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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  消  息 

01 理事長的話 

 在許多電力界先進同仁的一同努力下，「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 於 

2017年 12月 1日成立，本會以結合產官學研界電力與能源相關人員，

促進電力與能源之安全、穩定與智慧管理，提升學術水準與研發能量，

協助產業發展及人才培育工作為宗旨。承蒙許多會員的協助，本會已陸

續舉辦了論壇或電力基礎講座，未來將持續廣邀國內外電力與能源工程

專家學者，針對國內外電力與能源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以期能擴散電力

與能源科技新知，對政府決策提供建言，增進大眾福祉。期待本會會員

能秉持協會宗旨，積極參與，傳承經驗，以發揮本會功能並建立彼此間

的深厚友誼。 

02 理監事名單 

 理事名單： 

盧展南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系         楊金石   台電綜合研究所 

張文恭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系         吳進忠   台電公司電力調度處 

黃怡碩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朱家齊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系 

吳元康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系         張忠良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張簡樂仁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         劉志文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系  

陳昭榮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電機系     鄭朝彬   亞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吳再益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     邱煌仁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洪穎怡   中原大學電機系             黃世杰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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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文隆   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候補理事 

林常平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蒲冠志   台電綜合研究所 

陳一坤   正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李清雲   台灣電力公司供電處 

陳展鵠   玖鼎電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郭芳楠   台電桃園區營業處 

王建敏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數   蔡孟伸   台北科技大學自動化科技研究所                                         

         位轉型研究所               梁從主   成功大學電資學院                                   

 監事名單： 

周至如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楊振通   亞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陳建富   國立成功大學電資學院       謝世傑   義守大學電機系 

蕭勝任   台灣電力公司               候補監事 

張宏展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機系     杜國良   明良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 

林求忠   台灣電力公司退休           蔡英賢   台電公司台北市區處 

 03 組織架構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工研院供應商貨款電匯資料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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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會員資訊 

 協會今年第 1次理監事會議已於 107年 03月 09日召開完畢，請參閱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請參閱 [107年第 1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會員收費標準及會費繳交方式如下： 

     

 

 

 

 

 

 

 

 

 會員招募： 

本會會員分下列五種： 

1. 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構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

納會費後，為團體會員，並依據所繳納常年會費額推派代表 2 至 6 人行使會員權

利。 

本會僅申請單一帳戶，郵政劃撥帳號：「42346441」，戶名：「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

協會 盧展南」；若在銀行臨櫃匯款，請加填郵政解款行帳號：「7000010」         

 

忙碌的您是否忘了繳交會費，請不用擔心繳費期限的問題，本會持續有專人為您服

務相關事項，若有任何問題請於週一～週五撥打服務專線（07）525-4154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www.tp2e.org.tw/upload/fileList_file/82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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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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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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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會員： 凡中華民國國民，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目前從事電力與能源

工程相關工作或對電力與能源工程有興趣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

繳納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3. 學生會員： 凡中華民國國民，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具學生身份者，填具入

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學生會員。 

4. 贊助會員：捐助本會之個人或團體，並經理事會通過，為贊助會員。 

5. 永久會員：凡中華民國國民，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目前從事電力與能源工

程相關工作或對電力與能源工程有興趣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

納十倍常年會費後，為永久會員，其權益比照個人會員。 

入會申請有關資料請使用線上申請(協會網址：www.tp2e.org.tw)下載入會申請書，資

料填妥簽章後，請傳真(07-525-4199 )或 Email(tp2e@ee.nsysu.edu.tw)至秘書處  

本會不定期舉辦會員活動，台灣電力與能源協會歡迎您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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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能系統應用 

美國加州 ISO 已經開始倡議“探索電網級的電能儲存

資源如何提供成本和基於市場的服務，以大幅提高儲能

系統的效率及其對電網和用戶的價值 

摘錄自 網頁請點我  

 

02 2017 年電力與公用事業工業之趨勢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mailto:tp2e@ee.nsysu.edu.tw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california-iso-mulls-double-duty-for-transmission-connected-storage-assets/52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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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業行業面臨著一個複雜的挑戰包括：盈餘下滑，

同 時 滿 足 著 重 環 保 及 技 術 的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

PwC’s Strategy& 提出之 2017年電力與公用事業工業

之趨勢。 

摘錄自 網頁請點我 

 

03 英國電力統計及歐盟與 IEA 各國電價簡介 (鄭金龍) 

英國政府國家統計有關能源統計網頁中有關電力方面

的統計內容頗具參考價值，本會鄭金龍委員整理其中對

台灣媒體關注的電價與各類燃料發電量實績。 

摘錄自 網頁請點我 

 

04 北京正在考慮要求所有風力投資須包括電池儲能系統 

A battery mandate is under consideration for 

new wind power installations in China, an 

energy-storage company said. File photo by Pat 

Benic/UPI  

摘錄自 網頁請點我 

 

05 
深澳電廠更新計畫 

台電：採最先進 USC 燃煤機組 取供電環保平衡 

針對外界關心深澳更新計畫，台電強調，深澳更新計畫

效法日本橫濱磯子電廠，採超超臨界 (USC, Ultra 

Super Critical ) 機組最先進技術，其排放接近燃氣

機組排放標準，未來若特殊氣候條件發生空品不良，也

會啟動降載減排機制，降低對空氣品質影響。 

摘錄自 網頁請點我 

 

06 538 片太陽能板 48 小時完售 中租：全民電廠首案認購完畢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s://www.strategyand.pwc.com/trend/2017-power-and-utilities-industry-trends
https://gordonchengs3rdblog.wordpress.com/2018/03/15/英國電力統計及歐盟與iea各國電價簡介/
https://www.upi.com/China-considering-energy-storage-mandate-for-wind/3691522667550/
http://www.taipower.com.tw/tc/news_info.aspx?id=1324&chk=7f784650-e8b8-41ec-ae4e-e9ab268b6875&mi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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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租控股周一（12日）推出的「全民電廠．太陽光

電」線上平台，首次開放大眾認購的台南永康廠案，

538片太陽能板在短短 48小認購完畢，中租控股董事

長陳鳳龍承諾，會持續規畫適合的太陽能案邀民眾參

與，與投資大眾分享長期而穩定的投資效益。 

摘錄自 網頁請請我 

 

07 英國富豪技壓特斯拉，擬蓋全球最大儲電廠 

有真實版「鋼鐵人」之稱的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

（Elon Musk）棋逢敵手了，英國億萬富豪古普塔

（Sanjeev Gupta）計劃在南澳蓋鋰電池蓄電系統，規

模超過特斯拉的設施，將成為全球第一大。 

摘錄自 網頁請點我 

 

08 彰化離岸風電首桶金進帳 大學將開課育才 

宜蘭深澳燃煤火力發電廠環評案通過，引發熱議。台中

火力發電廠增設燃氣機組，也遭居民抗議。大家追求乾

淨的能源來源，離岸風電是其中一個選項。 

摘錄自 網頁請點我 

 

09 鴨子曲線十周年 

十年前，研究人員開始考慮再生能源滲透率上升對電力

系統的影響。 他們注意到太陽能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挑

戰，因為它可以替代白天變化較小的用電需求，但在晚

上當用電達高峰時會消失。 

摘錄自 網頁請點我  
 

10 大型儲電設施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breakingnews/2365432
https://technews.tw/2018/03/16/sanjeev-gupta-to-beat-teslas-elon-musk-with-bigger-battery-in-south-australia/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316/1316156/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on-the-ducks-10th-birthday-heres-how-to-keep-it-from-eating-the-power-sy/519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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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去年在 Jamestown, South Australia 由特斯拉

(Tesla)建造的 100MW/ 129MWh電池之後，另一個 120MW/ 

140MWh 的儲電設施將建在離特斯拉電池工作地點不到

100 英里的位置，並與 Whyalla Steelworks 的新太陽

能廠連接。 

摘錄自 網頁請點我 

 

11 需量反應(DR) 

東京電力公司（TEPCO）正與多個需量反應(DR)供應商

合作，利用需量反應資源確保惡劣天氣條件下的電網

可靠性，並降低電力資源的成本。EnerNOC將提供頻率

控制輔助服務，以幫助維持澳大利亞國家電力市場

（NEM）系統的穩定性。 

摘錄自 網頁請點我 

 

12 儲能系統 

電網規模鋰離子電池系統的價格在短短五年內從 2010

年的約 2,100美元下降至 2015年的每千瓦時約 1,200

美元，預計將繼續下降，降幅達 40％。電能存儲系統

可提供電網許多幫助，它可以幫助平衡短期電力供需

波動，管理尖峰電力需求或充當備用電源，以防止停

電或協助復電。 

摘錄自 網頁請點我 

 

13 汰役電池循環經濟 

由於包括鈷，鎳和鋰在內的關鍵電動汽車電池材料價

格大幅上漲，更多電動汽車製造商將重點放在再利用

和循環利用 

摘錄自 網頁請點我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s://www.digitaltrends.com/cool-tech/billionaire-aims-to-build-worlds-biggest-battery/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ci-demand-response-grows-half-a-world-away-from-its-starting-point/519885/
https://reneweconomy.com.au/how-energy-storage-is-rewiring-the-electricity-industry-79806/?utm_source=Sailthru&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Issue:%202018-03-27%20Utility%20Dive%20Storage%20%5Bissue:14637%5D&utm_term=Utility%20Dive:%20Storage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asiapacific/nissan-spins-up-new-plant-to-give-second-life-to-ev-batteries-10079574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asiapacific/nissan-spins-up-new-plant-to-give-second-life-to-ev-batteries-10079574
https://images.theconversation.com/files/211315/original/file-20180321-165568-1fs0fme.jpg?ixlib=rb-1.1.0&q=45&auto=format&w=754&fit=c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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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重要大型電力能源研討會及展覽會(賴木生) 

CIGRE 2018 (法國, 巴黎):8/26~8/31 

￭ 網頁連結 

￭ 時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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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訊  息 

01 最新活動〈歡迎踴躍報名！！〉 

 4/20(五)淺談電業自由化與電力代輸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GN00uYc9NyzoFzbt1 

 4/25(三)儲能設備於電網運轉應用論壇〈限額 150人，已額滿〉。 

 5/21(一)電力市場的應用程式演化變革演討會〈限額 20人，近期開放報

名〉。 

 5/31(四)電力需求管理論壇，假台北科技大學綜合科館地下一樓第二演講

廳〈限額 220人，近期開放報名〉 

02 活動花絮 

 20171222 電力需求面管理論壇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wanev/
http://www.cigre-exhibition.com/
http://www.cigre.org/Events/Session/Session-2018
https://goo.gl/forms/GN00uYc9NyzoFzb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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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409 共同主辦智慧配電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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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