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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電、停電怎麼辦? 「303大停電造成全台549萬戶大停電」

台南6天停電5次黃偉哲：協助求償損失
台南6天停電5次！市長黃偉哲今天受訪時表示，這段時間以來，除了全台大停電
之外，永康區台電在6天裡面發生5次停電，規模大小不一，停電時間最短是1分多

鐘，最長的是幾個小時，認為台電在公共安全（緊急作業安全）的操作有必要去了
解，勞工局今天對台電進行勞檢，發現中間有些缺失要改善，裁處25萬的罰金。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852927

303大停電台南20萬戶搶修中百貨公司暫停或延後營業
台電公司南區營運處表示，目前已啟動水力發電，南部各電廠巡檢中，燃氣、燃煤
、核能陸續啟動，中北部地區已陸續恢復供電，經統計曾停電饋線83條，影響30萬
8450戶，已派員持續搶修中，截至目前為止，台南尚有停電饋線33條，停電戶數
20萬9342戶，預計今日中午以前可全數正常供電。
https://udn.com/news/story/122705/6137266

303大停電台南多處工業區停電民代：小企業欲哭無淚
全台大停電，台南經發局指出，南科因受短暫1.266秒壓降影響，山上工業區廠協

會部分廠商停電、仁德工業區全區停電、和順工業區部分停電、保安工業區全區
停電、灣裡工業區部分停電。https://udn.com/news/story/122705/6137145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852927
https://udn.com/news/story/122705/6137266
https://udn.com/news/story/122705/6137145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1%9C%E9%9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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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再生能源發電未來將達總用電需求的62% 

 COP 26(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超過130個國家通過或宣布淨
零目標。

 BloombergNEF研調機構預估：
全球再生能源佔比至2050年將
達62%，其中風力及太陽能發
電將達全球用電需求的48%。

資料來源:IEK、BloombergNEF 僅供參考，嚴禁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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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共識 > 國家目標 > 貿易機制 > 企業倡議

全球共識 國家目標 貿易機制 企業倡議
巴黎協定
聯合國196個會員國簽
訂巴黎協

IPCC最新氣候報告
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
已達 200萬年來最高

COP26
2023年底前各國提出
2030年減碳目標

2050 淨零排碳目標

美國
較2005年減50~52% 
歐盟
較1990年減55% 
日本
較2013年減46% 
台灣
較2005年減50%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 

2021.07 歐盟CBAM，自
2023年起水泥、肥料、
鋼鐵、鋁製品、電力 等
高碳排產品輸入歐盟
須繳交碳排放資料，並
自2026年起購買CBAM
憑證

RE 100 

企業必須公開承諾在
2020至2050年間達成

100%使用綠電。

台灣會員有

台積電、聯電、宏碁集
團、台達電、華碩…等



臺南市政府陽光電城「綠能屋頂全民參與」

「綠能屋頂全民參與」計畫，以「民眾零出
資、 政府零補助」，透過地方政府遴選適
當營運商來協助民眾設置太陽光電系統。

屋主免出資參與綠能屋頂改造，不僅能有
效提升綠色能源發電占比，以20年保障躉

購費率的方式購電，並要求營運商提供其
中至少10%回饋金給屋主。



6

台灣電力挑戰：淨零碳排與電網穩定從基礎做起

節能儲能創能
備援電力 智慧監控綠能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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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電費 (契約容量)

除獨立供電，亦可與市電併聯抑制契約用電。

商辦/廠辦/社區型微電網儲能系統公用

尖/離峰電力經濟調度

可在電價低時充電，電價高時放電，攤提整體用
電成本。

太陽能供電

用電需求低時可儲存多餘電力，並達到綠色能源
比例(RE100) 。

災害備援電力

有效提供支援電力，若遇突發狀況仍可維持機具
基本運作減少損失。



應用面提供小規模區域自給自足與備援電力
技術面運用智慧管理系統提升用電穩定度與可靠度
經濟面提供家用電器負載, 達到自給自足，降低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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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家戶型微電網系統作法

(1) EMS 能源管理系統
(2) BESS儲能系統 (5kW-7.5kW)
(3) AC充電樁 + OCPP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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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源社區型微電網系統作法

應用面區域型微電網系統互相進行電力調度與電力備援
技術面避免間歇性波動供電狀態，穩定提升用電穩定度與可靠度
經濟面時間電價儲能，提供時段經濟電力調度及維護供電品質

(1) EMS / OCPP SERVER 能源管理系統
(2) BESS 儲能系統（300kW-1MW）
(3) DC直流充電樁 + OCPP SERVER + 計費系統



中興能源解決方案 –智慧能源微電網儲能系統

可結合太陽能系統搭配儲能系統，提
供電力調度，達到用電自給自足，降低
尖峰用電電費，附加功能可作為備援
電力需求。

潔淨能源供電系統PGM ，採用燃料電
池系統作為穩定供電來源，單一套 系
統輸出可達到45kW，並可併接公用電
力網絡，供應短、中、長期電力需求。

大型供電系統，可抑低契約容量避免超約罰
款，進行用電需量的調控，並且應用電網特
性之尖峰、半尖峰、離峰不同時間的供電成
本，進行尖離峰電力的時間轉移。

家戶型供電系統 社區型/公共用電供電系統 商辦/廠辦/用電大戶供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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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用電宣導 引用110年8月10日台電配電處
【電動車充電設施用電因應策略及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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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用電宣導 引用110年8月10日台電配電處
【電動車充電設施用電因應策略及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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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用電宣導 引用110年8月10日台電配電處
【電動車充電設施用電因應策略及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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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用電宣導 引用110年8月10日台電配電處
【電動車充電設施用電因應策略及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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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相關資訊

中興電工充電站管理系統
(SMS OCPP1.6)

中興電動車充電站管理系統

網路通訊

網路通訊

網路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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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法規相關規範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業務處公文

汽車充電器 [電錶用電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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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法規相關規範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配電處公文

汽車充電器[電動車充電設備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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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法規相關規範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配電處公文

汽車充電器[電動車充電設備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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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法規相關規範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配電處公文

汽車充電器[電動車充電設備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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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充電設備方案比較 電動車充電線路方案優劣比一欄表

供電方式 各戶表後 新設公共充電電表

優

缺

無須考量充電樁的語言系統
(但日後車廠可能會不送充電器)

 建置費用高(每米管線約800元，距離長者或地下室的底層花費高，

特斯拉已取消30米管線之建置補助與贈送充電器)
 台電配電場所供電餘裕有限，無法供應全社區的充電樁用電量
 先搶先贏，先裝設充電樁的住戶，可以使用自家充電樁，較晚的住

戶，就沒有多餘的電量可安裝充電樁。台電政策依社區僅同意14台
銜接各戶表後管道間難覓得，鑿孔過多，且防火填塞不宜各戶破壞

後再施作
 充電費用高，每度約在6元，無法享受電動車專用表離峰電價優惠
 住戶施作前後需向台電辦理新增設用電檢驗與變更供電範圍…無法

保證皆能獲台電許可徒增住戶困擾
 須防範住戶為了充電需求而私自增改表後開關容量，毀及社區用電

安全與品質

 可享電動車專用表離峰電價優惠每度最低1.8元
 電力資源共享可用台電配電場所的餘裕來讓全社區住戶都可裝設充電樁
 建置費用低採分層設戶，每戶皆在當層引接電源
 專業團隊評估規劃住戶無須再向台電辦理檢驗及變更供電範圍
 美觀與管理便利不破壞防火間隔
 安全性與品質保證鞏固社區用電安全與品質
 專用獨立電表表燈電表每月基本電費75元，無用電契約電費與外線費繳

給台電費用

 需建置智能充電OCPP之後台
 無支援OCPP語言的充電樁無法使用。


工作表1

										供電方式		各戶表後		新設公共充電電表

										優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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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充電應用設置理念說明

日後住戶使用充電器: 方便性佳

不影響住戶供電容量

建置費用低

低廉充電費用: 表燈時間電價

由使用者攤提之獨立計費與大樓現有公共電費區隔

初始契約與規費表燈一表僅3300元規費, 每月基本電費一表75元
營運期之能源管理

用電品質之鞏固



中興電工iCharging 場地擁有者

1. 投資金額
 iCharging建置充電站與7x24小時運營

 iParking 42萬會員導客，如果有包含停車
管理，可以結合信用卡優惠折抵停車，擴
大營運績效

2. 中興每度$5元/度購買電力，每月
每個車位保證新台幣1,000元以上
收入。

提供中興10年合約

與360kW以上電力系統

電動車充電應用商辦大樓合作模式



4格充電車位
後續視使用狀況持續擴充，沒有投資限制

高階分體式充電樁1座360kW
180kW分體式充電樁 (CCS1+CCS2) 2座

EMS微電網系
統整合充電樁與綠能系統達到節能與綠能
目標。（可將停車場用電納入，讓停車場用
電智能化）

Option 1 太陽能雨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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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2 儲能系統整合太陽能

Option 3 共享V2G電動車/充電樁

電動車充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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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充電應用
ICharging電動車超級充電站提供頂尖快充，讓電動車主享受充電急速體驗。

中興 iCharging 快充站導入智慧儲能與 EMS 電力管理

系統，同時整合智慧停車管理、多元支付、電動車充電
等三大 SaaS 服務雲，方便車主實現「停車即充電」高效
率補電。

家用、商用、公用充電站提供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所需
的產品，包括DC充電樁，AC充電樁和充電站管理系統

●交流充電樁：7kW, 17.6kW
●直流充電樁：25kW-200kW, 320kW-40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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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充電應用設置規劃
設備配置表

項次 圖示 項目 數量 單位

1
180kW雙槍充電樁

(Dispenser+ Cabinet)
2 座

2 車位管理立柱 4 支

3 車位輪擋 4 組

4 滅火器 5 支

5 防撞立柱 0 支

6 充電服務告示牌 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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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充電應用單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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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充電應用高階分體式360kW充電樁
 360kW 直流輸出

 分體式設計充電槍座體積小適合停車場

 充電規格：CCS2 + CCS1 
 測試符合國家標準 (測試報告詳見企畫書附件九)

 CNS15511充電系統規定

 CNS15511-3「電動車輛傳導式充電系統-第 3 部：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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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型微電網系統案例[高雄市杉林國中]
100kWp太陽能發電系統

Lithium Ion Battery

Inverter

Lithium Ion Battery

Inverter

Lithium Ion Battery

Inverter

Lithium Ion Battery

Inverter

Ethernet

Cloud platformCloud platform

Local Operating,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Local Operating,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Controlled 
equipment and 
metering system

Controlled 
equipment and 
metering system

Local Scada

VPN Router

Webaccess

Electronic MeterElectronic Meter

Lithium Ion Battery

Inverter

Lithium Ion Battery

Inverter

Lithium Ion Battery

Inverter

Lithium Ion Battery

Inverter

區域能源管理系統(中控室)

儲能系統#5              儲能系統#6

儲能系統#3              儲能系統#4

屋頂層

4樓

3樓

Lithium Ion Battery

Inverter

Lithium Ion Battery

Inverter

Lithium Ion Battery

Inverter

Lithium Ion Battery

Inverter

儲能系統#1               儲能系統#2

2樓

電力總盤

1樓

電力

通訊高雄偏鄉的杉林國中，獲得企業捐建一套千萬元的綠電系統，
結合光電、智慧電網及儲能電池，多數時間供電自給自足。

杉林國中導入100%再生能源

使用，強調創電自用設計理
念，多餘電力由儲能系統調
度利用，實質上每年節省電
費約30萬元。

儲能系統配合太陽能發電調
度外，部分容量可做為緊急
備用電力，供應指定教室用
電。

導入區域智慧電網技術，監
測即時電力狀況，實現用電
可視化及了解綠能供電占比
態，此系統不僅提供即時顯
示，更可協助校園了解能源
應用，發揮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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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型微電網系統案例[高雄市杉林國中]
建置規模
100kW 功率的太陽能發電系統

建置成本
每KW太陽能發電系統（含太陽能板與其它設備）建
置成本約 7.5萬元
1kW        $75,000      
100kW   $7,500,000

年發電量
以台電公司發布高雄市的日照量 4時/日為例，計
算100kW太陽能板的全年發電量：
100kW x 4時/日 x 365日/年 = 146,000kWh/年
(每年) = 146,000度電/年
(20年) = 2,920,000度電

單位發電成本

用總費用換算每度電的單位發電成本：

750萬元 / 2,920,000度電 = 2.56元/度電

因此只要每度的電價大於 2.56元，整體太陽能發電效益就是正值，

數字越高越划算，這就跟我們的用電量有關，依據台電躉購費率，
我們用 $4.5549元/度電計算：

年發電收益年發電收益為用電度數乘以躉購金額

146,000度電/年 x 4.5549元/度電 = 66.5萬元/年

多久可以回收用總費用計算多久可以回收成本：

750萬元 / 66.5萬元/年 = 11.2年

發電收益
20年發電收益 = 66.5萬元/年 x 20年 = 1,33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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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型微電網系統案例 [高雄日光小林村]
配合政府政策20GW太陽能建置

計畫，建置的太陽能發電系統，
提供電力給家庭使用。

藉由微電網智慧化管理，提升
太陽能使用率，達到自發電自
用電功能；亦可配合時間電價調
度能源，在尖峰電價回售給電
力公司，加速回收成本，可幫助
家庭用電戶節電與創電並行。

一套儲電貨櫃
15戶家用型微電網系統
5kW Hybrid Inverter
3kWp Solar panel 
10kWh Storage System

家用型微電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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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型微電網系統案例 [興隆國宅]

12.6kWp PV

3.6kWp WT 5kW FC

15kW Hybrid Inverters

 智慧建築與家庭能源管理系統

(設置監控站、整合各戶電源管

理系統)
 綠色公共用電微電網

(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儲能系

統之建置與整合)
 智慧電動車充電整合管理系統

 AMI智慧電表

社區微電網

 新北市智慧社區為全台第一個導入燃料電池與微電網技術於私人社區的案例。

 實現創能、儲能、節能與系統整合等完整技術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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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型微電網系統案例 [新北波爾翠峰社區]
此案導入風力與太陽能等創能、儲能與節能等智慧微電網系
統，讓社區大樓平日能夠運用再生能源取代部分市電，降低
尖峰用電並每年節電14%。並於急難時提供自足電力供照明
及通訊救災使用，促使節電行動邁向智慧節電與分散式能源
系統的新里程碑。

實施電力供需負載調節，監測公設用電，
並根據各家在尖峰時間的用電量進行需
量回應。利用物聯網技術，通過視覺化人
機界面，讓住戶實際加入節能減排的行列。

太陽能光電 12.6kWp
小型風力發電機 3.6kW
儲能系統 60kWh
甲醇重組型燃料電池 5kW
系統容量 15kW
智慧型電力計量表 30只
內建能源管理系統及遠端監視系統

社區微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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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辦/商辦型微電網系統案例 [桃園龍潭工廠]
此案使用高壓鋰鐵電池系統作為主要電
力調度設施，運行期間工廠可減少超約罰款
以及透過尖離峰調度降低流動電費，甚至可
調降工廠契約容量。

此計畫從2020年10月安裝運轉至今，榮

獲桃園市政府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補助，期
間證明此系統可穩定運轉，同時亦驗證此能
源管理系統調度技術，適用於用電大戶安裝
「氫能＋儲能」之微電網電力解決方案，具有
高度競爭力

儲能系統 100kW/144kWh
智慧型用電量測電表
內建能源管理系統及遠端監視系統
尖離峰電力調度
契約容量抑低

廠辦型微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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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容量合約

實際電網供電

儲能系統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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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異業結盟建築新趨勢推動綠能智慧住宅

日本節能政策在2020年再次達成階段目標：新建透天房屋50%都是零
能源消費房屋ZEH（Zero Energy House：淨電力收支小於零的房屋）。
簡單地說，是透過節能、創能，因而不需要付電費的房屋。

20年電費全免？日本太陽能業者推零耗能住宅方案

節能建築、太陽能光電與智慧管理系統只是基本配備，挾著百萬瓦等
級的儲能電池，在建築師弗萊（Wolfgang Frey）的計畫裡，這裡將扮

演削弱尖峰用電需求的角色，並與附近大樓整合，成為區域智慧綠電
網的中心。

配備百萬瓦級儲能 尖峰用電自給自足智能綠塔住商
大樓2019完工

https://lowestc.blogspot.com/2014/04/13.html
https://e-info.org.tw/node/231558
https://e-info.org.tw/node/21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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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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