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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時代來臨了
太陽光電時代來臨了!
時代來臨了 可取代核電
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後，世人才深刻體會核電災變
是具毀滅性的，因此核電已不是政府過去再三強調的
所謂「最後選項」，而是必須建立「非核家園」。但廢
核之後的電力缺口如何彌補，同時還要考慮到經濟發
展與減碳問題，以及可能要付出的代價，錯綜複雜。
太陽光電一直被認為是最適合用來替代核電的再生能
源，但過去給人的印象卻是:發電成本偏高不具經濟
效益，必須政府補助，由社會來共同負擔，但也可能
付出過高代價，不符合國家整體利益。然而，我國太
陽光電產業發展快速，太陽光電系統裝設費用近五年
來下降了約七成，達新台幣 50,000-80,000 元/kWp。
如將太陽光電當作節能工具，在台灣每裝設一千
瓦太陽光電系統(1kWp)的年發電量為 900-1,300 度電
(kWh)，如採平均值 1,100 kWh/y，且每度電價值以 4
元來算(較大用戶的較高累進電價，不計入電價上漲因
素)，則 1kWp 運轉 25 年可產生 110,000 元價值，最快
11 年回本。這是首度出現太陽光電具有經濟效益! 因
此，以太陽光電取代核電已出現一道曙光，但仍有許
多問題必須克服。首先針對安裝空間問題，興建中的
核四廠裝置容量為 2,700 MW，年發電量約 21,286,800
MWh。目前太陽電池模組效率約 17%，因此，取代核四
發電量的太陽電池面積約需 120 平方公里，裝設容量
為 19,350 MWp。以屋頂裝設來分析，依營建署統計，
過去十年間(2000-2009)核發建築總樓板面積為 307.5
平方公里，相當於基地面積約為 70 平方公里(即可裝
設太陽光電系統的屋頂面積)。所以，如果未來十年所
有新建築經由立法強制裝設太陽光電系統，便可以替
代近六成的核四廠發電量。營建署調查顯示，全國總
屋頂面積約 350 平方公里。目前核一、核二、核三、
連同核四(尚未商轉)，總裝置量 7,844MW，換算成所
需太陽光電系統裝設量為 56,220 MWp，需太陽電池面
積 350 平方公里，剛好就是全國總屋頂面積! 這個簡
單算術告訴我們，如將所有屋頂裝設太陽光電系統，
是可以取代核電的! 未來太陽電池效率將繼續提升、
成本繼續下降，安裝面積會逐漸減少，經濟效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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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再來便是安裝費用問題，56,220 MWp 太陽光電的
安裝費用將高達 2.8 兆元，如分成 15 年達成，每年需
投資 1,870 億元(以現價計)，政府不可能編列預算補
助。針對新建築(每年 7 平方公里)，如果通過立法，
要求屋頂必須裝設太陽光電系統，則每年投入約 560
億元(每年裝設1,128 MWp)，相當於每坪建築樓板面積
約 0.6 萬元。以當今都市房地產價格動輒每坪 10 萬或
數十萬元，是在合理範圍，何況太陽光電已具經濟效
益，成本還會下降。把太陽光電系統視為建築必備的
環保設備(還具經濟效益)，當負擔能力足夠時，通過
立法強制裝設是具說服力的，也符合時代潮流。至於
舊建築的裝設，在太陽光電經濟效益尚不高時，為鼓
勵應用，可將興建核電的費用拿來補助。以核四興建
費用(2,335億元)來推算，所有核電興建費約6,670億
元，每年便有 450 億元可以拿來以優惠電價收購太陽
光電，或補助部分安裝費用。而太陽光電取代核電的
計畫可創造每年 1,870 億元的內需市場，對刺激經濟
成長與創造就業機會貢獻極大。
最後是安裝技術問題，都市建築五花八門，舊建
築在設計時並未考慮裝設太陽光電系統，可透過新技
術開發以突破建築限制。
除此之外，在解決能源問題時，應遵守一個基本
思維:『設法降低耗能，先達到「低能」境界，再利用
再生能源，以達到「零能」境界』，即「低能+再生能
源=零能」。應該先降低耗能使成為「低能」，再裝設
規模較小的太陽光電系統，就可以成為「零能」，取
代核電所需裝設的太陽光電系統規模便可大大減少，
達成非核目標就更容易了。這個節能效益，加上目前
核電並未考慮驚人的核廢料處理費用，以及抑低尖峰
負載的附帶效益，以太陽光電系統取代核電的確是可
行的! 這也意味著太陽光電時代來臨了! 而在以太陽
光電替代核電過程中，也會同時帶動微電網科技的發
展，成為下一波帶動經濟的新能源產業。「台大新能源
中心追求創新、是您的最佳伙伴」，也隨時提供服務。

本中心尋求產業界夥伴共同研發新能源技術

本中心榮獲沙烏地阿拉伯國王科技大學 陽光發電、LED 照明、零能建築技術等，已有多家
全球研究中心獎(GRP Award)，研究太陽能 公司參與，未來期盼更多產業界的合作。
建築科技，包括太陽能製冷供熱、太陽能蒸餾、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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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UST 六人考察團蒞臨台大考察 GRP CID Award 研究成果

在訪台之前，KAUST 於四月間先委託四家國際
今年 5 月 30-31 日 KAUST 派遣六人考察團蒞臨
台大新能源中心考察 GRP CID Award 研究成果，訪問 知名機構，針對全球七個 KAUST 所支持的 GRP
團成員包括 Dr. Mohammed Chunggaze Manager, Center/CID (包括 Stanford, Cornell, Texas A&M, 英國
Award Administration, KAUST GCR); Dr. Raed Bkayrat 牛津大學, 荷蘭 Utrecht 大學, 沙烏地法德王石油礦大
(Manager, Technology Advancement Group, KAUST 學 KFPM, 台灣大學)的執行績效，進行總體評估。台
Economic Development); Mr. Brendan Rauw (Senior 大 GRP CID/NTU 全部被評為「最優異」 (excellent)，
Technology Portfolio Manager, KAUST Technology 分數為九分 (滿分十分 )。現場訪查時，委員們也表示
Transfer and Innovation); Ms. Dunni Joseph (Associate
台大新能源中心的創新研究成果確實可以實用化，進
Award Administrator, KAUST GCR); Mr. Eion Lys
(Associate Award Administrator, KAUST GCR); Dr. John 行推廣利用，並立即技術引進沙烏地阿拉伯，帶動產
Klingler (Program Coordinator, KAUST GCR)。 5 月 30 業發展，是其他研究中心所沒有的。KAUST 並在討
日進行實驗室參觀，5 月 31 日由台大新能源中心進行 論如何擴大雙邊進一步的學術與產業合作。
簡報，隨即深入討論未來合作方向。
本中心獲得
本中心獲得太陽
獲得太陽光
太陽光電技術突破技術突破-單軸三角度太陽追蹤系統
單軸三角度太陽追蹤系統

目前市售太陽電池發電效率約 15-18 %，許多公司
為提高 1%效率，所投入的製程改善，動輒數十億元以
上。本中心從系統端來提升太陽電池的發電效率，歷
經十年努力，完成與建築結合的單軸三角度太陽追蹤
系統技術開發。在台北的戶外測試顯示，晴天時可提
升發電量達 39%。經連續 18 個月的運轉測試，達零故
障，在台北地區平均提高發電量 25.6%，如在台中地區
為 30%，在高屏地區為 35%。本項技術已發展到第四
代，主要是提高可靠度與降低成本，目標是零故障使
用 25 年。由於構造簡單，造價在 200 美元以下(搭載
500Wp 太陽電池)，比傳統屋頂固定式安裝成本還低，
又可以提高發電效率達 25 至 35%。此項技術突破使太
陽光電的經濟效益大幅提升，並獲得日本以及 KAUST
的高度興趣，將進行技術移轉。

本中心開發
本中心開發「
開發「節能換氣機」

許多建築因通風設計不良，或為了節能不願進 得新鮮換氣。本項技術已申請專利，將進行技術移轉。
行換氣，導致室內空氣品質問題嚴重。本中心利用熱
泵所設計的換氣機可以節能又換氣，安裝在窗戶上，
可以把室外新鮮空氣(夏天為 35 C)先冷卻再引入室
內(冷房)，並利用排出的較低溫(25 C)室內空氣來降
低冷凝器溫度提高熱泵的效率(省電)。冬天運轉時則
回收排出的較高溫(25 C)室內空氣熱能(暖房)，把室
外新鮮空氣(冬天為 5-15 C)先加熱再引入室內，來提
升熱泵的效率。因此，可以省電七成左右，又可以獲
o

o

o

o

本中心開發「
」
本中心開發「二代零
二代零能屋(ZEH-2」
能屋

本中心完成二代零能屋(ZEH-2)建造，其室內面積 往沙烏地阿拉伯，在 KAUST 校園內進行試驗。
約八坪)，係由組合屋改裝，採用七種台大新能源
中心開發的特殊技術: (1)節能換氣機；(2)自潔通風式外
遮陽板; (3)真空隔熱板; (4)LED 照明；(5)太陽能照明;
(6)單軸三角度太陽光電系統 ; (7)超電容充電的獨立型
太陽光電系統。另外，採用雙層玻璃塑膠框窗戶以利
斷熱。也利用搭建 ZEH-2 機會，進行真空隔熱板以及
自潔通風式外遮陽板小量產技術開發。ZEH-2 準備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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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開發「
」
本中心開發「太陽能集熱系統最佳追蹤控制技術(MPPT)」
太陽能集熱系統最佳追蹤控制技術

太陽能集熱器係利用管板吸收太陽輻射，然後經
由導熱板傳入管內由工作流体(水)帶出加以利用。由
許多太陽能集熱器可組合成一大型太陽能集熱系統，
便可進行大規模利用，如工業加熱製程、冷氣空調。
由於太陽能集熱系統龐大，必須裝設循環泵，強制輸
送工作流体流經太陽能集熱管板進行吸熱。因此，循
環泵必須消耗電力才能運作。許多大型太陽能集熱系
統經常發現循環泵耗電量過大，使得整體能源效率降
低甚多。本中心成功開發太陽能集熱系統的最佳追蹤
控制技術(MPPT)，針對一組26 m 太陽能集熱系統的實
測結果，循環泵耗電降低達73%，在集熱量15.2 kW時
的循環泵耗電量為113W，性能係數(COP)高達134.5。
2

本中心搬遷
本中心搬遷新實驗室

為配合校方的志鴻館改建，原位於志鴻館頂樓的
新能源中心太陽能實驗室，在校方協助下，於今年中
全部搬遷至工綜大樓頂樓，新實驗室包括兩間室內實
驗室與戶外實驗場。由於位於八樓，視野極佳，可遠
眺 101 大樓。新實驗室煥然一新，空間也較寬廣，可

以進行更多研究。

消 息 報 導

太陽能變便宜 將躍電力主流(美聯社紐約 2011/10/24)
近年來隨著產業規模擴大和成本逐漸下滑，太陽能
躍為主流電力來源，將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根據
彭博社的資料，太陽能面板價格自 2008 年來下跌
66%，有助推廣太陽能設備的使用，吸引希望節省電
費的用戶安裝。太陽能板製造商尚德電力公司
（SunTech Power）全球銷售部門主管畢比說：「現在
正是轉折點的開端。」由於太陽能板價格跌得很快，
所以即使未來政府補貼縮小，太陽能仍能與化石燃料
競爭。鑒於此，美國電力公司 NRG 能源已宣布，將
與美國銀行（BofA）及房地產業者 Prologis 合作，斥
資 14 億美元在 750 個工業建築的屋頂上安裝太陽能系
統。
台電高雄永安太陽能電場啟
台電高雄永安太陽能電場啟用
能電場啟用(中廣 2011/10/18)
經過 18 個月的施工，全國最大的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高雄永安鹽灘地太陽光電發電場，完成試運轉之後，
10 月 1 號由經濟部長施顏祥和台電公司董事長陳貴明
正式按鈕啟用。鄰近興達電廠的永安鹽灘地太陽光電
發電場佔地 9.45 公頃，裝置容量為 4636.8 千瓦。
若建物全面安
建物全面安裝太陽光電可取代核電
裝太陽光電可取代核電 (自由時報
2011/10/01)
臺灣的太陽能光電可取代核能嗎？臺大公共論壇邀
請學者分析臺灣的能源政策，學者認為臺灣再生能源
當中以風力能最有潛力；不過，太陽能光電在臺灣的
發展日趨成熟，臺大機械工程學系教授黃秉鈞表示，
國內太陽光電系統裝設費近五年下降七成，如果太陽
光電當作節能工具，不到 15 年就能回本(年投資報酬
率超過 3%)，如果透過立法，強制要求未來十年新建

物屋頂都加裝太陽光電系統，將可替代近六成的核四
廠發電量，讓太陽光電取代核能不再是夢想。
日本發表
日本發表新型智慧太陽能面板(日經產業新聞 2011/7/4)
東京大學創投企業研發出新式智慧型太陽能面板，
採用特殊化合物反應體為基板。將太陽能源轉為電力
之轉換率由過去的 14-15％提升至 20％。此外，導入
可動式反射鏡，可更有效率收集太陽能源。反射鏡會
配合太陽的運行而移動，讓發電部分隨時都能照射到
陽光。基於以上方法，可使設置面積的發電量為使用
矽晶基板之太陽能面板的 2 倍，達到世界最高水準。
塗佈式太陽能電池 2013 年上市 (朝日新聞 2011/7/27)
可應用在大廈的外牆壁或汽車車身上的「塗抹式太
陽能電池」終於可望實現。新型的太陽能電池將可塗
抹在傳統式太陽能光電板難以設置的地方，同時也可
大量生產。預計於 2013 年春天左右應該就可上市。研
發的此技術的三菱化學，在實驗階段的光轉電效能已
超過 10%，創世界上首度成功的壯舉。該技術使用的
並非傳統的玻璃板所夾帶的矽化合物，而是碳化合
物。只要碳化合物乾燥硬化後，便可發揮類似「半導
體」的作用，再加以配線便會跟光能反應而產生電力。
澳紐昆省建世界最大太陽能發電站
澳紐昆省建世界最大太陽能發電站(大紀元 2011/6/19)
澳洲聯邦政府將在紐省和昆省修建兩個世界上最大
的太陽能發電站。電站產生的電力將能滿足 11.5 萬多
戶家庭每年的電力需求。它將成為世界上同類電站中
的最大電站，同時也將是最環保的電站，它產生的電
力至少有 85%是無二氧化碳排放的。預計於 2015 年
開始運轉。

Vol.12, No.1

2011 年 6 月

台大新能源中心通訊

出席「
會議」
出席「2011 ICEBO會議
會議」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 透過智慧型控制達成永續

「

第 四版

黃秉鈞

2011 ICEB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Enhanced Building Operations)
Texas A&M
University
Energy Systems Laboratory
2011 10 18
10 20

」係由
的
所主辦，於
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紐約市舉行，主要針對
永續建築、太陽能建築監控與建築管理科技進行研
討，分成14項目發表論文71篇，來自17國共一百多位
代表出席。討論重點是 : 透過智慧型控制達成永續
(Sustainability Through Intelligent Controls)。
本屆會議最受注目的是「建築使用者行為研究」。
圖二、個人微尺度氣候環境概念
辦公大樓佔建築耗能的40%，必須減少辦公大樓耗能，
同時兼顧辦公室內的人所需的室內空氣品質和舒適
度。因此，需要考慮建築使用者的行為。舊的設計思
維是，將所有建築空間都營造出人類所需的舒適環
境。事實上，建築裡有許多空間是在個人的活動範圍
外的，這些無人空間並不需要舒適環境，只徒然浪費
能源而已。新的設計方法是由建築的終端使用者(人 )
角度出發，去思考與設計在個人活動空間範圍內，如
何滿足個人舒適度需求的新環境控制技術，以「從下
而上的方式(bottom-up)」來設計(圖一)，才能作最有效
的節能。
圖三、透過建築使用者行為改善，大幅改善耗能

圖四、個人微尺度環境設計:convection-heated chair
圖一、傳統「由上而下」與新的「由下而上」的設計 (HC),
an under-desk radiant heating panel (UD RHP),
觀念
a
floor
radiant heating panel (FL RHP), an under-desk
而個人活動空間是屬動態的，因此就需開發一些 air terminal
device (UD ATD), a round movable panel
新的設備並透過創新控制技術，作及時省能控制，營 air terminal device
(RMP)
造出有效的微尺度氣候環境(micro climate)。更困難的
是辦公建築內有許多人在活動，如何營造出有效的單
一微尺度氣候環境以適應所有的人，必須克服技術上
問題。圖二是一種個人微尺度氣候環境概念。如依照
建築設計操作，因使用狀況(負載)可能遠低於設計條
件使耗能增加，如果透過建築使用者行為改善，可大
幅改善耗能33% (圖三)。對無能建築，透過建築使用
者行為改善，更可大幅改善耗能44%。圖四是個人微尺
度環境設計之一，與我台大新能源中心一代無能屋設
計雷同(圖五)。
IAQ(indoor air quality) 控制技術也是會議主題之
一，IAQ已朝向smart control發展(smart building)，改善
IAQ不能只增加通風換氣量，必須同時顧及耗能，以及
圖五、台大新能源中心一代無能屋設計
空氣清淨技術也很重要。室內 CO 控制則只能利用換
氣，耗能考量為最重要。一般建築的換氣量設計都是
超量設計，透過智慧型控制可節約大量能源。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