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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訊息》

第 60 屆理監事名單：
理 事 長：黃肇瑞
副理事長：曾保忠
常務理事：王錫福、王錫欽、李輝隆、徐國錦、張 敏、陳逸偵、蔡 穗
常務監事：唐自標
理   事：王俊傑、吳毓純、李奕亨、易洪庭、何長慶、林景崎、翁榮南、

馬楷崴、陳貞光、連雙喜、曹恕中、黃議興、游象麟、謝秉志、
劉佳玫、劉敏雄、羅光孏、蕭朝景

監    事：王  中、余炳盛、何恆張、何政恩、陳大麟、陳亮慶
(以上順序依筆畫排列 )

108 年「鑛冶論文獎」候選論文獲獎名單

獎等 論文題目 作者

特優 電爐高效冶煉技術開發 黃宥綸、曾名輝、邱永麟、
林常盛

優等 微波旋磁及介電材料與模組國產化技術
建立

黃靖謙、黃菁儀、詹鎮鋒、
左偉宗、洪永熊、郭明峯、
簡朝棋、莫智傑

優等 超厚鋼板生產之關鍵連鑄技術開發 陳明宏、鄭伊廷、王昭允、
陳國本、林子超

優等 空壓機與冷卻水塔系統節能操作技術建
立

張鈞程、鄒  穎、陳丁碩、
李銘偉、黃春濱、嚴仁甫

優等 鈣鈦礦型量子點之製備、鑑定及其在提升
太陽能電池轉換效率之應用 陳登銘、劉銀欣

佳作 熔融轉爐渣造粒操作技術開發 謝煒東、吳調原、傅 霆

佳作 鐵碳複合球團在高爐內之高溫反應特徵
解析

黃聰彥、丸岡 大佑、村上 
太一、葛西 栄輝

佳作 熱軋外露級產品開發 黃朝琪、吳明道、王偉霖、
洪德才、黃信翰

佳作 轉爐石蒸氣養生體積安定化反應機制探
討

翁丁財、曾耀弘、潘振君、
蔡俊緯

佳作 工業用 β 鈦合金 Ti-15V-3Cr-3Al-3Sn 盤
元開發 伍昭憲、洪胤庭、張孝慈

佳作 我國能源轉型政策對電力供給規劃之影響 李 信、楊逸亞、吳榮華、
黃韻勳

佳作
自旋軌道交互作用的新穎應用：銅鐵氧化
物 (CuFeO2) 單晶中光催化水分解產氫的
機制成因

高孟瑀、周妍妤、劉思謙、
陳威廷、殳國俊

佳作 高速電鍍銅及其銅柱凸塊可靠度 張智皓、李承宇、李珮慈、
劉弘晟、何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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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告&產業資訊》
「低碳排放之無機聚合綠色水泥及混凝土製備研究」提升礦業循環經濟
礦務局 108 年委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源工程研究所利用無機聚合技術，將礦山廢棄土
石進行再利用，無論在結構性或非結構性的應用上，「無機聚合水泥及混凝土」

（Geopolymer Cement & Concrete）為一個有潛力可能解決節能減碳問題，或可能可以替代
水泥的新一代綠色材料。(詳見全文 )

礦務局公告 109 年度土石採取總量管制事項 (詳見全文 )

經濟部於 12 月 25、26 日假花蓮縣社會福利館召開「礦業座談會」及「礦業
與原民權益座談會」

近年來礦業開發與營運日趨要求符合環境保護及社會正義，如何兼顧前述各項議題是當
前礦業發展的重要課題，為此經濟部特於花蓮縣社會福利館分別召開「礦業座談會」及「礦
業與原民權益座談會」，以加強礦業經營者對相關政策、法令及實務之瞭解，提升專業知能。
(詳見全文 )

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第 26 條修正條文已於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1 日經
總統公布 (詳見全文 )

經濟部礦務局於 108 年 12 月 6 日召開 108 年第 4次「礦業溝通平臺會議」
本次會議係針對礦業用地撥用盤點與礦業轉型計畫工作小組辦理情形進行專案說明，並

邀請新平溪煤礦博物園區就礦區土地二次利用分享礦業轉型經驗談。此外，並進行在大數據
(Big Data) 與物聯網 (IoT) 的時代，利用遙控無人機 (UAV)、衛星影像監測、GIS 地理圖資
的多維空間資訊結合，提升監測礦區內違規行為、陸上盜採砂石成效與逐步建立包含年度施
工計畫、礦業簿、礦場安全業務、礦業權費等線上申辦服務及智慧礦業開發履歷的執行成果
報告。(詳見全文 )

工程會與經濟部會銜訂定「礦業申請及年度施工計畫相關書圖專業技師簽證
規則」(詳見全文 )

工研院今 (14) 日在臺南六甲院區舉辦南臺灣產業大進擊創新論壇
為了強化與南臺灣在地產業的互動與合作，工研院今 (14) 日在臺南六甲院區舉辦南臺灣

產業大進擊創新論壇，一口氣展示近 30 項在「數位轉型」、「在地優勢」及「培育新創」
等三項領域上的亮點技術，如可提供水產養殖業監控水質的微感測系統、新世代最有潛力的
太陽能技術染料敏化電池及協助傳統產業變身數位智慧工廠的智慧化生產系統等，不僅橫跨
全球最夯的創新科技，更透過與南部指標性廠商合作的產業化成果，提供南臺灣產業創新升
級的科技大補帖。(詳見全文 )

109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 108 年底完成審定，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適
用

經濟部公告「中華民國 109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相關費率將自
109 年 1 月 1 日適用；公告資料主要差異為陸域小型風電 1-30kW 級距躉購費率因運維成本
資訊而調升至每度 7.7998 元，其餘各類再生能源皆與草案相同；其中，生質能、廢棄物及
小水力發電躉購費率皆較 108 年度調漲 1% 至 4% 不等；地熱發電維持 108 年度水準；太陽光
電為鼓勵家戶屋頂設置，1-20kW 級距之降幅為各級距最小；陸域大型風電及離岸風電，則
反映技術進步及兼顧國際發展趨勢，進行審定調整。(詳見全文 )

工業局攜手金屬中心 「沖壓模具產業智慧製造示範場域」落成啟用 ( 詳見全

文 )

https://www.mine.gov.tw/News/ViewNews.asp?View=1132
https://www.mine.gov.tw/News/ViewNews.asp?View=1155
https://www.mine.gov.tw/News/ViewNews.asp?View=1153
https://www.mine.gov.tw/News/ViewNews.asp?View=1147
https://www.mine.gov.tw/News/ViewNews.asp?View=1145
https://www.mine.gov.tw/News/ViewNews.asp?View=1138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ction.aspx?kind=4&menu_id=43&news_id=88431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8354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8202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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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務部對越南使用我國及韓國鋼材製成抗腐蝕性鋼品及冷軋鋼品進行反
規避調查案 (詳見全文 )

畜殖劃時代 養豬新風潮 行政院政委張景森視察東海豐的崛起
為應政府 5+2 產業創新政策中的「新農業」與「循環經濟」，台糖斥資 6.8 億元改建位

於屏東縣的東海豐畜殖場為「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在農委會副主
委黃金城及雲林縣政府等人陪同下，於 108 年 12 月 13 日至園區視察，張政委肯定台糖對國
內農畜業轉型升級的貢獻，並期許未來持續領頭養豬業邁向永續循環之新願景。(詳見全文)

經濟部推動數位轉型 帶領我國企業培育 600 名跨域數位人才
經濟部工業局自 106 年起推動「DIGI+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今（108）

年擴大培育 600 名跨域數位人才，於 12 月 10~11 日於誠品信義店 6 樓展演廳舉辦「DIGI+
數位新星大賞」期末成果發表。(詳見全文 )

宜大聯合地調所培育青年志工 為地質傳遞全臺助跑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為倡議聯合國環境永續在地化的理念，今 (108) 年 5 月委託國立宜蘭

大學號召青年人組成環境志工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也跟著成立「韌性社區永續城市－
地質青年志工隊」，至11月短短半年期間，便在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南投縣、雲林縣、
嘉義縣、高雄市等7個縣市辦理9個場次的培訓活動，完成多項實體作品、應用與行動任務。
(詳見全文 )

設計 +循環材料 民生化工分團協助傳統建材產業創造加值 (詳見全文 )

歷時四年地調所公布最後一波土壤液化潛勢圖 (詳見全文 )

鹽田、滯洪池土地多元利用有成，設置太陽光電與生態共榮 (詳見全文 )

企業永續典範 亞泥再度勇奪六大獎
2019 年全球企業永續獎（Global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wards）108 年 11 月 28

日在圓山飯店舉行頒獎典禮，亞洲水泥公司今年再度勇奪六大獎項，分別是「全球企業永續
獎」中的績優案例獎，以及「台灣企業永續獎」中的前 50 大企業永續綜合績效獎、社會共
融獎、創新成長獎、企業永續中文報告白金獎，以及企業永續英文報告金獎，由總經理李坤
炎代表領獎，除感謝評審肯定，也強調亞泥會持續努力，讓傳統的水泥產業成為綠色永續的
新典範產業。(詳見全文 )

亞泥榮獲 2019 幸福企業製造業暨營建代銷業大賞 (詳見全文 )

亞泥花蓮廠楊明欽副廠長榮獲「優秀原住民專門人才」
108年「原住民專門人才獎勵頒獎典禮」於108年10月19日假臺東市桂田酒店盛大舉辦，

亞泥花蓮廠楊明欽副廠長在今年「原住民專門人才獎勵計畫」中，以「深造教育」項目獲獎，
並由原民會夷將 ‧ 拔路兒主委親自頒獎，更嘉勉楊副廠長獲得工程博士學位，亞泥全體同
仁深感與有榮焉，盛讚其為「太魯閣族之光」。(詳見全文 )

台泥董事長張安平 當選工研院新科院士
台泥企業團總執行長、台泥董事長張安平 108 年 10 月 15 日獲頒工研院新科院士榮銜，

工研院則以「跨界創新型舵手」來描述張安平的跨域整合能力，由總統蔡英文親自授證。(詳
見全文 )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8195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8163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8118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8080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7954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7923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7864
https://www.acc.com.tw/news-center/latest-news/622-2019-11-28-07-54-39
https://www.acc.com.tw/news-center/latest-news/619-2019
https://www.acc.com.tw/news-center/latest-news/618-2019-10-24-07-51-40
http://www.taiwancement.com/tw/newsArticle.html?id=677
http://www.taiwancement.com/tw/newsArticle.html?id=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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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泥「雙創新獎」台灣永續八項肯定 傳產第一名
2019 年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台灣水泥公司榮獲八項大獎，榮登傳產第一，由台泥總

經理李鐘培出席受獎，包括：企業綜合績效 TOP50、中文報告書白金獎及英文報告書金獎，
單項績效類，在氣候領袖、循環經濟領袖、社會共融、創新成長以及人才發展等五項獲得肯
定，其中「創新成長獎」以「AI+ 創新轉型 : 台泥製程與營運管理智能化」及「1300 度高
溫優勢：水泥窯創新技術，協同處理生活垃圾」，從核心本業拓展創新動能，雙雙獲得評審
青睞，也是唯一企業獲創新類雙獎殊榮。(詳見全文 )

台泥「港電廠三合一」奪亞洲 IIA 國際創新獎 傳產首例
由亞洲企業組織 ( Enterprise Asia ) 舉辦的「2019 國際創新峰會暨頒獎典禮」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Summit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wards 2019 
)108 年 12 月 4 日晚間在新加坡舉行，台泥企業團以「水泥、環保、能源」港電廠三合一：
Cement Ener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3-in-1 Circular Economy Combo，獨創之跨產
業循環設計，榮獲服務與解決方案 (Service & Solution ) 項目之創新肯定，也是傳產製
造業首度獲此殊榮。(詳見全文 )

台泥 DAKA 開放生態循環工廠 1 月 9 日開幕
台泥企業團 9 日舉辦「台泥 DAKA - 開放生態循環工廠」開幕典禮，台泥董事長張安平

邀請工業局主任秘書陳佩利、統一超商副總經理吳國軒、悠旅生活事業 ( 台灣星巴克 ) 總
經理賴大正等貴賓及企業合作夥伴，與上百位和平村大小朋友，共同完成啟動打卡儀式，這
座在蘇花改通車後，北花蓮最受矚目的全新生態知識景點「台泥 DAKA」正式開幕！同時也
歡迎民眾網路預約「探索循環經濟 - 港電廠三合一導覽」行程，台泥和平水泥廠將成為全
台第一座開放民眾線上預約參觀的水泥廠。(詳見全文 )

中鋼集團興達海洋基礎公司廠房竣工
祈福典禮 乘風起飛 從「興」開始

中鋼集團旗下興達海洋基礎股份有限公司 12
月 27 日在高雄興達港廠區舉行廠房竣工祈福典
禮。陳建仁副總統親自蒞臨之外，其他與會貴
賓包括行政院龔明鑫政務委員、經濟部沈榮津
部長、曾文生次長、高市府海洋局趙紹廉局長、
各界民意代表等，以及中鋼公司翁朝棟董事長、
王錫欽總經理、企業工會陳春生理事長均出席
盛會，近 300 位來賓共同見證全國第一座管架
式水下基礎廠房竣工。(詳見全文 )

中鋼公司舉辦 108 年度研發成果獎頒獎典禮
中鋼公司 108 年 12 月 3 日假總部 B1 會議廳舉行 108 年度研發成果獎頒獎典禮，頒獎給

各獎項之得獎人員。董事長獎的得獎成果為「電動車驅動馬達用電磁鋼片開發」，其成功開
發了兼具高磁通、低鐵損、高強度特性的電磁鋼片，成為電動車發展的關鍵材料。總經理獎
之一為「相位陣列雷達關鍵模組開發」，其開發了多項旋磁與介電材料，協助達成軍用雷達
關鍵零組件國產化的目標。另一項總經理獎為「熱衝壓技術開發與產業鏈建立」。( 詳見全
文 )

中鋼衝靶材國產 拚鋼鐵產業升級
中鋼集團最近與工研院合作成立「鋼鐵

產業研發平台」，中鋼總經理王錫欽表示，
平台初期將聚焦高階材料、水資源以及智
慧工安等三領域。其中高階材料方面，中
鋼布局半導體靶材已久，但因技術門檻
高，希望透過與工研院攜手，實現國產化
目標。(詳見全文 )

中鋼賣廢氣 年產值十餘億
中鋼利用汽電共生系統及廢熱回收來產製蒸汽，除自己使用外，也賣給鄰近的石化業、

化學業及下游鋼鐵業，一年產值達十餘億元。近年中鋼更配合中央推動「區域能源整合」計
畫，善用鳳山溪都汙水再生做為鋼鐵廠降溫，結合不同產業，能源互通有無，提高整體能源
使用效益。(詳見全文 )

http://www.taiwancement.com/tw/newsArticle.html?id=685
http://www.taiwancement.com/tw/newsArticle.html?id=687
http://www.taiwancement.com/tw/newsArticle.html?id=693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1227/33827802.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9%8B%BC%E5%85%AC%E5%8F%B8%E8%88%89%E8%BE%A6108%E5%B9%B4%E5%BA%A6%E7%A0%94%E7%99%BC%E6%88%90%E6%9E%9C%E7%8D%8E%E9%A0%92%E7%8D%8E%E5%85%B8%E7%A6%AE-00000076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9%8B%BC%E5%85%AC%E5%8F%B8%E8%88%89%E8%BE%A6108%E5%B9%B4%E5%BA%A6%E7%A0%94%E7%99%BC%E6%88%90%E6%9E%9C%E7%8D%8E%E9%A0%92%E7%8D%8E%E5%85%B8%E7%A6%AE-000000764.html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4198058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406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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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三研究所研發成果豐碩 液化天然氣冷能利用養殖海藻獲第 16 屆國
家新創獎

 台灣中油公司煉製、綠能科技及探採研究所等三個研發單位今 (20) 日舉辦「108 年度三
所聯合研發成果發表會」，以「綠色能源」、「安全環境」、「創新材料」、「循環永續」
及「石油探採」等五項主題展示，現場安排解說並設計體驗遊戲，以豐富多元的方式展現研
發成果，期待與產官學及研究界技術交流並擴大應用，創造更多合作機會。(詳見全文 )

綠色生活創意設計大賽 金獎出爐
由臺灣中油公司與臺灣 Panasonic 集團共同主辦的第五屆「綠色生活創意設計大賽」於

本月 13 日在中油大樓舉行決賽及頒獎典禮。(詳見全文 )

石油開發技術研究發展計畫成果發表 成果豐碩
台灣中油公司主辦 108 年度石油基金獎勵石油開發技術研究發展計畫成果發表會，108 年

12 月 6 日在台灣中油苗栗探採研究所舉行，會中展現台灣中油公司研究計畫執行成果，區
域涵蓋尼日 Agadem 斷塊油田、查德 BCO Ⅲ礦區東部區塊、中東 Rub al Khali 盆地、台灣屏
東平原區域及哈斯基(Husky)深水合作礦區等相關評估與技術分析結果，成果相當豐碩。(詳
見全文 )

台灣中油兩項工程獲工程會「公共工程金質獎」
 第 19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108 年 12 月 24 日日在中油大樓國光廳頒獎，該獎項是公共

工程界最高榮譽，台灣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天然氣熱值穩定系統統包工程」及「台中港供
油中心潤滑油槽及灌裝工程」獲得設施工程類金質獎優等表揚。(詳見全文 )

台灣中油獲頒「國家人才發展獎」殊榮
台灣中油於 108 年 12 月 11 日獲頒「2019 國家人才發展獎」獎項，該獎項由勞動部主辦，

是國內人力資源領域官方最高獎項，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行頒獎典禮，由董事長歐嘉
瑞出席受獎。(詳見全文 )

台灣中油印度辦事處成立揭牌 開啟印度新南向發展契機
台灣中油公司 108 年 12 月 2 日晚間於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台灣中油公司印度辦事處揭

牌儀式」典禮，宣布印度辦事處正式成立。台灣中油著眼於印度市場龐大發展潛力，期許藉
由成立印度辦事處，得以即時掌握印度石化產業投資商機，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開拓新的經
貿領域，並達成海外多元發展之目標。(詳見全文 )

台灣中油榮獲 2019「企業永續獎」7 項大獎及英國標準協會「BSI 永續卓越
獎」

台灣中油公司多年來善盡社會企業責任，永續經營發展，接連發行 11 本永續報告書，今
年獲得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主辦之「2019 企業永續獎」7 座獎項，同時也第 3
度獲得英國標準協會 (BSI)「BSI 永續卓越獎」，足見台灣中油為永續經營發展所做的努力
已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詳見全文 )

台灣中油澳洲普陸氣田自產液化天然氣抵台
  台灣中油公司參與澳大利亞普陸浮式液化天然氣開發案 (Prelude FLNG Project) 分得

之第一船液化天然氣 (LNG)，已於日前運抵高雄永安港，108 年 12 月 14 日在中油大樓 13 樓
圓弧廳舉辦普陸案首船液化天然氣抵台「運氣臨門」典禮，慶祝台灣中油首次達成參與礦區
開發自產自提液化天然氣成果，展現台灣中油長期推動「分散氣源、多元佈局」，穩定供應
國內天然氣的決心。(詳見全文 )

台灣中油公司取得印尼 East Seram 探勘礦區 40% 工作權益
台灣中油公司與澳洲 Lion Energy 公司繼正式簽署印尼 East Seram 探勘礦區轉讓協議，

取得該礦區 40% 工作權益，日前再簽署聯合經營合約，將在印尼展開油氣探勘工作。( 詳見
全文 )

https://www.cpc.com.tw/News_Content.aspx?n=28&s=4634
https://tw.news.yahoo.com/%E7%B6%A0%E8%89%B2%E7%94%9F%E6%B4%BB%E5%89%B5%E6%84%8F%E8%A8%AD%E8%A8%88%E5%A4%A7%E8%B3%BD-%E9%87%91%E7%8D%8E%E5%87%BA%E7%88%90-160000618.html
https://www.cpc.com.tw/News_Content.aspx?n=28&s=4607
https://www.cpc.com.tw/News_Content.aspx?n=28&s=4607
https://www.cpc.com.tw/News_Content.aspx?n=28&s=4654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7%81%A3%E4%B8%AD%E6%B2%B9%E5%86%8D%E7%8D%B2%E9%A0%92%E5%9C%8B%E5%AE%B6%E4%BA%BA%E6%89%8D%E7%99%BC%E5%B1%95%E7%8D%8E-160000945.html
https://www.cpc.com.tw/News_Content.aspx?n=28&s=4589
https://www.cpc.com.tw/News_Content.aspx?n=28&s=4581
https://www.cpc.com.tw/News_Content.aspx?n=28&s=4520
https://www.cpc.com.tw/News_Content.aspx?n=28&s=4492
https://www.cpc.com.tw/News_Content.aspx?n=28&s=4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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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冷排水再利用 漁民用鑽石水養殖高經濟
魚類

台灣中油公司永安液化天然氣廠將冷排水資源再利用，提
供漁民養殖出龍膽石斑魚等高經濟價值魚類，不僅為當地養
殖業者節省養殖成本，冷排水更提高龍膽石斑魚的存活率，
成功打響了高雄市永安地區石斑魚王國的美名，創造企業與
在地鄉鄰雙贏。(詳見全文 )

台灣中油致力高值碳材料開發 逐步轉型升級為高科技產業
台灣中油公司煉製研究所致力高值碳材料開發，運用煉化廠的塔底油研發出高值精碳材

料，可運用於電動機車儲電及精製瀝青等應用產品，這些高值化產品不僅是台灣中油推動循
環經濟的重要成果，台灣中油也將逐步轉型升級為高價值、高技術的產業。(詳見全文 )

台灣中油舉辦 OPIC 40 週年慶 分享
海外投資及探油經驗

 台灣中油公司 108 年 10 月 9 日於中油大
樓舉辦「海外石油及投資公司」（簡稱 OPIC 
）40 週年慶活動，會中針對 OPIC 在中東、
非洲、澳洲等地的投資、建廠與經營等案，
邀請前董事長潘文炎、朱少華等人分享成功
個案，並傳承經驗；台灣中油期望透過 OPIC
在海外投資及探油計畫，達成永續經營綜合
性國際能源集團的目標。(詳見全文 )

台灣中油團隊榮獲「全國智慧製造大
數據分析競賽」 企業與研究機構組首
獎

由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及教育部共同指
導舉辦之「全國智慧製造大數據分析競賽」，
108 年 10 月 2 日公布競賽結果，台灣中油公
司以企業營運過程中所擷取真實巨量數據進
行建模與大數據分析，在 142 組參加隊伍中
脫穎而出，最後獲得「企業與研究機構組」
Project B 首獎。(詳見全文 )

全台唯一 最美電塔誕生！台電蘇花
改設首座創意造型電塔

台電指出，2015 首次舉辦電塔創意造型設
計競賽，從 50 組團隊參賽中選出 10 名得獎作
品，再經綜合評估景觀造型、結構建材、製造
施工及維運等實際可行性後，最終選定由凱銳
光電公司設計副理蔡可育設計的作品「生」，
作為全台首座創意造型電塔。(詳見全文 )

綠電儲能 台電提解方
台電總經理鍾炳利於 108 年 11 月 26 日

出席「智慧電網、電力輔助服務與需量反應
之研討會 」時指出，台電對於未來綠電生
產過多時已進行規劃，可利用包含綠電製造
氫等方式來儲能。例如未來電動車普及後，
可經由通訊網路及納入系統監控，讓電動車
也能回饋給電網，就是很好的儲能設備。

鍾炳利指出，抽蓄電廠是最便宜的儲能
方案，目前有日月潭大觀電廠，石門、翡翠
水庫仍在評估，還要做可行性研究、環評
等，緩不濟急。他認為，可調整優先順序，
先做好輔助服務市場，包含使用電池等方式
儲能，在綠電發較多時，確保發電的平滑性
與可控性。(詳見全文 )

https://www.cpc.com.tw/News_Content.aspx?n=28&s=4414
https://www.cpc.com.tw/News_Content.aspx?n=28&s=4399
https://www.cpc.com.tw/News_Content.aspx?n=28&s=4407
https://www.cpc.com.tw/News_Content.aspx?n=28&s=4394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67976.aspx#.XiU8d_4zaUk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418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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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砸 606 億元 讓離岸風電順利送電
離岸風電將成未來綠能兩大支柱，為讓離岸風電的電力順利輸送，台電砸下 606 億元，

興建升壓站、開閉所等併網工程，預期可增加彰化地區 6.5GW 併網容量、桃園地區 1.14GW
併網容量，累計至 2025 年可供應全台離岸風電 10.65GW 併網容量。(詳見全文 )

台電新板特區打造全台首座「能源健身房」
電幻 1號所

台電今 (24) 日舉辦電幻 1 號所開幕活動。
座落新板特區、緊鄰麗寶百貨與板橋車站的電
幻 1 號所除了是全國第一座綠能主題展示館，
還是首座蓋在變電所上的展館，大樓底下是扮
演新北市電力心臟角色的新民配電變電所，滿
足新板特區用電需求成長、提供三鐵共構穩定
電力。台電表示，電幻 1 號所首創體感互動的
「能源健身房」，讓民眾邊玩邊運動感受電力
能源，現場還有全台首座結合 VR 虛擬實境的
六軸機器人，堪稱全台最好玩展館！ ( 詳見全
文 )

台電今蟬聯 2019「企業永續奧斯卡」 狂奪 4大獎創新高
被譽為台灣企業永續奧斯卡的「2019 台灣企業永續獎」108 年 12 月 28 日頒獎，台電蟬

聯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白金獎，更拿下台灣 TOP50 永續企業獎、循環經濟領袖獎及社會共融獎
等另三項殊榮，繼去（2018）年獲 3獎項後再刷新紀錄。(詳見全文 )

台電推電業文資保存 再奪文化部文馨
獎雙獎

台電 2017 年以大樓開放空間改造公共藝術獲
文化部文馨獎，成為文馨獎 20 年來首度獲獎的
國營事業，而台電自 2016 啟動文資保存計畫，
累積投入數十個單位、上百人清查萬件文資，
並投入超過4000萬元，3年有成，今年再以「文
化資產保存、文化藝術展演及推廣」蟬聯文馨
獎，108 年 11 月 19 日榮獲金獎及企業貢獻獎雙
料肯定。(詳見全文 )

台電首辦 AI 大數據人才發展營 大數據預測異常電力設備 穩定供電再進化
台電去年 5月首度開辦內部電力資料應用競賽 「AI 大數據人才發展營」，歷經全公司各

部門籌組8隊大比拼，108年11月8日舉行成果發表，並由「數位政委」唐鳳擔任評審團主席。
台電表示，台電擁有豐富電力資料，期藉培育數據分析人才，讓穩定供電也能AI(人工智慧)
化。(詳見全文 )

台電彰濱雙綠能完工 打造全台首座潔淨能源中心
台電於 108 年 10 月 9 日上午在彰化彰濱工業區崙尾區舉辦「彰濱太陽光電暨彰工 ( Ⅲ )

風力發電啟用典禮」，現場由經濟部次長曾文生、彰化縣長王惠美、能源局長游振偉及台電
董事長楊偉甫共同見證「彰濱雙綠能」完工啟用。(詳見全文 )

首座三合一再生能源運維中心
動工 讓運維人才在地生根

台電轉投資的台汽電集團投資 5 億元
台灣首座整合離岸風電、陸域風電、太
陽光電再生能源運維中心今天在鹿港彰
濱工業區動工，預定將於 109 年 10 月
完工營運，負責興建的台汽電集團子公
司星能公司董事長蔡進發表示，希望未
來能讓運維人才在地生根。(詳見全文 )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40682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info.aspx?id=4141&chk=ea393640-e57a-41ed-a4bb-b947e389d8d8&mid=17&param=pn%3d1%26mid%3d17%26key%3d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info.aspx?id=4141&chk=ea393640-e57a-41ed-a4bb-b947e389d8d8&mid=17&param=pn%3d1%26mid%3d17%26key%3d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info.aspx?id=4026&chk=5be45c9e-702f-4453-bc8d-5634bffda68f&mid=17&param=pn%3d2%26mid%3d17%26key%3d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info.aspx?id=4020&chk=f71a0b1f-eac4-4b11-94c1-14101ee45d06&mid=17&param=pn%3d2%26mid%3d17%26key%3d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info.aspx?id=4014&chk=4989759e-b08e-45f4-a38e-f586f9c6c178&mid=17&param=pn%3d3%26mid%3d17%26key%3d
https://www.taipower.com.tw/tc/news_info.aspx?id=3960&chk=c69e2e55-2ddd-47d6-b028-2a42448ed132&mid=17&param=pn%3d4%26mid%3d17%26key%3d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230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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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推太陽能模組資源化新科技 估回收效益翻倍
工研院開發「太陽能模組資源化技術」，透過拆解、破碎、分解與綠色濕法有價金屬提

取技術，讓廢棄太陽能板可以回收再生，預估回收資源化效益可從 6 億元提升到 12 億元，
另外也研發出新型的「易拆解太陽光電模組循環新設計」，從太陽能模組製造端，就以易拆
解的循環經濟思維導入新材料與新結構設計，讓新型太陽能模組從生產起就考量到後續的資
源循環與元件回用。(詳見全文 )

台糖養豬發綠電突破 10 萬度 為全臺首家生質能綠電憑證供給者
台糖公司為改善養豬環境，積極發展沼氣發電以提升豬糞尿的資源利用，更投入再生能

源憑證市場，成為全臺唯一擁有兩座生質能類別的再生能源憑證養豬電力案場，並已累計產
出 100 張憑證，相當於 10萬度發電量。未來台糖仍會持續投入沼氣發電及綠電憑證的市場，
以協助舒緩臺灣產業端的綠電需求。(詳見全文 )

瞄準太陽能、儲能商機，電纜廠大亞斥百億布局再生能源
電線電纜廠大亞集團看準慮電商機砸重金布局，是台灣唯一投資再生能源與儲能的電纜

集團，未來在能源布局方面，將從電線電纜本業出發，針對能源生產、傳輸、儲能系統與能
源轉換，多角化經營四大面向，同時也積極投入汽電共生、太陽能電廠與電化學儲能系統等
產業。(詳見全文 )

田死新生？汙染農地種太陽能，政府將每公頃補助 40 萬
環保署為吸引汙染農地地主與太陽光電業者合力「種電」，也祭出每公頃 40 萬元補助，

預計明年就會出現示範型案場。(詳見全文 )

風電大國丹麥進攻氫能，砸大錢廣設電解製氫廠
丹麥是第一個提出再生能源計畫的國家，其希望在 2050 年前脫離化石燃料，並能 100% 

倚靠再生能源，並希望利用再生能源電力製造氫氣用來替代車輛及工業用的化石燃料。( 詳
見全文 )

能源轉型 荷蘭 5年力拚氫經濟
面對氣候變遷及巴黎公約等氣候協約的規範，荷蘭拋出了更積極的氣候政策力求能源轉

型。氫氣近年成為永續能源的發展項目，除了氫的存量充足外，氫的儲存、運輸與天然氣類
似，學者、企業正在研究，在進入「no gas」時代後，現有的天然氣管道有機會用來直接傳
輸氫氣，成為新一代的能源代表。(詳見全文 )

用鐵鎳取代昂貴白金製氫催化劑，澳洲電解水能源效率更高達 83.7%
UNSW Sydney 化學教授 Chuan Zhao 帶領的團隊以便宜的鎳 -鐵氧化物取代電解水產生

氫的昂貴催化劑釕、白金和銥等，Zhao 表示，鎳鐵氧化物催化劑存有微小的奈米級接面，
能進一步加速水分解產生氫與氧的過程，與過去的水分解技術相比，所需能量較少，另外也
能應用在製氧。(詳見全文 )

挪威 Equinor 決議進行 88 百萬瓦浮式基礎離岸風能計畫
挪威國營石油公司轉型而成的平挪（Equinor）積極拋棄過往傳統能源色彩，挑戰當前還

屬於產業未成熟領域的浮式基礎離岸風能，將斥資 50 億挪威克朗（新台幣 167.6 億元），
在挪威所屬的北海海域進行 11 風機、88 百萬瓦浮式基礎離岸風能計畫，確保平挪繼續是
浮式基礎離岸風能計畫的全球先鋒。(詳見全文 )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96033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8391
https://technews.tw/2020/01/14/taya-solar-renewable-energy/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7930-Polluting-farmland-to-produce-solar-energy-the-government-will-subsidize
https://technews.tw/2019/12/27/denmark-green-hydrogen/
https://technews.tw/2019/12/27/denmark-green-hydrogen/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9554/4104287
https://technews.tw/2019/12/18/new-water-splitting-process/
https://technews.tw/2019/10/21/equinor-gives-nod-to-88mw-floating-wind-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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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廠夜間並非無用，英國發現竟可用來提高電網穩定性
最近英國太陽能開發商 Lightsource BP 研究，只需要花少少的錢調適系統，太陽能場

就能在短短兩秒內平衡電網供電。該公司最近在東薩塞克斯郡的太陽能電廠進行實驗，在晚
間時透過太陽能廠調整電網電壓波動，以行動證明太陽能電廠的功用不限於日間發電。

在太陽能系統中，太陽能逆變器主要負責將直流電轉換成交流電，也是重要的智慧接口，
而 Lightsource BP 則運用逆變器在晚上幫助穩定電網起伏，英國衛報報導指出，未來英國
將能藉此省下 4 億英鎊的電網翻新或建造新電廠成本，並增加 4GW 的發電容量。(詳見全
文 )

太陽能大突破！產生太陽表面四分之一高溫 能煉鋼
潔淨能源公司 Heliogen 於 19 日宣布，該公司利用人工智慧和鏡場反射極多的陽光，能

產生攝氏 1000 度以上超高溫，如同創造了一個太陽爐，高溫相當於太陽表面的四分之一。
這項突破意味著，集中的太陽能產生的極高溫，首度能用於製造水泥、鋼鐵、玻璃和其

他需要高溫的產業。(詳見全文 )

全球電動車惡夢 WSJ：電池關鍵原料「硫酸鎳」恐鬧短缺
《華爾街日報》報導，硫酸鎳是生產電動車電池的關鍵原料，但鎳礦卻僅在全球少數地

方開採，且是政治敏感或開採不易的地區，例如俄羅斯或加拿大東北部地區，而且全球開採
的 70% 鎳礦用於製造不銹鋼，僅少部份用於生產硫酸鎳。

今年以來鎳價已大漲70%，一度衝高至1.8萬美元，主要因世界最大鎳礦開採國印尼宣佈，
從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印尼將停止鎳礦出口，早於貿易商預期。(詳見全文 )

科學家用「冷」發電，可望與太陽能互補
根據 Digital Trends 報導，科學家們採用平價熱傳導發電裝置，在沒有主動熱輸入的情

況下，能夠利用寒冷來發電。這個發電過程稱為輻射天空冷卻（radiative sky cooling）
技術，可以產生足夠電力為 LED 燈供電，與使用太陽能板發電的技術類似，差別只在於：
發電的動力並非是太陽，而是來自於夜間溫度變化。(詳見全文 )

《友會訊息》

中國工程師學會

中工會舉辦 109 年度表揚產學合作績優單位選拔活動，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詳情請點此 )

中工會徵求推薦 109 年「傑出工程教授獎」、「傑出工程師獎」、「優秀青年工程師獎」
候選人，相關訊息請點選以下連結。

傑出工程教授獎  
傑出工程師獎 
優秀青年工程師獎
109 年度獎項參選資料電子檔上傳

https://technews.tw/2019/11/26/solar-farms-smooth-voltage-fluctuations/
https://technews.tw/2019/11/26/solar-farms-smooth-voltage-fluctuations/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4175810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32455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7565-radiative-sky-cooling-electricity-cold-solar-energy
http://www.cie.org.tw/Awards/AwardsDetail?cas_id=27
http://www.cie.org.tw/Awards/AwardsDetail?cas_id=8
http://www.cie.org.tw/Awards/AwardsDetail?cas_id=9
http://www.cie.org.tw/Awards/AwardsDetail?cas_id=12
http://www.cie.org.tw/Awards/AwardsDetail?cas_id=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