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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  消  息 

01 
第 40 屆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暨第 16 屆台灣電力電子研
討會暨 2019 科技部電力學門成果發表會 

第 40 屆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暨第 16 屆台灣電力電子研討會暨 2019 科技部電力學門成

果發表會將於 108 年 9 月 5 日至 9 月 6 日於高雄國際蓮潭會館舉辦。本研討會之主要目的

在於提供國內產、官、學、研等單位，針對能源與電力工程相關最新論著、研究成果、科

技應用與相關產品之技術交流平台，期透過論文發表、特邀演講、專題演講、產業座談、

短期課程及科技參訪等過程，共同探討新世代電力與能源科技之研發與應用趨勢，以厚植

我國電力與能源教育，提升相關能源與電力工程技術能力，進而達成國家永續發展之目

的。每年一度的電力工程研討會與電力電子研討會為目前國內具專業性之能源與電力科技

及相關工程的重要研討會之一，時值國內能源轉型之際，再生能源與綠能科技在政策驅使

之下，未來十年勢必更蓬勃發展，本年度電力工程與電力電子研討會主題為“ 電網現代化

與靈活性 ( Grid Modernization and Flexibility)”，討論我國未來電網因應能源轉型之需要及

發表產業界優良的技術服務與改善方案；此外，學校與研究單位亦可藉此機會瞭解業界需

求，作為教學研究方向之參考。 

研討會官網：http://www.tp2e.org.tw/power2019/ 

研討會將於 2019 年 7 月 14 日(星期日)上午 10 點起開放線上報名 

報名網址由此進→http://www.ee.nsysu.edu.tw/pr2019/ope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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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會員資訊 

 歡迎新會員： 

   個人會員名單： 

    張建國  廖正堅  許家毓  鄭人瑋  葉琮霖  黃信瑀  何建薷   

    魏德輝、李君超 

   學生會員名單： 

    陳翊瑋 

   永久會員名單： 

    林根勝  劉運鴻 

      
 

 

 

 

    

資  訊  報  報 
(以下資訊為摘錄能源相關資訊，本協會無法保證相關資訊的正確性) 

01 
截至 2019 年 4 月 1 日，114 個美國城市已正式宣布他們希

望在未來一到二十年內其電力需求 100％由再生能源提供。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02 邁向 100%再生能源：現況、趨勢與經驗分享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as-100-renewables-goals-proliferate-what-role-for-utilities/551165/
https://coalition.irena.org/-/media/Files/IRENA/Coalition-for-Action/IRENA_Coalition_100percentRE_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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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電網如何幫助整合再生能源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04 
美國東北部多元電力能源組合：海上風電+存儲是否是該地

區可靠性的關鍵？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05 
美國加州監管機構提出 2 GW 新的尖峰容量以解決可靠性問

題。利用的資源將包括再生能源，儲能系統，需量反應，能

源效率和其他分散式能源資源。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06 

FPL 公佈了全球最大的太陽能儲電系統計劃 

409MW/ 900MWh 的儲能中心計劃於 2021 年開始運營，由

現有的 FPL 太陽能發電廠提供電力，該發電廠的建設旨在
幫助逐步淘汰兩個石化燃料電廠。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s://www.agora-energiewende.de/fileadmin2/Projekte/2018/A_word_on/A-Word-On-Grid_agora-energiewende_WEB.pdf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diversifying-the-northeast-power-mix-is-offshore-wind-storage-key-to-the/557412/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california-regulators-propose-2-gw-new-peak-capacity-to-address-reliability/557662/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fpl-unveils-plans-for-largest-solar-powered-battery-in-the-world/55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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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美國國會推動儲存、再生能源與化石燃料同具有相同的投資

獎勵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08 
美國能源部（DOE）最近宣布計劃投資 2050 萬美元用於鋰

離子電池回收，目標是將捕獲率提高到 90％，目前的比率

不到 5％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09 
韓國政府的激勵措施刺激了該國儲能系統的建置，但開發商

缺乏經驗導致去年超過 21 次電池火災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10 12 個圖表解釋全球邁向清潔能源近況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11 傳輸故障導致阿根廷全國大停電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congress-pushes-for-renewables-to-have-same-private-investment-incentives-a/556963/
https://www.wastedive.com/news/department-of-energy-lithium-ion-battery-recycling/546501/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not-all-batteries-are-made-equal-aps-battery-fire-highlights-safety-ris/555185/
https://www.vox.com/energy-and-environment/2019/6/18/18681591/renewable-energy-china-solar-pv-jobs
https://spectrum.ieee.org/energywise/energy/the-smarter-grid/transmission-failure-causes-nationwide-blackout-in-argen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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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風暴強化電網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13 日本將改革再生能源系统競價制度以降低價格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14 紐約市布魯克林皇后區需求管理計畫，實施和擴展計劃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15 
Enel X 將在 2019-2021 期間提供 Ameren 電力公司其商業及

工業用戶 100MW 的需量反應資源，每年的交付期為 5 月至

9 月。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16 
AMS 表示，使用深度學習和人工智慧的儲能電池和再生能

源的自動交易系統，可以比最優秀的人力交易者超過五倍。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s://www.tdworld.com/distribution/storm-hardening-grid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Environment/Japan-to-overhaul-renewable-energy-system-in-bid-to-lower-prices
http://documents.dps.ny.gov/public/Common/ViewDoc.aspx?DocRefId=%7bCF3203B7-0F82-4CA9-8D79-90968F6D5D9F%7d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enel-x-inks-exclusive-deal-with-ameren-will-provide-100-mw-demand-response/552380/
https://reneweconomy.com.au/tesla-big-battery-paves-way-for-artificial-intelligence-to-dominate-energy-trades-3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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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電網學校頒獎學金 為台灣電力電網產業注入活水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以上內容反應作者意見，不代表本會立場）                                                     資訊來源：根據公開資料整 

活  動  訊  息 

01 最新活動 

 108/07/16 電力需求面管理實務論壇 

根據美國能源效率經濟委員會（ACEEE）報告指出，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的

成本，遠比運用風力、太陽能、燃煤、核能、生質能等方式發電的成本要

來得低，因此世界各國都將「需求面管理」視為重要的電力管理與改善方

向，積極推動、實施各種時間及區域電價和高誘因之需量反應方案，減少

尖峰時段的負載，以經濟的方式維持供需平衡，避免興建使用率不高的尖

峰供電機組，除此之外，相關措施方案甚至可參與電力輔助服務，隨著我

國再生能源併網比例逐年上升，作為維持電力品質與供電穩定之有效因應

之道。為研討電力需求面管理作為與國內實務現況，特舉辦此專題論壇，

以交流實務經驗及探討國內推動現況，採正面態度因應未來綠能家園之所

需，達到潔淨電力之路。 

活動官網：http://www.tp2e.org.tw/courses_page?id=41&coursesType=3&menuid=2 

 

 108/07/23 快速導入 IEC 61850 標準與促進智慧電網產業發展 

IEC 61850 已成為國內外電力自動化的一項重要標準。台電公司曾進行先

導型 IEC 61850 變電所建置、先導型 IEC 61400-25 風場資訊整合計畫以

及基於 XMPP 的分散式能源資訊標準化平台專案，且將 IEC 61850 列為變

電所自動化、未來分散式電源（含 PV、儲能、電動車充電站）等監控所

需的一項重要標準。經濟部能源局與標準檢驗局亦已將 IEC 61850 列為智

慧換流器（Smart Inverter）與相關能源互通性的一項重要標準，此一趨勢

遂影響未來我國智慧電網與智慧城市的發展。惟國內開發、檢測及驗證

IEC 61850 Server 端及 Client 端產品的經驗尚稱不足。為加強我國 IEC 

61850 的底層技術開發，特舉辦本研討會，邀請國外具有 IEC 61850 產品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s://udn.com/news/story/7240/3902531
http://www.tp2e.org.tw/courses_page?id=41&coursesType=3&menu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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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經驗的專家來台演講，除引進其開發與驗證經驗，更進一步探討如何

輔導及協助國內智慧電網產業相關業者快速地將其產品與方案導入 IEC 

61850 標準並取得認證，培養技術自主能力，藉以提升國內業者產品的價

值與國際競爭力。本研討會亦係配合經濟部第八屆臺波（蘭）次長級經貿

諮商會議之「再生能源推廣政策、電網衝擊因應策略與資通訊作法」合作

提案議題辦理。 

活動官網：http://www.tp2e.org.tw/courses_page?id=44&coursesType=3&menuid=2 

02 活動花絮 

 10 堂課搞懂電力系統系列課程 

108/04/26 Power System 100 

  

108/05/03 Power System 101-電力系統概論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www.tp2e.org.tw/courses_page?id=44&coursesType=3&menu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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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03 世界主要國家電力市場及電力代輸探討 

  

108/05/10 台電系統運轉簡介-台電電力系統及電力調度、備用容量/備轉容量 

  

108/05/17 電廠的運轉及維護 

  

108/05/17 淺談電力系統開關設備與運轉保護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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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23 淺談能源效率與需求面管理 

  

108/05/23 再生能源併網挑戰與因應策略 

  

108/05/31 當前電力系統面臨的機遇與兩難 

  

108/05/31 台灣電業架構調整與挑戰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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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6/19 2019 全面啟動 雙贏的電力供需管理戰略-交流研討會[台南場] 

  

 108/06/25 2019 全面啟動 雙贏的電力供需管理戰略-交流研討會[桃園場]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