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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最近國內為了電價調漲，引發物價上漲、民怨不斷，國內專家學者紛紛批評
政府，並對台灣電力結構提出檢討的聲浪。依照經濟部能源局的資料顯示，我國
發電總量約 92.2%依靠進口能源發電，其中火力發電約占 67%，核能發電約占
25.2%。近幾年，受到全球能源價格波動的因素，台電燃料煤成本占總成本的比
重，也從過去的三成，激增到六成。這樣的電力結構，只要全球能源價格波動，
國內電價也會受到影響。因此這個問題除了要求一般民眾節能外，找出適合發展
的自產電能，提高自給自足的能力，降低能源進口比例，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台灣雖然天然礦產缺乏，屬於多山的地形，但是四面環海、東北季風吹拂、
陽光普照，具有發展綠色電能的條件。本文除了闡述台灣綠色電能發展的歷程外，
並嘗試從台灣天然地形、氣候、人文經濟與現有開發技術四個面向，分析台灣綠
色電能科技發展的優勢與困境，再依據實施政策的現況與缺失，整合學者見解並
提出建議。

二、台灣綠色電能發展的歷程
台灣自民國 69 年的「能源管理法」開始，就透過政策投入綠色能源的研究。
民國 91 年提出「再生能源發展方案」
，後來修改為「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
此草案經過多次立院表決，終於在 98 年 6 月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立法，
正式邁入綠色能源發展新紀元。透過適當法規開發綠色能源，不僅加快發展，更
讓綠色電能的推展更為廣闊，以下為國內綠色電能發展歷程。
（一）風能
1.民國 69 年政府開始投入風力發電。
2.民國 80 年在澎湖七美架設國內第一座先導型風力發電廠。
3.民國 84-85 年完成澎湖本島風力發電示範計畫可行性研究修定。
4.民國 89 年在台灣推動「風力示範計畫」。
5.民國 90-91 年分別在雲林麥寮、澎湖中屯（圖一）
、新竹竹北設置三處風場。

6.民國 96 年設置彰濱工業區風力發電場（圖二），此工程是綠色電能發展
史上里程碑，同年 9 月提出「第一階段設置離岸式風力發電廠方案」。
7.民國 97 年首次引進英國對發展離岸風電之可行性評估。
8.民國 100 年於黃金十年政策中提出「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

圖一 澎湖風場
資料來源：澎湖縣環保局

圖二 彰濱工業區風場
資料來源：彰化縣政府旅遊資訊網

（二）太陽能
1.民國 89 年推行「陽光屋頂」，推出十萬戶設置太陽能設備。
2.民國 93 年推行「陽光電城」、「光電經典建築」（圖三），於建築物外牆
設置太陽光電系統。
3.民國 96 年推廣「陽光社區」（圖四）及政策推動公共工程有義務設置太陽
光電系統。
4.民國 98 年完成「高雄世運國家主場館」的太陽光電系統。
5.民國 99 年在屏東推出養水種電計畫，將太陽能光電板設置於魚塭中，讓
它漂浮於水面上發電。
6.民國 100 年在黃金十年政策中提出「陽光屋頂百萬座」的計畫。

圖三 臺灣歷史博物館
資料來源：太陽光電資訊網

圖四
陽光社區案例
資料來源：太陽光電資訊網

（三）生質能
1.民國 86 年設置八里污水處理沼氣發電廠。
2.民國 88 年設置第一座山豬窟沼氣處理發電設施（圖五）。
3.民國 90 年在花蓮縣豐濱鄉完成國內第一座都市廢棄物固態衍生燃料製造
示範場，並於民國 93 年啟用。
4.民國 91 年於「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提出國內生質能的界定，將國
內過多的垃圾、農工及ㄧ般廢棄物也納入生質能發展範圍。
5.民國 92-97 年間在各縣市發展多座廢棄物焚化發電廠、沼氣發電廠及工廢
棄物發電廠。
6.民國 98 年設置高雄市西青埔垃圾場沼氣發電。
7.民國 99 年成立屏東六塊厝廚餘沼氣發電示範場。

圖五
山豬窟沼氣處理發電設施
資料來源：雲林縣環保局

圖六

六塊厝廚餘沼氣發電示範場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

（四）地熱能
1.民國 70 年建造一座實驗發電廠，82 年停止實驗。
2.民國 88 年提出「清水地區溫泉水發電利用計畫」，但因為技術問題停止。
3.民國 92 年公布「地熱資源探勘補助要點」。
4.民國 94 年經濟部與宜蘭縣政府輔導廠商成立宜蘭清水地熱發電示範場。
5.民國 95 年啟動「地熱發電技術開發推廣計畫」。
6.民國 96 年啟動「地熱發電技術開發多目標利用推動計畫」。
（五）水力能
1.日治時期龜山發電廠開始運作，是台灣使用最早的綠色電能。
2.民國 46 年建立南投萬大發電廠。
3.民國 56 年建立桃園石門水庫發電廠。
4.民國 62 年建立曾文水庫發電廠。
5.民國 74 年建立大觀水力發電廠。
6.民國 78 年建立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廠（圖七），於民國 94 年除役。

7.民國 85 年建立大甲溪發電廠，範圍涵蓋德基水庫（圖八）、青山、谷關、
天輪等電廠與社寮、后里、馬鞍等機組。
8.民國 89 年建立卓蘭發電廠。

圖七
明潭水庫
圖片來源：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圖八
德基水庫
圖片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六）海洋能
1.民國 95 年能源局委託工研院研發國內第一座 500 瓦小型溫差發電實驗設
備。
2.民國 96 年台電公司為配合水利署規劃低溫模場，提出「複合成溫差發電
場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設計」計畫。
從國內綠色電能發展歷程中，顯示政府除了太陽能、風能與生質能發展比
較積極外，水庫的興建於民國 89 年卓蘭發電廠後，成停滯狀態，地熱能與海洋
能只發展到實驗與計畫階段，沒有實際的進展。形成這種發展模式的原因在於台
灣的天然條件、特殊人文與開發技術的影響。

三、台灣綠色電能發展的優勢與困境
台灣本身擁有豐沛的綠色能源可以開發電能，如太陽能、風能、生質能、
水力、海洋能等，但不是每一種能源都適合開發，從天然條件、經濟、生態
與現有技術方面來分析台灣綠色電能發展的優勢與困境，如下表：
類別

優

勢

困

境

1.台灣位居南半球，日照充足， 1.台灣建築形態不適合大量使用
擁有發展太陽能發電的條件。 太陽能設備，只有局部或小範圍
太陽能 2.台灣是太陽能光電板設備主
的使用。
要生產國之一。

2.民眾享有便宜電價，對裝置成本
過高的太陽能設備，接受度不高。

風力

1.台灣沿海、山區及離島富有潛 1.台灣為多山地形，受地形影響大，
力，都值得開發利用。
限制設置場的規模。
2.台灣每年有東北季風吹拂，具 2.風力機的設置場，往沿岸與外海
有發展的條件。
發展，引起當地居民與靠海維生
3.四面環海，海風強勁。
的漁民質疑與抗議。
4.能對於高山或離島、偏遠地區
的電能供給。
1.生質能所使用的原料來源多
樣化，有研發空間。

1.台灣容易受地形限制，缺乏適合
栽種的土地。

生質能 2.台灣地狹人稠，垃圾及農工
業廢棄物嚴重，可發展生質
能發電。

2.耕地不多，且單位土地面積可生
產的生質能密度較低，不合經濟
效益。
3.原料短缺。

1.台灣有北部大屯地熱區與宜

1.所在地點位於山區或外島因交通

蘭外海龜山島具有發展潛能。 不便所以開採不易。
地熱能 2.目前全省有地熱徵兆溫泉區 2.地熱發電成本仍偏高，不合乎經
中，初步評估約 26 處有開發
濟效益。
的潛能。
1.多山區，河流湍急，利於發
電。
水力能 2.興建水庫可利於水力發電。
3.有颱風帶來充沛雨水。

1.興建水庫會破壞生物棲息地，有
生態平衡問題，台灣生態保育觀
念抬頭，阻力變大。
2.台灣水土保持不夠完善，容易沖
刷淤積，減少水庫壽命。

1.對四面環海的台灣，發展海 1.設備容易腐蝕且有魚類生態的問
洋能條件不錯。
題。
2.台灣東部沿海擁有深達 3、4 2.台灣相關技術能力不足，無法克
海洋能
千公尺 的海溝，可提供冰
服不穩定的海洋環境與海水溫差
冷的深層海水。
3.有來自赤道的黑潮，是發展
海洋溫差發電和海流發電絕
佳的地區。

的問題。

由以上資料發現，台灣雖有蘊藏豐富綠色電能，在諸多因素考量下，卻無
法全部開發。其中地熱能發電考慮地點與成本，目前只成立一座宜蘭清水示範場。
水力發電的影響範圍較廣，有土地取得、生態平衡、人民生計等問題，阻力較大。
海洋能受限技術無法突破而不能開發。只有太陽能、風能與生質能的問題較小，
可以從政策面、經濟面予以解決。

四、台灣綠色電能的實施政策與建議
生產綠色電力是目前台灣能源發展重點之一。目前政府所實施的政策大都
以開發太陽能、風能與生質能為主。依據實施政策的現況與缺失，整合學者見
解並提出建議，期望能讓計畫更完善、政策有效率。
（一）太陽能
1.實施政策
（1）加強屋頂小型系統的設置：鼓勵民眾或工廠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
（2）增加以公共建築為主的大型系統設置：政府於新建公共工程中，優
先裝設再生能源裝置。
（3）以高電價躉購制度鼓勵參與：以高於現有電費回購綠色電力，鼓勵
民間將閒置空地設置大型太陽發電系統。
2.建議
（1）簡化民眾辦理程序，降低設置門檻與成本，以獎勵與減免方式以吸引
民眾參與。
（2）檢討高電價躉購制度實施的優缺點。
（3）加入智慧型電網的概念，以活用綠色電力，避免電力浪費。。
（4）檢視公共畸零地、老舊工業區用地等，用來架設太陽能光電系統。
（5）研發採用效率高的產品。
（6）採取產官學制度，將產業優勢結合政策推展。
（二）風能
1.實施政策
（1）設置大型風機發電組：從陸域走向海域，由政府設立風力示範場，並
與國際合作加強自主技術與研發能力。
（2）發展小型風機發電組：以高電價躉購制度，鼓勵民間設置小型風機發
電組。
（3）規劃區塊開發模式，發展大規模風場：吸引業者加入區塊開發，以
達經濟效益。
2.建議：
（1）顧及環境與漁業生態，以減少設置阻力。
（2）培養人才，以求技術自主，研發效率高的風機發電組。
（3）整合生產計畫，以活用綠色電力。
（三）生質能
1.實施政策
（1）設置 27 座都市廢棄物焚化發電廠、沼氣發電與農工廢棄物發電。

（2）農委會建議休耕土地種植短期能源作物。
（3）研發特殊作物，取代糧食作物。
2.建議
（1）研發小型生質能源發電組，以利於山區或交通不便之居民。
（2）研究種類多樣化的生質能原料，以改善原料不足的現象。
（3）以分散式發電代替集中式發電，縮短原料運輸時間、節省化石燃料耗
損。
綠色能源的確能提供我們對能源的另一種選擇，在實施階段，政府需要評估
與整合，評估實施的優劣，整合所有生產計畫，並活用綠色能源，讓好不容易發
芽的綠色種子，成長茁壯。

五、結語
這次調漲電價讓我們重新檢視電力結構的問題，提高自產電力比例，降低對
化石能源的依賴是我們的目標。檢視台灣的條件，綠色電能的發展應優先以太陽
能、風能、生質能為主，但發展要達到最佳的成效，卻必須從民間的力量開始，
由政府提供技術，輔導民眾發展自產綠色電力。匯集許多小型發電系統的發電量，
以達到與大型發電系統一樣的效果，是台灣可行的方向。政府的角色不僅是輔導
者，更是一個技術研發者，研發具有潛力的技術項目，以降低成本，增加民眾的
參與意願。因此，只有高效能的政府、有社會責任的民眾，才能讓政府黃金十年
政策中提出「陽光屋頂百萬座、千架海陸風力機」的計畫，達到成效，進而打造
一個綠色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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