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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要漲價了 
快去加油吧！ 
要停水了 
快存水吧！ 
要停電了 
快存電吧!? 
十分鐘、一小時沒有電，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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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Q & A   

2019/02/14 



能源、經濟與環境(3E-issue) 
 

Economy 
經濟 

 

Energy 
能源 

 

Environment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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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與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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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及自然
系統之衝擊 

社會、經濟發
展路徑調整 溫室氣體排

放濃度 

氣候變遷- 
極端氣候 

2019全球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全球風險報告：
極端氣候是全球最大的風險(2017-2019皆然) 
22—25 Jan. 2019, Davos-Klosters, Switzerland          https://www.weforum.org/events/world-economic-forum-annual-meeting# 

建議觀賞紀錄影片：不願面對的真相I(2006)及II(2017) 



1960-2018二氧化碳濃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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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na Loa-
(Long Mountain
冒納羅亞火山，
夏威夷活火山 ) 

 資料來源：天氣風險公司賈新興博士FBhttps://www.facebook.com/climatechia/ 
 

NOAA-
美國國家
海洋暨大
氣總署 

https://www.facebook.com/climatechia/


 資料來源：The met office https://www.metoffice.gov.uk/    天氣風險公司賈新
興博士FB https://www.facebook.com/climate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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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球 發 燒 囉! 

地球的年均溫高溫排名：2016-2015-2017-2018-2014 
以1961-1990為基準 

https://www.metoffice.gov.uk/
https://www.facebook.com/climatechia/


我國CO2排放量與人均排放量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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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138.1MtCO2e，2017-275.2MtCO2e，增排放99%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2017 UK Greenhouse  emission National statistics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 
2019/02/14 10 

1990-2017大
幅減量42% 

交通運輸部
門排放比最
高，27% 



主要國家能源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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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能源局統計資料：2011年能源生產力179.24元/LOE≈5.11美元/KTOE 
★ 2018能源生產力191.58元/LOE≈5.46美元/KTOE 

Taiwan 
中 
韓 

日 



我國能源轉型議題之思考 
2018九合一選舉能源議題公投 

 第7案：反空污，以「平均每年至少降低
1%」之方式逐年降低火力發電廠發電量 

 第8案：反深澳電廠，確立「停止新建、擴
建任何燃煤發電廠或發電機組（包括深澳
電廠擴建）」之能源政策 

 第16案：以核養綠，廢除電業法第95 條第
1 項，即廢除「核能發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
一百十四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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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再生能源→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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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Renewable 
energy 

Renewable 
energy 



電力供應與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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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力消費占比≈49% 

2.工業部門電力消費占比≈45% 

2016電力消費5656萬公秉
油當量占比48.42% 

2017電力消費5706.6萬公
秉油當量占比48.67% 



電力系統如何組成? 

15 

發電系統 
20-22KV 

輸電系統 
345/161/69KV 

配電系統 
11/22KV 

大、中型工
業用戶 

中、小型工、
商業用戶 

小型工商業
及家庭用戶 
110/220V 

2019/02/14 

Electricity System 

End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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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5台灣大停電事件簿 

 2017/7/30尼莎颱風造成台泥公司和平電廠
(1320MW) 併入冬山超高壓變電所的345KV輸
電線倒塌 

 中油計量站DCS電源保養失誤，電動閥全關造
成大潭天然氣電廠(4700MW)停氣 瞬間跳機，
造成全台分區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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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發電、輸配電與用戶之先進電網，
具自我監視、診斷與修復功能 

提供高可靠度、高品質、高效率之潔淨
電力 

發展中的智慧電網:電力+資訊+通訊 

資通訊技術應用 分散式電力資源 

電力系統基礎設施 

18 2019/02/14 



智慧電網應用整合 
 智慧電網與智慧電能管理(家電、建築電能
管理)整合 

2019/02/14 19 智慧電網介紹(5’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yCxO0iosO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yCxO0ios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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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計畫 
 呼應節能減碳政策，提升國民的節能減碳素養
，以培育各界所需能源科技人才。 

 103-106年-能源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計畫(中央
大學)： 
1. 能源科技系列課程計畫(103-104) 
2. 能源科技課程教學模組與推廣計畫(105-106) 

 107-110年-潔淨能源系統整合與應用計畫(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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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計畫六大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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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能源國家型科技人才
培育計畫辦公室 

太
陽
能 

生
質
能 

風能
與海
洋能 

工業
節能 

住商節
能與運
輸節能 

儲能 
(熱電) 

計畫參與的教學聯盟
中心(臺灣海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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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系列課程計畫-電網與監測 

 系列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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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培育具電力、資訊、通訊跨領域特色之風能、海洋能實
務技術人才(2014/09/01-2016/01/31 經費138.6萬元) 
 



電網與監測系列課程亮點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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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O(趨勢、技能、機會)課程執行策略，實務應用教學，縮短就業學用差距 1 

1.執行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2.實施校外實務參訪 

3.跨領域整合課程以軟體線上教學 

2 課程應用於風能、海洋能離岸發電之遠端監控及併網，符合產業發展趨勢 

1.遠端無線電力監測創意實作成品 

2.RFID智慧型風力發電自動化維修系統創意實作成品 

完整的創作履歷與業界專家實作諮詢、實作技術輔導及專業專題演講 4 

投入產業發展：產學合作；國際、全國競賽發明展；專利 5 

問題導向式創意思考訓練，啟發學生創意實作能量 3 



 建立特色教學實作實驗室 
 數位教材及教師手冊編篡、創意實作製作及履歷建立 
 授課方式： 

1. 專業教師、業界專家(1/3以上時數)雙師實務跨域教學 
2. 線上軟體實務應用教學 
3. 校外實務參訪 
4. 跨校、跨領域學生學習交流 

 跨領域課程-遠端監控實務、配電自動化實務 
 跨領域、跨校整合遠端監控實務及智慧電網創意實作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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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執行方式 



風力發電跨領域特色教學實作實驗室 
特色實驗室風力發電併網模擬系統 

ZigBee無線傳輸監控電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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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監測創意實作專題成品 

2019/02/14 28 

4.結合風能充電、GPS定位及警示燈之風能
救生盒 

3.海浪能發電應用之漂浮燈塔 

2. RFID智慧型風力發電自動化維修系統 

1.遠端無線電力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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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與電力 

教育部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計畫 
能源科技系列課程 
能源科技課程教學模組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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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與監測實務應用計畫簡介 
 計畫期間：2016/06/01-2018/01/3 
 計畫經費：181萬元 
 主題：離岸風力發電系統之運轉、操作、維修自動化 
 方法：跨領域整合，導入先進人工智慧等前瞻性技術
，呼應國家科技未來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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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模組培育目標 

風力發電機組 
操作、運轉與維修 

電機機械、 
電力系統、 
自動控制… 

  資料庫管理、
人工智慧 無線通訊、

資訊處理 

課程模組培育目標： 
培育具電機、電力、控制、資訊、通訊、管理跨領域特色之風能實務技術人才 



課程模組關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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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9-電網併網衝擊分析 
WA10-風力發電機
輸出最佳化控制 

WB5-風力發電機遠
端運轉維修自動化 

運轉、調度、電力品
質、保護協調及連結
智慧電網整合應用 
 

機組操作、運
轉及輸出最佳
化控制 

故障資料庫、人工
智慧維修系統、倉
儲自動化維修備料
系統 
 



1 課程模組跨領域整合，涵蓋電機、電力、人工智慧、資通訊、商管領域 

實作專題結合教具製作，成品提供推廣教學，並能與產業發展接軌 6 

1.風力發電遠端無線監測運轉及維修自動化創意實作 

2.風力發電系統電力品質量測分析創意實作 2019/02/14 33 

計畫執行亮點 

人工智慧技術導入課程模組，具有技術前瞻性呼應國家科技未來發展趨勢 2 

與資訊自動化產業進行策略聯盟，共同研發風力發電運轉維修技術 3 

與台電再生能源處合作，加強風力發電維修自動化實作成品實用性 4 

計畫已取得三件我國新型專利 5 

1.M527636電力分配系統 (2016/8/21) 

2.M533361無線傳輸監測系統 (2016/12/1) 

3.M547155居家監控裝置(2017/8/11) 



磨課師教學教材製作 
 中華開放教育平台https://www.openedu.tw/ 

 課程名稱：EnergyEdu: W02 ─離岸風電開發
https://courses.openedu.tw/courses/course-
v1:EnergyEdu+W02+2017/course/ 

2019/02/14 34 

https://www.openedu.tw/
https://courses.openedu.tw/courses/course-v1:EnergyEdu+W02+2017/course/
https://courses.openedu.tw/courses/course-v1:EnergyEdu+W02+2017/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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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教材 

以加州電
網為範例 

1.實務重於理論 

2.以其他國家已有系統為範例 

以實務應用解說艱深理論： 
葉片旋角與輸出功率 



教師教學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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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章節與電子教材
頁碼對照 

章節
目錄 

WA10 
256頁 

WA9 
138頁 

WA10 

WA9 
WB5 WB5 

166頁 



影音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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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9 WA-10 WB-5 

課程模組 模組大綱 時間小計 模組時間總計 

WA-9 
風力發電系統併網衝擊分析 

WA-9-1 43’30” 

3小時14分39秒 
WA-9-2 54’56” 

WA-9-3 47’32” 

WA-9-4 46’41” 

WA-10 
風力發電機輸出最佳化控制 

WA-10-1 53’43” 

6小時8分26秒 

WA-10-2 68’23” 

WA-10-3 42’46” 

WA-10-4 43’41” 

WA-10-5 17’00” 

WA-10-6 22’53” 

WB-5風力發電機遠端運轉
維修自動化實作專題 

WB-5-1 35’27” 

2小時29分29秒 
WB-5-2 35’37” 

WB-5-3 43’45” 

WB-5-4 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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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模組教材公開平台 

風能與海洋能教學聯盟中心雲端 
(電子教材、教師手冊、影音教材) 

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計畫資料庫 
(電子教材、教師手冊、影音教材) 

YouTube 
(影音教材) 

正修科大iLMS數位學習平台 
(電子教材、教師手冊) 



風電無線傳輸運轉維修自動化系統創意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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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無
線傳送器 

風力發電
模擬箱 

RFID 
Reader 

資料庫、人工
智慧、自動倉
儲微處理器 

監測系統
操作手冊 

電腦監測
分析 

產業策略聯盟共同
研發軟體應用 
(比特科技公司、 
達博林科技公司) 



電力品質量測分析系統創意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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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發電
機模擬器 

風力發電機
輸出逆變器 

電力品質量
測模擬負載 

電力分析儀 

系統操
作手冊 

量測實
務操作 

電腦輔
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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