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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能」+「再生能源」=「無能」
黃秉鈞
近來由於能源危機與國際金融海嘯影響，再
生能源立法最近在國內受到廣泛討論，許多人士
大聲疾呼要求加速立法以獎勵補助再生能源利
用，讓再生能源在台灣的能源供給佔重要比重，
並帶動國內經濟發展。這項論點並沒錯誤，只是
欠缺深思，如果貿然執行，效果恐怕有限。目前
太陽能等再生能源仍未達到一般傳統能源的經
濟效益，因此只想利用再生能源完全替代傳統能
源，需要付出重大代價，不但經濟上不可行，也
是錯誤的觀念。人類解決目前能源與環境問題的
基本思維應該是:『設法降低耗能，先達到「低
能」境界，再來利用再生能源，以達到「無能」
境界』
，光推動再生能源應用便是本末倒置。
所謂「低能」
，所指的是低耗能(指傳統能源
與核能)，包括工業耗能與民生耗能。工業耗能
與產業發展有關，必須朝低耗能產業發展，這已
是陳年老調了。另外，全世界的能源有一半以上
是消耗在建築裡，因此在民生耗能部分，應該先
降低建築耗能使其成為「低能」，再考慮裝設規
模較小的、大家都負擔得起的再生能源系統，就
可以成為「無能」。這個概念應該是現階段推動
能源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
以照明耗能為例，政府目前積極推動的 LED
照明應用，是完全正確的，這是雙贏策略，不但
可以減少自身耗能，也可以發展 LED 照明產業外
銷。另外，如果加強建築設計使冷氣空調耗電降
低，或利用自然採光，可降低更多耗能。以目前
建築的設計以及耗能狀況，要降低 50%以上的耗
能並不困難。
如果建築耗能可以降為目前的 30%左右，以
一般住家來說(約三十坪大小)，每天耗電量控制
在 5 kWh (約 18 kWh/m2-年)以下(每月電費約 400
元以下)，則只要裝設 1-1.5kWp 太陽電池發電系
統，就可以讓建築成為「無能」
，安裝成本約 15-20

萬元(持續下跌中)，許多住戶便負擔得起。如果
這些太陽能設備與建材結合一體(多功能)，其裝
設成本更可再降低一半以上。由於建築先處於
「低能」狀態，太陽能系統裝設量就不需太大
了，更容易解決安裝問題。這個簡單觀念便直接
道出了解決能源與環境問題的根本之道。
如果我們不先追求「低能」，而只一味想利
用再生能源來達成「無能」狀態，以一個普通住
家來說，如每天耗電量仍維持在 12 kWh 以上(每
月電費約 1000 元以上)，就必須裝設 3 kWp 以上
的太陽電池發電系統，安裝費用在 60 萬元以上。
更嚴重的是台灣的特殊樓房建築，並無足夠安裝
空間，至少有八成以上住家無法利用太陽能。如
果還要透過立法獎勵補助，讓全民來為少數用戶
買單，將造成國家經濟財務重大負擔甚至破產。
根據國外許多在偏遠落後地區的推動經驗，在裝
設太陽能發電設備提供電力後，人們便開始購置
更多耗能電器，使得電力負載大幅上升，導致系
統快速崩潰。這個例子無形中也告訴我們，如果
沒有堅固「低能」觀念，就直接進行再生能源的
利用是無效的，其中包含人性面問題。
低能建築在古早時代無高科技存在的情況
下，先民在營造他們的住居環境時，就已經做到
了。先民為求生存以及與環境共生、運用環境，
無不發揮出人類與生俱有的高超智慧，反應在其
住居環境上。這些也提供了人類在解決現今能源
與環境問題上，最寶貴也最值得借鏡的經驗。我
們必須徹底加以學習與運用，然後再加入現代高
科技部分(太陽能、LED 等)，就可以達到「無能」
境界。而這部分利用現代高科技的再生能源，也
代表著人類如何運用智慧來提升其生活內涵並
與環境仍然保持完美融洽的更高文化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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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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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尋求產業界夥伴共同研發新能源技術
新能源產業發展日漸蓬勃，本中心獲經濟部
能源局補助的「前瞻性太陽能應用技術研發」，
係以「學術結合產業」的模式，進行前瞻性太陽
能應用技術研發，內容包括新型太陽能熱水器
(模組式熱水器、中溫集熱器)、獨立型太陽光發
電技術(移動式冰箱與高亮度 LED 照明)與太陽

能製冷供熱技術等，目前已有兩項完成技轉。本
中心也榮獲沙烏地阿拉伯國王科技大學(KAUST)
全球研究中心獎(GRP Award)，研究太陽能建築
科技，包括太陽能製冷供熱與水處理、太陽能
LED 照明系統等，已有多家公司參與，未來期盼
更多產業界的合作。

本中心完成全球首座太陽能輔助噴射式製冷系統並成功運轉
夏季炎熱氣候下，空調耗電量極為驚人。
根據台電統計，空調耗電佔夏季尖峰負載的三
成以上。本中心結合噴射式熱製冷系統及變頻
冷氣機，研發太陽能輔助製冷技術。係利用太
陽熱能驅動噴射式製冷系統，以降低冷氣機的
冷凝溫度，進而提升冷氣機運轉效能及減少耗
電量。本系統裝設在台中國立勤益科大，採用
高性能真空管集熱器(在 100oC 水溫下，效率高
達 61%)，噴射式製冷系統(1RT)與變頻冷氣機
並聯運轉。初步測試顯示，在晴天大太陽下，
可節省冷氣機耗電量 65%(噴射式系統產生器溫
度為 100oC，冷凝溫度 36oC，蒸發溫度 8oC，COP
0.16)。這是全球首座太陽能輔助噴射式製冷系
統(1RT)的成功運轉，具指標意義，未來本中心
將繼續改善系統缺失，提升其運轉效率。本項
設計已申請專利，未來期盼產業界的合作。本
研究係由經濟部能源局與沙烏地阿拉伯國王科
技 大 學 (KAUST) 的 全 球 研 究 中 心 計 畫 (GRP
CID/NTU)共同支持。

噴射式製冷系統(1RT)

用於太陽能製冷的高溫太陽能集熱系統(於台中國立勤益科大)

本中心開發高溫太陽能集熱器
本中心積極開發高溫太陽能集熱器，採用真
空管內置選擇性吸收面之直流式管板集熱器，此
一高性能真空管集熱器在 100oC 水溫下，吸熱效
率高達 61%，最高運轉溫度達 150oC，未來希望
達到 200oC，以利用於工業製程與發電，技術突

破有賴更高級吸熱材料的開發，以及降低製作成
本，本中心正在尋求國內外合作開發。此一高性
能真空管集熱器將用於開發多效太陽能蒸餾
器，以及其他工業製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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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太陽能集熱器

本中心完成台大育成中心頂樓新太陽能實驗室整建
在沙烏地阿拉伯國王科技大學(KAUST)的
全球研究中心計畫(GRP)的支持下，本中心已於
去年暑假完成志鴻館頂樓太陽能實驗室的整建
工程，同時新建一間太陽能屋，以進行太陽能
建築的相關研究，包括玻璃窗隔熱材料、外牆
隔熱技術、導光技術、室內空氣品質、通風換
氣技術、新鮮空氣處理、太陽能照明等。使屋
齡近三十年的太陽能實驗室煥然一新，至今國
內外訪客不斷。

驗室戶外實驗場全採用自行開發的太陽能 LED
照明系統提供夜間照明，並裝設有六套單軸追
蹤太陽電池系統(每套 200Wp)、27 盞太陽能全
彩 LED 景觀照明系統、噴射式太陽能冷氣系
統、建築一體太陽能熱水系統(女兒牆)，同時正
在籌建太陽能建築模擬實驗室。整棟育成中心
將依新能源研究中心成果改裝成太陽能建築，
進行示範與測試。

為擴充本中心研究空間，校長特別補助在
台大創新育成中心頂樓闢建新的太陽能實驗
室，整建工程已於今年四月底完工。太陽能實

育成中心頂樓新太陽能實驗室

本中心「2009 太陽能建築科技與產業發展研討會」圓滿落幕
本中心去年榮獲 KAUST 國際研究中心獎
(GRP CID/NTU)已一年，於今年 4 月 21 日(星期
二 ) 在 台 大 工 學 院 國 際 會 議 聽 舉 行 「 2009
NTU/KAUST Workshop on Solar Build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台大-沙烏地阿拉伯
國王科技大學「2009 太陽能建築科技與產業發
展研討會」)，上午議程係針對太陽能建築科技
與國家經濟產業發展議題的系列專題演講(邀請
韓國、日本、台大與經濟部專家)，下午議程則
是 GRP CID/NTU 的成果發表會(包括噴射式製
冷系統設計、太陽能輔助製冷/供熱系統(SACH)

科技、太陽能輔助薄膜蒸餾系統、建築結合太陽
能熱水器、太陽能 LED 照明科技、太陽能照明
之蓄能設備、染料敏化太陽電池、自潔式透光材
料等八項)，以及 KAUST/NTU 短期交換學生的
設計專題研究成果發表(包括單軸三角度太陽追
蹤器、太陽能熱電發電機、空氣取水機、雙效太
陽能蒸餾器等四項)，希望透過對國內外學術與
產業界發表研究成果，進行科技交流。
此一會議獲 KAUST 重視與支持，並派重要
貴賓出席，也有來自美國、香港、埃及的學者出
席，出席人數近 200 位，可謂盛況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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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錄自環境資訊中心網站： http://e‐info.org.tw/

降低建築物能耗是實現全球氣候目標的關
鍵: 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理事會發布報告稱，
目前全世界建築物能源消耗佔全社會能源消耗
總量的 40%，是工業能耗的 1.5 倍；要想實現
全球氣候目標，減少建築物能耗是最為關鍵的
因素。這份名為《行業轉型：建築物能源效率》
的報告認為，到 2050 年，使建築物的能源使用
量減少 60%是實現全球氣候目標的關鍵。通過
大規模運用節能技術，到 2050 年建築物可節約
的能源總量相當於全球運輸業目前所使用的能
源總量。報告以巴西、中國、歐洲、印度、日
本和美國為研究對象，指出這六個地區的 GDP
總量佔全球的 50%左右，消耗了全球近三分之
二的主要能源。將既有建築改造成高能效建
築，報告中的六個地區一年共需 4000 億美元。
大幅提高市內大樓能效 美休士頓市簽署
$960 萬合同: 全球最大城市之一的美國休士頓
市，為減少能耗和降低溫室氣排放，在柯林頓
氣候計劃（CCI）中的能源效率建築重整計劃
（CCI Building Retrofit Program）下，率先成為
美國第一個宣佈全面翻修大樓計劃的 C40 城
市。C40 是由全球 40 個最大城市組成致力於解
決氣候變化問題的團體。C40 上週在韓國漢城
舉行第三次年度會議，承諾最大程度削減溫室
氣排量，實現轉型成低碳城市的共同目標，加
強城市應變能力、避免氣候變化效應帶來的衝
擊。
節能減碳 紐約帝國大廈綠化翻新救地球:
更換紐約地區的窗戶聽來容易，但是也能改變
地球？紐約著名帝國大廈希望藉更換所有 6500
片窗戶作為翻新的一環，讓電影「金剛」中的
知名地標能成為全球環保榜樣。帝國大廈老闆
的代表馬爾金告訴法新社，這項數百萬美元計
劃將減少能源消耗達 38%，包括冷暖空調、照
明系統升級。紐約商用大樓製造的溫室氣體佔
全紐約溫室氣體排放量的 78%，因此帝國大廈
綠化將是重要一步。帝國大廈目前正進行 5 億
美元整修工程，綠化翻新將增加 2000 萬美元開
銷。2013 年將完全達到節能目標，每年可省 440
萬美元，使這座大樓躋身全球前 10% 綠建築之
列。
再生能源成長快速 全球能源產業綠了樣:
全球再生能源政策網絡
「21 世紀再生能源組織」
公佈的報告中指出，在人類發展再生能源的記
錄中，2008 年是歐盟與美國境內的再生能源發
展計劃數量，首次超越傳統發電的建案數量，
這代表世界能源市場的樣貌已經發生根本性的

轉變，並朝著再生能源的方向發展。全球在 2008
年由再生能源產生的總發電量，要較 2007 年高
出 16%之多。
美研究生質燃料可能加速而非減緩全球暖
化: 使用以作物為基礎的生質燃料，可能會加
速而非減緩全球暖化，理由是製造生質燃料會
助長摧毀雨林。一度被譽為替代石油的解決途
徑，如今生質燃料引發越來越多爭議，因為它
會影響到糧食價格，且生產生質燃料也得耗費
不少能源。根據披露的研究報告，作為化石燃
料替代物的生質燃料，也可能排出更多二氧化
碳至大氣中，超出它們可能節省的排放量。 史
丹佛伍茲環境研究所專家吉布茲女士表示，
「如
果我們所開的汽車是使用熱帶生產的生質燃
料，很可能我們的油箱實際上形同燃燒雨林。」
吉布茲從 1980 年至 2000 年研究熱帶地區衛星
照片，並發現半數新耕地來自完整雨林，另 30%
來自遭破壞的雨林。吉布茲表示，「砍伐樹木
開闢農地時，砍倒的樹木通常焚燒掉，把樹木
儲藏的碳以二氧化碳方式排入大氣中。」
美國刺激經濟主打綠色牌: 歐巴馬政府為
挽救美國經濟而推出的近 8000 億美元經濟復
興計劃有綠色經濟復興計劃之稱，它將刺激經
濟增長和增加就業的短期政策與美國的持久繁
榮結合起來。而將這一短期和長期目標結合在
一起的「黏合劑」，就是以優先發展清潔能源、
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為內容的綠色能源戰略。為
實現能源戰略的轉型，美政府明顯加大了對乾
淨能源研發和應用的投資力度。在其經濟復興
計劃中，用於乾淨能源的直接投資及鼓勵乾淨
能源發展的減稅政策涉及金額 1000 億美元。在
政府 2010 年財年預算中，美國政府計劃通過碳
排放交易機制，在未來 10 年內向污染企業徵收
6460 億美元，其中 1500 億美元將投入清潔能
源技術的應用，以推動美國減少對石油和天然
氣等石化能源的依賴。
電子消費品太熱門 節能措施白費功夫:
國際能源總署說，民眾對行動電話、iPods、個
人電腦和電漿電視等大量耗費能源裝置的需
求，正抵消在其他方面所省下的能源。這個設
在法國巴黎、為 28 個已開發國家提供建議的機
構在一份報告中敦促各國政府，在擬訂節約能
源標準時，必須跟得上新出現的消費裝置。報
告中並懇請大眾，選擇必較節約能源的用品。
能源總署警告，若不如此，在 2030 年之前，一
般家庭電子裝置的能源消耗量將增加兩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