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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新會員 

 

歡迎新會員 

個人會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翁郁棋 德瀚資訊有限公司 助理軟體工程師 

江曉東 大木系統有限公司 總裁 

李奇璁 樺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總監 

陳昊 新加坡商瑞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Research Analyst 

許博涵 星生方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團體會員 

單位 姓名 職稱 

和平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陳建益 總經理 

楊祺正 經理 

吳勝超 經理 

陳煥光 經理 

林國鼎 經理 

余宗謙 經理 

寶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陳來進 執行副總 

陳宏基 處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陳綠蔚 執行長 

王釿鋊 主任 

許湘琴 組長 

芮嘉瑋 組長 

邱炳嶔 研究員 

星元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廖星魁 運轉副課長 

陳義官 效率工程師 

劉俊傑 維修課長 

周瑋璟 維修副課長 

莊堯舟 儀控主管 

林文繡 機械主管 

學生會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王翔旻 中原大學 電機系四年級 

魏廷諺 中原大學 電機系四年級 

徐璽恩 中原大學 電機系四年級 

張祐齊 中原大學 電機系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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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承澐 中原大學 電機系四年級 

陳思同 中原大學 電機系四年級 

沈郁珊 中原大學 電機系四年級 

林沂萱 中原大學 電機系四年級 

黎志祈 中原大學 電機系四年級 

陳柏昌 中原大學 電機系四年級 

會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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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謝台電公司電力調度處鄭金龍前處長、中山大學盧展南教授，熱心提供科技資訊內容。 

⚫ 核二除役環評案通過 原能會將依法核發除役許可 

⚫ 節能減碳 美國撥款 497 億元購置低碳公車 

⚫ 2020 年減碳未達 2%目標 環署：能源排放仍有成長 

⚫ 日相岸田強調核能不可或缺 料將引發朝野論戰 

⚫ 風電新貴報到｜亞洲爆發力最強風電聚落！技術領先日韓 5 年，實習就給 6 萬薪 

⚫ 專家：日本核能政策與碳中和相矛盾 須做抉擇 

⚫ 能源危機當前 核能發電重新受世界各國青睞 

⚫ 加州以懸殊票數通過惡魔谷核電延役 至少運作到 2030 年 

⚫ 2022 年 9 月 6 日舉行「綠領新貴崛起 新能源的職涯前景與商機座談會」(請點擊)。 

⚫ 第四屆第二次「電網人才發展聯盟獎學金」申請開跑，申請日期 9 月 12 日~10 月

28 日。(請點擊) 

⚫ 第 19 屆台灣電力電子研討會暨第 43 屆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敬邀報名參加。

(請點擊) 

⚫ 2022 年 11 月 7 日舉行「因應電動車充電發展之電網規劃研討會」，敬邀報名參加。

(活動資訊(含報名連結)) 

⚫ 2022 年 11 月台電專家主講系列線上論壇，敬邀報名參加。(報名連結) 

⚫ 本會今(2022)年舉辦之線上論壇獲得廣大迴響。(請點擊) 

http://www.tp2e.org.tw/news_page?id=198&category=focus&menuid=6
http://www.tp2e.org.tw/news_page?id=199&category=topnews&colornum=1&menuid=6
http://site.etop.org.tw/2022POWER/
http://www.tp2e.org.tw/news_page?id=200&category=topnews&menuid=6
https://reurl.cc/Qbe6q0
http://www.tp2e.org.tw/news_page?id=186&category=topnews&colornum=1&menu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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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船攜手前端風電 打造海龍風場水下基礎工程 

⚫ 劉德音：台積電綠色製造 在台每用 1 度電為世界省 4 度 

⚫ 中火拚全球第 3 座燃煤碳捕捉電廠 目標一年 2000 噸 

⚫ 能源危機下重視自主性 75%法國人贊成核能但看法矛盾 

⚫ 經濟部：10 月電價凍漲 明年起高壓用戶夏月電價延長 1 個月 

⚫ 美國農電共生(Grivoltaic)成功的決定因素 

⚫ 安全、可靠、有用的微電網建立沒那麼簡單 

⚫ 風力發電控制與保護相關的風險分析 

⚫ 氣候變遷下遽增的停電事故需加強電力緊急事故及擾動的強制性通報 

⚫ 下一個護國神山，電力業前景可期 T 型跨域人才成職場正夯 

⚫ 穩定供電加發展綠能 經濟部提 2025 年 3 大能源目標 

核二除役環評案通過 原能會將依法核發除役許可 

核二廠除役計畫環評案於 2022 年 8 月 10 日過關，原能會表示，確認台電取得環保署認可的環境影

響評估資料後，將依法核發核二廠除役許可，並持續執行相關視察及安全審查，嚴格管制除役作業。 

核二廠兩部機組運轉執照分別於 110 年 12 月及 112 年 3 月屆期，台電公司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的規定，於 107 年 12 月向原能會提出核二廠除役許可申請，同年並將核二廠除役計畫環境影響相關

文件送環保署審查。 

原能會已於 109 年 10 月完成核二廠除役計畫安全審查作業。(Source：中央社) 

Read more… 

節能減碳 美國撥款 497 億元購置低碳公車 

美國交通部在 2022 年 8 月 16 日表示將撥款 16.6 億美元（新台幣 497 億元）給各城市和州，用於購

買 1800 輛公車，讓公共運輸工具更潔淨、低碳排放。 

路透社報導，白宮表示，這筆款項將用來購置 1100 輛零排放公車，將讓現有的 1300 輛零排放公車

數量增加近一倍。 

2021 年通過的 1 兆美元基礎建設法案為 150 個公車車隊提供資金，幫助各大城市和州淘汰較老舊的

高污染公車。(Source：中央社)   

Read more… 

2020 年減碳未達 2%目標 環署：能源排放仍有成長 

根據最新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原訂 2020 年須較 2005 年減碳 2%，然而統計結果僅約 1.88%。環保署

表示，由於能源排放仍有成長，已請各部會轄下能源使用進行統計，進一步提減量措施。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208100264.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816039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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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以 5 年為一期訂定階段性溫室氣體減量目標，首期訂定 2020 年須減基準年（2005）的 2%。然

而，根據最新公布的最新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2022）報告，台灣總溫室氣體排放量自 2005 年的

29 萬 552 千公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下降至 2020 年 28 萬 5131 千公噸 CO2e，排放量減少約

1.88%，未達 2%目標。 (Source：中央社)  

Read more… 

日相岸田強調核能不可或缺 料將引發朝野論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8 月 24 日強調核能不可或缺的發言，讓外界認為日本政府有意改變核能政策。日

媒分析，不僅部分在野黨，連聯合執政的公明黨也持慎重立場，一場論戰在所難免。 

日本時事通信社報導，為了真正活用核能發電，岸田推動新建或改建反應爐的態度變為鮮明，等於

再度挑戰福島第一核電廠核子事故後的「脫離核電」潮流。 (Source：中央社)   

Read more… 

風電新貴報到｜亞洲爆發力最強風電聚落！技術領先日韓 5 年，實習就給 6

萬薪 

根據國際工程顧問公司 4C Offshore 報告，全球 20 處最佳風場，光台灣西岸就占了 16 處。這條件，

讓國際風電廠將台灣視為在歐洲之外，最重要的亞太區營運重心——包括機艙組裝廠、葉片製造廠、

風場運維中心等，都設置在此。 

以外商為主的風場開發商，帶動台灣風機製造業、海事工程、港口業務、金融機構等 4 大產業投入。

政府評估，離岸風電產業，在 2025 年時，產值將達到 1 兆 2 千億元，同時衍生 2 萬個工作機會，讓

在歐美已夯了數年的「綠領新貴」風潮吹進台灣。(Source：商周)   

Read more… 

專家：日本核能政策與碳中和相矛盾 須做抉擇 

日本政府是否改變現行核能政策方針引發外界關注，日本經濟學家分析，日本政府至今為止的核能

政策，其實跟 2050 年要達成碳中和的目標相互矛盾，必須在兩者間做出抉擇。 

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NRI）高級經濟學家木內登英今天撰文表示，基於確保穩定電力供給及達成

2050 年碳中和目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前已表達推動最多 9 座核電機組運轉，來因應今年冬季用

電需求。日本目前正在運轉的核電機組共有 6 座。 

岸田 8 月 24 日進一步在「綠色轉型」（Green Transformation, GX）執行會議上，發表暗示日本政府將

改變現行的核能政策方針，引發外界關注。 (Source：中央社)   

Read more…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208230180.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8250230.aspx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focus/indep/6008573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825024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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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危機當前 核能發電重新受世界各國青睞 

法新社報導，在 2011 年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後，各國因擔心核安問題而減縮對核電的投資；但 2022 年

2 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由於能源供應緊縮以及歐洲努力要擺脫對俄國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如今

趨勢再度傾向於核能發電。 

有些專家主張，核能發電不應列入考慮中的選項；但其他專家辯稱，在面臨這麼多危機的情況下，全

世界的能源結構必須保留核電。(Source：中央社)   

Read more… 

加州以懸殊票數通過惡魔谷核電延役 至少運作到 2030 年 

美國加州議會在 2022 年 8 月的最後一天，通過了核電廠延長使用的法案，使該州僅存的惡魔山谷核

電廠(Diablo Canyon NPP)至少能運作至 2030 年。這被視為「歷史性的改變」、「該州正確的選擇」。 

世界核能新聞(WNN)報導，加州眾議會在 8 月 31 日最後一天立法會議，表決了由州參議會送來的

846 號法案(SB846)，也就是惡魔山谷核電廠延案法案，以 69 票對 3 票懸殊比例通過，然後再返回州

參議院進行最終投票，同樣以 31 票贊成，1 票反對的比例順利通過。 

在表決 SB846 的同一天，加州因為熱浪(氣溫 38 度)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供電網路在這一天造成巨大

的需求和壓力。加州電力供應營商要求各用戶節約用電，以渡過缺電難關。(Source：中時) 

Read more… 

台船攜手前端風電 打造海龍風場水下基礎工程 

台船公司為積極參與經濟部離岸風電政策推展，承接海龍 2 號風場案 63 支水下鋼管樁的製造，以及

對業主確保產能供應，擇定與前端離岸風電設備製造公司（前端風電）合作，將攜手完成海龍風場水

下基礎基樁。(Source：中央社)   

Read more… 

劉德音：台積電綠色製造 在台每用 1 度電為世界省 4 度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於 2022 年 9 月 8 日表示，綠色製造是台積電在 ESG 發展的重中之重，台積電

發展半導體技術都是最高效能也最節能，幫助世界各地客戶生產節能的產品；他說，台積電在台灣

每用 1 度電，就可以為世界節省 4 度。 

劉德音 2022 年 9 月 8 日出席天下雜誌的永續公民獎頒獎典禮，分享台積電推動永續的經驗。他說，

希望以後能夠繼續參與任何永續的機會，同時非常樂意隨時跟同業交換經驗。(Source：中央社)   

Read more…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8270230.aspx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904002929-260408?chdtv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209060233.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20908024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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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火拚全球第 3 座燃煤碳捕捉電廠 目標一年 2000 噸 

因應減碳趨勢，台電將在台中火力發電廠設置碳捕捉設備，投注資金至少新台幣 7.6 億元，目標年碳

捕捉量達 2000 噸，若計畫順利，將成為繼加拿大、美國之後，全球第 3 座擁有碳捕捉技術的燃煤發

電廠。 

台電 2022 年 9 月 14 日舉辦「綠潮-2022 台電綜合研究所成果展」，台電代理董事長曾文生表示，未

來走向淨零排放，電力會越來越多元，再生能源將是主力，存在各種創新研發可能性，除大眾熟悉的

風電、光電，未來地熱、海洋能也是發展重點，而再生能源併網使得電網更需智慧調控，綜研所在相

關研發做很多努力。 (Source：中央社)   

Read more… 

能源危機下重視自主性 75%法國人贊成核能但看法矛盾 

俄烏戰爭後俄國切斷輸歐天然氣，缺電及通膨成為歐洲各國須面對的問題。法國媒體昨天公布最新

民調，民眾對核能態度轉變，支持度飆升至 75%；但對核能的看法仍是「可靠但危險」，相當矛盾。 

俄烏戰爭之下，俄羅斯為報復歐洲制裁，切斷輸歐天然氣，導致歐洲進入能源緊張狀態，以及油價、

物價飆升。戰爭連帶效應是讓歐洲人重新思考能源依賴的危險，部份國家再度把焦點轉向核能。

(Source：中央社)   

Read more… 

經濟部：10 月電價凍漲 明年起高壓用戶夏月電價延長 1 個月 

經濟部今天舉行電價費率審議會，考量 7 月才剛調電價、國內通膨壓力未解，且編列新台幣 1500 億

增資台電，決議本次電價不調整；同時，為降低尖峰供電壓力，將擴大高壓用戶夏月電價期間、前後

延長共 1 個月，自明年 1 月 1 日實施。 

經濟部今天下午召開「111 年第 2 次電價費率審議會」，審議 111 年下半年公用售電業電價費率，做

出 3 項決議。(Source: 中央社)  

Read more… 

美國農電共生(Grivoltaic)成功的決定因素 

1. 氣候、土壤和環境條件—該位置必須適合太陽能發電和所需的作物或地被植物。一般來說，只要

土壤能夠維持生長，適合太陽能的土地就適合農業。 

2. 配置、技術和設計—太陽能技術、場地佈局和其他基礎設施的選擇會影響一切，從到達太陽能電

池板的光量到拖拉機（如果需要）能否在太陽能電池板下行駛。 

3. 作物選擇和栽培方法、種子和植被設計以及管理方法—農電共生計畫應選擇能夠在當地氣候和

太陽能電池板下茁壯成長並且在當地市場上有利可圖的作物或地被植物。 

4. 兼容性和彈性—農電共生計畫的設計應滿足太陽能業主、太陽能運轉商以及農民或土地所有者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209140238.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9190024.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209195007.aspx?utm_source=cna.facebook&utm_medium=fanpage&utm_campaign=fbpost&fbclid=IwAR0GcA-QERb_lYfdbTTw6vRfI4aiJTCGx_g2p-iq8m_8KP5XS9tE267i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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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別需求，以實現高效的農業活動。 

5. 協作和夥伴關係—對於任何農電共生計畫的成功，團隊之間的溝通和理解都是至關重要的。 

(Source: NREL)  Read more… 

安全、可靠、有用的微電網建立沒那麼簡單 

從電力公司的經驗中吸取的教訓清楚地表明，開發和運轉一個安全、可靠、有用的微電網並不像一

些文獻或研究計畫所暗示的那麼簡單。美國杜克電力公司微電網試點經驗確定，成功的微電網需要：

詳細了解負載多樣性和適當的發電資源組合；藉由短路和直流電弧閃光分析的建模與工程分析；在

併網和孤島模式下反映太陽能和電池接地系統的系統保護；反映電池冷卻和輔助電源要求的設計；

不同的分散式資源的整合和測試，通常由不同的供應商在不同的時間提供；滿足併接點的條件以及

孤島運行期間的許可或系統能力限制；並確保所有控制和通信設備都有適當的不斷電電源，以確保

模式轉換期間的安全和系統保護。(Source: T&D World) 

Read more… 

風力發電控制與保護相關的風險分析 

由荷蘭、德國、丹麥三國輸電公司(TSO)及輸氣公司為開發北海風力發電在 2017 年聯合成立的北海

風力發電中心 (NSWPH: North Sea Wind Power Hub)聯盟的一篇為減少風力發電風險的研究概念文章

提出，將風險降至最低的研究(控制及保護研究, Control and Protection Studies，運轉研究 (Operational 

Studies，不同階段的建立模型要求，硬體在環模擬要求，Hardware In the Loop Simulation Requirements)

等各項研究，應由誰來執行？在那個階段執行？以及是否應該離線或硬體在環模擬(HIL)執行？

(Source: Gordoncheng’s blog) 

Read more… 

利用動態虛功控制器能節省更多能源 

越來越頻繁和強烈的熱浪造成新的尖峰用電記錄，正將電網的使用推向極限，降壓節能(CVR)是一種

已經存在數十年的節能方法。電力公司已成功使用 CVR 程序來降低電能消耗，而不會對用戶產生

負面影響。這是一種經濟有效的方式，可以在需量反應計劃之外獲得額外的電能降低。CVR 背後的

理念是藉由降低電壓來節省能源，但挑戰在於確保所有用戶仍能以可接受的電壓範圍獲得電力。傳

統的電壓虛功補償設備(如有載分接開關(LTC)、穩壓器和電容器組)在變電所和高壓饋線運行調控，

因此低壓節能方法可能並不明顯。但是若能識別低於電業法下限的低壓異常值位置，在電網的低壓

部分使用動態虛功控制器(dynamic VAR controllers,DVC)加以補償，則可以最大限度地節省電能。

(Source: T&D world) 

Read more… 

https://www.nrel.gov/docs/fy22osti/83566.pdf
https://www.tdworld.com/microgrids/article/21248328/microgrids-for-everyone?utm_source=TW+TDW+Distributed+Energy+Resources&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CPS220822090&o_eid=1624C1327067B8P&rdx.ident%5bpull%5d=omeda|1624C1327067B8P&oly_enc_id=1624C1327067B8P
https://northseawindpowerhub.eu/sites/northseawindpowerhub.eu/files/media/document/Milestone%2011%20-%2020211119%20-%20Transgrid%20-De-risking%20Study%20Requirements.pdf
https://www.tdworld.com/test-and-measurement/article/21250925/is-your-conservation-voltage-reduction-program-doing-enough-to-beat-the-heat?utm_source=TW+TDW+Test+Monitor+and+Control&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CPS220919087&o_eid=1624C1327067B8P&rdx.ident%5bpull%5d=omeda|1624C1327067B8P&oly_enc_id=1624C1327067B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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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遽增的停電事故需加強電力緊急事故及擾動的強制性通報 

美國能源部(DOE)在其相關部門的領導下，制定了美國電力緊急事故及擾動的強制性通報要求。美國

能源部透過表格 OE-417(Form OE-417) 從電業收集這些資訊，以達成其整體國家之安全及國土安全

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國家應變架構職責。DOE 將使用此表格中的資料來獲得有關

美國電力供應系統緊急情況的當前資訊。DOE 的能源資訊管理局(EIA)將使用這些資料在每月 EIA 

報告中報告電力緊急事故及擾動。這些資料還可用於制定立法建議、送交國會之報告，並作為能源

部在發生嚴重、長期、或重復出現電力可靠度問題後，進行調查的基礎。(Source: Gordoncheng’s blog) 

Read more… 

下一個護國神山，電力業前景可期 T 型跨域人才成職場正夯 

電力產業的人才過去集中在公部門，在青年學子的職業印象中，也似乎比較傳統。但在淨零排放、能

源轉型、電業自由化趨勢帶動下，讓電力業成為不只是承載半導體等產業成長的護國基石，更變成

深具潛力的高科技產業，衍生出需求面管理、新能源、儲能等新商機。 

企業為了搶食這塊大餅，急需優秀的「T 型」跨域人才挹注，且不再只限於電機、機械、土木科系畢

業生，包括資工、經濟統計、大數據分析、財經、傳播等科系學子同樣是企業鎖定的目標。(Source:

工商時報) 

Read more… 

穩定供電加發展綠能 經濟部提 2025 年 3 大能源目標 

為加強供電穩定與發展再生能源，經濟部設定在 2025 年底前，要淨增加供給容量逾 3000MW、設置

再生能源儲能容量達 1500MW，以及太陽光電及離岸風電分別設置達 20GW、5.6GW3 大目標。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明天邀請經濟部長王美花列席，就新會期提出經濟部業務報告並備質詢。經濟部

今晚已將書面報告（口頭部分）送至立法院。 

報告指出，疫情使世界更數位化，預估到 2023 年，數位轉型及數位技術投資將貢獻全球逾半 GDP，

且因全球暖化、俄烏戰爭導致能源價格攀升，提高能源、資源穩定供應風險，凸顯淨零轉型刻不容

緩。(Source:中央社) 

Read more… 

  

https://gordonchengfour.home.blog/2022/09/20/%E9%81%BD%E5%A2%9E%E7%9A%84%E5%81%9C%E9%9B%BB%E4%BA%8B%E6%95%85%E8%88%87%E6%B0%A3%E5%80%99%E8%AE%8A%E9%81%B7%E7%B0%A1%E4%BB%8B/?fbclid=IwAR1lW7n8nHYV86rAjrtX4T6HbpnRunJTBKd0IAC9ntZbQGm-tCRZIE9MRwM
https://view.ctee.com.tw/social/45205.html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21004033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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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 【研討會】因應電動車發展之電網規劃研討會 

⚫ 【線上論壇】電網韌性與供電可靠度 

⚫ 【線上論壇】能源轉型下的電源開發 

⚫ 【線上論壇】能源效率與需求管理 

⚫ 【研討會】第 19 屆台灣電力電子研討會暨第 43 屆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 

⚫ 【線上論壇】能源轉型下的電力調度 

【研討會】因應電動車發展之電網規劃研討會 

日  期：2022 年 11 月 07 日（星期一）13:00 

報名連結：https://ssur.cc/PjXu5k3j6 

活動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801 會議廳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 號) 

主辦單位：工研院、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 

【線上論壇】電網韌性與供電可靠度 

日  期：2022 年 11 月 08 日（星期二）15:30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Qbe6q0 

主 講 人：台灣電力公司系統規劃處 劉建勳處長  

主 持 人：臺灣科技大學 郭政謙教授 

主辦單位：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工研院 

【線上論壇】能源轉型下的電源開發 

日  期：2022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二）15:30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Qbe6q0 

主 講 人：台灣電力公司電源開發處 周如卿處長 

主 持 人：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 蒲冠志副所長 

主辦單位：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工研院 

https://ssur.cc/PjXu5k3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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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論壇】能源效率與需求管理 

日  期：2022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二）15:30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Qbe6q0 

主 講 人：台灣電力公司業務處 蔡志孟處長 

主 持 人：國立成功大學 黃世杰特聘教授 

主辦單位：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工研院 

【研討會】第 19 屆台灣電力電子研討會暨第 43 屆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 

日  期：2022 年 12 月 01 日（星期四）~ 12 月 02 日（星期五） 

研討會網址：http://site.etop.org.tw/2022POWER/ 

活動地點：國立中興大學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電力電子協會、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國科會工程處電力學門 

【線上論壇】能源轉型下的電力調度 

日  期：2022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15:30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Qbe6q0 

主 講 人：台灣電力公司 吳進忠專總 

主 持 人：國立成功大學 張簡樂仁教授 

主辦單位：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工研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