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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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各界通力協助，由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中華民國電力電子協會、國

立中山大學、合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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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8 年 9 月 5-6 日順利舉行並

圓滿完成。 

本屆研討會特邀演講者如下： 

1. 美國德州大學李偉仁教授，演講主題： 

【Effectiveness of Zero Pricing in TOU Demand Response at Residential Level】 

2. 美國田納西大學 Kevin Tomsovic 教授，演講主題： 

【Changing Testing and Simulations Needs for Grid Modernization】 

3. 丹麥奧爾堡大學 Josep M. Guerrero 教授，演講主題： 

【Microgrid Technologies: Applications in Land, Sea, Sky and Space】。 

本屆研討會並舉辦兩場產學論壇： 

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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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力電子】產學論壇(主題：電力電子於電力系統之未來應用發展探討) 

分別邀請下列專家親臨與會指導及專題演講。 

(1) 丹麥奧爾堡大學 Josep M. Guerrero 教授 

(2)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陳建富副院長 

(3) 台灣電力公司調度處吳進忠處長 

(4)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張建中總經理 

(5)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黃怡碩副組長 

2. 【電力系統】產學論壇(主題：臺灣電網供電裕度之探討) 

分別邀請下列專家親臨與會指導及專題演講。 

(1) 美國德州大學李偉仁教授 

(2) 美國田納西大學 Kevin Tomsovic 教授 

(3) 國立成功大學黃世杰教授 

(4) 台灣電力公司籃宏偉副總經理 

(5) 台灣電力公司調度處吳進忠處長 

(6) 國立中山大學盧展南教授 

冀望未來在電力領域同仁及協會會員的齊心協助下，能持續強化電力工程研討

會的功能，匯集眾人智慧，對社會做出貢獻。 

【電力工程研討會歷年回顧專輯】

http://www.tp2e.org.tw/services_page?id=42&menuid=4 

 

電力工程研討會回顧影片 

精簡版: https://youtu.be/PQRo7o0P7tw 

完整版: https://youtu.be/qKb5SDt7eJ4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www.tp2e.org.tw/services_page?id=42&menuid=4
https://youtu.be/PQRo7o0P7tw
https://youtu.be/qKb5SDt7e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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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剪影(貴賓致詞及合影) 

 

  

     研討會貴賓及各獎項得獎者合影        大會榮譽主席台灣電力公司楊偉甫董事長致詞 

 

 

  

大會榮譽主席工業技術研究院劉文雄院長致詞    大會榮譽主席科技部工程司電力學門劉志文召集人致詞 

 

 

  

大會主席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盧展南理事長致詞  大會主席中華民國電力電子協會賴炎生理事長致詞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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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剪影(特邀演講)： 

      

I 美國德州大學李偉仁教授            II 美國田納西大學 Kevin Tomsovic 教授 

 

 

 III 丹麥奧爾堡大學 Josep M.Guerrer 教授 

 

 活動剪影(產學論壇)： 

  

【電力電子】產學論壇                  【電力系統】產學論壇 

 (電力電子於電力系統之未來應用發展探討)          (臺灣電網供電裕度之探討)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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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剪影(新進人員研究成果獎、電力應用論文觀摩競賽頒獎)： 

 

新進人員研究成果獎得獎人員與科技部工程

司電力學門劉志文召集人(右 1)合影 

科技部電力應用論文觀摩競賽決賽代表

與中華民國電力電子協會賴炎生理事長

(左 4)合影 

 活動剪影(優秀論文獎)： 

 

優秀論文獎得獎人員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劉文雄院長(中)合影 

 

優秀論文獎得獎人員與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楊金石總經理(中)合影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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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報導 

 2025 年目標再生能源占比 20% 產學研提 4 大建言:每小時公布可調度發電欲度量 

永續能源是全世界共同努力的目標，台灣也不落人後，訂下 2025 年再生能源占比 20%目標！由

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主辦的「第四十屆電力工程研討會」，會中安排「台灣電網供電裕度探

討」論壇，邀請工研院等產學研各界參與，提出四大建言，包括公布台電可調度的發電欲度

量，從現行每日公布用電現況改成每小時，希望提高全民節電的參與感，達到有效節能。 

詳細內文請見非凡新聞 

 第四十屆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暨第十六屆台灣電力電子研討會 

電力是產業發展、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台電公司透過「電力供需資訊平台」向外界說

明台灣供電裕度，在平台上有當日用電量、最大供電能力、預估尖峰備轉容量率等數值，但這

些資訊無法完整呈現用電現況。 

詳細內文請見大成報 

 台灣電網供電裕度探討論壇 產學研代表對談提四建言 

工研院、台電與能源工程協會今舉辦「台灣電網供電裕度探討」論壇，產學研代表

對談，提出四大建言，合理呈現電力備轉容量，並因應再生能源發展，應配置不同

反應速度的備轉機組，達到穩定供電。 

論壇今由台大電機系教授、工研院電網管理與現代化策略辦公室副主任劉志文擔任

主持人，邀請中山大學教授盧展南、美國德州大學教授李偉仁、美國田納西大學教

授 Kevin Tomsovic、成功大學教授黃世杰、台電公司副總經理籃宏偉與台電電力調

度處處長吳進忠對談。 

詳細內文請見自由時報 

 第 40 屆電力工程研討會第 16 屆台電電子研討會登場 聚焦電網現代化靈活性 

國立中山大學、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及中華民國電力電子協會合辦第 40 屆電力

工程研討會暨第 16 屆台灣電力電子研討會 9 月 5 日在高市蓮潭國際會館舉行，主題

聚焦電網現代化與靈活性，安排台灣大學電機系教授、工研院電網管理與現代化策

略辦公室副主任劉志文主持，力邀中山大學教授盧展南、美國德州大學教授李偉

仁、美國田納西大學教授凱文‧湯姆薩維克(Kevin Tomsovic)、成功大學教授黃世杰、

台電副總藍宏偉、電力調度處處長吳進忠與談，會中建議公布台電可調度發電裕度

量、每小時公告用電現況取代每日、捨棄過高備轉與備用容量、配置多項反應速度

備轉機組因應再生能源發展等四點，期能全面呈現台灣供電裕度數據資料，減少外

界誤解及判讀錯誤機率。 

詳細內文請見鮮週報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s://youtu.be/k1qZ0XwQx_g
https://n.yam.com/Article/20190905687762?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07298
https://freshweekly.tw/index.asp?pn=vw&id=44y8g3849l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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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呈現電力備轉容量 解決產業及民眾對供電疑慮 

電力是產業發展、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台電公司透過「電力供需資訊平

台」向外界說明台灣供電裕度，在平台上有當日用電量、最大供電能力、預估尖峰

備轉容量率等數值，但這些資訊無法完整呈現用電現況。為了探討新世代供電合理

呈現建議作法，今年度「第四十屆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暨第十六屆台灣電力電

子研討會」於今日（5 日）特別安排「台灣電網供電裕度探討」論壇，邀請產學研

代表對談。 

詳細內文請見工業技術研究院網站 

 電力備轉容量 產學提建言 

今年度「第四十屆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暨第十六屆台灣電力電子研討會」，邀請

產學研代表舉行論壇，並提出四大建言，包括公布台電可調度的發電裕度量（備轉

容量值）、從現行「每日」公布用電現況改為「每小時」、不需追求過高的備轉與備

用容量、因應再生能源發展，應配置不同反應速度的備轉機組。盼透過新世代供電

裕度呈現的建言，提高全民節電參與感，解決產業及民眾對電力疑慮。 

詳細內文請見工商時報 

 合理呈現電力備轉容量 產官學界提 4 大建言解決供電疑慮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NewsLetter/contents.aspx?&SiteID=1&MmmID=620605426331276153&SSize=10&SYear=2019&Keyword=&MSID=1036453447134002316
https://ctee.com.tw/news/tech/1419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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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0 屆電力工程研討會論文集/議程手冊封面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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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40 屆電力工程研討會論文集/議程手冊封面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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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協會獎項頒發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系潘晴財教授(左)與教育典

範獎得獎人陳南鳴教授(右)合影 

 

 

台電公司楊偉甫董事長(左)與產業傑出貢獻獎

得獎人台電公司籃宏偉總經理(右)合影 

臺灣科技大學葉勝年名譽教授(左)與產業

典範獎得獎人鄭金龍前處長(右)合影 

 

【電力與能源工程獎學金】獲獎者有三 : 

國立臺灣大學 簡廷軒同學(左 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吳宸禾同學(右 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陳冠炷同學(右 1)， 

與本協會理事長盧展南教授(左 2)合影。 
 

03 理監事會議 

本協會 108 年第 1 次理監事會議已於 108 年 08 月 02 日召開完畢，      

請參閱會議紀錄。 

本協會 108 年第 2 次理監事會議已於 108 年 09 月 05 日召開完畢，  

請參閱會議紀錄。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www.tp2e.org.tw/upload/fileList_file/144_1/%E5%8F%B0%E7%81%A3%E9%9B%BB%E5%8A%9B%E8%88%87%E8%83%BD%E6%BA%90%E5%B7%A5%E7%A8%8B%E5%8D%94%E6%9C%83_108%E5%B9%B4%E7%AC%AC1%E6%AC%A1%E7%90%86%E7%9B%A3%E4%BA%8B%E6%9C%83%E8%AD%B0%E6%9C%83%E8%AD%B0%E7%B4%80%E9%8C%84.pdf
http://www.tp2e.org.tw/upload/fileList_file/136_1/%E5%8F%B0%E7%81%A3%E9%9B%BB%E5%8A%9B%E8%88%87%E8%83%BD%E6%BA%90%E5%B7%A5%E7%A8%8B%E5%8D%94%E6%9C%83_108%E5%B9%B4%E7%AC%AC2%E6%AC%A1%E7%90%86%E7%9B%A3%E4%BA%8B%E6%9C%83%E8%AD%B0%E6%9C%83%E8%AD%B0%E7%B4%80%E9%8C%8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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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會員資訊 

 歡迎新會員： 

永久會員名單： 

    蕭勝任 

   個人會員名單： 

    郭明哲 林明權 周明杰 曾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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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電力系統轉型現狀 電力系統靈活性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02 電網靈活性和效率最大化的機會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03 大數據分析的價值: EPRI 在輸配電系統的經驗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04 電網運營商如何預測天氣和再生能源輸出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reports/statusofpowersystemtransformation2019/
https://sor.senate.ca.gov/sites/sor.senate.ca.gov/files/SOR_Policy_Matters--Demand_Response.pdf
https://www.energy.gov/sites/prod/files/2019/03/f60/EAC%20DataAnalytics_Dorr_0.pdf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how-grid-operators-forecast-weather-and-output-from-renewables/56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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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電網管理系統 – 電網現代化的關鍵推動因素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06 
更清潔，更安靜的乘坐：幸福號，台灣高雄市的柴油動力渡

輪，已經改裝了混合電動微電網。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07 整合型能源轉型中的區塊鏈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08 
結合風能，太陽能和電池儲能的“浪潮”正在形成，以穩定電

網運轉，提高效率並降低電力成本。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09 
負載轉移需求反應可用於幫助再生能源發展，並可緩解鴨子

曲線問題。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s://smartgrid.ieee.org/newsletters/august-2019/grid-management-system-a-key-enabler-of-grid-modernization
https://spectrum.ieee.org/transportation/marine/happiness-is-a-hybridelectric-ferry
https://effizienzgebaeude.dena.de/fileadmin/dena/Publikationen/PDFs/2019/dena-Studie_Blockchain_Integrierte_Energiewende_EN2.pdf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solar-wind-storage-developers-gearing-up-as-hybrid-projects-edge-to-m/556480/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demand-response-is-dead-long-live-flexiwatts/55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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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由 600 個新的單元公寓大樓構成，擁有 5.2MW 太陽能電池

陣列組成 12.6MWh 容量的虛擬電廠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11 
熱能存儲（Thermal Energy Storage）技術利用相變材料和

智能控制的熱傳遞特性來降低能耗及電能使用時間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12 
美國國家消防協會 NFPA 855 (9/11/2019)旨在降低儲能系統

風險並確保所有安裝都以考慮到火災和生命安全的方式完成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13 

在 1977 年紐約市停電(July 13–14, 1977, 900 萬客戶無電)42

週年之際。紐約市曼哈頓西區(July 13, 2019) 7 萬 3 千用戶

停電，Consolidated Edison 說保護系統失效是主要原因。”

變電站的一些感測器和保護電驛之間的連接有缺陷”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rocky-mountain-power-prepares-to-operate-largest-us-residential-battery-dem/561553/
https://www.vikingcold.com/utility-grid-benefit-thermal-energy-storage/
https://www.nfpa.org/News-and-Research/Publications-and-media/Press-Room/News-releases/2019/NFPA-releases-a-new-energy-storage-system-standard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coned-failed-relay-systems-not-transmission-equipment-caused-nyc-blackou/55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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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9 年 6 月 16 日，阿根廷，烏拉圭以及巴拉圭大部分地區

發生大規模停電事故，估計共有 4800 萬用戶停電。 

摘錄自網頁請點我  

15 2019 年 8 月 9 日，英國大停電事故最終詳細技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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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智慧電網及智慧社區研討會 

課程期間 2019/10/08，詳細資訊：https://is.gd/T85zx5 

開課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Systems Applications 
to Power Systems 

課程期間 2019/12/10~2019/12/14，詳細資訊：https://is.gd/T85zx5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s://hackaday.com/2019/07/22/power-outages-irl/
https://gordonchengfour.home.blog/2019/09/16/2019-8-9%E8%8B%B1%E5%9C%8B%E5%A4%A7%E5%81%9C%E9%9B%BB%E4%BA%8B%E6%95%85%E6%9C%80%E7%B5%82%E8%A9%B3%E7%B4%B0%E6%8A%80%E8%A1%93%E5%A0%B1%E5%91%8A/
https://is.gd/T85zx5
https://is.gd/T85z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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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活動花絮 

 108/09/04    2019 永續能源策略國際研討會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www.tp2e.org.tw/upload/activephoto/59_3.jpg
http://www.tp2e.org.tw/upload/activephoto/59_4.jpg
http://www.tp2e.org.tw/upload/activephoto/59_5.jpg
http://www.tp2e.org.tw/upload/activephoto/59_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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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www.tp2e.org.tw/upload/activephoto/59_7.jpg
http://www.tp2e.org.tw/upload/activephoto/59_8.jpg
http://www.tp2e.org.tw/upload/activephoto/59_9.jpg
http://www.tp2e.org.tw/upload/activephoto/59_10.jpg
http://www.tp2e.org.tw/upload/activephoto/59_11.jpg
http://www.tp2e.org.tw/upload/activephoto/59_12.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