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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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說明
一、 計畫緣起
(一)

政策依據

我國能源高度依賴進口，化石能源依存度高，面對全球溫室氣
體減量趨勢與國家非核家園共識，政府規劃新能源政策目標於 114
年提升再生能源發電比例至 20 %，期能在兼顧能源安全、環境永續
及綠色經濟發展均衡下，建構安全穩定、效率及潔淨能源供需體系，
創造永續價值，邁向 2025 年非核家園願景。
經濟部規劃各類再生能源推廣目標裝置容量及其發電量如 表 1
及表 2 所示，其中風力發電長期目標為 114 年達成 6.9 GW，其中陸
域風電 1.2 GW，離岸風電約 5.7 GW。
表 1、各類推廣目標裝置容量 (MW)
能源別
太陽光電
陸域風電
離岸風電
地熱能
生質能
水力
燃料電池
合計

104 年
842
647
0
0
741
2,089
0
4,319

109 年
6,500
814
976
150
768
2,100
22
11,331

114 年
20,000
1,200
5,738
200
813
2,150
60
30,161

表 2、各類推廣目標年發電量 (億度)
104 年

能源別
太陽光電
陸域風電
離岸風電
地熱能
生質能
水力
燃料電池

9
15
0
0
36
45
0
105

合計

5

109 年
81
19
35
10
38
64
2
249

114 年
256
28
207
13
43
66
5
617

(二)

計畫研議過程

考量我國地狹人稠，陸域優良風場開發逐漸飽和，離岸風電尚
無成熟開發案例，且相關行政申設流程未臻完備，爰行政院能源及
減碳辦公室於 105 年 6 月 24 日「離岸風電工作小組會議」責成本部能
源局規劃風力發電 4 年推動方案，俾完備風力發電設置之基礎建設
環境，以利後續佈建。
行政院續於 105 年 7 月 6 日、7 月 18 日、8 月 24 日、11 月 2 日、11
月 9 日、11 月 22 日、106 年 4 月 18 日陸續召集農委會、環保署、交通
部、內政部、文化部等相關部會及相關單位共同研商本計畫內容，經
釐清各項推動遭遇困難及行政障礙後，經濟部分別就行政法規調和
及基礎設施建置完成推動方案規劃，期整合相關部會資源及能量，
共同推動執行「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
本案經提報 106 年 6 月 1 日行政院第 3551 次會議通過，重要決
定：
1. 政府歡迎優秀國際廠商，引進最尖端技術及系統整合能力，結合
我國相關產業優勢，成立最具競爭力之國際團隊，共同打入全球
風力發電市場。
2. 離岸風電之申設程序，除主管機關經濟部，另涉及內政部、環保
署、農委會等跨部會權責及台電公司之配合，請經濟部設立單一
服務窗口，全力協助排除投資障礙及相關不確定性，並加速行政
流程。
3. 推動再生能源之目的係為使環境永續發展，請經濟部加強注意生
態調適問題，把對環境之衝擊降至最低。
4. 能源轉型是國家對於能源使用結構整體調整之目標之一，期經濟
部與相關機關(單位)應本於行政一體之理念，通力合作，積極落
實有關能源轉型之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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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標與願景
(一)推動目標
我國風電發展已累積相當實績，陸域風電部分已設置 346 架共
682 MW，離岸風電部分則已設置 2 架共 8 MW。延續既有推動成果，
經濟部以「行穩致遠」推動原則、規劃「先陸域、後離岸」策略，逐步推
動風電設置。
在陸域風電部分，經濟部以「先開發優良風場、再推動次級風
場」策略，規劃 109 年累計設置目標約 814 MW；在離岸風電部分，
經參考國外技術發展趨勢與推動經驗，確立「先淺海、後深海」模式，
及「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之 3 階段推動策略，規劃於 109 年達成
累計裝置量 976 MW，114 年達成累計裝置量約 5.7 GW 目標。
(二)發展方向及願景
衡酌我國推動現況，因陸域優良風場開發趨於飽和，分布區域
常與民眾居住空間發生競合，故先盤點已取得許可之開發案及專案，
針對地方政府態度積極故較具可行性者加強推動，評估 106-109 年
可新增裝置量約 132 MW。
在離岸風電部分，經濟部業於 101 年公告施行第 1 階段「風力發
電離岸示範系統獎勵辦法」，3 家示範業者預計於 109 年完成示範風
場；經濟部能源局續於 104 年公告第 2 階段「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
申請作業要點」及 36 處潛力場址，供業界參考並自行投入設置。針對
第 3 階段區塊開發政策，經濟部業以潛力場址為基礎辦理「政策環
評」，並於 106 年 5 月 1 日完備程序；後續規劃以「區塊開發」方式，
逐步擴展至深海區域。
經濟部業成立「風力發電單一服務窗口」，專責推動「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協助業者追蹤審查進度、排除申設障礙，並由能源國
家型第 2 期計畫 ( NEP-II) 協助法規之諮詢及整合，由行政院能源及
減碳辦公室協助跨部會協調，以帶動各相關部會共同推展各項風電
相關政策。
風力發電整體推動策略將以「短期達標、中長期治本」原則，先
達成 109 年 1,790 MW 累計設置量，同時加速行政流程、厚植推動基
7

礎後，進而達成 114 年累計設置目標 6.9 GW，並邁向能源安全、綠
色經濟及環境永續等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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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風力發電推動現況
一、 政策推動
再生能源推廣目標係以「電價影響可接受度」、「技術可行性」、
「成本效益導向」、「分期均衡發展」及「帶動產業發展」等五項原則進
行規劃，除以積極擴大再生能源發展之外，並達成民國114年再生能
源占全國發電占比達20 %之目標，其中風力發電裝置容量目標規劃
達6.9 GW。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於民國 98 年通過後，再生能源係透過電能
躉購制度推動，每年由經濟部邀集各部會、學者專家、團體組成「再
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審訂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確保再生能源設置者得以獲取正當合理之報酬，健全我國再生能源
之發展。
106 年度風力發電設備電能躉購費率依設置地點及裝置容量等
條件而有不同類別，詳如下表：

分類
陸域

離岸

表 3、各類推廣目標裝置容量 (MW)
裝置容量
躉購費率 (元/度)
1 kW 以上
8.9716
不及 20 kW
有安裝或具備 LVRT 者
20 kW 以上
無安裝或具備 LVRT 者
固定 20 年躉購費率
前 10 年
無區分
階梯式
躉購費率
後 10 年

2.8776
2.8395
6.0437
7.4034
3.5948

二、 推動現況
我國自 69 年起開始投入風力發電相關技術研究，為引領國家風
能發展，發揮創造自有、乾淨綠色能源之功效，經濟部能源局自 89
年起積極推動風電開發應用，透過資源勘查、技術輔導、研究調查、
示範補助與宣導推廣，已初步達成推廣成果，並帶動台電公司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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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業者相繼投入陸域風能開發，統計至 106 年 3 月，陸域已商轉 346
架機組，累計總裝置容量為 682.1 MW。
由於我國陸域優良風場已逐漸開發完成，101 年以後風電新增
裝置容量呈現逐年減少之趨勢，未來可供開發之陸域風場地點漸難
取得，加上噪音、眩影與視覺衝擊等環境考量，以及民眾意識抬頭、
環保意識提升等因素，導致陸域風場開發挑戰逐漸提高，故經濟部
規劃逐步將風力發電推動重點由陸域逐步移至海上，並搭配以「先示
範、次潛力、後區塊」之 3 階段策略推動離岸風電設置。
(一)示範獎勵計畫
考量我國處於離岸風電開發起步階段，為驗證離岸風電在技術、
法規及財務上之可行性，經濟部於 101 年 7 月 3 日公告實施第 1 階段
「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由政府依據申請業者規劃離岸
風場開發計畫之可行性及執行能力，遴選 3 家獲選示範業者，包含
兩家民營業者（福海、海洋）與國營業者（台電），政府將針對其機
組設備及開發過程提供獎勵補助，協助業者降低風險，以塑造成功
離岸風場開發典範，啟動我國離岸風電市場發展。
(二)潛力場址要點
繼示範獎勵辦法之後，為利業者提早辦理準備作業，經濟部能
源局業於 104 年 7 月 2 日公告第 2 階段「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
作業要點」，公告 36 處潛力場址，並於同年 10 月 2 日起接受業者申
請離岸風場申設。考量本要點係作為正式推動區塊開發前過渡時期之
管理機制，故要點以「自由競爭」及「限期開發」為原則，具有競爭性
衍生之投資風險，潛力場址僅為專業機構之初步研究結果，不等同
具有技術上之可行性，亦不代表相關法規與行政上之障礙已全數排
除。申請人於場址規劃時，仍應考量風場地質、底質、地形、風能等條
件，評估其技術上及財務上之可行性。
(三)區塊開發
經濟部規劃第 3 階段推動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俾整體規劃
海域空間，有效整合國家資源，大規模設置離岸風電，以帶動國內
產業發展。經濟部規劃將配合 5.7 GW 推動目標，以分期分區方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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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並逐年檢討與修訂，其公告之開發總量將配合環境建構及產業
建立，每次公告 500~2,000 MW，並透過考量業者資本財力、團隊能
力、開發期程、產業效益（國產化）等甄選原則，進行擇優或競標方
式辦理，俾穩健達成 114 年 5.7 GW 之推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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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4 年推動目標量與規劃
一、 推動策略
「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針對陸域及離岸分別依其推動現況及
遭遇困難，規劃不同推動策略，並以「風力發電單一服務窗口」專職
負責協助追蹤申設進度、排除開發障礙，以加速開發。
(一)

陸域風電
為加速陸域推動並確保目標達成，首先盤點既有已取得許可之

開發案及專案，篩選其中地方政府態度積極故較具可行性者優先輔
導推動，包括台電公司於澎湖、彰化地區既有計畫約 49 MW、民營業
者於台中、雲林規劃案場約 37 MW、以及彰濱工業區崙尾東區規劃專
案開發約 46 MW，合計規劃 106-109 年新增目標量約 132 MW，109
年累計設置目標量約可達 814 MW。

圖 1、陸域風電案場盤點及推動目標

(二)離岸風電
我國離岸風能資源優異，惟國內相關產業尚未累積足夠成熟案
例典範供後續開發案依循。為協助業者建置離岸風場開發必要之技術
12

與知識，過去既有推動模式主要著重於研發協助及技術引進，後續
則將積極協助國內業者建置成功案例以累積實績及技術能量，並規
劃從行政法規協調及基礎設施建置等角度切入，以營造離岸風電友
善開發環境。
1. 行政法規協調
(1)

區塊開發政策環評
離岸風電開發涉及各部會業管法規及行政審查流程，以

及海域空間配置與競合等議題。為後續順利推動區塊開發政
策，經濟部辦理「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作業，以 36
處潛力場址為基礎，徵詢各機關、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意見，
以維護生態環境並降低海域空間競合。
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環評業經環保署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召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306 次會議」完成意
見徵詢程序，其意見為離岸風電開發之共通性環境議題及因
應 對 策 。 環 保 署 續 於 106 年 5 月 1 日 以 環 署 綜 字 第
1060026209 號函備查「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
定稿本，將納入後續開發行為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之參考基
準，以達上位政策指導之效。
(2)

航道空間競合
針對離岸風電設置與既有船舶航行可能產生空間競合之

相 關 議 題 ， 經 濟 部 與 交 通 部 分 別 於
105/1/27 、105/5/17、106/1/24 及 106/5/19 共同召開共 4 次「離
岸風電推動會報」，由能源局與航港局組成航道工作小組，
共召開 6 次航商座談會蒐集業者意見後，完成航道建議調整
方案。後續將由交通部續依業管法規與權責，會同相關主管
機關辦理航道修正劃設作業後完成公告程序。
(3)

漁業權補償與回饋
在漁業補償部分，農委會業於 105/11/30 公告「離岸式風

力發電廠漁業補償基準」，針對離岸風場及海纜分別制定漁
業補償通案機制，續於 105/12/16 針對漁業權區內及區外規
劃協商爭議處理機制。若後續開發商或漁民對補償公式尚有
13

相關疑慮或爭議，將由漁業署依權責協助利害關係人進行協
調。
至於漁業回饋部分，經濟部配合電業法修正，研擬由發
電收入一定比例提供地方回饋之機制，將由中央及地方政府
建立平台，納入利害相關團體，共同研商回饋金使用辦法。
(4)

法規調和
為釐清風力發電可設置區位，內政部已於 106 年 2 月 6

日公告實施「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函經濟部說明涉及風
力發電設施須排除海岸地區範圍內之區位：「海岸保護區」、
「海岸防護區」、「河口」、「潮間帶」或「影響沙灘公共使用或
公共通行」之風電設施。
至於申設離岸風電所涉及法規（包括環境影響評估、水
下文資法、海岸管理法、大陸礁層法、漁業補償等）及審查涉
及相關議題，依行政院 106 年 5 月 5 日召開「調和綠能發展
與生態環境之策略會議」結論，有關非環境生態之議題，應
以「平行審查」為處理原則，回歸由各主管機關逕依其權管
法規範圍進行審查，期使各主管法規審查之流程順暢；經濟
部則應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電業法審查程序中進行把關。
為簡化後續開發案之申設流程，經濟部業成立「風力發
電單一服務窗口」，負責追蹤審查進度、排除申設障礙；如
遭遇其他部會議題，則由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負責跨部
會協調，並請 NEP-II 負責法規諮詢及整合法規重疊與競合
問題，以簡化申設及審查流程。
2. 基礎設施及環境建構
(1)

港埠及專用碼頭

a. 施工組裝碼頭
105 年示範機組需 1 席重件碼頭，已協調既有重件碼頭
# 2 因應 。 108 年起示 範風場及 潛 力場 址需 2 席 重件碼 頭
#5A、#5B，業協調臺中港務分公司分別於 107、108 年完成，
並提供示範獎勵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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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將朝#5、#6、#7、#8 推展，若有不足，則往#38、#39
延伸，以供 110 年起區塊開發所需重件碼頭（累計 4 席）。
b. 水下基礎碼頭
短期先以興達港「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協助建立自
主水下基礎產業、中長期則將視產業發展狀況，評估以臺中
港或其他適合港口提供適合土地及碼頭。
c.

運維碼頭
運維基地不需高規格承載力，且宜盡可能靠近離岸風場

以提高機動性。故評估於彰化縣彰濱工業區附近，規劃以彰
化漁港建置離岸風電運維碼頭及運維基地。
(2)

產業專區
為帶動本土相關產業發展，規劃於臺中港「工業專業區

(II)」建置產業專區，並於 107 年底前完成#106 重件碼頭新建
工程，以提供大型離岸風電設備零組件裝卸。
(3)

施工船隊
短期將先由台船公司透過「離岸風電海事工程產業聯

盟」(M-Team)，整合國內既有、購置或租用施工船舶組成船
隊，期爭取離岸風場海事工程業務。
中長期則視國內需求，規劃新建風機安裝船，於 110 年
完成船隊建置，投入台灣及國際市場。
(4)

輸配電網

a. 短期（~109 年）：透過台電併聯審核，由業者引接至既
設陸上變電所。
b. 中期（~114 年）：興建彰工(4.5GW)與永興(2GW)陸上
併網點，於 114 年前提供總計 6.5 GW 併網容量。
c.

長期（115 年~）：規劃引接至麥寮六輕之塑化併網點約
3.5GW，累計建置離岸風電所需容量共 10 GW。

d. 海纜上岸共同廊道：台電統一規劃海纜上岸共同廊道，
由風場開發商自行建置海上變電站。
(5)

海域環境建構
建立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海域環境資料，公開客觀資訊以

消弭公眾疑慮及釐清離岸風場開發風險，提高各界參與意願。
15

a.

進行海域地質、地球物理調查及地工調查，並建構區域
工程地質模型

b. 進行海域生態調查（含漁業資源、鯨豚、鳥類、底棲生物
等）
c.

建構台灣西部海域環境資料庫公開客觀資訊

3. 整體產業推動策略
(1) 建構區域性聚落
運用我國地方產業特色，吸引國際開發商投資與國內業
者合作，帶動地方投資與發展。
(2) 政府建立產業發展基礎設施環境、推動產業認證服務、大型
企業跨業整合、建立產業供應體系及水下基礎在地化製造。
(3) 國營企業投入併網基礎建設、建置後端運轉維護基礎設施、
專用碼頭開發、潛力場址開發及海事工程產業。
4. 環境生態保護機制
(1) 加強應排除之保護範圍
a. 於「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明訂區塊開發應
至少排除 14 項應予保護、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b.

將「水下海床地質敏感區」及「水下生物礁區」納入選址評
估考量。

(2) 鳥類保育
a.

依遷移性鳥類飛行高度與風機葉片旋轉高度，迴避候鳥
遷移路徑。

b.

風機裝設航空警示燈，增加鳥類辨識度。潮間帶電纜舖
設（地下工法除外）施工期間，應避開候鳥過境期。

c. 風機間距應大於 500 公尺，以利鳥群迴避穿越。
d.

加裝視距外遠端監視器，即時監測可能的候鳥活動狀況。

(3) 魚類養殖
a.

施工期間儘可能避開漁盛產期，或高盛產期間減少海域
大規模施工。

b.

風機基礎及保護工設計，增強附著藻類及生物附著能力，
參考引入周邊海域礁岩生態棲地之環境特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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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纜路線規劃降低對環境影響
a.

就離岸風電區塊整體規劃電網，採併網方式（含海上變
電站）規劃，降低對個案管溝分別開挖埋設、上岸潮間帶
及陸域段等環境影響。

b.

海底電纜鋪設施工期問，近海岸施工範圍邊界設置污染
防濁幕，將揚起之懸浮物質圍束於施工範圍。

(5) 強化政府監督管理機制
a. 成立「海洋生態專家任務小組」，訂定海洋生態監測指標，
強化監督管理機制，取信社會大眾，提升離岸風電開發
可與海洋生態共榮之信心
b.

整合風場基線調查數據及各部會現有調查資料，進行實
證計畫，以取得生態復育及噪音監測等相關科學數據，
提供適用於我國西部海域的生態監測指標。

二、 目標及效益
藉由執行「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將於 109 年達成陸域累計
設置量 814 MW、離岸累計設置量 976 MW，合計共 1,790 MW 裝置
容量，預計可帶動約新臺幣 2,000 億元投資額，年發電量可達約 54
億度，年減碳量約 288 萬噸。
後 續 規 劃 風 力 發 電 之 中 長 期 目 標 ， 預 計 於 114 年 達 成 陸 域
1.2GW、離岸 5.7GW 設置量，合計共 6.9GW 裝置容量，其中離岸風
電將可促進投資額達新臺幣 1 兆元，年發電量可達約 207 億度，年
減碳量約 1,100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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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工作項目與部會分工
為達成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目標，經盤點法規調和及基礎建
設涉及相關部會之分工業務，依相關權責擬定推動目標及期程詳如
下表：
表 4、推動工作項目、時程及部會分工
類別

項目

機關

公告兩岸直航航道
交通部（航港局）
調整方案

時程
106 年 6 月底前

依離岸風電漁業補
農委會（漁業署）、經
償、回饋處理機制
濟部（能源局）
辦理
以平行審查概念審
理籌設許可相關要 文化部、內政部及相關
件，加速業者申設 部會
流程
以區塊開發政策環
行政法 評意見徵詢結論，
規調和 作為未來個案環評
環保署
審查之上位政策指
導，並朝簡化相關
審查程序辦理
單一服務窗口負責
追蹤審查進度、排 經濟部（能源局）
除申設障礙
負責跨部會協調

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負責法規諮詢、研
析簡化申設流程， NEP-II
期流程縮短至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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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依部會共識建立
推動機制，將持續
辦理

完成離岸風電施工
交通部、
碼頭之興建及招商
港務公司
作業

107、108 年各完成 1
席碼頭

完成#5A、#5B 重件 台電公司、
碼頭合作簽約事宜 港務公司

106 年 6 月底前

綜整協調產業專區
107 年完成招
事宜，並督促中鋼 經濟部（工業局）、
商、108 年完成廠房
公司等業者進駐開 中鋼公司
建置
發
基礎建 完成離岸風電海纜
設推動 共同廊道規劃

106 年 6 月底前

完成離岸風電併網
技術規劃時程

106 年 12 月底前

完成離岸風電 6.5
台電公司
GW 併網工程

114 年底前

以中長期 10 GW
為目標，規劃「再
生能源輸配電計
畫」，統一建置輸
配電網絡設施

持續規劃

運用我國地方產業
特色，吸引國際開
整體產
經濟部（工業局、國營
發商投資與國內業
業推動
會）、中鋼公司、台船持續辦理
者合作，並藉由國
策略
公司
營企業投入，帶動
地方投資與發展。
加強應排除之保護
環境生
範圍，強化政府監 環保署、經濟部（能源
態保護
持續辦理
督管理機制，以減 局）
機制
輕對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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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預期效益及未來規劃
我國風能資源優異，尤以離岸風電極具開發價值。為促進能源多
元化及自主供應，打造綠能低碳環境，經濟部規劃「風力發電 4 年推
動計畫」，將以「短期達標、中長期治本」策略，營造我國風電友善發
展環境，預計將可於 109 年達成陸域累計設置量 814MW、離岸累計
設置量 976MW，合計共 1,790MW 裝置容量，共將帶動約新臺幣
2,000 億元投資額，年發電可達約 54 億度，年減碳量約 288 萬噸。
延續「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推動成果，並配合整體再生能源
推動策略，中長期規劃風力發電推動目標於 114 年達成陸域 1.2GW、
離岸 5.7GW 設置量，合計共 6.9GW 裝置容量，預計共可帶動投資額
累計達新臺幣 1 兆元，共創造就業機會達 20,000 人次以上，年發電
可達約 235 億度，年減碳量約 1,250 萬噸。
經濟部業成立風力發電單一服務窗口，並與相關主管機關就行
政法規調和達成跨部會共識，未來以「平行審查」原則加速行政流程，
並依據政策環評程序提供上位政策依循，以規模經濟帶動自主技術
建立及產業發展友善開發環境。
此外，離岸風電之推動，將併同考量帶動我國產業本土化與能
源轉型政策，積極推動完成基礎建設包括風機組裝碼頭、水下基礎碼
頭、運維港埠與碼頭，以及輸配電網等。為加速完成相關基礎建設建
置，經濟部將與相關部會機關協力配合，整合行政資源集中投入以
收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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