉昌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0 0 

綠悠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 0 0 

台塑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0 0 

天璇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1 0 0 

天樞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8.4 0 0 

韓暘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2.1 0 0 

台灣波律股份有限公司 2 0 0 

智電系統有限公司 5 0 0 

合計 103.3 71.6 137.6 

資料來源：台電電力交易平台（2022.12），本章節作者整理 

 

表 3.1.2、2022 年底台電輸配電等級儲能（調頻輔助服務）已通過案件 

項  次 件數（件） 申請容量總計(MW) 

參與調頻輔助服務案件 31 110.8(已完成) 

配電級 220 900.9 

輸電級 46 3,785.2 

合計 266 4,686.1 

資料來源：台電系規處（2022.12 下旬），本章節作者整理 



 第三章 儲能裝置需求與穩定供電  

117 

2025 年台灣儲能裝置目標為 1,500 MW（表 3.1.3），其中 1,000 MW 為電網

端的儲能需求、500 MW 為再生能源發電端的儲能需求。在電網端的儲能需求中，

160 MW 為台電公司自建的功率型儲能系統，840 MW 來自台電電力交易市場（功

率型 340 MW、能量型 500 MW）。功率型儲能設備，需要偵測負載波動，動態協

助穩定系統頻率，能量型儲能設備，除須具備功率型儲能功能外，亦需要能進行

電能轉移、持續放電 4 小時，以平衡尖離峰的電量缺口。 

台灣未來若所有車輛皆電動化，電動車上的電池儲能量約將有 588 GWh（588 

GWh 的算法係根據表 3.1.4 推估全台車輛保有量以及電池參數進行估算，電池電

量將逾 5.8 億度電）。 

表 3.1.3、台灣 2025 年儲能裝置量規劃 

台灣 2025 年儲能裝置量目標 1500 MW 

系統端儲能 1,000 MW 

（儲能裝置於電網側） 

發電端儲能 500 MW 

（儲能裝置於再生能源側） 

功率型儲能 500 MW 

（0.5 小時） 

能量型儲能 500 MW 

（0.5+2 小時） 

PV 系統儲能 500 MW 

（2 小時） 

台電公司自建
160 MW 

台電電力交易制度 

840 MW 

（功率型 340 MW、能量型 500 MW） 

PV 業者自建* 

500 MW 

註：500 MW 台灣光儲的獎勵之充放電限制為： 

應於每日上午 10 點時至下午 2 點間充電。其餘時間，發電量超過購售電契約最大躉售電量

（MW）或台電公司要求案場暫時停止供電，始得充電。 

資料來源：台電（2022） 

 

表 3.1.4、以台灣車輛保有量推估未來電動車電池電量 

運具類別 輛 b kWh/輛 c GWh 萬度電 

公車 a 15,273 300 4.6 458 

小客車 7,200,705 75 540.1 54,005 

機車 14,385,327 3 43.2 4,316 

小計 587.8 58,779 

註： a 公車為「大客車 /營業 /營業(不含遊覽車)」 

 b 車輛數統計自 111 年 11 月底（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 

 c 推估值 

資料來源：本章節作者整理。 

 

抽蓄水力因壽命長、維護成本低是目前最便宜的儲能系統，但其容量受雨季

影響、應答較慢。鋰離子電池儲能相對於其他儲能技術能量密度較高、應答快、

適合秒/小時調整的應用。除了抽蓄水力以外，能量密度較低的液流電池及鈉硫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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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若有足夠的空間，具發展成大規模進行儲能系統的選項之一，但相對於鋰離

子電池儲能系統，其應答的速度較慢、且維運成本較高。為瞭解未來台灣潛在可

用的儲能選項，表 3.1.5 羅列未來可能的儲能應用工具，除了抽蓄水力、鋰離子電

池，尚包括鈉硫電池、液流電池、氫能燃料電池、以及台灣運具電動化後的電池

電量。 

電網儲能系統根據目前能源主管機關之規劃，預估 2025 年將達到 1.5 GW，

由於商業化的儲能系統五年內仍以鋰離子電池為主流，表 3.1.5 預估 2025 年將有

1.5 GW 的鋰離子電池儲能系統。 

台灣未來電動車移動儲能量將高達 5.8 億度電，相當於約有 588 GWh 的電力

備援資源，假設其中有 20%電池平均 SOC 為 85%、能同時 1 C 放電，相當於有

100 GW 的調度資源，其數量級遠大於電網儲能的預估量 1.5 GW。 

電動車的電池電量若能妥善與充電樁、智慧微電網搭配，形成新的商業模式，

應該有機會發揮以最少的成本，達到減緩區域配電系統壅塞、以螞蟻雄兵的角色

參與電力系統在尖峰調節的相關電力交易政策。 

表 3.1.5、台灣未來潛在儲能選項：應用量及其特性 

儲能 

工具 

裝置容量
/功率 

容量
GWh 

應答速度 
RTE 

(%) 

壽命
年 

放電時間 備註 

抽蓄水力 2.6 GW+  1~2 mins 70~85 40~60 1~24 hr 

容量受雨季影
響、應答慢、最
便宜、壽命長 

鋰離子 

電池^ 
1.5 GW  20 ms-s 85~95 5~15 s-hr 

能量密度高、效
率高、應答快、
適合秒/小時調
整 

鈉硫 

電池^ 
  1 ms 85~90 10~15 s-hr 

能量密度低、成
本低、規模化容
易 

液流 

電池* 
  s 60~85 5~10 10 hr 

應答慢、適合季
節性儲能調整 氫能燃料

電池* 
  s 25~45 5~30 

sec. 

min.~week 

電動車
100% 

 588     
需連接電網且
具 V2G 功能 

註： * Power and Energy are decoupled; 

^ Power and Energy are coupled; 

+目前台灣抽蓄水力裝置容量為 2.6GW，預估 2039 年將再新增 1.9GW。 

資料來源：本章節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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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電網儲能與電動車 

儲能的技術若以學科分類，可分為機械式儲能（如抽蓄水力發電）、電化學儲

能（鋰電池）、化學儲能（燃料電池）。根據 CNESA 的統計資料，全球儲能系統

裝置量約 186.1 GW（截至 2020 年 9 月），其中以抽蓄水力為主，占比達九成以

上，電化學儲能裝置量約 11.0 GW，為第二大，占比為 5.9%。在電化學儲能中，

又以鋰離子電池為主，占比為九成以上，裝置容量約 9.9 GW（如圖 3.1.2）。 

根據 InfoLink 發表的報告，美國各州、中國各省近年分別提出在 2024~2040

不同目標年的儲能設置量（圖 3.1.3），其中，加州 2030 年預估將達到 11 GW、紐

約州將達到 6 GW 的儲能裝置量。 

 
資料來源；CNESA (2020) 

圖 3.1.2、2020 年全球儲能裝置量 

 
資料來源；InfoLink (2022) 

圖 3.1.3、美國各州、中國各省不同目標年的儲能設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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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動車的發展及油車的禁售將為既定事實，因此傳統燃油車廠與鋰離子

電池廠於 2020 年起紛紛合資共同發展純電動車，並於宣示在目標年要達到的電

動車銷售占比，圖 3.1.4 為全球各大車廠 2030 年前電動車發展路徑、銷售目標。 

 

資料來源：Deloitte (2020) 

圖 3.1.4、全球各大車廠 2030 前電動車銷售目標及策略 

三、評估鋰離子電池數量級 

全球小客車銷售量約 9,000 萬輛。未來若全世界皆如期於目標年禁售油車，

每年將新增 9,000 萬輛之電動車輛。而為使車子的性能達到使用者的續航需求，

一般來說電動車對於電池電力系統的能量密度要求較高，因此全世界電動車電池

未來十年亦將以鋰離子電池為主。 

根據 BNEF 的統計，2020 年全球鋰離子電池年需求量約 300 GWh，其中，

以電動車(移動式儲能)為主要市場（圖 3.1.5）。McKinsey 預估 2030 年鋰離子電池

年需求量將達到 4,500 GWh (McKinse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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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NEF(2022) 

圖 3.1.5、鋰離子電池年需求量（裝置別） 

電池儲能在電動車的應用，保守推估 2027 年將有 3,800 GWh 電動車電池儲

能量，這個規模遠大於應用於電網儲能的裝置及需求量。而車輛除了上下班、出

遊等交通目的移動外，大部分的時間為靜止的狀態，為了也能讓在電動車輛上的

電池多工、提高其附加價值，十多年前便開始有了 V2G 相關技術、產品的試驗計

劃。為了驗證 V2G 的營運模式可行，2009 年開始即有 V2G 的示範案，在 2018 

年高達 25 個案子進行中，目前全世界已經有 25 個國家 107 個項目與 6,600 個以

上的 V2G 充電樁示範案驗證中。 

根據經濟規模的發展，未來鋰離子電池的技術及成本，將有望持續突破。在

有限的土地空間內，同時要滿足 2050 淨零目標以及過程中的車輛電動化政策，

如何能有效利用電動車上的電池，減少新增電網儲能設置量，將是未來重要課題

之一。 

第二節 電網穩定需求與儲能工具 

為了在 2050 淨零的轉型過程中面對大量間歇性再生能源併網，持續提供電

網穩定的供電服務，台電未來將以「推動分散電網工程」、「精進強固電網工程」

及「強化系統防衛能力」等三大方向推動電網韌性建設。 

若要在高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的能源結構、同時滿足消費者用電習慣的前提

下，多半是透過時間電價、需量反應、分散型智慧電網等組合，達到穩定供電的

目標。在面對更多不確定性的未來，穩定供電將成為越來越大的挑戰，儲能系統

具備調整頻率、快速反應、削峰填谷等功能，因此在電網穩定的應用工具中，是

具高度彈性且重要的關鍵工具（圖 3.2.1）。 



能源轉型強化穩定供電之策略研析 

122 

 
資料來源：台電調度處簡報（111.8.30 專家座談會） 

圖 3.2.1、儲能系統可協助電網穩定之應用 

一、電網發展趨勢 

目前應用最廣泛的抽蓄水力為集中式儲能應用的技術代表，而鋰離子電池、

鉛酸電池為應用於分散式儲能系統的技術代表。電網未來的發展將由集中式發電

到分散式微電網，因此未來新增的儲能應用可能以應用於分散式電網的儲能系統

為主（圖 3.2.2）。 

 

資料來源：本章節作者整理繪製 

圖 3.2.2、不同儲能技術常見之系統電量及其適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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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儲能應用於電網穩定之工具 

全球儲能技術多元，如可快速反應的超級電容、鋰離子、鈉離子電池，以及

裝置容量大的液流電池、抽蓄水力、高壓氣體、熱能儲能…等，各國皆有應用或

示範實績。圖 3.2.2 歸納不同儲能系統技術常見之系統電量範圍，參照圖 3.1.2 大

型儲能技術，目前多半仍以抽蓄水力為主，若未來仍需要更多大規模的儲能系統，

考慮永續性、氫經濟及成本，鈉離子電池/液流電池或氫/燃料電池是選項之一，惟

液流電池及氫/燃料電池需要持續有專職人員維護管理，在可操作性及成本是否能

藉由經濟規模發展而降低，值得持續觀察。 

如何篩選出符合台灣未來電網需求、成本符合商業運轉條件且適合台灣環境

之儲能方案，建議進行適當規模的示範運行，以利進一步評估其可行性與挑戰。 

鋰離子電池因為能量密度高、產品成熟度高、系統電量範圍大、RTE 高、符

合電力系統需要的快速反應/高彈性/多工等優勢，為目前電化學儲能系統的應用

主流。 

目前儲能技術之主流為鋰電池，根據 IEA 的統計及評估，全球電池儲能裝置

容量從 2021 年底約 16 GW，2030 年預估將大幅增至 680 GW 的規模(IEA, 2022)。

根據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報告指出，全球電池儲能裝置 2050 年將有可能逾

2,000 GW。加上電動車市場對電池的需求，未來十年由於市場規模持續擴張、預

期長期成本將持續下降（圖 3.2.3）、能量密度因材料技術的發展預期提高到

400Wh/kg，惟未來若受鋰、鎳等關鍵原料的價格上漲，鋰離子電池的價格很可能

隨之上漲，考量永續性、氫經濟及成本，除了鋰離子電池外，仍需有其他更具永

續性的儲能技術。 

 

 
*註：Tesla Battery Day(2020.09) 資料來源：BloombergNEF(2021)  

圖 3.2.3、鋰離子電池成本趨勢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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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儲能功能/發展優質儲能技術的條件 

由於電池儲能具備調整頻率、快速反應及削峰填谷三大應用功能，系統建置

時間短的優勢，因此常作為達到電網穩定、提高可靠度的工具。電池儲能可提供

電力系統自動頻率控制、消弭再生能源因為天氣不穩定造成之間歇發電對電網的

影響等服務，確保電網電壓與頻率穩定、電力順暢傳輸。對於工商/家用類別，透

過儲能系統可以進行削峰填谷、負載轉移、太陽能自發自用、需量反應或備用電

源等應用，達到節省電費支出、提高整體能源管理效率等目標。對於微電網系統，

儲能可以確保電力穩定、供需平衡。 

根據電池儲能的型態分類，可區分為固定式儲能、移動式儲能兩大類。固定

式儲能主要以電網儲能系統、不斷電/緊急備援電力系統為主，移動式儲能包含電

動車、救援電源車等。 

電池儲能的應用，可以分成表前表後兩端、未來電網需求兩個面向來探討。

第一個面向是根據儲能系統在電網端（發電廠端、輸配電）或是表後用戶端的應

用功能進行探討，第二個面向是根據電網電壓等級儲能可以提供的服務以及所需

要的規格探討，分別說明如下。 

（一）面向 1: 根據儲能系統在電網端（發電廠端、輸配電）或是表後用戶端的應

用功能、需求及其利害關係人，分別以應用情境說明如下。 

1. 電能套利（Energy Arbitrage）：即所謂的削峰填谷套利。營運商購置儲能

系統，作為電網電力調節的緩衝，營運商可以在電價高的時候將電力回

放給電力系統、電價低的時候充電。在這個情境裡，若有合理的尖離峰

電價差異，透過政策的引導設計不同時間的電價，儲能系統可幫助消費

者或營運商套利賺錢。在電能套利的應用情境中，購買儲能服務之利害

關係人為營運商、用電戶，規則制定者為電力主管機關。 

2. 即時備轉容量（Spinning Reserve）：儲能系統可以在機組跳脫或是負載突

然增加太多時，作為電力供給來源。對於電力公司而言，在尖峰負載不

斷創新高的未來，若要達到減碳減排省錢，儲能系統可以取代原本可能

需要新建置的發電機組、使機組能夠更有效率的運轉，並得到減碳減排

的附加價值。在即時備轉容量的應用情境中，需要儲能服務應用之利害

關係人為提供輔助服務的廠商，規則制定者為電力公司/能源主管機關。 

3. 調頻備轉容量（Frequency Regulation）：儲能系統可以維持電力系統頻率

穩定。維持頻率穩定是電力系統重要的任務，儲能系統可以自動偵測電

網頻率，當頻率太低或太高時，可即時進行放電或充電，使頻率維持在

某一個電網可以接受的範圍間。在調頻備轉容量的應用情境中，需要儲

能服務應用之利害關係人為提供輔助服務的廠商，規則制定者為電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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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能源主管機關。 

4. 電壓支持（Voltage Support）：當電力系統因為電力供給與負載不平衡，

發生電壓驟降時，儲能系統可快速輸出虛功、使電壓回復，並可減少輸

配電損失，提高電力系統穩定度。儲能系統可應用於風/光電發電廠站、

使輸出平滑化，維持電力品質。在電壓支持的應用情境中，需要儲能服

務應用之利害關係人為提供輔助服務、再生能源廠商，規則制定者為電

力公司/能源主管機關。 

5. 全黑啟動（Black Start）：儲能系統可以在電力系統癱瘓、發生大停電時，

在傳統機組尚未完全能上線前，立即啟動放電的能量，讓區域電力更快

速的復電，加速協助全系統恢復正常運轉。在全黑啟動的應用情境中，

需要儲能服務應用之利害關係人為電力系統業者，規則制定者為電力公

司/能源主管機關。 

6. 資源充裕性（Resource Adequacy）：對於電力公司而言，建置新電廠有很

多限制，透過儲能系統、搭配政策導引即可取代新電廠的開發，可在有

限的空間及資源內提供最佳可滿足目標的方案、避免過度投資。例如電

源開發為了負載用電的增加而需要更多的機組，若分析用電負載行為及

尖峰的需求，可透過儲能系統配合政策進行最佳化的多元資源調整。在

提供資源充裕性的應用情境中，需要儲能服務應用之利害關係人為電力

系統業者，規則制定者為電力公司/能源主管機關。 

7. 減緩輸電系統壅塞（Transmission Congestion Relief）：在未來再生能源及

電動車大量發展時，可能會在特定區域發生輸電壅塞，若將儲能系統設

置在可能壅塞的輸配電系統中，可減緩供電瓶頸的壅塞問題。在減緩輸

電系統壅塞的應用情境中，需要儲能服務應用之利害關係人為電力系統

業者，規則制定者為電力公司/能源主管機關。 

8. 延後輸電系統及配電系統投資（Transmission ＆ Distribution Deferral）：

尖峰負載會隨著經濟發展逐年上升，在 2050 年淨零排放政策目標將使

更多設備改為以電力為來源，未來電力需求亦快速上升。為了滿足更多

的負載需求，電力系統將會需要新設或升級變電站輸配電系統，儲能系

統可在尖峰時段放電降低系統容量限制、在離峰時段充電增加負載，進

而舒緩系統壓力、遞延輸配電系統升級的投資。在延後輸電系統及配電

系統投資的應用情境中，需要儲能服務應用之利害關係人為電力系統業

者，規則制定者為電力公司/能源主管機關。 

9. TOU 時間電價帳單管理（Time-of-use Bill Management）：儲能系統可以

幫助電力用戶在離峰時段或是負電價時段充電，進而減少在用電尖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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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用電量，甚至不在尖峰時段使用來自電力公司的電、僅使用儲存自

儲能系統中的電力，進而達到帳單管理降低成本的目標。在 TOU 時間電

價帳單管理的應用情境中，需要儲能服務應用之利害關係人為營運商、

用電戶，規則制定者為電力主管機關。 

10. 降低基本電費（Demand Charge Deduction）：對於用電戶而言，設置儲能

系統可降低契約容量、減少電費支出的成本。在降低基本電費的應用情

境中，需要儲能服務應用之利害關係人為營運商、用電戶，規則制定者

為電力主管機關。 

11. 提高太陽光電自發自用（Increase PV Self-Consumption）：對於有設置太

陽光電的用電戶而言，設置儲能系統可將白天太陽光電多於負載時的發

電量儲存，並於負載需求較多的時段再放電，如晚上或是其他需要電力

的時段使用。在提高太陽光電自發自用的應用情境中，需要儲能服務應

用之利害關係人為再生能源發電的營運商、有裝設再生能源的用電戶，

規則制定者為電力主管機關。 

12. 提供備用電力（Backup Power）：對於工業、醫療院所、住家及商業用電

戶而言，儲能系統可在停電時提供備援電力維持原本所需的運轉、降低

損失。對於住家用電戶，儲能系統可在停電時維持提供必要用電器具之

電源維持生活品質；對於工商業及醫療院所而言，儲能系統可以提供備

援用電、在不預期斷電時可即時供電時間 6 小時，平時亦可提供輔助服

務的功能。在提供備用電力的應用情境中，需要儲能服務應用之利害關

係人為微電網系統的營運商、用電戶，規則制定者為電力主管機關。 

（二）面向 2：儲能系統的應用情境及所需之功率/維持及反應時間，可依其應用

於電網不同電壓等級分類，說明如下：  

1. 表 3.2.1 說明不同電壓等級儲能系統可以發揮的功能及相關規格，對於

集中式發電廠而言，儲能系統的功能包含負載平準化(Load Leveling)、頻

率調節，儲能系統可在高壓輸電端協助提供備轉電源(Spinning Reserve)，

在低壓輸電端協助再生能源整合(Integration of RE)、電壓支持，在配電系

統可以協助延緩電網升級負載調節及微型電源併網，在工廠/社區可以協

助作為緊急用電備用電力，在住宅區可協助分散型微電網、離網型再生

能源、時間移轉、緩解電力壅塞。 

2. 因為每個儲能應用情境都有相關的限制式以及被期待要達到功能，且隨

政策的引導以及技術的發展，儲能產品可以提供的服務將更好且多元，

很難精確地比較儲能系統在不同電壓等級的應用規格，表 3.2.1 的相關

規格及功能，未來仍需仰賴電力系統主管機關根據台灣電力系統實際需

求滾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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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不同電壓等級儲能系統在電網端被期待提供之功能 

電力系統位置 功能 功率 維持時間 應答時間 

集中式發電廠 

負載平準化 

(Load Leveling) 
100 MW 4 hr <1 sec 

頻率調節 1~50 MW 0.25~1 hr <1 sec 

275~400 kV 

高壓輸電 

備轉電源 

(Spinning Reserve) 
10~100 MW 0.25~1 hr <1 sec 

132 kV 

低壓輸電 

再生能源整合 

(Integration of RE) 
1~100 MW 1~10 hr <1 sec 

電壓支持 0.5~50 MVAr 0.25~4 hr <0.1 sec 

33 kV 配電系統 延緩電網升級負載調節 1~10 MW 6 hr <1 sec 

工廠/社區 緊急用電備用電力 10~50 MW 0.25~10 hr 5 mins 

11 kV 

低壓配電系統 

微型電源併網 

(Micro-Generation Feed-in) 
1~2 MW 1~10 hr <1 sec 

240 V 住宅 

分散型微電網 

離網型再生能源 

時間移轉 

緩解電力壅塞(Levelling 

Alleviates Grid Congestion) 

5~10 kW 2~24 hr 2 secs 

資料來源：整理自郭政謙教授 2022 年國際智慧能源週簡報，本章節作者翻譯整理。 

 

電化學儲能技術是一門跨學科、由材料化學至系統應用的跨維度整合科技。

電池的品質，需要從材料到電池製造、模組到系統整合，甚至到應用系統端的能

源管理等每一步的技術及品質皆達到要求，才能確保電池整體性能及安全性能符

合使用者基本要求。但電池系統性能的表現，無法短期間被驗證，需要長時間進

行充放電觀察測試，才能驗證電池的性能及安全性。這也是在儲能系統建置完成

幾年後，才能了解系統是否容易發生火災事故的原因，因此，建置長期可靠的電

池儲能系統對電網穩定極為重要。 

根據目前全世界儲能系統發展趨勢，目前仍以政策主導儲能發展。由於電池

為儲能系統主要的成本佔比，無論未來哪種儲能技術將主導市場，只有在儲能技

術同時滿足性能、安全及可套利的商用模式的前提下，儲能技術的相關應用系統

才能成為既定的商業模式。 

未來，隨著電網穩定需求的逐漸增加，儲能技術的應用市場將大幅度成長，

隨著新型態的營運模式、新技術的開發、既有技術的改進、儲能價格快速下降，

跨域整合的技術，將成為未來需深入發展的課題之一。 

電池儲能產業，不論是以台灣或是國際上的市場來看，若只靠電網儲能的市

場需求相對於車輛產業的電池需求來說，電網儲能系統的規模並不夠大。因此，

在評估發展產業的時候，需同時考量電動車電池儲能及電網儲能的市場。考量台

灣未來新購車輛皆電動化，年新增電池芯的需求逾 33 GWh（計算式：44.99 萬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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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x 75 kWh/輛）。縱使僅考量 50%新售車輛電動化，年新增電池芯的需求

亦逾 16 GWh。 

目前台灣電池芯廠商約 10 家、年產能約 4.34 GWh，2023 年台泥預計量產年

產能 3.3 GWh 的電池工廠，鴻海將於 2024 年完成可生產 1 GWh 的電池工廠、台

塑將於 2024~2027 年量產年產能 5 GWh 的電池工廠。根據上述大廠的規劃，台

灣電芯年產能僅 13.64 GWh，其產能尚不能滿足台灣 50%新售車輛電動化所需之

市場量。而國內電網儲能目前規劃僅需求 1.5 GW，因此若能納入與電動車電池的

需求共同考量，透過電動車的電池市場，將有機會在國內練兵爭取國際市場商機。 

每個參與這波儲能市場商機的廠商出發點皆不同，但核心的部分要能掌握才

能提出優質的產品。不同角色的核心技術不同，也許一開始台灣儲能市場量太小

需採購國外的產品，但若能納入電動車政策、整體發展，未來若市場夠大了、能

掌握電池芯，才有機會練兵深耕，持續精進。不論是哪種產業，在初期切入市場

的發展階段，一開始可能主要著重在價格的競爭力上，但最後能勝出的一定是能

提出優質、可靠、高性價比產品/技術的廠商，只有持續精進、維持競爭力的業者，

才能走到全球市場。 

 

第三節 台灣儲能發展軌跡與未來需求情境探討 

為了解儲能使用情境常參考國外經驗，但在經濟規模有限的台灣，應優先探

討本土情境、分析利弊得失，以試驗計畫評估技術可行性，提出需調整的法規、

發展適當的商業模式。 

本小節整理過去五年台灣儲能發展軌跡與未來可能發展情境的潛在挑戰，並

根據跨域專家座談會各界專家的建議，整理儲能需求評估應考慮的面向，供相關

單位參考。 

一、台灣儲能發展軌跡 

經濟部能源局自 2017~2020 年起，已於高雄、台中、彰化推動建置三個儲能

示範案場，皆採用國產鋰離子電池儲能系統、累積裝置容量為 7 MW/7 MWh；2019

年台電公司綜合研究所於金門建置 2 MW/1 MWh 鋰離子電池儲能系統，並推出

「非傳統機組參與即時備轉輔助服務暫行機制」。2020 年台電首次採購大型儲能

系統資源、可提供 15 MW 的 AFC 輔助服務。2021 年 7 月台電推出「電力交易平

台」，開放民間的電力設備資源可以參與競價、提供電網輔助服務。截至 2022 年

底，台電已完成自建 45MW 電池儲能系統，台電綜合研究所結合 GoStation、太

陽光電、V2G 充電樁、儲能電池系統等微電網關鍵設備完成智慧電網展示、並以

部分重要負載建立儲能全黑啟動功能技術示範(111.8.31 專家座談會簡報)；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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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電合計建置逾 52MW 的電化學儲能系統，其中逾 50MW 屬於鋰離子電池儲

能系統（表 3.3.1）。 

表 3.3.1、能源局/台電建置之電化學儲能系統 

電化學 

儲能類別 
地點 規模 系統商 位置 併聯時間 

備註(儲能系
統出資者) 

鋰離子 
電池 

新北 

0.25 MW/ 
0.4 MWh 

台達電 
台電綜研所 
樹林所區 

107 年 4 月 台電 

1 MW/  
1.5 MWh 

台達電 
台電綜研所 
樹林所區 

108 年 7 月 台電 

5 MW/  
10 MWh 

翰可國際 
台電 

AFC 採購 
110 年 5 月 廠商 

桃園 

2 MW/  
3.2 MWh 

台普威 
台電 

AFC 採購 
110 年 5 月 廠商 

1 MW/  
1 MWh 

大同 
台電 

AFC 採購 
110 年 7 月 廠商 

台中 
1 MW/  
1 MWh 

創揚/華城 
龍井 

太陽光電
場暨風力
發電 

107 年 12 月 
經濟部 

儲能示範案 

彰化 

5.02 MW/  
4.847 MWh * 

安華、大
同、台達電 

彰濱 
太陽光電廠 

110 年 3 月 
經濟部 

儲能示範案 

5 MW/  
5.12 MWh 

台泥綠能 
台電 

AFC 採購 
110 年 4 月 廠商 

台南 

2 MW/  
1.2 MWh 

聚恆 
台電 

AFC 採購 
110 年 7 月 廠商 

20 MW/  
20 MWh 

聯合再生
能源 

台南 
鹽田光電 

111 年 6 月 台電 

高雄 

1 MW/  
1 MWh 

大同/台達電 
永安 

太陽光電廠 
107 年 12 月 

經濟部 
儲能示範案 

20MW/ 
30MWh 

台普威 路園變電所 111 年 8 月 台電 

金門 
2 MW/  
1 MWh 

台達電 夏興電廠 109 年 5 月 台電 

釩液流 
電池 

新北 
0.125 MW/  
0.75 MWh 

台灣住友 
(日本住友
電氣工業) 

台電綜研所 
樹林所區 

106 年 2 月 台電 

鈉硫電池 金門 
1.8 MW/  

10.8 MWh 

公益國際 
(日本碍子
株式会社) 

夏興電廠 109 年 12 月 台電 

備註：*5.02 MW/ 4.847 MWh 為以下三組儲能系統總和 1.575 MW/ 1.420 MW+ 1.87 MW/ 1.681 

MWh+1.575 MW/ 1.746 MWh 

資料來源：謝佩穎（2021.10）、台電系規處、台電綜研所、本章節作者整理 

台灣過去五年來，儲能產業蓬勃發展。2025 年台灣儲能需求量，從 2017 年

預估的 430 MW 逐步擴增到 2022 年預估的 1,500 MW（表 3.1.3）。儲能業者甚至

認為未來實際需求量更大，2022 年底台電已通過之儲能設備併網容量已達 4,686 

MW。目前已有相關示範案透過儲能、電動車輛電池等資源，在微電網及虛擬電



能源轉型強化穩定供電之策略研析 

130 

廠功能下展示可解決區域瓶頸問題之方案。但距離要運用移動儲能成為智慧電網

資源的目標，礙於相關議題分屬不同主管機關，系統性的整合規劃進度較緩慢。 

展望 2050 淨零排放的目標，電力系統面臨氣候變遷高溫/天災/地震/豪大雨/

旱災的威脅、載具電動化新增負載的壓力、再生能源滲透率更高的挑戰，如何發

展適當、新型態的電力市場與儲能系統有系統地整合，應優先探討台灣未來可能

的情境、分析利弊得失，找出台灣最適的儲能量配置、發展適當的商業模式。 

二、未來發展情境潛在挑戰 

對於台灣而言，面對未來更多讓電網不穩定的因子，是否有足夠的空間可以

設置讓電網穩定的工具，是個很關鍵的限制式。因此在面對未來逐漸增加的電網

挑戰，如何在有限的空間裡進行最適合的儲能系統佈建，以達到最好的綜效、並

最大程度地提高電網韌性，將是未來重要課題之一。 

展望 2035 年，台灣屆時預估將有 40 GW 太陽光電、20.6 GW 風力發電、1.5

萬餘輛電動公車。高再生能源滲透率占比，除了使電力系統慣量減少外，未來會

面臨的問題，尚包括瞬間/數小時內的淨負載變動量，將很難僅用火力機組快速接

上。而太陽光電在郊區裝設得比較多，郊區原本饋線少，預估 2020-2040 中部約

有 70~80%再生能源、南部約 40~46%，除了備用容量可能不足，將造成電力局部

壅塞、未來可能仍需要面臨南電北送的需求。車輛全面電動化之後，電力系統每

年發電量大約有 8~12%用於電動車充電需求，再加上電動車的電能需求將在都市

內或週邊進行能源補充，亦可能對配電系統局部壅塞情況加劇。同時，未來將面

對更頻繁高溫豪大雨、缺水等極端氣候的影響，亦將對電網韌性帶來極大的挑戰。 

因此，需有量化的資訊來說明 2035 年的情境，以利探討如何透過政策引導

降低電動車充電衝擊、並藉由儲能系統提高電網韌性，及早做準備、找出較好的

商業模式與策略。本小節整理未來可能須面臨的三點挑戰如下： 

挑戰 1：綠能發電量間歇特性、可控性較差：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增加到一定規

模後，再生能源快速變動頻率/幅度將增加，夜尖峰、西北雨的影響更劇。 

台灣 2021 年底太陽能光電裝置容量為 7,700 MW、風力發電裝置容量為 1,062 

MW，預估 2035 年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將達 40 GW、風力發電將達 20.6 GW。 

根據圖 3.3.1，預估 2025 年、2035 年、2050 年太陽能發電對淨負載的影響示

意圖，可以看到隨著太陽光電發電量占比越來越高、鴨子曲線將更明顯，且從下

午 2 點到 6 點淨負載的斜率越來越陡，換句話說，2050 年夜尖峰的爬坡速率將更

具挑戰。特別是在夜尖峰區間通常已是高負載狀態，電力系統的調度資源不如上

午日尖峰前的 ramp up，因此對於高太陽能發電量占比的電力系統而言，為了因

應越來越陡的夜尖峰爬坡速率，將需要更多的輔助資源協助調度，以確保供電穩

定及維持電力品質（111.8.30 專家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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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章節作者整理繪製 

圖 3.3.1、預估未來太陽光電增加對淨負載的影響(鴨子曲線的爬升/夜間峰) 

對於高再生能源占比的電力系統來說，不穩定的發電是影響電力品質重要的

變數，若參考 2022 年 9 月 7 日台灣西北雨造成瞬間供電能力減少 2 GW（PV 發

電約 4~5 GW）來推估儲能需求量，預估若需要儲能系統來減少瞬間供電驟降的

影響，儲能系統的需求量約需為再生能源發電量的 50%。 

根據圖 3.3.2，預估 2025 年、2035 年、2050 年太陽能發電量在陰雨天兩小時

內可能驟降 30%、50%、70%、90%的衝擊情境示意圖，可以明顯辨別，在 2050

的情境、陰雨天若太陽光電發電量短時間 2 小時內若驟降 90%、又恢復預期發電

量，將對於要維持電網可靠度及強韌性的目標有更嚴苛的挑戰。 

 
資料來源：本章節作者整理繪製 

圖 3.3.2、預估未來太陽光電在陰雨天不同驟降程度之衝擊情境 

因此，面對更頻繁的西北雨，在高占比再生能源的未來（台灣預估 2035 年將

有 40 GW 太陽光電、20.6 GW 風力發電），若在不棄光棄風的目標下，將需要有

更多儲能系統須能在短時間內、瞬間提供充放電的服務，以減少再生能源發電對

電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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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2：電動車政策將使區域供電瓶頸問題加劇。 

台灣未來若所有車輛皆電動化，電動車上的電池儲能量約將有 588 GWh（表

3.1.4）。以潛在的電動車充電時間來看，可能小客車的充電行為是在白天上班時、

及晚上下班後，電動巴士的充電時間，可能是在晚上 10 點收班後到隔天早上 6 點

間。圖 3.3.3 為以 2025 年的冬季負載曲線為情境，增加未來電動車用電情境可能

的淨負載變化趨勢。若無妥善的引導，電動車的發展可能會讓夜間峰的影響更劇、

將有更多供電瓶頸區發生。在未來潛在供電瓶頸區的輸電線路改善工程完成前，

短期建議先針對雙北 110 處公車場站找出哪些是電力瓶頸區，評估各場站電力核

供的狀況，若優先在供電瓶頸區應用儲能系統，將有助於改善壅塞情況。 

 

資料來源：台電＆本章節作者加上未來可能的情境繪製 

圖 3.3.3、電動車新增用電情境 

未來全面車輛電動化時，若上班地點停車位都是有專用電號的充電樁，電動

車就可提供 AFC、備轉容量、需量反應等輔助服務的電源。但台灣電動車多數為

進口，目前無法強制將 CCS1、CCS2、CHAdeMO、GB/T 四大介面以及 Tesla TPC

介面整合，充電樁營運商的成本持續增加、新設用電費用成本高，目前充電樁成

本高，誘因不足以讓電動車輛來參與輔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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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動小客車來說，目前有車款（Nissan Leaf）有內建 V2G 功能，在相關條

件下可供車主使用 V2G 功能、並維持電池保固服務。此款都會區車款雖目前僅有

40 度電量，但價格較平價、適合市區短途使用，可能未來會有較多平價的電動車

款長時間靜置在供電瓶頸區。 

以電動巴士來說，一輛電動巴士就有 300 度電左右，但台灣早期約 1,000 輛

的電動巴士充電樁多數採用 GB/T 標準，而 2021 年 10 月後有受補助之電動巴士

與新設充電樁標準改為 CCS1，在充電樁尚未統一標準及介面的過渡期，將有青

黃不接的陣痛期。 

以電動機車而言，目前以換電式電池交換站為能源補充之主流。Gogoro 提供

之能源網路平台，國內已有七個品牌、53 萬輛電動機車使用 Gogoro 的電池系統

（逾 2,500 座換電站），將跟 Enel X 義電合作使換電站成為虛擬電廠資源，並規

劃未來電池汰役後可應用於交通號誌燈的不斷電系統/智慧停車柱。以 GoStation 

3.0 為例，換電站約有 333kWh 電量，但若要應用換電站的電池成為智慧電網的

資源，除了轉換效率待提昇外，營運商的電池成本、以及行政整合之門檻較高，

為換電站的電池要成為電力系統資源，與其他參與電力交易市場競爭者的主要成

本差異。 

未來要讓電動車普及，並成為智慧電網的資源之一，有很多利害關係人的介

面要考慮，並需要交集各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如：車主的想法、電力公司的想法、

車隊/客運業者的想法，交通部、電力服務業者，從這些關係人中找到大家都有利

益的交集、建立相關配套措施，方能找到能永續的營運模式。  

建議上位政策要明確、透過示範計畫讓上述利害關係人都看到機會，才有可

能藉由引導改變行為、讓政策相輔相成趨於正向循環、找出在台灣讓電動車成為

智慧電網可應用資源的關鍵因素。 

 

挑戰 3：若要運用電動車輛的電池作為穩定電網的資源，要盡早佈局，以發揮最

大效益。 

電池儲能可以透過削峰填谷解決尖峰問題，減少新蓋電廠之需求、取代火力

機組在白天排放空污、提供電網輔助服務、維持電力品質並改善空氣品質、增加

再生能源併網容量、並有助於電力系統在全黑啟動加速恢復電力等優點，應量化

其價值及效益，以評估定置型儲能、移動儲能之最佳化配置。 

在土地資源有限的台灣，面對越來越多的再生能源或是因為氣候變遷造成相

關對電力系統的挑戰，無法為滿足電力系統越來越多的需求無而止盡地增蓋更多

的儲能系統。都會區公共運輸發展較好，許多人擁有車輛但大多數的時間都車停

在家裡，車輛的電池若能好好運用，將有助於提高電網強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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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善用越來越多的電動車電池資源，仍有不少挑戰。在台灣，若電動車要

藉由充電樁 V2G 的控制裝置參與虛擬電廠，還有很多介面/技術/標準等問題需克

服，車輛、充電樁目前尚無雙向應用利基、規格亦不一致。 

在電網層面，需要先綜合評估電動車發展與儲電系統整合於智慧電網之效

益，以利找到能提高電網強韌性、最具成本效益的儲能設置量以及其於電力系統

中的最佳配置。儲能系統需被量化之價值，至少包括以下四點效益： 

1. 運用電動車電池參與電網輔助服務，能延緩輸電系統升級或區域電網壅

塞的效益 

2. 運用儲能系統避免跳電/停電造成產業損失的效益 

3. 將白天由儲能取代火力機組的空污減量之效益 

4. 評估降低尖峰負載的效益時，應納入減少或取代新蓋電廠的成本。藉由

儲能系統而減少新增之日/夜尖峰負載、進而避免為了滿足尖峰用電而須

維持或增蓋的火力電廠裝置容量之效益。 

待釐清儲能之效益及價值，建議主管機關應儘速進行優先順序之排序、並擬

定明確推動方案。 

三、儲能需求評估 

儲能需求評估需考量台灣電網現況及未來情境進行探討，以風險評估及風險

管理的角度，設定電網穩定的規格，進而探討如何有效運用儲能系統進行風險控

管，以量化風險評估、系統化的科學方法提供客觀建議。 

風險評估的第一步為風險辨識及風險評估，對電力系統而言，要找出可能對

電力系統造成的危害因子、分析其發生機率與後果。第二步，依據風險評估結果

提出洞見，對具顯著性的危害因子進行控管與防患措施，進行風險管理。第三步，

上述資料可提供風險管理者風險評估所需的資料，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之立論

基礎，進行風險溝通。 

此外，為了能滾動檢討儲能需求量，建議須針對其在電力系統所在的位置分

別探討。儲能可以放在發電端、輸配電端、用戶端，不同的場域各有不同的需求、

特色及限制。如放置在再生能源發電端，可以減少再生能源間歇發電特性對電力

系統的影響、增加用戶端自發自用的比例；放置在火力發電廠端，可以提高火力

發電廠的整體效率、減少燃料消耗，降低溫室氣體及空氣污染排放量，並可以參

加電力系統相關輔助服務增加額外收入；放置在超高壓變電所，可能可舒緩南電

北送的壓力；放置在配電變電所或一次/二次變電所，可能可以舒緩區域壅塞的問

題；放置在表後，可以提供用戶節約電費、降低契約容量節省成本、滿足用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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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義務要求等功能。 

根據 IEEE (2022)的報告，儲能需求量評估所需納入的重要參數及工項，包含

電力系統結構、負載資料、既有及預期的分散式能源、情境、分散式儲能技術規

範、標準確認、工程模型（圖 3.3.4）。 

 

資料來源：IEEE (2022)，本章節作者整理 

圖 3.3.4、儲能需求量評估所需納入的重要參數 

根據 IEA (2022) 的報告，若要減少電動車政策對電網的影響、進而運用電動

車輛電池的成為智慧電網可調度的資源，有以下四個步驟： 

1. 成立推動中心，在電動車輛轉型的過渡期建立配套措施等因應制度，減

少在政策訂定及規劃階段跨部會分工間的盲點。 

2. 根據不同類別的電動車政策評估可能的情境，透過分析相關資料、深度

探討在不同情境下，電動車發展對電力系統可能的衝擊。 

3. 透過佈建相容的充電系統、給予適當的誘因，並透過建置相關標準讓後

續有意願整合電動車資源的聚合商能夠在系統面上有相同的架構、能整

合資源、並能配合電力系統提供輔助服務、參加電力交易市場。 

4. 主動規劃電力系統、滾動式檢討改進並執行，並真實展現電動車資源運

用於電網中的價值。 

建議後續及早進行長期程的情境分析，以不同季節分類、隨著年度再生能源

滲透率的增加調整風能與太陽光電的發電比例，於各區域對於電網造成的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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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質進行探討，模擬不同情境下夜間峰、西北雨、缺水等不同情境可能造成的

影響。進而找出在符合電網可靠度、強韌性的安全範圍內，成本最低的儲能配置

組合，以及所需的配套措施政策。 

第四節 未來機會與挑戰 

儲能系統可以提供多元且充裕的各項輔助服務來源，可積極協助大量再生能

源併網，並有效抑低其可能之衝擊與影響，確保系統供電安全與穩定，提高電網

強韌性、資源豐富性及回復力。未來電力系統將面臨大量再生能源併網、淨零排

放目標下各種設備載具因電動化而新增之負載，為了滿足且維持電網品質，各國

電力系統紛紛推出各項輔助服務的採購策略、或是儲能系統的建置目標，國內外

儲能市場需求快速擴張、產業蓬勃發展。 

台灣過去五年來，儲能需求量從 2017 年預估的 430 MW 逐步擴增到 2022 年

的 1,500 MW，在在顯示台灣電力系統對於儲能的需求逐漸增加。 

鋰離子電池因反應速度快、能量密度高、產品成熟等優勢，為目前抽蓄水力

以外儲能技術的應用主流，惟儲能技術的性能與安全性需要實際長時間試驗才能

驗證，建議仍需有更多的長時間示範案例，理解各種技術儲能系統真正的困難、

成本/效益。若考慮永續性、氫經濟及成本，仍需要發展更多優質的儲能技術、更

多大規模試驗的儲能系統。 

未來台灣將約有 588 GWh 的電池於電動車輛，如何發揮電池多元應用、提升

電動車的邊際效益、應用此儲能容量來提昇電網的穩定性，並同步孕育新型態的

商業模式或下世代產業、加速發展爭取未來商機，在土地資源有限、及經濟規模

的限制下，更顯重要。 

本章節分析台灣未來儲能市場需求及未來情境，呈現台灣儲能產業的機會與

挑戰，所探討之台灣未來可能面臨到的情境及潛在問題與運用資源/發展機會，盼

能提供政府政策訂定、及有意乘浪頭而上的業者一些參考，並希望促成相關政策

/制度及早佈局規劃、以達最佳綜效目標。以下綜整本章節相關建議： 

一、以「作業要點」引導採購者選擇符合電力系統需求且最合適的優質儲能工具 

極端氣候、國際情勢、天災人禍對台灣電力系統造成巨大影響，儲能系統可

以提高電網強韌性、靈活性，包括強化電力系統面對巨大衝擊、低頻事件的因應

與復原能力。 

淨零轉型是既定政策目標，我國再生能源佔比將逐年增加，由於其間歇發電

特性，對電網穩定性挑戰亦將逐漸加劇，儲能系統除了可提高電力品質外，亦可

提昇電網強韌性、靈活性。面對電網發電型態由集中式轉型為分散式，如何在滿

足淨零排放政策目標又兼具電網強韌性之基礎上，選擇適當的儲能技術、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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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儲能系統，是當前重要的課題。 

儲能系統可以應用在不同情境、提供對應的功能，營運商將會根據成本效益

選擇合適的儲能技術。例如 AFC 需要能即時快速充放電反應，營運商目前多數選

擇鋰離子電池作為主要應用產品。尖離峰調度、削峰填谷的需求，目前多數選擇

運用抽蓄水力來調度。未來電力系統，將需要有更多更優質的儲能技術以滿足電

力系統不同需求、提供多元的服務。 

由於建置長期可靠的電池儲能系統對電網穩定極為重要，建議主管機關優先

訂定「如何選擇優質的儲能系統相關作業要點」。藉由學習國內外過去相關經驗，

訂定選購儲能工具相關作業要點、引導如何選擇能更符合需求且優質的儲能工

具、縮短採購者或是需求者的學習曲線，進而盡量避免發生儲能火災事故，或將

其影響降至最低。 

二、電動車發展應該要納入情境，成立「整合推動中心」於早期建立配套措施 

運輸載具的電動化將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未來台灣運輸載具若完全電動

化，平均每天將有 40 GWh 的新增電力需求，若妥善規劃成為電網資源，將約有

588 GWh 的儲能電量可供電網調度運用，假設其中有 20%電池平均 SOC 為 85%、

能同時 1 C 放電，相當於有 100 GW 的調度資源，其數量級遠大於電網儲能的預

估量 1.5 GW。圖 3.3.3 初步探討台灣電動車輛新增負載可能的能源補充時間，如

果能夠善用政策誘因，將有機會發揮電動車電池的邊際效益、並成為電力系統可

彈性調度的資源，並發展出新興產業。 

未來若要運用電動車輛上的電池資源，建議在電動車輛轉型的過渡期成立

「整合推動中心」，以減少在政策訂定及規劃階段跨部會分工間的盲點。由於電動

車輛充電場域需與智慧電網連結、初期須從規範上整合充電設備軟硬體介面，未

來才有機會運用電動車電池的資源，因此初期需要藉由「整合推動中心」，以保留

未來應用的彈性。以下列舉以情境探討電動車充電可能會在的場域及可能的主管

機關，例如：補助電動巴士採購的主管機關為交通部，但市區電動巴士充電場域，

主管機關為地方交通局；家用電動小客車若停在公寓大樓，相關充電的規定須符

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該條例的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營建署。因此，若電動

車輛發展初期未能從規範上整合、保留彈性，當台灣運具 100%電動化後，將無

法透過 V2G 技術運用電動車電池資源。 

後續建議優先以情境探討可能需要運用電動車輛電池的區域，主動規劃電力

系統、滾動式檢討改進並執行，並真實展現電動車資源運用於電網中的價值。藉

由及早進行政策訂定、基礎環境建設、相關配套措施的規劃等，讓跨域政策能妥

善整合、以營運模式引導市場走向最合適的技術/產業組合，達到最佳政策訂定與

推動綜效最大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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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具系統觀點、長期程的分析模式與不同情境模擬分析的預測能力 

儲能技術有各自適合的應用情境，未來應該優先發展不同政策下大尺度、含

氣候情境變動（電動車政策/氣候預測）的模式，建立可模擬分析的預測能力，再

來評估需要多少儲能、佈建在哪邊，對於強化電網韌性最有貢獻。 

在達成 2050 淨零排放目標的過程中，無法維持過去由火力機組追隨負載變

化的模式，而是要從負載供需兩端去配合再生能源，讓電力系統瞬時供需平衡，

進而在滿足供電穩定以及品質的基礎上，達到60~70%綠電發電量的佔比。然1,450

萬個負載用戶的型態都不同，很難隨時配合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因此需要具反應

快速、且彈性多元的儲能系統去搭配。如果儲能系統與再生能源、負載搭配得宜，

可以發揮最大效益。雖然儲能系統具有快速反應、彈性多元應用的優點，可獨立

與再生能源搭配、或獨立與用戶負載端搭配、或是同時與再生能源及用戶端共同

搭配，但受限電網容量、法規/規則等限制，以及儲能的實際效益目前尚未能完全

被量化，導致成本較高的儲能系統效益偏低，影響 aggregator、廠商、用戶端投入

意願。 

建議需持續滾動檢討相關發展情境、及早進行長期程的情境分析，以不同年

度、不同季節分類，模擬不同情境下夜間峰、西北雨、缺水等不同情境對於各區

域或是系統可能造成的影響。待評估不同情境對電力系統的影響後，再接續分析

如何佈局能更好的提高電網強韌性效益的儲能系統方案、並進行排序，進而找出

在符合電網可靠度、強韌性的安全範圍內，成本最低的儲能配置組合、及所需的

配套措施政策，以科學為本設計穩定電網的配套措施及擴大緊急應變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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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可靠度與韌性電網建置 

第一節 強化電網彈性與韌性之必要性 

面對氣候變遷及淨零排放目標，國際能源總署(IEA)認為全球能源系統去碳的

關鍵支柱是能源效率、用電行為改變、電氣化、再生能源、氫和氫基燃料、生質

能源和碳捕捉、利用及儲存(CCUS)。世界各地許多電力公司承諾在未來幾十年內

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或降低排放，同時提高電網的可靠性和韌性。為了實現這些目

標，電業正在進行最劇烈的變革。 

電網受到氣候變化的考驗，也受到設備老化和資訊網路攻擊等威脅。隨著用

電的增加，電力部門須重新思考如何規劃、設計、監管和運轉電網，以實現所制

定之能源配比目標。電力系統彈性及韌性與電力系統安全及保護之規劃設計有

關，從上層的長期負載預測、電源開發、系統規劃，中層的營建、運轉、調度、

保護，到下層的保養維護等，均可稱之。對輸配電網進行適當投資可以幫助不同

區域適應各種事件並減輕受氣候變化的影響。 

爲提升電力系統彈性及韌性，可從電力系統規劃標準、調度運轉及系統保護

等三方面，探討電力系統整體安全及保護。北美電力系統可靠度公司 (North 

American Electric Reliability Cooperation, NERC)所訂之規劃標準及調度運轉方針，

在電力系統整體安全及保護之規劃設計理念、做法，很多地方值得我們思考及借

鏡；其次為間歇性分散式能源大量併網運轉，以及因應極端氣候現象頻繁之挑戰

所需額外補強的策略及措施。 

 

第二節 淨零排放政策下電業去碳策略 

電業的去碳需要加速發電轉型、輸配電基礎設施的重大擴展和升級，以及強

化建築、交通和能源密集型製造業的電氣化和對電網支援。目前國外實現去碳目

標以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的途徑為主，包括：能源/燃料轉換，如再生能源發電(太

陽能、風能、水力發電等)、儲能系統(電池、抽蓄水力、長期能量儲存系統等)及

前述兩項的整合(綠氫)；能源效率、分散式能源以及需求面管理和靈活性；有益

減碳的電氣化，如運輸（輕型、中型和重型車輛）、住宅和商業建築（熱泵、熱水

等）、工業和農業基礎設施；快速整合的能源調度運轉。 

國外的去碳策略主要加速開發潔淨能源和建設輸電系統及加快電網技術創

新。這些策略需反映在經常性的、全面的規劃週期中，以發揮輸電系統的效能並

滿足不斷變化的電網需求和機會。這樣的規劃方式必須包括可靠性分析，例如資

源充足性、容量擴充、系統供需平衡、穩態和動態穩定度。這些工作如同是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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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的資源和電網規劃整合工作。歐洲法律要求燃氣和電力的聯合情境開發評估

週期為 2 年。它還要求制定 10 至 20 年的全歐洲電力和天然氣基礎設施計劃，以

及未來 10 年的年度電源及電網妥適性評估。 

電力公司的淨零排放策略上，發電方面一直受到關注，需要大量減少或消除

使用化石燃料發電，由集中式和分散式的無碳發電技術取代。過去輸配電網的規

劃是以可控的集中大型電源為主，未來供電可靠性規劃必須認識到大量分散式能

源併網的現實，以先進分析技術來預測電氣化用電地點。 

與氣候變遷有關的嚴重天然事件，使系統的運轉韌性面臨嚴重風險。電網現

代化和加固強化對於適應不可避免的氣候事件和其他災害很重要。使用傳統較無

先進功能的電力基礎設施或以過時的運轉方法，電力公司在整合大規模之再生能

源將產生困難。電網維持可靠運轉所需新增的再生能源和設備容量裕度，尤其是

遠離現有輸電走廊的資源，至為重要。 

面對大量再生能源併網及由自然災害引起的電網韌性不確定性，美國電力公

司開發了創新的工程方法，來確定系統強化優先順序和策略，及利用可用資源來

應對在電網韌性的各種威脅(IEEE, 2020)。美國南加州愛迪生(SCE)電力公司配合

去碳目標進行長期氣候適應和脆弱性評估，以確認提高整體韌性的適應策略，採

用全災害韌性策略，因應各種自然災害，有效服務不同地理和不同氣候區域用戶。 

美國 Consolidated Edison 公司的電網強化策略包括推動分散式能源管理系

統、電動車充電、微電網、先進感測器及通信網路。在其自適應實施路徑方法中，

不僅基於過去事件的經驗，還藉由可追蹤的數據來強化系統狀態檢知能力，決定

基礎設施風險之解決方案。 

為了進行效益高的系統韌性強化投資，美國 Entergy 公司開發了基於脆弱性

模型的成本效益分析框架，用於評估加固投資和斷電成本的平衡點。經由佛羅里

達全州系統強化工作，證明預防性基礎設施增強計畫將可減少自然災害期間的停

電，並提高運轉靈活性。 

美國 San Diego Gas & Electric (SDG&E)發展了重要負載服務靈活適應路徑解

決方案，結合了海平面上升的跨學科建模和自然災害不確定性的電網規劃。分散

式發電和微電網在災害期間對重要負載的供電和系統復原效益已得到證實。 

 

第三節 氣候變遷下電業的運轉情境及因應措施 

一、氣候變化對電網可靠性和運轉性能的影響 

極端天氣事件對輸配電電網基礎設施構成重大挑戰，輸配電系統將更頻繁地

受到影響，風險增加。此外，環境溫度升高會導致傳輸線能力及電廠的效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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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造成水流下降，水力發電廠的生產力會受到負面影響。在某些情況下，由於

冷卻水短缺，導致火力機組被迫降載。由於降雨減少、風暴和山洪暴發使發電廠

和變電站面臨風險，洪水可能淹沒或沖走基礎設施，颱風等天然事件造成大範圍

的破壞、停電、電線和樹木倒塌，以及各種電力基礎設施的中斷。氣候變化對電

網可靠性和運轉性能的影響已被廣泛認知。普遍被提議的解決方案主要集中在： 

(一)繼續降低化石燃料在發電組合中的占比，尤其是大型燃煤和燃油發電廠。 

(二)整合潔淨能源發電、改進需求面管理、大規模部署儲能系統以管理再生

資源，以及輸配電電網基礎設施的廣泛升級和現代化。 

(三)為交通、建築和工業等各個部門實現電氣化。 

當今的電力能源供應是基於傳統的電力系統運行模式所設計和開發的，這種

模式是以運轉安全限制之機組調度作為規劃核心。在這傳統電力系統和電力市場

模型下，發電資源的性能，包括基於燃料成本的能源輸出和運轉性能指標，如實

功變化率和無效功率支援，是根據電網的運轉需求進行量測和調節。廣域監控與

數據採集（SCADA）和能源管理系統（EMS），以及現代化能源市場管理系統

（MMS)在電網控制中心建立能源和輔助服務平台，採購和監控發電輸出，為負

載提供能源服務，並維護電網的設備、頻率和電壓的安全運轉。這種集中的“調度”

模式是當今電力系統運轉的主流。 

二、台灣電力系統的運轉未來面臨的部分挑戰 

(一)電力公司對納入分散式電源（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DER）構成的

新電網，對其功能及性能的要求恐導致非最佳的拼湊解決方案；此乃由

於電網需要長期的規劃和投資，需很長的時間才能有成果。電力公司面

對氣候變遷、再生能源裝置快速成長的日常挑戰，宜廣泛吸取各國經驗，

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拼湊式的解決方案。 

(二) 因裝置地址難求及供電可靠度要求，以及電力品質限制，使太陽光電裝

置量飽和，導致越來越多的再生能源出力削減。 

(三) 電動汽車的興起，加劇了與分散式電源相關的電網，需面對更嚴酷的考

驗和複雜性；增加的電力需求和電動車充放電的其他技術面、法規面要

求，可能迫使電力公司需能提供更多電力，以及處理比其能處理的既往

經驗更嚴重的電壓波動。 

(四)分散式電源（太陽光電、風力、儲能）併網費不均衡，恐引發公平的問

題。 

(五)氣候變遷、自然災害（颱風、地震、森林野火）導致的公共安全停電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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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頻繁，且此對電網邊緣末端的用戶尤其嚴重。 

傳統的旋轉發電機，當它們具有運轉裕度時，會藉由調速機動作來對發電和

負載之間的不平衡做出反應。未來的電力系統混合了傳統的同步發電、大量分散

式電源、儲能系統和智慧電網技術，使配電網絡具有智能節電負載及互連操作

(interoperability)在未來的電力系統運轉扮演關鍵角色。 

隨著越來越多基於換流器的資源(Inverter Based Resources, IBR)，如再生能源、

儲能系統等被併聯到電網中，會降低系統慣性和故障電流大小，有必要發展並遵

循倂網規範以確保系統正常運轉和復原能力。 

智慧型換流器在平衡負載和供電上可以快速做出反應，比傳統發電機快得

多，但需要有上下調整的功率餘裕才能實現。智慧換流器需配備新的運轉功能來

實現其自主響應。例如，它們需要網路功能（包括先進的通信基礎設施）及先進

控制器來實現智慧型控制。 

IEEE 已發表了 IBR 對電網性能衝擊、功能改進和電網形成、IBR 的建模和

協調的相關標準、指南和報告(IEEE, 2018)。因應能源配比的改變，未來應考慮的

措施包括：改進再生能源發電的短期預測；確保更好的即時分散式發電觀測，尤

其是屋頂太陽光電；利用區域性靈活的需求端資源（例如電動汽車充電）來平衡

太陽光電的變動性；確保有足夠的儲能系統可提供平衡能量。 

三、電網架構是系統韌性的關鍵因素 

系統需要以能夠避免大停電的方式進行規劃和設計，這在再生能源和儲能系

統滲透率高的電網中尤為重要。實體輸、變電線路系統遭受損壞後，需要較長時

間才能從事件中恢復和重建。許多電力公司已採取各種措施和投資來強化“實體

輸變電線”系統。對於氣候變化適應電網加固，包括針對性的地下化工程、變電站

重新設計或室內化，不同的電力公司會根據具體情況實施特定的方法。 

國外電力公司在處理供電韌性的問題，已擁有許多技術、工具與方法(IEEE, 

2020)，包括： 

(一)檢討可能情境並強化電網韌性的技術、工具與方法以因應各種事故。 

(二)利用彈性交流輸電系統設備、自動保護和控制、樹木修剪管理和輸配電

系統設備強化等技術。 

(三)使用規劃和運轉分析工具，例如電壓穩定性分析、暫態穩定性分析、小

信號穩定性分析、偶發事故分析和極端事件/持續事故分析。 

(四)使用機率方法更務實地分析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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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氣象雷達、詳細的天氣模型和專業的天氣預報服務。 

(六)針對各種外部和氣候情景進行緊急應變規劃。 

(七)在輸配電網路使用低延遲、高寬頻、強韌的通信網路。 

 

IEEE 技術報告認為需要進一步發展的新強韌技術、工具與方法(IEEE, 2020)，

包括： 

(一)發電、輸電和配電系統整合規劃及決定投資優先順序之工具和流程。 

(二)基於風險和概率的成本效益評估工具。 

(三)用於監控、保護和控制配電系統的即時工具。 

(四)新世代的通信技術。 

(五)一致的氣候預測和建模工具。 

(六)自然災害後的即時狀態檢知，包括智慧電表和設備監控系統的停電回報。 

(七)改進復原階段的停電管理、維修人員優化等。 

(八)快速準確地識別系統中可能造成重大事件的弱點。 

(九)更好地避免系統干擾並加以反應。 

(十)影響大區域事件期間，多個能源管理系統(EMS/TSO) 和配電管理系統/

配電系統控制中心 (DMS/DSO) 系統之間，做有效的資料交換和協調。 

隨著變動性能源的增加，發電量不易預測，發電和負載的即時平衡變得越來

越複雜，當傳統集中式電廠發電機對頻率變化的響應，被大量非同步或再生能源

取代時，就需要先進的快速監控和保護系統來偵測和隔離干擾、利用先進的控制

/預測系統，並增加儲能系統和負載控制/需量反應的協助。  

對極端事件應變能力包括：電力系統復電需求與措施、評估全黑啟動的能力、

協調各區域電網災害互相援助的措施、採取更準確更即時的監控技術、重要負載

/區域復電的優先順序、不同類型災害的應變策略與資源。對氣候變化適應的一項

非常重要的電網技術是微電網，它們是電網的一部分，平時可與市電併網一起運

行，也可以獨立運行，在大規模停電事件期間維持局部的重要負載供電或支援復

電工作。微電網可以為用戶提供管理能源使用的機會，微電網除了管理這些資源，

獲得補償外，還可協助維護系統可靠性和電網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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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系統強度與電網韌性 

系統強度是電網在穩態運行期間與系統擾動後維持和控制電壓的能力。系統

強度低之電網會在暫態和擾動恢復期間可能出現電壓控制問題、不同類型發電機

於事故擾動時間可能面臨電壓、頻率承載能力、電壓和功率振盪、發電機控制不

穩定和控制交互作用、設備保護失敗、諧波失真等問題。電網需要足夠的系統強

度以確保電壓維持在法規要求的範圍內，支撐故障期間的電壓和故障後的快速恢

復，並確保發電控制系統和保護的正確運行。IEEE“基於換流器的發電對大容量

電力系統動態和短路性能的影響”技術報告(IEEE, 2018)，討論了與快速頻率響應

和短路電流大小（或稱系統強度）相關的技術問題。 

傳統上，電力系統強度是由短路電流大小來衡量；它是與電網故障後電壓變

化大小有關的系統特性。同步電機可提供遠高於其正常額定電流的短路電流以減

少電壓降。 

IBR 由電力電子控制的換流器與電網分隔，換流器將 IBR 的短路電流貢獻調

節到接近正常額定值，因此，在遠離同步電機或在 IBR 密度高的區域系統強度會

變得較弱。系統強度是 IBR 大量併網的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測量系統強度的

傳統方法是否仍然適用於由 IBR 主導的系統，以及系統強度要求是否會隨著 IBR

技術（如併網換流器）的發展而變化，需要積極研究。 

一、電網韌性定義 

當電網已經處於供電壓力時，電網擾動擴大為大規模連續停電的可能性會增

加。全停電事故都是由多個低機率意想不到或未注意的連續事故所引起。電網韌

性框架的建立從辨識主要功能、系統和資源以及可能影響它們的危害和威脅開

始。接著藉由制定預防、保護和/或緩解策略來減少影響，確定適當的風險緩解方

法。對於那些無法減輕的風險和影響，系統運轉人員需執行即時調度來管理系統

運轉性能的下降並復原。以下是韌性的一些定義(IEEE, 2020)： 

(一)美國能源部(DOE)：“電力系統及其元件承受和適應故障並迅速從中恢復

的能力。” 

(二)IEEE PES-TR65 和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 (FERC) AD18-7-000 將韌性定

義為“承受和減少破壞性事件的規模和/或持續時間的能力，包括預測、承

受(absorb)、適應(adapt to)、和/或從此類事件中迅速恢復。”  

(三)美國監管公用事業委員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gulatory Utility 

Commissioners (NARUC) 於 Presidential Policy Directive 21 (PPD-21)定義

韌性為「在不斷變化的條件下，系統準備、適應以及抵禦擾動的能力，

並從擾動中快速恢復的能力」，而這些不斷變化的條件包含人為事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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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災害。 

區別可靠性和韌性之間關係的簡單方法為，可靠性是系統性能度量(如用戶平

均停電次數與時間)，而韌性是系統特性。可靠性和韌性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韌性

包含所有事件，包括通常從可靠性計算中排除的高衝擊低機率(High Impact Low 

Frequency, HILF)事件。 

北美電力可靠度公司(NERC)使用包含定量和定性框架來處理大電網韌性的

風險。定性框架通常評估電力系統的韌性與其他關鍵基礎設施的相互依賴性，例

如資訊系統、燃料供應鏈和其他基礎設施。定性的框架計算準備、緩解、反應和

恢復等能力（例如，應急計劃的存在、人員培訓、維修人員的可用性和其他類似

措施）。定性框架適用於長期規劃，因為它們提供了系統韌性的全面和整體描述。 

 

 
資料來源：IEEE(2020) 

圖 4.4.1、電網韌性之定性評估框架 

 

IEEE PES 配電韌性工作小組設計了兩個指標草案，最終這兩個指標將合為

一個整體韌性指標： 

(一)風暴韌性：著重於風暴前 12 小時內用戶斷電和恢復的速度。該指標著重

系統恢復的速度，旨在記錄在風暴事件後停電超過 12 小時的用戶數量的

減少情況。該指標考慮無需人工介入自動復電的實例，以記錄並彰顯配

電自動化、先進配電管理系統(ADMS)或微電網等技術解決方案的價值。 

(二)非風暴（灰色天空）韌性：著重系統穩健性和忍受大多數天氣事件的能

力。該指標著重系統的穩健性和承受事件的能力。它旨在記錄一個日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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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的用戶停電不超過預設值的灰色天空日(Gray Sky Days, GSD)總數，

該指標以不超過預設值的的 GSD 百分比來衡量。 

雖然可以對電網韌性定義其對應量化指標，但很難在受不同威脅、監管和運

作業務環境影響的不同區域做統一定義。有效的電網韌性框架應努力將具破壞性

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和影響降至最低，並提供正確的引導和投入資源，於事件發生

後有效率地成功反應和復原，另還須有一個反饋機制來促使持續改進。藉由對所

有危害風險框架來評估和發展具有實現預防、保護、緩解、反應和復原五個重點

的計劃(IEEE, 2020)。 

 

二、基於運轉效能結果之韌性量化指標 

美國能源部採用基於效能(performance based)，也稱為基於結果的指標。圖

4.4.2 及表 4.4.1 描述於破壞性事件期間基礎設施韌性及運轉韌性的定量數據計

算。Φ 表示系統韌性下降的快慢、Λ 表示系統韌性下降深度、E 表示事故發生

後系統退化狀態持續多久時間、Π 表示系統復原到事故前韌性狀態的速度。韌性

梯形圖各區域面積越小代表系統韌性越好、受到衝擊影響越小。 

從歷史資料、對事件的估計和由計算基礎設施模型中獲得的相關數據，表

4.4.2 是一些以效能為基礎的韌性指標範例。基礎設施韌性及運轉韌性量化了系統

的最終狀態和狀態之間的轉換時間，可以依不同系統或最終用戶的廣泛影響進行

韌性分類。這些指標適用於成本效益和規劃分析，因為它們可用於衡量所建議的

韌性改進和投資的潛在收益和成本。韌性指標需要包括事後結果的量化值和其機

率分布統計資料。 

有效的韌性框架(framework)應努力將破壞性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和影響降至

最低，並提供正確的導引和資源，以便在事件發生時有效且高效率地做出反應和

復原。對於可行的緩解計劃進行評估並排出優先順序，降低對關鍵基礎設施和相

關業務功能構成的威脅和危害風險。對於最可能發生的情境，使用適當的工具評

估電網運轉單位為其用戶及其服務的區域提供安全可靠電力的能力。該過程從判

別關鍵功能、系統和資源以及可能影響它們的危害和威脅開始。然後藉由制定預

防、保護和/或緩解策略來確定適當的風險緩解方法，減少影響，對於無法緩解的

風險或影響，要有準備以有效應對這些停電並從中復原。風險評估後進行系統韌

性改進計畫，可以藉由在實施時應用特定指標來衡量績效。接下來，檢討改善結

果，並確定是否需要額外的緩解步驟或繼續觀察系統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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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 Panteli et. al.(2017) 

圖 4.4.2、基礎設施韌性及運轉韌性梯形圖 

 

表 4.4.1、基礎設施及運轉效能為基礎之量化韌性指數 

 
資料來源：M. Panteli et. al.(2017) 

NERC 2022 可靠度狀況報告 - 2022 年系統可靠度性能評估(NERC, 2022)介

紹了評估復電的方法，作為開發正式韌度指標(Formal Resilience Metrics)的第一

步。美國 NERC 可靠性風險優先順序報告認定，不斷變化的資源組合是電業所面

臨的可靠性風險之一，特別是 IBR 技術的變化、資源的變動性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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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以效能為基礎的韌性指標範例 

 
資料來源：E. Vugrin et. al.(2017) 

第五節 電網韌性強化的規劃 

電力系統規劃標準，可以分電源及電網兩方面討論。從電源來說，包括長期

負載預測、備用容量需保留若干、區域平衡的程度、燃料來源配比、碳排總量管

制、融通/購電程度等考量，乃至環保、民眾接受程度、財務負擔、再生能源、機

組除役等因素。與電力系統安全關係較為密切的是備用容量需保留若干及區域平

衡的程度。規劃之電源/資源容量及實際興建完成之電源容量倘能足夠，電源/資

源充足，自然是安全保障的第一道防線。NERC 早期所公布之規劃標準(planning 

standard) (NERC, 1997)，包括電力系統四大項目：系統電源/資源充足及電網安全；

系統資料及模型；保護及控制；復電。 

一、系統電源/資源充足及電網安全(System Adequacy and Security) 

資源包括用電戶可參與需量反應之參與量，可視同發電資源；系統電源/資源

充足及電網安全，一般是指發電機或輸電網路在遭受擾動(disturbance)或偶發緊急

事故(contingency)的情況下，安全餘裕度是否仍然足夠。所謂擾動，常指的就是單

一事故(N-1)，如跳脫一部大機组、同時發生兩事故(N-2)，如跳脫一部大機组且同

時跳脫一條重要幹線等情況。 



 第四章 高可靠度與韌性電網建置 

151 

NERC 將此種規劃標準分成四類，即 A、B、C、D 四類(Category)。 

(一) Category A 指正常情況下，系統仍應正常運作，不應該停電。 

(二) Category B 約略為 N-1 情形，系統亦應正常運作，不致停電。 

(三) Category C 約略為 N-2 情形，系統允許一部分停電，但整體系統仍應維

持穩定。 

(四) Category D 約略為 N-3 及更嚴重的情形，屬於非常嚴重的極端偶發事故

(extremely contingency)，為因應此種 HILF(High Impact Low Frequency)極

端事件而去興建發電、輸電設備，其所需投入資源一般皆不符成本效益，

系統應該針對此種情形，規劃特殊保護系統(Special Protection System, 

SPS)或防範措施(Remedial Action Scheme, RAS)，以為因應，系統允許部

分區域的發電機跳脫或負載停電，並力求其餘系統的穩定運轉。 

二、系統模型資料(System Modeling Data Requirements) 

電力系統規劃，經常需要許多系統負載尖、離峰用電資料、及發、輸變電資

料(包含再生能源、儲能等)及計算模型，這些資料及模型之建立、取得、驗證等，

都將影響模擬計算結果的正確性。因此如何確保資料及模型的準確及完整性，使

得電力系統分析結果能夠準確，亦是規劃階段重要之一環。 

三、系統保護及控制(System Protection and Control) 

系統保護一般係指電驛的規劃、設計、標置運用、維護等。保護的對象，則

涵蓋發電機、輸電線路、變壓器、開關廠、匯流排，乃至馬達等電力設備及用戶

負載；為達保護目的而需偵測的項目則涵蓋電壓、電流、頻率、角度、電流/電力

流動方向、極性、欠相等，只要是電力設備，都需要保護；電力系統的保護，不

只是保護電力設備不受損壞，也要保護整體系統不要發生大停電，因此，如何規

劃電力系統的保護及控制，自是整體保護十分重要的一環。 

由於天然災害(地震、颳風、雷擊、土石流、森林野火等)、人為失誤以及技術

面問題(如設備瑕疵、設計及施工不當、電網架構及設備老化、未能預測的負載轉

移、系統故障引起的火災等)，全世界電力公司之電力系統難免會遭遇到各式各樣

的事故，引起過高或過低之電壓、電流、頻率等異常現象，必須有保護及隔離異

常運轉狀況之設備，使得停/限電侷限在最小區域而其餘電力系統可以迅速恢復正

常範圍運轉，為達此目的即需強化電力系統韌性，即保護及控制。 

保護及控制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各項： 

(一)輸電設備保護：例如裝置偵測電力系統異常之電驛，及隔離故障區域所

需之隔離設備及保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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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輸電設備控制：例如裝置無效電力補償器 (如電抗器，Static Var 

Compensator, SVC)、動態電壓調整器(Dynamic Voltage Regulator, DVR)及

靜態型同步補償器(STATCOM)、動態線路額定調整(Dynamic Line Rating, 

DLR)等設備與控制。 

(三)發電設備保護及控制：例如裝置電驛保護、快速閥門控制、電力系統穩

定器等設備。 

(四)高/低頻動態煞車/卸載：裝置高/低頻電驛，達設定值即跳脫發電機/卸載，

以使頻率恢復正常。 

(五)低壓卸載：以裝置低壓電驛為主(為防誤判，可搭配其他電驛)，達設定值

即卸載，使電壓恢復正常。 

(六)特殊保護系統(Special Protection System, SPS)：是一種特殊系統保護設

計，一般係在嚴重偶發事故時所採用；可以是跳脫發電機組、輸電幹線、

變電站、用戶負載、緊急切換等。 

整體台電電網系統的保護，在遭受極端事故時不要全停電或使停電範圍儘量

縮小，台電目前僅考慮低頻電驛以及少數地點如通霄電廠因線路瓶頸採用 SPS，

較少考慮整體性、快速性之保護。近年來由於電驛與分散式控制系統(DCS 或

SCADA)、通訊、IED Devices、Sensors 感應器等 3C 產業技術之結合，有大幅進

步，且價格趨於低廉，使得系統保護所需的設備及技術，均有大幅度的進展。 

國內民營企業集團於 20 年前即自日本引進相關技術，此由結合設備供應商

之 IED (Intelligent Electronic Devices)及 DCS(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s)，融入電

力防衛計畫，其防衛計畫從偵測電力系統異常之元件(如電壓、電流、頻率、電力

電驛及斷路器狀態)裝設地點，保護對象，發電機及負載之優先跳脫次序，何種保

護設備最適合，保護設備需多少，配合系統需要，何時需完成，設備供應商之 DCS 

特點為何，其盲點如何克服。此以系統觀點結合現代高科技產品之防禦方案，才

能以最快速度將事故影響區域限縮到最小，也才能保護其餘健全系統的供電可靠

度，及系統安全，保護的觀念也趨向更深一層防禦。 

設計或評估一個保護系統是否合適，是否合於目標，基本上可以用信賴度

(Dependability)、可靠度(Reliability)、選擇度(Selection)及強健度(Robustness)等四

個方向來探討。 

(一)信賴度(Dependability)：應該要動作跳脫設備時候，要動作跳脫。 

(二)可靠度(Reliability)：不應該要動作跳脫設備時候，不要動作跳脫。 

(三)選擇度(Selection)：以何種電驛偵測，何時分段跳脫哪條饋線，或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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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動作跳脫哪種設備、地點、數量，使得跳脫量得以最少為目標的偵

測能力。 

(四)強健度(Robustness)：電力防禦方案正確執行，電力系統可以恢復安全繼

續運轉的能力。 

任何一次的大停電皆是檢視系統弱點及盲點的最好時機，從 1999 年 729 大

停電、2017 年 815 大停電、2018 年 3 月 5 日低頻卸載、2021 年 513 及 517 大停

電、2022 年 3 月 3 日大停電皆可由上述四大方向深入探討，若能具體落實檢視停

電後設備同步紀錄的跳脫順序 SOE(Sequence of Events)及其跳脫原因及合理性，

才能找出系統弱點及盲點，也才能提出因應對策及減少日後停限電機率，同時也

能磨練專業技術及世代交替經驗傳承。 

四、電網韌性強化路徑 

電力系統規劃完成，接著需經設計、施工建造、測試等過程，俟機器設備完

成試運轉後，便可正式加入電力系統，進行商轉；在商轉前，電力系統之設計、

施工建造、測試等各個階段，都需遵循其標準及品質管制之規範，此為日後電網

調度運轉之安全、穩定、可靠之基礎，與電網強韌性密切關聯，此亦是電網整體

安全之一環，不可忽視。 

電力公司過去規劃以可控的集中電廠為主要能源，現代電網可靠性規劃必須

意識到向分散式能源過渡的現實。在許多地點，支援新增再生能源發電所需的輸

配電網升級可能比規劃的要高得多。輸配電系統規劃已從主要服務用電轉向提供

和吸收間歇性再生能源，因此需要重新審視某些電網規劃標準。美國國家再生能

源實驗室 NREL 提供了電力行業從業者的參考之大電網韌性規劃指南(S. Stout et. 

al., 2019)。為減輕重大天災或人禍的危害和風險，有效的電網韌性強化路徑包括：

分析系統間的相互依存關係、識別脆弱點、設定績效目標、制定強韌化策略、排

定戰略優先順序。 

大型電網應盡可能使用環狀之傳輸架構，緊密互聯以共享資源，防禦突發和

極端天氣事件造成的不同程度擾動，使輸電網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整體電網韌

性。除緊密互聯外，必要時也應該具有快速安全地分離或分解的能力，以防止大

區域連續崩潰。在大電網中融入區域分離計劃，需要仔細的工程協調。 

隨著傳統的旋轉同步發電機退役並被基於換流器的發電機所取代，電網各層

面將發生短路行為的根本變化，故障電流和系統強度將降低。基於換流器的發電

資源（例如太陽能和風能）在短路事件期間不會提供電流變化或僅提供小的故障

電流。現有保護和控制系統在檢知這些短路事件及保護系統和人員安全上，將面

臨新的挑戰，必須研究設計、測試和實施新的技術處理此問題，例如提供故障電

流的新電網設備，或在發電、輸電和用戶設備的保護和控制和操作特性上有新的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B%BD%E5%AE%B6%E5%8F%AF%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5%AE%9E%E9%AA%8C%E5%AE%A4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B%BD%E5%AE%B6%E5%8F%AF%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5%AE%9E%E9%AA%8C%E5%AE%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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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在電網做深度去碳，除輸配電網升級外，需要大量部署儲能系統(BESS)，並

彰顯其長時間存儲能量的效益。BESS 雖然能量有限，但可調度且響應時間快，

使其成為在各種時間範圍內提供輔助產品的良好候選者。從規劃效益的角度來

看，由於負載預測的不確定性（因電氣化、能源效率改善和其他與用戶位置相關

技術的使用）以及 BESS 隨時間不斷下降的建置和運轉成本，BESS 可以逐步增

量安裝。某些 BESS 裝置是可移動的，它們可以滿足不同地點不斷變化的電網需

求。未來將需要大量能夠以小時、天、周和季節計量的持續存儲電力的長期儲能

系統（Long Duration Energy Storage Systems, LDES）。目前 LDES 技術，特別是

基於電池的技術，仍然不成熟，它們的使用方式仍在不斷發展。 

五、無線路替代方案(NWA) 

在運轉情境上，就發電層面而言，儲能系統可以於離峰、低用電需求時期，

利用較低的電價充電，儲存的能量於尖峰、高用電需求時期放電，從而降低發電

成本並提高系統可靠性。當建置在輸配電系統上，可以藉由儲能資源管理電力流

動來提高可靠性，或者可以建置在特定的地點，降低輸、變電線路擁塞，作為傳

統解決方案的無線路替代方案，提高可靠性和彈性。報告(IEEE, 2021)指出，美國

FERC、NERC 及 ISO 未來將可依供電區域大小、能源組合規劃和發電變化量，

建議最小儲能系統容量的標準。 

在決定投資優先序的過程中，整合資源及輸配電網的規劃和運轉以實現所訂

定的目標是必須的。主動、有計劃的輸配電系統規劃方法可以節省經費，

Brattle(IEEE, 2022)的研究發現，與使用單一發電場域電源線的傳統方法相比，整

合的海上輸電網提供了多種運轉和經濟效益。例如在美國新英格蘭併聯 8.6 GW

海上風電的單一高壓直流(HVDC)海上電網，比單獨互聯每個風力發電廠的規劃

方法便宜，減少登陸地點的陸上高壓交流系統的容量升級數量，也減少風能棄電。 

國外電業去碳的挑戰，很大一部分在於擴大輸電容量以接納大量再生能源的

大規模併網。這種擴張將需要增加陸地上的新輸配電容量，如果是海上風電，則

需要增加新的水下輸電線路。對於陸上再生能源發電，須更有效地利用現有電網

基礎設施來提供短期的運轉靈活性，需要可用於優化電力傳輸能力、增強靈活性

和提高現有輸配電設備利用率的技術方案。儘管未來將需要許多新的輸電線路，

需要數年時間才能獲得許可和建設，以下的方案可處理近期的問題： 

(一) 加強輸配電網及變壓器的監控及運用動態額定容量 

1. 強化與電網監控和資料收集系統(SCADA)及能源管理系統(EMS)的整合，

或以其他方式利用位於傳輸線或鐵塔上的感測器或非接觸式監視，在即時

系統中監控系統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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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用於監測導體承載流量、溫度、導線下垂和間隔距離的設備，可包括

監測氣象數據和與傳輸線負載、條件或性能相關的數據。 

3. 分析預測輸電線及變壓器傳輸能力和容量，以確定任何時期，變壓器是否

能短暫增加額外的電力傳送，以利偶發事故下的調度。解決方案包含通信

和軟體介面及氣象資訊的顯示功能，以使數據和分析能夠在即時操作中使

用。 

4. 加強變壓器即時監測：散熱風扇、循環油泵、有載分接頭、冷卻油桶和環

境溫度；絕緣油油中氣體分析；局部放電監測；監測套管和其他組件的運

轉狀況。 

(二) 先進的動態潮流控制解決方案 

1. 利用電力電子技術，以電容、電感或線路阻抗的控制操作，動態控制特定

傳輸線路上的功率潮流。 

2. 進行以 8,760 小時為基礎之電力潮流計算，模擬一年中所有時間的發電

變化、需求管理影響、儲能和電氣化影響。 

(三) 電網拓撲優化解決方案 

優化輸電網路拓撲以實現可靠性和壅塞管理，有助長期和短期停電協調、

日前和即時市場優化、日內運轉操作及策略性孤島運轉和天然災害期間的應

急應變。 

輸配電網升級與再生能源和智慧電網技術的整合，為電網韌性創造了挑戰和

機會。例如，在大停電情況下，微電網對關鍵負載的復電表現出有效的能力；然

而，具有高度分散式能源的輸配電網路的復電過程中存在著在技術、安全和程序

方面的挑戰。 

第六節 電力系統運轉韌性強化的措施 

一、美國 NERC 使用的電網運轉相關的效能指標 (Grid Performance) (NERC, 

2022) 

(一)系統保護與擾動性能(System Protection and Disturbance Performance) 

(二)擾動控制標準指標(Disturbance Control Standard Metric) 

(三)超出互聯系統可靠度運轉限度(Interconnection Reliability Operating Limit 

Exceedances) 

(四)發電性能與可用率(Generation Performance and 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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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輸電性能與不可用率(Transmission Performance and Unavailability) 

(六)關鍵基礎設備相互依賴度(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terdependencies) 

(七)情境掌握之喪失(Loss of Situational Awareness) 

(八)保護與控制系統複雜性的增加(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Protection and 

Control Systems) 

(九)保護系統失靈導致發生輸電停電事故(Protection System Failures Leading 

to Transmission Outages) 

(十)人員表現(Human Performance) 

(十一)資通網路與實體安全(Cyber and Physical Security) 

隨著網路興起及資通訊技術（ICT）與電網的控制技術結合，不斷發展，實現

了更多的電網互聯互通，包含再生能源如風力或太陽光電之大型案場皆會被獨立

電網調度中心(ISO)或電力公司要求提供場域氣候資訊及發電預測數據，此與電力

系統早期採用電腦和分析技術來協調發電和輸電，已有些差異。利用數位通信技

術、資訊系統和自動化技術來調度電源與電網，自能提高運轉效率，降低營運成

本，但實體設備和資通訊網路安全風險亦同時增加，如 2015 年 12 月 23 日烏克

蘭地區配電公司之電腦及 SCADA 被非法入侵，使 7 個 110 kV 及 23 個 35 kV 變

電站停電 3 小時(Robert M. Lee et. al., 2016)，此亦是 NERC 近年一直強調

CIP(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重要性。 

數位經濟下的用電設備和資料中心對所使用的電力越來越敏感，由換流器為

基礎的發電資源所主導的電網，在供電可靠度與電力品質上面臨可靠運行的挑

戰。首先是太陽能和風能資源變化導致電壓和頻率的波動需要緩解，其次，換流

器運行會產生諧波，導致的問題包括系統傳輸容量降低、相關電子儀控設備失能

和加速設備老化。NERC 建議應了解大量太陽光電發電喪失的狀況，並提供強有

力的太陽光電性能精進。 

鑑於再生能源大幅成長導致系統慣量不足，遇到單一大機組跳機，頻率即快

速下降且幅度遠超過以往，極可能觸動低頻卸載，造成停限電，如 2018 年 3 月 5

日大林#1 號機跳機，頻率快速下降同時觸及 PV 換流器低頻設定，使太陽光電亦

大量跳脫，最終造成低頻卸載，此為日後台電及民營汽電共生電力防禦計劃需嚴

肅面對的問題。此外，再生能源占比高時，其視天候條件發電出力變動可能快又

急，台電備轉容量、可控機組升/降載率是否足夠，既有可控機組啟停速度是否足

以應付再生能源政策目標造成的電網營運安全風險，此亦是促成目前儲能及小型

汽渦輪機 (20 MW 至 50 MW)大幅成長及國際知名廠商紛紛投入 DERMS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及彈性負載研發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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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於換流器之資源(IBR)對電網運轉的影響 

近年潔淨的再生能源成為各國政府致力發展及推廣的方向，當大量間歇性再

生能源（如風力、太陽光電）併入傳統電力系統，其不穩定和不易預測等特性，

以及對系統擾動之承載能力較傳統火力機組小，將對電力系統併網及運轉造成供

電品質及可靠度的衝擊，日後非預期的停/限電次數及時間恐將增加，對國家整體

經濟發展帶來威脅。歐洲幾次大停電事故顯示，高佔比間歇性再生能源影響系統

電力潮流，擴大停電範圍，亦增加復電的困難，因此針對再生能源設備除需訂定

併網運轉之功能及性能要求規範，使再生能源設備於電力系統遭受擾動時，需有

一定程度的頻率穿越能力(Frequency Ride Through, FRT)及電壓穿越能力(Voltage 

Ride Through, VRT)以及電壓/虛功(V/Q)控制，實功/頻率(P/F)調節能力、才能支

援系統，確保電網穩定及供電可靠度；在全黑啟動復電程序中，亦需規劃再生能

源設備之併網機制，以確保全系統能安全、可靠地迅速復電。 

2018 年 IEEE PES “基於換流器的發電對大電網電力系統動態和短路性能的

影響” 技術報告(IEEE, 2018)的結論是，具有高 IBR 滲透率的系統慣性和故障電

流有降低的現象，並提出了多種策略來適應這些變化，從過去閉環式的保護、控

制模擬和協調，轉向從這些 IBR 資源中尋求輔助支援。 

為確保 IBR（如太陽光電(PV)和電池儲能系統）能夠為電網提供必要的可靠

性服務，確保所需的性能的互聯和互操作性標準（例如，用於配電系統(小於 10 

MW)的 IEEE 1547 和用於輸電系統的 IEEE P2800）至關重要。 

IBR 換流器主要功能有兩種：電網追隨或電網形成。電網追隨型換流器量測

電網電壓和頻率並向電網注入正確的實功與虛功率。電網形成型換流器能建立本

身電壓和頻率參考波形，並移動該電壓以控制流入電網的實功和虛功率。電網形

成型換流器主動控制其電力輸出，使其能夠自然地支持系統頻率，同時分擔部分

負載變化。電網跟隨型換流器較常見且更商業化，未來需要對新的電網形成型換

流器之硬體、軟體和控制進行更多的研究和開發，重新設計監管和技術標準，以

及開發先進的模擬技術。 

IEEE 1547-2018 標準組為電力系統和分散式能源之間的互連和互操作提供

了技術規範和測試標準。IEEE 2800 標準制定與各級電網互聯的 IBR 之互聯、容

量和壽命性能的統一基礎技術要求。該標準包括 IBR 可靠併聯到電網的性能要

求，包括異常電壓和頻率穿越能力、實功控制、無效功率控制、異常頻率條件下

的動態實功支援、動態異常電壓條件下的電壓支持、電力品質、負序電流注入和

系統保護。該標準也適用於利用電壓源換流器之高壓直流(VSC-HVDC)輸電設施

與交流輸電系統互連的 IBR。 

再生能源的間歇性和分散式資源運轉的不確定性，是現代電網運行中的挑



能源轉型強化穩定供電之策略研析 

158 

戰。現有電力服務和產品是根據確定性可靠性系統要求採購的。例如，30 分鐘的

運轉及備用容量需求是基於負載預測誤差和發電機故障停電率，該值在當年是固

定值。快速備轉容量的需求和同步即時備轉容量要求以最大機組事故為基礎。隨

著越來越多的間歇性能源併聯到系統中，需要更多靈活的資源來平衡淨負載並因

應其變動。因此風能和太陽能預測誤差需納入考慮，並使需求更具動態性以反映

不斷變化的系統情況。 

三、快速頻率響應和系統強度等新的輔助服務 

在中央調度中心，隨著變動性發電量的增加，即時備轉容量的需求將增高，

也需要更多靈活的快速升/降載能力，此將促使一些輔助服務產品設計，特別是在

用戶端需求面的輔助服務。當“即時”和間歇性資源無法提供能量時，那些用於平

衡且不經常運轉的資源，將越來越需要提供能量。容量市場需保留和補償這些需

要的平衡資源以確保系統運轉可靠性。容量規劃需要從“容量充足”向“能源充足”

演變和過渡，因為在各種條件下，發電機的能源投入不再充足或穩定。容量市場

的設計應確保在間歇性和“即時”能源無法提供時，資源可以長時間提供隨時待命

的能源。 

為了應對 IBR 大量增加而導致的系統強度下降，須將系統強度作為一種電力

市場服務以維護系統安全。系統強度做為一種輔助服務其特性類似於全黑啟動輔

助服務，未來需要做更多的討論來確定、量化和建立對系統強度的要求，以決定

哪些技術可以提供系統強度服務、採購數量及補償回饋等。 

日益增加的風力及太陽能發電系統存在慣性減少的問題，為了解決慣性減少

而產生的穩定度問題，英國 NGESO 採購全球第一個將封存複循環機組(CCGT)的

氣渦輪(GT)改為同步馬達(synchronous motor 也稱 synchronous condenser-同步調

相機)運轉，當作綠色渦輪機(green turbines)，提供慣性維持系統穩定度。英國

NGESO 另利用飛輪的“綠色”電機提高系統慣性和區域短路電流水平，並利用

併網換流器之非同步技術（例如電池、風能和太陽能），實現傳統發電機的電力調

節效果，提供系統慣性和短路電流。 

愛爾蘭是獨立電網，其高再生能源目標要求電力系統能在 IBR 高達 95%（目

前為 75%）的瞬時運行，同時在線上發電的傳統機組將更少。在這樣的滲透率運

行是前所未有的，並帶來技術挑戰，其中許多挑戰尚未被其他大型電力系統所經

歷。愛爾蘭系統運轉單位(SONI)已經制定了一項工作計劃，以便到 2030 年增強

電力系統的運行能力(J. Cochran et. al., 2022)，其中包括： 

(一)制定明確運轉標準，包括電網規範和系統服務，並根據這些標準監控績

效。 

(二)以創新低碳技術促進供電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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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除進入整體供電服務的障礙並實現新技術的整合。 

(四)繼續發展運轉調度技術，例如，調度最小數量的大型同步機組。 

(五)開發新的和優化的控制中心工具和系統。 

(六)與其他 TSO 合作，分享經驗和潛在解決方案。 

(七)與配電系統運營商(DSO)合作，為消費者協調並提供誘因，使消費者可從

參與系統服務和能源市場中受益。 

四、系統復電 

因天然災害、人為失誤以及技術面問題，無論如何保護，電力系統仍有可能

全停電或大規模停電，為了使全停電以後，系統能夠儘速復原，有必要規劃適當

的全黑啟動電源及復電程序，需要多少全黑啟動電源(包含儲能、汽電共生廠)，

裝置在何處，都有必要予以妥善的規劃，以備不時之需。 

快速準確偵測系統弱點的方法和工具可快速、準確地辨識系統設備弱點有助

於釐清事件的根本原因並協助系統快速復原，宜考慮以下分析觀點： 

(一)從特定設備性能的角度看的弱點。需要有更高頻寬電壓和電流感測器來

觀察影響電力設備的高速度現象（例如：從真空斷路器觀察導致變壓器

老化加速之微秒突波對變壓器的影響）。 

(二)從系統穩定度角度看的弱點：穩態（基於“功率相位角”方法）、小信號

穩定度（基於特徵值分析）、暫態穩定度（例如：快速故障篩選）、和持

續事故分析（例如：集群方法） 

在正常運行和緊急事故發生後，保持系統頻率和電壓的能力對電網安全運轉

非常重要，表 4.6.1 列出事故處理過程、目標與所需資訊。隨著 IBR 在輸配電系

統中的快速普及，及傳統大型同步發電機的退役，需要快速頻率響應和系統強度

等新的輔助服務產品，來確保電網的可靠運行。 

全黑啟動復電過程中將遭遇到不同限制，可分為物理限制（physical 

constraints）、調度限制（scheduling constraints）及政策限制（policy constraints），

物理限制即系統設備之特性，如發電機最大/最小出力限制、升/降載率、原動機響

應等；調度限制如電廠人力資源，在進行全黑啟動復電時通常需藉由通訊聯繫其

他電廠或變電站的運轉人員即時操作、同步啟動設備，因此需安排適當的人力，

避免延誤復電進行；政策限制則為因應一地區用電重要性而規劃負載復電之優先

順序，如醫院、交通號誌用電、國防相關等重要負載，規劃全黑啟動復電計畫需

考量上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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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系統遭遇全停電事故，如何從全黑中迅速復電是電力系統運轉的重要議

題，復電過程涵蓋全黑啟動、發電機與電網的電源調度、開關操作、輸電線路加

壓、負載復電等程序，其中將面臨許多複雜的問題，一般全黑啟動復電過程中常

見之相關議題包含發電機組自激磁、輸電線過電壓、變壓器湧入電流、開關暫態

突波、低頻振盪、實功平衡（頻率控制）、虛功平衡（電壓控制）、系統穩定度以

及再生能源對復電的干擾。 

表 4.6.1、事故處理過程、目標與所需資訊 

 
資料來源：本章節作者整理 

不同國家針對其各自不同特性之電力系統，皆會提出其認為最適合自己的不

同復電計畫，這些不同的復電策略可歸納出復電的共同特性及相關復電議題(M. 

Adibi et. al., 1987)，如於全黑啟動復電過程中需考量機組啟動時間限制、投入負

載時原動機的頻率響應及湧入電流（inrush current）等，從系統狀態、目標、任務

及策略完成系統整體的全黑啟動復電規劃，並提出復電準則及步驟。如於復電初

期為使發電機穩定且維持在最小出力，須適時將負載饋線適量地逐步投入復電，

並隨時監控系統頻率及電壓值，亦需考量設有相關保護電驛之饋線於復電過程中

的影響；此外，依據電力系統大小、特性及全黑啟動機組容量和地理位置規劃全

黑啟動復電策略，如向上（build-up）及向下（build-down）復電策略，向下復電

策略適於全黑啟動機組位址較集中之較小的電力系統，由具全黑啟動能力電廠先

加壓至主要輸電線路，再逐步提供電力至全系統；採向上復電策略之系統，需先

將系統切割為數個具全黑啟動機組之子系統，以同時進行子系統內的復電為主，

再逐步進行子系統間之併聯運轉，完成全系統復電，將能有效縮短復電時間，減

少全停電對國家經濟及社會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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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 IBR 協助復電調度 

隨著越來越多的以無慣量換流器為介面的分散式能源的併網，需要對低頻卸

載方案進行審查和調整。當電力系統發生重大事故造成大範圍區域全部停電時，

以往標準的復電策略如表 4.6.1 所示，輸電端往配電端的向下復電策略(build-down 

strategy)，由高壓端依序供電給較低的電壓層級，同時保持整個系統電壓、頻率的

同步。能源轉型，分散式發電資源已發展成熟，運用分散式資源從配電端到輸電

端擬定向上復電策略(build-up strategy)、多系統復電策略(multi-island strategy) ，

不僅可以加速區域恢復時間，同時也減少停電帶來的損害。 

因應 IBR 資源併網衍生的挑戰，需要加強電網控制中心和現代化電網基礎設

施之間的協調，為提高對 IBR 資源的可觀測性，輸配電網間運轉資訊的傳輸與整

合將更多。高壓輸電系統 EMS 的狀態檢知能力比配電系統的 DMS 更好，由於 

SCAD 數據不是很全面，因此配電系統的狀態較難掌握，先進的配電層面電網技

術和通信是此整合的關鍵推動因素。使用智慧電表向電力公司發送已停電的信

號，是快速了解停電範圍的絕佳工具，也可以自動紀錄客戶何時恢復，節省人工

紀錄驗證時間。 

先進的通信基礎設施為系統調度人員提供必要的資源，支持創新電網運轉，

更精確地了解分散式發電，以改進變動性再生能源出力的短期預測，並利用靈活

需求面及儲能系統資源平衡 IBR 變動性，確保有足夠的可靠性、韌性和彈性。將

高性能太陽光電系統加以整合，可為電網提供更大的彈性和更高的可靠性，應加

強的研究領域包括： 

(一)混合光電站的控制和協調：開發設計和優化太陽能控制，使分散式發電

機和儲能系統組成的單一電站，為電網提供靈活性、穩定性和電網形成

(grid-forming)能力。 

(二)解決網絡安全漏洞：開發解決方案，提高分散式能源聚合商和電力公司

用於管理太陽光電換流器和其他分散式能源的運轉系統的網絡安全。 

(三)具韌性之社區微電網：開發有高太陽能發電量規模搭配儲能的社區微電

網，當市電出現故障時，該微電網可以與傳統電網斷開，自主運行。 

 

第七節 大停電事故後電網韌性的檢討 

本節彙整近年大停電後對事故原因及電網韌性的檢討。 

一、2017 年電力系統總體檢 



能源轉型強化穩定供電之策略研析 

162 

2017 年總體檢小組認為，台灣發電廠、天然氣供應系統、輸電系統的集中風

險，應藉由電廠確實分群運轉、設計與新增雙氣源雙迴路供氣與輸電備援迴路等

方法，來避免單一設施之意外事故造成嚴重系統衝擊。台灣輸、變、配電設施之

設置已歷經數十年，應全盤檢視既有輸、變、配電設備的老化情況與弱點(含民營)，

藉由精進維護工作、提高更新投資、強化因應極端氣候之韌性，以減少設施老化

與老舊設計造成的停電風險或電力損失。 

台灣新設電廠及燃料儲存所需之場址不易增加，除了可加速推動民營電廠新

建燃氣機組計畫來因應外，電力公司及台灣中油公司必須引入整合式總體資源計

畫(IRP)，加強既有資產管理、點檢與整合、投資先進設備及技術，並且強化風險

控管機制。在電力公司與台灣中油公司既定的設施新建、擴建或改善計畫中，如

新建燃氣電廠、天然氣接收站、輸變電設施等，另一個最大的風險為工程進度的

掌控，除了中央需適時介入協助外，應妥善利用各種公共工程趕工與獎勵制度來

提昇工程進度，並強化工程計畫之管理與考核，以避免工程延宕造成供電風險。 

短期內新增電源有限，推動需求面管理措施應列為第一要務。當備轉容量過

低達供電警戒時，宜研擬突破現有以迴避成本為最高收購價格之限制，以提高需

量競價之誘因；並積極推動節能措施，以進一步提高需求面管理對於改善尖峰供

電緊澀的貢獻；另應積極檢討相關汽電共生施行機制並於備轉容量過低達供電警

戒時提高購電價格誘因，以提高汽電共生之購電量。建議於備轉容量率過低達供

電警戒時，應由中央政府適度介入協調燃煤電廠之降載程度，亦建議持續強化友

善降載機制與施行方法，以降低環保議題對短期供電之衝擊。 

為了提升短期的供電穩定，電力公司應找出現有機組弱點與降低可用率之主

要肇因，藉由精進維護保養與操作運轉能力，提升既有發電機組可用率來縮小裝

置容量和可用發電量之差距，以提高整體發電裕度；另應精進現有水力與抽蓄機

組之運作機制、能力與水資源調度管理，以增進其對系統之備轉救援與輔助服務

功能。 

電力公司也應立即改善供、停、限電相關資訊揭露系統，例如，供電燈號必

須妥適並有效傳達供電能力狀況預警，以增進產業對於供電情況的掌握，並藉由

強化有效資訊公開機制來鼓勵民眾改變用電行為，若配合智慧電表、能源管理系

統與大數據分析，更可加強產業與商業用電行為的調配；另為了降低天災及緊急

狀況停電造成的用戶損失，對於停限電資訊揭露與施行機制亦應進一步精進。 

國營事業面對人力老化與經驗傳承斷層，應積極擬定人力老化對策，需提出

各項符合事業部發展之人力運用發展對策，加強在職訓練與傳承營運所需之核心

技術，並培育開創未來所需人才以確保永續發展。 

因應能源轉型帶來的挑戰，應儘早規劃未來再生能源併網、儲能建置以及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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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載具充電之需求，包含相關併網法規的訂定、運轉性能及功能要求、系統衝擊

分析以及輸配電系統之建設等，需儘速完善規劃以避免低效益之初期投資與併網

瓶頸；而因應間歇性再生能源對電網之衝擊所需的電力輔助服務能量，除了規劃

可快速啟停之燃氣機組與需量反應措施，另應增加對於再生能源發電調度與預測

的能力，並積極考量新建抽蓄水力與儲能裝置。面對未來電網智慧化之趨勢，資

通安全亦將成為電力系統安全重要的一環，須優先強化重要電力設施的資安維

護。 

政府應參考各國經驗儘速成立專責機構(例如經濟部的電業管制機關)，交由

專業人士協助政府定期檢視電力系統安全性及可靠度，以穩健電業發展與自由

化。 

二、2021 年 513 及 517 事故 

經濟部的事故檢討報告有以下結論： 

(一)513 停電事故肇因於嚴重之人為疏失，各項防呆機制失靈，屬操作疏失。

經濟部已責成台電公司確實落實現場作業 SOP，平行展開檢討各項設備

之防呆機制，並完善施工介面之課責機制。 

(二)氣候異常、水情不佳、景氣好及疫情等因素大幅推升 5 月用電需求，而

台電公司前一年度排定之機組大修排程無法及時調整，為 517 停電事故

之主因。 

(三)台電公司需立即強化需求面管理措施及電力調度應變能力。 

(四)為因應夜尖峰負載及機組大修排程限制，台電公司應加速推動多元之電

力建設。 

(五)核能電廠延役有技術性困難，無法納入供電選項。 

(六)經濟部已成立電力系統改善小組並邀請國內重要的電力學者，研析強化

電力系統的可靠度跟韌性之具體方案，並明確訂定相關具體方案之提出

時程及方案執行之監督機制。 

(七)經濟部已責成台電公司積極蒐集各界建議，提出各項限停電措施之改善

做法。 

(八)經濟部及台電公司將重新檢視備用容量、備轉容量等相關指標之合理標

準及計算準則，並據以盤點中長期整體電力供需規劃，以確保穩定供電。 

三、2022 年 303 事故 

經濟部的事故檢討報告結論是：鑑於本次停電事故之直接原因是台電人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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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確認相鄰區間的絕緣氣體 SF6 壓力情形下錯誤操作，顯示人員專業訓練不足、

未落實管制作為，對於現場狀況及可能風險判斷出現落差，台電公司應投入更多

訓練資源、提升訓練強度，並且引入國內外專家及資源，以協助台電公司提升專

業訓練量能。 

為徹底發掘系統性風險，經濟部將責成台電公司設置風險管控專責單位，以

推行各項風險控管措施，落實風險管理。另由本次事故反映出電網韌性及分散式

電網發展對於穩定供電的重要性，經濟部將要求台電公司提高電網管理層級，以

有效推動分散式電網規劃、建設與運維工作。  

防患單一事故卻造成大範圍停電，則需從強化廠內第一道保護開始，全面檢

討各電廠內保護電驛邏輯設計及開關場系統保護分群機制，同時也需強化廠網間

的第二道保護，全面檢討電廠、超高壓變電所及相關電源線之保護與運維聯繫管

控機制。另外，台電公司應積極推動電網韌性建設計畫，包括加速推動分散式電

網建設、變電所改建工程、加速推動再生能源併網工程，以使電網架構朝全國融

通及區域韌性雙軌並進，降低單一電網樞紐受衝擊後對供電之影響範圍。鑒於電

網安全關係國家安全與民生發展，建議除台電公司編列年度預算積極辦理及分年

進用人力之外，亦應投入國家資源以加速提升電網韌性。 

四、改善方向 

綜上所述，面對氣候變遷及淨零排放目標，能源的最佳整合需要投入大量資

本來擴展和現代化輸配電基礎設施，以支持新的再生能源區和交通、建築及製造

業的電氣化，在輸配系統中整合吸納分散式資源(含再生資源)和儲能系統。建置

高可靠度與韌性的電網第一要務是電網現代化，一些最重要的需求包括： 

(一) 輸配電基礎設施擴充和升級： 

(1) 輸配電業需要如無實體輸電線類似的技術來解決基礎設施的容量限制，

以快速整合新能源容量（主要是太陽能和風能）和儲能系統。這需要一

種整體方法來處理分散式電源和需量反應的位置、規模和時間（例如，

每小時、每天、季節性）限制。 

(2) 電力系統之設計、施工建造、測試等各個階段，都需遵循其標準及品質

管制之規範，此為日後電網調度運轉穩定、可靠之基礎，與電網強韌性

密切關聯。 

(3) 電網是改變交通運輸系統的關鍵推動力，需要升級輸配電設備以適應快

速充電和其他具有高容量要求的服務。 

(4) 處理電力和天然氣基礎設施依賴問題，以及復電和全黑啟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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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力發展： 

電業去碳工作將導致發電組合的轉變，這需要快速對電網進行全面檢修。而

其中的一個挑戰是人員配備。目前電業普遍欠缺熟練的工程師、操作員、安裝和

施工人員。如果實施強有力的人力發展計劃，電業有機會創造許多高薪和穩定的

工作。 

(三) 預測： 

輸配電系統中的分散式資源越來越多，一個重大挑戰是預測和監測分散式資

源的輸出，尤其是用戶端資源。 

(四) 電業標準和最佳實務： 

開發和使用標準和最佳工作實務對於避免問題和優化部署新技術是必要的。 

韌性是「在不斷變化的條件下，系統準備、適應以及抵禦擾動的能力，並從

人為事故、天然災害擾動中快速恢復的能力」。電網韌性框架應包括：準備、緩解

措施、反應能力和恢復機制。台電發、輸、配電團隊可考慮：定義其所處環境的

可能危害事件並採取必要的準備；事件發生前抵抗和吸收不利條件，舒緩危害的

嚴重性或後果；擬定事件發生後須進行的反應和適應策略；有效率地將系統狀態

恢復到可以接受的水準。 

電網現代化的投資可提高電網韌性，這些投資包括：先進的監控和保護解決

方案及通信網路；靈活的交流和直流系統；動態優化電力線傳輸容量及地下化；

電動車充電；儲能系統；DERMS 及微電網；需量反應，善用用戶端負載資源等。

高可靠度與韌性電網建置所做的投資，宜對瞬間電源功率調度與電網風險問題，

做整體有效整合規劃，強化整體效益評估機制。臺灣設立 2025 年達到 5.5 GW，

2030 年達到 10 GW，2026 至 2030 年每年增加 1.5 GW，2030 年達到 40-55 GW

的離岸風電裝置容量目標，因應如此龐大的離岸風電併網，建議可考慮規劃高壓

直流輸電。 

在評估某些韌性措施的有效性或比較不同系統之間的韌性水準時，定量指標

很有用。基於系統效能的韌性量化框架，根據與目標或可接受效能的差異降低幅

度和持續時間來定量評估。定量韌性指標應該是：與效能表現相關；對特定事件；

考慮不確定性；對做決策有幫助。在電網韌性強化投資上，可以將各類系統韌性

後果的風險納入機率風險評估框架中。事件引起的風險可以量化為機率和後果的

組合。採用非實體輸變電線的替代方案的電力公司，可推遲或降低傳統輸配電設

備（如安裝新電線和變壓器）的投資。由於供給端、需求端和輸配電網路之間的

相互依賴性增加，需要進行資源和輸配電網綜合規劃，並開發決定投資優先順序

的工具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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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電網強化是提高韌性的有效方法，但輸電系統的大規模升級持續面臨重

大障礙，它通常需要大量資本投資和需要較長的規劃和建置時間，尤其是環保和

監管挑戰以及升級成本不斷上升。因此智慧調度運轉在減輕天然災害引起的停電

影響發揮著關鍵作用。 

確保電力系統的安全性、可靠性和韌性，電力公司須繼續為其客戶尋找機會

和激勵措施，在住宅、商業和工業領域採用節能技術和無碳負載的服務，整合新

技術和零碳足跡資產，善用用電戶負載資源，推動不同型式的需量反應。 

未來在不同的情況下，發電機組的能量來源不再充足或穩定，廣泛整合儲能

系統需要開發輸配電電力潮流和市場模型，容量市場需要從“資源充足”向“能

源充足”演進。在不斷變化的電源組合下，輔助服務市場必須擴大以涵蓋更大的

變動性和能源供應突發事件，開發新的激勵措施以吸引可滿足需求特性之資源至

關重要，包括可提供靈活性（快速升降載產品）和穩定系統頻率（慣性或快速頻

率響應）的快速能量注入服務。 

雖然分散式電源可以提供無實體輸電線替代解決方案，但只有對電網進行現

代化改造，才可實現大量分散式電源併網和電氣化，它們才能發揮作用。針對不

斷變化的電網運轉問題，國外新近部署的幾個強韌技術、工具與方法包括：先進

感測器（如同步測量設備）、系統操作程序和設計目標等技術。極端事件的即時及

連續分析和線上系統狀態檢知工具，包括即時監控及利用實時數位分析(RTDS)工

具分析電網運轉狀態(暫態穩定度、系統設備相互作動和電力擺動)，和全面可視

化系統（電力系統狀態估計、改進的天氣預報、線上動態安全評估工具），考慮電

力、天然氣和通信系統之間相互依賴關係，改良的電力系統建模（例如，使用標

準動態模型與用戶定義模型；複合負載模型和開發新的相互依賴模型）等。降低

資產管理風險所試行的新技術，包括使用機器學習分析無人機高解析度圖像來檢

測設備異常、初期故障檢測、電網和環境感測器及先進的保護方案。隨著更多使

用無慣性 IBR 的分散式電源的部署，供需之間出現更大不平衡的可能性越來越

大，因此需要再次審視低頻卸載方案。 

隨著高占比再生能源 IBR 滲透率的提高，加強 IBR 符合併網規範，並促使

能夠為電網提供可靠性服務是必要的，包括提供電網所需的系統阻尼(damping)。

能源效率、需量反應、智慧電表技術和具有更先進控制功能（包括智慧換流器）

的儲能及分散式能源，平時可以參與能源調度，遇重大事故時，可平穩過渡到孤

島運轉，並可針對電力系統發生重大事故可能造成大區域或全部停電，擬定運用

分散式資源，從配電端到輸電端向上復電策略及多區域復電策略，減少停電帶來

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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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策略研析報告前四章分別論述臺灣電力供應現況與未來、臺灣光電與風電

之發展及挑戰、儲能裝置需求與穩定供電、高可靠度與韌性電網建置，均為臺灣

當前最為關鍵的議題，希冀提供各界參考，俾協力同心順利達成能源轉型，邁向

2050 淨零排放目標。 

第一章「臺灣電力供應現況與未來」泛論臺灣能源與電力供需概況及臺灣現

行能源政策；預估 2050 淨零排放目標下之中長期電力供需情境，包括：國際淨零

路徑規劃、影響淨零目標達成關鍵因素、臺灣達成淨零目標可積極因應之技術與

作為、技術發展對淨零目標影響分析；探討當前供電穩定之挑戰與策略，包括：

能源轉型供電穩定之挑戰、臺灣面對能源轉型之因應措施與作為等。 

第二章「臺灣光電與風電之發展及挑戰」評估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國際技術

發展與潛力；析論臺灣發展太陽光電與風電之挑戰與策略；評析需求端對再生能

源容量因數變化之因應策略，包括：綠電供應模式說明、電力自用與轉供結算、

需求端之發電與用電的匹配探討、需求端如何有效選擇再生能源類型及容量；論

述臺灣智慧電網發展挑戰與策略等。 

第三章「儲能裝置需求與穩定供電」專論國內外儲能現況與政策，包括：淨

零政策與電動車目標年、電網儲能與電動車、電動車發展路徑；研析電網穩定需

求與儲能工具，包括：電網級儲能發展趨勢、儲能應用於電網穩定之工具、儲能

功能與發展優質儲能技術之條件；探討台灣儲能發展軌跡與未來需求情境，包括：

台灣儲能發展軌跡、未來發展情境與潛在挑戰、儲能需求評估；並整合跨域專家

意見，探討台灣未來可能面臨到的情境與挑戰及可運用資源與發展機會等。  

第四章「高可靠度與韌性電網建置」綜論強化電網彈性與韌性之必要性、淨

零排放政策下電業去碳策略、氣候變遷下電業的運轉情境及因應措施、系統強度

與電網韌性、電網韌性強化的規劃、電力系統運轉韌性強化的措施、臺灣大停電

事故後電網韌性的檢討，並歸結出建置高可靠度與韌性電網的第一要務是電網現

代化，而主要的需求包括：輸配電基礎設施擴充和升級、專業人力培育、分散式

資源預測與監控、電業標準與最佳工作實務之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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玆綜合前四章所論，歸納結論如下： 

一、碳中和已成國際共識 

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已成國際共識，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國際性倡議： 

1. NZE by 2050：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淨零排放倡議)，己有 172+個會員參

與。(Net Zero Emissions, NZE) 

(Source: https://www.iea.org/countries) 

2. RE100：100%使用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倡議)，己有 380+個會員參與。

(Renewable Energy, RE)  

(Source: https://www.there100.org/re100-members) 

3. EV100：2030 年以前，達成 100%交通載具電動化(國際電動車倡議)，己有

127+個會員參與。(Electric Vehicles, EV)  

(Source: https://www.theclimategroup.org/ev100-members) 

4. EP100：能源效率增加 100% (能源生產力提升倡議)，己有 125+個會員參

與。(Energy Productivity, EP)  

(Source: https://www.theclimategroup.org/ep100-members) 

5. CBAM：碳邊境調整機制，為歐洲確保減碳目標的作法之一。(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Source: https://taxation-customs.ec.europa.eu/green-taxation-0/carbon-border-

adjustment-mechanism_en) 

(註：以上資料係依 2022 年 12 月 26 日各相關網站公布值。) 

國際上達成碳中和之主要目標與手段，摘要如下： 

1. 積極朝將全球暖化控制在 1.5 ℃內：與工業化時代前的氣溫相比，至本世紀

末的全球氣溫增幅應低於 1.5 ℃。 

2. 至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多數國家淨零目標設定在 2050 年達成（占全球碳

排放量 35%），將逐步減少未經廢氣排放處理的煤電用量，逐步淘汰化石燃

料補貼。 

3. 協助貧弱國家及支援發展中國家能源轉型：已開發國家在 2025 年前將共同

資金增加一倍，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遷。 

4. 確立碳市場交易規則：確立《巴黎協定》中未議決的碳市場規則。 

5. 其他減排措施：甲烷減排、逐步淘汰汽油動力汽車、減少空中旅行、保護森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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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及電力需量將大增 

碳中和已成國際共識，將導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及電力需量大增。因為至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的主要方法在(1)需求端：儘可能「讓一切電氣化」；(2)供給

端：再生能源與低碳發電，加上碳捕捉、利用、移除與封存。是以，可預期小型

分散式或大型集中式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之發電量占比及電力需求量將大增。其

中，再生能源發電部分將以技術較成熟且發電成本較具市場競爭力的太陽光電發

電及風力發電為大宗。依 IEA 預估為達 2050 淨零排放目標，其中 70%電力生產

來自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發電。 

三、電力系統慣量因再生能源發電滲透率的逐年提高而隨之降低 

再生能源發電的逐年快速成長，將導致電力系統慣量隨之大幅降低，造成系

統穩定性隱憂。若無其他替代設施或機制予以彌補，也許只要遇到單一大機組跳

機，頻率即可能快速下降，且其幅度將遠超過以往相同情境下之降幅，可能因此

觸動低頻卸載，而造成停限電事件。  

四、在 2050 淨零排放情境下，電力安全益加凸顯 

因在 2050 淨零排放情境下，所有部門都將快速進行電氣化，按 IEA 的評估

電力在終端消費總量中的份額將從 2020 年的 20%增加到 2050 年的近 50%，電力

在世界能源安全中的核心地位更加明顯，惟更加依賴電力對整體能源安全而言是

一把雙刃劍。在「利」方面：對能源進口國來講，更加自給自足，因為電力供應

依賴在地能源(風力+太陽光電)的份額要比其他燃料高出很多；在「弊」方面：任

何電力系統的供電中斷都將產生較以往更大的影響。另電力基礎設施往往更易受

到極端天候事件等實體衝擊的影響，而且氣候變化很可能給電力系統帶來越來越

大的壓力。例如，更頻繁的乾旱可能會減少水力發電及熱力電廠冷卻用水的供應。 

針對前述問題的主要對策是：加強電力系統的韌性、訂定更加有力的緊急應

變計畫、依靠數位技術和實體系統加固來解決；並須確保電力數位網路的韌性，

因電網的數位化，電力數位網路安全問題將可能給電力安全帶來更大的風險；另

應確保電力系統在任何時刻都具有靈活性、充足性及可靠性，隨著再生能源在發

電結構中的比重上升，增強電力系統的靈活性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一系列的

靈活性資源（包括發電機組、儲能系統及由電力數位網路支撐的需量反應等）將

被用於保障一年中不同天候條件及電力需量水準下的任何時刻的供需平衡。淨零

排放情景中靈活性的資源將發生重大轉變，從使用燃煤及燃氣發電機組轉變為使

用再生能源、氫基能源、電池儲能及需量反應來提供靈活性。 

五、電力與能源安全即國家安全 

在 2050 淨零排放情境下，能源安全、電力安全益顯重要，為國家安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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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環。國際能源總署(IEA)認為全球能源系統去碳的關鍵項目是能源效率、用電

行為改變、電氣化、再生能源、氫與氫基燃料、生質能源及碳捕捉、利用與封存

(CCUS)，都與能源及其安全有關，更與其主要的實現舞台—電網息息相關，預期

未來各部門以電力型態為使用能源來源的占比將愈來愈高。是以，電力系統的穩

定、安全影響國家經濟發展、社會民生、國防安全至鉅，故可謂電力與能源安全

即國家安全。 

六、台灣自有能源匱乏，能源安全度脆弱 

我國絕大部分能源仰賴進口，按我國 110 年能源統計手冊所載，我國 2021

年能源進口率仍高達 97.7%，自產能源僅 2.3%；能源進口總值為 475.60 億美元，

較 2020 年增加 61.68%，雖然我國 2021 年整體能源消耗相較 2020 年增幅不大，

但因受國際價格影響而有巨幅波動。未來再生能源發電量的高占比將可扭轉此一

劣勢，對我國能源安全、經濟安全、國家安全均具明顯助益。 

七、面對 2050 淨零排放，須挑戰風險以創造機會 

再生能源及電氣化對減少排碳的貢獻最大，但要實現淨零排放，還需要一系

列廣泛的措施和技術。面對 2050 淨零排放，臺灣須挑戰風險以創造機會，主要為

以下兩點： 

風險 1：臺灣能源高度依賴進口，有能源安全疑慮； 

機會 1：2050 淨零排放，能源生產以太陽光電、風力發電占比七成以上為最

大宗，能源自主性提高，有助能源安全之提升。 

風險 2：化石燃料依存度高，加重溫室氣體減量壓力； 

機會 2：化石燃料依存度高，有助加速再生能源發展。 

 

八、智慧電網可解決當前及 21 世紀中葉的電網問題 

因太陽光電發電及風力發電均具間歇特性，且日落時整體太陽光電發電量快

速下降，晚上則無發電；而風力發電之尖峰發電時間常與系統負載尖峰不同，造

成調度上的困難，加上因應 2050 年淨零排放，原本非使用電力驅動的設備或裝

置也將逐步轉為使用電力，其電氣化時間不一，不易具體掌握，會依各類科學與

工藝技術的發展及電氣化的技術可行性與成本的市場競爭力而定，尚存有甚大的

不確定性，故將有甚長一段時間處於不確定及動態變化的情境，電網的數位化、

智慧化成為必要，方能為彈性因應。 

2050 年零碳排路徑涉及能源、經濟、社會轉型及生活轉型，問題複雜、多元，

智慧電網 (smart grid) 將居關鍵角色已如前述，玆列述其優點或特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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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效率：透過先進資通訊技術，智慧化控制與管理，以減少能源損失，

提高電力輸送效率。 

 系統效率：電網智慧化，減少尖峰用電及活潑化電價，增加資產利用率，

及易於使用各種燃料源與規模之發電設備發電。 

 可靠度：強化電網韌性與可靠度，減少操作性干擾的頻度與期間，以及抵

抗外部攻擊(例如：劇烈天候、人為攻擊)的韌性。 

 安全性：能源基礎建設的外部干擾甚難偵察、防範與移轉，電網智慧化可

預測大部分內外部干擾，防患於未然或減輕損失。 

 綠色永續：可提升再生能源發電滲透率、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符合未來電

網環保、綠色、永續要求。 

 兼容並蓄：兼容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發電與儲能設備、電動車輛等，並

協同運作。 

 社會效益：具激勵性，讓全民參與電網運作，利益共享，電價費率一般大

眾負擔得起。 

九、智慧電網符合 21 世紀中葉的電網需求 

1. 符合綠色永續目標 

 國際倡議： NZE by 2050、RE100、EV100 、EP100 、CBAM 

 關鍵項目：綠色與低碳發電；碳捕捉、利用、移除與封存；氫基能

源；能源效率 

 涉及範圍：能源轉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生活轉型 

 實現主軸：儘可能「讓一切電氣化」、綠色與低碳發電 

 實現方法：電網數位化與智慧化，即智慧電網 

2. 符合 21 世紀中葉電網要求 

 高可靠度、高安全性、高電力品質 

 

第二節 建議 

到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的道路上有多個里程碑。若任何部門滯後，都可能

無法在其他部門獲得彌補，故要面面俱到，不可偏廢。以下建議事項分電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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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面、策略面三大面向，以條列附加說明方式提出，俾利參酌： 

一、電網面 

1. 建構友善的再生能源發展環境 

因既有電網，尤其是早期建構的電網，其規劃設計上並未考量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的併網運轉需求，故為因應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併網運轉，一般以

訂定併網技術規範的方式，來限制其併網量、併網地點及要求裝設保護與

控制設備，並規定其功能、規格等，以確保電網的安全、品質與穩定，屬

於「消極限制」作為，為一種不得不的過渡措施，惟時至今日，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之製造、控制、運轉、保護及其併網運轉之技術、法規與管理等

均已有長足進步，且已近乎成熟。又為實現 2050 淨零排放，大力推展再生

能源發電勢在必行，是須以「積極開放」的態度來面對，以取代「消極限

制」的作為。簡言之，就是要建構友善的再生能源發電發展環境，除電網

的有效、適時、適地改良外，尚應在法規上檢討有無不當限制之情形，另

應在考量我國氣候環境；用電需求特性；各類別再生能源之發電特性、分

布情況、發電占比(滲透率)、經濟效益與技術發展、電網安全、品質與穩定

及其他因素下，就各項限制值採較「積極」、較「開放」的態度與措施，以

取代原「保守」、「限制」的方法或作為，儘早解決饋線容量不足等問題，

俾利快速提高再生能源發電的滲透率。 

2. 區域化電網供需平衡與自主 

區域化電網供需平衡與自主，可紓解電力輸送壅塞問題、強化電網韌性及

節能減碳。如以微電網型式而言，由住家(碉堡、陣地)、社區(廠區、營區)、

饋線段、全饋線、全主變壓器、全變電所型微電網由下而上，配合分散式

能源管理系統應用，達到供需平衡與自主，除可紓解電力輸送壅塞問題、

減輕對大電網的依賴外，尚可節能減碳及減少天災、人為攻擊或戰爭的衝

擊，是應納入智慧電網布建及管理考量。 

3. 區域化發電預測與負載預測及預測技術精進 

區域化電網供需平衡與自主，為電網韌性強化及節能減碳的主要方法與手

段。因此，小尺度、區域化的分散式再生能源發電系統的發電預測及負載

預測至為重要，且應與地理圖資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結合，始具應用價值。又因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發電的發電量隨時間動態

不規則變動，具間歇性，且常因天候變化或日出日落而快速變化；而負載

則會因使用者行為改變，如工作、休息、節日等而改變，亦會因響應需量

反應或時間電價方案而隨機變動。因此，時間亦應納入預測參數中。加上，

為因應智慧電網電力調度與負載管理需求，須以動態方式預測小時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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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週前等之負載與發電量以供智慧電網應用需求，其準確度與預測技術

應再精進，使能增進電網韌性強化及系統運轉效率。面對電網中分散式發

電或能源資源種類、數量的越來越多，分佈越來越廣，且遍及各電壓階層，

其預測與精度要求將是能源轉型中的一個重大挑戰，故須以先進的分析技

術與輔助設備來預測、分析與應用。 

4. 備用容量(率)與備轉容量(率)應適時及動態滾動檢討 

2050 淨零排放政策導致能源轉型，電力不論在供給端、需求端或電網端都

有革命性的改變。是以，電力系統的備用容量(率)與備轉容量(率)應適時及

動態滾動檢討，以資妥適，避免浪費或因不足致生系統穩定或安全問題。 

5. 系統局部及全黑啟動復電技術的精進及機制與準則的建立 

2050 淨零排放政策導致能源轉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生活轉型，在進

行 2050 淨零排放措施的路徑上，不論在供給端、需求端或電網端的能源資

源、系統架構都有明顯的改變，包括可能已有遍布的、大小不一的微電網

仍在持續運作，是以，電力系統的局部及全黑啟動復電技術應予精進，並

應建立妥適機制與準則，及予滾動檢討，以資妥適。 

6. 加速智慧電網布建 

智慧電網在實現 2050 淨零排放上具關鍵地位，也是強化電網韌性最經濟、

有效的措施，其涉及之設備、系統、方法、技術、服務多元且複雜，應由政

府主導推動，方有成事之可冀，也才能及早發揮智慧電網的廣大功能與效

益。電網韌性的強化應透過智慧電網來實現，無法以零碎的、個別的設備

或系統的汰舊換新來遂行，且後者會因缺乏整體性、系統性，不易發揮最

大綜效。 

7. 加速智慧電表基礎建設 

智慧電表的普及化是實現智慧電網的基礎，台電公司於 109 年完成全台約

109 萬具智慧電表安裝，110 年累計完成全台約 150.1 萬具，統計至 111 年

8 月 31 日止仍僅達 174.7 萬具。另查，台電公司預估將於 2030 完成低壓用

戶智慧電表 600 萬戶布建，2035 完成所有低壓用戶智慧電表布建。如此的

智慧電表普及化進度應嫌遲緩，將無法及早發揮智慧電網應有的功能與效

益，智慧電表基礎建設(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 應再加速。 

8. 輸配電基礎設施擴充及升級 

電網韌性及智慧電網均奠基於良好、強健、具彈性的輸配電基礎設施上，

以目前台電電力系統而言，其基礎設施包含系統構型均尚有不及，必須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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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與升級，尤其是配電網之饋電線型式必須升級。目前台電配電網饋電線

型式以放射型(radial type)或放射連絡型為主，饋電線路彈性差、系統可靠

度不佳，應依其個別情況與需求，升級至常閉環路型(normally closed-loop 

type)、網目型(mesh type)或網路型(network type)，以提升饋電線路彈性

(flexibility)與系統可靠度(reliability)，及強化整體電網韌性(resiliency)。 

9. 電網中關鍵節點與線路應朝地下化發展 

一般電網以架空線路及地面設施居多，易遭天災及人為破壞，更無法應對

戰爭，對電網韌性影響至鉅，考量現今國際情勢及兩岸關係，電網中關鍵

節點 (包括電塔、變電所、開閉所、調度或控制中心等) 與線路應朝地下化

發展，以強化整體電網韌性。 

10. 能源資源的量化與滾動檢討修正 

智慧電網在未來的電力與能源安全及國家安全上均具關鍵地位，因實現

2050 淨零排放將導致能源轉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生活轉型，甚至教

育轉型。智慧電網在轉型過程扮演關鍵角色，用以確保電力供應的安全、

穩定、可靠，並應在符合 21 世紀中葉高電力品質要求下，維持民眾可接受

的、負擔得起的(affordable)電價費率。智慧電網是非常在地化(localization)

的技術，是以，在地的所有能源資源(energy resource)都應予以量化，包括

供給端、需求端、電網端，智慧電網才能據以布建；電網的調度、管理與

監控才能有所依循，才有足夠的資源與工具得以應用，亦方能實現前揭智

慧電網的功能與 2050 淨零排放目標。 

11.  推動智慧電網布建，政府應主導及擔任驅動者角色 

智慧電網內容繁雜，涉及跨領域、跨部會議題，且可獲利益龐大，包含量

化與質化效益，亦有直接與間接效益及財務與經濟效益之別，其合理分配

是智慧電網成敗的關鍵。是以，政府主管部會應擔負起主導、驅動者(driver)

角色，方有成事之可冀，也方能獲致智慧電網的最大綜效，使全體大眾均

受益。 

12. 所有成本與效益應儘可能價值化 

所有期初設置成本(initial cost)、營運與維護成本(ongoing costs)、外部成本

(external costs)及衍生效益等都應儘可能價值化，以貨幣計量，俾使 2050 淨

零排放及智慧電網布建路徑上，所有設備、資源的配置合理、恰當，利益

分配妥恰；亦即以貨幣化形式衡量 2050 淨零排放、能源轉型、智慧電網布

建等活動衍生對環境、經濟、社會及國家安全影響，進而對人類生活福祉

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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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需量反應擴大實施，以獲取經驗與實績，持續確保執行效益 

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 DR) 雖非創新應用，然其方案卻是仍在不斷成

長與創新，應用案例包括：頻率調節(frequency regulation)、旋轉備轉容量

(spinning reserves)、備轉容量(operating reserves)等服務來輔助降低批發電能

之價格與波動的一種應用，亦為一有助於提高電網穩定性的實施，是智慧

電網的殺手級應用技術(killer application)，應擴大實施，獲取經驗與實績，

包括價格為基型(price-based) 及誘因為基型(incentive-based)需量反應，且

應持續確保其執行效益。其中，以價格為基型需量反應方案 (price-based 

DR) 係用戶根據電力公司所設定按時間定價的各種電價方案來選擇與改

變他們在不同時間的用電量，俾在不影響電能使用的情況下，最大化節省

用電費用。而以誘因為基型需量反應方案 (incentive-based DR) 則係透過誘

因的提供來影響用戶在特定期間的用電行為。透過上述方案，需量反應鼓

勵用戶在系統負載尖峰時段減少電力的使用，必要時，移至離峰時段使用，

對電網運作可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即以較低廉的成本平衡整體電網電能

的供需。需量反應已被美國能源監管機構認定是智慧電網殺手級的應用，

且尚有許多與需量反應有關的創新技術待開發、測試與應用，預估應用潛

力強大。 

14. 電動車輛電池的巨大儲能容量，宜及早佈局規劃應用 

運輸載具的電動化勢不可免，未來台灣電動化運輸載具電池儲能容量將不

可小覷，若無妥善規劃可能造成電網不可承受的負擔，但若能妥善規劃為

電網資源，將有巨大的儲能容量可供電網調度運用，如何應用此儲能容量

來提昇電網的穩定性，並發展新的商業模式或產業至為關鍵，我國應及早

進行政策訂定、基礎環境建設、相關配套措施的規劃等。 

建議儘早量化運用電動車電池提高電網韌性的指標、KPI，以利真實展現運

用電動車輛電池的實質效益，並建議在電動車輛轉型的初期成立「整合推

動中心」，以減少在政策訂定及規劃階段跨部會分工間的盲點。由於電動車

輛充電場域需與智慧電網連結、初期須從規範上整合充電設備軟硬體介面，

未來才有機會運用電動車電池的資源，因此初期需要藉由「整合推動中心」，

以保留未來應用的彈性及機會。 

15. 電動車輛充電設施應廣泛布建，並應有 V2G 之功能、設備與機制 

電動車輛 (Electric Vehicle, EV) 智慧充電設施應廣泛布建，並應有 V2G 之

功能與機制，亦即在電動車輛推廣及充電設施建置初期，即應將 V2G 之功

能、設備與機制納入規劃、建置，俾能在智慧電網中發揮其輔助電網運作

的應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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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電力系統模擬分析技術精進 

邁向 2050 淨零排放路徑上，各種各類、大小不一、性質互異、分散或集

中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與發電量將逐年提升；傳統大型化石燃料電廠亦將

逐漸退場或轉為備援；智慧用電裝置、智慧電動車、儲能系統、產消合一

戶、智慧微電網、需量反應方案、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smart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等亦將如雨後春筍，大幅快速上市、應用。面對此一

高滲透率再生能源發電、大量又分散的智慧負載與智慧能源管理系統，且

均隨時間推移而動態變化的複雜情境，電力系統的模擬與分析技術必須大

幅度精進，否則將無法應付。是以，從規劃、設計至運轉、維護，全程的

系統模擬與分析技術均應大幅提升，包括靜態(steady-state)、暫態

(transient)、即時模擬(real-time digitial simulation)；平衡與不平衡三相電力

潮流分析、故障分析、緊急事件分析、穩定度分析、狀態估測等都應齊

備，方足應付未來嚴峻的挑戰。 

17. 節能減碳技術應朝更多元、更周全之層面推展 

實現 2050 淨零排放，節能減碳為關鍵項目之一，目前我國的節能減碳技術

大多停留在耗能設備或用電器具之能源效率提升、汰舊換新等上，且欠多

元性，局限在部分設備或器具上，節能成效有限，且已出現瓶頸。是以，

在邁向 2050 淨零排放路徑上，節能減碳技術應朝更多元、更周全之層面推

展，亦即：節能環境營造(環境降溫、建築方位選擇等)、節能規劃設計(適

量適度設計、自然採光、節能回路設計等)、自動監控管理(自動點減、情境

調控等)、節能維護保養(節能保養、最佳及動態參數設定等)、參與需量反

應方案(廣域節能減碳理念)等層面全面推展，方能獲得整體最大節能綜效，

因前述大部分技術或措施僅適用在新建築，是建議就新建物應有強制性的

節能設計、建置要求。 

二、法制面 

1. 完整 2050 淨零排放相關法規體系建構 

2050 淨零排放將導致能源轉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生活轉型，涉及法

規層面甚廣，且影響人民權利、義務甚鉅，相關法規體系應及早為完整盤

查與建構，以利依循。再生能源使用、建築節能、充電樁設置等均應有強

制性的規範，以利 2050 淨零排放的實現。再生能源使用率應非僅要求用電

大戶，尚宜以碳稅、碳交易或其他方式朝更廣泛用戶推展，激勵出更多的

產消合一戶(prosumer)；充電樁設置應預為要求有 V2G 功能，以利後續之

電網輔助運轉；新建築則應朝淨零排放方向引導，建築面積或樓層高度超

過一定值者，應有能源使用說明書的審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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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訂電網法 

制訂電網法 (grid code)，賦予電網業者(輸配電業)維持電網安全、可靠與品

質之責，亦規範所有發電業者、產消合一戶(prosumer)、用戶等自有系統併

網運轉者應能維持電網安全、可靠與品質之技術性規定等。是以，電力系

統的規劃、設計、運轉、管理、控制、電力品質及電業與用戶權責等均得

以規範、監管，有利各方依循及維護電網的安全、可靠與品質。 

3. 制訂分散式能源資源併網規則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八條第 1 項規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要求與電

力網互聯時，輸配電業應依電業法第八條及第十八條規定辦理；其併網技

術規範，由輸配電業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據此，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訂定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

點」，管制對象限定「再生能源發電系統」，無法包括儲能系統、再生能源

發電與儲能複合系統、V2G、氫基發電儲能系統、分散式非再生能源發電

系統、微電網等，應制訂分散式能源資源併網規則 (Rules for Interconnecting 

Distributed Resources with Electric Power Systems)，以利依循。 

4. 新建築應增加「能源使用說明書」的審查項目 

新建築應朝淨零排放方向引導，建築面積或樓層高度超過一定值者，應有

能源使用說明書的審查項目等。 

三、策略面 

1. 獨立電業監管機構設立與監管機制建立 

因應 2050 淨零排放、能源轉型等複雜又高度專業的議題，應設立第三方獨

立電業監管機構，以公正、專業的第三方監管電業，透過對臺灣現在、未

來電力負載的充分掌握，以縝密、正確的供需分析與系統規劃、設計、運

轉準則及規範，監管電業的措施、作為，適時提出不符合報告 (Non-

Conformity Report, NCR)及要求限期改善或矯正，以確保電網的穩定、可靠

與品質，支持與維護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 

2. 智慧電網系統與設備查證與驗證量能提升 

我國「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 401 條規定，略以「左列各款主要設備

應經本條所指定之單位，依有關標準試驗合格，並附有試驗報告者始得裝

用。 一、避雷器、電力及配電變壓器、比壓器、比流器、熔絲、氣體絕緣

開關設備（GIS）、斷路器及高壓配電盤應由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

可之檢驗機構或經認可之原製造廠家試驗。」上揭條文規定僅就高壓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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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輸配電設備規範須依標準試驗合格始得裝用，惟在 2050 淨零排放、能源

轉型路徑上，低壓、分散式、新型態的能源資源，如：風力發電、太陽光電

發電、其他新及再生能源發電、儲能設備、電動車輛、虛功補償裝置、智

慧微電網、產消合一戶等；供用電設施與設備，如：新型含通訊介面與功

能輸配電設備、智慧變流器、智慧充電樁、智慧家電等；能源管理系統與

設備，如：能源管理系統(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MS)、配電管理系統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System, DMS) 、分散式能源資源管理系統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DERMS)、建築能源管理

系統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BEMS)、家庭能源管理系統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HEMS)、社區能源管理系統(Communit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CEMS)、電池能源管理系統(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BMS)等，將遍佈各地，亦將主導電網運作，其產品之安全、併網、

電磁相容性(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等規範至為重要，且因電網

數位化、智慧化緣故，單體設備、個別用戶等有依電網系統訊息或指令群

體響應的情形，因此，相關資訊安全至為關鍵，應能避免遭惡意攻擊，致

擾亂電網正常運作。是以，前揭各種各樣新型態能源資源、供用電設施與

設備、能源管理系統與設備等之查證與驗證之必要性與重要性至為灼然，

相關產品標準、測試標準、裝置規則、運轉規範等亦應齊備。目前國內相

關查證與驗證機構或測試實驗室不是尚待建立，就是量能不足，應及早補

足及提升，並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或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

(ILAC)會員認證之機構或測試實驗室驗證合格，以確保整體智慧電網之安

全與品質，順利能源轉型及朝 2050 淨零排放邁進。 

3. 加強國際合作交流 

2050 淨零排放目標以既有技術並無法實現，按 IEA 的評估，從現在到 2030

年全球淨零路徑碳排放量的削減大多來自目前成熟的技術；2030 到 2050 年

則有近半碳排放削減來自目前僅處於示範或原型階段的技術，因此，加強

國際合作交流至為重要。各國能源轉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生活轉型

情境雖有不同；智慧電網雖是非常在地化(localization)的技術，但主要的技

術、方法雷同，可相互借鏡，縮短研發或學習時間與成本，確保 2050 淨零

排放目標之實現。 

4. 智庫強化與持續運作 

2050 淨零排放政策涉及跨多領域技術，技術深度、廣度均非昔日情境所可

比擬，甚多技術、方法、材料、設備、工具、服務尚待開發，除須產、官、

學、研各界的通力合作外，既有智庫的研發能量也應強化，且應持續支持

其運作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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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業人才培育 

大專校院須培養更多綠領與智慧電網人才，為節能、減碳、再生能源、儲

能、智慧電網相關產業與電業注入新血，俾能穩健邁向 2050 淨零排放，並

兼維持電網安全、穩定、可靠與品質。 

6. 民眾教育 

2050 淨零排放將導致能源轉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生活轉型，均與大

眾息息相關。居關鍵角色的智慧電網，更需要鼓勵所有用戶的參與，例如：

智慧電網殺手級應用需量反應與智慧電動車等，都需有用戶普遍且持續的

參與，才能發揮其最大的綜效。因此，相關用戶教育至為重要。節能減碳

更應由家戶做起，從小開始教育，形成習慣及養成節能減碳文化，使 2050

淨零排放的政策與法規更易獲得共識與支持。 

7. 加強廣宣及社會溝通 

2050 淨零排放政策涉及層面甚廣，且均與大眾權益、生活息息相關，更需

要社會大眾的支持。是以，廣宣及社會溝通至為重要，不僅是部會間的溝

通，與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 NGO)、社會團體

及社會大眾等的溝通均應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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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台灣儲能需求量探討座談會議紀錄  

本專題第三章根據電網穩定的需求，進行儲能系統裝置量的探討。分析台灣

過去五年儲能系統發展軌跡及探討未來潛在需求，透過不同主題邀請各領域專家

代表引言，並透過座談會進行討論，整合跨域專家的建議，相關座談會的會議紀

錄如下，供相關單位參考。 

日期 會議主題 主持人 引言報告 共同研討代表單位 

8/3 上午 台灣 VPP/DR 

潛在量、情境

特性 

黃炳照老師 

王金墩研究員 

王釿鋊主任 

謝佩穎博士 

盧思穎主任 

台經院一所、中

山大學電機系、

成大電機系、台

電業務處費率組 

8/3 下午  台灣區域電網

特性、區域負

載特性 

黃炳照老師 

王金墩研究員 

王釿鋊主任 

謝佩穎博士 

陳朝順老師 

中山電機系、 

台綜院五所、 

台電配電處 

8/5 上午 台灣 PV Wind 

再生能源發電

特性 

黃炳照老師 

王金墩研究員 

王釿鋊主任 

施恩總經理 

吳緯峻課長 

謝佩穎博士 

晨晞公司、 

台電配電處、 

中正電機系 

8/30 中午 儲能系統（含

抽蓄電廠）的

電力調度應用

效益及需求量 

黃炳照老師 

盧展南老師 

王釿鋊主任 

周芳正處長 

洪通澤副處長 

謝佩穎博士 

台電調度處/配電

處/綜研所、 

環保署空保處、

北市府公運處 

8/31 上午 電動車 V2G

及儲能系統提

高台灣電網韌

性及可靠度潛

在應用情境 

鍾年勉所長 

王釿鋊主任 

李世亮經理 

吳成有博士 

謝佩穎博士 

Gogoro、 

台電綜研所、 

大都會客運 

8/31 中午 電動機車換電

站、儲能系統

暨汰役電池應

用情境 

黃炳照老師 

王金墩研究員 

王釿鋊主任 

艾祖華博士 

孫建中博士 

謝佩穎博士 

台達電、工研院

材化所儲能組、 

台電配電處/綜研

所 

9/8 下午 電動汽車 /巴

士用電情境及

V2G 潛在可行

應用情境 

黃炳照老師 

王金墩研究員 

王釿鋊主任 

謝佩穎博士 

王柏棠協理 

陳柏君協理 

裕電、鼎漢、工研

院綠能所、明志

科大、台電配電

處 

9/20 下午 供電系統風險

評估與韌性強

化 

盧展南老師 

王釿鋊主任 

陳彥豪博士 

易序權主任 

詹益光組長 

謝佩穎博士 

台經院、台電風

控中心/綜研所、

核研所、台大風

險社會與政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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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工研院

綠能所、中正大

學電機系..等 

 

一、台灣儲能需求量探討-從台灣 VPP/DR 潛在量、情境特性談起 

一、 時間/地點：111 年 08 月 3 日（三）上午 9:00~12:00/中技社八樓大會議室 

二、 參與人員：主持人：黃炳照老師（台科大化工系）、王金墩研究員（台電綜

研所所長室）、王釿鋊主任（中技社經產、資環、科工中心）；引言報告：謝

佩穎博士（銘傳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盧思穎主任（台經院一所）與

談專家：盧展南老師（中山大學電機系）、楊宏澤老師（成大電機系）、陳建

嘉組長（台電業務處費率組）；本社出席人員：科工中心芮嘉瑋組長、郭華

軒研究員(記錄)、陳世海研究員、王有康研究員  

三、 會議重點： 

1. 儲能的選用要綜合考量時空、地點、功能。在邁向 2050 淨零排放的過程上，

儲能將成為極重要的工具。儲能系統的價值很多元，在討論儲能應用時要看

用在哪，發電系統、輸電系統、配電系統、用戶端等，是進行快速調頻的、

或是長時間儲存到晚上放電進行削峰填谷的，選擇適當的儲能應用應依據時

間、空間來探討儲能系統如何選用、配置以發揮功能。 

2. 為了解儲能使用情境常參考國外經驗，但台灣應探討本土情境、分析利弊得

失，以試驗計畫評估技術可行性，提出需調整的法規、發展適當的商業模式。 

3. 電網儲能量推估，可從規劃、運轉兩個面向分別探討。從規劃的角度，建議

用 Loss of Load Probability (LOLP)來定義備用容量率，有效乘載容量、不同

機組故障率、日照時間、風能分配，再看要再額外補充多少儲能來達到可靠

度的標準。從運轉的角度，可針對運轉預測不準度，進行靜、動態模擬分析，

探討儲能需求。 

4. 議題 1：VPP/DR 儲能應用的情境 

(1) VPP 有技術與商業上兩種定義，要了解資源之能力與彈性，適合能量、

容量市場，還是輔助服務市場。 

(2) 作為分散型配電系統資源的價值應該在 local，除了進行試驗計劃，還要

有誘因，且隨時間地點而有不同，以測試可行商業模式。 

5. 議題 2：用戶端(住商 3-10 kW 小型儲能、工業級)建置需求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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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法規要求用電大戶設置儲能，但只能做削峰填谷、縮減契約容量錶

後的管理，但儲能若只提供需量反應不但不划算，更無法發揮其快速反

應的優點提供更多服務。 

(2) 未來建議研擬開放用電大戶儲能義務也可做輔助服務或參與需量反應，

能源局為避免 double counting，一個資源不能用在兩個地方，但仍應思

考如何改變才能充分運用儲能資源。 

6. 議題 3：運用電動車資源為移動儲能的優點、前提及限制 

(1) 電動車藉由 V2G 參與虛擬電廠，在台灣還有很多介面/技術/標準等問題，

車輛、充電樁尚無雙向應用利基，規格亦不一致，政府應儘速擬定明確

推動方案。 

(2) 電動巴士電量大、班次又固定，比小客車適合做 V2G。目前電動車時間

電價實施後，已有 45 戶申請，有很多是電動巴士用戶。 

(3) 電動車還未達經濟規模，120 kW 單向 DC 充電樁就要 110~120 萬。G2V

用 AC 充電樁，還要經過車載轉換器才能對電池充放電，速度尚不足以

讓車來參與輔助服務。 

(4) 儲能進到家戶，若只能透過需量反應參與，不能逆送電到電網，效益有

限，建議檢討法規。 

 

 

二、台灣儲能需求量探討--台灣區域電網特性、區域負載特性 

一、 時間/地點：111 年 08 月 3 日（三）下午 3:00~5:30/中技社八樓大會議室 

二、 參與人員：主持人：黃炳照老師（台科大化工系）、王金墩研究員（台電綜

研所所長室）、王釿鋊主任（中技社經產、資環、科工中心）引言報告：謝

佩穎博士（銘傳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陳朝順老師（義守大學電機

系）與談專家：陳朝順老師（中山大學電機系）、賴靜仙副所長（台灣綜合

研究院研究五所）、饒祐禎副處長（台電配電處）本社出席人員：科工中心

芮嘉瑋組長、郭華軒研究員(記錄)、陳世海研究員 

三、 會議重點： 

1. 未來情境電力系統嚴苛。高溫不斷創紀錄、用電量不斷創新高、增加電力系統

負擔。淨零排放過程中器具、載具優先電力化，亦將對電網帶來更大的挑戰。 

2. 配合能源轉型綠電優先，傳統旋轉發電機數量大幅減少，導致系統慣量與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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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足，影響電網暫態穩定度響應能力。綠能高佔比將使台電系統轉動慣量

不足，影響大型擾動之系統暫態穩定度。台電若系統虛功調節能力不足，將影

響系統供電品質與電壓穩定度。綠能系統發電量受天候影響而不穩定，可控性

較差，亦對電網韌性造成極大衝擊。 

3. 2020-2040 中部約有 70~80%再生能源、南部約 40~46%。備用容量明顯不足，

既使 4 GW 儲能都建好，仍可能不足。未來必須藉由儲能及綠能系統結合智慧

變流器提供輔助服務強化系統運轉能力。 

4. 以車輛 100%電動化為例，800 萬輛車平均每部 75kWh，電能共約 588 GWh，

既使電動車滲透率只有 20%，也還有 120 GWh，遠高於目前讓電壓平滑化所

需的 40 GWh，這些電能除了做輔助服務，也可做削峰填谷。未來全面車輛電

動化，上班地點停車位都是有專用電號的充電樁，電動車就可提供 AFC、備

轉容量…等需量反應、輔助服務的電源。 

5. 車輛全面電動化之後，電力系統每年發電量大約有 8~12%用於電動車充電需

求，如何透過政策引導降低電動車充電衝擊，需有量化的資訊來說明 2035 年

的情境，估算出儲能需求，及早做準備、找出較好的商業模式與策略，甚至也

可減少電廠建置的投入成本，未來在有限的土地及資源限制下，聚合商重要性

將越來越高。 

6. 建議相關計畫執行應該針對痛點、饋線特性去加強。更換新設備只是手腳，大

腦要能發揮，儲能管理系統、綠能管理系統要跟台電的調度系統結合。 

7. 議題 1：輔助服務、區域電網(穩定與壅塞)與鴨子曲線： 

(1) 光+儲辦法一出，饋線馬上被饋線蟑螂佔滿，真正要做儲能的人做不

了，政策面如何設計需注意避免饋線蟑螂。 

(2) 目前一般配電饋線一條併入約 2~3 MW 再生能源，現在為了綠能最大

化，雲林嘉義郊區等綠能熱區饋線容量已達 5 MW，大量電力灌回電

網，電壓因 PV 多而超標，若不管控與調節甚至可達 1.1 倍正常電壓，

要注意供電安全，因此目前配電系統再生能源可併網容量以不超過 3%

電壓額定值為原則。 

(3) 2025 再生能源若達到 20%，power 特定時間瞬時可能有 50~60%來自綠

能，光電風電多，建議導入即時電價，而非一成不變的用時間電價，同

時 power 跟 energy 要分開看。 

(4) V2G 實施後若電網供電不足，急需電力時要能從車輛供電給電網，對

車輛或車隊擁有者來說也增加電動車的價值。 

8. 議題 2：假日電動車新增用電情境 

(1) 高速公路服務區假日需求會更大，設充電樁需額外設置特高壓線路及變

電站，充電電價約 8~12 元/度。此價差應會讓車主仍以在家充電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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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速公路服務區用快充只要充到足夠回家即可，而非都要充到飽。 

(2) 100 kVA 變壓器約供應 30 戶人家，若每戶的車同時都充電，就會超過

負荷，要搭配使用 smart charging、IoT 等技術，家戶用電跟電動車充電

才不會超過區域供電量。 

9. 議題 3：儲能如何能最佳配置以有助於解決電網、電力品質問題、或增加再生

能源發電量前提及限制 

(1) 電動車的優點是充電時間是可轉移的，時間電價是引導電動車負載的策

略之一。用戶能配合時間就可用較低成本充電。但電巴、電動車以滿足

車輛使用為主，難免會有無法配合之情況，區域電網搭配儲能將有可能

動態調整用電。 

(2) 電動巴士用電需求快速上升，但區域輸配電系統可能尚未準備好。如：

松湖變電站尚未能設立，故導致內湖某客運業者數台電巴購置逾一年仍

無法充電、上路。 

(3) 裝置儲能的地點，應根據配電的饋線、負載特性、綠能裝置量來滾動式

盤點。 

i. 如若考量 N-1 輸電線路跟發電機組情境，例如台電明天有線路要維

修，若又碰到另一線路故障，哪些線路會造成壅塞、哪個地方會電

壓崩潰，調控決策如何訂才能穩住。 

ii. 隨著太陽能越來越多，ROCOF (Rate of change of frequency) 也會越

來越大。台灣 2050 PV 的容量至少 50~60%以上，ROCOF 值是可事

先估算的，輔助服務資源要及早準備。 

iii. 儲能在配電系統會跟 PV、Wind 搶線路資源、也會影響再生能源需

求。 

iv. 電動巴士每部 200 多 kW，未來若有一萬部電動巴士，同時約有三

千部在線上充電，當電網系統有狀況，用電緊急時要可放電。 

v. 亦須考量未來若有電動車供應商發出指令讓所有電動車同時充電，

會癱瘓特定電網，相當於對電網進行 Power Flow 攻擊的情境。 

vi. 配電網搭配 PV smart inverter 以及光+儲都是從源頭解決電壓變動問

題，透過各類電力電子設備可使區域電網調節更有彈性。   

vii. 應系統性考量儲能系統如何配置、能發揮最大效益。 

(4) 以往沒有綠能、儲能，建議台電系統規劃準則要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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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儲能需求量探討-從台灣 PV Wind 再生能源發電特性談起 

一、 時間/地點：111 年 08 月 5 日（五）上午 9:00~12:00/中技社八樓大會議室 

二、 參與人員：主持人：黃炳照老師（台科大化工系)、王金墩研究員（台電

綜研所所長室）、王釿鋊主任（中技社經產、資環、科工中心）引言報

告：謝佩穎博士（銘傳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施恩總經理（晨晞能

源科技）、吳緯峻課長（台電配電處）與談專家：吳元康老師（中正大學

電機系）本社出席人員：科工中心芮嘉瑋組長、郭華軒研究員（記錄）、

郭佳韋助理研究員 

三、 會議重點： 

1. 許多國家在再生能源安裝時就要求搭配儲能以穩定電壓變化，台灣儲能發

展過程邊走邊看，往往會將問題往後延、會變成系統性問題而更難解決。 

2. 台灣需要多少儲能，應以科學方法、在地客觀數據來估算儲能需求，建議

參考 IEEE 報告，了解電力系統結構、負載、分散式資源、定義情境，相關

規格，進而導出工程模型來估算出最少資源的最佳配置。 

3. 目前儲能目標量是以政策目標 Top down 規劃，建議仍要從需求面 bottom 

up 探討、滾動修正。短期建議如下： 

(1) 優先以區域為案例探討某些限制條件下需要多少儲能量，例如特定變電

所壅塞的情況，以配電系統來看需要多少儲能，以頻率穩定來看輔助服

務的量有多少，有多少從儲能來。系統性逐步分階段討論及分析。 

(2) 建立台灣可行的商業模式。台灣目前售電 2,100 億度，全面電動化後 EV

佔 8~12%電能，考量區域電網、PV 併網量等資料，再由解決電網不穩定

的資源需求定義商業模式。 

4. 台電發、輸、配、售要分家，中油加油站也將變成區域微電網的能源 hub；

發、輸、配、售要擔任什麼角色、需要多少儲能，這些條件會隨時間逐步

變化，因此各類商業模式要定義出來，可能才會比較好規劃。 

5. 政府的政策若不確定就是一個風險，能源轉型、淨零排放、電動車的政策

都確定後，資料開放的充足性可降低創造之新型態商業模式的風險。 

議題 1 台灣再生能源發電特性 

1. 西北雨等極端情境，需要預報不確定度的分析，不是單一數值，而是機率

分布值，對系統安全會有更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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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生能源最大問題就是歷史統計資料不代表未來的發電特性。 

3. 舉例而言，高雄市區地價成本高，所以南部屏東、郊區裝得比較多，但原

本饋線是依照用電負載裝設的，郊區原本饋線少，造成電力局部壅塞，中

南部 PV 發電量已超過負載量，未來南電北送也是必需的作法。 

4. 電力品質有看到電壓偏高，雲嘉饋線雖略超過負載但沒有發生問題。 

5. 案場聚集夠多才能以共用升壓站併到高電壓的輸電端，但現在多數小案場

只能併入低電壓的配電端，電流高，損耗大。 

議題 2 淨負載曲線變化 

1. 台灣為孤島系統，再生發電量過多時我們可用儲能、抽蓄電廠調度、棄風

棄光來因應，負載端也可用尖離峰價差負電價等機制來平衡發電與負載。 

2. 早晚 ramping 調度的差異在於早晚機組餘裕不同。當再生能源越多，傳統

機組的彈性（minimum load、ramping 速度）要增強，或搭配其他緊急措施。 

議題 3 預測失準情境 

1. 去年曾發生 PV 瞬間掉 30%, 其他發電機組要瞬間補上很困難，電壓、頻率

會降低，未來 PV 增加，這個衝擊會更大。 

2. 再生能源量大，預報誤差%降低，但誤差量還是大的。 

3. 要設想電動車增加、儲能使用的情境。 

議題 4 其他情境 

1. 負載預測要先健全，以免儲能成本過高。預測精準，儲能投資就不用過高。

儲能根據目的需要有不同功用，如頻率調整、削峰填谷，都需要不同的量、

不同的反應速度。 

2. 儲能有能量型、功率型，設置區域要注意 AFC 功率型放在太陽能熱區會造

成區域過載，若沒有管制規劃、放任業者申請，將造成局部案場無法併入

電網。 

3. 發電與負載在同區域，不佔用線路容量，儲能加入可使線路容量更高，但

也要看在哪一端。例如原本 5 MW 容許量在局部可能超過變成 7 MW。 

4. 若 E-dReg 放在饋線熱區做 AFC 輔助服務，因為電量大亦可能造成區域饋

線壅塞。 

5. EV 比例高之後，多位於都會區，可能會造成饋線壅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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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儲能是局部全黑啟動的重要工具。 

 

 

四、台灣儲能需求量探討-儲能系統（含抽蓄電廠）的電力調度應用效益及

需求量 

一、 時間/地點：111 年 08 月 30 日（五）中午 12:00~14:30/台科大電資大樓地下

室(EE B09) 

二、 參與人員：主持人：黃炳照老師（台科大化工系）、盧展南老師（中山大

學電機系）、王釿鋊主任（中技社經產、資環、科工中心）引言報告：周

芳正處長（台電調度處）、洪通澤副處長（台電配電處）、謝佩穎博士（銘

傳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與談專家：鄭金龍前處長（台電調度處）、

蔡孟裕處長（環保署空保處）、張元榜科長（台北市政府公運處）、王金墩

研究員（台電綜研所所長室）本社出席人員：科工中心芮嘉瑋組長、郭華

軒研究員（記錄）、陳世海研究員 

三、 會議重點： 

1. 氣候變遷，不但讓用電負載創新高、但更容易發生局部大雨，將對電力系

統造成更大的衝擊，若能及早因應，讓再生能源與電動車儲能相關政策發

展互為解方，將有機會把挑戰變商機。 

2. 建議台電風控中心應該與電源開發處、系統規劃處等單位，共同研討十年

以上尺度的策略規劃。 

(1) 短期建議先針對雙北 110 處公車場站找出哪些是電力瓶頸區，評估各場

站電力核供的狀況。 

(2) 目前電動公車的數量還不是很大在台北就有衝擊，未來再放大數量，各

縣市可能都會有衝擊，應儘早模擬情境並規劃相關因應措施。 

(3) 目前調度仍很仰賴抽蓄水力，但若遇上缺水情境，將威脅整個電力系統。 

3. 短期解決松湖變電站附近饋線壅塞，若希望周邊電力用戶配合需量反應，

需有足夠誘因。 

4. 台灣早上負載不高，所以早上的 ramp up 較容易處理，夜尖峰因負載較高，

調度較難。 

5. 儲能系統設置地點哪裡好、如何判斷，應與各方共同研討、合作準備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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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情境之配套措施、擴大緊急應變能量，利用模式分析、協助投資者找

到最好效益的位置，以維持穩定供電之基礎。 

6. 以往偏經濟調度，現在是經濟與環保共同並行。台灣空污特徵，有區域性，

中南部較嚴重，較嚴重的季節是冬天。但臭氧還待改善。臭氧跟陽光有關，

若儲能可把白天 PV 發電儲存放到晚上用，有助於減少臭氧產生。 

 

 

五、台灣儲能需求量探討-電動車 V2G 及儲能系統提高台灣電網韌性及可靠

度潛在可行應用情境 

一、 時間/地點：111 年 08 月 31 日（三）上午 9:15~11:15/中技社八樓大會議室 

二、 參與人員：主持人：鍾年勉所長（台電綜合研究所）、王釿鋊主任（中技

社經產、資環、科工中心）引言報告：李世亮資深經理（Gogoro 

Network）、吳成有博士（台電綜研所）、謝佩穎博士（銘傳大學風險管理

與保險學系）與談專家：張震寰副理（大都會客運）、林竺筠專案經理

（Gogoro Network）、王金墩研究員（台電綜研所所長室）本社出席人

員：科工中心芮嘉瑋組長、郭華軒研究員（記錄）、陳世海研究員 

三、 會議重點： 

1. 就電動機車而言，Gogoro 提供能源網路平台，台灣與國外已有十個品牌使

用 gogoro 的電池系統，並應用於交通號誌燈的不斷電系統/智慧停車柱、將

跟 Enel X 義電合作成為虛擬電廠資源。以 Gogoro 早期的台北延吉街換電

站為例，起初約 3,000 人次換電(6,000 顆電池)/月，現在成長到 15,900 人次

(31,800 顆)/月。現在全台有兩千五百多個換電站（每天 19 萬次交換電池）。

GoStation 3.0 最大電量約 333 kWh（196 slot、1.7 kWh/電池）。[2023/1 更

新] 

2. 而電動巴士一個公車場站充電所需容量最少要跟台電申請 1,000~3,000 

kW。每輛電巴晚上最少要充電 250 kWh，用 50 kW 的充電樁最少要充 5 小

時。若為快充的充電樁充電功率將逾 300 kW 

3. 台電綜研所結合 GoStation、太陽光電、V2G 充電樁、儲能電池…等已完成

智慧電網展示、並以部分重要負載建立儲能全黑啟動功能技術示範。有助

於未來善用儲能、電動車輛電池資源在微電網及虛擬電廠功能下，解決區

域瓶頸問題、提高台灣電網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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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灣儲能需求量探討-電動機車換電站、儲能系統暨汰役電池應用情境 

一、 時間/地點：111 年 08 月 31 日（三）中午 12:00~14:30/中技社八樓大會議室 

二、 參與人員：主持人：黃炳照老師（台科大化工系）、王金墩研究員（台電

綜研所所長室）、王釿鋊主任（中技社經產、資環、科工中心）引言報

告：孫建中經理（工研院材化所儲能組）、艾祖華博士（台達電）、謝佩穎

博士（銘傳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與談專家：饒祐禎副處長（台電配

電處）、鍾年勉所長（台電綜合研究所）、本社出席人員：科工中心芮嘉瑋

組長、郭華軒研究員（記錄）、陳世海研究員 

三、 會議重點： 

1. 太陽下山三小時內淨負載變動量約 3 GW，若僅運用火力機組很難快速接

上，但若搭配儲能電池將可以很快反應，可使台灣電力供應在第二尖峰時

更穩定。電動車一般在用戶端、高負載量之都會區，未來若能善用電動車

資源從負載端提供電力系統調度資源，將有助於提高區域電網的品質。 

2. 台灣有 1,400 多萬輛機車、600 多萬輛小客車、1.5 萬輛電動巴士，還有換

電站都可作為儲能資源，包括汰役電池再利用，但仍須考量規格、種類的

限制。 

3. 車輛可以設定電池可以 V2G，但要逆送電達到提供智慧電網服務，關鍵還

是充電樁要有此功能。 

(1) Nissan Leaf（只有 40 kWh）有開放 V2G，但是有限制條件以保護電池安

全範圍，維持電池保固。此電量的車款適合市區短途使用，因此車輛容

易長時間靜置在供電瓶頸區，此車款、情境有可能較有 V2G 的價值。然，

逆送電回電網，充電樁一定要有 V2G 的控制裝置，並具備相容的通訊協

定。 

(2) 在用戶端、錶後的電動車參與輔助服務還要檢討如何開放。若單純參與

需量反應來降低用戶契約容量，則無此限制，若要逆送電回電網，須經

台電審查，低壓(600 V 以下)的部分，”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補充:

第 396-16 條) 裡已有開放。高壓(600 V~25 kV)的部分有在檢討，今年

應會開放儲能逆送電，例如聚合相當多電動車，就可從高壓端逆送電。 

4. 儲能量的規劃，分為(1)功率型（dReg 動態調頻、sReg 靜態調頻，需求 500 

MW, 台電自建 160 MW, 採購 340 MW） (2) 增強型動態調頻備轉 E-d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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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MW，(3) 光加儲 500 MW，到 2025 年共計 1.5 GW。 

5. 汰役電池性能沒那麼穩定，建議參加 sReg 靜態調頻，兩大電動機車換電站

合計已超過 3 千個站，未來汰役電池數量、容量相當大，可進一步了解業

者對汰役電池的計畫。但若兩三年後電池能量密度更高，價位又只有現在

1/2，屆時利用汰役電池的價值可能會不高。 

6. 大陸早期電巴碰到電池壞掉，只能東拼西湊讓部分車輛可跑，客運業者購

車時需請車廠提供清楚的通訊技術文件，後續接手的廠商才有能力重做

BMS。為了統一規格，大陸電巴開始導入標準箱電池，甚至 CTP: cell to pack 

(不用 module，車的少數電池壞了直接整組 Pack 換)，其他國家礙於經濟規

模的限制、可能只能跟進。這在未來台灣大量電巴上路後電池更換策略上

應及早評估解決方案。 

 

 

七、台灣儲能需求量探討-電動汽車/巴士用電情境及 V2G 潛在可行應用情

境 

一、 時間/地點：111 年 9 月 8 日（四）14:00~17:00/中技社八樓大會議室 

二、 參與人員：主持人：黃炳照老師（台科大化工系）、王金墩研究員（台電

綜研所所長室）、王釿鋊主任（中技社經產、資環、科工中心）引言報

告：王柏棠協理（裕電能源）、陳柏君協理（鼎漢國際工程）、謝佩穎博士

（銘傳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與談專家：饒祐禎副處長（台電配電

處）、鄭榮和老師（明志智慧載具研發中心主任）、王漢英所長（工研院綠

能所）本社出席人員：科工中心芮嘉瑋組長、郭華軒研究員（記錄）、陳

世海研究員 

三、 會議重點： 

1. 未來供電端將有更多間歇發電的再生能源、負載端將增加更多電動車輛的

新增負載，兩者會造成電網更大的不確定性。台灣 2030 年市區公車將全面

電動化，2035 年太陽能裝置容量將有 40 GW、風力發電將達 20.6 GW，

2040 年新售小客車、機車都要是電動車。電動車是新增負載、再生能源可

能瞬間出力消失又恢復，為了穩定電網，需要更多電力系統輔助服務資源，

但資源土地都有限，如何配置及規劃儲能系統會最好，值得深入探討。 

2. 台灣儲能需求預估從五年前的 300 多 MW 陸續修改為現在 1.5 GW 的版

本，而現在廠商申請量已逾 4.5 GW，若能及早有更全面的觀點、更嚴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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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態度去探討台灣在這波趨勢產業機會是什麼、或是我們有什麼機會是

現在可以開始做的，將有機會找到未來適合台灣的藍海市場技術/產業。 

3. 對於電力系統而言，如何透過最佳儲能配置有效協助提高電網品質（如：

可靠度、強韌性、南電北送、饋線壅塞等）、如何運用未來會有的資源解決

地方電力系統問題、並增加再生能源發電量，為短期迫切需評估進而藉由

政策引導的課題。 

4. 電動汽車/巴士可能的用電情境及建議如下： 

(1) 電動汽車的充電站若是設置在高速公路周邊提供能源補充服務，通常為大

功率快充，而在百貨公司、大賣場、風景區、高爾夫球場的充電站，一般

為中小功率。 

(2) V2G 目前配套措施尚未完備，但就像電力交易平台，積少成多還是值得提

出誘因讓大家願意配合。尤其在 SOC 50%附近充放電對電池壽命較無影

響、甚至比一直放著對電池更好。汽車平均每天行駛不到 40 km，若有 V2G

的營運模式、相關配套措施，車主會考慮參與以增加收入。 

(3) 電動車營運商，車多時若控制讓所有車同時充電，等於對電網攻擊，應納

入未來相關電網安全之配套措施。 

(4) 以電動小客車而言，充電行為的影響因素包括：時間電價、電動車行駛里

程。電動小客車目前的充電行為模式尚未定下來，未來車輛的里程數若增

加，將影響充電的行為。電動車的時間電價，亦將引導電動車充電行為模

式。 

(5) 為達到淨零排放目標，市區公車電動化前，建議思考路線重新整併規劃之

可能性，再評估車輛應搭載的電池容量、及充電站的安排。 

(6) 市區公車 7~9 am 跟 5~7 pm 尖峰時段班次最密集，而國道客運則為 24 小

時營運。台北市公車旅次，市中心旅次密集，但場站通常在路線端末。未

來在市中心，如台鐵高鐵站週邊，以及國道服務區，將要提供日間快充的

能源補充服務。 

5. 台灣充電樁面臨困難包括：直流充電介面尚未統一、電力資源有限若充電

站停電怎麼辦？營運商/品牌設備介面規格不同、電動小客車營運商政策補

助較弱廠商回收難預估等。 

6. 若僅靠補助政策推動，需評估補助政策退場後產業是否會泡沫化。建議除

了透過補助外，亦應考量以營運模式引導市場走向最合適的技術/產業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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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車輛電動化為未來必然趨勢，要讓電動車普及並成為智慧電網的資源之一，

有很多利害關係人的介面要考慮，並交集大家的需求。如：車主的想法、

電力公司的想法、車隊/客運業者的想法，交通部、電力服務業者，從這些

關係人中找到大家都有利益的交集，方能找到能永續的營運模式。  

8. 台灣空間狹小，都會區公共運輸發展，許多人擁有車輛但大多數的時間都

車停在家裡，車輛的電池若能好好運用，將有助於提高電網強韌性。因此

建議上位政策要明確、透過示範計畫讓上述利害關係人都看到機會，才有

可能藉由引導改變行為、讓政策相輔相成趨於正向循環、找出在台灣讓電

動車成為智慧電網可應用資源的關鍵因素。 

 

 

八、台灣儲能需求量探討-供電系統風險評估與韌性強化 

一、 時間/地點：111 年 9 月 20 日（二）12:00~16:30/中技社八樓大會議室 

二、 參與人員：主持人：盧展南老師（中山大學電機系）、黃炳照老師（台科

大化工系）、陳在相老師（台科大電機系）、王釿鋊主任（中技社經產、資

環、科工中心）引言報告：陳彥豪博士（台經院）、易序權主任（台電風

控中心）、詹益光組長（核研所）、謝佩穎博士（銘傳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

學系）與談專家：鍾年勉所長（台電綜合研究所）、鄭金龍前處長（台電

調度處退休）、梁佩芳組長（工研院綠能所）、陳斌魁老師（大同大學電機

系）、核研所團隊、台電團隊、周桂田主任（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

心）、吳元康老師（中正大學電機系）、王金墩研究員（台電綜研所所長

室）本社出席人員：科工中心芮嘉瑋組長、郭華軒研究員（記錄）、陳世

海研究員 

三、 會議重點： 

1. 未來電力系統之發展建議由能源主管機關、與相關部會及中央地方共同協

力以政策、法規來引導，不宜由台電來啟動各項措施，應該是政策主導、

電力公司執行、用戶端配合。 

2. 分散式能源比例增加後，停電事故更容易發生。台灣目前較輕忽再生能源

大量併網可能造成的問題，建議參考先進國家加強併網法規、運轉調度相

關規定。再生能源增加除了 inertia(慣量)減少，衍伸問題如： 

(1) 以英國雷擊造成斷電的例子而言，儲能、再生能源  Inverter Based 

Resource(IBR)會造成 power swing, osci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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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 IBR 大量併入電網，可能會有 Controller Interactions, 此點是國外電網

規劃會要求離岸風機業者須提供 Damping Control, 會要求責任點電壓在

某一區間帶，若不能符合，需額外投資設備如 STATCOM 以滿足電網法

規，日後的系統規劃，不再只是台電現在傳統的 Load Flow Analysis, 

Transient Stability Analysis, Small Signal Analysis, Short Circuit…等，建議

參考 NSWPHC (North Sea Wind Power Hub Concept)相關報告，才能預防

日後大量再生能源併網，造成台灣電力系統的大災難。 

(3) 共振會讓諧波電壓變大，諧波電壓會讓設備破壞。台灣目前僅管制諧波

電流，未有完善之諧波電壓管制標準，建議應速補強法規盲點。 

3. 台電對於現在式的問題著墨較多，對於長遠規劃較不足，建議長期的工作

現在就要開始。國外電源規劃會看未來十年，會先有個區域負載預測，再

看電網、每年檢討，電網夠強韌才能讓更多綠能進來。 

4. 台電風控中心目前主要的目的在於建立平台、加強橫向聯繫、強化溝通，

防止作業中人為操作錯誤、督導作業中重要設備風控執行情形，在操作面

強化、以增進穩定供電。未來建議增加系統面的強化，降低整體供電風險、

強化韌性。 

5. 除了基礎設施的設計，可即時通訊控管之 SCADA 也扮演重要角色，建議

台電未來在建這些資通訊系統的時候，希望可以跨處融合，避免跨系統之

間無法交換資訊（每個處、每個設備都有自己一套通訊）。 

6. 台電前幾年買了很先進的模擬系統軟體及硬體(即時數位模擬器 RTDS, 

Real Time Digital Simulator)，台電應可利用此系統模擬關鍵事件特定區域

之現象，台電這麼大的系統可能要分區域做上萬次模擬，那就很依賴模型

建立的正確性，建議投入更多人力，善用這套系統。電力系統複雜到一個

程度，除了靠專家之外，如果沒有這種狀態評估或 digital twins 的手段，很

難把關鍵問題一一找出來。 

7. 韌性跟彈性不同，韌性包括防災、天災、地變、戰爭，雖在極端事故下，

電網很難完整，但具韌性之電力系統可保關鍵區域仍可存活，並快速復原。 

8. 風控非常重要，透過有系統的管理、規避風險，問題會少很多。藉由內外

部稽核，請外部專家來查驗硬體、軟體、及管理面，事先找出弱點、進而

改善。 

9. 建議在規劃設計就要有多層防護系統，不能一個按鈕誤操作就大幅停電。

此外，除了考量電力整體系統現況可能的問題外，也要考慮未來情境。綠

能未來 2050 會到 60-70%或更高、淨零的架構下產業的用電與轉型，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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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能、新式的電力市場，需要系統性的來連結，而平戰轉換所需的基礎設

施，亦需要逐步建立。 

(1) 規劃設計需有 Fail Safe Design 的概念，如 815 大停電，肇因於中油更換

設備拆線過程，碰觸機殼短路，且因用同一控制器監控兩電動閥(MOV-

2229 及 MOV-2230)，此控制器失能，即停止供氣，再加上只有一條 30 吋

天然氣輸送管，才造成大停電；若中油有規劃兩條 24 吋天然氣管，且各

用兩個 DCS 控制器，815 大停電不會發生，此即規劃設計問題。另如 2022

年 3 月 3 日大停電，肇因於運轉操作人員在 SF6 壓力不足下，去投入由

馬達帶動(motor operated)的隔離開關(D.S.)才造成短路，以及後續系統保

護問題，及調度問題，才造成大停電，此若在規劃設計階段，利用 GIS 內

SF6壓力開關接點，若壓力不足，使其無法操作，即能防止當日誤操作造

成的大停電。台電宜多投入心力於相關規劃、設計。 

(2) 建議台電借鏡國外的經驗、縮短台灣學習的時間。EPRI, NREL, DOE, 

Guide house, ACEEE 都有風險管理報告、韌性分析理論及強化方式相關

報告，可作為未來面對天然災害(地震、颱風、雷擊、土石流、森林野火…

等)、人為失誤以及技術面問題(如設備瑕疵、設計及施工不當、電網架構

及設備老化、未能精準預測的負載預測及再生能源出力…等)等可能引起

電力品質(電壓、頻率…等)及供電可靠度相關問題之意外，提出因應提出

策略之參考。 

(3) 化工廠新設或擴廠時會有”化工製程危害分析”，從核電廠開始就有，

五輕是我國第一個做此分析的工廠。藉由有多年經驗、擔任過廠長、現

場操作的專家及相關幕僚參與，詳細檢討整個製程從頭到尾有哪些風險。 

10. 儲能不止可解決系統問題，也可解區域的問題。儲能是小型分散，輔助用，

不是解決整個系統問題。在區域端，儲能可能支撐整個家庭的用電需求。 

(1) 時間電價反應電力系統成本，未來在各區域節點，尖離峰、淨尖峰應該

會不同，南北、不同饋線都會不同。儲能系統需求量究竟要如何確認，是

為了電力系統輔助服務、或是饋線穩定可接更多再生能源、讓電動載具

可較受控的充放電，使 V2G 更有效率、哪種層級的儲能系統，要放電多

快、多久，未來要好好考量。 

(2) 天災、戰爭、地震，政府是否訂政策補助讓儲能可以在用戶端建立起來，

未來電網穩定不只是電網、系統的責任，用戶端也要一起參與。 

(3) 儲能有資源競合問題，尖峰電價調整，引導產業多在正午用大電量，因

為中午有大量的太陽光電。若負載能跟著再生能源發電調整，就沒有那

麼多削峰填谷的需求。通常調頻需要量不會很大，現在有 4,000 多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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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可能超過實際需求，台灣近期需求頂多 1,000~1,200 MW，將來再生

能源再多，至 2025 年調頻需求也僅需 1,500 MW，調頻不會全部用儲能，

AGC 的機制還是有用，所以儲能需求不會那麼多，如果我們只看輔助服

務的話，即時備轉跟補充備轉都未必需要用儲能。現在儲能的需求，除

了系統調頻輔助服務，很直覺的還有限制再生能源的出力變動，以及削

峰填谷，而削峰填谷又跟先前提的調整負載曲線有關。 

11. 未來建議要從法規制度面、工程技術面、經濟誘因面來思考，整個思考好

了再推。 

(1) 法規制度面: 

• 儲能在台灣現在產業界如火如荼在做，最後還需要政府發函請業者審慎

評估。不應該廠商拼命蓋、台電拼命給錢，然後再轉嫁到電價、到百姓

身上。儲能要放電用得先儲存，要當負載得先把電放掉，怎麼儲怎麼放，

用電價怎麼引導他，怎樣對電網安全穩定有幫助，這部分在政策面、電

網面應有更上位明確的全面方案。 

• 台灣電工法規還不允許 V2G，但美國 NEC Code 是可以的，美國已有雙

向充放電，如此才能引導創新，帶動新興產業。 

• 建築法大廈公用電力的問題使無 EV 的住戶反對充電樁…等、電力公司

若自己投入做雙向充放電生意，是否有與民爭利的狀況，皆待討論。  

• V2G 和充電樁的問題，若有相關創新研發應可改善，譬如搭配資通訊配

合配電站電網壅塞情況來自動充放電，以及可移動儲能充電站，政府對

電力的創新研發亦可提供獎勵措施。 

(2) 工程技術面: 

• 面對高溫、水枯、水災等未來情境，建議與相關單位合作，了解不同區

域極端氣候對系統、對電網韌性的影響。未來在更多分散式微電網的架

構下會有哪些問題，這些除了專業上需要做好準備，亦須讓民眾也知道

是否已準備好，因為只要發生過一次影響就很大。 

• 建議在規劃設計就要有多層防護系統，除了考量電力整體系統現況可能

的問題外，也要考慮未來情境。綠能未來 2050 會到 60-70%或更高、淨

零的架構下產業的用電與轉型，還有儲能、新式的電力市場，需要系統

性的來連結，而平戰轉換所需的基礎設施，亦需要逐步建立。 

• 公寓大廈若是單相三線式供電將造成三相不平衡、電力公司相關的變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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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容量以及線路是否足以應付充電站的電力需求，公寓大廈用電大樓是

否會有電壓降過大及電力品質的問題，以及電動車充、放電管控等相關

問題及障礙如何克服?  

(3) 經濟誘因面: 

• 充放電電價方案，例如美國有 19.99USD/月充到飽的方案，條件是充放

電時間由電力公司管控，離峰電太多時可讓這些車輛成為彈性負載，增

加電網彈性與韌性。這類方案當然也要有足夠誘因讓用戶可從中套利，

用戶才會積極參與。 

• 最近一次加州缺電危機(2022 年 9 月)，很多儲能設備提早放電，電網真

有需要時候已放光了。放電機制要再修定，除了價優時放電，也要考慮

到用電需求的時段。 

上述有關電動車相關議題、相關障礙均應及早檢討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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