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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燃料電池發展趨勢之探討
�台灣綜合研究院

楊正光、林繼駿、蘇奕儒

摘要：

隨著再生能源快速發展，慢慢凸顯出再生能源對電力系

統影響，如再生能源中不穩定性及間歇性造成電力系統電

壓波動，影響用電端的電器使用上問題。可藉由儲能系統

裝置，將再生能源所產生電力儲存，於平日可儲存電力，

當有電力需求或緊急用電時，可穩定供電給用戶，且餘電

亦可賣電給電力公司。另外儲能系統裝置中的燃料電池為

一種新能源應用，具有儲存氫能及使用氫能發電之功能，

可作為解決傳統石化燃料短缺之危機方案之一。

關鍵詞：智慧電網；燃料電池；儲能及氫能

1. 前言

近年隨著溫室效應與石油短缺的問題日漸嚴重，國際節

能與低碳環保的驅動，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的開發受到各國

重視，再生能源係指符合環境永續發展，可生生不息、循

環再利用之能源，包括太陽能、風力、生質能、地熱、水

力、海洋能等，是幾乎零污染之綠色能源。另外，氫能亦

為一種潔淨的能源新應用，其儲量豐富且具有使用效率高

及安全度高之優點，先進國家基於能源安全與環境永續發

展而積極投入研發，將其視為解決傳統化石燃料困境之長

期方案，而未來國際氫能之應用，預期主要將透過燃料電

池來實現，勢必儲能將成為未來正要發展項目之一。

2. 燃料電池系統介紹

再生能源是近年快速發展的能源之一，隨著再生能源在

能源佔比提高，再生能源的不穩定性及間歇性問題逐步彰

顯，由於再生能源的太陽能及風力發電量皆受限於自然條

件影響，導致能源供電不穩定性。另外，燃料電池以儲存

氫作為燃料，作為「儲能系統」係為上述問題解決方案，

並且亦促成再生能源產業及氫能產業發展與應用的重要關

鍵。

燃料電池所使用的「氫能」燃料可以來自於任何的碳氫

化合物，例如天然氣、甲醇、乙醇 (酒精 )、水的電解、沼

氣…等等。依據燃料電池的電解質及燃料之種類不同，燃

料電池可分類為六種，直接甲醇、質子交換膜、鹼性、磷

酸、熔融碳酸鹽及固體氧化物。

3. 國際與台灣儲能系統產業應用

3.1 國際燃料電池應用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 The Freedonia Group分析，在

2008 年全球燃料電池銷售值為5.7 億美元，其中發電廠佔

45.6%、運載工具佔31.6%、定置型佔19.3%、攜帶式電子

產品佔3.5%，預估至2018 年銷售池可成長至51 億美元，

其中發電廠佔39%、運載工具佔15%、定置型佔28%、攜

帶式電子產品佔18%。，目前全球儲能系統主要應用，請參

閱表1。

直接甲醇燃料電池示範圖，燃料電池組的層狀結構（中心立方體）

照片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燃料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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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台灣燃料電池應用

台灣微電網儲能系統併網應用，請參閱表2，將太陽光電

及風力發電產生的電力儲存於蓄電池中或利用燃料電池直接

生產電能，在與UPS結合，由電池組、逆變器和控制電路

組成，一端連接電網另一端連接電器負載。在電網電壓正

常的情況下，不斷電系統利用電網電源為自身充電，在電

網出現異常的時候，不斷電系統將存儲於電池中的電能釋

放，供負載使用。

表…1…目前全球儲能系統主要應用

應用領域 發展現況 市場機會

小型定置型

家用CHP為各項應用中商用化進程
最快的，目前日本已在一般通路販
售，南韓發展緊追日本之後。另外
企業用備援系統市場已開始成長。

未來三年為市場成長主要動力。

攜帶式電子產品

有許多電子廠商開發中，現階段技
術上仍有所待突破之處，，短期內
內建入電子產品機會不大，以外接
式電源為主。

未來五年仍處於導入階段，以利基產
品為主。但是著眼於3C電子龐大的銷
售量，未來燃料電池在攜帶式電子產
品的應用仍是廠商相當重視的潛力市
場。

運輸工具

目前燃料電池在技術主要問題有
二，一為燃料電池系統對於車輛而
言成本過高，另一為儲氫空間過
大。未來著重於降低產品成本上之
研發、設計。

由於鋰電池單位體積輸出功率小，相
對燃料電池大許多，在需要較大動力

的交通工具如公車、船舶、航空器或
是工業機具如挖土機、堆高機具有利

基，其為現階段較有利之發展目標。

發電廠

雖然燃料電池發電廠能源利用效率

較發電廠高，但是其成本較高，以
及耐用年限不足仍為待解決之問
題。

現階段以示範性電廠為主。例如韓國

POSCO Energy與多家企業合作打造全

球最大的燃料電池發電廠，發電量達

360 MW。

資料來源：工研院IEK(2011/04)、綠色能源產業資訊網，台綜院研一所整理 (2014/11)

表…2…不斷電設備(UPS)主要分類

種類 容量 應用 特點

離線式UPS
(Off Line UPS)

3kVA以下

(小/微型)
主要用於PC 

市電供應正常時，UPS對市電幾乎不經處理而直
接輸出至負載，對於市電的雜訊、突波的保護能
力差
轉換時間稍長、保護性最低、結構簡單、體積
小、重量輕、成本低

在線式UPS
(On Line UPS)

100kVA以上

(大型)

主要用於大
型電信設備
及醫療院所 

市電經由UPS處理過後再輸出至負載，輸出電源
品質最高、無轉換時間、結構複雜，成本最高、
對於市電的雜訊、突波的保護能力最高

在線互動式UPS
(Line Interactive UPS)

3kVA~100kVA
(中型)

主要用於企
業伺服器

具雙向性轉換器設計，UPS電池回充時間較短、
具轉換時間、結構複雜，成本高、保護性介於在
線式與離線式UPS之間，對於市電的雜訊、突波
的保護能力稍差

資料來源: 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0/09)

4. 燃料電池裝置規定之研擬

目前國際間對於燃料電池之技術應用亦趨於成熟，台灣

於2009 年7 月制訂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公告獎勵政之

對象亦包括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提高民眾申請認定之意願，

但對於燃料電池系統之裝設、運轉、維護等並無具體的法

規範。有鑒於此，參考美國NEC 2011 年版Article 692 為

藍本，研擬台灣燃料電池系統裝置規則修正條文，增訂於

「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 」修正草案第6 章第21 節，合計8 款

共25 條條文，請參閱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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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灣相關政策及推動概況

2009 年4 月中央機關行政院通過「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

案 」，選定太陽光電、LED光電照明、風力發電、生質燃

料、氫能與燃料電池、能源資通訊及電動車輛等為七大重

點產業。未來5 年內，政府將投入新台幣250 億推動再生

能源與節約能源之設置及補助，並投入技術研發經費新台

幣200 億元，以產值規模估計，將可望帶動民間投資新台

幣2,000 億元以上。

於同年7 月公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於未來20 年內，

台灣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將新增650 至1,000 萬kW。其

中燃料電池定義為「氫氣及氧氣產生電化學反應，而將化學

能轉換為電能之裝置」。第11 條並明訂針對具發展潛力之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技術發展初期階段提供示範補助法

源依據。

表…3…燃料電池草案章節架構

款次 內容 修正重點 說明

第一款
一般規定

適用範圍
用詞定義
其他規定
安裝
登錄設備

說 明 F C 適 用 範
圍、用詞 定義和
安裝等

本系統得採交流或直流輸出供設備使用。在條文中將對燃料電池作
用持定義，規定相關適用之條文，及安裝之規定，燃料電池系統裝
置前，應經確認且經登錄。

第二款
電路規定

電路線徑與電流
過電流保護
獨立型系統

訂定電路 線徑、
過電流保 護選定
原則和獨 立系統
之規定

導線及過流裝置額定(含DC&AC)大於銘牌或FC系統過流裝置之額
定。接地或中性導體的安培容量大於最大不平衡中性負載電流加上
燃料電池系統額定輸出。隔離設備電流額定大於FC輸出電流額定；
導線安培額定大於FC輸出電流額定。

第三款
隔離設備

導體(線)
開關或斷路器

隔離設備 、開關
或斷路器 之設置
規定

應裝設隔離設備將燃料電池系統電源之所有載流導體(線)，與來自
建築物或其他結構物之所有其他導體(線)予以隔離，以避免造成安
全上問題。

第四款
配線方法 配線系統 說明FC系統之配

線系統

燃料電池之配線系統，得使用本規則第三章「配線方法及器材」所
規範管槽與電纜配線方法，及其他確認用於燃料電池配線系統及配
件。。燃料電池系統之外箱具有配線裝置，以供外部連接，並且配
線裝置之電纜應有足夠長度以供相關人員更換。

第五款
接地

系統接地
設備接地導體(線)
設備接地導體(線)
線徑
接地電極系統

含系統接 地、設
備接地及接地極

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接地時，應符合交流及直流接地條件，其交流或
直流系統接地亦符合屋內線路裝置規則規定，並且直流接地系統應
搭接至交流接地系統，此二個系統可使用單一共同接地電極及接地
棒，另外裝設一條設備接地導體(線)以連接至輔助接地電極。

第六款
標示

燃料電池電源
燃料切斷
儲存能量

FC系統相關標示
規定

燃料電池系統、輸出電壓、額定輸出功率及連續輸出電流額定值；
手動燃料切斷閥之位置。

第七款
連接至其他

電源

切換開關
經確認併聯設備
輸出特性
並聯系統電力喪
失
不平衡互聯
電力併網連接點

需有切換 開關、
確認併聯 設備；
喪失倂聯 時、不
平衡互聯 之處理
原則。

燃料電池系統連接至其他電源情況之前，這些併聯設備要經登錄且
標示適用於並聯之燃料電池系統，始得使用於並聯型系統。
同時燃料電池系統應具有檢測方式，於發電及配電網路斷電時，不
得反饋至共同連接點之發電及配電網路側。

第八款
超過六○○
伏特之電纜

一般要求

超過交流 六○○
伏特時， 應符合
其他章節 之適用
裝設要求。

燃料電池系統之最大輸出電壓超過交流六○○伏特時，其電纜應符
合其他章節之適用於本裝設之規定。

2010 年9 月行政院規劃「國家節能減碳總行動方案」，

本計畫係以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十大標竿方案」與「 35 

項標竿型計畫」為依據，其中標竿四營造低碳產業結構第

15 項推動綠能產業旭昇方案，進行推動風火輪產業發展，

並且有5 項燃料電池相關計畫給予補助及推動。目前台灣政

府對於燃料電池之發展，主要來自於經濟部技術處、經濟

部能源局、經濟部標檢局、原子能委員會，以及國家科學

委員會五個單位執行。

6. 燃料電池系統未來趨勢發展

台灣燃料電池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有三個要點：國際

能源價格的上漲，導致能源成本提高，但台灣能源價格卻

遠低於世界平均，不利高能源效率技術的推動及使用，影

響整體能源效率；台灣尚無燃料電池相關裝置規範，導致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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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販售產品上沒有相關裝置的依據，無法讓消費者得到

安全的用電保證；燃料電池等再生能源已慢慢茁壯，但台灣

微電網尚無完善的基礎建置，無法將再生能源與微電網併

聯，相對無法將能源有效利用。

電網級儲能系統亦是微電網電能管理重要的一環，供應

商須整合儲能與微電網監控介面、即時量測系統，才能在

不同的微電網運轉模式下達成動態電力調度，以確保微電

網供電品質。然而，新電池的開發與複合系統的應用，除

須研發新的化學配方研發與結構設計外，還須進行其特性

與應用測試，因此測量、評估與分析各種儲能技術是發展

電網級儲能系統不可或缺的要務。

為擴大再生能源利用，需有統一且易於執行之技術規範，

使民眾及業者有所遵循。仍有賴政府加速制定適合於國內

系統之技術法規。

7. 結論

儲能系統需求因再生能源發展及電力需求而快速成長，

且引進新能源應用燃料電池，具有零污染、高效率及高安

全度之優點。先進國家如美、歐，日等國因再生能源佔比

高，儲能需求以再生能源相關應用為主，所以儲能系統市

場需求潛力大。儲能系統可提供基本電力供給、緊急備用

電源及再生能源整合等使用。未來可望為電力電網及微電

網提高穩定度、作為防災緊急事故應用及提高再生能源可

靠度等效益，為社會大眾提供用電可靠、穩定、高品質的

服務。

台灣為了推動儲能系統相關產業，於2010 年行政院規劃

「國家節能減碳總行動方案」，當中儲能系統相關計畫給予

補助及推動技術發展。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100 年起亦陸

續公告相關國家標準，作為使用於商業、工業及住宅室內

外等非危險區域的定置型燃料電池系統安全要求及設置之依

據。經濟部能源局已初步研擬完成燃料電池系統之裝置規

則草案，未來相關業者應遵循法規規定裝設，以保障人員

及設備基本之安全，將來公告實施後，對台灣燃料電池之

推動將有甚大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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