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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當前發展的重點產業當前發展的重點產業當前發展的重點產業當前發展的重點產業

我國綠色能源產業發展布局我國綠色能源產業發展布局我國綠色能源產業發展布局我國綠色能源產業發展布局

節能社會低碳經濟節能社會低碳經濟節能社會低碳經濟節能社會低碳經濟

發展潔淨能源發展潔淨能源發展潔淨能源發展潔淨能源 積極節約能源積極節約能源積極節約能源積極節約能源

台灣可發展台灣可發展台灣可發展台灣可發展

的再生能源的再生能源的再生能源的再生能源

太陽能、風能、生質能、

氫能與燃料電池、水力、

海洋能、地熱

已有產業良好基礎已有產業良好基礎已有產業良好基礎已有產業良好基礎，，，，具躍升能量具躍升能量具躍升能量具躍升能量

台灣可運用台灣可運用台灣可運用台灣可運用

的節能方式的節能方式的節能方式的節能方式
節能照明、效能空調、

省能運具、高效能能源

管理

綠色能源產業綠色能源產業綠色能源產業綠色能源產業

風力發電風力發電風力發電風力發電、、、、生質燃料生質燃料生質燃料生質燃料、、、、氫能與燃料電池氫能與燃料電池氫能與燃料電池氫能與燃料電池
能源資通訊能源資通訊能源資通訊能源資通訊、、、、電動車輛電動車輛電動車輛電動車輛

主力產業主力產業主力產業主力產業(能源光電雙雄能源光電雙雄能源光電雙雄能源光電雙雄)

太陽光電太陽光電太陽光電太陽光電、、、、LED照明照明照明照明

一般具潛力產業一般具潛力產業一般具潛力產業一般具潛力產業(能源風火輪能源風火輪能源風火輪能源風火輪)

技術發展處於研發階段技術發展處於研發階段技術發展處於研發階段技術發展處於研發階段，，，，具產業發展條件具產業發展條件具產業發展條件具產業發展條件

98年全年全年全年全國能源會議對我國未來能源產業發展之討論國能源會議對我國未來能源產業發展之討論國能源會議對我國未來能源產業發展之討論國能源會議對我國未來能源產業發展之討論，，，，結論建議應結論建議應結論建議應結論建議應「「「「選定重點選定重點選定重點選定重點
產業產業產業產業，，，，依產業特性與技術潛力加以扶植依產業特性與技術潛力加以扶植依產業特性與技術潛力加以扶植依產業特性與技術潛力加以扶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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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綠能產業發展五大總體驅動力綠能產業發展五大總體驅動力綠能產業發展五大總體驅動力綠能產業發展五大總體驅動力

全球市場商機全球市場商機全球市場商機全球市場商機

國內市場國內市場國內市場國內市場

國內生產能量國內生產能量國內生產能量國內生產能量
與產能與產能與產能與產能

(產業競爭力產業競爭力產業競爭力產業競爭力)

內需擴大內需擴大內需擴大內需擴大 出口轉進出口轉進出口轉進出口轉進

技術突圍技術突圍技術突圍技術突圍

關鍵投資關鍵投資關鍵投資關鍵投資

環境塑造環境塑造環境塑造環境塑造

政策推力政策推力政策推力政策推力

市場拉力市場拉力市場拉力市場拉力

綠色能源產業大國綠色能源產業大國綠色能源產業大國綠色能源產業大國
・運用技術突圍、關鍵投資、

環境塑造、出口轉進及內需

擴大等五大策略，引領台灣
成為能源科技及生產大國

・針對產業已漸具經濟規模、

並處於快速成長階段的主力

產業，如太陽光電及LED照
明，以著重技術突破、提升

競爭力、增加投資、拓展海
外新興市場為主。

・就產業規模或應用市場尚處

於萌芽階段之潛力產業，如
風力發電、生質燃料、氫能

與燃料電池、能源資通訊、

電動車輛等，以協助產業研

發、取得關鍵技術、建立國
內市場示範應用、維持產業

活力等為主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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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速完成儘速完成儘速完成儘速完成「「「「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程序立法程序立法程序立法程序。。。。
•建構建構建構建構「「「「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再生能源、、、、節約能源產品標準及檢測平台節約能源產品標準及檢測平台節約能源產品標準及檢測平台節約能源產品標準及檢測平台」，」，」，」，與國際同步與國際同步與國際同步與國際同步，，，，
訂定產品相關法規訂定產品相關法規訂定產品相關法規訂定產品相關法規、、、、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建置建置建置建置「「「「綠能產品國際驗證實驗室綠能產品國際驗證實驗室綠能產品國際驗證實驗室綠能產品國際驗證實驗室」，」，」，」，以利外銷以利外銷以利外銷以利外銷。。。。
•依全國能源會議結論建構新技術產品驗證場域依全國能源會議結論建構新技術產品驗證場域依全國能源會議結論建構新技術產品驗證場域依全國能源會議結論建構新技術產品驗證場域，，，，驗證新能源技術與驗證新能源技術與驗證新能源技術與驗證新能源技術與
產品之可靠性產品之可靠性產品之可靠性產品之可靠性。。。。

環境塑造環境塑造環境塑造環境塑造

•大型綠能投資計畫大型綠能投資計畫大型綠能投資計畫大型綠能投資計畫，，，，列入國發基金優先重點投資項目列入國發基金優先重點投資項目列入國發基金優先重點投資項目列入國發基金優先重點投資項目，，，，帶動產業投帶動產業投帶動產業投帶動產業投
資風潮資風潮資風潮資風潮。。。。

•國發基金優先投資國發基金優先投資國發基金優先投資國發基金優先投資5家創投基金家創投基金家創投基金家創投基金，，，，轉投資綠能產業轉投資綠能產業轉投資綠能產業轉投資綠能產業，，，，協助一般投資協助一般投資協助一般投資協助一般投資
案資金問題案資金問題案資金問題案資金問題。。。。

•成立成立成立成立「「「「綠能產業服務團隊綠能產業服務團隊綠能產業服務團隊綠能產業服務團隊」，」，」，」，協助廠商排除障礙協助廠商排除障礙協助廠商排除障礙協助廠商排除障礙，，，，促進投資促進投資促進投資促進投資。。。。

關鍵投資關鍵投資關鍵投資關鍵投資

•結合結合結合結合「「「「能源國家型計畫能源國家型計畫能源國家型計畫能源國家型計畫」」」」發展相關科技發展相關科技發展相關科技發展相關科技，，，，支持綠能產業支持綠能產業支持綠能產業支持綠能產業，，，，並培育菁並培育菁並培育菁並培育菁
英人力英人力英人力英人力。。。。

• 5年內至少投入年內至少投入年內至少投入年內至少投入200億元經費億元經費億元經費億元經費，，，，提升七項綠能產業之關鍵技術效率提升七項綠能產業之關鍵技術效率提升七項綠能產業之關鍵技術效率提升七項綠能產業之關鍵技術效率
及協助建立自主化技術及協助建立自主化技術及協助建立自主化技術及協助建立自主化技術。。。。

•成立成立成立成立「「「「綠能產業技術服務團隊綠能產業技術服務團隊綠能產業技術服務團隊綠能產業技術服務團隊」，」，」，」，協助廠商全面提升技術水準協助廠商全面提升技術水準協助廠商全面提升技術水準協助廠商全面提升技術水準。。。。

技術突圍技術突圍技術突圍技術突圍

方案內容方案內容方案內容方案內容政策驅動力政策驅動力政策驅動力政策驅動力

五大政策驅動力及方案內容五大政策驅動力及方案內容五大政策驅動力及方案內容五大政策驅動力及方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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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速通過儘速通過儘速通過儘速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創造創造創造創造650萬瓩再生能源市場萬瓩再生能源市場萬瓩再生能源市場萬瓩再生能源市場。。。。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納入納入納入納入10%綠色內涵綠色內涵綠色內涵綠色內涵，，，，營造營造營造營造
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補助新興綠能產品示範應用補助新興綠能產品示範應用補助新興綠能產品示範應用補助新興綠能產品示範應用。。。。
•預計五年內政府將投入預計五年內政府將投入預計五年內政府將投入預計五年內政府將投入250億元推動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之設億元推動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之設億元推動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之設億元推動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之設
置及補助置及補助置及補助置及補助。。。。

內需擴大內需擴大內需擴大內需擴大

•藉兩岸搭橋計畫完善產業價值鏈藉兩岸搭橋計畫完善產業價值鏈藉兩岸搭橋計畫完善產業價值鏈藉兩岸搭橋計畫完善產業價值鏈，，，，擴大市場擴大市場擴大市場擴大市場，，，，以利全球布局以利全球布局以利全球布局以利全球布局；；；；
並規劃利用試點市場創造綠色產品商機並規劃利用試點市場創造綠色產品商機並規劃利用試點市場創造綠色產品商機並規劃利用試點市場創造綠色產品商機。。。。

•組織海外參展組織海外參展組織海外參展組織海外參展/拓銷團拓銷團拓銷團拓銷團，，，，規劃規劃規劃規劃2年計年計年計年計20團團團團，，，，協助廠商儘速切入國協助廠商儘速切入國協助廠商儘速切入國協助廠商儘速切入國
際大廠供應鏈際大廠供應鏈際大廠供應鏈際大廠供應鏈。。。。

•運用新鄭和計畫出口貸款運用新鄭和計畫出口貸款運用新鄭和計畫出口貸款運用新鄭和計畫出口貸款、、、、轉融資與保險計轉融資與保險計轉融資與保險計轉融資與保險計55億元億元億元億元，，，，拓銷海外拓銷海外拓銷海外拓銷海外
新興市場新興市場新興市場新興市場。。。。

出口轉進出口轉進出口轉進出口轉進

方案內容方案內容方案內容方案內容政策驅動力政策驅動力政策驅動力政策驅動力

五大政策驅動力及方案內容五大政策驅動力及方案內容五大政策驅動力及方案內容五大政策驅動力及方案內容(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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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能源光電雙雄產業能源光電雙雄產業能源光電雙雄產業能源光電雙雄產業
(一一一一)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現況與願景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現況與願景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現況與願景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現況與願景

個別綠色能源產業發展策略個別綠色能源產業發展策略個別綠色能源產業發展策略個別綠色能源產業發展策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年年年年)

總產值總產值總產值總產值(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2008 2012 2015
NOW

4500

2300

1011

產值產值產值產值：：：：4,500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就業人力就業人力就業人力就業人力：：：：45,000人年人年人年人年

完整的太陽光電完整的太陽光電完整的太陽光電完整的太陽光電

產業群聚國家產業群聚國家產業群聚國家產業群聚國家

全球前三大太陽全球前三大太陽全球前三大太陽全球前三大太陽

電池生產大國電池生產大國電池生產大國電池生產大國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PV能源技能源技能源技能源技
術研發重鎮術研發重鎮術研發重鎮術研發重鎮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效益效益效益效益

市場地位市場地位市場地位市場地位
1.目前上游矽晶廠商計目前上游矽晶廠商計目前上游矽晶廠商計目前上游矽晶廠商計7  

家家家家、、、、中游電池模組中游電池模組中游電池模組中游電池模組45

家家家家、、、、下游系統應用下游系統應用下游系統應用下游系統應用29家家家家

2. 2008年產值年產值年產值年產值1,011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3.太陽電池產量居全球第太陽電池產量居全球第太陽電池產量居全球第太陽電池產量居全球第4

，，，，其中茂迪為全球第其中茂迪為全球第其中茂迪為全球第其中茂迪為全球第8大大大大

4.太陽電池產品太陽電池產品太陽電池產品太陽電池產品98%外銷外銷外銷外銷

，，，，主要出口地為歐洲主要出口地為歐洲主要出口地為歐洲主要出口地為歐洲

2007

Sanyo(日)10

SunPower(美)9

Motech(茂迪,台)8

Yingli(英利,中)7

Kyocera(日)6

JA Solar(晶澳,中)5

Sharp(日)4

Suntech(尚德,中)3

First Solar(美)2

Q –Cells(德)1

廠商名稱2008排名全球前十大太陽電池廠商全球前十大太陽電池廠商全球前十大太陽電池廠商全球前十大太陽電池廠商

資料來源:PV News, Photon 

International,

IEK(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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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年年年年)

總產值總產值總產值總產值(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2008 2012 2015
NOW

2007

5400

1600

460

產值產值產值產值：：：：5,400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就業人力就業人力就業人力就業人力：：：：54,000人年人年人年人年

高值化高值化高值化高值化LED照明照明照明照明
產品生產基地產品生產基地產品生產基地產品生產基地

全球最大全球最大全球最大全球最大LED光光光光
源及模組供應國源及模組供應國源及模組供應國源及模組供應國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效益效益效益效益

市場地位市場地位市場地位市場地位
1.目前上游光源廠商計目前上游光源廠商計目前上游光源廠商計目前上游光源廠商計

50餘家餘家餘家餘家、、、、中游模組中游模組中游模組中游模組40

家家家家、、、、下游燈具應用百餘家下游燈具應用百餘家下游燈具應用百餘家下游燈具應用百餘家

2.LED光源產量全球第光源產量全球第光源產量全球第光源產量全球第1，，，，產產產產

值第值第值第值第2(占占占占16%)，，，，其中晶電其中晶電其中晶電其中晶電

為全球最大高亮度為全球最大高亮度為全球最大高亮度為全球最大高亮度LED晶粒晶粒晶粒晶粒
廠商廠商廠商廠商

3.背光模組產值全球第背光模組產值全球第背光模組產值全球第背光模組產值全球第1

4. LED照明產品照明產品照明產品照明產品72%外銷外銷外銷外銷，，，，
主要出口地為中國主要出口地為中國主要出口地為中國主要出口地為中國

(二二二二)LED照明光電產業發展現況與願景照明光電產業發展現況與願景照明光電產業發展現況與願景照明光電產業發展現況與願景

全球高亮度全球高亮度全球高亮度全球高亮度LED光源產業分布圖光源產業分布圖光源產業分布圖光源產業分布圖

亞洲亞洲亞洲亞洲
76%

歐洲歐洲歐洲歐洲
10%北美北美北美北美
14%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47%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16%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10%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3%資料來源：IEK整理(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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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年年年年)

總產值總產值總產值總產值(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2008 2012 2015
NOW

2007

1680

562

132

產值產值產值產值：：：：1,680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就業人力就業人力就業人力就業人力：：：：16,800人年人年人年人年

成為全球燃料電池成為全球燃料電池成為全球燃料電池成為全球燃料電池

系統組裝生產基地系統組裝生產基地系統組裝生產基地系統組裝生產基地

競爭地位競爭地位競爭地位競爭地位
缺乏自主技術缺乏自主技術缺乏自主技術缺乏自主技術

•氫能與燃料電池氫能與燃料電池氫能與燃料電池氫能與燃料電池：：：：核心元件核心元件核心元件核心元件

•風電風電風電風電：：：：系統整合技術系統整合技術系統整合技術系統整合技術

•生質燃料生質燃料生質燃料生質燃料：：：：新料源技術新料源技術新料源技術新料源技術
•能源資通訊能源資通訊能源資通訊能源資通訊：：：：系統整合系統整合系統整合系統整合

•電動車輛電動車輛電動車輛電動車輛：：：：高安全高能量密度高安全高能量密度高安全高能量密度高安全高能量密度
鋰電池鋰電池鋰電池鋰電池

市場地位市場地位市場地位市場地位
產值尚低產值尚低產值尚低產值尚低：：：：

•氫能與燃料電池氫能與燃料電池氫能與燃料電池氫能與燃料電池4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風電風電風電風電35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生質燃料生質燃料生質燃料生質燃料10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能源資通訊能源資通訊能源資通訊能源資通訊80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電動車輛電動車輛電動車輛電動車輛2.8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建立國內生質燃建立國內生質燃建立國內生質燃建立國內生質燃

料自主供銷系統料自主供銷系統料自主供銷系統料自主供銷系統

亞太地區電動車亞太地區電動車亞太地區電動車亞太地區電動車

輛主要生產基地輛主要生產基地輛主要生產基地輛主要生產基地

國際能源資通訊國際能源資通訊國際能源資通訊國際能源資通訊

供應體系一員供應體系一員供應體系一員供應體系一員

全球風力發電系全球風力發電系全球風力發電系全球風力發電系

統供應商之一統供應商之一統供應商之一統供應商之一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效益效益效益效益

二二二二、、、、能源能源能源能源「「「「風火輪風火輪風火輪風火輪」」」」產業發展現況與願景產業發展現況與願景產業發展現況與願景產業發展現況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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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一一一一、、、、發展綠能產業成為台灣產業新的生命力發展綠能產業成為台灣產業新的生命力發展綠能產業成為台灣產業新的生命力發展綠能產業成為台灣產業新的生命力
透過旭升方案，引領台灣產業朝向低碳及高值化發展，預估產值可由2008年的
1,603億元(占製造業1.2%)提高至2015年1兆1,580億元(估計約占該年製造業

總產值6.6%)，約可提供11萬人就業機會。

二二二二、、、、建立台灣成為能源技術與生產大國建立台灣成為能源技術與生產大國建立台灣成為能源技術與生產大國建立台灣成為能源技術與生產大國
5年內至少投入技術研發經費約200億元，未來並將逐步擴增。
以達兆元產值規模估計，可望帶動民間投資2,000億元以上。

預期可發展成為

創造產值創造產值創造產值創造產值：2008年年年年：：：：1,603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2012年年年年：：：：4,752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2015年年年年：：：：1兆兆兆兆1,580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就業人力就業人力就業人力就業人力：2008年年年年：：：：16,030人年人年人年人年 2012年年年年：：：：47,520人年人年人年人年 2015年年年年：：：：115,800人年人年人年人年

主力產業主力產業主力產業主力產業(能源光電雙雄能源光電雙雄能源光電雙雄能源光電雙雄)

1.全球前三大太陽電池生產大國全球前三大太陽電池生產大國全球前三大太陽電池生產大國全球前三大太陽電池生產大國

2.全球全球全球全球最最最最大大大大LED光源及光源及光源及光源及模模模模組供應國組供應國組供應國組供應國

一般具潛力產業一般具潛力產業一般具潛力產業一般具潛力產業(能源風火輪能源風火輪能源風火輪能源風火輪)

1. 全球風力發電全球風力發電全球風力發電全球風力發電系統系統系統系統供應商之一供應商之一供應商之一供應商之一
2. 國內生質燃料自主供銷國內生質燃料自主供銷國內生質燃料自主供銷國內生質燃料自主供銷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3. 全球燃料電池全球燃料電池全球燃料電池全球燃料電池系統系統系統系統組組組組裝裝裝裝生產基地生產基地生產基地生產基地
4. 國際能源資通訊供應國際能源資通訊供應國際能源資通訊供應國際能源資通訊供應體系體系體系體系一一一一員員員員
5. 亞亞亞亞太地太地太地太地區區區區電動車輛主電動車輛主電動車輛主電動車輛主要要要要生產基地生產基地生產基地生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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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塑造我國節能減碳新風貌塑造我國節能減碳新風貌塑造我國節能減碳新風貌塑造我國節能減碳新風貌

估估估估計計計計5年內政府將投入年內政府將投入年內政府將投入年內政府將投入250億元推動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之設置及補助億元推動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之設置及補助億元推動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之設置及補助億元推動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之設置及補助，，，，有有有有助助助助於於於於

引領引領引領引領台台台台灣逐漸走向低碳社灣逐漸走向低碳社灣逐漸走向低碳社灣逐漸走向低碳社會與會與會與會與低碳城低碳城低碳城低碳城市市市市，，，，其中顯著其中顯著其中顯著其中顯著性性性性的表徵如下的表徵如下的表徵如下的表徵如下：：：：

– 2011年完成在亞洲領先的大型太陽光電電廠 (4 MW) 建造

– 2011年完成全國交通號誌燈 (70萬盞) 全數使用LED燈，領先全球

– 今年起展開氫能與燃料電池市場應用示範，逐步邁入氫能應用時代

– 2009年起高/低壓用電戶分階段全面佈建智慧型電表，建立先進讀表系統架

構(AMI)，包含智慧型電表、通訊系統及電表資料管理系統建置，開創智慧

節能時代

– 今年起展開4年10萬輛電動機車補助計畫，逐漸進入電動機車寧靜革命階段

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續續續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