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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為鼓勵風力發電應用, 訂定了推廣目標及躉購費率機制, 惟目前針

對政策的合理性分析仍相當缺乏。 本文主要目的為針對臺灣發展陸域大型風

力發電進行成本效益分析, 我們根據陸域風電技術的特性及臺灣各地風場狀

況, 建立風電供給曲線,進而探討風力發電應用之投入成本與產出效益。 具體

而言, 本文探討了以下幾項重要議題: (1) 臺灣陸域風電應用之成本競爭性;

(2)風力發電機組建置之成本與效益; 及 (3) 政府現行推廣政策之適當性。 結

果顯示, 我國陸域風電機組的建置仍具成本競爭性, 惟若維持現行躉購費率不

變, 似乎將不足以提供投資人足夠的誘因, 來達成所設定之推廣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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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過去數十年來, 全球經濟的持續成長與化石能源 (fossil fuel)消費產生了相互

依賴的關係,經濟成長加速了化石能源消耗與氣候變遷,而化石能源也提供了

經濟持續成長的動能。 在全球不斷倡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能源價格高漲的

影響下, 推動再生能源技術發展及應用已成為現階段各國積極發展之重大能

源政策之一。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報告 (Turner, 2013) 預估,

2030 年時全球再生能源裝置容量之占比將可達到 33–39%。 該報告也指出,

2013 至 2030 年將吸引全球直接投入 11 兆美元到再生能源發電業 (占全部

電業投資的 73%), 其中,有半數資金將會投入到風能和太陽能發電業。

風力發電技術之所以備受青睞, 主要是因為其技術發展相較於其他再生

能源發電快速且成熟, 包括德國、 美國及英國等國家一直以來都期待風力發

電能夠逐步取代傳統的發電方式 (GWEC, 2013)。 我國風力機應用的歷史,

從 2000年開始裝置風力機組起到 2012年底止,累積裝置容量已達 571 MW

(megawatt; 千 ), 然此與我國長期推廣目標, 於 2020年時裝置陸域風力機

組容量累計達 1,200 MW相比, 仍有一段不小之差距。有鑑於此,確認政策目

標是否可以達成,釐清差距產生的原因,然後再找尋是否有可行且有效的推動

方案, 將有實質的必要性。

由於風力發電技術仍處於持續研究發展階段, 一直以來, 國內外有關風

力發電的文獻仍多著重在技術層面的探討, 其中包括探討風力機的發電效能

(如: 廖界儒等, 2011; 胡穗樂與曾健偉, 2011; 林其加等, 2012; 周瑞生等,

2013),或是探討分散式電能的併網技術 (如: Rabiee et al., 2013; Shafiullah

et al., 2013),還是風力機的運轉特性 (如: Pinar Pérez et al., 2013), 以及風

場的建置規劃 (如: Khan and Rehman, 2013)等。

近年在風力發電技術大幅提昇與環保意識不斷強化下, 風電技術之國內

外應用大步開展,只是,風力機的建置是否真的具有經濟效益? 是否適合大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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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推廣應用? 而現行的推廣政策制定又是否合宜? 對多數人而言, 仍是一堆

問號, 畢竟發展符合經濟效益的風電技術應用, 才有可能在替代化石能源上

產生具體的成效。 近年來, 逐漸有一些文獻開始針對特定風力發電系統或特

定風場之成本效益進行評估 (如: 林明照等, 2006;楊宏宇等, 2008;杜逸龍等,

2009; Shaahid et al., 2013),1這些研究雖均有助於了解風電技術的發電成本

是否能與傳統發電技術競爭,然而, 對設置風力發電機組所涉及的經濟、環境

及能源效益的整體評估, 以及對政策推廣目標訂定的合理性分析卻仍有所不

足。 本文在這方面希望能有一些具體的突破, 除了將我國所有可能設置之陸

域風場納入考量, 也從經濟、 生態環境與能源等幾個面向討論我國風力發電

技術發展可能面對的成本與效益項目。 準此, 本文除針對我國陸域風力發電

的潛力,透過風電技術市場成本競爭性的探討, 以掌握達成我國陸域風電發展

目標的可能途徑外,更重要的是應用成本效益分析,一方面明確界定推展陸域

風電所涉及的成本與效益項目, 同時也透過適當之理論及方法貨幣化或量化

這些成本與效益項目, 進而方便比較其社會總成本與總效益。 當社會總成本

小於社會總效益時 (表示整體社會因陸域風電發展所需付出的成本會小於所

獲得的效益),陸域風力發電將會成為我國值得推展的再生能源發電技術。

本文之分析基礎為臺灣風電系統設備容量之供給曲線。我們利用各風場

場域可能開發風力發電的成本來構建供給曲線, 依經濟學定義, 供給曲線為一

商品的邊際成本線,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能描述商品價格與供給量 (即為風力

機的裝置容量)的關係。 由供給曲線可知,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若要增

加風力機組裝置量, 增加市場價格為必要條件; 因為較多的裝置容量代表需要

用到的風場的條件會愈來愈差,而其發電成本也自然會愈來愈高, 因此也需要

有更多的價格誘因。 透過風力發電的供給曲線, 可以觀察不同價格下所對應

的可能裝置容量。 實務應用上, 假設政府有意以風力發電取代火力發電, 則可

以將現有火力發電的成本 (價格) 代入風力發電的供給曲線, 再觀察其所對應

1 決策者關心的是, 如何將有限的資源進行最經濟的配置與利用。 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CBA)經常被他們用來評估新計畫 (project)的經濟效率; CBA 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亦為重

要的輔助分析工具; 對公部門來說,投資計畫除了要符合經濟效率的要求外, 通常也考慮該投資計畫

對社會所有成員可能會造成的所有效益與成本 (Goodstein, 1995; Boardman et al., 2001; 蕭代基

等, 2002; Fraser and Hone, 2003; Johns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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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累計裝置容量值, 則可大致掌握風力發電可以取代火力發電的數量, 也可以

進一步了解還需要多少額外的誘因以擴大風力發電的規模。

由於供給曲線的建置基礎為各可能設置的風力機組, 透過該曲線我們可

以觀察每一風力機組的經濟效率, 也可以進一步分析整體風力發電的成本與

效益。 除此之外, 利用此一架構,本文也進一步評估目前我國推動再生能源發

電重要之誘因政策— 躉購費率政策 (feed-in tariffs; FIT) 對我國風力發電

裝置容量推廣的影響,從而檢討現行躉購費率政策之適當性。

本文以我國各縣市裝置潛力為範疇, 在成本效益分析架構下, 建立陸域

風力發電技術的供給曲線, 根據該供給曲線, 我們探討了我國陸域風電的成

本競爭性與發展效益, 也評估了躉購費率機制及推廣目標的適切性。 以下第

二節介紹國內外風力發電發展現況; 第三節為研究方法介紹, 並說明陸域風

力發電的資料處理; 第四節呈現陸域風力發電技術的供給曲線及成本效益評

估的結果, 並就分析結果進行討論;第五節提出結論與政策建議。

2. 我國風力發電發展現況

在各項再生能源技術中,風力發電技術是我國所積極開發的本土能源之一,這

是因為風力發電在目前各再生能源中是最具技術成熟及商轉經驗的技術之一,

其發電成本已接近傳統發電方式。 圖 1顯示,截至 2012年,我國再生能源發

電裝置容量約為 3,696.8 MW, 約占總裝置容量 (含汽電共生) 48,395 MW

的 7.64%, 但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僅占 3,696.8 MW 中的 21.46%。 近年我

國努力推動設置風力機, 歷年裝置容量成果如圖 2 所示, 該圖顯示出我國陸

域風力發電仍需相當大的成長幅度,才能達到 1,200 MW的政策目標。

有鑑於此, 政府遂著手立法制定再生能源躉購費率機制, 目的在於保障

風力發電設備之投資回收, 提升業者設置意願。 這是由於風力發電等再生能

源技術尚無法與傳統電廠在電力市場中競爭, 因此往往需要政府的力量介入,

以提高潛在廠商的投資誘因, 並藉以扶植再生能源技術及產業的發展。 政府

干預的最終目的是要提升再生能源技術和降低設備裝置成本, 使其更具有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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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網站。

圖 1 我國 2012 年發電結構 — 按能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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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網站。

圖 2 我國陸域風力發電累計裝置容量與政策目標量

爭力, 此一機制在德國及西班牙曾有成功的經驗 (del Rı́o and Gual, 2007;

Klessmann et al., 2008)。

德國早在 1991 年時就施行了固定電力躉購費率 (fixed FIT) 政策, 而

西班牙在 1998年時實施溢價電力躉購政策 (feed-in premium scheme),至

2012年底,德國累積裝置容量已達 31,332 MW,西班牙也有 22,796 MW, 各

自占有全球風力發電市場 11.1%、 8.1% 的份額。 就再生能源發電裝置的推

廣效率來看,躉購費率政策成功推廣了風電發展 (Ayoub and Yuji, 2012)。而

其他原先採用再生能源配額制度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RPS)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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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像是英國、 美國、 澳洲與日本等,2 也紛紛開始引進躉購費率機制來刺激再

生能源的發展 (Wang and Cheng, 2012)。要注意的是,風電收購制度須依各

國發展需求調整,德國政府認為再生能源發展已實現一定的商業化,自 2012

年後開始減少補貼,鼓勵再生能源與其他能源技術自由競爭 (Auer, 2012)。

大致來說, 各國對再生能源電能躉購價格的訂定可區分為固定價格及浮

動價格兩種 (Schallenberg-Rodriguez and Haas, 2012),固定價格乃採單一

收購價格, 不受市場價格所影響, 而浮動價格則依平均市場價格, 加上固定補

貼金額為主。 固定電價的制度較適合再生能源發展初期階段, 以較優惠的價

格提供投資人設置誘因, 藉此在短暫的時間內大幅度提高裝置容量, 目前我

國即採用固定價格費率制度, 但逐年檢討新合約之費率。 我國現行的再生能

源電價躉購費率, 乃是根據經濟部 2010年公告的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

其計算公式」, 其公式如下:

躉購費率 =
初期設置成本×資本還原因子 +年運轉維護費

年售電量
,

資本還原因子 =
平均資金成本率× (1 +平均資金成本率)躉購期間

(1 +平均資金成本率)躉購期間 − 1
, (1)

年運轉維護費 = 期初設置成本×年運轉維護費占期初設置成本比例。

上述的計算方法主要是利用發電的長期平均成本的概念, 一旦業者與投

資人簽約後,未來躉購年間, 便須以簽定之躉購費率向投資人收購電能。 歷年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所決議之風力發電電能躉購費率整理如表 1

所示。

本文亦利用此公式計算各區域風力機之發電成本, 成本參數主要根據經

濟部能源局公佈資訊。 需特別說明的是, 本文與能源局對風力機的容量因數

(capacity factor) 之設定不同。 實務上, 各區域設置之風力機因自然環境與氣

候因素會影響發電能量多寡, 而有別於能源局的單一容量因數假設 (意謂各

2 RPS 主要規範電力公司必須要有一定的發電比例來自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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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風力發電電能躉購費率

單位:新臺幣元/度 (NT$/kWh)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2010 2011 2012 2013

陸域 1–10 kW 7.271 7.356 7.356 7.356

> 10 kW∗ 2.383 2.657 2.643 2.626

> 10 kW 2.614 2.597 2.592

離岸 無區分 4.198 5.563 5.563 5.562

說明: ∗ 加裝低電壓持續運轉能力 (LVRT)者。

區域風能資源沒有差異, 發電時數相同), 本文為更貼近各區域實際的風能資

源,特別估算個別風場之可能容量因數。

3. 研究方法與資料處理

3.1 研究方法

與太陽光電相比,發電量大的風力發電顯得更具有成本競爭力,是臺灣發展再

生能源的重要選項。 只是, 國內專家學者對臺灣陸域風力機組的應用潛力,看

法上有相當的差異。 例如, Chen et al. (2010) 主張我國陸域風能每年約可產

生 7,723 GWh (百萬度電力),曾詠恩 (2006)認為陸域風能藏量約有 1,620–

6,480 MW (千 ), 而張鼎煥與呂威賢 (2007) 則評估我國有 1,799 MW 的

發展潛力;至於能源局在 2012年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及使用參

數」聽證會會議紀錄上, 則規劃未來最適裝置目標為 1,200 MW。本文的風力

發電總量估計是以工研院估算的臺灣縣市區域風速資料, 以及能源局公布的

陸域大型風力發電成本參數為依據, 前者用以測算我國最大可能設置的風力

機組的安裝容量, 再配合成本參數估算發電使用成本,從而得到我國的風力發

電供給曲線。

從經濟學角度, 風力發電供給曲線是建立在風電使用成本的基礎上。 風

電使用之總成本 (total cost; TC)包括所有風力機投資成本 (屬固定成本, to-

tal fixed cost; TFC) 與其營運維護成本 (屬變動成本, total variable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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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C), 亦即:

TC = TFC + TVC. (2)

隨著風力機建置量的增加, 風電使用之總成本會隨之遞增。 然而臺灣應

該建置多少風力機組? 廠商關心的是當風機裝置量達到某一程度時, 是否應

該繼續投資架設風機? 若額外增加的成本低於其額外增加的效益, 廠商會選

擇持續架設風機, 直到額外增加的成本等於其額外增加的效益。 上述額外增

加的成本即為經濟學裡慣用的邊際成本 (marginal cost; MC), 其描述產量

(或裝置量) 增加一單位 (1Q) 時其所對應總成本的增加量 (1TC), 數學式

如下:

MC =
1TC

1Q
. (3)

此一裝置風機的邊際成本即反映廠商額外投入架設 (供應) 一單位風機

所可以接受的最低收益,而由於風機之架設通常會優先選擇風場優良的地點,

其發電量較高, 成本也相對較低, 因此, 當電價適當反映發電成本時, 風力發

電之供給曲線在其他條件不變下, 乃描述電力價格 (P )與風機累積裝置容量

(Qs)間的對應關係, 其函數型式如下:

Qs = f (P ). (4)

本文研究流程與步驟分成四部分,即 (1) 相關成本與效益資訊蒐集, (2)

數據量化, (3) 風力發電供給曲線建立, 及 (4) 供給曲線之應用等, 如圖 3 所

示。陸域大型風力發電供給曲線可: (1)呈現陸域大型風力發電技術新增裝置

容量的邊際成本; (2)探討陸域大型風電的成本競爭性 (本文同時蒐集替代方

案傳統發電廠的發電成本, 此為風力機發電是否具成本競爭性的判斷基準);

(3) 具體計算成本效益指標 (含發電成本、淨現值、 內部報酬率、益本比、資本

回收期與社會效益等); (4) 對重要成本因素從事敏感性分析, 尋找關鍵影響

因素; (5)釐清現行 FIT 之合理性 (若風力發電無價格競爭力, 將無法取代傳

統發電技術,故本文亦蒐集陸域風力發電的躉購費率,探討此誘因政策能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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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風力發電成本效益分析流程及步驟

民間部門投資多少裝置容量); 及 (6)探討 FIT、 技術進步與可裝置容量間的

關係 (一併討論躉購費率機制及成本下降如何搭配運用, 以達成目標裝置量,

此關係可作為政策制定與產業技術發展的參考架構)。

其中, 為系統性地客觀分析風電系統之推廣政策, 本文應用成本效益分

析方法。 風力發電尚屬新興再生能源技術, 為提高國內建置量, 政府於 2010

年開始實施躉購費率的補貼政策,期望增加有減排節能效益的再生能源建置

量。 然而將社會大眾所繳的稅投入風電產業的補貼, 果真符合經濟理性的考

慮嗎? 要提供風電推廣政策決策過程充分的資訊, 陸域風電建置之社會成本

及效益項目應考慮能源、經濟及環境生態等面向 (如表 2 所示), 而成本及效

益項目透過貨幣化估計及折現過程,得以相同的貨幣價值為基礎, 利於比較其

間的差異, 作為是否對社會有利可圖的判斷基礎 (Boardman et al., 2001;蕭

代基等, 2002)。

政府機關在評估風電產業發展時, 一般認為此新興產業將能創造就業機

會, 也能為臺灣創造龐大之經濟產值 (請參閱經濟部 2009 年 10 月之 「綠色

能源產業旭升方案」行動計畫 (核定本)),只是, 就整體社會來看, 勞工可能只

是從別的產業移轉至風電產業就業;而風電產業雖然會創造產值, 但是其他產

業因投資排擠及勞動投入轉移亦會減少其產值,社會整體產值是否會增加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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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陸域風電建置之成本效益項目

質化 貨幣/ 質化 貨幣/
面向 成本項目 效益項目

表述 量化 表述 量化

能源 • 無能源成本, 在地風能為

燃料

⊚ • 取代進口燃料提高能源安全

性e
⊚

經濟 • 風場開發費用a
⊚ • 售電收入 ⊚

• 風力機投資成本與運維 ⊚ • 傳統機組發電之機會成本d
⊚

成本b
• 風機技術發展之效益 ⊚

• 通訊受到干擾之成本c
⊚ • 觀光效益d

⊚

• 因供電不穩定產生的備

用容量成本c
⊚

• 居民抗爭時讓其接受的

溝通成本d
⊚

環境

生態

• 生物多樣性被改變的復

原成本e
⊚ • 溫室氣體減排效益 (以 CO2

為主要探討對象)b,d,g
⊚

• 風機運轉衝擊鳥類生態

的成本f,g,h
⊚ • 節水效益g,l

⊚

• 葉輪旋轉與葉片表反射

造成視覺影響c,d,i
⊚

• 機組運轉造成之噪音影

響c,j,k
⊚

說明:質化表述欄中,⊚代表該成本或效益項目屬於質化性質,或因具爭議性不易量化,文中僅能以

質化表述說明; 貨幣/量化欄中, ⊚表示該項目得轉換成貨幣價值, 或雖不能貨幣化但能量化

之,即能以一定數值具體表達其成本或效益,貨幣/量化評估結果請見表 9。

資料來源: a楊宏宇等 (2008); b能源局 2012 年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及使用參數」

聽證會會議紀錄; cSchott (1994); d王京明等 (1997); eNEEDS (2006); f蔡嘉揚等

(2011); gSnyder and Kaiser (2009); hDrewitt and Langston (2006); iKnopper and

Ollson (2011); j Nissenbaum et al. (2012); kHarrison (2011); lClean Air Task Force

(2003)。

有所疑慮。 考量本文所進行之分析係以臺灣為評估範圍, 因此,當社會體系因

應產業結構調整所造成之就業移轉, 將不列入效益項目; 同樣地,涉及社會成

員的移轉性支付、 以及過去已發生的沉沒成本, 亦不列入成本項目。3

本文將後續要討論的成本及效益項目整理於表 2。 其中,有部分成本效益

項目受限於社會及環境外部性的影響效果尚不明確, 不易透過貨幣化精確估

算, 將僅以質化表述。 例如,儘管民眾普遍認為居住區域鄰近有風場會影響到

3 成本效益分析應注意事項,詳請參照蕭代基等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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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健康, 但目前文獻並未支持該關聯性 (如: Knopper and Ollson, 2011)。

Knopper and Ollson (2011) 發現民眾自我健康報告 (self-reported health

outcomes) 和厭惡感 (annoyance) 會因對風場的接受程度與認知差異而有

所不同,當然,與風力機距離的遠近也會造成居民的感受差異。 又根據台電的

環境監測結果 (請參考台灣電力公司網站www.taipower.com.tw),風力發電

場的噪音音量符合我國法規標準, 但民眾仍對風場噪音有所疑慮。 所以,與當

地民眾的溝通成本、 視覺影響、 噪音影響將會涉及民眾主觀的認知, 不易量

化。

風場開發費用主要係為符合環境影響評估規定所衍生之相關費用及施工

安全性調查成本 (楊宏宇等, 2008), 其調查評估結果將可能影響風場是否開

發。 該成本通常屬於風場建置前期之費用, 由於對此前期作業所衍生成本之

資訊不足,本文未將該成本項目貨幣化。此外, Schott (1994)雖然提出風場會

干擾通訊系統, 但基於在風力電廠的審慎設計及風機技術的改良下可降低對

於通訊系統的干擾,4 且目前缺乏相關之成本資訊, 因此本文亦未將之貨幣化。

再者,理論上風力供電之不穩定性會產生備用容量成本 (王京明等, 1997),而

可以預期的是,當未來風電規模擴大、發電占比逐漸提高後, 備用容量成本項

目將會在整體社會成本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惟本文目前所討論的僅有陸域大

型風機, 其預定設置規模 (1,200 MW)占全國電力總裝置容量 (2013年底為

40,675 MW) 尚低, 故本文暫不討論備用容量成本。 至於資訊不足導致目前

難以量化的經濟效益有: 創造風機技術發展效益 (請參閱經濟部 2009 年 10

月之 「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 行動計畫 (核定本)) 與觀光效益 (王京明等,

1997), 前項效益是因為透過實績來累積國內風機廠商技術能力, 後者為風場

可形成觀光景點所創造的效益。 上述之外, 其餘項目可轉換成貨幣化價值或

予之量化 (評估結果請參見 4.1 之表 9)。

4 請參考科技部高瞻自然科學教育資源平臺中, 知識通訊評論第69期, 「風力發電會干擾雷達」

一文 (網址 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22923)。

52



臺灣陸域風力發電之成本效益分析 (!珮伶,林師模,林晉勗,馮君強和葛復光)

表 3 臺灣陸域可設置風機數量

縣市 區域 各區域總數 (部) 縣市 區域 各區域總數 (部)

臺北縣 雙溪 41 雲林縣 蚊港 76

臺北市 臺北市 24 臺南縣 麻豆 1,155

臺北縣 三芝 39 臺南縣 臺南 325

臺北縣 三芝 14 嘉義縣 朴子 624

臺北縣 淡水 134 臺東縣 東河 26

桃園縣 大園 129 臺東縣 大武 39

新竹市 新竹市 142 屏東縣 滿州 167

苗栗縣 白沙屯 86 屏東縣 恆春 138

臺中縣 清水 12 屏東縣 琉球嶼 138

雲林縣 臺西 572

3.2 資料處理

本文有關我國風力潛能分佈, 係採用經濟部能源局與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

環境研究所之 「千架海陸風力機風力資訊整合平台」 (網址 wind.itri.org.tw)

的評估數據, 該數據用於可決定各區域的風速資料與陸域大型風電系統可裝

置區域 (最終結果如表 3 所示)。 本文在計算可配置風機數量時,風力機技術

數據係採用 VESTAS V80 (能源局審查合格機型之一) 之數據, 相關設定為:

額定功率設為 2 MW、啟動風速為每秒 4 公尺、停止風速為每秒 25 公尺、額

定風速為每秒 16 公尺、轉子直徑為 80 公尺、輪!高為 60 公尺。

由於考量到臺灣地區盛行東北及西南季風, 所以風機間的距離設定為東

西向較小而南北向較大, 因此, 根據 VESTAS V80機型, 機組間合理間隔定

為東西向 500 公尺及南北向 1,000 公尺, 以計算出每張航照圖上土地可利

用面積及其中最多可配置之風力機數量。 另外, 平均風速資料也參考陳旭彥

(2008) 針對臺灣地區風力潛能分佈所統計出之各區域平均最高與最低風速,

因為一般風場之風速需在平均 4 m/s 以上才具風場開發之基礎條件 (Yue et

al., 2001), 所以本文將陳旭彥 (2008) 所統計出平均風速低於 4 m/s 的地區

剔除;本文評估臺灣各區域風機之可能裝置數量呈現於表 3。

本文接著利用 RETScreen 模型估算風力機組在不同風場的可能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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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5 該模型為加拿大 CanmetENERGY 能源多樣化研究工作實驗室開發之

專案分析軟體,常用於分析再生能源技術的成本效益, 其層面涵蓋經濟、能源

(節能) 與環境 (減排量)。該分析軟體主要包括能量模型 (energy model)、設

備資料 (equipment)、成本分析 (cost analysis)、溫室氣體減量分析 (green-

house gas reduction analysis)、 財務評估 (financial summary) 等五個模

組。 當使用者想探討風機系統之成本效益時, 使用者需在五個模組中設定已

知參數之數值或選擇適當之設備, 例如: 設定風機系統規格 (設備資料未知時,

可從 RETScreen 內建之產品資料庫選擇風機類型)、 輸入地點及當地平均風

速、選擇取代何種傳統發電機組、 以及輸入風機期初設置成本、運維成本、折

現率、風機使用年限、電力收購價格等經濟參數數值,該模型則會自動計算選

定風機系統之生產量、發電成本、 淨現值、 內部報酬率、益本比、 資本回收期

與減排量,6 提供全面且完整的能源、經濟與環境之評估結果。

當改變上述五個模組中之任一參數內容時, RETScreen模型將會自動連

結遠端資料庫,7 重新設算結果。 由於本文之研究範圍涉及 19 個風場 (請見

表 3), 同一風場內位址不同時仍可能會有不同之風速, 因此使用該軟體估算

多個風場建置風機之成本效益時 (如本文因探討對象是臺灣地區, 因此就算

使用風機都一樣, 也會牽涉到許多不同風場、 不同場址及不同風速), 需要反

覆多次輸入不同內容及數值,才能得到各地點之發電量結果。 除此之外,當設

算情境改變時 (請見表 5),包括後續進行各影響因素之敏感性分析時 (如: 折

現率改變, 請見表 6), 均需要重覆相同之步驟, 如此一來, 操作程序將相當繁

雜且耗時。 為簡化步驟與程序, 並使得分析更有彈性, 本文實際上主要使用

RETScreen 模型的風機設備資料、 氣候及風速資料、 及能量模型以設算不同

5 RETScreen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screen) 模型為加拿大 CanmetENERGY 能

源多樣化研究工作實驗室 (CANMET energy diversification research laboratory; CEDRL) 開

發的再生能源技術之專案分析軟體。 該模型具有產品、 成本、 氣候數據庫, 可用以評估各種效能、

特定再生能源技術下的生產量、 節能效益、 壽命周期成本、 減排量和財務風險, 詳細說明請參見

www.retscreen.net。
6 RETScreen模型之減排量計算,乃是依據再生能源技術取代傳統發電機組得減少的CO2排放

量,該模型亦允許自行設定碳排係數。
7 RETScreen 模型內建 「風機產品資料庫」 提供了風機系統的出力曲線數據; 該模型亦連結

「NASA氣候資料庫」, 在設算風機系統的產電量時, 將當地氣候因素當作調整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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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之風電產量區間,而將後續之成本分析 (發電成本)、財務評估 (包括淨現

值、 內部報酬率、 益本比與資本回收期等)、 溫室氣體減量分析等, 以自行在

Excel 上開發之計算程式估算, 以大量減少敏感性分析之工作量。8

具體而言, 本文先使用 RETScreen 模型, 設定風機種類及機型, 輸入地

點資訊 (每一行政區域有數量不一之風機設置地點), 再輸入地點對應之平均

風速,然後 RETScreen模型會連結當地之氣候及風速資料庫, 利用 Rayleigh

分配函數估算得到該地點不同風速 (反映不同月份) 之機率密度函數,9 之後

再以此機率密度函數對應選定風機之出力曲線 (power curve), 即可得到該

地點之年發電量。 臺灣之每一行政區域有數量不一之地點可以設置風力發電

機, 因此, 將所有可能地點之資訊均利用 RETScreen模型計算年發電量時, 將

可以得到一個發電量的區間,我們以容量因數來代表,10 如表 4所示。 此發電

量資訊,搭配各區域所可能裝置風機數量,即可得到該區域內各風機機組之發

電成本, 可用於建立風機之供給曲線。

為執行後續之成本分析, 除了容量因數外, 要先決定陸域大型風力發電

的期初設置成本、 折現率、 風機使用年限等成本參數。 本文基準情境採用的

成本參數 (見表 5) 係依據能源局 2012 年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

式及使用參數」聽證會會議紀錄中對風力機期初設置成本與運維費的評估數

值。 利用上述數據, 再依據式 (1) 可計算陸域大型風力機組的發電成本, 並建

8 風機發電成本之設算請參照公式 (1), 其中, 「年售電量」 乃是各風力機組每年可產生發電量,

乃來自 RETScreen 模型計算結果。 淨現值 (NPV), 將投資方案之未來的現金流入 (Cash Inflow;

CI) 與現金流出 (Cash Outflow; CO), 全部按基準折現率 (i) 折現成投資起始日現值之總合, 公

式如右: NPV =
∑n

t=1[(CIt − COt )/(1 + i)t ], 其中, n 為計劃投資期間, CIt 為第 t 期現金流

入量, COt 為第 t 期現金流出量, i 表示企業或投資人內部訂定的基準折現率。 內部報酬率 (IRR),

讓投資計畫在分析期間內的淨現金流量現值合計等於零的折現率, 計算公式如右: NPV(IRR) =
∑n

t=1[(CIt − COt )/(1 + IRR)t ]。 益本比 (B/C), 又稱為現值指數法, 即是將各年淨現金流入折

現成利益總合 (B), 除以期初投資額之折現成本總合 (C) 之比值, 計算方式如右式所列: B/C =

Benefit
Cost

=
∑n

t=1
Bt

(1+r)t

/
∑n

t=1
Ct

(1+r)t
; 其中, n為計劃投資期間, Bt 為第 t 期項目收益, Ct 為第 t

期投資支出, r為折現率。 資本回收期,用於衡量回收投資方案期初投資成本的所需要的年期, 即以投

資方案凈現金流入抵償原始投資金額所需要的全部時間。 回收期間 (Nt) 之計算方式為:
∑Nt

t=0(CI−

CO)t = 0。 溫室氣體減排量為風機發電量乘上傳統發電機組之碳排係數。
9 Rayleigh 分配函數為 p(U) =

π
2 ( U

U 2
av

) exp[−π
4 ( U

Uav
)2]。 其中, p 為機率, U 為風速, Uav 為

平均風速 (林明照等, 2006)。
10 容量因數=年發電量 /8,76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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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區域陸域大型風電容量因數之區間分布

縣市 區域 最大值 最小值 縣市 區域 最大值 最小值

臺北縣 雙溪 23.18% 4.59% 雲林縣 蚊港 16.52% 9.54%

臺北市 臺北市 12.05% 4.32% 臺南縣 麻豆 16.52% 2.84%

臺北縣 三芝 19.57% 6.60% 臺南縣 臺南 7.19% 2.84%

臺北縣 三芝 24.43% 16.52% 嘉義縣 朴子 14.28% 3.57%

臺北縣 淡水 17.26% 2.47% 臺東縣 東河 19.57% 6.02%

桃園縣 大園 29.28% 5.42% 臺東縣 大武 24.43% 5.06%

新竹市 新竹市 31.70% 8.96% 屏東縣 滿州 26.06% 4.68%

苗栗縣 白沙屯 25.25% 6.02% 屏東縣 恆春 28.48% 5.42%

臺中縣 清水 16.52% 15.03% 屏東縣 琉球嶼 11.31% 4.32%

雲林縣 臺西 16.52% 5.42%

表 5 陸域風電成本參數

參數 基準情境 參考情境d

期初投資成本 (NT$/kW)a 58,000c 同基準情境

運維費 (NT$/kW-year)a 1,549c 在基準情境下,運維費前 10年每年遞
增 1%, 之後每年遞增 2%

容量因素b 本文估算 在基準情境下, 因機械耗損每年遞減

0.1%發電量

經濟受益年限 (年)a 20 同基準情境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率a 5.25% 同基準情境

說明: a 數值取自 2013年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參數。

b 本文估算風力機組之容量因數介於2.47% 和 31.70% 之間, 不同於能源局

之單一固定容量因數 27.4% (每年可發電 2,400 小時)。
c 為期初投資成本的 2.67%。 另外, 依規定未加裝 LVRT 者, 則為 57,000

NT$/kW,運維費為期初投資成本的 2.72%。

d 參考情境納入發電量遞減及運維費遞增的情況, 依據 IRENA (2012) 假

設。

構風力發電的供給曲線,用以探討風力發電技術的裝置成本, 以及分析比較風

力發電的成本競爭性。 惟能源局數據假定風力機組之運維費與發電量維持 20

年固定不變,而此設定是否能真實反應實際運作情況, 並不確定, 因此,本文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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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成本因素敏感性分析範圍

成本因素 因素情境

風力機成本a 下跌 40%, 上漲 10%

容量因數 下跌 3%, 上漲 3%

運維費用b 增加至 3%, 增加至 4%

資金成本率 (折現率)c 增加至 6.5%, 增加至 8%

匯率變動d 貶值 6.7%,升值 6.7%

鋼鐵價格 下跌 50%, 上漲 50%

說明: a 情境設計風力機成本初始年即下跌 40% 、 或上漲 10%, 主要根據 Heptonstall et

al. (2012)的假設。 另外, IRENA (2012)相對保守評估風力機成本得下降 30%。

b 為本文假設,基準情境採用能源局假定值 2.67%。

c 臺灣新能源產業促進協會於 2012年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審定會會議中提出平均資金

成本率 (折現率) 至少要調整至 6.5% 以上才利於業者融資; 臺灣風力發電產業協

會則提出至少要 8% 以上才具投資誘因。 故本文分別測試當折現率設定為 6.5% 及

8%, 分別比基準情境的 5.25% 增加 1.25 及 2.75 個百分點。

d 為本文假設, 基準情境匯率設定為 30 元新臺幣兌換 1美元, 升值 6.7%意指 28 元

新臺幣兌換 1美元,貶值 6.7% 則為 32 元新臺幣兌換 1美元。

外參考 IRENA (2012) 的評估, 將運維費與發電量 (容量因素) 做調整估算,

並將之列為 「參考情境」,請見表 5 參考情境之說明。

陸域風場期初投資金額龐大, 對風場開發商來說, 有正報酬的風場項目

才值得進行投資。除了法規、技術與環境層面等因素外, 尚有眾多成本因素的

不確定性會讓所投資方案承受額外的風險,基於此,本文也試圖針對會對投資

方案可行性有重要影響之成本因素進行敏感性分析。 在其他不確定成本因素

保持於基準值的條件下, 我們估算特定因素對項目經濟效益指標的影響和敏

感程度。 也就是說,本文利用敏感性分析, 協助確定哪項成本風險對投資方案

具有最大的潛在影響。 表 6 列出風力機成本、 容量因數、運維成本、資金成本

率 (折現率) 及鋼鐵價格等重要成本因素的風險測試範圍。

另外需特別說明的是, 因為歷年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審定會會議中, 業者

常反映政府低估真實風機運作與資金運用費用, 故本文中的 「運維費用」 和

「資金成本率」 之敏感性範圍設定, 乃是設定比基準情境高之參數值, 與一般

成本效益分析多以設定上、 下限作為敏感度分析的參數範圍的評估基礎略有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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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果與討論

如第一節前言所述,本文除針對我國陸域風力發電進行成本競爭性的探討, 以

掌握達成發展目標的可能途徑外, 更重要的是應用成本效益分析, 一方面明

確界定推展陸域風電所涉及的成本與效益項目, 同時也透過適當之理論及方

法貨幣化或量化這些成本與效益項目,進而方便比較其社會總成本與總效益。

由成本效益分析所得結果,我們比較社會總成本與社會總效益的大小, 以確認

整體社會因陸域風電發展所需付出的成本是否會小於所獲得的效益,藉以判

斷陸域風力發電是否可以成為值得推展的再生能源發電技術。

4.1 我國陸域大型風力發電發展之成本與效益

根據圖 4 的結果, 我國陸域大型風電可能裝置潛力為 3,881 座風力機組, 裝

置容量合計 7,762 MW, 基準情境呈現之每年發電量約 7,373 GWh, 發電成

本區間為 2.269–29.175 NT$/kWh。 對照參考情境的發電成本區間 2.743–

35.266 NT$/kWh, 可知運維成本與發電效率若被低估,確實會導致發電成本

的增加。 另外, 相對於離岸風電, 陸域大型風電的運維成本不確定性較低, 所

以陸域風場之營運風險也相對較低。 再者, 雖然基準情境供給曲線的成本參

數主要取自能源局躉購費率參數, 但本文已考量各區域風場風能資源之差異

性, 再據以估算各區域風場的容量因數 (約 2.47%–31.70%), 與能源局採用

的單一容量因數有所不同 (27.4%,即年發電時數為 2,400 小時)。

上述分析所呈現的是我國陸域風電可能裝置的最大潛力, 實務上, 我國

在規劃陸域大型風力機組之推廣裝置容量時,應已同時考量風力技術的經濟

可行性及政府財政負擔, 因而僅設定 1,200 MW 為目前陸域風力機組推廣

目標量。 本文依此規劃, 將達成 1,200 MW裝置容量前的供給曲線線段呈現

於圖 4,此曲線應為我國目前實際上面對的供給曲線。 其中, 基準情境設算的

發電成本區間為 2.269–4.604 NT$/kWh; 而考慮運維成本遞增及發電量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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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參考情境假設發電遞減及運維費遞增, 因機械耗損每年遞減 0.1%發電量,

以及運維費前 10年每年遞增 1%, 之後每年遞增 2% (IRENA, 2012)。

圖 4 陸域風力發電供給曲線

減的參考情境之發電成本區間則為 2.743–5.566 NT$/kWh。 圖 4 的風力機

組係先於優良風場中設置, 之後才選擇次級風場, 容量因數則介於 31.7% 與

15.6% 之間。 由此得知, 目前我國能源局設定的容量因數 27.4% 似乎偏高,

以致現行審訂的躉購費率在風場開發量增大後有可能變得偏低, 似乎不利於

投資。

為易於與傳統發電機組的發電成本進行比較, 本文於表 7 列出台灣電力

公司 (以下簡稱台電) 2012 年的各類發電機組的發電成本。 將陸域大型風電

與傳統發電方式比較, 初步看來, 目前陸域大型風電的成本競爭力相當不錯,

優於大部分傳統火力發電機組。 但細看圖 4 中陸域大型風電的邊際發電成本

走向, 風力發電要取代大部分化石燃料發電技術仍有困難。 這是因為臺灣陸

域的優良風場有限, 若要持續擴充陸域大型風力機組的裝置容量數, 勢必要

建置次級風場, 甚至考慮更劣質的風場。 也因此, 若無足夠激勵誘因, 將難以

實現國內陸域大型風力機組的政策規劃目標。

我國自 2010年起即以躉購費率機制作為推廣風力機組設置的重要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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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陸域大型風力發電成本估計結果與 FIT 評估成果

單位 基準情境 參考情境

最低邊際發電成本 元/度 2.269 2.743

最高邊際發電成本a 元/度 4.604 5.566

傳統發電平均成本b 元/度 2.74

汽力燃油機組b 6.52

汽力燃煤機組b 1.64

汽力燃氣機組b 5.67

燃氣複循環機組b 3.71

2013FIT —陸域 元/度 2.626

低於 2013FIT的可能裝置容量 MW 90 0

NPVc 百萬元 $3,854 —

IRRc 6.18% —

B/Cc 1.74 —

資本回收期c 年 11.30 —

平均發電成本 元/度 2.481 —

發電成本中的運維占比d 24.57% —

說明: a 為滿足 1,200 MW裝置量時的最高邊際發電成本。

b 取自台灣電力公司網站的各類發電機組的發電成本。

c 電能售價為 2013年 FIT費率。

d 發電成本中的運維占比 =每度電之運維成本 ÷每度電之發電成本。

若陸域大型風電躉購費率大於或等於供給成本 (發電成本), 投資方案有利可

圖 (折現率設算當中已包含合理利潤率), 廠商將有意願投入風力機組建置。

因此,我們可以據此探討在特定價格下,廠商願意建置的裝置容量數。

我們接下來評估以 2013 年度費率 2.626 NT$/kWh 的激勵效果, 評估

結果如表 7 所示。 根據表 7, 基準情境下的可能裝置容量數達 90 MW, 參考

情境則無安裝量, 兩情境說明了現行費率對國內設置大型風電機組的激勵效

果相當有限。 就國內陸域風機安裝情況來看, 2012年底累積裝置容量約 571

MW,政府規劃 2015年裝置總量目標為 886 MW, 2013年至 2015年間尚需

新增 295 MW 的安裝量才能達成 2015年目標量, 平均每年要新增 98 MW

裝置容量。 對照基準情境的評估結果, 可知現行費率吸引廠商投入的誘因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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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陸域風電裝置容量的政策目標評估

2015 2020 2015 2020

政策規劃目標容量 (MW) 866 1,200 各區域風力機數目 (架)

電能收購費率 (NT$/kWh) 4.587 4.839 雙溪 15 17

經濟成本效益指標 臺北市 0 0

NPV (百萬元) $55,165 $73,225 三芝 24 26

IRR 10.07% 9.59% 淡水 8 15

B/C 2.10 2.05 大園 69 74

資本回收期 (年) 8.48 8.76 新竹市 95 100

平均發電成本 (NT$/kWh) 3.385 3.692 白沙屯 39 43

平均容量因數 21.89% 20.26% 清水 1 7

平均年發電量 (GWh) 1,661 2,130 臺西 5 47

蚊港 1 10

麻豆 7 76

臺南 0 0

朴子 0 0

東河 6 8

大武 16 18

滿州 75 82

恆春 72 77

琉球嶼 0 0

說明:此表中達成目標量的最高發電成本假設為電能收購價格, 據以計算成本效益指

標。 以 2015年目標年為例,收購費率為 4.587 NT$/kWh。 風電推廣之社會總

成本效益請參見表 9。

嫌不足, 主要應是現行費率僅考慮在優良風場建置的風力機組, 但實際上兼具

寬廣開闊及風場優良的土地有限,若來年持續調降躉購費率,想要達到 2020

年 1,200 MW目標量恐將更為困難。

表 8 亦列出成本效益指標評估結果。表中發電成本係本文估算,至於陸

域大型風電電能收購費率則為 2013 年的躉購費率。 根據這些數據計算得到

之基準情境的淨現值為新臺幣 3,854百萬元, 內部報酬率有 6.18%,益本比為

1.74,資本回收期約 11.30年,平均發電成本 (均化成本)約 2.481 NT$/kWh,

而發電成本中的運維占比則為 24.57%。 其中,平均發電成本為所有可裝置容

量數的發電成本平均值, 以基準情境為例,平均發電成本乃 90 MW 全部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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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電成本平均。 另外,由於參考情境的最低發電成本 2.743 NT$/kWh高於

2013年躉購費率 2.626 NT$/kWh, 對廠商來說, 將沒有足夠誘因,裝置容量

為 0 MW。 以及,表中電能收購價格為達成目標量年度的最高發電成本,達成

2015年度 866 MW目標量的收購費率為 4.587 NT$/kWh,達成 2020年度

1,200 MW目標量的收購費率則為 4.839 NT$/kWh。

上述研究結果建議恆春、新竹、 及大園等區域因屬於風場優良的地區 (參

見表 8), 可為優先設置位址;惟設置區域的評估結果與實務上仍有所差異,這

是因為就風能資源來看, 恆春雖為優良風場, 但就保護生態環境的角度, 該區

環境評估通常難以通過,風場開發難度頗高。 至於彰化縣風場不見得優良, 但

因地形平緩, 以彰化平原、 八卦臺地為主, 可滿足廣闊用地的風場設置條件,

目前約已建置 96.6 MW的風力機組。

根據前述討論的陸域風力機組之發電成本與電能收購費率來看, 現行躉

購費率的確難以提供廠商足夠的投資誘因, 政府需多付出比現行費率 (2.626

NT$/kWh) 近乎一倍的代價, 才能達成陸域風電裝置目標量, 因為在這樣的

費率下, 對投資陸域風力機組的廠商才是有利可圖的。 不過,政府施政需要考

量整體社會福利, 例如: 降低化石燃料使用以提高能源安全及減少排放 CO2

等。 因此, 本文接下來以國家整體角度來觀察臺灣建置陸域風機組的社會成

本與效益。

實務上, 陸域風場建置除了風機投資成本及運維成本外, 開發商亦需評

估開發成本與工程成本 (請參見表 2 或表 9), 若能找到同時滿足良好風況及

廣闊用地這兩個條件的場所, 將可大量降低建置成本。 不過, 較具爭議的是,

在風機建置及營運過程中常會遇到居民抗爭,這是因為居民認為風機運轉會

產生視覺、噪音影響, 亦會破壞生活周遭環境,需要政府提供明確的法規規範

(例: 噪音法規) 讓投資者遵循, 亦有學者主張技術進步可以降低視覺與噪音

影響 (Knopper and Ollson, 2011)。

陸域風電系統的推廣, 雖如上所述會產生相當社會成本, 但身為技術較

成熟的再生能源技術,它也能帶來一定的社會效益。表 9 中,我們以風力發電

取代天然氣發電為基礎估算節能、 經濟與環境效益。 比較所評估之總成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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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陸域風電之社會成本效益評估結果

2015 2020 2015 2020

面向 成本項目 886 MW 1,200 MW 效益項目 886 MW 1,200 MW

能源 • 無能源成本, 在地風

能為燃料 (百萬元) a
0 0 • 取代進口天然氣 (千

公噸) d
274 352

經濟 • 風場開發費用 未量化 • 售電收入 (百萬元) e 4,551 5,836

• 風力機投資成本與運

維成本 (百萬元) a
5,622 7,864 • 傳統機組發電之機會

成本 (百萬元) f
18,870 25,447

• 通訊受到干擾之成本 未量化 • 風機技術發展之效益 未量化

• 因供電不穩定產生的

備用容量成本

未量化 • 觀光效益 未量化

• 居民抗爭時讓其接受

的溝通成本

未量化

環境

生態

• 生物多樣性被破壞的

復原成本 (百萬元) b
1,039–3,291 1,440–4,560 • 溫室氣體減排效益

(百萬元) g
1,662 2,132

• 風機運轉衝擊鳥類生

態損失 (鳥類死亡數,

隻) c

43–9,959 60–13,800 • 節水效益 (百萬元) h 15–44 19–56

• 葉輪旋轉與葉片表反

射造成視覺影響

未量化

• 機組運轉造成之噪音

影響

未量化

平均每年成本 (百萬元) 6,661–8,913 9,304–12,424 平均每年效益 (百萬元)g 25,372–25,401 33,786–33,823

說明: 以上數據為量化值或折現後之貨幣化價值。 其值為每年平均成本與效益。 未量化項目因調查各區域土地條件、 生物

種類、民眾意識後, 因地制宜造成量化難度提高, 故本文僅提出質化表述。
a 本研究估算。
b 復原成本是指發展風場將讓土地使用改變導致環境被污染及生物多樣性遭破壞後, 民眾願意支付多少成本復原生

態環境。 NEEDS (2006)針對歐洲 32 個國家進行復原成本之調查研究,發現歐洲各國願意支付的復原成本從 0.48

=C/m2 (Malta) 到 3.44 =C/m2 (Norway), 其差異主要是因為土地條件、 生物種類與民眾意識所造成的。 本研究採用

0.48–1.52 =C/m2 上下限概算我國願意接受的復原成本, 其中, 1.52 =C/m2 為 EU25 國平均接受值。 所估算之復原

面積為每座風機 125,000 m2 (= 250 m × 500 m); 1 =C = NT$ 40。
c 風場開發時須先考慮風機的位置和高度是否會影響到鳥類生態 (Snyder and Kaiser, 2009; 蔡嘉揚等, 2011)。

Drewitt and Langston (2006) 根據既存風場資訊, 推算平均每年每座風力機組會導致 0.1–23 隻鳥死亡, 本研

究據此計算風機運轉衝擊鳥類生態損失。
d 本表假設風力發電取代天然氣發電, 每度電約可節省 0.1652 公斤燃氣 (請參考台灣電力公司網站)。 為響應全球

氣候變遷與調適政策, 我國未來會逐步擴大使用天然氣; 又燃煤發電有其成本優勢, 短時間內不會減少其機組容量。

故選擇天然氣作為比較基礎。
e 台電 2013年度電力售價平均 2.740 NT$/kWh。
f 傳統機組發電之機會成本包括傳統發電機組之投資成本及節省燃料使用成本。 傳統發電機組之投資成本計算參數

有: 台電新設電廠單位成本 12,500 NT$/kW,新設輸電工程與設備費用單位成本 9,391 NT$/kW,新設配電工程與

設備費用單位成本 6,010 NT$/kW (工業技術研究院, 2012)。 節省燃料使用成本使用參數有: 天然氣採購價格均

價 18.74 NT$/m3。 1 公噸天然氣體積有 1,320 m3 (請參考經濟部能源局網站 www.moeaboe.gov.tw)。
g 溫室氣體減排效益包括 CO2 減排效益與其他溫室氣體減排所減少之健康成本。 CO2 減排效益計算參數包括: 天

然氣碳排係數為 0.519 kgCO2/kWh (Hondo, 2005), CO2 社會成本為 1,400.7 NT$/公噸 (梁啟源, 2005)。 而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所減少之健康損害採用百分比加成 (王京明等, 1997), 依 2013年電價加成 10%。
h 風力發電毋須用水, 而傳統發電廠依所使用之發電技術, 生產電力時每度電約耗用 0.76–2.27 公升的水 (Clean Air

Task Force , 2003)。 依臺灣自來水公司水費費率每度單價 11.55 元計算效益, 其中 1度水計 1,000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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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陸域風力發電成本敏感度分析

總效益可得知, 推廣風電建置之社會總效益達社會總成本的 2.5–4.0 倍。 有

趣的是, 假設社會成本效益評估不納入生物多樣性被破壞的復原成本, 風電

推廣之社會益本比會高達 6–15 倍, 所以, 若忽略了環境生態成本, 社會總成

本可能有被嚴重低估的隱憂。 綜而言之,雖然有少數成本項目並未貨幣化, 分

析所得之益本比可能略顯高估, 但我們可初步確定推廣風電應能增進整體社

會福利。

4.2 重要成本因素之敏感性分析

本文接下來就陸域大型風力機組成本、 容量因數、運維成本、資金成本率 (折

現率)、匯率及鋼鐵價格等重要成本因素進行敏感性分析。 陸域大型風力發電

成本敏感度分析的結果如圖 5所示; 圖 6 則呈現在 2013年躉購費率下, 在各

項成本因素的變化下, 廠商願意投資的陸域大型風力發電可裝置容量數的敏

感性分析。

圖 5 顯示資金成本率 (折現率) 為最關鍵的成本因素, 其次為運維費用,

當此兩者被低估時, 恐會提升發電成本。 風力機成本是未來大幅降低發電成

本的主要因素, 惟國內僅東元擁有陸域大型風力機製造技術, 研發能量可能

不足。 因此, 與離岸風機相似, 除加強國內產官學研發能量外, 建議也應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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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假設風力機的裝置標準為 2013 年躉購費率。 若風力機的發電成本低於收購費率時

則可安裝, 依此計算可裝置容量; 反之, 則不安裝。

圖 6 陸域風力發電可裝置容量敏感度分析

國外採購設備時, 與國外廠商簽定技術合作, 以扶植國內相關鍵零組件產業,

對外切入其供應鏈體系, 對內則可提高產品自製率。

圖 6 與圖 5 有類似的結果, 只是觀察角度不同。 資金成本率 (折現率)

係最重要的成本因素, 其次是運維費用, 當此兩者被低估時, 將會降低廠商願

意投資的容量數;而未來有可能增加裝置量的重要因素則為風力機成本下降、

匯率升值、 及鋼鐵價格下跌等。

表 10提供各項成本因素變動下的成本效益指標結果。 由該表可以發現,

大部分的情境下,運維占發電成本比例大都在 25%左右。 在躉購費率會議討

論中, 業者提及運維費比例設定過低, 經過本文試算發現, 每度電的發電成本

中約 25% 為運維成本, 與歐洲風場 7–18%相較 (IRENA, 2012), 似乎沒有

被低估的現象, 但這也可能是我國多變氣候與複雜地形所造成。 重要的是,目

前國內陸域風場的營運維護主要依賴國外廠商, 國外廠商擁有議價能力,較高

的運維費用往往無法避免。 可行之道應是及早自行建立運維人才庫, 才能提

高我國陸域風力機組的使用效率, 不會因為等待國外運維人員來臺維修, 而

導致風力機組無法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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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陸域風力成本因素變動之成本效益指標

基準 風力機成 風力機成 容量因數 容量因數 運維比例 運維比例
情境 本降 40% 本增 10% 增 3% 減 3% 增至 3% 增至 4%

可設置容量 (MW)a 90 604 28 118 60 60 12

NPV (百萬元) $3,854 $23,898 $1,244 $4,891 $2,673 $2,533 $477

IRR 6.18% 8.78% 5.89% 5.91% 6.52% 6.06% 5.56%

B/C 1.74 1.97 1.71 1.71 1.77 1.73 1.69

資本回收期 (年) 11.30 9.27 11.58 11.55 11.00 11.41 11.89

平均發電成本 2.481 2.155 2.524 2.452 2.504 2.502 2.580

平均容量因數 29.04% 23.75% 30.65% 28.56% 29.66% 29.66% 31.30%

發電成本中的運維占比b 24.57% 24.57% 24.57% 24.57% 24.57% 26.80% 32.80%

參考 折現率 折現率 匯率升值 匯率貶值 鋼鐵價格 鋼鐵價格
情境 增至 6.5% 增至 8% 6.7% 6.7% 減 50% 增50%

可設置容量 (MW)a 0 26 0 162 34 152 38

NPV (百萬元) — $1,180 — $6,823 $1,499 $6,422 $1,671

IRR — 7.11% — 6.64% 5.88% 6.60% 5.92%

B/C — 1.78 — 1.78 1.71 1.77 1.72

資本回收期 (年) — 10.51 — 10.90 11.58 10.93 11.55

平均發電成本 — 2.531 — 2.417 2.525 2.422 2.520

平均容量因數 — 30.73% — 27.87% 30.42% 28.01% 30.28%

發電成本中的運維占比b — 22.73% — 24.57% 24.57% 24.57% 24.57%

說明: a 同圖 6。 b 同表 7說明 (d)。

4.3 技術進步與財務誘因對裝置量的影響評估

能源局公告之 2013 年陸域大型風力電能躉購費率為 2.626 NT$/kWh, 當

陸域風力機發電成本低於或等於此費率時便值得開發, 因此根據陸域風力供

給曲線可得到該費率水準下可設置的裝置容量最大值。 開發商實際上不會進

行無利可圖的投資方案, 所以這描述了開發商會從最有利益的風力發電機組

(該機組發電成本最低) 開始設置, 直到設置風力機組的淨現值為零 (該機組

之發電成本等於躉購費率)。 本文中, 假設在特定時點設置陸域風力機組, 意

指所有可設置機組的財務成本相同,發電成本差異來自於各區域風力資源優

劣程度 (表現在機組的容量因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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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技術進程快速, 使得發電成本下降較快, 陸域風力發電機組會提高

成本競爭力, 代表政府可以較低代價的財務誘因 (較低的躉購費率) 來達成政

策規劃裝置量; 反之, 技術進程緩慢, 陸域機組的市場競爭力不高, 代表政府

需要付出較高代價的財務誘因才能達成政策規劃裝置量。 也就是說, 完成陸

域風力機組設置推廣容量方式, 可概分為兩個層面, 一是政府要早期投入研

發以促進技術進步, 讓發電成本下降; 二則在初期透過較高躉購費率來降低

廠商財務風險,從而提高風場開發商裝置意願。

技術進步會反映在成本快速下降 (例如: 風力機成本) 以及發電效率提高

(容量因數增加) 上, 接下來, 本文利用 45◦ 線轉換供給曲線, 探討躉購費率、

陸域裝置容量與成本下降的組合關係,此關係呈現於圖 7, 圖中的 FIT 乃是能

源局公佈之 2013年躉購費率。 在基準情境中, 躉購費率為 2.626 NT$/kWh

時, 廠商願意設置的風力機組容量合計約 90 MW, 成本需要額外下降 43%

才可滿足 1,200 MW 推廣目標量的政策需求。 另外, 若為考慮營運風險的參

考情境, 躉購費率為 2.626 NT$/kWh時, 廠商不願意設置風力機組, 成本須

額外下降 53%才能滿足 1,200 MW推廣目標量的需求。

綜合圖 7(b) 中的基準情境和參考情境結果來看, 我國陸域風電現行躉

購費率未來將不具有投資誘因, 發電成本仍需要近 50%的下降率, 才能達到

2020 年度的目標量 1,200 MW。 對照圖 5 和圖 6 的敏感性分析結果, 推測

未來發電成本之下降需要依賴風力機組成本下降, 因此,若要順利達到 1,200

MW的安裝量,我國必須加快研發的步伐。

一般來說, 在相同的 FIT 費率及在特定技術進步水準 (成本下降率) 下,

運維成本的不確定性應當會影響陸域大型風機的可裝置容量。 因為, 在相同

的 FIT費率及相同的目標裝置量下, 愈高的運維成本會要求愈高的技術進步

(成本下降)。 不過,由圖 7(b) 可見,基準情境與參考情境僅有些微差異, 顯示

運維費用不確定性對陸域風電成本競爭力的影響力不是很顯著。 綜言之, 如

何加速技術進步、降低發電成本, 將為陸域風電政策目標量實現的重要關鍵。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 本文並未排除截至 2012年底已經建置之 571 MW

及規劃建置之容量。 就經濟性的考量, 部份早期建置系統的發電成本可能高

67



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 45:1 (2014)

0

1

2

3

4

5

6

7

- 500 1,000

( N
T

$
/ k

W
h

)

!"#$%&' (MW)

(a)6789

()*+

,-*+

-

400

800

1,200

0% 20% 40% 60% 80% 100%

( M
W

)

./01

(b):;<

()*+

,-*+

2
3

4
5

!
"

#
$

%
&

'
註: 1. 圖 (a) 供給曲線圖說明發電成本與風機累積裝置容量的對應關係。 在其他條件不變

的情況下,每多增加一單位的風力機組, 代表需要用到的風場的條件會愈來愈差,最

後一個風場開發商願意接受的最低供給價格 (為邊際發電成本) 將會愈來愈高。 故

據此供給曲線敘述特定電力價格下的累積裝置量 (所有風場開發商願意供給的最大

總量) 為何; 亦可描述特定風機累積裝置量 (政策目標量) 下, 最後一個風場開發商

願意接受的最低供給價格為何。

2.成本下降 = (風力機邊際發電成本 −2013 年陸域大型風力機 FIT 費率) ÷ 風力

機邊際發電成本。 圖 (b)關係圖描繪在給定躉購費率下, 累積裝置量與風電成本下

降率之對應關係。 也就是說, 在特定累積裝置量 (政府規劃的裝置目標量) 下, 可觀

察到風電成本的下降要求 (cost reductions required for wind power technology)

為何; 反之, 當未來風電成本下降率已知時, 得推測未來風機累積裝置量 (所有風場

開發商願意供給的總量)是否會達政府規劃。

圖 7 FIT 及成本下降對裝置容量的影響

於本研究所建議之風能優良區域。 以實證角度考量, 納入早期建置之風電系

統有相當困難, 除了各機組裝置容量與發電技術差異頗大, 成本數據更是不

易取得,此為本文的研究限制。 理論上來看,早期建置風電系統乃基於示範需

求, 非按經濟合理性設置。 本文主要研究目之一是以經濟的角度探討有哪些

區域可為合理建置風場, 須具體量化各潛在風場之發電成本, 故暫先排除已

建置或已規劃建置之風電系統進行討論。 當然, 未考量已建置或已規劃建置

之風電系統會產生若干成本低估現象, 若納入已建置風電系統, 則會使得本

文分析結果中, 圖 7(a) 供給曲線上移, 圖 7(b) 之關係線右移, 關係線右移意

謂著,我國風場開發成本較高, 在給定躉購費率下,要達成 1,200 MW推廣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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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我國陸域風電系統 1,200 MW 推廣量下之設置評估

縣市 區域 風力機數目 (臺)a 成本區間 (NT$/kWh) 容量因數區間b

臺北縣 三芝 26 2.945–4.550 15.8%–24.4%

雙溪 17 3.104–4.570 15.7%–23.2%

淡水 15 4.168–4.581 15.7%–17.3%

桃園縣 大園 74 2.457–4.590 15.7%–29.3%

新竹市 新竹市 100 2.269–4.572 15.7%–31.7%

苗栗縣 白沙屯 43 2.849–4.568 15.7%–25.3%

雲林縣 蚊港 10 4.355–4.588 15.7%–16.5%

臺西 47 4.355–4.604 15.6%–16.5%

臺南縣 清水 7 4.355–4.580 15.7%–16.5%

麻豆 76 4.355–4.603 15.6%–16.5%

臺東縣 大武 18 2.945–4.564 15.8%–24.4%

東河 8 3.677–4.561 15.8%–19.6%

屏東縣 恆春 77 2.526–4.585 15.7%–28.5%

滿州 82 2.760–4.603 15.6%–26.1%

合計 600 2.269–4.604 15.6%–31.7%

說明: a 假設風力機系統額定功率為 2 MW。 b 容量因數 =年發電時數 /8,760小時。

標將要求更高成本下降率;若我國技術水準在短期內無法有重大突破,那麼建

議決策者思考提高躉購費率的可行性。

5. 結論與建議

本文透過全面性探討我國可能的陸域風力機組設置區域, 以進行陸域風力發

電的成本分析, 結果顯示, 我國陸域大型風電機組裝置潛能雖豐富 (約 7,762

MW), 但全部開發需要付出的經濟代價會越來越大。 以我國目前 1,200 MW

規劃量為例, 可先於桃竹苗沿海空曠處設置風機, 因風場優良其發電成本約落

在 2.5 NT$/kWh左右 (請見表 11),隨著風場的條件將愈來愈差的情況下,發

電成本逐漸墊高來到 4.6 NT$/kWh。

此外, 本文為探究現行政策規劃目標之合理性, 以發電成本作為經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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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歐洲成本取自 IRENA (2012)、 臺灣為本文估計、 FIT 費率來自能源

局 2012 年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及使用參數」聽證會會

議紀錄。

圖 8 臺灣與歐洲風力發電成本比較

合理開發之評估標準, 亦將研究成果與歐洲風場相比較 (圖 8),發現與歐洲評

估的成本區間 2.4–4.2 NT$/kWh (IRENA, 2012) 接近,11 這證實了我國陸

域風電機組的建置應具有成本競爭性。 惟我國電價為管制市場, 2013年平均

電價為 2.74 NT$/kWh (請參考台灣電力公司網站), 在未落實合理電價制度

前,風電技術投資對廠商不具有投資吸引力。根據社會成本效益分析結果 (參

見表 9)顯示風電推廣之社會效益相當高, 本質上能增進社會整體福利, 值得

政府提供躉購政策誘因刺激國內建置規模。

只是, 假設未來陸域大型風電的躉購費率不變下, 本文之成本效益評估

結果顯示, 現行躉購費率未來將不足以提供開發商足夠的激勵誘因 (參見表

7)。未來要達成陸域大型風電的推廣量目標,建議或可適當下修容量因數。能

源局目前採用的容量因數為 27.4%, 本文分析結果發現, 政策目標量之容量

因數約介於 31.7%與 15.6% 之間,顯見其評估的容量因數應屬於優良風場。

未來若要持續擴建風場, 將需考慮次級風場, 因而適當下修容量因數似有其必

11 IRENA (2012)調查歐洲國家之既有示範及商轉風場系統成本與技術數據後,所得之發電成本

區間估計,這些風力機組之容量因數介於 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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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此外,由於容量因數的區間介於 31.7%與 15.6% 之間, 可見陸域大型風

電技術具有供電不穩定特性, 因此, 風力發電技術之發展必須配合儲能技術,

才能提高風力發電商業化的可能性。

本文成本因素敏感性分析的結果顯示 (參圖 5 及圖 6), 資金成本率 (折

現率)為最關鍵的成本因素, 其次為運維費用,而未來有可能增加裝置量的重

要因素則為風力機成本下降、匯率升值、 及鋼鐵價格下跌等。 最後,從圖 7的

FIT、成本下降與推廣目標量的關係圖中可以看出,運維費用不確定性對陸域

風電成本競爭力的影響力有限,比較重要的應是如何加速技術進步, 以降低發

電成本,才是陸域風電政策目標量實現的關鍵。

最後, 本文透過供給曲線之建置, 對我國陸域大型風力發電進行成本效

益分析以及經濟影響評估, 結果雖顯現了我國風力發電之市場潛力, 也從中

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 但亦存在下列之研究限制: (1) 資料取得困難: 臺灣

雖有陸域風場, 但營運數據卻難取得, 本文主要僅能依能源局公布之成本參

數數據計算; (2) 匯率問題: 陸域風力機多向國外採購,貨幣會有匯率波動與

通膨情況; (3)成本設算: 陸域風場因是在不同的地理環境建造 (海邊、 山上、

地質條件等),建造成本會有差異,且風力機種類不同發電技術也略有差異,然

本文僅能假設單位 (以 MW計)建置成本相同; (4)成本估算方式: 本文假設

風力機設置成本等參數相同, 意指風力機建置時間相同, 然實際上, 風力機會

分批裝置, 應有不同的期初投資成本, 所以, 未來研究應考慮納入動態規劃概

念; (5) 居民抗爭、 噪音視覺影響等質化項目,未來研究可考慮針對我國實際

情況進行更為深入之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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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ncourage wind power installation, Taiwan has set up policy goals of

installation and adopted a Feed-in Tariffs (FITs) mechanism for wind power de-

ployment. However, information on whether the goals set and the design of

the FITs mechanism are reasonable is still considered insufficient by the general

public. This paper aims to conduct a complete cost-benefit analysis for onshore

wind turbine development in Taiwan. We use an onshore wind power supply

curve to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cost and benefit of wind power for Taiwan’s

electricity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is curve, we examine (1) the competitive-

ness of wind power installation; (2)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wind power instal-

lation; and (3) the adequacy of existing promotion policie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aiwan’s current FITs seem inadequate to stimulate the deployment of suf-

ficient domestic onshore wind turbines to achieve policy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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