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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動機 

  
臺灣電子業在過去15年經歷了快速成長，大量的臺灣電子零組件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佔有重要地

位，知名度不亞於Google、Apple等知名跨國企業，但在獲得成功的同時，卻也成為推動臺灣電力

需求成長的吃電怪獸。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針對臺灣各產業別耗電量的統計數據，過去15年間工業部門電力需求增加50%
，推動臺灣用電成長的75%，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又佔其中的69%；換言之，臺灣電子製造業造成

過去15年52%的用電需求成長，遠超過第二名化學材料製造業的13%（如圖一）。從電子製造業

大量用電行為對整體臺灣用電量造成的負擔來看，刺激臺灣經濟成長的同時，也應承擔相應的發

電社會責任。 
  

  
圖一  臺灣2003年-2018年部門別電力需求成長佔比  1

 
綠色和平認為，企業面對不斷攀升的用電需求，應該採取轉用再生能源作為主要的減碳方法，因此不

論企業規模，都可以參考本報告作為設定再生能源目標依據。 
 
本報告將從企業應用再生能源的經濟性及可行性出發，初步評估企業如何設定自身再生能源目標，希

望提供企業和社會大眾作為擘劃再生能源發展的方向。 
 
  
 

1 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局能源平衡表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web_book/WebReports.aspx?book=B_CH&menu_id=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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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業提高再生能源電力使用比例的方式 

 
受限於發電與用電場域的特性不同，再生能源應用時，仍有相當高的比例需要透過輸配電業線路

傳輸；另外，基於目前電力架構的現實面考量，一般也可以接受用額外的再生能源投資作為企業

採用再生能源電力的證明，像是採購再生能源憑證。因此在臺灣，企業提高再生能源電力使用比

例的方式，大致可區分為四種： 
 

1. 自行使用自建或自行投資再生能源 
 
企業採用再生能源最直接作法就是自行建置，並將綠電透過自設電網傳輸至自身用電場域

，達到直接使用綠能目的。優點是不會通過公用電網、免去其他非綠電混入的疑慮，缺點

則是需要花費企業較大的精力尋地、開發、電力管理，不過現在國內都有提供完整服務的

再生能源系統商，也可以選擇合作，如此企業只需新設一個對接部門。 
 
若各項條件允許，企業會優先選擇自己可控制的場地，如廠房屋頂、停車場雨棚等，透過

自行設置輸配電線，不須經過台電公共電網送電到用電場域（直供）。對於高用電密度企

業來說，廠房屋頂或停車場面積發電量有限，因此需要尋覓其他較大場地發電，再透過台

電線路傳輸（轉供）；雖然轉供須要支付台電額外輸配電費用，仍比其他電力輸配電費用

便宜許多。（圖二） 

 
圖二  台電公告2019年度各電力來源輸配電費用  2

2台電輸配電業各項公告費率http://powerwheeling.taipower.com.tw/powerwheeling/file/輸配電業各項公告
費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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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供電業者或電力交易平台簽訂綠電採購合約(PPA) 
 
企業沒有投資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而是透過與供電業者或是第三方平台簽訂購電協議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PPA)獲取再生能源，輸配電的方式可能透過直供或台電轉供。

優點是企業的一次性投入成本不會過高，又可透過合約獲得穩定的綠電來源；缺點是成本

會仍略高於自行建置，且通常會要求較長年限的合約，因此對信用評級較低的中小企業而

言也難以達成。相對而言，大型企業易解決資金、風險承擔、專業人才問題，因此簽訂

PPA就能解決綠電需求。 
 

3. 採購再生能源憑證（Green Certificates） 
 
再生能源電力因具備發電過程零碳排特性因此附帶環境價值，已有許多國家或認證機構開

發認證系統以及再生能源憑證，並在國際間互相承認。臺灣的再生能源憑證為T-REC，由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辦理，憑證交易則由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負責。 
 
在此模式當中，企業依然使用台電銷售的灰電 ，同時在交易平台採購再生能源憑證，提出3

使用灰電與憑證出售方的綠電交換之證明，也是廣義的綠電採購方式。採購再生能源憑證

一般是私下簽定合約，再透過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進行交易；優點是簡單方便，可以直

接在交易平台上購買，對於較難簽訂長期合約的中小企業比較友善，但缺點是來源不穩定

，且價格容易隨市場波動，因此也有很多廠商會與供應商簽定長期的再生能源憑證採購合

約，使得採購再生能源憑證可依廠商自身策略，選擇同時具有穩定交易與彈性交易兩個特

性。 
 
 

4. 結論 
 
企業要選擇何種方式取得再生能源電力，在主觀條件上與自身所能承受的成本、時間、穩

定度有關，客觀條件上則取決於自身資金額度及足夠信用評級簽訂對等合約或貸款。大型

企業因為資源較充足，有能力建立團隊進行較複雜的再生能源案場開發或合約協議，因此

在成本的考量下，選擇度電成本較低、穩定度較高的「自發自用」與「長期合約」兩種方

式比較合理。中小型企業相對資源較少，獲取貸款的壓力也較大，可改從非長期契約的

T-REC採購開始著手，之後市場出現更為直接的綠電採購平臺後，再轉往直接採購綠電，

可以獲得比採購T-REC更低的成本；如果中小企業自有房舍屋頂可使用，加上資金許可，

也能委由太陽能開發商建置，如此即可獲取相對便宜的綠電來源。 
 
 
 
 
 

3 無法區分再生能源或石化燃料為產電來源的混合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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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不同獲取再生能源電力方式的需求條件比較 

　 平均度電成本 自有資金需求 信用評級需求 供應穩定度 開發所需時間 

自發自用 低 高 高 高 長 

簽PPA或綠證長期
合約 

中 低 高 高 中 

每期採購綠證 高 低 極低 低 極短 

向公用或民營售電
業者採購 
（模擬情境）  4

中~高 低 低 中 短 

  

4 台電現在還沒有銷售綠電的資格，傳出經濟部著手研擬可讓台電出售綠電的雙軌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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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再生能源的目標設定 

 
再生能源因為發電時間受自然環境影響，無法隨時依需求發電，因此與向台電採購不同，應用再

生能源需要了解再生能源發電方式及自身用電需求，設計最佳配比，才有能力設定不同階段的再

生能源目標。 
 
設定應用再生能源目標有幾項原則，建議第一階段目標以「即發即用」為主，即電力產出後盡量

在廠內使用完畢，主因是儲能成本雖然下降快速，目前應用成本仍略高過直接設置再生能源，因

此若發電量多於實際用電量，就須設置儲能設備而增加成本。另外，借鏡國外經驗，在自由的電

力交易市場中，再生能源發電尖峰時間發電量供過於求，導致電力價格下降，因此掌握臺灣再生

能源的發電尖峰和電力結構，採購或建置與用電時間相近、「正確時間發電」的再生能源，可有

效地控制成本。 
 
再生能源的種類相當多元，考量各項發電方式所需土地、預算、技術成熟度，現階段臺灣企業能

採購與自建的再生能源為太陽能、風力與生質能；生質能發電彈性大，但目前安裝量低且燃料來

源受限，因此本報告主要討論臺灣已有大規模鋪開的太陽能與陸域風力發電形式。 
 

1. 再生能源依時間特性的發電行為分析 
 
由於臺灣本島地處北半球，北迴歸線 ±2度內，受到太陽直射北迴歸線的影響，每年夏季的

6月至9月為太陽能的發電高峰，佔了太陽能全年發電量的41%，冬季的11月至隔年2月則

為太陽能發電的低谷，僅約全年發電量的28%（圖三）。 
 
風力發電則與太陽能相反，屬於「冬強夏弱」，由於臺灣風力主要來自受海陸地型影響的

東北、西南季風，以及受緯度位置影響的東北信風，夏季時西南季風與東北信風互相抵銷

，風力極弱，反而冬季時東北信風與東北季風彼此加成，加上臺灣海峽地形產生狹管效應

增強風力，帶來臺灣西海岸冬季強勁風力，10月至隔年2月佔了風力全年發電量的近70%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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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臺灣太陽能與風力發電狀況分月分布  5

 
除了全年度發電分布外，我們也需要觀察再生能源單日的發電分布（圖四）。普遍而言，

太陽能從凌晨5點開始有微量電力，接著迅速爬升，中午12點抵達發電高峰，直至晚上7點
發電效率趨近於0，呈現以中午12點為中心線的對稱分布。 
 
風力發電的全日發電分布變化不太明顯，僅在下午2-4點有些微的發電高峰，受到上午太

陽照射、陸地開始吸熱，造成溫度梯度改變、導致海風增強，因此發電能力略為上升，整

體而言風力發電的日均發電曲線分布相當平均。 
 

 
圖四 臺灣太陽能與風力發電狀況分時分布  6

 

5 數據來源為台電2016-2018年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分月發電數據，整理自工研院懂能源視覺化圖表 
6 數據來源為台電2016-2018年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分時發電數據，整理自工研院懂能源視覺化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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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電子業的用電行為分析 
 
由於電子業幾近於24小時生產，用電需求分布主要跟氣溫、節假日有關，例如白天或夏季

較高的氣溫會增加冷卻用電，而節假日工作密度較為緩和，因此用電需求也會略為下降。

（圖五）（圖六） 
 

 
圖五  臺灣電子業用電負載與再生能源發電分月分布  7

 

 
圖六  臺灣電子業用電負載與再生能源發電分時分布  8

7 電子業用電分布數據主要從電子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台電行業別用電統計資料、電子業生產與耗能文
獻、專家諮詢等來源進行歸納整理與推估計算。 

8 電子業用電分布數據主要從電子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台電行業別用電統計資料、電子業生產與耗能文
獻、專家諮詢等來源進行歸納整理與推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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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用電負載設定臺灣電子業應用再生能源的合理目標 
 

綜合再生能源發電狀況與企業自身的用電負載曲線，接著要找出最佳匹配模式，以設定合

理的再生能源應用目標。首先，自發自用再生能源電力為優先考量，建議使用全年每日24
小時分布曲線中，風力與太陽能所需裝置容量最低值設立目標。 
 
電子業如果要在特定時段完全藉由單一再生能源電力滿足其用電負載需求，所需的太陽能

或風力的裝置容量的倒數，在圖中顯示的值越高，表示所需的太陽能或風力的裝置容量數

越低，意味著如果不想在年內有超額生產的發電量的話，這個時段所需的裝置容量為最大

值。結果顯示，太陽能在6月份中午12點、風力發電在1月份15點，所需裝置容量最小，可

作為初步再生能源目標的上限值。 

 
圖七 太陽光電全年發電尖峰時段標準化分布  9

 

 
圖八  風力發電全年發電尖峰時段標準化分布  10

9 以發電電尖峰為100%時，其餘發電時段之發電百分比。 
10 以發電電尖峰為100%時，其餘發電時段之發電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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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台積電為例，2018年用電量為124億度電 ，根據此用電需求與負載分布計算，推算出11

自發自用的太陽能裝置上限容量為2.45GW、25億度電，風力發電的裝置上限容量為

2.44GW、51億度電。隨著太陽能與風力的配比不同，所能達到的再生能源電力佔比目標

也會在20.1%-41%之間變動，其中風力發電佔比越高，整年度再生能源佔比也就越高（如

圖九）。 

 
圖九  再生能源電力中，使用風力與太陽光電的佔比對可獲得的總再生能源電力量(左縱軸)

與佔比(右縱軸)的影響 
 
之所以提升風力發電佔比就能提升整體再生能源電力，主因是風力發電在單日的發電分布

較為均匀（圖六），發電量能分散在各個時段中，要有足夠裝置容量才會在尖峰時段符合

用電需求，因此可容許裝置容量上限也比較高，而太陽能因為發電較為集中，即使較低的

容量也會在中午的尖峰時段達到需求值，因此對用電負載曲線較平穩的電子製造業而言，

在初期「即發即用」的需求下，風力發電會是首選。 
 
 
 
 
 
 
 
 

11 台積電2018年CSR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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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臺灣風力發電冬季表現太強，如果因此拉高風力發電佔比，可能造成每月度再生能

源佔比極度不均衡、不利後續更高佔比的再生能源發展，所以企業在第一階段可設下能源

目標為20~41%，而風力發電採購或建置容量可在第一階段達標後，適度調整至50%或以

下佔比。 
 

 
圖十  風力發電佔比對整體再生能源佔比的影響 

（淺色為較高風電佔比、較低太陽能佔比/深色為較低風電佔比、較高太陽能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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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高綠電使用比例對企業所造成的經濟影響分析 

 
整合再生能源發電模式、用電時間等需求設定合理再生能源目標後，設置成本也是重點。 

 
多數人對於再生能源仍停留在「昂貴電力」、「使用大量再生能源將嚴重衝擊企業利潤」等誤解

，然而根據研究指出，部份地區再生能源已是最便宜的電力選擇 ，且售電業者通常採用分時或12

階梯電價，用電戶在用電尖峰改使用再生能源電力來取代向售電業者購電，可以有效減少用電成

本。在本章節將分段探討使用再生能源對企業造成的經濟影響程度，釐清企業使用再生能源，並

不會嚴重衝擊成本。 
 
首先以近年再生能源電力成本發展趨勢，綜合技術路線與歷史軌跡推算2030年再生能源電力成本

；其次從企業經濟效能表現，分析電力成本在臺灣電子業營收與利潤佔比，和100%再生能源電

力成本對企業利潤影響程度；最後延伸至企業如何從再生能源電力設置成本，設計出適合的再生

能源佔比目標。 
 

1. 再生能源成本 
 
根據國際能源署IRENA所發布的《2018年再生能源成本報告》 ，全球太陽能平均發電成13

本已從2014年USD 0.165$/kWh下降到2018年USD 0.085$/kWh，同期的陸域風力發電從

USD 0.074$/kWh下降到USD 0.055$/kWh，離岸風力則是從USD 0.185$/kWh下降到USD 
0.126$/kWh。再生能源從各個角度來看，都是下降成本最快速的電力之一（圖十一）。 
 

12 Levelized Cost of Energy and Levelized Cost of Storage 2018 
https://www.lazard.com/perspective/levelized-cost-of-energy-and-levelized-cost-of-storage-2018/ 
Levelized Cost and Levelized Avoided Cost of New Generation Resources in the Annual Energy Outlook 2019 
https://www.eia.gov/outlooks/aeo/pdf/electricity_generation.pdf 
Solar and wind now the cheapest power source says BloombergNEF 
https://www.powerengineeringint.com/articles/2018/11/solar-and-wind-now-the-cheapest-power-source-says-bl

oombergnef.html 
 
13 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Costs in 2018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19/May/Renewable-power-generation-costs-i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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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owerengineeringint.com/articles/2018/11/solar-and-wind-now-the-cheapest-power-source-says-bloombergne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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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國際再生能源電力成本趨勢 

 
再生能源發電成本得以快速下降，受惠於主要設備成本下降，根據《2018年再生能源成本

報告》顯示，在陸域風力與太陽能系統成本達45%~76%的風機與太陽能面板，於

2014~2018年間降價幅度分別為32%與60%，帶動了陸域風力及太陽能的整體成本下降

13~40%。 
 
同樣在這五年間，由於臺灣躉購制度肩負本土產業保護及地方利益等多項責任，臺灣太陽

光電躉購費率走勢無法反應國際成本下降趨勢，陸域與離岸風電的躉購費率更是逆勢增加

，降低企業對外採購再生能源電力意願；如果企業希望更進一步降低成本，建議朝向自行

建設或合作投資，也可以考慮納入國際設備競價。不過初期企業提升再生能源佔比，仍會

以對外採購電力為主，本報告後續討論將以躉購電價作為成本計算基礎。 
 

 
圖十二  臺灣再生能源電力躉購電價趨勢 

 
 

13 



 

以躉購電價為計算基礎，可得出2018年20kW以上的太陽光電建置成本為新台幣40-50元/W
，平均年化度電成本（LCOE, Levelized Cost of Energy）為新台幣3.54~4.43元/kWh，過去

五年的年均降幅為3~6%。風力發電與離岸風力現況較難由企業自行建置，因此直接以躉

購電價作為採購成本，其中離岸風力如排除「臺灣產業條款」，2018年競標制所得出價格

為新台幣2.2~2.5元/kWh，除了一開始遴選制的3GW以外，之後預計到2030年興建的7GW
離岸風力價格應該都會接近競標制的新台幣2.2~2.5元/kWh，而非遴選制的5.8元/kWh。 
 
以此為基礎，接續為臺灣未來再生能源成本趨勢進行保守預估 （圖十三）。 14

 
陸域風力發電目前技術路線仍為大型化發展，成本下降速度減緩，加上臺灣陸域風力發電

缺乏進一步可開發場地，也缺少競爭，遠不及國際水平的低價，粗估2030年僅能達到每度

電2.1元，並開始進行舊有風機汰換，才有望加速成本下降。 
 
離岸風力則因後續開發計畫採競標制度，減少扶持產業成本，並隨著建設經驗累積，加速

成本下降。不過，2024年之後可能面臨學習曲線趨緩、優質離岸風場減少，降價速度會較

為趨緩，預期2030年可降至每度電3.3元左右。不過離岸風力因投資額和風險都較高，相對

較難釋出到自由交易市場。 
 
太陽光電有著比較明確的技術路線，成本降幅較為穩定，即使同樣受到臺灣產業保護的影

響，使得市場競爭不足、價格下降較慢，但隨著學習曲線和設備成本下降，預期在2030年
太陽光電的成本仍有機會達到每度電3元以下。 
 

 
圖十三  2030年臺灣再生能源電力價格預期 

 
 

14 以下的成本估算，結合了對各種再生能源的技術路線預估、與國際設備產品價差、市場學習曲線推
估、市場需求量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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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的經濟能效 
 
企業的經濟能效（Economic energy efficiency）是判斷企業是否為耗能產業的一種指標，能

源效率越高，表示一單位能源所能創造的經濟價值越高，也表示有更大的空間將使用的一

般電力轉變為再生能源電力。 
 

 
表二　2013-2018年臺灣電子業與台積電經濟能效表現  15

 
由於每5年進行一次工商普查，因此電子業經濟能效表現參考最新公佈的2016數據，根據

（表二）整體電子業每度電所能創造的營收為新臺幣327.9元，電子業龍頭的台積電營收 
僅佔整體電子業三分之一，不過淨利率較高，因此台積電每度電所能創造的淨利跟臺灣電

子業的均值相差不大，2013~2018年的度電淨利率在新臺幣33.1元左右。 
 
經濟能效表現與產業型態有關，通常服務業的經濟能效會比較高，而製造業的經濟能效會

比較低，傳統行業與高度同質化產品雖然可以創造較高的營收能效，但會因為毛利率較低

，淨利能效反而不會太高。另外大量使用電力作為生產資源的電子製造業與金屬製造業，

每度電所創造的淨利通常不會超過新臺幣60元。 
 
經濟能效越高，表示企業將每度電換成再生能源的成本負擔對淨利的衝擊會越輕。以
Google和Apple為例，過去5年平均的度電淨利分別是每度電新台幣103元與1207元，使用

100%再生能源對其淨利造成的負擔分別只有2~5%與0.3%，因此在前期再生能源價格較高

階段，電子業龍頭品牌依然快速達成100%的再生能源目標，除了有強大的社會責任意識

之外，也是有足夠的經濟能效支撐。 
 
臺灣企業發展再生能源也是一樣，社會責任和企業責任應該並重，因此企業應當在自己應

負責任與可負擔範圍內找出一個平衡的目標。 
 
以承諾100%再生能源目標的 「RE100」 電子或製造業成員為例，除了Fujifilm以外，發展16

100%再生能源對其利潤影響大多在10%以下，且隨著再生能源成本不斷下降，對於利潤影

響已降到5%左右。從比例原則、可行性、社會責任而言，綠色和平認為再生能源投資佔

淨利的5~10%，是國內企業可以考慮的階段性目標。 

15 數據整理及推估自台積電歷年CSR報告、年報、行政院主計處105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能源局105年
能源統計年報。 

16 截至2019.09.15，共有194家企業加入RE100的行列 
http://there100.org/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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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將討論如何在此目標下，由企業自行設定適當步調達到一定的再生能源佔比；當然

企業可以評估自身能力適度增加預算，以提早到達目標。 
 

 
圖十四  部份RE100電子業與製造業之100%再生能源支出在其淨利佔比   17

 
 

3. 從經濟能效考量企業的再生能源目標 
 

臺灣電子業的淨利能效為36.1元，而台積電在2013~2018年平均淨利能效為每度電新台幣

33.1元，兩者差距不大，根據以上數字提供從成本角度考量的再生能源佔比參考目標。 
 
若以上一節設定的5~10%為再生能源電力支出目標的話，台積電可負擔成本分別為每度電

1.655~3.31元，再配合臺灣的再生能源電力成本計算，可以推估台積電可設定的再生能源

佔比目標。 
 

17 數據來自各企業CSR報告與年度報告，再生能源支出成本推估自各企業不同再生能源電力佔比與不同
地區再生能源電力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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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台積電使用5%與10%淨利支出於太陽能電力採購時，預估每年可獲得的再生能源

電力佔比 
 
台積電2018年度淨利3512億新台幣、年用電量124億度，如果以5%淨利支出於太陽光電採

購，參考每度電均化成本3.54~4.43元的平均數3.99元，即可達到41%再生能源佔比（圖十

五），而且隨著太陽能成本下降空間，在2030年預計同樣的花費可以讓再生能源佔比進一

步提升到56%。 
 
如同前述預期再生能源成本下降，100%再生能源佔比所需的花費也每年越來越低，台積

電在2019年達到100%再生能源電力需要12.1%的淨利支出，不過預期到2026年就可以下降

至10%以下，顯示如果將100%再生能源電力目標設定在較遠的時限，對企業的淨利衝擊越

低，設定2030年達到100%再生能源電力的目標，預期對台積電的利潤影響為9.0%（圖十

六）。 
 

 
圖十六  台積電每年使用100%太陽光電在淨利的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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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對外採購再生能源，綠色和平認為自建或合作投資案場是更為穩定使用再生能源的另

一種方案。自建案場時一般是30%自備款、70%貸款，隨著每一期的還款，現金流的支出

會開始增加，一直到第一年的貸款到期為止，之後會隨著每年的成本下降而下降。由於每

年都會有新增投資案場，會有新增的本息還款，為了維持企業財務狀況的穩定，必須要以

現金流花費最大的點視作為每年穩定投入的負擔量，進而設定每年預定增長的再生能源佔

比目標。 
 

 
圖十七  以5%淨利為現金流支出上限，每年新增固定量太陽光電投資能增加的再生能源電力佔比 

 
以台積電為例，如果以每年花費每度電1.655元為目標，可以設定每年以自建的方式新增

3.7%的再生能源佔比（圖十七），從2019年開始投資，到2028年的現金流支出會達到

1.655元，同時再生能源也會達到37%的佔比，之後每年所需現金流會開始下降。若希望能

在初期有更多的再生能源佔比，也可以在前期支出較低、再生能源佔比也較低時，用外購

的方式作為臨時性的再生能源佔比來源，之後再逐步降低外購量，或是提高整體目標預算

（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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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以每年自建或合作投資固定再生能源電力容量的方式，所增加的再生能源電力佔

比。每年所需的現金流上限為淨利的5%，初期未達5%的部份可以選擇用非長期契約的採

購方式補足。 
 
 

4. 結論 
 
企業在提升再生能源電力佔比過程中，首要檢視自身的經濟能效，綠色和平建議，初期可

以5%的淨利支出為限，設定企業自身的再生能源電力佔比目標，以臺灣電子業來說，一

般可以達到40%~60%的再生能源電力佔比，進一步考慮到每年的現金流支出以及再生能源

電力成本下降的潛力，建議可以用10年左右的時間完成第一階段的目標。 
 
機動性的外購電力雖然可以較快達到目標，但成本會高於自建或合作投資、簽訂PPA，因

此建議企業仍應先從自身可建置太陽光電的屋頂、可利用棚架或可利用土地等處開始建置

，同時開始尋找可簽訂PPA與合作投資的綠電開發商，以達到每年增加再生能源電力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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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臺灣再生能源可供應量分析 

 
確定企業訂定再生能源目標於經濟可行性之後，也需確定臺灣的市場是否有能力供應足量的再生

能源電力，此章將從臺灣的政府規劃目標容量，與尚未規劃的潛力容量兩個方向來探討。 
 

1. 臺灣再生能源總體規劃目標 
 

2019年4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明定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推廣目標達 2,700 
萬瓩（27GW）以上。政府針對2020和2025年規劃各類再生能源推廣目標裝置容量和發電

量預定如表三所示，惟因近年來實際推動狀況影響，針對太陽光電和離岸風電的目標量進

行檢討和調整。 
 

表三  臺灣2025年再生能源裝置目標  18

能源別 2020年 2025年 

裝置容量(MW) 發電量(億度) 裝置容量(MW) 發電量(億度) 

太陽光電 6,500 81 20,000 250 

陸域風電 814 19 1,200 29 

離岸風電 520 19 3,000-->5,500 111 -->198 19

地熱能 150 10 200 13 

生質能 768 56 813 59 

水力 2,100 47 2,150 48 

燃料電池 22.5 2 60 5 

合計 10,875 234 27,423-->29,923 515-->529 

 
 
 
 
 

 
 

18 資料來源：新及再生能源推動配套方案，經濟部能源局 
https://energywhitepaper.tw/upload/201801/151684997183219.pdf 
19 2019年政府將離岸風電目標裝置量修改為5,500MW，年發電量198億度。 
https://energywhitepaper.tw/upload/201803/15203010199095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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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陽光電調整後之目標 
 
政府目標是2025年太陽光電達到20GW，而政府在2017年彙整包含經濟部、國有財產署、

農委會、水利署、環保署等單位轄下可供地面型太陽光電使用地目面積共計25,124公頃，

如以1kw太陽光電需要15m2土地面積計算，大約可以安裝16.7GW的太陽光電，也因此將地

面型太陽光電目標設置在17GW，屋頂型太陽光電目標設置為3GW。但因近幾年實際執行

土地開發後發現，原盤點的可使用面積常受居民抗爭、法規限制或是與既有土地使用型態

不相容等問題，因此無法如期發展，也使得政府在2019年下修了地面型的裝置目標量，從

17GW下修至14~15GW，並提高發展順利的屋頂型太陽能至5~6GW。 
 

表四  政府目標之地面型太陽光電裝置容量估算  20

使用地目 盤點用地面積(公頃) 預估裝置容量(MW) 

地下水一級管制區 2,383 1,589 

水域空間(水庫、滯洪池) 2,721 1,815 

鹽業用地 803 536 

掩埋場及受汙染土地 2,634 1,757 

桃園埤塘 1,650 1,101 

閒置工業用地(彰濱工業
區、台西工業區) 

1,613 1,076 

經濟部盜濫採土石坑洞善後
處理計畫列管國有土地 

37 25 

農委會文蛤養殖區 5,672 3,783 

國防部閒置營區 132 88 

財政部國產署國有土地 7,479 4,988 

合計 25,124 16,758 

 
 
 
 
 
 
 

20 資料來源：黃孔良等人，2018。預估裝置容量以1kw/15m2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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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濟部資料顯示，2018年全臺太陽光電累積設置容量已達2.9GW，單就2018單年度的

新增容量就超過1GW，跟過去相比每年的成長速度都在增加。2019年行政院公布逐年規劃

設置容量如（圖十九）。 
 

 
圖十九  太陽光電推動分年規劃設置容量  21

 
 

(2)離岸風電調整之目標 
 

為加速離岸風電的推動，「風力發電四年推動計畫」原規劃2025年離岸風電3GW目標

，在2018年3月由時任行政院長賴清德拍板將目標量提高至5.5GW  ，預計年發電量22 23

為198億度。 
 

預計2025年時臺灣將有約30GW的再生能源裝置量、年發電量約529億度，扣除常規水力的

47億度電後，預計太陽能光電和離岸風電等再生能源年發電量將達482億度，佔臺灣2025
年用電量的18%，總發電量略低於臺灣電子業去年的總用電量511億度。 
 
 

21 資料來源：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畫第二期初步規劃，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108年第1次委員會議 
22 

https://tw.news.yahoo.com/%E8%B3%B4%E6%B8%85%E5%BE%B7%E6%8B%8D%E6%9D%BF-2025
%E9%A2%A8%E9%9B%BB%E7%9B%AE%E6%A8%99%E5%8A%A0%E7%A2%BC%E8%87%B35-
5gw-053504590.html 

23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322/272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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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322/2721758/


 

 
 

2. 臺灣再生能源潛力量盤點 
 
臺灣究竟能夠發展多少再生能源、能夠安裝多少裝置容量、每年發多少電，這些問題隨著

再生能源的技術不斷突破和民眾對於再生能源的接受度改變，都會有不同答案。安裝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需要各種不同類型的用地，屋頂型太陽光電需要各種屋頂、地面型太陽光電

和陸域風電需要閒置土地或是找尋和既有土地使用共存的模式等，臺灣各界持續評估不同

方式再生能源潛力用地，本研究嘗試整理目前比較完整的研究文獻，盤點全臺屋頂型太陽

光電、地面型太陽光電和陸域風電的潛力量。 
 
(1)屋頂型太陽光電潛力盤點 
 

經濟部能源局推動屋頂型太陽光電的相關計畫分為四大主軸，包括中央公有屋頂、

工廠屋頂、其他設施和農業設施屋頂。黃孔良等人(2018) 的研究數據源自營建署、

工業局、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等資料，統計總體建物投影面積後，再考慮了屋頂遮

蔽、逃生設施、水塔、散熱裝置等不利建置的要素，將一般屋頂的可用面積設定為

50%，農業型屋頂則根據是否為溫室，設定的利用率為40~50%，分析結果如（表

五）。 
 
臺灣本島的太陽光電可建置屋頂潛力面積總共為547.28km2，以目前屋頂太陽能系

統的建置密度來看，約可建置55GW的太陽光電系統。 
 

表五　太陽光電可用屋頂面積彙整表(單位：平方公里)  24

用地來源 公有屋頂 工廠屋頂 其他屋頂 農業設施 

基隆市 0.51 0.92 6.62 0.06 

台北市 1.22 2.01 8.50 0.16 

新北市 1.44 1.71 111.89 0.74 

桃園市 1.50 11.91 25.82 1.63 

新竹縣 0.14 6.14 4.81 0.98 

新竹市 0.15 0.63 5.24 0.19 

苗栗縣 0.21 3.19 6.23 1.11 

台中市 1.92 10.21 52.38 1.27 

24 資料來源：黃孔良等人，2018。 
公有屋頂含機關及公共設施(電力、郵政、電信)屋頂、其他屋頂包含各縣市行政、文教、商業區及一般
住宅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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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0.36 16.47 11.57 2.48 

南投縣 0.48 3.15 6.62 1.69 

雲林縣 0.25 38.12 7.61 3.39 

嘉義縣 0.39 4.94 8.97 2.22 

嘉義市 0.56 0.83 4.46 0.11 

台南市 1.46 18.73 34.30 3.62 

高雄市 6.12 15.66 23.70 1.97 

屏東縣 0.53 4.98 10.07 2.99 

台東縣 0.50 0.09 5.33 0.59 

花蓮縣 0.53 4.01 6.30 0.78 

宜蘭縣 0.39 3.70 5.59 0.97 

澎湖縣 0.10 0 0.76 0.07 

金門縣 0.91 0.34 5.22 0.05 

連江縣 0.28 0.00 0.60 0.00 

合計 19.92 147.71 352.57 27.08 

 
 

(2)地面型太陽光電潛力盤點 
 

黃孔良等人(2018)同樣盤點了政策規劃用地及其他潛在的地面型太陽光電用地，該

研究整理出地面型太陽光電的潛在可用土地如（表六），已規劃和未規劃的土地面積合計

1065.45平方公里，潛在建置安裝量為70GW。 
 

表六　潛在用地面積彙整表(單位：平方公里) 

政府規劃用地 其他潛在用地 

　 預估可用面積 
(平方公里) 

　 預估可用面積 
(平方公里) 

鹽業用地 8.03 農業長期休閒地 198.69 

嚴重地層下陷不利耕作區 15.13 農業用地 
（長期耕作地） 

527 

掩埋場 1.33 魚塭 12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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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文蛤專區） 

受污染土地 
（僅列農地） 

2.58 交通用地 
（國道、高鐵、台鐵） 

11.18 

水域空間--水庫、滯洪池 1.17 閒置交通用地 
（機場、港口） 

1.25 

水域空間--桃園埤塘 8.25 水域空間合計 
（水庫、滯洪池、埤塘）不
含規劃部份 

41.07 

閒置工業用地 
（崙尾東、崙尾西、台西工
業區） 

16.13 　 　 

陸上盜濫採土石坑洞計劃列
管農地 
（含高樹回填區） 

0.08 　 　 

水域空間、文蛤養殖區 27.35 　 　 

國防部閒置營區 1.32 　 　 

財政部國產署國有土地 74.76 　 　 

總計可用面積 156.33 總計可用面積 909.12 

 

(3)陸域風電潛力盤點 
 

目前臺灣除工研院團隊製作的風能評估手冊 外，沒有較全面的風能潛力盤點研究25

，然而風能評估手冊當中沒有提供總風能潛力面積或可開發容量，綠色和平將數據重新整

理後進行風能潛力推估，臺灣陸域6.5m/s以上風速之區域約有2000平方公里，在考慮風

向、機型、風機分布後，陸域的風機約有5800座1.5MW或2900座3.5MW的裝置潛力，合約

8.5~10GW。 
 

(4)離岸風電潛力盤點 
 

根據呂學德等人 (2015)〈臺灣離岸風力潛能與優選離岸區塊場址研究〉評估最大26

潛能量與適合開發之離岸風力區塊場址，研究顯示水深5~20公尺、20~50公尺與50~100公
尺範圍之開發潛能分別為1.2GW、5GW和9GW，合計全臺有15.2GW的開發潛力，預估年

發501.6億度電。優選離岸區塊場址由北至南共有36處，主要之風力潛能蘊藏區，主要分布

25風力發電單一服務窗口，風能評估手冊下載 
 https://www.twtpo.org.tw/download.aspx?category_id=125 
26 呂學德等人(2015)，台灣離岸風力潛能與優選離岸區塊場址研究，中華民國第三十六屆電力工程

研討會。 

25 

https://www.twtpo.org.tw/download.aspx?category_id=125


 

在西部沿海附近，以彰化縣和雲林縣為大宗 ，多達 25個離岸區塊，其餘零星分布在桃

園、新竹和苗栗等縣市。 

 

(5)水力發電潛力盤點 
 

根據台電2018年統計年報，台電已經針對全臺30條溪流盤點其「技術可行水力蘊藏

量」，並將未開發的水力發電潛力盤點出來，包括川流式、調整池式、水庫是以及抽蓄式

水力。如果不計抽蓄式水力，全臺仍有2958.88MW的水力發電潛力未開發，主要是高屏

溪、秀姑巒溪、濁水溪、大甲溪、立霧溪和淡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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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臺灣仍待開發之水力發電潛力量  27

 

 
(6)生質能 

 
生質能在臺灣有著相當多的發展案例，目前主要的生質能原料來源有四種，分別是

廚餘、垃圾、生物糞便或殘渣堆肥。垃圾是目前使用規模最大也最成熟的一種，每年貢獻

約33億度電力，不過一般不會將其算入再生能源的範圍內。其餘三者雖然都有在發展，但

因為原料來源有限，所能產生的再生能源電力亦有限。 
 

27 資料來源：台電107年統計年報。括弧()中所列數字為抽蓄水力或包含抽蓄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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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廚餘為例，雖然廚餘發電在政府規劃下，在未來數年間預期將大幅增長，但以全

臺灣一年產生55-65萬噸廚餘量來計算，產生的電力僅約1億度。畜牧業的糞便沼氣發電，

也是目前政府大力推廣的再生能源發電方式，臺灣主要的家禽家畜為雞與豬，2018年底圈

養量分別為近1億隻與550萬頭，每年沼氣發電潛力總共為14~18億度。 
 

(7)結論 
 

表八為臺灣的再生能源潛值的總整理，可以看出在僅計入風力、太陽能、水力這三

種再生能源發電方式的條件下，臺灣有2340億度的再生能源電力開發潛值，然而需注意的

是，這僅是從自然資源考慮，但要預估臺灣未來的實際供應量，還需要進一步從人文環境

考慮其限制，尤其是涉及大量土地利用的地面太陽光電與陸域風力發電，下一節的討論會

從更多的限制探討臺灣實際的再生能源供應能力。 

 

表八  臺灣再生能源開發潛值 

 可開發潛力(GW) 潛力發電量(億度) 2018年已開發容量(GW) 

屋頂太陽光電 55 632.5 2.5 

地面太陽光電 70 840 0.3 

陸域風力 9 209.7 0.7 

離岸風力 15 547.5 0.008 

水力 5 111.5 2.1 

生質能 0.21 16.3 0.09 

合計 154.2 2357.5 5.698 

 
 

3. 臺灣再生能源可供應量預估 
 
綜合考量政府推動目標以及臺灣再生能源資源後，接續討論臺灣未來十年的各項再生能源

裝置容量。 
 
(1)太陽光電 
 

臺灣太陽光電的潛力約為55GW屋頂型太陽能、70GW地面型太陽能。 
 

由於在屋頂增設太陽光電系統，除了向光方向與遮陰面積外，仍需考慮建物本身的

建材、承重能力、壽命等建物狀況，鋼筋混凝土建築的壽命普遍約50年，而太陽光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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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0-30年的壽命，可開發量需要進一步排除過於老舊的建築，在僅採計20年內壽命的建

築後，臺灣的屋頂太陽光電潛值會下降至10GW左右。另一方面，臺灣每年新增建築約有2
萬件左右 ，80~85%的面積為四層樓以下、設置太陽光電條件較好的建築，總面積估算約28

為5~6平方公里，約有每年300~400MW的新增潛力，如加上政府積極要求新增建築需有一

定比例的太陽光電設置容量，則每年可較穩定增設屋頂太陽光電容量。綜合以上分析，臺

灣屋頂太陽能的實際新增裝置量，會在短期內受到政策驅使而快速增加到每年1000MW以

上，但約2021年後會開始減速，落在在每年穩定500MW左右的新增裝置量。 
 

整體地面太陽能潛力為70GW，但需考量原有土地使用的共生問題。以長期耕作地

而言，根據不同作物，所能承受的遮陰面積也不同，排除喜陰植物和溫室外，大多農用地

遮蔽面積不應超過40%，如果再排除果樹、稻田等不適合建置的農作類型，農用地太陽能

可執行面積應低於10%；水面用地則更低，目前只有靠近岸邊的水面系統有機會，因此估

算尚未規劃的農用地等地面型太陽能潛力量約為6GW。政府規劃用地則多是閒置、無法利

用土地，爭議較低，預期土地利用率較高，可維持10~15GW的預期開發量。 
 

在綜合考量後，預期臺灣的太陽光電新增裝置容量如圖二十，總裝置容量在2030年
可以達到25~30GW，貢獻300~350億度再生能源電力。 

 
 

 
圖二十  臺灣太陽光電累積裝置容量預估 

 
(2)風力發電 
 

臺灣風力發電的潛力約為9GW陸域風力發電、15.2GW離岸風力發電。 
 

28 營建署統計年報，歷年核發建築執照（分樓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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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域風電在地開發受限於風機對週遭環境的噪音影響與鳥害，國際上根據噪音標準

設定風機距離民宅的最短距離為500~1000公尺以上，臺灣尚缺乏相關規定，常發生附近居

民抗爭，因此陸域風機的可開發場域受人口密度影響而大幅縮減，僅餘海岸沿線較有可能

裝設，目前初估每年至多新增50~100MW，累積達到1GW以上後，新增裝置速度會開始減

緩。陸域風電未來如果朝更分散且居民疑慮更低的小型風機發展，則裝置潛力和速度都有

再提升空間。 
 

離岸風電是除太陽光電以外，另一項再生能源主力，開發障礙在於對漁業與生物環

境影響，也有相應方案解決，需看未來兩年的實際建造狀況，才能確定是否出現足以影響

開發進度的反對聲浪。預測離岸風機的裝置量仍會按照標案進度，風力發電裝置量在2030
年可以達到陸域風電1.5GW及離岸風電10.5GW。 
 

 

圖二十一  臺灣風力發電累積裝置容量預估 

(3)其他 
 

臺灣雖然仍有近3GW的水力發電潛力，但目前沒有大型的開發計畫，新增主力會

放在對環境影響較小的川流式水力；由於仍處於試驗設置的階段，需要時間確定發電效能

以及對環境的影響，因此增長速度仍有限，預期到2030年的累積新增容量不會超過

100MW。 
 

生質能方面，政府近幾年大力推廣養豬業與養雞業設置沼氣發電設施，同時也設定

約全臺灣40%廚餘量的生質能計畫，預期會有較快速的發展，不過整體而言對發電量的貢

獻度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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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熱發電在臺灣也是相當被看好具潛力的再生能源電力，在新北、宜蘭、台東皆有

1~2MW的開發案在規劃進行中，不過地熱發電開發時程至少5~10年，目前僅有台電兩個

較大型的開發計畫，預計在2030年前總計新增容量不會超過100MW。 
4. 結論 

 
綜合上述對再生能源的可裝置量盤點，預期臺灣在2030年的再生能源供應量可以達

到825億度電（圖二十二），佔臺灣用電需求的24.9% ；其中以離岸風電的貢獻最高，約29

380億度電，其次為地面型太陽能，近200億度電，屋頂型太陽能與陸域風力分別為147億
度與34億度電。 
 

 
圖二十二  2030年臺灣再生能源電力供應量預估 

 
觀察現行再生能源電力市場，主要會區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大型國土開發案，以離

岸風電為例，不論是透過遴選或是競標機制，大多都不是單純的躉購合約，而是根據附帶

條件或是競標結果，透過台電提供足年的PPA，按目前的法律規範，還沒看到有像躉購制

在研議中的自由進出制的方向，因此這種類型的電力大多會掌握在台電手上。第二種是小

型屋頂太陽能，一般在20kW以下，通常系統的所有權人是非專業售電戶，這種類型因為

規模太小，還需要有中間平台商發起商業模式才比較有可能為企業用戶所採購，大多會直

接透過躉購制度賣給台電。第三種是專業綠電開發商所開發的電站，通常具有一定規模但

又不至過大，主要是地面太陽能及陸域風力發電，還有一些中型到大型的屋頂太陽能，這

種類型雖然之前因為市場結構問題，大多以躉購制度賣給臺電，但現在越來越多的綠電供

應商考慮從躉購制度中轉出，透過簽訂PPA，轉供售予一般企業，這將會是目前企業最主

29 以經濟部能源統計年報的歷史消費電量為基數，平均年增率1.86% 
https://www.storm.mg/article/101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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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購電來源。從預估的再生能源電力來看，只要躉購制度轉出程序成熟，符合第三種類

型的再生能源電力在2030年大約有250-300億度電。 
 
除了第三種是最容易取得採購合約的類型外，目前經濟部在研議中的讓台電出售綠電的

「雙軌制」 ，也是另一個能提高市場供應量的方式，如果通過，就有可能讓其他兩種主30

要在台電手上的綠電也有出售的管道，企業的可採購範圍將增加到800億度。然而實際上

的可採購量仍要看具體政策如何規範。 
 
也因為受到政策和市場環境的影響，可交易的再生能源電力在初期相對稀少，因此自建和

尋找合作開發商就成為提高再生能源佔比的重要手段，尤其在未來5年，由於政策促進的

影響，再生能源電力開發需求會大量釋出，再生能源電力供應量的年增率會明顯提升到

20-40%，相較於一般時候10%上下的年增率，這段時期對於綠電開發商來說是極需資金與

合作夥伴的黃金時期，對購電企業來說也同樣是降低再生能源成本的黃金時期，因此綠色

和平十分建議企業能在這段時間之前確立自身的長期購電規劃，並積極行動建置再生能源

系統或簽訂再生能源電力採購合約(PPA)。 
 
 

 
  

30經濟部研議綠電交易雙軌制 台電盼滿足4大條件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190714012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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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總結與建議 

 
本報告從臺灣電力成長數據分析臺灣電子業採用再生能源的社會責任與重要性，以出口為主的電

業為符合國際趨勢對於綠電的要求，不論是因應客戶要求風險或國家政策風險，都應及早準備提

高再生能源佔比的規劃，藉此降低風險、提高企業競爭力。 
 
本報告以用電效率、經濟能效、市場供應3大層面說明企業如何依據自身狀況，綜合設定自身的再

生能源電力目標。 
 
企業可先依據自身的經濟能校，設定可負擔的第一階段再生能源佔比目標，盤點可自發自用的裝

置容量比例，剩餘需求再依據用電量決定合作或採購綠電供應商規模、綠電類別，並設下達成時

間表。 
 
太陽光電選擇彈性較大，是提高臺灣企業再生能源佔比的主力。風力發電成本雖然較低，對於幾

乎24小時生產的電子業使用一定風力發電才能達到最佳效率配比，但臺灣可採購風電目前較少，

因此若有採購機會應盡力爭取；同樣發電較穩定、現階段供應量較少的生質能電力、小規模水力

發電，簽訂PPA難度較高，可能從T-REC採購著手。 
 
以電子業而言，第一階段設定30~50%再生能源目標具有極高可行性，尤其未來5年間可對應再生

能源政策與市場的爆發期，對於整體用電量巨大的電子業來說，為了降低未來應用再生能源土地

開始減少的風險，是十分需要把握的開拓期。以用電量1億度電的企業來說，即需要30~70MW的

再生能源案場，越早開始佈局，越容易獲得管理成本較低的大規模案場。 
 
綠色和平建議，第一階段目標可設定在2025~2030年間達成，盡可能在2025年以前接觸潛在綠電供

應商，磨合合作開發或簽訂PPA的可能性。第二階段5~10年間，則可以藉著第一階段累積的經驗

，以及更成熟的市場、更低的再生能源成本，繼續達成100%再生能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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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作環保公益和資訊分享目的使用，不做為公眾及任何第三方的投資或決策的參考，綠色和

平亦不承擔因此而引發的相關責任。 

 

本報告為綠色和平於研究期間內基於公開訊息獨立調查研究產出的成果。綠色和平不對報告中所

涉及的資訊的及時性、準確性和完整性做擔保。 

 

綠色和平是一個獨立的全球性環保組織，致力於以實際行動推動積極的改變，保護地球環境與世

界和平。綠色和平具有政治獨立性，不會介入關於疆域議題的辯論。綠色和平發佈的示意圖均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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