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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智慧電網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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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低碳城市 骨幹 智慧電網 

透過資訊、通信與自動化科技，建立具智慧化之發電、輸電、配電
及輸電用戶的整合性電力網，強調自動化、安全及用戶端與供應端
密切配合，以提升電力系統運轉效率、供電品質及電網可靠度，並
促進再生能源擴大應用與節能減碳之政策目標。 

電力調度中心 發電 輸電 配電 用戶 

儲能設備 

先進讀表 

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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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國家智慧電網推動 

歐、北美先進國家占全球整體電網基礎設施市場 45%，現有電

網多屬老舊，未來須對六成電網進行更新。為對抗氣候變遷，

先進國家紛紛研擬溫室氣體減量目標，降低石化能源使用比例，

擴大再生能源利用，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密集度。 

 

由於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發電的不穩定特性，當其併入電網之容

量佔比逐步提高而達到某個程度時，自亦影響電力系統的穩定

度。為提升電網效率、滿足可靠度與安全規範、導入及時電價、

提升分散式再生能源佔比，未來電網須逐漸導入智慧電網技術。 

 

先進國家推動智慧電網技術擴大再生能源利用、提升供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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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中國家智慧電網推動 

許多開發中國家人口的成長速度遠高於電網建置的規劃速度，全球

發展中國家中超過20億人口目前無法獲得電力供應，因此如何以較

低的成本、較短的時間於偏遠地區加速完善電力基礎建設，改善生

活水準並支持經濟活動與都市化需求，成為開發中國家重要課題。 

 

越南導入智慧電網趨動力則來自於電力基礎建設的投資壓力、能源

需求增加、能源由出口轉為進口、增強供電品質與穩定性、從社會

觀點出發的電價政策、建立越南電力市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開發中國家經濟快速發展、急需完善電力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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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智慧電網發展願景 

2030 年美國電網可以逐步成為一個提供間歇性低碳能源隨插即用並與傳統式電源
整合的智慧能源輸配電送系統，並提供一個平台給消費者參與用電需求面管理、
國家能源獨立、創新、創業的電力以及經濟兼具環保、供電安全的供電系統。 

Grid 2030 所包含的國家電力骨幹、區域電網及由分散式電源、需量反應用戶構成
之電網，2030年智慧型電網目標與里程碑：(1) 減少20%國家尖峰能源使用量；(2) 

任何時候皆能100%提供所有關鍵性負載電力；(3) 提高40%能源系統效率；(4) 

20%電力來自分散式和再生能源 (200 GW)。 

Sourc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What The Smart Grid Means To Americans”, DOE, No. DE-AC26-04NT4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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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智慧電網發展願景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離岸風電高壓直流傳輸規範 

再生能源滲透率高
於35% 

再生電力電網穩定可行性 

高壓直流傳輸網驗證 

泛歐洲電網監控工具 

電網架構與長期規劃工具 

市場化設計 

更新50%的輸配電網 

歐盟未來電力網絡須要面對的三個互關聯挑戰：(1) 建立歐盟整合的電力市場；(2) 整合大量增加的
間歇性能源；(3) 管理複雜的電力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的互動。單一整合、穩固、智慧的歐洲電網對
於容納更多的再生能源與分散式電源將扮演核心角色。五項發展願景目標： 

1. 使輸配電系統在2020年前可承受 35% 電力來自分散或集中式再生能源，並使發電在2050年達到
完全除碳化。 

2. 將歐洲各國的電網整合成為一個真正的泛歐洲市場化電網。 

3. 最佳化面對新挑戰電網升級所需投資與操作的成本。 

4. 保證對所有的消費者提供高品質電力供應，並使他們在能源效率方面成為積極參與者。 

5. 期盼新的技術發展例如運輸系統的電氣化。 

 Source: The European Strategic Energy Technology Plan, SET-Plan,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Source:  European Electricity Grid Initiative Roadmap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 version V2, May 25t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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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智慧電網推動作法 

 東京電力公司加速電表布建時程於2014年起7年內完成約2,900萬之用戶佈建。 

 對於大型工業或商業用戶實施需量反應計畫，規劃擴大需量反應可用資源，利用

用戶群代表(Aggregator)引導小規模負載參與，並導入分時電價機制。 

 針對未來在北海道與東北地方因為可能大量導入

風力發電造成的電網的不穩定，規劃採取對電網

補償措施。 

 橫濱智慧城市中 4,000 戶家庭全面導入太陽能發

電與家庭能源管理系統(HEMS)，以及2000台EV

電動車進行實證研究。 

 進行電力事業改革，未來東京電力分解為發電、

電網、零售等三部分。東京電力將會在日本其它

地區參與電力零售事業。 

Source: Hiroshi Yamaguchi, Contribution for “SMART SOCIETY”~TEPCO Rebirth Pla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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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智慧電網發展願景 

國家電網公司建設智慧電網的階段表 

由特高壓電網為骨幹網架，各級電網協調發展，以資訊化、自動化、互動化為
特徵的堅強國家電網，全面提高電網的安全性、經濟性、適應性和互動性。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2009年~2010年 2011年~2015年 2016年~2020年 

規劃試點階段，重點開展
堅強智能電網發展規劃工
作，制定技術與標準，開
展關鍵技術研發和設備研
製，開展各環節的試點工
作。 

全面建設階段，加快特高
壓和城鄉配電網建設，初
步形成智能電網運行控制
和互動服務體系，關鍵技
術和裝備實現重大突破和
廣泛應用。 

引領提升階段，基本建成
堅強智能電網，使電網的
資源配置能力、安全水平
、運行效率，以及電網與
電源、用戶之間的互動性
顯著提高。 

資料來源：白曉民, 智慧電網研究與建設概況, 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 2010.09.20 

預計2020年將全面建
設統一的智慧電網。 

說明：特高壓電網是指1000千伏交流和正負800千伏直流輸電網路  



12 

越南智慧電網推動規劃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2012年~2016年 2017年~2022年 2022年以後 

(1) 強化電力系統運作效率：完成國家負載調度中
心(NLDC)資料採集與監控系統(SCADA)/能源
管理系統(EMS)項目，安裝來自變電站/電廠的
操作數據收集裝置 

(2) 推動先導示範：於胡志明市推動先進讀錶基礎
設施(AMI)先導示範、於中部電力推動可再生
能源整合先導示範 

(3) 法規架構建立方面：實現智慧電網的負載研究
、負載控制機制、智慧電網推動的財務機制和
管制措施 

(4) 發展技術規範：先進讀錶基礎設施(AMI)相關
標準、變動所自動化與遠距控制、分散式電源
設備與分散式智慧電網架構整合 

(5) 社會支持項目：加強對相關用戶與利害關係者
間智慧電網計劃的宣傳。 

(1) 持續完善智慧電網運作效率，工作重
點在配電網：導入配電公司資料採集
與監控系統(SCADA)/能源管理系統
(EMS)系統及110kV變電所自動設備
，建立配電公司的智慧電網能力 

(2) 推廣先進讀錶基礎設施(AMI)：於大
用戶推動智慧讀錶裝設 

(3) 按將分散發、新能源及再生能源電設
備整合匯入中壓或低壓電網系統，推
動智慧家庭及智慧城市先導計畫 

(4) 建立智慧電網應用的管制架構 

(5) 發展技術規範：能源儲存與智慧家電
標準 

(6) 社會支持計畫。 

(1) 持續完善配電網資通訊基礎設施：將資料
採集與監控系統(SCADA)/能源管理系統
(EMS)推展到所有省/區電力公司，達到
高效的中壓與低壓變電站。將先進讀錶基
礎設施(AMI)系統推廣至住宅用戶，為客
戶提供在競爭的零售市場交易，持續鼓勵
導入分散式配電系統 

(2) 導入智慧電網技術使用戶可利用其分散式
電力設備在用戶等級(家庭等級)平衡用戶
端需求與負載。在配電系統大量布建再生
能源，並利用時間電價機制將各種電力道
入零售競爭市場 

(3) 建立會電網法規，允許在現有的資訊技術
基礎設施的基礎上擴大智慧電網的應用 

2011年6月越南政府要求越南工業與貿易部研擬智慧電網推動期程發展推動計畫，
2012年3月越南電力管制機構受越南工業與貿易部委託發展越南智慧電網產業規
劃與實踐發展藍圖。2012年11月越南政府核定三階段智慧電網發展藍圖。 

資料來源：Ms. Dao Minh Hien, POLICIES TO PROMOTE DSM & EE IN VIETNAM, Electricity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Vietnam (ERAV),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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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慧電網市場發展 
全球展開智慧電網建設工作，智慧電網產值將持續穩定成長 

 無論是已開發國家的電網更
新工程或開發中國家的電網
基礎建設建置工作都將持續
20年以上。 

 

 根據國際GTM研究機構分析
全球至2020年智慧電網整體
市場累計將超過美金4000億
元，複合平均成長率達8%，
可預期未來全球的智慧電網
產值將持續穩定成長。 

複合成長率 8.4%

拉丁美洲 歐洲 北美洲 亞洲與中國

累
計
支
出

年
度
支
出

Billions Billions

資料來源：2013 ~ 2020 全球智慧電網產值推移 (資料來源：GTM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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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智慧電網推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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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電網總體規劃 (2011~2030) 

 

 

 智慧 

發電與調度 
提高再生能源佔比 

提升電廠運轉效率及
可靠度 

智慧輸電 
提高輸電效率 

增加輸電安全 

智慧用戶 
 用戶終端資訊建設 

 前瞻用戶服務規劃 

智慧配電 
提升配電安全效能 

強化分散式能源整合 

智慧電網產業 
 發展關鍵系統與設

備務產業 

 創造智慧電網服務
商機 

環境建構 

 標準面 

 研發面  法規/政策面 

總體規劃工作小組： 

經濟部 

 能源局 

 標檢局 

 工業局 

 技術處 

國科會 

台灣電力公司 

工研院 

資策會 

核能研究所 

台灣智慧電網產業協會 

台灣經濟研究院 

 能源國家型計畫智慧電網
主軸計畫主要負責環境構
面中之標準與研發面。 

 

 計畫目標即是完成智慧電
網整體規劃方案中之短中
期技術開發項目。 

 行政院已於民國101年8月通過「智慧
電網總體規劃方案」，共分六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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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量化效益目標 

(一)  確保穩定供電 

1. 推動配電自動化，預計2030年可達成每戶每年平均停電時間(系統平均停電指標

SAIDI值)減少5.5分鐘，相較於2011年，全國約可減少61萬小時之停電時間，由

2011~2030年累計減少停電時間約123萬小時。 

2. 推動輸配電計畫工程，以強化電網結構與管理，預計2030年全國線路損失可減少

10.6億度，由2011~2030年累積共可減少全國線路損失113.3億度。 

3. 推動變電所自動化/保護電驛數位化工程，促成全國變電所智慧化。     

(二)  促進節能減碳 

擴大導入低碳能源及節能管理措施，減少CO2排放114.71百萬噸(2030年)。 

(三)  提高綠能使用 

提高再生能源可併網容量占全系統裝置容量達30%(2030年)。 

(四)  引領低碳產業 

引導智慧電網相關產業發展，創造產值新臺幣7,000億元(2030年)。 



17 資料來源：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智慧電網與先進讀表主軸專案計畫總計畫 

智慧電網主軸專案計畫第一期整合示範
計畫 

Meter is the interface  

between customer loads and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and the grid 

Data Center (MDMS) 

Billing/Customer  service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Energy management 

Outage management 

先進配電自動化(3年) 

直流微電網技術(3年) 

先進讀表技術 (AMI) (3年) 

Micro Grid for more renewable energy 

penetration and better power quality 

Improve of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and  public energy saving conscious  

大同、康舒、台達電、玖鼎電力、齊碩科技 

中華電信、台灣松下、新華電腦、瑞鼎科技、蔚華科、鉅康科技、
笙泉、ABB艾波比、台隆節能、源鼎科技、工研院、資策會 

亞力電機、祥正電機、健格科技、極簡科
技、東元電機、合家科技 

中興電工、歐華科技、茂迪科技、利佳、系統
電子、科風、日能、虹冠電子、慶良電子 

AMI  

電動車電能補充管理策略研究(3年) 

廣域量測系統先進應用(3年) 

輸電系統電力品質監控技術之發展與應用(3年) 

智慧電網標準之制定與產業發展研究(3年) 

歐華科技、瑞星科技 

歐華科技、大同公司 

玖鼎電力資訊、華美電子、
洛克儀器 

交流微電網技術(3年) 

智慧家庭(建築)電能管理(3年) 

結合再生能源與儲能之能源管理系統研究方
向規劃先導型計畫
澎湖低碳島與智慧電網示範規劃

結合再生能源與儲能之能源管理系統研究方
向規劃先導型計畫(1年) 

澎湖低碳島與智慧電網示範規劃(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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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電網與先進讀表主軸專案計畫願景為發展台灣電力設備產業，協助建立高品質、高
效率、以用戶為導向和環境友善的電力網路系統。推動策略為配合台電智慧電網建構期
程，整合國內產、學、研發展智慧電網技術能量，協助建構台灣智慧型電網，並扶植台
灣電力設備產業。而推動方式為由電力、資通訊產學研單位共組團隊，發展所需之智慧
型電網關鍵技術，確保所發展智慧型電網系統設備導入台灣電力網路系統之可靠度與產
業化之可行性。 

 智慧電網與先進讀表主軸專案計畫成立之主要目的即為扶植國內智慧電網相關產業，各
先導型計畫目前已分別完成6處測試場域，且已有76家次廠商投入先期技轉金參與各測試
場域之發展，總金額達6215萬元。智慧電網與先進讀表主軸專案計畫亦協同台灣經濟研
究院共同成立台灣智慧型電網產業協會，除整合台灣重電業與智慧電網相關產業之力量
共同發展智慧電網相關技術外，亦推動智慧電網標準與規範之制定及各項國際合作。 

 智慧電網主軸專案計畫第一期並積極配合經濟部各單位及台電，分六個構面共同推動
「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 

第一期智慧電網主軸專案計畫階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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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智慧電網主軸專案計畫階段成果(續) 

AMI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AMI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National Center University, Taoyuan 

(2011~2013) 

Advanced DAS (I-Shou University  Advanced DAS (I-Shou University) 
Taipower ResearchResearch Institute, Shulin 

(2011~2013) 

AC Microgrid AC Microgrid 
INER, Long Tong 

(2011~2013) 

DC Microgrid DC Microgrid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ayi 

(2011~2013) 

Smart Grid Demo Site Planning Smart Grid Demo Site Planning 
National Energy Project – Smart Grid 

and AMI 

(2013~2018) 

Smart Home(Building)EMS Smart Home(Building)EM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2011~2013) 

EV Charging Stations EV Charging Station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2012~2014)  

 廣域量測系統先進應用先導型計畫(台電) 
 輸電系統電力品質監控技術技術之發展與應先導型計畫(台電) 
 智慧電網標準之制定與產業發展研究先導型計畫(標檢局) 

 
 結合再生能源與儲能之能源管理系統研究方向規劃先導型計畫(VPP Demo Site) 

 澎湖低碳島與智慧電網示範規劃計畫 

 由電力、資通訊產學研單位共組團隊，發展智慧電網關鍵技術，完成 6 處先導測試場。 

 與台電合作推動廣域量測、輸電系統電力品質監控、電動車電能補充管理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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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智慧電網示範場域發展現況 

智慧型直流/交流混合型 

微電網示範系統 

微電網及電動車示範場 

金門縣東坑整合再生能源與
儲電系統社區展示運行 

澎湖智慧電網示範場域 

(規劃中) 
汙水處理廠馬達動力設備監

控與節能管理系統 

先進配電自動化示範系統 

百瓩級自主式 

微型電網示範系統 

智慧型直流供電系統教育 

展示屋(綠色能源示範屋) 

智慧家庭(建築) 

電能管理系統 

工研院中興院區 

智慧建物節能示範場域 

量販店節能管理系統 便利商店節能管理系統 

智慧讀表系統與 

需量反應系統 
大都會型智慧讀表系統 智慧電表系統與家庭能源管

理系統 (人間清境社區) 

智慧電網控制中心與 

智慧家庭示範中心 

 

馬公變電所

尖山電廠/
湖西變電所

69kV傳輸線

司法饋線

西衛饋線

智慧發電與調度
Ø 1處太陽能智慧變流

器測試場

智慧輸電
Ø 1條輸電線智慧監控

系統

Ø 2所智慧變電所

智慧配電
Ø 2條配電自動化饋線

智慧用戶
Ø 2,000戶低壓智慧電

表(AMI)

Ø 100戶智慧家庭示範

戶

能源資訊中心

先進配電管理系統
(ADMS)

饋線端末設備

兩條示範饋線及其分歧
線

分歧線端末設備

再生能源管理系統
(REMS)

太陽能智慧變流器

澎湖科技大學等
公有屋頂

需量反應管理系統
(DRMS)

智慧家電

100戶智慧家電
示範戶

家庭能源管理系統

電表資料管理系統
(MDMS)

集中器

智慧電表

2,000戶智慧電表
示範戶

在第一期智慧電網主軸專案計畫與經濟部能源資通訊技術發展帶動下，由科技部、經濟部能源局與企
業主導設置18座智慧電網示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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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智慧電網產業發展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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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電網產業成長情況 

印度 

中國 

南韓 日本 

澳洲 

德國 英國 
加拿大 

美國 

墨西哥 

巴西 南非 

東南亞 

2009年智慧型電網產品總銷售金額為21.08億元。2010年銷售金額為55.09億元，內

銷佔51.15%；外銷佔48.85%。2011年銷售金額為新台幣90億元，內銷佔64.79%；

外銷佔35.21%。2012年產品總銷售金額成長至新台幣125億元；2009~2012年智慧電

網產值增加5倍以上，年複合成長率 50 %。 

2011年後先進國家經濟發展不如預期，海外銷佔比例減少。 

2009-2011年國內智慧型電網相關產

品外銷市場包含中國大陸、日本、

南韓、印度、澳洲、德國、英國、

美國、加拿大、 墨西哥、巴西 、南

非等地區。各廠商未來預計將持續

開拓日本、中國大陸、東南亞、印

度、歐洲、中亞、美國、南美洲等

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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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電網產業發展課題 

1. 電力網路系統設備國內市場以更新
或升級既有設備為主，規模穩定。 

2. 智慧家電系統設備國內市場遭遇最
主要問題，在於市場不明朗、技術
標準未建立等。 

3. 國內市場規模太小，開拓海外市場
是產業永續經濟之必要手段。 

4. 國際市場具獨占性，新開發系統設
備企業缺乏實績，且投資報酬率低，
開拓海外市場不易。 

1. 歐美市場中大型電力公司獨佔高
技術與整合性電網系統，小型電
子企業則占據低技術產品市場。 

2. 大陸市場學習模仿能力強，易使
台灣技術被學取後，失去大陸市
場之競爭能力。 

3. 台灣無法參與制定標準，在資訊
上遠遠落後於其它國家。 

4. 高檢測費用對過內規模較小企業
開發新產品形成阻礙。 

產業面發展課題 市場面發展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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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電網產業開拓海外市場因應對策 

1. 電力網路系統設備國內市場以更新或升級既有設備為主，規模穩定。
國內市場規模太小，開拓海外市場是產業永續經濟之必要手段。 

2. 國際市場具獨占性，新開發系統設備企業缺乏實績，開拓海外市場
不易。 

海外市場開拓課題 

因應對策 

1. 透過國內外示範區域推行，協助業者開發系統或商品建立運轉實績。 

2. 針對特定市場快速吸收國際標準，建立商品化、量產化流程，加速
商品化速度，建立國際市場優勢。 

3. 促進國內廠商合作或與當地企業合作，共同開發市場。 

4. 協助企業開發海外市場。 

資料來源：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智慧電網與先進讀表主軸專案計畫 NSC 102-3113-P-00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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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期智慧電網主軸介紹 



26 

發展虛擬電廠的動機 

 大型電廠增加困難：核能、火力、大型風機，爭議不斷。 

 供電擁塞區增多：輸配電線路與變電站新增或更新不易，而用電需求逐年增加，電力供
給調度捉襟見肘，電力不穩所造成經濟損失，難以估計。 

 用電結構改變：生產性用戶用電量佔比下降，消費性用戶用電量佔比升高，供電擁塞區
多在人口密集都會區。 

 獎勵小型再生能源：小型太陽能與風機併網發電增加，但缺乏調度機制，影響電網的供
電品質。 

 新能源與節能產業高值化：整合需量反應及太陽光電、風力、儲能、燃料電池設備業轉
型高附加價值之供電服務系統。 

以上問題非我國獨有，但我國因民情、產業轉型、政策鼓勵加速問題發生，國際因應對策
是發展「虛擬電廠解決方案」，以資通訊技術為基礎，建構包含 輸配電網智慧化、用戶端
分散式能源管理系統、自動需量反應系統、用戶端需量交易市場 四大要件構成之「虛擬電
廠解決方案」，我國既有ICT產業基礎，相較其他競爭國家更具產業發展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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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電廠技術架構 

燃煤、油發電廠 

核能電廠 

天然氣電廠 

太陽光發電 

風力發電 

儲能系統(含電動車) 

先進智慧配電 

系統開發 

抽蓄水力 

汽電共生 

電力雙向交流之網絡 

自家發電  (On-site Production) 

智慧用戶能源管理系統 智慧用戶能源管理系統 

慣常水力 

新能源技術 新能源技術 

電力及通訊 電力及通訊 

網路系統整合 

節能技術 節能技術 

虛擬電廠 Virtual Power Plant 虛擬電廠 Virtual Power Plant 

智慧電網為虛擬電廠之骨幹，透過結合分散式之發電設備、

儲能設備、需量管理技術與電力線通訊網路系統，建構區域

能源最有效或最佳化的運用環境，進而提升電力系統效率及

可靠度。 

智慧輸電技術開發 智慧輸電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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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網主軸專案虛擬電廠規劃策略 

智慧電網標準與產業推動 

智慧用戶 

能源管理系統 

智慧電網示範系統建置 

 

 

輸
配
電
網
智
慧
化 

 

 

自
動
需
量
反
應
系
統 

用
戶
端
分
散
式
能
源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端
需
量
交
易
市
場 

解決方案實證場域 

國際合作促成 國際標準導入/產品開發協助 

國際亮點/出口佐證實績 

先進智慧配電 

系統開發 

智慧輸電 

技術開發 

智慧電表加值服務 

智慧節能系統 

分散型電力控制 

大功率併網型轉換器 

獨立型微電網 

電動車智慧充放電 

智慧廣域量測系統 

輸電電力品質提升 

澎湖智慧電網示範 本島虛擬電場示範 

微電網、虛擬電廠、智慧家庭系統商品化 智慧電網標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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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網主軸專案第二期規劃策略 

 促進節能效益：2011年電力用戶數計有1276萬戶，2011年用戶節約用電度數

已達37.91億度，但在能源短缺價格飛漲的階段，仍需持續促進節能效益。

藉由「智慧用戶能源管理系統」 ，達成逐年節電的目標。 

 改善電源結構：在節能與溫室氣體減量壓力下，電源結構調整已是大勢所趨。

台電系統理想之電源結構為：尖載電源約佔10%~15%，中載電源約佔

15%~30%，基載電源約佔55%~65%。台灣再生能源由於地勢、風場、日

照等地理環境因素發展並不平均，藉由「先進智慧配電系統開發」、「智慧

電網示範系統建置」，輔助提升再生能源系統滲透率(2020年20%、2030年

30%)。 

智慧電網主軸計畫第二期規劃以發展虛擬電廠技術平台來推動「促進節能效益」、

「改善電源結構」、「提升供電品質」、「推動智慧電網產業」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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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網主軸專案第二期規劃策略 

 提升供電品質：2010及2011年台灣每戶停電次數分別為0.196次及0.204次，已達台

電系統供電可靠度目標，但在再生能源逐年投入系統佔比提升的情況下，則需透

過「先進智慧配電系統開發」、「智慧電網示範系統建置」 、「智慧輸電技術開

發」強化分散式能源整合，提高輸電效率，增加輸電安全，達成強化電網系統性

能之目標。 

 推動智慧電網產業：需透過「智慧電網標準與產業推動」、「智慧電網示範系統

建置」引進國際標準，整合國內外產業鏈，開發微電網、虛擬電廠供電服務、智

慧家庭與建築能源管理等利基商品建設過內智慧電網示範場域，協助國內商品化

系統與設備獲取運轉實績，進入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利基市場。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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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網主軸年度計畫架構 

(A) 智慧電網之節能
控制與整合系統開發 

(B)國際能源發展政
策研究暨AMI加值服
務技術開發計畫 

(G) 輸配電系統電力品
質提升與代輸技術之
發展及運轉規劃 

(H) 智慧輸電廣域量測
與控制關鍵技術與系
統開發 

 

 

智慧電網標準與產
業推動 

(C)自主式分散型區域電力
控管技術發展與應用計畫 

(D) 獨立型微電網系統發展
與應用 

(E)電動車電能補充管理策
略研究 

(F) 大功率併網型轉換器開
發 

智慧用戶 

能源管理系統 

智慧輸電 

技術開發 

(I )智慧電網用戶側
標準及測試規範之制
定與研究 

(J ) 智慧電網產業推
動計畫 

 

先進智慧配電 

系統開發 

智慧電網示範系統
建置 

(K) 澎湖智慧電網示
範系統建置(工研院) 

(K) 澎湖智慧電網技
術展示計畫 

(L) 需量反應及分散
式電源與儲能之整合
應用(虛擬電廠) 

 

部會署計畫 

跨部會科發基金 

科技部計畫 

智慧電網主軸計畫第二期推動架構 
智慧電網主軸計畫所有計畫皆為產業界先期參與之任務導向應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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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網主軸計畫第二期推動架構 

 

K 澎湖智慧電網 

示範系統建置 

(澎湖低碳島Demo Site) 

L 需量反應及分散式 

電源與儲能之整合應用 

 (配合台電 VPP Demo Site) 

PV

WT

EV 
Charging 

Center

HEMS

BEMS
ESS

ESS
FC

PV

PV
PV

PV

DER-
EMS 2

DER-
EMS 1

DER-
EMS 3

Substation 
EMS

Substation
ADAS

CHP

M 台灣電力公司相關智慧電網建置   或   國際智相關慧電網建置 

整合測試示範 

技術商品化 
J智慧電網技術
產業落實 

ㄅ 
設備與 

系統技術開發 

I 智慧電網與先進讀
表標準制定 

 

A  智慧電網之節能控
制與整合系統開發 

實際應用 

B 先進讀表基礎建設
加值服務與整合系統 

C 自主式分散型區域電力
控管技術發展與應用計畫 

D 獨立型微電網系統發展與應用 G 輸配電系統電力品質提升與
代輸技術之發展及運轉規劃 

H 智慧輸電廣域量測與控制
關鍵與系統開發 

F大功率併網型轉換器開發 

E電動車電能補充管理策略研究 

以智慧電網主軸計畫所開發系統技術為基礎，整合國內學研能量與產業鏈，以國際潛力市場需求為目標，以當
地電力系統規格，進行技術系統與設備商品化。 

資料來源：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智慧電網與先進讀表主軸專案計畫 NSC 102-3113-P-00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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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網主軸計畫第二期推動架構 

 設備與系統技術開發：配合行政院「台灣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推動進行智慧電

網之節能控制與整合技術開發、先進讀表基礎建設加值服務與整合技術、自主式分

散型區域電力控管技術發展與應用、獨立型微電網技術發展與應用、電動車電能補

充管理策略研究、大功率併網型轉換器開發、輸配電系統電力品質提升與代輸技術

之發展及運轉規劃、智慧輸電廣域量測與控制關鍵技術等新技術開發。 

 技術商品化與整合測試示範：配合台灣電力公司智慧電網相關技術需求及建置時程，

以澎湖智慧電網整體示範計畫、需量反應及分散式電源與儲能之整合應用計畫為平

台，針對第一期所開發技術進行技術驗證，推動智慧電網標準制定與智慧電網產業

等工作。澎湖智慧電網整體示範區分二階段規劃與佈建，第一階段佈建配合能源局

由102年至104年，第二階段佈建為105至107年強化技術展示與擴大示範區域。 

智慧電網主軸計畫第二期計畫架構涵蓋由設備與系統技術開發，經標準制定到技

術商品化，再由商品整合測試驗證與示範到智慧電網全面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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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智慧電網整體示範規劃 

推動太陽光電設置

推動小型風力機設置

推動大型風力機設置

電動機車補助案推動
充電站建置推動

推動智慧電表

推動變電所智慧化

電能管理系統規劃建置

太陽熱能替代瓦斯

澎湖低碳島計畫規劃

行政院建置澎湖低碳島計畫(已於民國99年12月核定)，澎湖低碳島願景與目標完成低碳綠

色生活場域示範，應用低碳生活服務與節能減碳科技。 

澎湖智慧電網整體示範提供我國產業技術試驗機會，將結合智慧電網相關技術及產業，建

立整合型集中示範場域(澎湖)，驗證智慧電網效能，並作為我國產業發展之基礎。 

智慧電網展示區(Smart Grid Demo Site)可利用微電網與先進饋線自動化系統建立孤島運轉

機制，此外此示範區也可利用澎湖未來設置的再生能源設備，進行智慧電網技術在MW等

級電網之技術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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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智慧電網主軸計畫目標 

(一)  提高電網供電穩定度  

發展及推動先進配電自動化技術，可減少每戶每年平均停電時間(系統平均停電指標SAIDI值)，而
推動智慧輸電廣域量測與輸配電系統電力品質提升計畫，可強化電網穩定度、結構與管理，減少
線路損失。 

(二)  促進節能減碳 

發展及推動智慧電網節能控制及先進讀表技術，可擴大導入時間電價與需量反應等節能管理措施
於住宅、大樓及工廠等，可大量減少CO2排放。 

(三)  提高再生能源可併網容量 

發展及推動自主式分散型區域電力控管、微電網與虛擬電廠等技術，各區域之各式再生能源將可
順利併網，可大幅提昇再生能源占全系統裝置容量之比例。 

(四) 培養本土智慧電網技術與人才 

本計畫推動方式為由電力、資通訊產學研單位共組團隊，可達成培養本土智慧電網技術與人才之
目的。 

(五) 帶動台灣整體智慧電網產業之發展 

推動台灣2020年智慧電網產業產值達新台幣700億元，2030年產值達新台幣17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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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智慧電網產業發展潛力 

傳統電力設備產業： 

發電機、電動機、微型電動機、電力變壓
器、高低壓配電盤、斷路器 

智慧電網電力設備產業： 

高低壓單相智慧電表系統、智慧變電所、饋
線自動化、智慧家庭能源管理系統 

2.8 萬人 2.8 萬人 2.9 萬人 2.9 萬人 3.2 萬人 

就業人數 

577 億 

663 億 674 億 

524 億 515 億 

產值 

90 億 

600 億 

1,700 億 

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智慧電網建設需求 

傳統電力產業 

2007 2006 2008 2009 2010 2018 2011 2030 

產業升級 智慧電網產業 

智慧電網資訊設備產業： 

電表資料管理系統、通
訊模組感測器 

智慧電網產業產值 

125 億 

2012 



37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