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能源審議會
105 年度第 2 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5 年 11 月 15 日（二）下午 2 時

地

點：經濟部能源局 13 樓第 1 會議室

主

席：林召集人全能(李主任秘書君禮代理)

記錄：產諮會秘書處黃思瑋

出席委員：
蘇委員金勝（曾副組長增材代理）、吳委員志偉、楊委員鏡堂、紀委員國
鐘（鄭處長哲裕代理）、陳委員于高、葉委員勝年、張委員秉衡、孫委員
綬昶、鄭委員博文、李委員國壽、梁委員博傑、蔡委員年芳
列席人員：
中華民國能源經濟學會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五所

王理事長運銘(本會顧問)
楊所長豐碩 (本會副執行秘書)

陽光屋頂百萬座辦公室 吳主任德清、陳專員思伊
產諮會秘書處

孫主任明德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張淑雯處長
永旺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洪經理國在、郭副理桂延

壹、主席致詞：(略)
貳、議題簡報：(略)
參、討論議案：
「太陽光電 2 年推動計畫」
肆、會議結論
一、 宜設立併聯爭議調處單位(第三方)，以專業技術促進解決併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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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太陽光電 2 年推動計畫」宜有制度化且常態化的滾動檢討機制，
俾及時改善問題。
三、 建議儘早考量在地電網及變電站的容量規劃。並針對國際間高占比
國家之作法進行分析。
四、 政府在綠色財務機制方面的思考宜更宏觀，可參考日本、菲律賓的
做法，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評估成立投資銀行或綠色基金作為發
展綠能的基礎，並使其保有高度獨立性。
伍、發言內容
茂迪股份有限公司

張秉衡董事長

一、 對太陽光電業者來說，大家遇到的困境大同小異，最主要是土地取得
相當困難，且成本有日益增高的趨勢，以農地為例，現在出現了許多
仲介團體，導致地租持續攀升，希望政府能正視這個問題。
二、 「不競標」是個好事，但美意未必容易實施，未來在實際運作上可能
會有其困難度，尤其是涉及公有屋頂時的公平與否，建議可針對「不
競標」的運作模式進一步說明，讓業者能更深入了解。
三、 併網也是業者普遍反應的問題，業者願意自建升壓站，但台電有其法
令上的限制，先前也曾藉由其他場合反應給能源局長官知悉，希望能
有進一步的討論。
四、 政府的決心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且也有許多相當積極的作為，但實際
運作仍有許多挑戰必須一一克服，期待大家能繼續努力。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太陽能事業群

孫綬昶總經理

一、 目前建置一個案場，從無到有至少要花上 12 個月的時間，2 年的時
間稍縱即逝，未來如何加速土地變更，看是修改土地變更辦理辦法或
併網設置方法，以及公有屋頂釋放等部分，還請能源局多幫忙。
二、 因鹽灘地的鏽蝕問題嚴重，建議可考慮給予鹽害/水域區域模組電能
躉購制度（Feed-in Tariff, FIT）加成（cost adder）。
三、 此外也建議屋頂型案場的貸款，可解禁以廠房質押；以及外島加成不
應受「海底電纜」而取消。
太陽光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鄭博文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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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太陽光電 2 年推動計畫」既然設定了到 2025 年要達成 20GW 的目
標，建議應有制度化且常態化的滾動檢討，才能讓進行中遇到的問題
獲得即時性的改善。
二、 目前規劃之 3GW 屋頂型與 17GW 地面型的配比，此配比上似乎有點不
適當。過去因為許多法規上的問題，導致對於既有屋頂的開發較為忽
略，未來希望這種鴕鳥式做法能夠有所調整。在未來進行滾動式檢討
時，希望能逐步調整比例。台灣大學的研究顯示屋頂型可達 12GW，
但個人建議以 6~10GW 的配比較妥，當然這也必須配合建管法規之修
訂，所以希望今天與會的長官能將業者心聲傳達到相關單位，以增強
共識並協助簡化及加速行政審查流程，以利目標之達成。
三、 既然未來朝向「不競標」方向發展，裝設的瓩數希望能有正負 5％的
彈性，讓業者能因應市場、價格及政策潮流的現況有所調整。
四、 目前國內的融資環境是讓各銀行自行操作，官股銀行對於太陽光電業
者之融資需求已開始接觸，但態度較一般銀行保守許多，一般銀行在
融資上雖較有彈性，但利率相對較高且外加手續費，造成業者不小的
負擔。未來若可協調金管會介入，加強官股銀行之參與度，以政府政
策形塑一個對業者更為友善的融資環境。
昱鼎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梁博傑總經理

一、 台電公司在作業方面雖已較過去幾年效率高了不少，但實際運作時仍
建議流程可再簡化以縮短業者之時間成本，並補強各區處之人力。
二、 鹽灘地經業者初步探討後，認為基礎投入之成本甚高，未來收購電價
是否足以支應，業界仍有所疑慮。
三、 呼應制定鹽灘地之模組規格的建議，建議政府應鼓勵抗鹽害模組材質
之研發，並給予獎勵費率，請能源局再思考。
四、 關於高效率模組 6％加價的部分，由於業界尚無法取得作業規則草
案，對這部分的認識還相當模糊，希望能早日將草案公開讓業者了解。
五、 能源局實行免競標之後，對業者來說是減少了不少繁瑣程序，但是也
產生了另外的問題，即在競標時減少付給能源局的減價，於投入公家
市場案件時，地方政府反而會因此提高租金底價，導致業者整體成本
並未減少，甚至會高過業者的容許範圍，還請重視此問題。
永旺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蔡年芳副總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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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永旺能源於全球建置經驗來看，太陽能建置此類的專業融資應屬
「計劃性融資」而非「企業融資」
，但目前國內金融業仍將之視為「企
業融資」
，因此業者在向銀行融資時，都被要求需有母公司的「背書
保證」
，此做法將影響台灣大型電廠案件推動。舉例來說:大型太陽能
電廠電業籌設處非法人且沒有歷史交易紀錄，當被要求母公司背書保
證時如何能保證?國內在財務面雖慢慢有改善，但仍有許多問題有待
解決，否則恐會淪為國際上資金充沛的廠商搶進，反觀台灣的廠商與
銀行反而無法參與這些投資商機，這對整體產業發展未必有利。
二、 目前經政府農委會開放的十八區地層下陷不利耕作土地專區，我們了
解政府單位希望依照市場競爭機制，讓業者以價格自行競爭，但目前
反而形成讓業者自相殘殺的局面。舉例來說:各專區地號有上百位地
主，倘若最終簽約分屬不同公司土地互相交錯，試問該電廠如何進行
電網規劃併聯、串接？
三、 就輸電電源線來看，可區分為兩種方向。一為民間廠商自建，另一方
為台電建置。廠商自建並不是不可，但很多規定都未完善，沒有清楚
的遊戲規則無法規劃出可行方案，內部投資審查根本無法通過。 但
若仰賴台電公司來建置，以台電公司現行的標準流程，建置期間就要
三年起算，第一年招標、第二年發包、第三年驗收，此方式如何能在
2 年內達成 1.5GW 目標?
四、 不利農耕十八專區要施做太陽能屬於容許方式並不需要變更地目。但
經諮詢主管機關，地主最關心的農保問題，反而又被要求土地持有人
仍需保有農作行為？此不利耕作土地原已在休耕中，實屬衝突，另一
觀點當在實際電廠管理上，廠商又如何能與農地持有人共同使用此土
地？農保問題目前讓業者與地主均深感擔憂。
五、 目前大型地面太陽能電站開發併聯方式有兩種，分別為輸電系統與配
電系統。以輸電系統來看理解目前能源局定義出的方式併聯函全數發
放，且定義期限三年內分別以 30％、30％及 40％比例完成，但就代
輸方面法規並未完善，廠商並無所依據試算投資報酬率。另以配電系
統來看，仍是採用與屋頂相同的『佔饋線』方式，此方式仍是會造成
有土地的廠商反而卻沒有『拱位』可併聯問題，希望主管機關可以協
助此問題解決。
六、 至於租金問題，以往各公聽會上業者均有反應，租金並未納入躉購費
率試算中考量，目前再加上需要自行建置升壓站的費用，實讓業者於
投資時寸步難行。也建議主管機關可以考慮制定好土地開發遊戲規
則，再讓業者自由競爭，單一區贏者全拿，否則現在業者因無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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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土地的大小，又擔心會被競爭對手切割土地，以致無論是融資前
後均無法估算出投資報酬率，所以會處於觀望狀態。
李長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李國壽處長

一、 個人相當肯定政府發展太陽光電的決心及能源局的用心。呼應其他委
員反應的租金問題，現在租金會提高主要是因為地方政府各自為政，
從公有屋頂帶頭調漲導致，更遑論公有地面的價格了，政府有必要趕
緊提出相對應的辦法。
二、 目前台電公告電價大約是每度 2 元，民眾實際支付的電價是每度 3～
4 元，但台電卻是以每度 6～7 元向業者收購電，對民眾而言會有業
者獲取暴利的觀感，在這樣的觀感之下，自然會有租金高又何妨的想
法，也因此導致租金無法下降。
三、 過去並未針對公有土地進行標出後，實際上到底設置多少裝置的統
計，建議應著手進行。
四、 國內現有 5 張第三型電業的執照均為跨年度，原因為申請作業流程耗
時，一般而言需耗時 7～8 個月，甚至高達 10 個月的都有，接下來到
完工又要好一段時間，導致業者無法估算其費率，這對業者的財務會
造成很大的困擾，建議可以業者取得許可函當時費率為計算標準，並
限制其需於一定期間內完工。
五、 在融資方面，確實公股銀行願意投入者甚少，這是大家都知道的。銀
行敢核貸都取決於保險業，但個人感覺今年國內保險業有逐漸萎縮的
現象，這點還請長官注意。
六、 一直以來台電的人力配置都是個大問題，過去花了 7 年才做出 1GW
的成績，未來 2 年要做 1.5GW，過去因各縣市人力配比嚴重不均，導
致有進度延宕的狀況，未來如要達成目標，台電的人力是否足以應付
業者的需求？
七、 建議未來應縮短電業申請流程，以減輕政府作業成本。
晶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業務處

鄭哲裕處長

一、 高聚光型太陽能電池(CPV)目前並未列入政府「太陽光電 2 年推動計
畫」內，在政府無補助的情況下，業者多因回收期較長導致參與度不
高，建議政府可考慮將 CPV 納入政策，以提供輔導補助。
二、 本公司生產之 Ge Ingot、Wafer Cell 及 Receiver，Ge Cell 效率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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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CPV module 效率逾 30％，所以 CPV 模組是高效率的模組，有
不同的應用，目前在國外已大量採用，建議國內應有相對的政策支持
中小企業持續發展。
國立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陳于高教授

一、 「太陽能光電 2 年推動計畫」是再生能源利用的重要項目，值得努力
推動。
二、 地面型設置前，仍應針對設置前後對環境影響進行了解與評估。
三、 不同場域設置之風險與維護成本，宜先充分研究分析，併入設置計畫
考量。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電機系

葉勝年教授

一、 本計畫未來 10 年裝置容量共 20GW，幾為目前國內電力系統裝置容量
之半，現有之電力系統將不堪負荷。建議先規劃太陽光電自 105 年 7
月至 114 年的整體性發展計畫，可將 105 年 7 月至 107 年 6 月已有的
規劃包括在內;並針對此年發電量 250 億度之太陽光電系統整體性發
展計畫對台灣電力系統的衝擊進行全面性的分析、提出因應對策與建
議。
二、 建議整體規劃包括：
(一) 訂定至 114 年本計畫屋頂型與地面型太陽光電逐年之裝置容
量、裝置地點及其容量，以應上述電力系統衝擊分析之需；
(二) 訂定計畫，輔導國內有關太陽光電電池(solar cells)、模組
(modules)、功率轉換器(power converters)及併網業者等發
展未來十年所需之技術及產品；
(三) 提供科技專案，協調學術界、法人與業界等研發單位及台電共
同發展相關的技術與法規。必要時亦請科技部能源國家型計畫
支援相關之研究。
三、 部分設置太陽光電之場所，亦適合同時裝置風力發電系統，建議此方
面一併列入設置規劃。
四、 本計畫裝置容量 20GW，接近於 10 個核四電廠，預計投資金額新台幣
1.2 兆元，年發電量 250 億度，現有電力系統之因應為須先確定的問
題，由於事涉多個部會，建議成立行政院跨部會級之指導委員會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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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委員會，督導及協助推動相關發展事宜。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五所

楊豐碩所長（能審會副執行秘書）

一、 台經院一直以來擔任能源局制定躉購費率的幕僚單位，許多委員建議
可針對不同設置型態能考量給予不同的躉購費率，唯面對國內外不斷
變化的發展趨勢，希望各界能持續提供更多實質具體的資訊以協助經
濟部審定。
二、 建議政府在綠色財務機制方面可從更大、更宏觀的角度思考，不光只
是太陽光電，其他再生能源也都很需要財務上的協助；不光是融資，
未來也還需要更多投資的挹注。從政府角度來看，或許可參考日本、
菲律賓、英國的做法，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成立投資銀行或綠色基
金作為發展綠能的基礎，且要以專業管理方式運作，並使其保有高度
獨立性。
三、 此外建議政府在面對綠能與氣候變遷議題時，能活絡國內綠色交易之
市場機制，鼓勵開發各式綠色金融商品，建立一個讓業者可尋求募
資、籌資的整合性平台機制。
行政院能源與減碳辦公室

楊鏡堂執行長

一、 在推動太陽光電的過程，如遇到未規劃之項目時，尤其是涉及跨部會
問題者，可與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共同協商解決。
二、 地方政府競相調高土地租金，因而啟動土地租金漲價風潮，此一問題
將傳達給行政院長官，但同時也請能源局同仁研擬更好的對策。
三、 在地電網及變電站的容量規劃，應儘早考量。並建議可針對國際間高
占比國家之作法進行分析，在狀況尚未發生前先試行，以尋求解決之
道。
四、 曾有一些國內外廠商表示抗鹽之模組並不難，成本差異也不大，與梁
總經理所敘述不盡相同，建議能源局可多加蒐集並比較資訊，以釐清
爭議。
五、 未來或可由第二期能源國家型計劃(NEP2)協助研發專業技術，期能與
能源局共同突破產業發展困境。
中華民國能源經濟學會

王運銘理事長(顧問)

一、 本計畫規劃完整，唯業界仍有多項具體建議，爰本審議會如能在院核

7

定前召開，納入產業意見，則能讓本計畫更加完整、具體可行，且具
可溝通性。
二、 建議增列以下幾項具體內容，使計畫更完整：
（一） 誘因：收購費率之具體誘因、綠色金融（含投資、融資及保
險等，可參考英國 GIB 之做法）之支援；
（二） 國內能量：供給面之能量宜列明，以與產業經濟發展連結；
（三） 預算或負擔：包括補貼等之支出及來源；
（四） 單一窗口：宜有與過去不同之具體精進做法。
三、 宜增加併聯爭議調處單位（第三方）之設立，以專業技術促進解決併
聯問題之效率。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技術組

曾增材副組長

一、 針對土地價格飆升的問題，畢竟土地為民間持有，地租由政府訂定統
一標準的做法，難度甚高。如果躉購費率高，足以吸引更多人投入，
在案場取得困難的狀況下，土地價格自然會上升，若案場供給量大，
地租才有機會下降，一切都需視市場功能而定，因此統一地租的做法
恐怕還需再思考。
二、 至於競標的運作方式，未來公有土地、屋頂的出租，才是讓業者以競
標方式取得，是針對「案場」的給予，與過去「量」的給予是不同的。
三、 關於併網，小面積的部分台電公司已制訂好一套運作模式，大面積者
未來有兩種運作模式：（一）由業者自行想辦法併入台電指定之併接
點，業者成本較高，但速度較快；（二）由台電廣設變電站讓業者併
入，業者成本較低，但耗時較久。
四、 「設置集中點，再以電錶分別計量」的方式，台電公司檢討後認為技
術上是可行的，但未來線損部分該如何分攤，則還需再思考。
五、 在土地變更部分，因目前大規模開發是集中在地層下陷區，不需要經
2
過土地變更，只需透過容許使用直接就可進行（無 660m 之限制）。
鹽業用地也是如此，由經濟部直接將土地變更後再讓業者設置，因此
也無用地變更的問題。反而是一些非地層下陷區且非水利用地，在
2
660m 之外需要做用地變更的部分，目前已制訂「太陽光電用地變更
審查要點」，針對第一型電業研議了一套機制，這樣的案例並不多，
未來若遇到相關個案一定會加速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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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針對鹽灘地訂定特別的 FIT 的建議，目前高效率模組已針對抗鹽害的
FID 已有加成 6％的做法，未來是否針對特殊型裝置訂定躉購費率，
可在思考。
七、 目前屋頂型的配比是依照日本模式推算出來的，未來若建管法令鬆
綁，屋頂型設置場域越來越多之後，也一定會有所調整。
八、 關於裝設瓦數彈性的問題，因涉及兩個部分，第一是否會超出級距、
第二是否會超過台電公司電網的量，這個未來可再進行檢討。
九、 按規劃到 2020 年時，整個太陽光電市場會成長到 1 千億的規模，屆
時整個市場對此產業的了解更深，也能了解到有台電保價保量，對銀
行來說風險其實並不大，銀行也可從制定期初規範的方式確保其融資
的安全性。
十、 電網效率各區處的作業標準不一的問題，能源局一直持續透過系統溝
通平台欲解決此一問題，也一直與各縣市政府進行協調，會朝向制度
化方向發展，台電配電處也持續努力中，相信未來會有所改善。
十一、 關於地層下陷區的地面型與鹽灘地的基礎投資較高的問題，今年在
設定費率時已與一般費率脫勾，現幾乎與 20～100KW 的屋頂型費率相
近，不再適用過去的 500KW 以上費率，應可反應其成本。
十二、 未來嘉義及台南的鹽灘地若採招標制，基本條件就是要使用抗鹽害
的高效率模組，就個人了解，目前國內大廠均認為在技術上是沒有問
題的。目前現行之高效率模組的規格是由標檢局認可，能源局只有在
業者完工併聯商轉申請登記時，檢附標檢局認可標章即可享有 6％的
加成。
十三、 免競價導致租金高漲的問題，會再研議解決之道。
十四、 財務金融的部分項目，未來行政院會專案列管，金管會也會介入協
助處理。至於公營行庫的積極度，就期待在行政院的參與下，是否能
有所改善了。未來開發基金在一定的比例、金額之下，也考慮可投入
此市場。未來是否成立投資銀行，也可在思量。對業者融資有助的事，
我們都會持續努力。
十五、 公家屋頂帶頭漲價的問題，因為是各地方政府的行為，能源局會想
辦法了解，再看看是否有其他方法可處理這個問題。
十六、 至於電價部分，太陽光電的收購電價與其他再生能源的收購成本與
投資報酬率其實都差不多，主要與其期初設置成本與發電量有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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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年限也都約莫 7～8 年，因此並無暴利一事。
十七、 在電業部分，能源局目前針對電業登記規則、電業籌設簡化已進行
討論，在不涉及地目變更者，籌設許可與施工許可可一次取得，如屋
頂型及地層下限區等。時程因還需經過委員會審查，太陽光電之設置
因不涉及環評，局長期許能在 3 個月內完成流程，能源局會持續努力。
十八、 台電人力配置的問題，會適時向台電反應。
十九、 目前對於多晶、單晶係採單一費率，至於是否要另訂躉購費率，目
前尚無規劃，未來則視國內需求可再討論，建議業者現在若有需求，
可透過業界科專方式取得補助。
二十、 環境場域的調查，會開始進行，以便未來讓業者知道該如何處理。
二十一、 目前對這 10 年規劃的目標量能源局是有設定的，未來 20GW、
250 億度電如此大的量進入市場是否會造成市場崩潰，這樣的疑慮在
許多場合都有聽到，這部分台電也十分擔心，但目前台電僅有針對部
分條件進行研究，尚未有全面性的分析。
經濟部能源局

李君禮主任秘書(主席)

感謝各位委員今日的指導，個人對於太陽光電的發展深具信心，因新
政府在綠能投入的心血與力道均可謂高度重視，專案辦公室裡還有兩位政
務委員共同參與，未來有了院級力量的參與，能打破許多界面。
感謝各位委員今日撥冗出席，希望能結合各界的力量，共同為產業發
展而努力，也期待 2 年後能有具體成果展現給大家，謝謝。

散會（下午 4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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