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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新會員 

 

會務消息 

 

 

 

 

學生會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彭冠廷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系博二 

王中山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系碩四 

李嘉敏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系碩三 

陳昱儒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應用科技研究所博一 

黃子譯 國立台灣大學 經濟系三年級 

個人會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莊柏年 工業技術研究院 南分院副執行長 

吳國華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工程師 

游宏益 豐新資本投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團體會員 

單位 姓名 職稱 

匯旭能源有限公司 吳德清 董事長 

 升級會員服務，提供您一對一專線服務；敬邀加入官方 Line(請點擊) 

 第三屆第二次「電網人才發展聯盟獎學金」開放申請(請點擊) 

 【工商時報】電網人才發展聯盟獎學金頒獎典禮(請點擊) 

 【劉書勝紀念獎】截止收件(請點擊) 

 【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暨【台灣電力電子研討會】開始報名(請點擊) 

 【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訂於 11月 11日(四)12:00於高雄展覽館舉行 

 【會員大會】預定於 11月 11日(四)16:00 於高雄展覽館舉辦 

https://line.me/R/ti/p/@533spapb
https://college.itri.org.tw/powerschool/#1
https://ctee.com.tw/industrynews/technology/514852.html
http://www.tp2e.org.tw/member_page?id=58
http://site.etop.org.tw/2021POWER/index.php?c=pub&m=loadpage&d=pub&mid=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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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報報 

(下列為摘錄能源相關資訊，資訊來源根據公開資料整理，本協會無法保證相關資訊的正確性) 

編者的話 

2005 年瞬間時速 280公里的 Katrina颶風在美國南部墨西哥灣及紐奧良區域造成很大的災害，今

年 Ida颶風也造成不小的災害，“災難性強度”的颶風導致電力公司失去了向紐奧良輸送電力的

所有八條輸電線路，造成大範圍停電。天然災害及人為失誤造成許多停電事故，在在顯示電網韌

性及風險評估的重要。為降低氣候變遷造成的災害，世界許多先進國家積極強化能源效率、再生

能源開發、需求面管理、電氣化、氫能應用及探捕捉、應用及儲存的研發。而再生能源的大量開

發及使用，也促使各國電力公司對電網運轉彈性的重視，從發電端、負載端及利用儲能系統來提

升對各種電網擾動的因應能力，以提供潔淨及負擔得起的電能服務。 

 美國 NERC供電可靠度風險優先等級報告（2021 RISC 報告） 

 今年 8月底颶風艾達切斷進入新奧爾良的所有輸電線路，使 100多萬用戶斷電 

 全球能源部門實現 2050年碳中和之路徑 

 歐洲輸電調度中心協會(ENTSO-E)離岸系統發展立場文件：電力調度運轉與管理 

 歐洲議會和理事會關於能源效率的指令 

 國際能源總署於 2021年 7月發布《全球電力市場報告》 

 分散式能源之電網功能的重要一步 - 互聯網控制的家用 Powerwall正在提供每

秒的頻率調節 

 再生能源為具海水淡化功能的海水抽蓄儲能站提供動力 

 翻轉太陽能產業的新技術 

 以電力電子換流器併網近 100% 再生能源的系統影響評估 

 StoreFAST：Storage Financial Analysis Scenario Tool 儲能系統財務分析工具 

 電器和設備用電對氣候影響計算器 

 路燈立杆式充電器降低電動車充電障礙 

 南加州愛迪生公司 (SCE) 在其服務區域安裝 38,000 個新電動汽車充電樁 



會務消息 資訊報報 活動訊息 

 

3 
 

2021年 10月份電子報 

Source: NERC 

 

美國 NERC 供電可靠度風險優先等級報告（2021 

RISC 報告） 

在電力供應上有四個重要且不斷變化的風險類別。電網轉型包括從

傳統的集中式同步發電機轉向包括天然氣發電在內的新資源組合；

前所未有的非同步資源比例，包括可再生能源和電池存儲、需量反

應、智慧電網和微電網；和其他新興技術將更加依賴通信和先進的

協調控制，這可能會增加潛在的安全風險。新的資源組合可能更容

易受到長期、廣泛的極端事件的影響，例如極端溫度或風/太陽能的

持續損失，這會影響提供足夠能源的能力，因為燃料供應不太確定。

此外，關鍵基礎設施的相互依賴性有所增加。例如，對於天然氣發

電，天然氣行業的燃料供應越來越依賴電力，而天然氣行業也依賴

電力來支持其運營能力。(Source: NERC) 

Read more… 

Source: Utility Dive 

 

今年 8 月底颶風艾達切斷進入新奧爾良的所有輸

電線路，使 100多萬用戶斷電 

電力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風暴的“災難性強度”導致電力公司

失去了向新奧爾良輸送電力的所有八條輸電線路。傳輸損失使得電

源供需不平衡，從而導致發電機跳機。電網的韌性為「在不斷變化

的條件下，系統準備、適應以及抵禦擾動的能力，並從擾動中快速

恢復的能力」。“像艾達這樣的極端天氣事件顯示了對區域輸電計

畫進行投資的價值，應以用更強大、更有彈性的建設來取代老化的

輸電基礎設施。”(Source: Utility Dive)  

Read more… 

Source: IEA 

  

全球能源部門實現 2050年碳中和之路徑 

在 2050 年要將淨零碳排從很小的可能性轉變為現實，世界會面臨

著巨大的挑戰。隨著經濟從去年疫情大流行引發的衝擊中復蘇，全

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經急劇反彈。政府該採取行動，果斷行動，加

快潔淨能源轉型。清潔能源轉型沒有一刀切的方法，每國家都需要

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設計自己的戰略，計劃需要反映各國不同的經

濟發展階段。(Source: IEA)   

Read more… 

https://www.nerc.com/comm/RISC/Documents/RISC%20ERO%20Priorities%20Report_Final_RISC_Approved_July_8_2021_Board_Submitted_Copy.pdf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ida-knocks-out-all-transmission-lines-into-new-orleans-leaves-1m-without/605754/?utm_source=Sailthru&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Newsletter%20Weekly%20Roundup:%20Utility%20Dive:%20Daily%20Dive%2009-04-2021&utm_term=Utility%20Dive%20Weekender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4719e321-6d3d-41a2-bd6b-461ad2f850a8/NetZeroby2050-ARoadmapfortheGlobalEnergySector.pdf
https://www.nerc.com/comm/RISC/Documents/RISC ERO Priorities Report_Final_RISC_Approved_July_8_2021_Board_Submitted_Copy.pdf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ida-knocks-out-all-transmission-lines-into-new-orleans-leaves-1m-without/605754/?utm_source=Sailthru&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Newsletter Weekly Roundup: Utility Dive: Daily Dive 09-04-2021&utm_term=Utility Dive Weekender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4719e321-6d3d-41a2-bd6b-461ad2f850a8/NetZeroby2050-ARoadmapfortheGlobalEnergySecto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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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ENTSO-E 

 

歐洲輸電調度中心協會(ENTSO-E)離岸系統發展

立場文件：電力調度運轉與管理 

歐盟離岸風力是目前全球海上風力最蓬勃發展的地區，為實現歐盟

綠色協議(EU Green Deal)目標貢獻最大。歐盟的離岸再生能源策略

預計到 2050 年將有 300 GW 離岸風力發電容量加入能源系統。這

種轉變的規模將對歐洲電力系統造成新的挑戰。因此歐洲輸電調度

中心協會(ENTSO-E)評估了有助於實現歐盟離岸策略的可能解決

方案，發布了一系列的立場文件。其中有一篇 2021/7/2 發布的最新

有關電力調度運轉與管理的文章，值得台灣正在大力推展的離岸風

力做為參考。(Source: Goderncheng’s blog) 。 

Read more…(Goderncheng’s blog) 

Read more…(ENTSO-E) 

Source: European Commission 

 

歐洲議會和理事會關於能源效率的指令 

隨著 2019 年 12 月歐洲綠色協議(European Green Deal)的通過，

歐盟委員會制定了一項新的擴充策略，旨在將歐盟轉變為一個公平

繁榮的社會，擁有現代化、資源節約和競爭性的經濟，在 2050 年

達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以及經濟增長與資源使用脫鉤的情況。它還旨

在保護、保存和增強歐盟的自然資本，並保護公民的健康和福祉免

受與環境相關的風險和影響，而這些目標必須優先考慮能源效率。

為達成 2050 年氣候中和與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55%之目標

(相較於 1990年)，歐盟委員會修訂了稱為 Fit for 55 的包裏法案，

其中能源效率修訂版本為 2030 年減少 36~39%的歐盟整體能源消

費。規定成員國至 2030 年的新能效目標需包含：年節能量提高至

1.5%、強化能效管理系統建置、公共部門每年義務將能源消耗量減

少 1.7%、至少 3%的公共建築面積義務以近零能耗建築（NZEB）

為標準等。 

(Source: European Commission) 

Read more… 

https://www.entsoe.eu/outlooks/offshore-development/
https://gordonchengfour.home.blog/2021/07/16/%e6%ad%90%e6%b4%b2%e8%bc%b8%e9%9b%bb%e8%aa%bf%e5%ba%a6%e4%b8%ad%e5%bf%83%e5%8d%94%e6%9c%83entso-e%e5%b0%8d%e9%9b%a2%e5%b2%b8%e7%b3%bb%e7%b5%b1%e7%99%bc%e5%b1%95%e4%b9%8b%e7%ab%8b%e5%a0%b4%e6%96%87/
https://eepublicdownloads.blob.core.windows.net/public-cdn-container/clean-documents/Publications/Position%20papers%20and%20reports/entso-e_pp_Offshore_Development_16p_200526.pdf
https://ec.europa.eu/info/files/proposal-directive-energy-efficiency-recast_en
https://eepublicdownloads.blob.core.windows.net/public-cdn-container/clean-documents/Publications/Position papers and reports/entso-e_pp_Offshore_Development_16p_200526.pdf
https://ec.europa.eu/info/files/proposal-directive-energy-efficiency-recast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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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IEA 

 

國際能源總署於 2021年 7月發布《全球電力市場

報告》 

報告指出 2021 年與 2022 年全球電力需求將分別增加近 5%和

4%，預計大部分電力需求成長將來自亞太地區。此外，再生能源發

電量今明兩年將明顯成長，2021年成長率為 8%，2022年成長率將

超過 6%。然而，再生能源發電僅能滿足近兩年電力需求增加的 50%

左右，故將推動火力發電成長，導致電力部門排碳量在 2021 年與

2022年分別增加 3.5%與 2.5%。 

(Source: IEA) 

Read more… 

 

Source: Canary Media 

 

 

分散式能源對電網運轉支援功能重要的一步-互聯

網控制的家用 Powerwall 正在提供每秒的頻率調

節 

美國佛蒙特州電力公司啟動了一個計畫，該項目利用了安裝在其客

戶家中的 200個特斯拉 Powerwall 電池的每秒響應能力，為電網運

營商 ISO New England 提供高達 1MW 的頻率調節服務。進行的測

試顯示它可以保持信號並保持所需的性能。這兩個指標特別重要，

因為 Green Mountain Power正在協調藉由寬頻 Internet 而不是通常

提供該服務的光纖通信網路，進行四秒一次的頻率調度。新英格蘭

ISO將其信號發送到 Green Mountain Power 的控制室，然後將其傳

遞到特斯拉的電池控制軟體平台。軟體供應商進行了整合，使電力

公司和特斯拉的平台之間可以共享 ISO-NE的數據，然後從特斯拉

的電池返回 ISO-NE，以確認它們“維持信號暢通”。(Source: 

Canary Media) 

Read more… 

https://www.iea.org/reports/electricity-market-report-july-2021/executive-summary
https://www.iea.org/reports/electricity-market-report-july-2021/executive-summary
https://www.canarymedia.com/articles/green-mountain-power-and-tesla-break-grid-services-barriers-for-behind-the-meter-batteries/?utm_source=Sailthru&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Issue:%202021-05-25%20Utility%20Dive%20Storage%20%5Bissue:34454%5D&utm_term=Utility%20Dive:%20Storage
https://www.iea.org/reports/electricity-market-report-july-2021/executive-summary
https://www.canarymedia.com/articles/green-mountain-power-and-tesla-break-grid-services-barriers-for-behind-the-meter-batteries/?utm_source=Sailthru&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Issue: 2021-05-25 Utility Dive Storage [issue:34454]&utm_term=Utility Dive: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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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V Magazine 

 

再生能源為具海水淡化功能的海水抽蓄儲能站提

供動力 

該計畫將使用海水的抽水蓄儲能站與海水淡化系統相結合，以風能

和太陽能為動力。該系統使用再生能源設施或電網產生的電力，利

用傳統的可逆式水泵渦輪機將海水抽入較高水位的儲水庫。上部水

庫中的水被送回到反滲透系統所在的海岸，並用於生產淡水。在高

峰需求期間，每天不需用於海水淡化的水將用於發電，發電時間為

每天 8到 12個小時，反應時間短。(Source: PV Magazine)  

Read more… 

 

 

Source: Solarreviews 

 

翻轉太陽能產業的新技術 

該報導解析 5 個未來將翻轉太陽能產業之新技術:(1)浮力式太陽能

(2)建築整合太陽能(3)可列印式太陽能薄膜(4)可嵌入於衣物之太陽

能纖維(5)太陽能及噪音屏障整合。新技術的開發，使得太陽能裝置

變得輕巧、具彈性及應用性更廣。(Source: Solarreviews) 

Read more… 

 

Source: IEEE Trans. on Power Systems 

 

以電力電子換流器併網近 100% 再生能源的系統

影響評估 

對低碳能源的需求驅使電力系統接近 100%使用再生能源，當變動

再生能源發電成為主導技術時，以換流器為基礎的變動再生能源 

(VIBRES) 占比不斷提高，引發了有關如何規劃和營運此類系統的

問題。本文探討了在規劃、營運和系統穩定性方面的影響，同時也

介紹與其他能源及基礎建設，包括熱能、運輸和 Power-to-X 的關

聯性。另介紹電力系統向 100% VIBRES 轉型所需的改進方法並提

供了模型建議。(Source: IEEE Trans. on Power Systems) 

Read more...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1/03/01/pumped-hydro-with-desalination-powered-by-renewables/
https://www.solarreviews.com/blog/solar-panel-technologies-that-will-revolutionize-energy-production
https://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tp=&arnumber=9246271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1/03/01/pumped-hydro-with-desalination-powered-by-renewables/
https://www.solarreviews.com/blog/solar-panel-technologies-that-will-revolutionize-energy-production
https://www.mdpi.com/2076-3417/9/24/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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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IEEE Power and Energy Magazine 

 

StoreFAST：Storage Financial Analysis Scenario 

Tool儲能系統財務分析工具 

該工具包括對大型儲能系統用於電網運行支援、無 SF6變電站及智

能模組和動態線路輸電額定以提高傳輸能力、架空線和地下電纜數

位化資訊化。(Source: IEEE Power and Energy Magazine) 

Read more… 

Source: CLASP 

 

電器和設備用電對氣候影響計算器 

CLASP 於 2021年 2 月推出了Mepsy，旨在幫助政策制定者、研究

人員評估家電能效政策方案對氣候及能源的影響。該工具內包含

162 個國家中 10 個最大能源消耗電器的建模數據，這些電器覆蓋

超過全球住商 75％、工業 50％的能源使用量。(Source: CLASP) 

Read more… 

Source: Utility Dive 

 

路燈立杆式充電器降低電動車充電障礙 

大多數電動汽車充電，約 80%發生在家裡，通常在車庫或車棚裡過

夜。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房主和近三分之二的租房者沒有車庫或車

棚，這對家庭電動汽車充電構成了重大障礙。路燈立杆式電動汽車

充電器已經在歐洲受到了一定的關注，包括在倫敦和德國埃森。藉

由路邊充電，人們可以像往常一樣停放汽車並插入電源。(Source: 

Utility Dive) 

Read more… 

Source: Utility Dive 

 

 

南加州愛迪生公司  (SCE) 在其服務區域安裝 

38,000 個新電動汽車充電樁 

這是美國所有民營電力公司同類計劃中規模最大的一個，企業、公

寓業主、政府機構和其他組織現在可以註冊參加  SCE Charge 

Ready 計劃。該電動汽車基礎設施計劃，特別關注在多戶住宅建築

中安裝充電站。該公司希望，至少有一半左右的新電動汽車充電站

（大約 18,000個）安裝在公寓或公寓大樓中。(Source: Utility Dive)  

Read more… 

（以上內容反應作者意見，不代表本會立場） 資訊來源：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https://www.nrel.gov/storage/storefast.html
https://www.clasp.ngo/updates/introducing-mepsy-clasps-appliance-equipment-climate-impact-calculator/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kansas-city-streetlight-mounted-ev-charger-pilot-aims-for-equity-accessibi/604445/?utm_source=Sailthru&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Issue:%202021-08-04%20Utility%20Dive%20Load%20Management%20%5Bissue:35868%5D&utm_term=Utility%20Dive:%20Load%20Management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southern-california-edison-plans-for-38000-ev-charging-stations-in-larges/603209/?utm_source=Sailthru&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Issue:%202021-07-14%20Utility%20Dive%20Load%20Management%20%5Bissue:35444%5D&utm_term=Utility%20Dive:%20Load%20Management
https://www.nrel.gov/storage/storefast.html
https://www.clasp.ngo/updates/introducing-mepsy-clasps-appliance-equipment-climate-impact-calculator/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kansas-city-streetlight-mounted-ev-charger-pilot-aims-for-equity-accessibi/604445/?utm_source=Sailthru&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Issue: 2021-08-04 Utility Dive Load Management [issue:35868]&utm_term=Utility Dive: Load Management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southern-california-edison-plans-for-38000-ev-charging-stations-in-larges/603209/?utm_source=Sailthru&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Issue: 2021-07-14 Utility Dive Load Management [issue:35444]&utm_term=Utility Dive: Loa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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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專題演講】再生能源預測研究 

 【年度大會】第 42屆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 

 【會員大會】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會員大會 

 【專題演講】高佔比再生能源電網之電力調度 

 

【專題演講】再生能源預測研究 

日  期：110年 11 月 5日（星期五）14:00 ~15:10 

地  點：線上專題演講 

報名連結 : https://reurl.cc/V5DoZy 

主持人：台電公司電力調度處  吳進忠處長 

主講人：國立中正大學 吳元康教授 

主辦單位：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技術發展委員會） 

聯絡電話：(03)2654855 

聯絡信箱：contact@tpe2.org.tw 

 

 

【年度大會】第 42屆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 

日  期：110年 11 月 11日-12日（星期四-五） 

地  點：高雄展覽館 

網  址：https://reurl.cc/43peLX 

主辦單位：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中華民國電力電子協會、科

技部電力學門 

籌辦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聯絡電話：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王小姐 (07) 3814526 Ext.15591 

聯絡信箱：contact@tpe2.org.tw 

 

 

 

【會員大會】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會員大會 

日  期：110年 11 月 11日（星期四）16:00 ~17:00 

地  點：高雄展覽館 

https://reurl.cc/V5DoZy
mailto:contact@tpe2.org.tw
https://reurl.cc/43peLX
mailto:contact@tpe2.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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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03)2654855 

聯絡信箱：contact@tpe2.org.tw 

會員權益：出席會員大會，可免費獲得協會通行證，可參加 11/11(四)

會員大會及 11/12(五)產學論壇。 

出席意願調查：https://reurl.cc/r1vX4N（敬請於 10/29 前填寫） 

附註：協會通行證僅提供 11/11(四)會員大會及 11/12(五)產學論壇

使用；但若需要會議資料袋、手冊、餐食及對會議其他議程活動有

興趣，請使用電力三合一會議官網，正式註冊及繳費（註冊網址： 

https://bit.ly/3jAkRtB） 

 

【專題演講】高佔比再生能源電網之電力調度 

日  期：110年 12 月 17日（星期五）14:00~15:35 

地  點：線上專題演講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l5exzE 

主持人：台電公司電力調度處  吳進忠處長 

主講人：台電公司電力調度處 鄭金龍前處長 

主辦單位：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技術發展委員會） 

聯絡電話：(03)2654855 

聯絡信箱：contact@tpe2.org.tw 

 

 

mailto:contact@tpe2.org.tw
https://reurl.cc/r1vX4N
https://bit.ly/3jAkRtB
https://reurl.cc/l5exzE
mailto:contact@tpe2.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