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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開發再生能源創造友善併網環境

積極推動燃氣發電計畫自建天然氣接收站 燃煤機組擔任重要備援機組

3.2.1 新世代能源轉型 103-2 103-3 203-2 305-5
電力轉型回應政策與民意

因應未來用電成長需求與各類大型發電機組陸續除役所產生之供電缺口，台
電將以「減煤、增氣、展綠、非核」做為未來電源開發策略。

為配合政府能源轉型政策，除全力推動再生能源開發外，台電亦積極規劃低
碳燃氣機組，改善燃煤機組環保設備以兼顧空污排放減量、確保電力穩定供應及
2025 年能源配比之目標，台電能源轉型規劃發展方向如下。

 優先開發再生能源，創造友善併網環境
台電積極推動設置離岸及陸域風力、太陽光電、地熱及小型、微型水力等再

生能源，然為達再生能源開發極大化，除透過台電積極開發外，亦需民間業者共
同參與。為此台電持續加強電網建設，創造友善併網環境，俾供民間申設，與民
間攜手推動再生能源。

 積極推動低碳燃氣發電計畫，自建天然氣接收站
燃氣機組較燃煤機組更為低碳與潔淨，故台電積極以燃氣計畫進行電廠更新

與擴建，包括通霄更新、大潭增建、興達更新、台中新建及協和更新等。為確保
電廠天然氣穩定供應及國家能源安全，台電以區域平衡及港廠合一為規劃方向，
推動在臺中港及基隆港（協和）自建天然氣接收站，同步中油公司亦正在興建第
三座天然氣接收站。期望透過兩家公司共同擴大建設天然氣卸收設施，增加電力
調度彈性及供電穩定性，達到確保天然氣卸儲及區域供電能量、減少空污及降低
溫室氣體排放等友善環境的目標，同時兼顧能源供應安全及整體供電經濟性。

 燃煤機組擔任重要備援機組
國際能源政策以多元能源配比為主要趨勢，我國能源 97.4% 仰賴進口，電力

系統又屬獨立電網，為確保電力穩定供應、能源安全與多元性，故仍需維持燃煤
發電之比例。台電考量燃煤發電對於空污及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將於供電無虞
前提下，進行既有燃煤電廠環保設備之更新及汰舊之可行性評估。此外台電亦考
量採用環保煤，從源頭到發電做到空污與排碳的控管，讓燃煤機組得以擔任重要
備援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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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轉型之短中長期計畫
台電依循政府能源政策，將持續朝再生能源及低碳電力之方向進行，台電系

統 2021 年備用容量率實績為 13.5%；年度發電量結構為燃氣占 42.5%、燃煤占
35.5%、核能占 10.8%、燃油占 1.6%、再生能源占 6.3% 及 3.4% 的其他發電來源
( 含抽蓄及汽電共生 )。2019 年起燃氣發電占比已超過燃煤，未來隨著燃氣發電計
畫陸續商轉，將朝 2025 年燃氣發電占比達 50% 之目標邁進。
轉型短期作為

我國地狹人稠，電廠及電源線用地取得不易，且在鄰避效應及溫室氣體排放
受各界強烈關注下，電廠之建設推動阻礙甚大且需時甚長，為降低缺電風險，目
前研擬因應措施如下：

 
· 強化各項需求面管理措施，抑低尖峰用電需求等
· 檢討屆齡機組作為緊急備用機組
· 確保現有機組穩定運轉，興建中機組如期發電

發電類別 計畫名稱 計畫容量 進度

水力
建設計畫

鯉魚潭水庫景山
水力發電計畫

於苗栗鯉魚潭水庫設置裝置容
量 4.013 千瓩豎軸法蘭西斯式
水輪發電機組一部，年發電量
13.886 百萬度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完成 98.32%，
預定 2022 年 6 月底
商轉

湖山水庫
小水力發電計畫

預計設置裝置容量達 1,935 瓩，
年發電量 8.097 百萬度

預定 2022 年 6 月底
商轉

集集攔河堰南岸
聯絡渠道南岸二
小水力發電計畫

預計設置裝置容量達 3,510 瓩，
年發電量 16.890 百萬度

預定 2023 年 7 月 
商轉

全台小水力發電
計畫第一期
 (7 個計畫 )

於石圳聯通管設豎軸法蘭西斯
式水輪發電機組 1 部；於集集
攔河堰南岸聯絡道等 6 處廠址，
設置燈泡式水輪發電機組 12
部，共 13 部總裝置容量 16.553
千瓩，年發電量 74.6 百萬度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完成 60%，預計
2023 年 6 月完成

離岸風力
建設計畫

離岸風力發電
第一期計畫

設置總裝置容量 109.2 千瓩，
年發電量 3.6 億度之風場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完成 92.59%，
已於 2021 年 12 月
30 日換發電業執照開
始商轉

2021 年電廠更新與擴建計畫 

轉型中期措施
台電持續推動傳統火力電廠汰舊換新工作，為促進區域供電平衡、提升發電

效率及配合政府低碳政策，台電陸續於北、中、南執行電廠更新擴建計畫，目前
更新與擴建之規劃已包含風力、太陽光電、火力及水力發電計畫，2021 年更新擴
建電廠設施說明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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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政府政策，台電將落實提升再生能源發電比例，並持續研究發展潛在
之再生能源，期許為臺灣用戶帶來更低碳及永續的電力。

布建績效 裝置容量( 萬瓩 ) 2021 年發電量( 百萬度 ) 可供應戶數

風力發電
24 處 ( 場址 )189 部機組 40.624 774.4 215,117

太陽光電
52 處 ( 場址 ) 28.3845 408.8 113,566

再生能源發電現況

註：依據台電公開資料統計，一般住宅用戶每月平均 300 度，每年用電約 3,600 度估算。

3.2.2 再生能源發展 103-2 103-3 203-1
再生能源推動目標

台電在推動再生能源以「友善併網」、「示範引領」、「系統穩定」為三大
發展主軸，以致力於達成再生能源極大化之目標：

( 一 ) 友善併網：強化電網基礎設施，提供足夠饋線容量，促進再生能源裝置
容量成長，協助民間建置之再生能源能夠順利併網

( 二 ) 示範引領：台電除持續投入陸域、離岸風力及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開發
外，將同時投入前瞻及技術門檻高之新能源示範計畫，並主動與產官學界合作開

長期電源開發
由於未來用電成長，各類既有機組陸續除役，台電配合政府能源轉型政策及

內外部環境條件，擘劃至 2027 年長期電源開發計畫如下圖：
台電 2021 年電源規劃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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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透過媒體宣傳、教育及技術，引領民間投入再生能源發展，以提高再生能源
設置量 

( 三 ) 系統穩定：因應再生能源發電間歇特性，台電透過智慧發電與調度、需
求面管理及儲能設施等技術，以維持電力系統穩定安全並提高再生能源滲透率

為因應未來綠電大量生產後之併網需求與奠定能源轉型政策基礎，台電於
2021 年通過綠能第一期計畫，訂於 2022 年至 2024 年期間開發總裝置容量 160
千瓩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包含太陽光電、陸域風電及地熱發電等。目前再生能
源發展現況，以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為主要開發項目，2021 年風力發電達 774.4
百萬度，太陽光電 408.8 百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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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台電將持續扮演領航者角色，除水力發電擁有近百年歷史外，近年在風力發

電與太陽光電亦有完整開發計畫，並投入新興領域如地熱與生質能研發，台電目
前推動之各項再生能源發展現況如下： 政府目標 台電目標

發展時程 2025 年 2025 年
推廣項目 容量（千瓩） 發電量（億度） 容量（千瓩） 發電量（億度）

水力 2,122 50 1,825 35.2~48
陸域風力 886 22 408.2 10.8~11.5
離岸風力 5,617 123 403.7 13.8~15.9 
太陽光電 20,000 228 469.1 5.8~6.6

地熱能 20 1.02 1.4 0.09~0.1
燃料電池 0.7 0.009 - -

生質能 778 41 - -
總計 29,423.7 465.029 3,107.4 65.7~82.1 

政府及台電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台電以水力開發起家，至 2021 年底裝置容量達 2090MW( 含民營 )，
並且為配合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政策，研擬利用水庫堰壩、灌溉渠道
及水力電廠等既有水利設施設置對環境友善、工程簡易及工程成本
較低之小型水力發電機組。目前景山鯉魚潭水庫、湖山水庫、石門
水庫、集集攔河堰設置小型機組等小水力發電廠尚在施工中，期能
於 2023 年小水力發電量達 88 百萬瓩，裝置容量可達 20.566MW

自 2000 年起致力於風力開發，累積至 2021 年底共完成中屯風力示
範計畫、風力發電第 1 ～ 4 期計畫、澎湖湖西風力計畫、金門金沙
風力計畫，目前運轉中共 17 處風場、168 部風機，總裝置容量約
297MW。「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於彰化縣芳苑鄉外海佈置 21
部離岸風力發電機組，總裝置容量約 11 萬瓩，年發電量 3.62 億度，
於 2021 年 12 月 30 日商轉

自 2008 年起執行太陽光電第一期計畫，累積至 2021 年底共完成
283.84MW 太陽光電場，其中包含全台最大光電案場之台南鹽田光
電計畫之 150MW，並於 2020 年啟動綠能一期計畫規劃作業，預計
2022 年至 2024 年三年內新增太陽光電 110MW

與中油公司合作推動宜蘭仁澤地熱發電計畫，裝置容量 0.84MW，預
計 2023 年併聯運轉

水力發電

風力發電

太陽光電

地熱發電
註：1. 政府目標依據 2021 年 7 月 11 日經濟部『綠能推動整體策略』簡報。2. 發電量依據裝置容量及容量因數推估全年發電量，然實際上機組並非在年初完工，故發電量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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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併網現況

再生能源挑戰之因應對策

台電配合政府再生能源政策，在確保電網運轉安全前提下，參考國際技術及
最新發展趨勢並考量財務營運狀況，調整併網策略，以滿足再生能源併網擴增需
求。歷年太陽光電各類型案件狀態之件數及裝置容量累計如下表所示（統計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止）:

因應政府推動太陽光電專區，台電須及早因應大容量地面型太陽光電併網之
需求，位於併網熱區之區營業處主動洽訪地方政府及民間業者，引導太陽光電設
置業者以集中布建方式併網，以避免投資浪費，同時台電將持續辦理再生能源併
網所需之配電級加強電力網工程，推動短中長期模式規劃專區：

· 短期計畫（1 年內）：調整既有配電線路負載、加強或增設主變線路
· 中期計畫（1 ～ 3 年）：持續辦理擴建變電所及新設配電線路
· 長期計畫（3 年以上）：新建變電所

為使有限的輸電資源最大化利用，配合經濟部規劃共同升壓站容量分配機制，
台電訂定容量分配準則及作業程序，並規劃太陽光電特定區域，妥適分配共同升
壓站容量，加速再生能源併網。

為促進資訊公開，民眾可透過「再生能源申設案件進度查詢系統」即時查詢，
另「配電級再生能源可併容量查詢系統」用於引導開發商至併網容量尚充裕地區
尋覓場地並建置太陽光電場。台電積極推動風力、太陽光電、地熱、小水力等再
生能源開發計畫，提供友善併網環境供民間業者申設綠能發電設備，朝 2025 年再
生能源占比 20% 的政府目標邁進。

致力再生能源效率
為提升再生能源發電效率，台電加強預防保養定期檢查以降低故障率，並選

用低碳足跡材料與零件以降低環境衝擊，同時加強再生能源發電廠內通風空調設
備維護保養，安裝節能控制設備以降低廠內用電耗能。目前，台電陸域發電廠訂
立未來達成基本可用率目標達 92.5%；未來，台電將積極建構技術管理能力、精
進風能預測系統以減少故障率，同時藉由風廠大數據分析系統建置，進行風機健
康狀態追踨、故障預兆診斷及優化維修排程，以強化重件維護管理能力。而於太
陽光電場將藉由清查光電案場夜間用電之適切性，以避免不必要之電能耗能，提
高電廠整體發電量。

案件狀態 案件 ( 件數 ) 裝置容量 (MW)

已受理案

審查中尚未核准 (A) 4,220 8,354.37
已核准尚未簽約 (B) 6,747 29,221.31
已簽約尚未併聯 (C) 38,957 10,567.83

小計 (=A+B+C) 58,858 48,143.51
已併聯案 46,194 7,884.45

正式購電案 42,114 6,366.20

太陽光電各類型案件件數及裝置容量累計

2019 ～ 2021 年再生能源平均可用率
2021 年2020 年2019 年

註：

風力發電可用率 (%) 92.19

13.85

93.03

16.02

92.61

16.44太陽光電容量因數 (%)
1. 風力年度可用率 = 機組發電時數 ( 含待機時數 ) / 全年總時數。2. 太陽光電容量因數 = 機組全年發電 / 裝置容量 x 全年時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