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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第一部份：科技計畫成果績效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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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列重點與比重評量：
1.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20%)
2.已獲得之主要成就與成果(outputs) 滿意度 (30%)
3.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outcomes/impacts)(30%)
4.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 (10%)(Bonus)
5.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15%)
6.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5%)

壹、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20%)
請問本計畫之執行是否符合原計畫之目標？
請問本計畫之執行是否符合原計畫之目標？程度為何？
程度為何？若
有差異，
有差異，其重點為何？
其重點為何？
委員一：本計劃目的在於建置標準、檢測能力、提供驗證平台服務等事項，查本年度(101)
各分向領域共已建置 22 份標準，取得 6 家認證、提供 104 案之技術服務，上述
成果符合計畫目標。。
委員二：執行結果符核原計畫目標，部份項目成果超出預期。
委員三：符合原計畫目標。
委員四：1.量化指標部分與原計畫目標符合達成預期
2.質化部分亦符合原定目標，建議加強整體論述以彰顯計畫執行績效。
委員五：各項計畫在國家標準草案研擬、實驗室建置及認證、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會議及
辦理相關研討會等，均達到原訂之計畫目標。
委員六：本計畫符合原目標。
委員七：均有達到初期預期。
委員八：1.提昇檢測技術及能力。
2.提供檢測技術服務。
3.購置植物性替代燃料檢測設備。

評等(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委員一：8:良
委員二：9:優
委員三：8:良
委員四：9:優
委員五：9:優
委員六：9:優
委員七：9:優
委員八：8:良
平均評等：8.63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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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已獲得之主要成就(重大突破
已獲得之主要成就 重大突破)與成果滿意度
重大突破 與成果滿意度(30%)
與成果滿意度
計畫執行後其達成之重要成果為何？
計畫執行後其達成之重要成果為何？與原列之 KPI 與成果績
效預期成效是否一致？
效預期成效是否一致？若有差異，
若有差異，有無說明？
有無說明？其說明是否合理
並予採計？
並予採計？
委員一：本計劃之執行建置了國內相關能源產業之檢測能量及提供產品驗證平台，對於
提昇國內廠商競爭能力以及幫助產品得已與國際接軌等事項應有助益。
委員二：1.推出數項國家標準建立。
2.完成驗證實驗室檢測平台。
3.著重於炫光與光生物等檢測重點。
委員三：建立國際認可之檢測能量。
委員四：執行結果中 LED 趙明光生物安全檢測技術能量，取得 TAF 認證，
LED 照明安規實驗室取得 IECEE 之 CBTL 認可實驗室資格，LED 照明性能實
驗室取得美國 Energy star LM80-80 認證。此項之推進對於協助我國廠商加速對
外銷售，提升國際競爭力。
委員五：所建置之測試能量均以服務產業，協助廠商國際市場競爭力之提升。
委員六：KPI 與成果績效預期成效相符。
委員七：無意見。
委員八：1. 已建置生質柴油及生質酒精之檢測能力。
2. 提供生質能源產業檢測技術服務。
3. 建置生質柴油氧化穩定性測試設備。
評等(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委員一：8:良
委員二：9 優
委員三：8:良
委員四：9:優
委員五：8:良
委員六：8:良
委員七：9:優
委員八：8:良
平均評等：8.34: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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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 (30%)
請依計畫成果效益報告(第二部分
請依計畫成果效益報告 第二部分)中該計畫所具之各項成就有權重做評述
第二部分 中該計畫所具之各項成就有權重做評述
量，如報告中未列權重者，
本計
如報告中未列權重者，請委員考量是否應建議權重，
請委員考量是否應建議權重，並加以評述 (本計
劃以標準研訂、
劃以標準研訂、檢測驗證平台為主，
檢測驗證平台為主，學術成就、
學術成就、創新、
創新、社會影響等權重可
降低)
降低
一、學術成就之評述(科技基礎研究
學術成就之評述 科技基礎研究)
科技基礎研究
委員一：1.量化成果評述：共計產出 LED 室外照明、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氫能與燃料電池等 9 篇論文，並培育新興能源科技標準檢測驗證人
才(2 位博士、7 位碩士)
2.質化成果評述：相關學術研究論文之成果，對於檢測技術之提升、標準之修
訂及業界技術提升可提供相當程度之幫助。
委員二：1.量化成果評述：101 年度發表 9 篇檢測技術之相關論文，有助於實質驗證平台
建制之自主性與完整性。
2.質化成果評述：本計畫目標以國家標準之建置為主 1 年 9 篇學術論文以數難
能可貴。
委員三：1.量化成果評述：有 2 篇論文和 5 份研究報告。
委員四：1.量化成果評述：完成論文 9 篇，碩博士生培育 9 位，符合預
期，研究報告 11 篇。
委員五：1.量化成果評述：論文發表數量達到原訂目標。
2.質化成果評述：本計劃非研究型計畫，無較突破性之學術創作。
委員六：1.量化成果評述：論文數量達成值超過目標值，顯示計畫執行成
果豐碩。
委員七： 2.質化成果評述：LED 部份: 螢光粉開發與高導熱基版開發之成
效不甚明確。前者須提供轉換效率(Mass Production)可行性與可靠度等資
訊。後者無 power LED 工作溫度測試數據。
P98 刪除 “擬”
Line2 from bottom
委員八：1.量化成果評述：論文數量達成值超過目標值，顯示計畫執行成果豐碩。
(1)研究團隊養成
(2)形成教材
2.質化成果評述：
(1)植物性替代燃料檢測標準之建立
(2)相關性與資料庫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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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等(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委員一：7:可
委員二：8:良
委員三：8:良
委員四：9:優
委員五：9:優
委員六：9:優
委員七：9:優
委員八：8:良
平均評等：8.38 優

二、技術創新成就之評述(科技整合創新
技術創新成就之評述 科技整合創新)
科技整合創新
委員一：1.量化成果評述：共完成 11 份研究&技術報告，對於 HV LED lamp 依現行標準
實施檢測之適用性進行分析，並對 LED 照明產品(光生物安全)之檢測能力比
對提出分析報告，另外並建立熱平衡式空調機之檢測技術，以更精確的量測出
空調機之性能。
2.質化成果評述：有助於國內 LED、冷凍空調等檢測技術之提升，
協助相關業者提升產品製造的技術。
委員二：1.量化成果評述：技術報告 31 份，技術活動 16 場，技術服務案
416 案，成果豐碩。
2.質化成果評述：就 LED 照明質化成果部份，建議持續加強眩
光與光生物安全(尤其藍光部分)以完整國內相關產業之技術能量。
委員三：無意見。
委員四：1.量化成果評述：完成國家標準草案 22 份，其中 15 份已公佈為
國家標準。完成研討會(座談會)42 場次。
委員五：2.質化成果評述：可加強化成果之說明。
委員六：2.質化成果評述：本計畫主要在標準、檢測與驗證能力方面之建
立，不涉及技術創新。
委員七：無意見。
委員八：1.量化成果評述：
(1)購置生質柴油之冷濾點、重金屬蒸餾性、脂肪酸甲酯含量及
氧化穩定性之測試設備。
(2)彙編檢測手冊作為技術訓練之教材。
2.質化成果評述：研究分析植物性替代燃料調查或國際標準所規
定檢測項目並撰寫標準作業程序。
評等(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委員一：8:良
委員二：9:優
委員三：8:良
委員四：8:良
委員五：8:良
委員六：7: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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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七：8:良
委員八：9:優
平均評等：8.13:良

三、經濟效益之評述(產業經濟發展
經濟效益之評述 產業經濟發展)
產業經濟發展
委員一：1.量化成果評述：目前已推動相關產業檢測技術服務平台，並提供業界之檢測
驗證技術服務共 105 案，有效協助相關產業之技術提升。
2.質化成果評述：提供檢測驗證技術之服務，可促進業界生產可符合驗證要求
之產品及提昇產品品質，並增加產品於國際間之競爭力。
委員二：1.量化成果評述：創新產業模式 2 個，檢測技術 7 案，實驗室認證 10 件合作研
究 15 案等成果極為顯著。
2.質化成果評述：建議在加強推廣技術訓練與認證方面針對產業需求項目持續
強化，例如眩光生物安全等。
委員三：1.量化成果評述：本計劃之能量已經在為學界之測試服務
委員四：1.量化成果評述：完成實驗室認證取得資格，對後續國際性產業發展具優勢地
位可提升國際競爭力。
委員五：1.量化成果評述：對於本計畫協物產業，實驗室取得國際或提升檢測能量方面，
可增加說明突顯計畫績效。
委員六：1.量化成果評述：技術服務 416 件，超出目標 235 件，較預估成果成長近 2 倍，
成果豐碩。
委員七：1.量化成果評述：P.11 與學界合作案放在經濟效益似乎牽強。
P.51 提供之服務案收入？
2.質化成果評述：P97
3.經濟效益與社會影響內容一樣。
委員八：1.量化成果評述：植物性替代燃料技術服務 8 件，40 項。
2.質化成果評述：著手申請植物性替代燃料 TAF 實驗室認證準備工作。
評等(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委員一：8:良
委員二：10:極優
委員三：8:良
委員四：9:優
委員五：9:優
委員六：8:良
委員七：9:優
委員八：7:可
平均評等：8.50: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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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影響之評述(民生社會發展
社會影響之評述 民生社會發展、
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環境安全永續
委員一：1.量化成果評述：該計畫主要提供節約能約、再生能源及前瞻能
源之檢測驗證服務，提供了 LED、冷凍空調、燃料電池之檢測
驗證，可協助產業發展。
2.質化成果評述：該計畫著重於能源技術之研究發展，對於節能
省碳之政策目標以及環境之永續發展有助益。
委員二：1.量化成果評述：推動桌上燈具，戶外台街燈性能檢測標準等，
整合國內外能量，統合驗證方式。
2.質化成果評述：提供維護良好的照明光原品質，光照環境等，
有助國人生活品質提升。
委員三：2.質化成果評述：本工作對社會民間器具之使用有關。
委員四：無意見。
委員五：無意見。
委員六：2.質化成果評述：建立產品安全檢測能力，有助於保障民眾安全。
委員七：無意見。
委員八：1.量化成果評述：建立植物性替代燃料子項產品檢測。
2.質化成果評述：建置產品驗證平台，確保國內使用之植物性替
代能源產品品質性能及安全。
評等(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委員一：7:可
委員二：10 極優
委員三：8:良
委員四：8:良
委員五：8:良
委員六：8:良
委員七：9:優
委員八：8:良
平均評等：8.25:良

五、非研究類成就(人才培育
非研究類成就 人才培育、
人才培育、法規制度、
法規制度、國際合作、
國際合作、推動輔導)
推動輔導
委員一：1.量化成果評述：該計劃建置 22 份標準，並協助培育碩、博士
人才，投入標準檢測驗證領域。另透過建立之驗證平台，可
協助廠商取得國外之認證
2.質化成果評述：透過驗證平台協助廠商節省測試成本，以增進
產品之競爭力。
委員二：1.量化成果評述：持續推動國家驗證標準制度的建立，完整化驗
證標準。
委員三：2.質化成果評述：本計劃之核心即為訂定國際標準
委員四：1.量化成果評述：養成 7 組研究團隊，對計畫後續執行推動有正
面積極意義，值得肯定。
委員五：1.量化成果評述：本計劃在國際標準與 CNS 之調合方面，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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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說明。
委員六：2.質化成果評述：計畫產生相關標準草案，可作為國家標準制定
之參考，進而行程法規執行之依據，成果優良。
委員七：無意見。
委員八：1.量化成果評述：培育植物性替代燃料碩士乙名。
2.質化成果評述：參與 ASTM 生質柴油能力比對試驗，增加與
各國機構交流機會。
評等(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委員一：8:良
委員二：9:優
委員三：8:良
委員四：9:優
委員五：8:良
委員六：8:良
委員七：9:優
委員八：6 尚可
平均評等：8.13:良

六、其它效益之評述(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其它效益之評述 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計畫執行後除既定之成果效益外，
計畫執行後除既定之成果效益外，有無非直接之其它成果？
有無非直接之其它成果？若有請重點摘
錄。
委員一：1.協助修訂 3675-40 之標準，與國際標準(IEC)同步調和，協助
產業導入新，幫助產品與國際接軌。
2.協助產業提升技術、協助國內廠商爭取國外商機。
委員二：1.量化成果評述：持續推動國家驗證標準制度的建立，完整化驗
證標準。
委員三：1. 建立一件室內照明炫光標準。
委員四：無意見
委員五：無意見。
委員六：質化成果評述:本計畫包含中心實驗室之建立，有助於作為國內各實驗室比對之
基準，對於提升國內實驗室之檢測能力。
委員七：無意見。
委員八：1.量化成果評述：參與 ASTM 生質柴油能力比對試驗
2.質化成果評述：提昇生質能源產品專業實驗室之檢測技術。
評等(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委員一：9:優
委員二：9:優
委員三：8:良
委員四：9: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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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五：8:良
委員六：8:良
委員七：9:優
委員八：8:良
平均評等：8.50:良

肆、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 (10%)
委員一：與相關計畫之配合尚屬一致。
委員二：1.各分項計畫間之關連性、共通性可再加以思考。
2.各分項計畫內之合作計畫配合程度高。
委員三：無意見。
委員四：無意見。
委員五：無意見。
委員六：與經濟部綠色能源產業續升方案政策中相關率能科技計畫相呼應，分工而不重
疊。
委員七：無意見。
委員八：配合能源局 2010 年全面實施化石柴油添加 2﹪生質柴油（B2）及 2011 全面供
應添加 3﹪生質酒精汽油(E3)推動計畫。
評等(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委員一：7:可
委員二：8:良
委員三：8:良
委員四：6 尚可
委員五：8:良
委員六：8:良
委員七：9:優
委員八：9:優
平均評等：7.88:可

伍、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 (15%)
本計畫執行之經費、
本計畫執行之經費、人力與工作匹配，
人力與工作匹配，與原計畫之規劃是否一
致，若有差異，
若有差異，其重點為何？
其重點為何？其說明是否能予接受？
其說明是否能予接受？
委員一：本計劃執行之經費、人力部分與原計畫之規劃內容尚屬一致。
委員二：執行成果與規劃一致。
委員三：運用妥善。
委員四：無意見。
委員五：無意見。
委員六：本計畫在人力、經費、資源有限之情況下，能維持成果殊為不易。
xviii

委員七：無意見。
委員八：本計畫(植物性替代燃料)共投入 4 位專業人員，人力配置妥適。
評等(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委員一：7:可
委員二：10:極優
委員三：8:良
委員四：9:優
委員五：9:優
委員六：8:良
委員七：10:極優
委員八：7:可
平均評等：8.50:良

陸、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 (5%)
本計畫之執行時間是否合適？
本計畫之執行時間是否合適？或太早？
或太早？太晚？
太晚？如何改進？
如何改進？
委員一：本計劃之執行時間符合業接之需求，後續之工作構想可在多朝國際間之認證合
作進行，提昇產業國際競爭力。
委員二：建議加入我國特殊之需求(如年度能源節省量)，並著重於眩光與光生物安全、
燈具穩定性等方向，以符產業與民生之需求。
委員三：合適。
委員四：本計劃執行時間合適，後續建議更加速執行，擴大規模以符世界潮流需求。
委員五：本計劃所建置之檢測能量，應有延續性之規劃，如對產業之服務等。
委員六：本計畫 4 年期間執行成果優良，執行時間合適。
委員七：無意見。
委員八：賡續完成檢測設備、教育訓練報告、SOP、研討會等均屬可行。

柒、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指標
本計畫有無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相關指標？
本計畫有無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相關指標？並對有該指標
且有差異或尚未考量該指標者提供建議或加以評述。
且有差異或尚未考量該指標者提供建議或加以評述。
委員一：無意見。
委員二：無意見。
委員三：無意見。
委員四：標準內容涉及多部會及產學研之相關資源投入之參考或影響力，目前協調機制
尚稱完整，宜持續運轉。
委員五：無意見。
委員六：無意見。
委員七：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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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八：無意見。

捌、本計畫之智財產生可能性評估
本計畫有無產出專利或著技術移轉之潛力？
本計畫有無產出專利或著技術移轉之潛力？該項技術為何？
該項技術為何？
是否有其他計畫產出之技術可與本計畫技術搭配整合？
是否有其他計畫產出之技術可與本計畫技術搭配整合？
委員一：無意見。
委員二：本計畫以驗證技術發展為主，應以公開服務為主，較不適合轉為專利或技術移
轉，以致限制使用之流通性。
委員三：本計畫為建立標準，智財並非目的。
委員四：無意見。
委員五：無意見。
委員六：本計畫之成果不涉及專利。
委員七：未見有財智之可能性。
委員八：協助或輔導中油、台塑等公司建置檢測設備及能力。

玖、綜合意見
委員一：無意見。
委員二：本計畫執行良好，成果績效著注，建議持續推廣所發展之技術，如加強眩光、
藍光、穩定性等驗證技術，並加強建立量測儀器之間機差比對技術等。
委員三：本計劃之言對象對我國在能源科技之應用上有重要意義，關於台灣之範圍甚廣，
在有限之人力、經費與設備限制下，宜集中在功能檢驗安全性、可靠性，等方
面之測試，而減少在學術面之研究。
委員四：無意見。
委員五：1.建議以中心實驗室角色服務產業，尤其對產業既實驗室之服務，應給予加強
說明。
2.中心實驗室矮國家之施政，建議應有延續性之規劃。
3.建議加強參與國際標準制定之國際會議，已掌握國際趨勢之發
展。
委員六：由於本計畫與依班強調量化效益計畫不同，因此建議強化質化效益之論述，以
突顯本計畫之價值。
委員七：1.執行進度符合預期
2.太學術及無實質幫助的研究報告不適宜放入報告。
委員八：1.2010 年已全面實施化石柴油添加 2﹪生質柴油（B2）及 2011
全面供應添加 3﹪生質酒精汽油(E3)。至 101 年第四季止已提
供 15 件 43 項檢測工作，仍有強化民間業者進行檢測之需求。
2.針對已提供 15 件 43 項檢測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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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總體績效評量(高者為優
總體績效評量 高者為優)：
高者為優 ：
百 分
比(%)

評估項目

壹、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
20
程度

貳、已獲得之主要成就(重大突破)
30
與成果滿意度

叁、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
30
貢獻度

肆、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Bonus) 10

伍、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 15

陸、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 5
分數總計

委員評分
委員一 16
委員二 18
委員三 18
委員四 18
委員一 24
委員二 27
委員三 27
委員四 26
委員一 24
委員二 28
委員三 28
委員四 17
委員一 7
委員二 8
委員三 8
委員四 6
委員一 11
委員二 15
委員三 12
委員四 14
委員一 4
委員二 4
委員三 4
委員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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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五 18
委員六 18
委員七 20
委員八 18
委員五 24
委員六 24
委員七 28
委員八 24
委員五 26
委員六 24
委員七 28
委員八 24
委員五 6
委員六 8
委員七 9
委員八 8
委員五 12
委員六 12
委員七 14
委員八 12
委員五 4
委員六 4
委員七 3
委員八 4

平均評分

18

25.5

24.88

7.5

12.75

3.88

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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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績效評等
評等(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委員一：8:良
委員二：8:良
委員三：8:良
委員四：9:優
委員五：9:優
委員六：9:優
委員七：9:優
委員八：8:良
平均評等：8.50: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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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政府科技計畫績效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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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執行摘要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自 98 年起執行「建置節約能源、再生能源與前瞻能源產
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與驗證平台」計畫係依據 96 年「行政院科技策略會議」
結論辦理，計畫內容主要對於新興能源科技產品建立完整標準檢測驗證平台，
並區分為節約能源、再生能源及前瞻能源等 3 個分項。節約能源分項包括 LED
室內外照明系統和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再生能源分項包括太陽光電系統、風
力發電系統及植物性替代燃料等；前瞻能源則為氫能與燃料電池系統，研究計
畫架構如下圖：
建置節約能源、
建置節約能源、再生能源與前瞻能源產業產品標準、
再生能源與前瞻能源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與驗證平台

分項 1

分項 2

分項 3

節約能源產業產
品標準、檢測技
術與驗證平台

再生能源產業產
品標準、檢測技
術與驗證平台

前瞻能源產業產
品標準、檢測技術
與驗證平台

氫能與燃料
電池系統

植物性替代
燃料

風力發電系
統

太陽光電系
統

冷凍空調與
新興冷媒

室內外
LED
照明系統

四年執行成果：
（一） LED 室內外照明系統:制訂 LED 燈具相關國家標準與草案，完成建置
3M 積分球測試系統 、配光曲線儀、光生物安全測試系統等測試設
備，量測 LED 路燈及燈具光源光度特性量測(光譜圖、色度座標、相
關色溫、色溫值、色純度、峰值波長、主波長、演色性指數、全光通
量)等性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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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制訂與修訂冷凍空調產品國家標準與草案，完
成建置天然冷媒 R600a 冰箱及壓縮機測試系統、71kW 空調機性能檢
測設備、平衡式空調機測試系統、熱泵熱水器性能測試系統等測試設
備，檢測 71kW 以下冷凍空調與熱泵熱水器性能，配合本局應施檢驗
業務推動。
（三）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制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與模組相關國家標準與草
案，並完成太陽光電模擬器及 I-V 曲線量測系統、太陽光電模組標準
及性能檢測設備 、太陽光電基準電池校正設備、太陽能電池光譜響
應量測系統等測試設備，檢測太陽光電模組安全與性能。
（四） 中小型風力發電系統：制訂中小型風力機相關國家標準與草案，並完
成垂直軸風力機國家標準，並推動兩岸垂直軸風力機共通標準，於台
南七股、澎湖澎科大建置標準測試風場，測試中小型風力發電機耐久
試驗、性能試驗及噪音試驗等測試，另完成建置變流器性能測試設
備，滿足相關零產品檢測需求。
（五） 植物性替代燃料：制訂生質柴油相關國家標準與草案，並完成生質柴
油氧化穩定測試儀、酒精酸鹼度測試儀等設備，測試生質柴油酸鹼值
與性能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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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氫能與燃料電池系統：制訂氫能與燃料電池相關國家標準與草案，並
完成燃料電池模組、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測試設備及低壓儲氫罐測試設
備，測試燃料電池安全與性能等測試。
以上為本計畫四年初步成果，將持續提供業者檢測驗證服務，並將持續
視產業需求建置相關檢測能量與產品驗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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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1 年度各子項計畫
年度各子項計畫工作項目如下
各子項計畫工作項目如下：
工作項目如下：
一、LED 室內外照明工作內容包括：
1. 研擬室內 LED 照明眩光標準草案 1 份。
2. 產出 LED 二級照明標準件研究報告 1 份。
3. 產出 HV LED 與 CNS 15436 及相關之 LED 檢測方法適用性研究報
告 1 份。
4. 提出 LED driver 檢測能量之國外 CBTL 認證申請。
5. 產出熱導與導電複材之特性及量測技術研究報告 1 份 。
6. 產出 LED 用無機螢光粉之發光特性量測與分析研究報告 1 份。
7. 進行 LED 照明產品(光生物安全)比對試驗 1 次。
8. 發表檢測技術相關論文 2 篇。
9. 協助舉辦檢測技術相關研討會及科專成果發表活動 3 場。
10. 參與國際研討會、標準制定會議、技術訓練活動或參訪資料蒐集 3
場。
11. 提供 LED 照明測試及驗證服務 15 件。
12. 辦理 LED 國家標準草案試審會。
二、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工作內容包括：
1. 協助建置熱平衡式空調機測試系統。
2. 修訂 CNS 3765-40 電熱泵、空氣調節機及除濕機產品的安全標準草
案 1 份。
3. 進行冷凍空調產品能力比對試驗 1 次。
4. 發表檢測技術相關論文 1 篇。
5. 協助舉辦檢測技術相關研討會活動 1 場。
6. 參與國際研討會、標準制定會議、技術訓練活動或參訪資料蒐集 2
場。
7. 提供冷凍空調產品測試及驗證服務 1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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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辦理冷凍空調國家標準草案試審會 1 場。
9. 提出熱泵熱水器檢測實驗室認證。
三、太陽光電系統工作內容包括：
1. 研擬 3 份太陽光電國家標準草案。
2. 參與國際太陽光電標準會議及相關活動 3 場。
3. 辦理太陽光電檢測技術人員訓練 1 場。
4. 發表太陽光電檢測技術相關論文 1 篇。
5. 舉辦太陽光電檢測技術相關研討會 1 場。
6. 提供太陽光電產品校正、檢測與驗證服務 20 案。
7. 舉辦太陽光電模組檢測能力比對試驗 1 場。
四、中小型風力發電系統工作內容包括：
1 研擬完成 7 份中小型風力發電國家標準草案。
2.完成風力機系統檢測技術、風力機系統戶外耐久性測試技術及風光能
互補發電系統性能測試技術。
3.參與國際風力發電相關會議。
4.蒐集國外小型風機驗證的機制與程序。
5.完成風力機與75kVA變流器實驗室申請與評鑑。
6.研究小型風機電力品質測試技術以及相關的測試設備規範。
五、植物性替代燃料工作內容包括：
1. 生質柴油檢測平台之建立(4/4) 。
2. 建置植物性替代燃料專業實驗室。
3. 提供國內廠商植物性替代燃料品質檢測服務及輔導。
4. 調查國內植物性替代燃料檢測資源。
5. 辦理人員檢測能力及相關教育訓練。
6. 辦理檢測技術一致性會議。
7. 參與國際能力比對試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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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氫能與燃料電池工作內容包括：
1. 研擬 5 份氫能與燃料電池國家標準草案。
2. 辦理燃料電池檢測人員的教育訓練。
3. 協助國內業者參與 ISO 或 IEC 國際標準組織活動，蒐集國際間最新
國際標準發展資訊。
4. 建立能源科技產品驗證制度及平台。
5. 參與國際組織和標準組織活動 。
6. 建置實驗室檢測能量和認證取得。
7. 辦理實驗室間能力比對試驗 。
8. 辦理研討會促進資訊交流 。
9. 提供檢測驗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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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的重要產出如下：
計畫的重要產出如下：
一、論文
本研究計畫發表的論文，98 年 7 篇、99 年 6 篇、100 年 7 篇、101 年 9 篇，
如下表所示：
表 1、98~101 年度節約、再生、前瞻能源標準檢測驗驗證平台論文產出表
分項

名稱(中文/英文)

論文出處

98 年度(
年度(共 7 篇)
LED 室內外照明

發光二極體燈具配光曲線特 2009 綠色科技工程與應用研討
性與發光效率探討
會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可燃性冷媒 R-600a 冰箱之安 國內冷凍空調與能源科技雜誌
全測試標準與技術分析

太陽光電

日本太陽光電模組驗證制度
及檢測標準探討

台電工程月刊
量測資訊雙月刊第 128 期

風力發電

金屬中心協助推動風力發電
CNS 國家標準與七股中小風
機測試平台現況說明

風力發電

中小風力機檢測標準與測試 2009 年綠色科技工程與應用研
平台建置技術
討會

氫能與燃料電池

我國氫能燃料電池技術標準 四屆全國氫能與燃料電池學術
發展與推動建議
研討會

植物性替代燃料

生質燃料產品驗證與規範

2009 年管理系統與論文發表會

99 年度(
年度(共 6 篇)
LED 室內外照明

二極體道路照明燈具光分佈 2010 年綠色科技工程與應用研
特性探討與分析
討會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VRF 多聯式空調機產品進行
檢測技術

冷凍空調與能源雜誌

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二級標準太陽電池
校正技術

台電工程月刊

風力發電

中小型風力發電系統電力調
節器標準檢測技術之探討

電機月刊

氫能與燃料電池

質子交換膜電極組加速老化 台日校奈米與先進材料交流研
與常規老化之比對研究
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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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性替代燃料

生質燃料品質標準與檢驗方
法之探討

標準檢驗雜誌

100 年度(
年度(共 7 篇)
LED 室內外照明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發光二極體路燈二次光學透 2011 GTEA 綠色科技工程與應用
鏡之研究

研討會

空氣源熱泵熱水器性能檢測 冷凍空調與能源科技雜誌，2012
技術之研究
年 2 月號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the

第十屆國際能源署熱泵國際會
議

performance of a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moderate-temperature
air-source heat pump with
large
temperature-difference
across condenser

太陽光電

非聚光型太陽光電模組檢測 32 屆電力工程研討會
技術與標準制定現況

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故障診斷可行性評 第三十二屆電力工程研討會
估研究

氫能與燃料電池

The Determination of
台日奈米科學雙邊會議
Catalyst Activity for
Polymer Electrolyte Fuel
Cells

氫能與燃料電池

氟系與非氟系高分子電解質 2012 高分子年會
燃料電池質子傳導度之比較

101 年度(共 9 篇)
LED 室內外照明

「光生物安全的量測技術與 2012 GTEA 綠色科技工程與應用
研究」
」
研討會

LED 室內外照明

「實驗室能力試驗比對之研 2012 GTEA 綠色科技工程與應用
究」
研討會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a
high-temperature
10th International Energy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air-source heat pump water Agency HEAT PUMP Conference
heater with large
2011
temperature-difference
across conde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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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熱平衡空調機性能檢測標準 空調產品節能與檢測技術研討
與技術研究
會
「Using Various Pulse
Durations and Reference

太陽光電

Cells on Long-Pulse Solar IEEE Spring World Congress on
Simulator for CIGS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Thin-Film PV Modul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s」
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

「國內外小型風機測試標準
與認證機制的發展現況」

小型風機應用於建築環境下 台灣風能協會會員大會暨學術
的相關研究

研討會

綠色科技工程與應用研討會
中小風力機噪音量測標準與
(GTEA)暨綠色能源與冷凍空調
測試技術
學術研討會(GERA)
「An Electrochemical
Approach for Estimation of

氫能與燃料電池

台電工程月刊

Intrinsic Active Area and
Activation of Pt/C
nano-catalysts」

計畫來源：本研究

xxxiii

「Journal of the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

二、人才培育
人才培育
本研究計畫與學校合作進行研究計畫，深植新興能源科技標準檢測驗證人才，
鼓勵碩博士參與培養能力，共計 25 位，經歷如下表 2 所示
表 2、98~101 年度節約、再生、前瞻能源標準檢測驗驗證平台培育碩博士列表
分項

姓名

碩/博士 就讀學校

98 年度
LED 室內外照明

蕭弘昌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

LED 室內外照明

謝政宏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陳茁越

碩士

台北科技大學

風力發電

黃聰文

博士

成功大學

風力發電

陳鍾賢

博士

彰化師範大學

植物性替代燃料

謝翰璋

博士

台灣大學

99 年度
冷凍空調

王姵懿

碩士

台灣科技大學

太陽光電

林俊宏

博士

台灣科技大學

太陽光電

楊政晁

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

100 年度
LED 室內外照明

劉瑋瑋

碩士

中央大學

LED 室內外照明

張育譽

碩士

中央大學

LED 室內外照明

林辰峰

碩士

中央大學

LED 室內外照明

江重致

博士

中央大學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麥朕維

碩士

台北科技大學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陳雅玫

碩士

台北科技大學

氫能與燃料電池

蔡寶勳

碩士

台北科技大學

101 年度
LED 室內外照明

王柏彬

博士

高雄應大

LED 室內外照明

鄭智元

博士

中央大學

LED 室內外照明

林辰峰

碩士

中央大學
xxxiv

LED 室內外照明

李冠宏

碩士

中央大學

LED 室內外照明

林敬富

碩士

交通大學

LED 室內外照明

黃冠賓

碩士

交通大學

LED 室內外照明

宋冠達

碩士

交通大學

LED 室內外照明

曾心如

碩士

交通大學

風力發電

高贊修

碩士

澎湖科技大學

計畫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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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
研究&技術報告
表 3、98 年~101 年度節約、再生、前瞻能源標準檢測驗驗證平台研究報告列表
分項

98 年度
LED 室內外照明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
氫能與燃料電池

「LED 照明燈具配光特性測試報告」
「71kW 級節能空調產品測試系統規劃技術報告」
「可燃性冷媒 R600a 冰箱測試報告」
「可燃性冷媒 R600a 壓縮機測試報告」
「太陽光電模組實驗設計分析」
「太陽光電模組加速老化因子之研究」
「太陽光電模組加速試驗分析」
「150kW 以下戶外風力機系統之功率、安全、噪音及耐久測試報告」
「完成 50W、1kW 及 3kW 燃料電池測試報告共 2 份。」

99 年度
LED 室內外照明
LED 室內外照明
LED 室內外照明
LED 室內外照明
LED 室內外照明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太陽光電
植物性替代燃料
氫能與燃料電池

「LED 燈具光生物安全性(IEC62471)測試實驗室籌建規劃報告」
「LED 燈具演色性、色溫、光強度測試報告」
「LED 燈具驅動電源供應器安全測試報告」
「71kW 空調機測試報告」
「以配光系統針對發光二極體燈具量測不確定度分析技術報告」
「VRF 多聯式空調機產品檢測技術報告」
「太陽光電模組安全及性能檢測程序」
「植物性替代燃料相關性質之檢測程序」
「燃料電池不確定度評估報告」

100 年度
LED 室內外照明
LED 室內外照明
LED 室內外照明
LED 室內外照明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
氫能與燃料電池

「LED 照明眩光檢測技術研究報告」
「LED 照明標準國內外現況研究報告」
「配光量測系統之光通量量測不確定度影響參數分析報告」
「積分球量測系統之 4π 與 2π 量測模式影響參數分析報告」
「熱泵熱水器檢測技術研究報告」
「R600a 冰箱溫度量測點與性能關係之影響研究技術報告」
「建置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系統標準檢測驗證平台」
「小型風機驗證機制與程序報告」
「國內外儲能技術發展現況與未來方向」

101 年度
LED 室內外照明
LED 室內外照明
LED 室內外照明
LED 室內外照明
LED 室內外照明
LED 室內外照明

「HV LED lamp 與現行標準適用性研究報告-初稿」
「LED 用無機螢光粉之發光特性量測與分析研究報告」
「白光 LED 室內照明不舒適眩光之評價研究報告」
「導熱與導電複材之特性及量測技術期中研究報告」
「LED 二級照明標準件研究報告」
「LED 照明產品(光生物安全)能力比對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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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
氫能與燃料電池

「熱平衡式空調機檢測技術研究報告」
「電冰箱實驗室能力比對分析報告」
「建置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系統標準檢測驗證平台」
「小型風機驗證機制與程序報告」
「國內外儲能技術發展現況與未來方向」

計畫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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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標準草案
表 4、98~101 年度節約、再生、前瞻能源標準檢測驗驗證平台產出標準草案列表
分項

修制定標準及草案

修/制定標準來源

98 年度(
年度(共 8 項)
草案共 1 份
氫能與燃料電池 固定燃料電池動力系統 - 安全

IEC 62282-3-1

下列 7 份草案已公佈為國家標準
LED 室內外照明

發光二極體桌上燈具性能量測標 CNS 9122/CNS 9123
準草案
Energy
star
Program CNS 14335/CNS 15250/IEC 60598-1/
requirements for SSL luminaires

LED 戶外台階燈性能檢測標準草案 IEC 60598-1/CNS 14335/CNS15250/
Energy
star
Program
requirements for SSL Luminaries
氫能與燃料電池 燃料電池技術-第 2 部分~:燃料電 IEC 62282-2
池模塊
CNS 15468-2
LED 室內外照明

植物替代性燃料 生質柴油氧化穩定性加速氧化測
定法

CNS 15471

風力發電

風力機之噪音量測

IEC 61400-11

風力發電

聲功率位準及聲調值之聲明

IEC 61400-14

風力發電

風力機之電力性能量測標準中文
化

IEC 61400-12 -1

99 年度(
年度(共 18 項)
草案共 5 份
LED 室內外照明

LED 燈具驅動電源供應器安全測試
標準

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電力系統用變流器之安
全－第 2 部：逆變器之個別要求
Safety of power converters for
IEC62109-2（2008）
use in photovoltaic power
systems –Part 2:Particular
requirement for inverters

太陽光電

併網用變流器防止孤島效應之測
試程序
Test procedure of prevention
xxxviii

IEC61347-2-13

IEC62116 （2008-09）

measures for
utility-interconnected
photovoltaic inverters
氫能與燃料電池 氫氣安全
consideration for the safe of

ISO 15916:2004 Basic

hydrogen systems
氫能與燃料電池 氫氣偵測器

ISO 26142 hydrogen detector

下列 13 份草案已公佈為國家標準
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
氫能與燃料電池
氫能與燃料電池
氫能與燃料電池
氫能與燃料電池
氫能與燃料電池
植物替代性燃料
植物替代性燃料

光電伏打元件（第 1 部：光電伏打
電 流 ─ 電 壓 特 性 量 測 ）
Photovoltaic devices. Part 1：
Measurement of photovoltaic
current-voltage
characteristics
光電伏打元件（第 3 部：具光譜照
射光參考數據之陸上光電伏打（Ｐ
Ｖ）太陽元件量測原理）
Photovoltaic devices. Part 3：
Measurement principles for
terrestrial photovoltaic (PV)
solar devices with reference
spectral irradiance data
光電伏打元件（第 9 部：太陽模擬
器之性能要求）
Photovoltaic devices - Part 9:
Solar simulator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太陽光電系統用電源轉換器之安
全性 － 第 1 部：一般要求 Safety
of power converters for use in
photovoltaic
power
systems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風力機機械負載之量測
轉子葉片之全尺度結構測試
燃料電池技術-第 1 部
燃料電池技術 - 第 3-1 部：定置
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 - 安全
燃料電池技術 - 第 3-2 部
燃料電池技術-第 3-3 部
燃料電池技術 - 第 5-1 部
生質柴油－脂肪酸甲酯
石油及油脂衍生物—生質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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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904-1(2006)
CNS 13059-1

IEC 60904-3(2008)
CNS 13059-3

IEC 60904-9(2007)
CNS 13059-9

IEC62109-1（2008）
CNS 15426-1

IEC 61400-13
IEC 61400-23
CNS15468-1
CNS15468-3-1
CNS15468-3-2
CNS15468-3-3
CNS15468-5-1
CNS 15072
CNS 15470

多雙鍵(≧4)脂肪酸甲酯(PUFA)含
量氣相層析測定法

100 年度(
年度(共 21 項)
草案共16
草案共16份
16份
太陽光電

光電伏打元件第四部：基準太陽元
件-校正與追朔性建立程序
Thin-film
terrestrial
photovoltaic (PV) modules –
Design qualificationand type
approval
太陽光電
光電伏打元件：電流電壓特性量測
之 溫 度 與 照 度 修 正 程 序
Photovoltaic
devices
–
Procedures for temperature and
irradiance
corrections
to
measured I-V characteristics
風力發電
雷 擊 保 護
Wind turbine
generator systems –. Part 24:
Lightning protection
風力發電
符合性試驗與驗證 Development
of
a
new
standard
and
innovations in certification of
Wind Turbines.
風力發電
量測與評鑑風力發電併網之電力
品質特性 Wind turbines - Part
21: Measurement and assessment
of
power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grid
connected wind turbine
風力發電
離 岸 風 力 機 設 計 要 求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ss
風力發電
齒輪箱之設計與規範 2005 Wind
turbines -- Part 4: Design and
specification of gearboxes
氫能與燃料電池 第 6-100 部：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
統 — 安 全
Fuel cell
technologies - Part 6-100:
Micro fuel cell power systems –
Safety
氫能與燃料電池 第 6-200 部：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
統 — 性 能 測 試 方 法 Fuel cell
technologies - Part 6-200:
xl

IEC 61646

IEC 60891-1

IEC 61400-24

IEC 61400-22.

IEC 61400-21

IEC 61400-3

ISO81400-4

IEC 62282-6-100(2010/3)

IEC 62282-6-200(2007/11)

氫能與燃料電池

氫能與燃料電池

氫能與燃料電池

氫能與燃料電池

氫能與燃料電池

氫能與燃料電池

氫能與燃料電池

Micro fuel cell power systems Performance test methods
第 6-300 部：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
統—燃料匣之互換性 Fuel cell
technologies - Part 6-300:
Micro fuel cell power systems Fuel
cartridge
interchangeability
第 7-1 部：聚合物電解質燃料電池
(PEFC) 之 單 電 池 測 試 方 法 。
(2010/6)Fuel cell technologies
- Part 7-1: Single cell
testmethods
for
polymer
electrolyte fuel cell (PEFC)
電解製氫：第 1 部—工業和商業的
應用 Hydrogen generators using
water electrolysis process-Part
1: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使用燃料處理技術製氫：第 1 部—
安全 Hydrogen generators using
fuel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Part 1: Safety
使用燃料處理技術製氫：第 2 部—
性 能 測 試 方 法
Hydrogen
generators
using
fuel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 Part
2: Test methods for performance
氫燃料—生產規範：第 1 部—除質
子交換膜燃料電池之外道路車輛
的 所 有 應 用 Hydrogen fuel -Product specification -- Part
1: All applications except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PEM)
fuel cell for road vehicles
氫燃料—生產規範：第 2 部—質子
交換膜燃料電池於道路車輛的所
有應用 Hydrogen fuel -- Product
specification -- Part 2: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PEM) fuel
cellapplications
for
road
vehicles

IEC 62282-6-300(2009/11)

IEC 62282-7-1

ISO 22734-1

ISO 16110-1

ISO 16110-2

ISO 14687-1

ISO 14687-2

下列5
下列5份草案已公佈為國家標準
LED 室內外照明

Self-ballasted LED-lamps for CNS15436
general lighting services by
xli

voltage > 50 V - Safety
specifications
冷凍空調與新興 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產品的安全 CNS3765
冷媒
第 1 部：通則
冷凍空調與新興 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產品的安全
CNS3765-34
冷媒
太陽光電
光電伏打元件第七部：PV 光譜不匹 CNS 13059-7
配誤差之計算
Photovoltaic devices - Part 4:
Reference solar devices Procedures for establishing
calibration traceability
太陽光電
薄膜陸上太陽光電模組-設計確認 IEC 61646
和型式認可標準草案 Thin-film CNS 15115
terrestrial photovoltaic (PV)
modules
–
Design
qualificationand type approval

101 年度(
年度(共 20 項)
草案共 4 份
LED 室內外照明

室內 LED 照明炫光標準草案

CIE 117

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模組性能測試與能量額
IEC 61853-1
定－第 1 部：照射度與溫度性能量
測以及功率額定

氫能與燃料電池 液態氫-公路車輛用燃料罐

ISO 13985

氫能與燃料電池 氣態氫及含氫混合氣體 —公路車
輛用燃料罐

ISO 15869

下列 16 份草案已公佈為國家標準
冷凍空調

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產品的安全- CNS3765-40
第２部：電熱泵．空氣調節機及除
濕機的個別規定
Safety of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Part2: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electrical heat
pumps,air-conditioners and
dehumidifiers

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元件－第5部：利用開路 IEC 60904-5 (2011)
電 壓 法 決 定 光 電 等 效 電 池 溫 度 CNS 13059-5
Photovoltaic devices – Part 5:
xlii

Determination of the equivalent
cell

temperature

(ETC)

of

photovoltaic (PV) devices by
the open-circuit voltage method
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元件－第10部：線性量測 IEC 60904-10 (2009)
法

CNS 13059-10

Photovoltaic devices - Part 10:
Methods of linearity
measurement
太陽模組鹽霧試驗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用之二次電池

IEC 61701
CNS 15120

－一般要求與測試方法兩份標準

IEC61427

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系統－電力調節器－量
測效率之程序

CNS 15117

風力發電

風電廠監控通訊－原理敘述和模
式

IEC 61400-25-1

風力發電

風電廠監控通訊－資訊模式

IEC 61400-25-2

風力發電

風電廠監控通訊－資訊交換模式

IEC 61400-25-3

風力發電

風電廠監控通訊－資訊輪廓映射

IEC 61400-25-4

風力發電

風電廠監控通訊－符合性試驗

IEC 61400-25-5

風力發電

風電廠監控通訊－用於環境監測
之邏輯節點類及數據類

IEC 61400-25-6

風力發電

以時間為基礎之風力發電系統可
用性

IEC 61400-26-1

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

氫能與燃料電池 壓縮氫氣路面車輛加氫連接裝置
標準草案

ISO 17268

氫能與燃料電池 機場氫燃料加油設備之操作標準
草案

ISO 15594

氫能與燃料電池 氣態氫-加氫站標準草案

ISO 20100

計畫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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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座談會或研討會
座談會或研討會
各項產品標準檢測驗證座談會或研討會共計舉辦 42 場，如下所示：
表 5、98~101 年節約、再生、前瞻能源標準檢測驗驗證平台研討座談會列表
研討會&座談會

分項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總計

LED 室內外照明

3

3

4

3

13

冷凍空調

1

1

1

1

4

太陽光電

2

2

2

1

7

風力發電

2

3

2

2

9

植物性替代燃料

0

1

0

0

1

氫能與燃料電池

1

3

1

3

8

總計

9

13

10

10

42

計畫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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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度重要績效衡量指標總和
主要績效指標表（
）
主要績效指標表（B002）
計畫類別

績效指標

1

2

3

4

5

6

7

8

9

99

學術
研究

創新
前瞻

技術
發展
（開發）

系統發
展
（開發）

政策、法規、
制度、規範與
系統之規劃
（制訂）

研發環
境建構
（改善）

人才培
育（訓練）

研究計
畫管理

研究調
查

其他

A.論文

ˇ

B.研究團隊養成

ˇ

C.博碩士培育

ˇ

D.研究報告

ˇ

E.辦理學術活動

ˇ

K.規範/標準制訂

ˇ

L.促成廠商或產業團體投
資

ˇ

M.創新產業或模式建立

ˇ

O.共通/檢測技術服務

ˇ

Q.資訊服務

ˇ

S.技術服務

ˇ

T.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團體
合作研究

ˇ

xliv

表 6、98~101 年主要產出統計表
績效指標

學術成就

技術創新

節約能源產業產品標
再生能源產業產品標
前瞻能源產業產品標
準、檢測技術與驗證平台 準、檢測技術與驗證平台 準、檢測技術與驗證平台

合計

論文

11 篇

13 篇

5篇

29 篇

研究團隊養成

2組

4組

1組

7組

博碩士培育

18 名

6名

1名

25 名

研究報告

15 份

7份

學術活動
形成教材

19 場
8份

19 場
6份

7場

45 場
14 份

技術報告

16 份

11 份

4份

31 份

技術活動

13 場

3場

技術服務

222 案

163 案

創新產業或模式建立

1個

經濟效益 共通/檢測技術服務
促成與學術界或產業
團體合作研究
其他效益
規範/標準制訂

22 份

16 場
31 案

416 案

1個

2個

技術訓練 4 次
實驗室認證 4 件

技術訓練 3 次
實驗室認證 4 件

實驗室認證 2 件

技術訓練 7 次
實驗室認證 10 件

5案

6案

4案

15 案

國家標準 8 件

國家標準 36 件

國家標準 23 件

國家標準 6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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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費運用情形
總期程累計(98~101 年)：
表 7、98~101 年科專經費經資門列表
98~101 年度
分支計畫

經常支出

資本支出

小計

執行數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14,280

$26,000

$40,280

$39,503

98.07%

冷凍空調

$10,220

$75,900

$85,820

$84,564

98.54%

太陽光電

$14,775

$109,058

$123,833

$120,353

97.19%

風力發電

$9,250

$30,000

$39,250

$39,250

100.00%

植物性替代燃
料

$0

$1,000

$16,500

$16,500

100.00%

氫能與燃料電
池系統

$26,754

$34,147

$60,901

$59,444

97.61%

總計

$75,279

$276,105

$366,584

$359,554

98.08%

分支項目

一、節約能
LED 室內外照明
源產業產
品標準檢
測驗證平
台
二、再生能
源產業產
品標準檢
測驗證平
台
三 前瞻能
源產業產
品標準檢
測驗證平
台、

計畫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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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支率

八、人力執行情形
總期程累計(98~101 年)：
表 8、98~101 年度計畫人力配置規劃比較
計畫名稱

LED 室內外
照明

冷凍空調

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

植物性替代
燃料

氫能與燃料
電池

總計

執行情
形

總人力
(人月)

研究員級

副研究員級

研究員級

助理

原訂

108.34

16.85

57.30

34.19

-

實際

104.97

17.22

53.15

34.60

-

差異

-3.37

+0.37

-4.15

+0.41

-

原訂

57.77

9.65

42.12

4.0

2.0

實際

62.68

8.88

47.30

4.3

2.2

差異

+4.91

-0.77

+5.18

+0.3

+0.2

原訂

165

69

18

64

13

實際

170.68

73.03

21.05

62.46

13.14

差異

5.68

4.03

3.05

-1.54

0.14

原訂

104.5

32.5

20

42

11

實際

104.5

32.5

20

42

11

差異

0

0

0

0

0

原訂

76

40

36

0

0

實際

76

40

36

0

0

差異

0

0

0

0

0

原訂

106

38

22

46

0

實際

106

38

22

46

0

差異

0

0

0

0

0

原訂

617.61

206

195.42
195.42

190.19

26

實際

624.83

209.63

199.5

189.36

26.34

差異

7.22

3.63

4.08

-0.83

0.34

計畫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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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部分:六項子項計畫

xlviii

xlix

政府科技計畫成果效益報告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期末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期末成果效益報告
期末成果效益報告
101 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名稱：
名稱：建置節約能源產業產品標準、
建置節約能源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
與驗證平台與驗證平台 LED 室內外照明系統

（能源科技策略分項）
室內外照明系統）
能源科技策略分項）（LED
（
室內外照明系統）

1

2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期程期末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期程期末成果效益報
告

壹、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建置節約能源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與
驗證平台(4/4)-LED 室內外照明系統

主 持 人： 林育堯
計畫期間(全程)：98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目前執行：98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年度經費： 5,770

千元 全程經費規劃： 40,280 千元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3

貳、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

計畫目的：
本計畫目的為建置節約能源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與驗證平台

所需之標準及測試能量，本計畫分為LED照明產品之標準檢測技術
與驗證平台建置與冷凍空調產品之標準檢測技術與驗證平台建置兩
個分項。全程計畫以3大方向來進行，包含標準制定、檢測能量建置
以及國際驗證合作。
表 1、LED 照明分項四年計畫
項目
FY98
研究規劃與 - LED 桌上燈標
標準草案
準草案
- LED 戶外台階
燈標準草案

檢測能量

國際驗證

- LED 照明配光
特性檢測能量
建置

FY99
FY100
- LED 光生物安 - LED 照明眩光
全檢測技術研
檢測技術研究
究與能量規劃
- 安定器內藏式
- 制定 LED 燈具
LED 燈泡國家
標準修訂
Driver 標準草
案

- LED 照明色溫/
演色性檢測能
量建置
- LED Driver 檢
測能量建置
- LED 照明
Energy Star 符
合性試驗室認
證申請

4

- LED 光生物安
全檢測能量建
置

- 完成 LED 照明
Energy Star 符
合性試驗室認
證
- 舉辦國內實驗
室比對與參與
兩岸路燈照明
試驗室比對

FY101
- 室內 LED 照明
眩光標準草案
- LED 二級校正
追溯標準與國
際規範研究
- HV LED 與現
有標準適用性
研究
- 光生物安全測
試實驗室能力
比對測試

- LED Driver 檢
測能量申請
CBTL
- 光生物安全測
試實驗室申請
TAF 認證

二、

計畫架構(含樹狀圖)：
建置

標準制定
與研究

LED 室內燈眩光標準草案(101)
室內燈眩光標準草案

室內外照明系統標準檢測驗證平台
LED

LED 照明產品實驗室能力比對
試驗(101)
試驗

檢測技術
研究

LED 二級照明標準件研究(101)
二級照明標準件研究

HV LED 與現有 LED 檢測方法
標準適用性研究(101)
標準適用性研究

LED 照 明 性 能 實 驗 室 申 請
Energy Star 認證(101)
認證

國際驗證合作
LED 照明安規實驗室申請 CBTL
認證(101)
認證

圖 1、計畫架構圖
三、

計畫主要內容：
本計畫定位為節能產品之標準、檢測技術及驗證平台計畫，因

此全程計畫之總體主要任務為建置LED照明產業所需之標準與量測
驗證技術，經由下列策略：1.產品標準、檢測及驗證技術的深化研
究；2.檢測及驗證實驗室的孕育建置；3.檢測驗證人才之養成，來建
立完善的檢測驗證平台，作為LED照明產業發展過程中所需之標準
與檢測驗證支援，以協助我國LED照明產業建立競爭能力。
101 年主要工作內容如下
主要工作內容如下：
工作內容如下：
1.完成研擬室內 LED 照明眩光標準草案 1 份
2.完成 LED 二級照明標準件研究報告 1 份
3.完成 HV LED 與 CNS 15436 及相關之 LED 檢測方法適用性研
5

究報告 1 份
4.完成 LED driver 檢測能量之國外 CBTL 認證申請
5.完成熱導與導電複材之特性及量測技術研究報告 1 份
6.完成 LED 用無機螢光粉之發光特性量測與分析研究報告 1 份
7.進行 LED 照明產品(光生物安全)比對試驗 1 次
8.發表檢測技術相關論文 2 篇以上
9.協助舉辦檢測技術相關研討會及科專成果發表活動 3 場以上
10.參與國際研討會、標準制定會議、技術訓練活動或參訪資料蒐
集共 3 場
11.完成 LED 照明測試及驗證服務 15 件以上
12.完成本四年科專計畫國家標準草案試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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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果與重大突破(含質化與量化成果
outputs)
一、

質化成果：

101 年度：
預期成果
實際成果
1.學術成就
學術成就
1.學術成就
學術成就
(1) 「 光 生 物 安 全 的 量 測 (1) 2012 GTEA 綠色科技工程與
技術與研究」
」與「實驗
應用研討會發表「光生物安
室能力試驗比對之研
全的量測技術與研究」
」與「實
究」論文 2 篇
驗室能力試驗比對之研究」
論文 2 篇，有助於業者對檢
測技術之了解。
(2) LED 照明產品檢測技
術研究團隊養成 1 組

(2) 財團法人電子檢驗中心與國
立中央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
系合作組成研究團隊，共同
對 LED 室內照明眩光進行研
究，以作為標準制訂參考。

(3) 培育碩博士 2 人

(3) 與國立中央大學、高雄應大
與交通大學合作培育碩博士
生共 8 名

(4) 完成「LED 二級照明標
準件研究報告」、「HV
LED 與現有 LED 測試
方法標準適用性研究報
告」
、
「LED 用無機螢光
粉之發光特性量測技術
研究報告」及「LED 導
熱與導電複材之特性及
量測技術研究報告」4
份

(4) 實際完成「LED 二級照明標
準件研究報告」
、「HV LED
與現行標準適用性研究報
告」、「LED 用無機螢光粉
之發光特性量測與分析研究
報告」、「白光 LED 室內照
明不舒適眩光之評價研究報
告」「熱導與導電複材之特
性及量測技術研究報告」共 5
份，可提供業界參考應用。

(5) 參 與 國 內 研 討 會 發 表
論文 1 場

(5) 參與於綠色科技工程與應用
研討會(GTEA)暨綠色能源與
冷凍空調學術研討會
(GERA)；2012，發表論文兩
篇「光生物安全的量測技術
與研究」及「實驗室能力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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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分析
1.學術成就
學術成就
原 預期成 果無 碩博士 培
養，但因與中央大學、高
雄 應大與 交通 大學合 作
LED 照明領域研究，有 2
名博士生，6 名碩士生參
與研究計畫。

預期成果

實際成果
驗比對之研究」
。

2.技術創新
技術創新
技術活動
(1)舉辦研討會 3 場

差異分析

2.技術創新
技術創新
技術活動
(1) 舉辦「LED 照明產業趨勢暨
照明量測驗證研討會」1 場、
「LED 照明燈具安規檢測技
術研討會」2 場及「日本 LED
照明燈具驗證現況研討會」1
場。舉辦研討會有助於業者對
檢測技術與標準之了解，協助
產品設計與銷售。
(2)舉辦光生物安全實驗室 (2)舉辦光生物安全實驗室比對
測試 1 場
比對測試 1 場
3.經濟效益
經濟效益
3.經濟效益
經濟效益
(1) 實驗室獲得認證 3 項
(1) LED 照明光生物安全檢測
技術能量，取得 TAF 認證，
LED 照明安規實驗室取得
IECEE 之 CBTL 認可實驗室
資格，LED 照明性能實驗室
取 得 美 國 Energy Star
LM80-80 認證。實驗室取得
國際認證可協助廠商在國內
完成產品外銷所需之檢測驗
證，協助業者產品進軍國際。
(2) 產學合作 3 件
(2) 與中央大學光電研究所合作
「眩光檢測技術研究」
，與交
通大學合作研究「熱導與導
電複材之特性及量測技
術」，與高雄應大合作研究
「LED 用無機螢光粉之發光
特性量測與分析」
(3) 實際完成檢測技術服務案 20
(3) 檢測技術服務案 15 案
案。

2.技術創新
技術創新

4.社會影響
社會影響
無
5.非研究類成就
非研究類成就

4.社會影響
社會影響
無
5.非研究類成就
非研究類成就
非計畫內 KPI

4.社會影響
社會影響
無
5.非研究類成就
非研究類成就
(1) 與日本品質保證協會(JQA)簽
訂合作協議，LED 照明燈具
銷日所需之 S Mark 與 PSE
Mark 可在本實驗室測試。有
助於廠商產品銷日之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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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3.經濟效益
經濟效益
無

預期成果

實際成果
差異分析
(2) 與美國 UL 合作取得 LED 照
明安規實驗室之 CBTL，及
UL 安規認可實驗室，可協助
廠商產品銷往世界。

6.其他效益方面
其他效益方面
6.其他效益方面
其他效益方面
6.其他效益方面
其他效益方面
制定室內照明不舒適眩光 完成室內照明不舒適眩光標準草 無
標準草案
案，可提供業界於 LED 照明燈具
設計時之參考。

二、

量化成果：

101 年度：
績效
屬性

學術
成就

績效指標

論文

預期產出
量化值

2篇

實際產
出
量化值

2篇

效益說明
於綠色科技工程與應用研討會(GTEA)
暨綠色能源與冷凍空調學術研討會
(GERA)；2012，發表論文兩篇「光生物
安全的量測技術與研究」及「實驗室能
力試驗比對之研究」
1.「 LED 實驗室能力試驗比對之研究」
以「LED 照明系統檢測驗證平台」
中心實驗室與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
研究院（NIST）能力測試比對之 LED
燈具測試相關數據分析研究。供國
內產官學界參考。
2.「光生物安全的量測技術與研究」 本
次所研究的內容,主要針對以發光二極體
為光源之照明燈具所衍之生光生物安全
的 研 究 與 分 析 ， 依 據 『 IEC
62471-Photobiological safety of lamps and
lamp systems』規範進行測試，藉此研究
數據結果，提供給照明燈具業者參考使
用。

與國立中央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系合
作形成專業技術研究團隊，除了原有之
研究團隊 跨組織
跨組織
專業檢測技術外，更可結合學界之創新
養成
合作 1 隊 合作 1 隊
與前瞻視野，提昇專案研究與執行的完
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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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破

績效
屬性

技術
創新

預期產出
績效指標
量化值

實際產
出
量化值

研究報告

4

5

碩博士培
養

2

8

技術活動

4場

5場

效益說明
1.「LED 二級照明標準件研究報告」對
未來建立 LED 照明二級校正標準與建
立標準件可提供正確方向指引。
2.「HV LED 與現有 LED 測試方法標準
適用研究報告」主要是將 HV LED 以
AC LED(CNS15475)標準及以 LED 燈
泡安規標準(CNS15436)測試，分析 HV
LED 光特性與安全測試標準適用性研
究報告。此研究將可提供未來是否需
針對 HV LED 制定標準提供參考。
3.白光 LED 室內照明不舒適眩光之評價
研究報告將可提供 LED 室內照明眩光
標準制訂時之參考，加強驗證工作，
有助於提升標準之品質
4. LED 用無機螢光粉之發光特性量測
與分析研究報告：本研究採用新穎的
檸檬酸-纖維素溶凝膠法進行合成，目
的在於改善粉末聚集的情況，進一步
提高粉末發光特性。
5.熱導與導電複材之特性及量測技術研
究報告本計畫擬製作出熱傳導係數大
於 400 W/mk 的高導熱基板，可提供
產業新式導熱基材。
透過與中央大學、高雄應大與交通大學
之計畫合作，提供碩博士生參與計畫之
研究機會，有助於碩博士之培養。
1.「LED 照明產業趨勢暨照明量測驗證
研討會」
，邀請飛利浦 Philips Lumileds
黃珩春博士擔任講師，針對 LED 照明
產業發展趨勢作深度的解說及心得分
享以協助國內 LED 產業透析 LED 照
明未來發展方向打造永續發展立基。
2.分別在台北及台南各舉辦
各舉辦 1 場「LED
燈具安規檢測技術研討會」
，參加的廠
商非常踴躍，達到 140 人左右，目前
由於 7/1 起，日本開始列管 LED 燈泡
及器具，經由此研討會的舉辦，對國
內廠商產品銷日有非常正面的影響。
3.邀請日本 JQA 講師舉辦「日本 LED
照明產品驗證現況研討會」對廠商銷
日所需之檢測與驗證制度提供最新資
10

重大突破

績效
屬性

預期產出
績效指標
量化值

實際產
出
量化值

檢測技術
服務

15 件

20 件

實驗室獲
得認證

3

3

促成與學
界或產業
團體合作
研究

3件

3件

規範/標
準制訂

1件

1件

經濟
效益

其他
效益

效益說明
訊，有助於廠商產品銷日之發展。
4.舉辦光生物安全測試實驗室比對測
試，共有 4 家實驗室參與，包括 ETC、
大電力中心、TUV-SUD、京鴻等，比
對測試可了解各實驗室測試之差異，
並提供測試比對結果供各實驗室分析
改善之參考。
已完成技術服務案 20 件，協助廠商了解
其產品特性，同時提供廠商產品驗證所
需之測試服務。
LED 照明光生物安全檢測技術能量，取
得 TAF 認證，LED 照明安規實驗室取
得 IECEE 之 CBTL 認可實驗室資格，
LED 照明性能實驗室取得美國 Energy
Star LM80-80 認證。實驗室取得國際認
證可協助廠商在國內完成產品外銷所
需之檢測驗證，協助業者產品進軍國
際。
1.與中央大學合作白光 LED 室內照明不
舒適眩光之評價研究
2.與高雄應大合作 LED 用無機螢光粉之
發光特性量測與分析之研究
3.與交大合作 LED 導熱與導電複材之特
性及量測技術之研究有 8 名碩博士參
與，有助於碩博士培養。
完成制定「室內照明不舒適眩光標準」
草案，有助於提升 LED 照明燈具設計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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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述選定績效指標作如下之敘述：
101 年度
項目
總計畫

年度目標
1.擬定 LED 室內照明
眩光標準草案。
2. 完 成 光 生 物 安 全 實
驗 室 TAF 認 證 及
LED Driver 申 請
CBTL 認證

年度衡量指標
(1)論文：國內研討會 2 篇
(2)研究團隊養成：跨組織
合作 1 隊
(3)博碩士培育：2 位
(4)研究報告：4 份
(5)舉辦學術活動：3 場
(5)技術報告：1 份
(6)技術活動：4 場
(7)檢測技術服務：15 件
(8)促成與學界合作研究：3
件
(9)國內/國際認證：2 項
(10)標準草案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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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達成度
(1)論文：國內研討會 2
篇
(2)研究團隊養成：跨組織
合作 1 隊
(3)博碩士培育：8 位
(4)研究報告：5 份
(5)舉辦學術活動：4 場
(5)技術報告：1 份
(6)技術活動：5 場
(7)檢測技術服務：20 件
(8) 促 成 與 學 界 合 作 研
究：3 件
(9)國內/國際認證：3 項
(10)標準草案 1 份

肆、主要成就與成果所產生之價值與影響 (outcomes)
一、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一)完成論文 2 篇
1.光生物安全的量測技術與研究論文
投稿於 2012 綠色科技工程與應用研討會(GTEA)暨綠色能源
與冷凍空調學術研討會(GERA)，其主要重點如下：輻射源之角距
及視場之量測由於眼球的轉動，視場會隨時間而改變，應依據不
同的曝輻時間選擇合適的測量視場，當波長範圍 380 nm 至 1400
nm 之輻射，視網膜受照射(irradiated)之面積為決定 EL 對藍光及
視網膜熱危害，眼睛之視網膜上可產生之最小成像其最小值限定
於 αmin。反射時間為 0.25 秒，應以 1.7 mrad 之角距作為量測視場。
當反應時間大於 0.25 秒時，快速眼睛運動使輻射源在較大之
角度形成模糊(smear)之成像，我們稱此角度為 αe f f。而反應時間介
於大於 0.25 秒至 10 秒間，此時以 11√(t/10)mrad 之角距作為量測
視場。
量測距離方面對於 LED 光源，進行輻射照度量測之距離則依
量 測 能 力 (measurement facility) 加 以 考 量 。 以 一 般 照 明 用 光 源
(GLS)，輻射照度及輻射亮度之危害值應加以評估，並以產生 500
lux 照度之距離為基準，惟此距離不得小於 200 mm。而所有其他
種類之光輻射源，包含脈衝輻射光源，必須以 200 mm 的距離為基
準。
輻 射 亮 度 量 測 時 ， 基 本 上 會 使 用 一 台 單 色 儀
(Monochromator)、感測器(Detector)及照度計進行量測。所對應的
脈衝輻射源之瞳孔直徑為 7 mm，對於連續光的輻射源，由於瞳孔
可能更為縮小，惟眼睛與頭顱之移動可容許瞳孔之孔徑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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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光生物的觀點來看，可視同平均孔徑。與照度量測相同，倘若
入射輻射照度之均勻性足夠，則孔徑光闌可超過 7 mm。第一種方
式, 我們可以下圖來作測量。

圖 2、
、輻射亮度量示意圖
另外，我們可依輻射照度量測之概念進行輻射亮度之量測，
即將輻射照度之量測值除以量測視場，可得出亮度值。將輻射照
度成像配置(set-up)修改為(alternatively)輻射亮度成像配置，即將圓
形視場光闌置於輻射源之輻射照度量測配置，可用以進行輻射亮
度量測(參照圖 3)。由視場光闌 F 之尺寸，以及視場光闌與孔徑光
闌間之距離 r，可決定視場，即：γ=F/r

圖 3、
、輻射照度量示意圖
其中 Ω 為以 sr 為單位之角，為量測之視場
為了決定危害類別對輻射源所進行之量測，校正及測試時須
保持準確度。感測器之寬頻帶光譜響應及高光譜解析度需提供準
確 之 加 權 ， 以 滿 足 排 除 頻 帶 外 雜 散 光 (out-of-band stray light
rejection)之要求。校正用輻射源提供之寬頻帶光譜輻射輸出，須排
14

除頻帶外雜散光。
2. LED 實驗室能力試驗比對之研究論文
已獲得 2012 綠色科技工程與應用研討會(GTEA)接受並於 6
月 2 日 於台中-勤益科技大學發表。本論文是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BSMI)與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ETC)合作設置「LED 照明系
統檢測驗證平台」中心實驗室參加由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
（NIST）主辦之能力測試比對之 LED 燈具測試相關數據分析研
究。透過數據比對結果探討實驗室測試一致性的影響因素，協助
實驗室瞭解本身測試結果與整體測試結果的差異，進而確認測試
能力，或藉由問題探討與回饋矯正以提昇檢測能力。
試驗之 LED 燈具來源為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
所提供之測試燈具，燈具型式與燈具詳細規格如下表所示。
表 2、
、美國 NIST 主辦 LED 燈具能力測試比對之燈具型式
燈具名稱

製造商

型號

NVLAP-1

CREE

LR-6

NPT-33

enLux Lighting

R-30F

NVLAP-18

LightingScience

G25

NVALP-34

Philips

EnduraLED A19

NVLAP-P47

LEDTronics,
Inc.

TBL324-XPW-012
V

NVLAP I3

Philips

BC100BT15/HAL/
W

表 3、
、美國 NIST 主辦 LED 燈具能力測試比對之燈具規格
燈具名稱

相關色溫

電壓/電流

瓦數

NVLAP-1

3500 K

120 Vac

12 W

NPT-33

4500 K

120 Vac

15 W

NVLAP-18

4700 K

120 Vac

6W

NVALP-34

2700 K

120 Vac

12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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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LAP-P47

8000 K

0.225 Idc

2.88 W

NVLAP I3

2900 K

120 Vac

100 W

本次測試之量測儀器採用 LabSphere 三米積分球(Integrating
Sphere)，積分球設備架設示意如圖 4 所示。

圖 4、
、積分球設備架設示意圖
儀設周圍室溫為 25±1℃，相對濕度小於 65%RH，由於積分球
體內未控制溫濕度，故本次各實驗室數據皆為相同環境下測得。
量測方法為待測樣品以發光面朝下方式進行量測，量測前需先點
燈 24hrs，以確定待測樣品特性達到穩定程度;其他相關儀器規格如
下表所示。

表 4、參加美國 NIST 主辦 LED 燈具能力測試比對使用之儀器規格
儀器名稱

廠牌型號

Integrating Sphere
(Sphere size: 3M)

LABSPHERE / CSLMS-3M21

Standard Lamps

LABSPHERE / SCL-1400-I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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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p
Power Supply

LABSPHERE / LPS-100-0833

Spectrometer

LABSPHERE / CDS 2100

Programmable
AC/DC Power Source

GWINSTEK / APS-1102

Digitial Power Meter

YOKOGAWA / WT 210

依 據 『 IESNA

LABSPHERE / LPS-150-0268

LM-79-08

Electrical

and

Photometric

Measurements of Solid-State Lighting Products』規範進行測試。試
驗結果分析可得下列幾點結論：
(1)NVLAP-1 燈具之色溫(K)及演色性(Ra)的絕對誤差絕對值與|ξ|
值差異為最小，此代表 NVLAP-1 燈具具有較佳的色度輸出。
(2)NPT-33 燈具為藍光燈源搭配黃色燈殼之白色光燈具，比對數據
結果落在|ξ|≦2.0 的程度之內，代表本實驗室之積分球，可正確
地測試出非直接性螢光粉塗佈之燈具。
(3)NVLAP-P47 燈具測試結果為具有高色溫，但於比對數據結果
中，則可視為是容許誤差範圍之內。
(4)藉由各表中的數據比對與計算之結果，可得知 ξ 值(zeta-score)
之數值大小，整體來說，|ξ|值幾乎小於 2.0，這代表了整體的測
試結果與 NIST 比對數據結果是相當接近的，亦代表此測試比
對能量在國際間比對能力成果是為一滿意之程度。
(二)碩博士培養
本期計畫透過與中央大學、高雄應大與交通大學合作之研究
計畫，共碩博士生 8 名參與研究計畫，提供碩博士生參與計畫機
會，協助碩博士生之能力培養，參與計畫之碩博士生如下：
姓名
鄭智元
林辰峰

學校
中央大學
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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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
博士生
碩士生

李冠宏
王柏彬
林敬富
黃冠賓
宋冠達
曾心如

中央大學
高雄應大
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

碩士生
博士生
碩士生
碩士生
碩士生
碩士生

(三)完成研究報告五份
1.白光 LED 室內照明不舒適眩光之評價研究報告
近幾年來由於發光二極體(Light Emitting Diode, 以下簡稱
LED)的發光效率之提升與相關螢光粉體的研究與進步，使得 LED
從指示或標示牌等逐漸運用在照明上。因為 LED 高發光效率得以
節能的益處，加上其相較傳統燈源沒有汞污染與其他污染等之特
性，在現今環保與節能減碳意識高漲下有取代各種照明燈具的趨
勢，而成為未來全面化的照明基礎光源。然而 LED 的光學特性與
輸出給人們帶來的新體驗相較於傳統燈源卻不一定都是有益無害
的，近幾年眾多研究皆是在探討此種新型照明燈源與人因之間的
交互關係，並與傳統燈源與人之間的關係做比較，其中 LED 引起
的眩光感受則是其中之一。
LED 之強烈眩光的感受，係由於高流明輸出下的發光面積相
較傳統燈源小許多，使得此種燈源在照明空間中造成的環境輝度
對比懸殊，當此高亮度的光源在人眼之視野出現時，在眼內散射
的結果使得人眼對目標物的影像對比度降低，即是所謂的失能眩
光 (Disability Glare) ， 而 引 起 不 舒 適 的 感 覺 則 是 不 舒 適 眩 光
(Discomfort Glare)。上述兩種眩光之一的失能眩光為光線在眼內散
射所引發，因為眼內散射的影響，使得眩光源在非視軸上仍然會
有部份能量的光線分布在視覺中央窩上而造成人眼對目標物的視
覺干擾或影像對比度降低，此種眩光基於安全考量，一般在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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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如交通上較受重視與規範；而不舒適眩光則是除了散射光的
干擾所帶來的不舒適以外，更包含對照明的色溫、演色性、整體
環境等之心理感受。失能眩光在 CIE 有明確的定義，而不舒適眩
光目前則仍然持開放的狀態，即是尚無定論。不舒適眩光在國際
上已被提出多種評估方式，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分別為英國照明學
會眩光指數法(British IES Glare Index System, BGI)、美國視覺舒適
機率法(Visual Comfort Probability Method, VCP)、歐洲輝度曲線法
(Glare Limiting Curve System, LC)、國際照明委員會眩光指數法
(CIE Glare Index, CGI)，以及統一眩光指數(Unified Glare Rating,
UGR)。上述的 CGI 即為 CIE 第 19 屆會期提出，為綜合先前的研
究與各國的眩光評估方式，而接續的在 CIE-117 之 UGR 則是其演
進版，為解決 CGI 於實際計算中會有較為困難的情況。兩種眩光
之間的交互關係目前尚無文獻去量化其差別與之間轉換的關係，
若要找到兩者之間的轉換函數，則可能在眼球模型所見到的量化
散射能量上再做進一步對 UGR 的擬合。
本標準草案係與中央大學合作建立，並分兩方向進行。
(1)以 CIE 117 為主軸，作為眩光評估標準方法與模式。本標準草
案以 CIE 117 為藍本建立「室內照明不舒適眩光標準」
，透過產
官學研進行標準審查，並將各委員意見修訂於標準之中。
(2)透過中央大學所建立之眼球模型進行驗證分析。目的為由已可
量化的失能眩光眼球模型上進行與不舒適眩光公式(UGR)的擬
合，藉以找到其相關的轉換函數，並且對不同虹膜顏色的眼球
做模擬，由分析其反射頻譜的雜散光，對 UGR 此公式做補強或
建議。眼球模型能量化的失能眩光曲線(CIE general disability
glare)，對心理影響層次的不舒適眩光公式 CIE Unified Gl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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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ng(以下簡稱 UGR)做比較，探討兩者之間之相關性。由於
失能眩光可以由眼內散射程度所量化的光幕輝度來決定其物理
量(參考圖 5)，而在不舒適眩光則是採用實驗公式來描述其舒適
程度，透過本計畫進一步探討兩者在相同照明情境下所得到的
比較關係值，最後確認兩者之間幾乎為線性相關，而研究成果
為光幕輝度與不舒適評估值 UGR 之間的轉換函數。

Leq

Glare point source
θ
Visual line

E glare

圖 5、與視軸夾角的眩光源在角膜上的照度與視網膜所觀察到的輝度示意
圖

由於失能眩光被確認是因為散射光所引起之後，光幕輝度的
視覺表現則可以經由數學模型計算出來，但是不舒適眩光卻因牽
涉到多種心理因素與個人觀感而遲遲無法客觀化。
不舒適眩光用作室內照明的評估，代表室內因子所具備影響
力，與失能眩光相比可能是對比度因子的增加，即光源與週遭室
內的光度對比，這種對比很有可能是影響人眼舒適度的最大因
素。失能眩光曲線與不舒適眩光公式(UGR)比較所得的相關性曲
線，即是僅探討光源直接造成的光幕輝度的關係，當光幕輝度增
加時，人眼對視軸上的影像對比因此降低，因而感覺到光源引發
干擾而不舒適，當然這是此研究最基本的假設。研究中針對不同
個體對光源顏色或色溫上的偏好予以忽略，除因為 UGR 公式裡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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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個因子，且於臺灣人的實際驗證過程中未發現色溫有顯著的
影響。
本研究計畫以相同環境下所得到的 UGR 與光幕輝度的關係
圖，可歸納出幾點結論。
不同位置下的光幕輝度與UGR
不同位置下的光幕輝度與
(1)不同位置下的光幕輝度與
如圖 6 所示，橫坐標為 30~60 度之間的 φ 角變化，縱軸則
為所對應的 UGR 之值，其中藍色菱形、綠色方形、深藍三角
以及黑色圓形分別代表 10-1、100、101 以及 102 cd/m2，從其中
可以看出隨著角度變大而有較高的 UGR 值，原因在於光源距
離視軸更近，而隨著背景輝度越高，則 UGR 則可以拉低；Lb
在 UGR 函數的分母項，物理上的意義則為從燈源的直接眩光
由於背景輝度提升而使得影響效力變弱，或是說視野中的對比
度不再如此強烈。
Lb=10-1
Lb=100
Lb=101

UGR

Lb=102

φ (degrees)

圖 6、不同位置下的光幕輝度與 UGR 關係圖
橫坐標為 30~60 度之間的 φ 角變化，縱軸則為所對應的 UGR 之值，
其中藍色菱形、綠色方形、深藍三角以及黑色圓形分別代表 10-1、100、
L
101 以及 102cd/m2。(φ：不同觀測角度， b 則為背景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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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幕輝度與UGR之間的比較
之間的比較
光幕輝度與
(2)光幕輝度與
將 UGR 與光幕輝度放在一起做比較，如圖 7 所示，橫坐
標為光幕輝度除以背景輝度再取 LOG 之值，縱軸則為 UGR，
其中藍色菱形、綠色方形、深藍三角以及黑色圓形分別代表
10-1、100、101 以及 102cd/m2，在這些曲線之中可以發現它們的
趨勢十分接近，並且有線性正相關的性質。把這些曲線座標平
移至原點，可以發現它們完全重疊在一起，就其原因可以回頭
去分析 UGR 這條公式與我們採用的光幕輝度除上背景輝度再
取 LOG 之計算方法，其中 UGR 式子中的背景輝度為總和之外
的分母項，它可以獨立出 UGR 之外，當然在 LOG 裡當它獨立
出來的時候就會變成-8logLb，換句話說即是一常數；同樣的當
光幕輝度上背景輝度再取 LOG 時也是同樣道理，因此可以得到
背景輝度這個參數並不會引響每條曲線的形貌，而只有平行的
移動。
Lb=10-1
Lb=100
Lb=101

UGR

Lb=102

Log( Veiling Luminance/Lb )

圖 7、光幕輝度與對數 UGR 間關係圖
橫坐標為光幕輝度除上背景輝度再取 LOG 之值，縱軸則為 UGR，
其中藍色菱形、綠色方形、深藍三角以及黑色圓形分別代表 10-1、100、
101 以及 102cd/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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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GR與光幕輝度之間的轉換方程式
透過加入不同 ∆Y 的影響因子，亦即對觀測者增加了另一
維度的位置，並求取其對應的擬合直線方程式。隨著 ∆Y 而改
變的係數項在每條式子裡皆有兩項，分別是光幕輝度 logLv 的
係數以及末項的常數，為了統一整個空間維度的變化量，此研
究接續對其係數做擬合，而末項常數則採用二次多項式做擬
合。擬合的結果最終得到

UGR = (14.95 - 2.37 ∆Y) ⋅ logL v − 8 log L b
+ 25.58 - 0.22 ⋅ ∆Y 2 + 1.34 ⋅ ∆Y
其中 ∆Y 的變數已經可以融入此方程式中，為了檢驗其擬
合的精確性，此研究依照此擬合出來的方程式代入各種條件下
的光幕輝度、∆Y 以及背景輝度，而得到的 UGR 來與 UGR 方
程所計算出的原始數據做比較，可以發現其之間最大的資料點
差距之值為 0.45，這在 UGR 的指數上來講幾乎不失其差異性。
這成果意味著只要能夠測量到對燈源到眼睛直接照度以及牆壁
的背景輝度的話，便可以直接換算出 UGR 的值，如此可以避
免掉在實際測量 UGR 上所遭遇較高的難度。而除了實際應用
以外，UGR 式更顯示了光幕輝度與 UGR 之間逼近線性相關的
轉換行為。然而，常數非線性的二次方方程也不能因此忽略，
它很可能代表了不舒適眩光的心理量，因此眼內散射所導致對
光幕輝度的貢獻以及 UGR 的影響可能是最大宗，剩下的便是
未知的舒適度之量值，換句話說此末項很有可能無法量化的未
知之心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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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 UGR

ΔY=0
ΔY=0.75m
ΔY=1.5 m
ΔY=2.25m
ΔY=3 m

Shift- Log( Veiling Luminance/Lb )

圖 8、UGR 與光幕輝度轉換方程式關係圖
橫坐標為光幕輝度除上背景輝度再取 LOG 之值，縱軸則為 UGR，
∆Y=0m 對應到深藍色的曲線、∆Y=0.75m 對應到藍色的曲線、∆Y=1.5m
對應到深紅色的曲線、∆Y=2.25m 對應到深紫色的曲線而 ∆Y=3m 對應
到深綠色的曲線，它們之間有隨著 ∆Y 而漸進變化

上述三個結論成果是十分重要的，可以為室內照明(UGR)
以及戶外照明（CIE 建議的光幕輝度）做建議與探討。這成果
意味著只要能夠測量到對燈源到眼睛直接照度以及牆壁的背景
輝度的話，便可以直接換算出 UGR 的值，如此可以避免掉在
實際測量 UGR 上所遭遇的困難。
回顧上述這些結果是基於幾個基礎上，第一是 UGR 的不
舒適眩光經驗公式，第二是 CIE 的失能眩光經驗公式，第三則
是眼球模型，由於我們現階段是以兩條經驗公式作計算與分
析，其結果是絕對可信的，但是如果要增加經驗公式以外所探
討的因子，如剛剛所提的色溫、顏色、虹膜顏色、甚至近視眼
或白內障等等相關因素，則必須仰賴眼球模型的模擬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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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子或者稱之為資料庫，因此新產物是十分仰賴眼球模型，因
此此計畫的眼球模型的公信力就變成是議題了。此計畫成功地
建立出合適的照明空間，並且以此為基礎計算出 UGR 以及光
幕輝度，透過比較之後，得到的轉換方程式顯示出兩者之間的
關係幾乎逼近線性相關，除了常數項出現些許的二次方 ∆Y 之
關係，告示了此項很有可能即是物理眼內散射之外，所多出來
的不舒適之心理量。
2.LED 二級照明標準件研究
LED 之蓬勃發展，亟需相關量測與校正系統來確認 LED 之光
學特性(光通量、光強度、色度、色溫)、電氣特性等，經由系統化
比對確認 LED 待測件與標準件之特性量測差異，及賦予影響量測
結果之不確定度，提供國內廠商生產光學品質穩定及特性一致的
LED 燈具產品，因此如何提供品質良好的 LED 二級標準件給國內
業者測試比對顯得相當重要，而校正相關 LED 二級照明標準件，
亦需有一致性之校正追溯標準與品質要求。本研究報告內容包括
彙整國內外相關 LED 量測相關標準，介紹其量測方法，與各標準
中提及 LED 標準參考光源之相關敘述，並針對 LED 參考標準燈
光學性能要求，與暨有照明標準燈設計原理予以探討；當然也分
析了市面上相關低功率 LED 與高功率 LED 之產品應用溫控技術
與市售標準燈及量測治具介紹案例等。
於國際標準方面，分別比較國內外相關之 LED 光學量測標
準，如 CIE 127:2007、IESNA LM-79:2008、JIS C 8152:2007、CNS
15249:2009、GB/T 24824:2009 等標準，並逐一介紹其 LED 光學量
測方法，最後整理及比對各標準中所提及之 LED 標準燈要求與詳
細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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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 LED 的順向偏壓和順向電流較大，其消耗的功率也較
大。目前高功率白光 LED 的電光轉換效率約為 15％，剩餘的 85
％則轉化為熱能，而一般 LED 晶片尺寸僅為 φ2～φ5 mm，因此
其功率密度很大。同時白光 LED 的發光光譜基本屬於可見光範圍
內，不包含紅外光部分，所以其熱量不能依靠輻射釋放，熱量幾
乎集中在尺寸很小的管芯內部而不能有效散出，導致晶片的溫度
升高，引起熱的非均勻分佈，造成晶片發光效率和螢光粉激發效
率下降；所以高功率 LED 照明標準燈須有穩定度高及再現性高的
特性，才能與 LED 燈具進行光學特性比對及測試；而高功率 LED
照明標準燈的穩定性、再現性及壽命與 LED 燈具散熱有直接關
係，目前常見之 LED 溫度控制及散熱方法有很多，每種散熱方法
都有其特性及優勢，並沒有一種統一的方法，因此於本研究報告
中，逐一介紹目前市售之 LED 參考標準燈及 LED 量測治具所使
用之散熱方法，包括主動式風冷散熱法、熱導管散熱法、熱電致
冷散熱法(Thermoelectric cooler ,TEC)等，並且提出目前於業界應
用之 LED 標準件案例作為討論，說明其組成元件及設計原理，並
如何利用設計來達到光學輸出穩定之效果。
國際相關 LED 光學測試標準，皆提及量測時可使用 LED 標
準件與待校件進行比對校正，但對於相關 LED 標準件之規格、特
性並沒有明確定義，僅提及如需溫度控制、LED 光學及電特性達
到穩定才可進行量測、再現性佳等定性敘述，無法有效規範各式
各樣 LED 標準件之規格，可能會造成不同廠牌之 LED 二級照明
標準件良窳與差異性。因此特別引述國際上相關照明標準燈的光
學性能規範要求，如日本 JIS C 8152:2007 標準及中國大陸 JJG
246:2005(光強度標準燈)、JJG 247:2008(總光通量標準燈)、J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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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2002 (光譜輻射亮度標準燈)、JJG 384:2002 (光譜輻射照度標準
燈)、JJG 213:2003 (分佈顏色色溫標準燈)產業檢定標準提及相關標
準燈之要求與說明，其中大陸 JJG 產業檢定標準之標準燈要求僅
是針對傳統照明之白熾燈泡，對於 LED 照明標準燈並無說明。
最後結論中，參酌 CIE 127:2007、IESNA LM-79:2008、JIS C
8152:2007、CNS 15249:2009、GB/T 24824:2009 及中國大陸 JJG 產
業檢定標準之要求，提供 LED 二級照明標準件檢測需求建議，內
容包含了實驗室環境條件要求、量測設備需求與 LED 光學性能要
求與驗證等等，俾使校正相關 LED 二級照明標準件時，具有一致
性之校正追溯標準與品質要求。
3.HV LED 與現有 LED 測試方法標準適用研究
A. 以現有 LED 產品安規標準評估 HV LED
因為世界各國推動節能減碳的各項措施，造就了 LED 照明相
關產業的崛起，逐漸取代傳統光源及燈具，而高壓驅動 LED 晶片
（HV LED 晶片）也被國內業者視為 LED 照明發展重要方向，且
為台灣具優勢技術，HV LED 不僅發光效率提高，由於高壓驅動
下使電流減小，因此散熱問題也獲得較佳解決。現階段市面上主
要 LED 照明晶片技術，包括高壓驅動 HV LED、交流驅動 AC
LED，以及混合白光 LED 等等。其中，AC LED 照明是將多顆
LED 透過特殊的製程組成 AC LED，只要輸入電源為市電交流電
壓源（AC 100V/110V/220V）即可驅動，例如 LED 檯燈、E27 LED
燈泡、LED 路燈等等。
HV LED 則是較新的製程，係於單晶片上置入 LED 矩陣，使
其具備可調整電壓及電流之功能，讓 LED 光源因單一晶片而達到
單一輸出的光源效果，可改善光學設計、簡化 LED 封裝製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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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發光效率。包括高壓 LED 燈管、車燈等等。至於混合白光 LED
照明技術則是利用藍光 LED 搭配特殊螢光粉，加上紅光 LED 混
製而成，在 CRI（演色性）與發光效率上也有較佳特性。目前國
內針對 LED 燈泡之適用安規標準為 CNS 15436〔安定器內藏式發
光二極體燈泡-安全性要求〕
，市面上大多數的 LED 燈泡架構大多
如圖 9 所示，一般來說大多會內建一個安全隔離變壓器 (Safety
isolating insulation transformer)，但是 HV LED 燈泡的架構與現行
之 LED 燈泡就大不相同了，構造大概如圖 10 所示，少了安全隔
離變壓器及其他週邊的對應電路。

L
燈帽

電源驅動器/控制器
電源驅動器 控制器

LED 模組

圖 9、一般 LED 燈泡結構圖
(資料來源：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整理)

橋式整流

燈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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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陣列

圖 10、HV LED 燈泡結構圖
(資料來源：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整 理 )

本研究使用 CNS 15436 來評估兩種型式 (不同廠家)之 HV
LED 燈泡，藉此提供日後國內標準制定參考之依據，規格分別為：
- A 廠家：110 Va.c., 60 Hz，消耗功率：2 W，色溫 2700 K，E14
燈帽
- B 廠家：120 Va.c., 50/60 Hz，消耗功率：20 W，色溫 6000K，
E27 燈帽

圖 11、A 廠家 HV LED 燈泡

圖 12、B 廠家 HV LED 燈泡
依照 CNS 15436 的測試與結構評估，可以分為底下之考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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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警語/標示
(2)互換性
(3)預防碰觸危險帶電體
(4)絕緣阻抗及絕緣耐電壓
(5)機械強度
(6)燈帽溫升測試
(7)耐溫
(8)耐燃
(9)故障條件
(10)絕緣距離
其中，標準中要求之各項測試及考量，HV LED 燈泡皆能夠
符合，較需注意的地方為「防碰觸危險帶電體」、
「絕緣阻抗及絕
緣耐電壓」及「絕緣距離」這幾項考量，因為 HV LED 燈泡中的
LED 陣列或是模組使用之工作電壓，並非依靠安全隔離變壓器來
做隔離，所以，在 LED 陣列或是模組上之電壓，並不是一個安全
且可觸及的電壓；當以 CNS 15436 來評估 HV LED 燈泡的時候，
須特別注意 LED 陣列或是模組上帶電體至人手可觸及的金屬部
位(散熱片)的絕緣距離及帶電體至至人手可觸及的金屬部位(散
熱片)的絕緣阻抗及絕緣耐電壓；目前 CNS 15436 可以套用於 HV
LED 燈泡。
評估「意外觸及帶電部位之保護(Protection against accidental
contact with live parts)」，我們使用標準燈座量規，將 LED 燈泡
裝設到相對應的量規上，之後以標準測試手指施加 10N 的力量來
查核是否符合標準要求；測試期間不能夠使燈泡的外部金屬帶電
或成為帶電部(除了燈帽的載流金屬部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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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E14 量規(7006-55)

圖 14、E27 量規(7006-51A)

圖 15、標準測試手指
目前國際上還沒有正式的 HV LED 與安規標準，但 IEC 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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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self ballast LED lamp 計畫在 2 年內會發行一份新標準 IEC
62663-1。因此目前我們針對 HV LED lamp 以現有的 CNS15436
(IEC 62560)來評估安規。以結構設計來說，由於整個電路中少了
LED controlgear，在評估時重點在安全距離，除了 Fuse 之前的距
離要考慮外，會著重在載流的導體與外殼間之距離。評估 HV LED
lamp 的安規測試，相對的會比內含 LED controlgear 的 LED lamp
要單純，但是在結構的評估上，要格外謹慎。
雖然 LED 完全取代現有照明光源仍需時日，但相較於已經停
滯的傳統光源技術而言，LED 的進步速度飛快，目前效率上，已
遠遠超過白熾燈。HV LED 是一個嶄新的研發、一個新的領域，
所以藉由此研究報告，希望可以提供相關單位參考斟酌，協助將
HV LED 產品導入照明市場，使 LED 照明產業更加的茁壯；另
外，我們仍會密切注意 IEC 62663-1 這份標準草案的發展，以確
保後續的安全規範能夠達到更加完備，使終端使用者，可以更加
放心的選擇適合的 LED 照明產品，並使 LED 照明產業更加茁壯。
B. AC LED 性能標準實測分析
高壓發光二極體(HV LED)的效率優於一般傳統低壓發光二
極體(DC LED)，主要可歸因為小電流、多 cell 的設計能均勻地將
電流擴散開來，進而提升光萃取效率。HV LED 相較於傳統 DC
LED，在於可減少元件發光效率下降狀況，另外在設計時可搭配
具更高效率的驅動元件，製造成本較低、生產較容易，相對較容
易產出高性價比的 LED 固態光源產品。除了需要考慮晶片本身效
率外，最終產品的售價也是一項重要指標，LED 燈源價格高昂的
原因，除了晶片本身的價格之外，尚須要考慮整體的物料清單，
由於一般 LED 照明光源內都必須附加交流轉直流(AC/DC)的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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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系統，因此，所付出的成本也就會相對地提高。本研究目的
係將市面上採購 HV LED 相關產品，依現有的 LED 檢測方法或
標準當作評估基準，驗證並研究分析，藉此實驗確認現有標準是
否仍適用於 HV LED 相關產品，可供未來針對高壓發光二極體
(HV LED)元件、模組制定所屬的一套光學與電性或安規量測方法
標準制定時之參考依據。
本計畫係依據「CNS 15475 交流發光二極體模組之光學及電
性量測法」進行測試。以交流電直接驅動 HV LED (AC LED)燈
具 ， 利用 配光 曲線 儀 (Goniophotometer)及積 分球- 分光 光 譜儀
(Spectrometer)進行光學及電氣特性之量測，測試樣品為 HV LED
崁燈並以同級 DC LED 崁燈做比較。
透過本次實驗數據分析歸納可得下列重點。
(1)HV LED 崁燈之發光效率比 DC LED 崁燈來的高些，雖然 HV
LED 崁燈的全光通量沒有比 DC LED 崁燈高，但其消耗功率
卻比 DC LED 崁燈低，因此，HV LED 崁燈具有較高的發光效
率。
(2)HV LED 崁燈之功率因數為 0.8466，而 DC LED 崁燈之功率因
數則為 0.9678，這代表了 DC LED 燈具所輸出的實際有效功率
與總耗電量之功率較為接近，亦代表所輸出的實際功率皆能有
效的輸出利用。
(3)HV LED 崁燈之色溫為 3479 K、色度座標(x,y)= (0.4183, 0.4110)
及演色性指數為 80.4；而 DC LED 崁燈之色溫為 3281 K、色度
座標(x,y)= (0.4209, 0.4035)及演色性指數為 84.5。HV LED 崁燈
之色度特性結果與 DC LED 崁燈之色度特性差異性並不大。
(4)中心波長 λc、峰值波長 λp 與主波長 λd 之參數，皆與 LED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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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之光源色溫組成成份有所關連，可從可見光譜(380 nm ~ 780
nm)圖形略知。
4.LED 用無機螢光粉之發光特性量測技術研究
螢光粉的應用十分廣泛，從早期的日光燈、霓虹燈等照明設
備，一直到目前備受矚目的電子顯示器與照明產品。其中電子顯
示器是所有螢光粉產業中發展最迅速的，陰極射線管擊發顯示器
長久應用於螢幕顯示；螢光粉於光電應用上蓬勃發展，電漿顯示
器、電激發光顯示器等接二連三地出現，皆顯示螢光粉在光電元
件應用上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就照明應用而言，白光發光二極
體其輕巧、省電及壽命長的優點，將有機會取代過去照明設備，
然而螢光粉材料又是構成 LED 的關鍵組件。
目前國內學術界從事螢光粉的研究並不多，尤其是新穎螢光
粉的開發。以螢光粉的組成來說，螢光粉是由主體晶格（host lattice）
與活化劑（activator）所組成，一般摻雜活化劑在螢光粉材料中扮
演發光中心的角色，當活化劑受到外來的能量激發後會產生可見
光的輻射。隨著螢光粉的組成不同會產生不同的發光顏色，如：
釔鋁石榴石摻雜鋱發綠色光、氧化錫摻雜銪發紅色光、釔鋁石榴
石摻雜銪發紅色光、氧化鋅鎵摻雜銪發紅色光、矽酸釔摻雜鈰發
藍色光、硫化鍶鎵摻雜鈰發藍色光、氧化釔摻雜銪發粉紅色光、
硫化鋅摻雜錳發黃橙色光、硫化鋅摻雜錳加濾光片發黃綠色光、
硫化鋅摻雜釤氯發紅色光、硫化鋅摻雜鋱氟發綠色光、硫化鋅摻
雜銩氟發藍色光、硫化鍶摻雜鈰發藍綠色光。但由於目前螢光粉
理論還不完整，故要從數以萬計，甚至上百萬的化合物中找出可
能的主體晶格，再與不同的活化劑搭配，產生明亮的螢光，如同
大海撈針一般，有鑑於此，研究新穎螢光粉就只能靠科學家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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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的經驗與不斷的努力。在本期研究中使用新潁的檸檬酸-纖維
素溶凝膠法製備螢光粉，並研究其螢光粉的發光特性。
螢光粉是由主體晶格與活化劑所組成，要找到合適的主體晶
格搭配適當的活化劑然後發出明亮的螢光，其實是相當困難的，
所以本研究擬設計四種螢光粉，希望能進一步了解這四種螢光粉
的發光特性；在合成方法方面，螢光粉目前都是使用固相反應居
多，但固相反應法合成的粉末容易聚集會影響發光特性，所以本
研究採用新穎的檸檬酸-纖維素溶凝膠法進行合成，目的在於改善
粉末聚集的情況，進一步提高粉末發光特性。
擬研究分析的四種螢光粉材料分別為，第一種為鋁酸鋰掺雜
鈷 之 螢 光 粉 (LiAlO2:Co2+) ， 第 二 種 為 氧 化 鈣 掺 雜 銅 之 螢 光 粉
(CaO:Cu2+)，第三種為二氧化錫掺雜鐵之螢光粉 (SnO2:Fe2+)，第
四種為二氧化鋯掺雜錳之螢光粉(ZrO2:Mn2+)。然後將合成好的螢
光粉分別進行發光量測 (如：螢光光譜儀量測) ，與材料特性量測
(如：XRD、SEM、雷射粒徑分析)。
經由 XRD 分析後比對可以看出這四種螢光粉的結晶相；由
SEM 分析可以看出這四種螢光粉的形貌都是由不規則的球形與不
規則的方形分佈所組成；由螢光分析可以觀察這四種螢光粉發光
現象，由粒徑分析可以觀察到這四種螢光粉的粒徑分佈情況皆不
同，推判應該是在量測的過程粉末沒有均勻分散在溶液中所造
成。本研究成功地利用檸檬酸-纖維素溶凝膠法合成了四種螢光
粉，研究結果表明：(一)由 XRD 數據比對可得知這四種螢光粉均
可以看見其結晶相產生。(二)由 SEM 圖可觀察到這四種螢光粉的
形貌。(三)由螢光光譜圖可以去得知這四種螢光粉的發光特性(四)
由粒徑分析圖可觀察到這四種螢光粉的粒徑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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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鋯酸鈣摻雜鉕

圖 17、
、鋯酸鍶摻雜釤

(CaZrO3:Pm3+)之螢光粉在
之螢光粉在

(SrZrO3:Sm3+)之螢光粉在
之螢光粉在

1200 度鍛燒之下的 FE-SEM 圖

1200 度鍛燒之下的 FE-SEM 圖

圖 18、
、鋯酸鋇摻雜鏑

圖 19、
、四氧化三錳摻雜釓

(BaZrO3:Dy3+)之螢光粉
之螢光粉 1200 度 (Mn3O4:Gd3+)之螢光粉在
之螢光粉在
鍛燒之下的 FE-SEM 圖

1200 度鍛燒之下的 FE-SEM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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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鋯酸鈣摻雜鉕(CaZrO3:Pm3+)之螢光粉的激發光譜圖與放射
之螢光粉的激發光譜圖與放射
鋯酸鈣摻雜鉕
光譜圖

圖 21、
、鋯酸鍶摻雜釤(SrZrO3:Sm3+)之螢光粉的激發光譜與放射光譜
之螢光粉的激發光譜與放射光譜
鋯酸鍶摻雜釤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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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 22、
、鋯酸鋇摻
之螢光粉的激發光譜與放射光譜
鋯酸鋇摻雜鏑(BaZrO
雜鏑
3:Dy )之螢光粉的激發光譜與放射光譜

圖

3+
圖 23、
、四氧化三錳摻
之螢光粉的激發光譜與放射光
四氧化三錳摻雜釓(Mn
雜釓
之螢光粉的激發光譜與放射光
3O4:Gd )之螢光粉的激發光

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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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 24、
、鋯酸鈣摻雜鉕(CaZrO
之螢光粉的粒徑分析圖
鋯酸鈣摻雜鉕
3:Pm )之螢光粉的粒徑分析圖

3+
圖 25、
、鋯酸鍶摻雜釤(SrZrO
之螢光粉的粒徑分析圖
鋯酸鍶摻雜釤
3:Sm )之螢光粉的粒徑分析圖

3+
圖 26、
、鋯酸鋇摻雜鏑(BaZrO
之螢光粉的粒徑分析圖
鋯酸鋇摻雜鏑
3:Dy )之螢光粉的粒徑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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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 27、
、四氧化三錳摻雜釓(Mn
之螢光粉的粒徑分析圖
四氧化三錳摻雜釓
3O4:Gd )之螢光粉的粒徑分析圖

5.LED 導熱與導電複材之特性及量測技術研究
如何降低 LED 元件的整體熱阻值，使得主動層產生的熱能快
速的傳導至元件外，是 LED 發展遇到的重大挑戰，而製作一個完
整的發光二極體元件從包含基板磊晶到打線封裝以及外部模組的
設計製作等等，整體可視為一垂直串聯的結構，因此 LED 元件的
整體熱阻值亦可視為一串聯熱阻值並將此串聯熱阻值分成四個層
級，分別是晶片層級、封裝層級、電路板層級以及散熱模組層級。
要提升 LED 的散熱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與 LED 元件製程的
許多步驟均有相關性，但是簡單的來說，越接近熱源產生點，提
升的效果可以更有效率，而 LED 的熱源產生點是元件的主動層，
也就是說提升晶片層級的熱傳導性質可以較有效率的提升散熱效
果。提升晶片層級的導熱效果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 LED 的成長基
板替換成其他具有較高導熱性質的材料，其中鑽石的熱傳導係數
是所有天然材料中最高的，為矽的 100 倍、銅與銀的 4 倍，若能
利用鑽石製作散熱基板，將可達到很好的熱傳導效果。本計畫擬
製作出熱傳導係數大於 400 W/mk 的高導熱基板，可提供產業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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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熱基材。
本計畫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將 LED 發光主動層轉移到矽/鑽石
複合材料的高導熱基板上，完成“thin-GaN LED on Si/diamond
composite substrate”的結構(如圖 28 (a)所示)，藉由結合鑽石本身極
佳的熱傳(1200-2000 W/m-K)與矽晶片的導電特性，將 LED 元件主
動層所產生的熱能快速向元件外傳遞，有效降低 LED 之溫度，同
時具有良好的電路驅動設計，提升高功率/高亮度 LED 之效率。在
計畫執行過程中，已成功完成 LED 磊晶片與填充鑽石顆粒的深溝
槽矽基板的接合(如圖 28(b)所示)，接著必須將成長 LED 發光主動
層的藍寶石(Sapphire)基板移除。移除的方法是利用雷射剝離(laser
lift-off)技術，此技術是利用高能 KrF 或 YAG 雷射轟擊藍寶石基
板，高能雷射的能量使藍寶石與發光主動層的接面局部加熱至高
溫，使得氮化鎵(GaN)磊晶層分解成氮氣(N2)與鎵(Ga)金屬層，而
鎵金屬層的熔點約 30℃，再經過加熱即可將藍寶石基板與發光主
動層分離，而在 GaN 表面形成的 Ga-rich 層可利用化學溶液蝕刻
清洗移除，即完成雷射剝離的製程，此技術在 1999 年發表在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期刊上後，即受到業界廣泛的利用與研
究，至今已是發光二極體業界常用的技術之一。

(a)

(b)

圖 28、LED 發光主動層及鑽石基板複合結構圖
藍寶石基板移除後(a)與移除前(b)的 LED 發光主動層以及矽/
鑽石基板的複合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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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製作深溝槽矽基板，以 CVD 鑽石層做高散熱基板製作高功
率發光二極體元件與填充鑽石顆粒製作高散熱基板製作高功率發
光二極體元件三個部分。
(1)製作深溝槽矽基板
(2)以 CVD 鑽石層做高散熱基板製作高功率發光二極體元件
(3)填充鑽石顆粒製作高散熱基板製作高功率發光二極體元件
簡易的實驗流程示意圖如圖 29 所示：
在矽晶圓上蝕刻出深溝槽結構

與氮化鎵二極體元件以晶圓接合技術接合

以研磨或蝕刻方式去除晶背多餘矽

填充高導熱材料於深溝槽內

定義電極完成發光二極體元件製作

圖 29、高散熱基板製作高功率發光二極體元件流程
經由實際樣品製作觀察後發現，適當的前處理與 CVD 成長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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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本研究已成功地對溝槽深度 2 µm 而深寬比為 1：1 的矽晶試
片進行完整的鑽石填充，然而在矽晶片溝槽外部的鑽石成長則超
出原先的預期，因此接下來的工作將設法移除溝槽外部的鑽石。
比較可行的方法是採用氧化矽/氮化矽的雙層光罩結構，於
MPCVD 成長製程前先移除因 seeding 而造成損傷之第一層光罩，
或是改變試片前處理的方式，讓氧化矽光罩不會受到損壞而保有
選擇性成長的特性。
本計畫已順利將 LED 發光主動層接合到矽/鑽石複合材料的
高導熱基板上，並且完成藍寶石基板的移除以及 GaN 表面電極之
製 作 ， 成 功 製 備 出 “thin-GaN LED on Si/diamond composite
substrate”的結構。雖然最後仍因電極圖案與鑽石顆粒的對位問
題，導致無法順利切割定義出 225 µm × 225 µm 的 LED 元件大小，
不過藉由 T3Ster 的量測模組，本研究已可量測得到包覆有單層鑽
石導熱層結構的熱阻抗值。同時以此驗證了增加鑽石顆粒與其他
介質層直接接觸的表面積，可減少介面熱阻值與孔隙的產生，進
而降低填充鑽石顆粒結構的熱阻抗值。此外，在 CVD 鑽石/矽晶
複合材料的製作方面，經由適當的鑽石顆粒填充與 MPCVD 處理
條件，我們已成功地對溝槽深度為 200 µm 的矽晶片進行快速且有
效的鑽石填充，並且根據拉曼光譜檢測的結果，其可具有良好的
熱傳導係數(>700 W/m-K)。同時更進一步地經由熱阻與熱傳導係
數的關係式，推導出鑽石/矽晶複合結構的整體熱傳導係數，其>500
W/m-K 的高熱傳結果，顯示已達到並超越本計畫之目標。另一方
面，藉由間斷式 CVD 成長與蝕刻的方式，亦已成功地大幅改善了
鑽石成長的選擇比。因此，不論矽晶片上所形成的溝槽深淺，均
已可製備出同時具有高導熱與導電的鑽石/矽晶之複合式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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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一)舉辦檢測技術研討會四場，說明如下：
舉辦四場 LED 照明檢測技術及冷凍空調檢測技術研討會，包
含「LED 照明產業趨勢暨照明量測驗證研討會」一場、「LED 照
明安規檢測技術研討會」二場及「日本 LED 照明產品驗證現況研
討會」一場，共約 250 人參與，提供最新檢測資訊給業界。
日本經濟產業省於 2011 年 7 月 1 日公布「修訂電氣用品安全
法施行令的部分內容法令」。根據該法令的最新規定，進入日本
市場銷售的 LED 燈泡及 LED 電燈器具將於 2012 年 7 月 1 日開始
須標示圓形 PSE 標誌，成為「電氣用品安全法」管制對象，適用
對象為額定電壓 AC100-300V，50/60Hz，額定功率大於 1W LED
燈泡及燈具。日本 LED 照明產品的安全和電磁相容標準目前只有
省令 1 號(電氣用品技術基準)，省令 2 號的 JIS 標準(與 IEC 調和)
尚未公告，因此省令 2 號標準不在「電氣用品安全法」管制範圍
內。舉辦「日本 LED 照明產品驗證現況研討會」，討論主題包括
「日本電氣用品安全法簡介」、「日本經濟產業省針對 LED 燈泡
及燈具最新標準資訊簡介」及「日本安全規範及電磁相容技術要
求簡介」等內容，研討會期間，與會廠商熱烈參與 (包含了台達電
子、光林電子、億光、飛宏電子…等國內大廠)。對廠商產品銷日，
了解日本相關法規與標準有相當助益。
(二)舉辦光生物安全測試實驗室比對測試活動一場
電子檢驗中心規劃籌辦光生物安全比對試驗，是因應目前
LED 照明產品銷售歐洲地區，歐盟強制要求須符合光生物安全
(EN 62471)之相關規定，而選定 LED 燈泡，來執行比對試驗。由
本中心負責監測樣品之穩定度及技術諮詢、分析等工作。此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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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試驗選擇之樣品為 LED 燈泡，參與的實驗室有：財團法人台灣
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TUV SUD Taiwan、京鴻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測試規範為 IEC 62471: 2006 第 5 節進行測試，將待測之
LED 燈泡至於受控之環境中量測 (25±1°C)，相對溼度 65±20%，
輸入條件：110 V~, 60 Hz，燈泡預熱時間為 3 小時，此燈泡視為
GLS。比對流程如下頁資料。
召開能力比對試驗執行說明

準備樣品，
準備樣品，進行樣品穩定性監測及枯化
點燈

傳遞樣品至各參與實驗室進行測試

傳遞樣品至各參與實驗室進行測試

技術分析與建議

比對測試選用的光源為 LED 燈泡，廠牌：EVERLIGHT；型
號：LED A60；規格：110 V，60 HZ，消耗功率 8 W；量測準備：
1.燈泡已完成枯化點燈作業，實驗室接收到燈泡，即可立即進
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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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固定人員完成測試。測試時間：由各參與實驗室自行安排
測試時間。每只燈泡累計測試三次。
量測程序：
1.將待測之 LED 燈泡至於受控之環境中量測 (25±1°C)。
2.對於本項試驗，依 IEC 62471: 2006 第 5 節進行測試。 主要是用
來比對各實驗室標準燈校正後測試系統對光輻射照度(Irradiance)
以及光輻射亮度(Radiance)的量測結果是否相互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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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實驗室測試結果：
A 實驗室的測試數據如下
Irradiance Results
4.13*10
-5
8.9*10

Resulting
risk group
Exempt
Exempt

Risk group
limit value
1
10

Time to exposure
limit (s)
> 30000
> 30000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Hazard

Measured value

Actinic UV (mW m-2)
Near UVA (W m-2)
Blue Light Small
Source (W m-2)
IR Eye (W m-2)
Thermal Skin (W
m-2)

-1

Radiance Results
Hazard

Measured value
(W sr-1 m-2)

Risk group
limit value
(W sr-1 m-2)

Risk group
tested

Pass/Fail

Blue light hazard
100mrad FOV
Blue light hazard 11mrad
FOV
Blue light hazard
1.7mrad FOV
Retinal Thermal
11mrad FOV
Retinal Thermal
1.7mrad FOV
Retinal Thermal Weak
Visual
35mrad FOV
Retinal Thermal Weak
Visual
11mrad FOV

5.68*101

100

Exempt

Pass

n/a

n/a

Group 1

n/a

n/a

n/a

Group 2

n/a

8.26*102

3.48*105

Exempt

Pass

n/a

n/a

Group 2

n/a

n/a

n/a

Exempt

n/a

n/a

n/a

Group 1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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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實驗室的測試數據如下
Irradiance Results
0
-4
3*10

Resulting
risk group
Exempt
Exempt

Risk group
limit value
1
10

Time to exposure
limit (s)
> 30000
> 30000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Hazard

Measured value

Actinic UV (mW m-2)
Near UVA (W m-2)
Blue Light Small
Source (W m-2)
IR Eye (W m-2)
Thermal Skin (W
m-2)

Radiance Results
Hazard

Measured value
-1
-2
(W sr m )

Risk group
limit value
(W sr-1 m-2)

Risk group
tested

Pass/Fail

Blue light hazard
100mrad FOV
Blue light hazard 11mrad
FOV
Blue light hazard
1.7mrad FOV
Retinal Thermal
11mrad FOV
Retinal Thermal
1.7mrad FOV
Retinal Thermal Weak
Visual
35mrad FOV
Retinal Thermal Weak
Visual
11mrad FOV

6.32*101

100

Exempt

Pass

n/a

n/a

Group 1

n/a

n/a

n/a

Group 2

n/a

3.48*10

Exempt

Pass

n/a

n/a

Group 2

n/a

n/a

n/a

Exempt

n/a

n/a

n/a

Group 1

n/a

8.30*10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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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實驗室的測試數據如下
Irradiance Results
4.95*10-1
7*10-4

Resulting
risk group
Exempt
Exempt

Risk group
limit value
1
10

Time to exposure
limit (s)
> 30000
> 30000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Hazard

Measured value

Actinic UV (mW m-2)
Near UVA (W m-2)
Blue Light Small
Source (W m-2)
IR Eye (W m-2)
Thermal Skin (W
m-2)

Radiance Results
Hazard

Measured value
-1
-2
(W sr m )

Risk group
limit value
-1
-2
(W sr m )

Risk group
tested

Pass/Fail

Blue light hazard
100mrad FOV
Blue light hazard 11mrad
FOV
Blue light hazard
1.7mrad FOV
Retinal Thermal
11mrad FOV
Retinal Thermal
1.7mrad FOV
Retinal Thermal Weak
Visual
35mrad FOV
Retinal Thermal Weak
Visual
11mrad FOV

6.18*101

100

Exempt

Pass

n/a

n/a

Group 1

n/a

n/a

n/a

Group 2

n/a

3.48*10

Exempt

Pass

n/a

n/a

Group 2

n/a

n/a

n/a

Exempt

n/a

n/a

n/a

Group 1

n/a

8.25*10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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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實驗室的測試數據如下
Irradiance Results
Hazard

Measured value
2.92*10
-4
7.11*10
n/a

Resulting
risk group
Exempt
Exempt
n/a

Risk group
limit value
1
10
n/a

Time to exposure
limit (s)
> 30000
> 30000
n/a

Actinic UV (mW m-2)
Near UVA (W m-2)
Blue Light Small
Source (W m-2)
IR Eye (W m-2)
Thermal Skin (W
m-2)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8

Radiance Results
Hazard

Measured value
-1
-2
(W sr m )

Risk group
limit value
-1
-2
(W sr m )
100

Risk group
tested

Pass/Fail

Blue light hazard
100mrad FOV
Blue light hazard 11mrad
FOV
Blue light hazard
1.7mrad FOV
Retinal Thermal
11mrad FOV
Retinal Thermal
1.7mrad FOV
Retinal Thermal Weak
Visual
35mrad FOV
Retinal Thermal Weak
Visual
11mrad FOV

6.36*10

Exempt

Pass

n/a

n/a

Group 1

n/a

n/a

n/a

Group 2

n/a

1

5

5

2.8*10

3.48*10

Exempt

Pass

n/a

n/a

Group 2

n/a

n/a

n/a

Exempt

n/a

n/a

n/a

Group 1

n/a

測試結果顯示各實驗室測試後，LED 燈泡的光輻射照度
(Irradiance)以及光輻射亮度(Radiance)展現不盡相同，以量測數據
來看，各實驗室差異頗大。四家實驗室 Irradiance －Actinic UV 最
大與最小差距 4.9%，Radiance －Blue light hazard 100mrad FOV
最大與最小差距 4.8%，推測為追溯源及量測設備不相同，標準燈
水 準 也 不 一 致 ， 導 致 光 輻 射 照 度 (Irradiance) 以 及 光 輻 射 亮 度
(Radiance)計算後各家實驗室對於同一燈泡有不同的量測結果，但
是各實驗室皆判定該 LED 燈泡的危險等級為”無危害(Exempt)”，
實驗室之間的量測結果差距大，主因是 IEC 62471 中並無提到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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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方法，目前也還沒有任何標準規範，所以會造成，實驗室間
測試手法不一致，再加上四家實驗室中，僅有兩家實驗室設備相
同，另外兩家設備不同，這也是造成量測差異過大的主因之一。
三、 經濟效益(產業經濟發展)
(一)提供測試驗證技術服務共 20 案，說明如下：
LED 照明產品檢測服務案 20 案，其中包含積分球測試、配光
曲線儀測試及光生物安全測試合計服務 10 家廠商(如鑫源盛科
技、裕邦科技、光林電子、康舒科技、億光等)如下表。
表 5、LED 照明產品檢測服務統計表
廠商
鑫源盛科技
裕邦科技
光林電子
康舒科技
昇銓科技
億光

積分球
服務案件數
2
1

榮創
軒豊
衡陽勝添
鑫日東
總計

配光曲線儀
服務案件數

光生物安全
服務案件數

1

2
1
1
10
1
1

1
1
1
1

1
1
1
1

5

20

1
6

4
1

8

7

合計

(二)實驗室認證與國際驗證合作分述如下：
LED 照明光生物安全實驗室取得國內 TAF 認證，LED 照明安
規測試實驗室取得 IECEE CBTL 認證以及 LED 燈具性能實驗室取
得美國 Energy StarLM80-80 之測試認證，可協助廠商在國內完成
所需測試充份達到節省時間及成本之效益。
四、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一)檢測驗證體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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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公信力高與獲得國際認證之法人實驗室檢測相關 LED 燈
具產品，可精確量測 LED 燈具之光學特性等，解決市場標示混淆
情形，如此可塑造優質燈具廠商之品質形象，提高其產品附加價
值；並透過國際認證關係，降低國際貿易門檻，加速產品的出口
時效與爭取商機，消費者亦可輕易的辨識及購買經認證之 LED 燈
具，不僅保障消費者之消費權益，也提升購買者信心，未來願選
用 LED 產品來替代舊有傳統照明燈具，達到政府推動節能減碳之
目標。
五、非研究類成就(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
照明實驗室與日本 JQA 簽訂 S-Mark 與 PSE-Mark 之合作協議，
可在台灣完成照明產品銷日之測試，另與美國 UL 合作，取得 IECEE
之 CB 認可實驗室資格，可在本實驗室完成外銷所需之測試服務，
進而協助廠商取得其產品所需之國外認證，有助於產品擴展國際市
場。
六、其它效益(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規範/標準制訂
LED 室內照明眩光標準草案制定對 LED 照明光源品質改善能
提供助益，近幾年來由於發光二極體(Light Emitting Diode, 以下簡稱
LED)的發光效率之提升與相關螢光粉體的研究與進步，使得 LED 逐
漸運用在照明上。然而 LED 的光學特性與輸出給人們帶來的新體驗
相較於傳統燈源卻不一定都是有益無害的，近幾年眾多研究皆是在
探討此種新型照明燈源與人因之間的交互關係，並與傳統燈源與人
之間的關係做比較，其中 LED 引起的眩光感受則是其中之一。

伍、本年計畫經費與人力執行情形
一、計畫經費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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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結構與經費

101 年度：
中綱/(細部)計畫
名稱
經費
能源國家型科技
計畫-建置節約
能源、再生能源
73,476
與前瞻能源產業
產品標準、檢測
技術及驗證平台
計畫

單位：仟元
研究計畫
名稱
經費
建置節約能源
產業產品標
準、檢測技術與
驗證平台-LED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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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0

主持人

執行機關

林育堯

台灣電子檢
驗中心

備
註

(二) 經資門經費表
101 年度：

單位：千元
預算數(執行數)

會計科目

項目

主管機關預算
(委託、補助)

自籌款

備註
合計

金額(千元)

占總經費%

一、經常支出
1.人事費
直接薪資
2.業務費
其他直接費用-人事.業務
費.材料費.委託勞務費
3.差旅費
其他直接費用-差旅費
4.管理費用(含公費)

金額
合
計

占總經費%

1,690

0

1,690

29.29%

(1,690)

0

(1,690)

(29.29%)

2,868

0

2,868

49.71%

(3102)

0

(3102)

(53.76%)

253

0

253

4.38%

(224)

0

(224)

(3.89%)

959

0

959

16.62%

(959)

0

(959)

(16.62%)

5,770

0

5,770,000

100.00%

(5,975)

0

(5,975)

(103.55%)

100.00%

0

100.00%

(103.55%)

0

(103.55%)

101 年度計畫執行數與預算數差異說明：

(三) 100 萬以上儀器設備
101 年度：本年度無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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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人力執行情形
(一) 計畫人力

執行
情形

計畫名稱
FY101 建
置 LED 室
內外照明
系統標準
檢測驗證
平台

總人力 研究員級 副研究員級

助理
研究員級

助理

原訂

30.75

5.85

1.6

23.3

-

實際

31.16

6

1.9

23.26

-

差異

0.41

0.15

0.3

-0.04

-

與原核定計畫差異說明：
(二) 主要人力(副研究員級以上)投入情形

101 年度：
年度

姓名

101 林育堯

101 劉芩相

計畫職稱

投入主要工作
及人月數

學、經歷及專長

2 人月

學 歷 清華大學材料科學系學士

6 人月

學 歷 元智大學電機系碩士

分項計畫負責

經 歷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電技部經理

計畫
計畫統籌管理與 經 歷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副執行長
主持人
進度控制
專 長 材料/可靠度工程/專利分析

研究員

LED 照明標準與
專 長 電子電機
檢測技術研究
學 歷 淡江大學物理系學士

1.9 人月
101 洪明正 副研究員

LED 照明二級校 經 歷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量測部課長
正系統與標準件
專 長 校正與測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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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本計畫可能產生專利智財或可移轉之潛力技術(knowhow)
說明
本計畫屬 LED 照明標準、檢測技術與驗證平台之環境建構型專
案計畫，故無專利等技術可供移轉。

柒、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由電檢中心與中央大學「高效能 LED 之室內照明與人因科技之
研發」計畫相配合，此計畫在眼球模型建構上有相關，本計畫草擬
制定之 LED 室內照明眩光標準草案就與中央大學之計畫互相配合。

捌、後續工作構想之重點
一、持續進行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之調和
(一)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調和
節能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相關之國際標準也持續在發展，為
使我國國家標準能跟上國際腳步，以協助廠商產品能符合國際水
準，標準調和應為長期工作，故下期計畫將持續關注國際標準之
發展，隨時與其調和。
(二)參與國際標準活動
由於 LED 照明產業為新技術引領的新興產業，國際間各種標
準與產業規格活動頻繁，有必要結合國內產學研力量積極參與相
關活動，或伺機爭取發聲機會，或掌握國際發展動向。並運用現
存兩岸標準合作平台，推動兩岸共通標準。
二、發展 LED 照明二級校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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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 LED 二級校正標準追溯系統，以協助國內 LED 產業確認
產品性能量測之準確度，並提供 LED 產品可追溯至國際或國家標
準之校正標準，與國際接軌。
三、進行國際比對，提昇國內檢測技術與實力
量測技術為檢測驗證技術之基石，為面對愈來愈國際化的全球
趨勢，提昇與精進量測技術為國內不可缺少之研究。本計畫四年已
建置 LED 照明性能與安規測試系統，後續將持續進行相關產品之量
測技術研究，提昇國內檢測能力，精實檢測手法，儲備面對國際挑
戰的能力。
四、持續進行實驗室國內外認證申請
持續對已建構或將建構之檢測實驗室申請國內外相關認證，尋
求與國際驗證機構合作之機會，完善產品全求驗證之管道與網絡，
消除我國產業產品外銷面臨之檢測驗證障礙，促進產業發展。

玖、檢討與展望
各國國家標準實驗室之一級標準燈材料目前仍以採用白熾燈泡
為主，來進行追溯傳遞，原因是其穩定性佳，光譜平順，適合當光
譜校正追溯用，LED 因易受熱影響，光衰相對嚴重，又光型因封裝
特性，會有指向性影響，比較不適合作為一級標準件材料；由於 LED
種類繁多、特性亦均不相同，建議以廠商自行生產，再由校正實驗
室來進行挑選特性與穩定佳之元件，賦予相關光學參數，提供業界
作為工廠比對用之二級參考標準件。
有鑑於 LED 照明產業是我國具發展潛力之綠能產業建置完整量
測標準追溯體系，以協助產業建立具一致性的光學度量基準，確為
產業迫切之需求。同時應加強實驗室之間的互動溝通，培養專業測
試人員與提昇設備檢測能力，才能降低實驗室的追溯不確定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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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結果更具科學性、可比性與重複性。
在 LED 照明產品包括 LED 光源控制裝置、LED 燈泡、LED 燈
管等已逐漸被消費者接受，相關產品也大量被使用於公共建築上，
但國內目前相關產品驗證制度尚在建置中，導致市場上產品常有標
示與實測值不符情形，消費者權益無法確保。目前 LED 照明產品的
節能標章規格正在起草中，LED 球泡燈納入 RPC 品目也在規劃作業
中，相關亂象應可逐漸獲得解決。
下表是由標準差異角度提出對 LED 照明產品驗證實施之建議，
其中 LED 驅動器國內外標準相調和，可直接導入強制性 RPC 驗證。
LED 球泡燈目前國內外標準相調和，亦可直接導入 RPC 驗證，但修
改中 CNS 增加性能要求，未來會有轉證困擾，或可考慮輔以 VPC
自願性驗證。LED 燈管目前國內外標準未完成調和，可考慮先導入
自願性驗證 VPC，待國際標準明確再轉軌為 RPC。
表 6、LED 照明產品驗證實施建議方案
產品名稱

檢驗標準

LED 燈泡

CNS 15436
IEC 62471

LED 燈管

CNS 15438
IEC 62471

LED 驅動器

CNS15467-1
CNS15467-2-13

符合性評鑑
驗證制度
轉證機制
程序模式
2+3
RPC 目前與國外的 IEC62560
(VPC) 標準相調合，但 CNS15436
日前正在改版，將性能標
準納入其中，屆時將與
IEC62560 不再調和。不適
合轉證。
2+3
VPC 與國際標準 IEC 62776 草
案及美國 UL 1993 標準有
所差異，不適合轉證。
2+3
RPC 與
IEC61347-1
及
IEC61347-2-13 相調和。可
考慮與有協議之國際驗證
機構互相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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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科技計畫成果效益報告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期末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期末成果效益報告
期末成果效益報告
101 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名稱：
名稱：建置節約能源產業產品標準、
建置節約能源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
與驗證平台-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與驗證平台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能源科技策略分項
能源科技策略分項）
分項）（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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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期程期末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期程期末成果效益報
告

壹、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建置節約能源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與
驗證平台(4/4)-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

主 持 人：林育堯
計畫期間(全程)：98 年 01 月 0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目前執行：98 年 01 月 0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年度經費： 44,730 千元 全程經費規劃： 85,820 千元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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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計畫目的：
(一) 驗證冷凍空調產品能源效率，降低能源費用支出。台灣能源
99%以上仰賴進口，加上國際能源價格高漲，致使我國產業面
臨嚴峻考驗，因此擴張綠色節約能源科技研發與發展節能科
技產業，再創台灣環保、經濟及能源永續發展為當務之急。
(二) 節能產業科技策略規劃，乃針對國內在推動節能上所需要之
各項節能科技進行深入探討，除配合達成節能目標外，結合
我國既有優勢產業，帶動我國具發展利基之節能產業發展，
擴大落實節能深度與廣度。
(三) 節 能 減 碳 、 永 續 經 營 。 行 政 院 核 定 產 業 發 展 綱 領
（2011.5.9.）：「台灣綠能等新興產業占整體製造業實質產
值」由 2008 年 4%提升至 30%等目標。在整體產業結構調整規
劃上，將以「產業高值化與低碳化」為主軸，提升最終產品
比重，著重發展下游產品所需的關鍵材料與零組件，並逐步
淘汰舊世代製程，同時達到排碳量成長減緩，以及創造整體
附加價值成長的目標。
基於協助國內產業發展，針對冷凍空調產品以 4 年時間，逐
步擬定符合需求的檢驗標準，並建置試驗能量，提供產品安全、
性能等方面的檢測能力，使國內產品能夠滿足國際間的規範要
求，各年度的計畫執行內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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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98 年
99 年
標準及 -規劃 71kW 空 -VRF 空調機
研究
調機實驗室
性能檢測技
-R600a 冷 媒 術研究
冰箱檢測技
術研究

100 年
修
訂
CNS3765-34 壓縮
機安規標準
-修訂 CNS3765 安
規標準
-熱泵熱水器性能
檢測技術研究
檢測能 完成 R600a 冷 建置 71kW 空 建 置熱泵 熱水 器
量
媒 電 冰 箱 與 調 機 測 試 系 測試系統
壓縮機測試 統
系統
國際驗
R600a 電 冰 空 調機測 試實 驗
證
箱 實 驗 室 室申請 TAF 認證
IECEE CBTL
申請評鑑

101 年
- 修 訂 CNS
37653765-40 電 熱
泵 、 空氣調節機
及除濕機產品的
安全標準
-熱平衡式空調
機測試技術研究
建置熱平衡式空
調機測試系統

熱泵熱水器測試
實驗室申請 TAF
認證

本計畫以四年為期，最終以達成下列效益為目標：
1. 協助產業發展，
協助產業發展，永續經營
藉由產業的產品標準、試驗及驗證平台的建立，以縮短業者
開發產品取得認證所需的時間，產製符合國內環境與國際標準之
產品。
2. 與國際接軌
由於國外在節約能源產業方面投入相當多的研究，對於相關
產業產品標準、試驗及驗證制度，亦有豐富的經驗可供學習。因
此，建立與國外專業試驗和驗證單位的交流管道，可便於國際間
最新的技術發展趨勢的獲得，亦能夠協助國內廠商的製品進軍國
際市場。
3. 培養團隊及檢測驗證專業人員
我國冷凍空調產品是佔國內家庭耗電大宗的產品，為達成節
能減排的目標，提昇冷凍空調產品的效能與檢測技術就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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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藉由本計畫的執行培養專業團隊與技術人員，提昇空調機與
新興冷媒產品的檢測技術，促進產業的發展。
4. 國家級檢測能量建立
冷凍空調產品包括電冰箱、空調機、熱泵熱水器等產品，以
建置國家中心實驗室為目標，建置高精度且與國際接軌之實驗室。
5. 保護消費者使用安全
面臨全球化、便捷化的經貿情勢及國內多元、開放的社會型
態，政府施政應以產業及民眾需求為本，且具備主動積極的服務
精神，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提供商品公平交易環境、協助產業發
展及保護消費者權益為宗旨，並依循世界貿易組織/技術性貿易障
礙協定(WTO/TBT)的原則，建構符合國際符合性評鑑程序之基礎
建設，提供產業永續發展環境，確保商品符合安全要求，本計畫
方向以制定符合國際規範之國家標準、建構與國際接軌之國家量
測標準體系、促進符合性評鑑機制之有效運作、推動國際合作及
相互承認等為重點，以提升我國產業的市場競爭優勢，並為消費
大眾創造健康安全的生活環境。
二、計畫架構(含樹狀圖)：
本計畫─「建置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標準檢測驗證平台」，
藉由完整產品標準檢測驗證平台，包含
(一) 標準研究與制定，提供產業界明確的遵循標準
(二) 檢測能量建置與檢測技術研究，提供廠商新產品研發之檢測
驗證環境，確保產品品質，以建立消費者對新節能產品品質
的信心
(三) 檢測能量與國際接軌。致力於檢測能量獲得國外機構之認
可，以協助廠商能在國內完成外銷必要之檢測與驗證，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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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外銷。這不只創造政府、產業界、及消費者三贏局面，
亦結合我國既有優勢產業，帶動我國節能產業產品之發展。
本計畫內容架構如下
修訂 CNS 3765 家電安
全標準(100)
標準制定研究
與協助國家標
與協助
國家標
準審查作業

冷
凍
空
調
與
新
興
冷
媒
標
準
檢
測
驗
證
平
台

修訂 CNS 37653765-40 空氣
調節機安全標準(101)
調節機安全標準(101)

R600a 冷媒冰箱檢測技
術研究(98)
71kW 空調機測試系統
籌建規劃(98)
檢測能量建置
與檢測技術研
究

VRF 空調機性能檢測技
術研究(99)
熱泵熱水器性能檢測
技術研究(100)
熱平衡式空調機性能
熱平衡式空調機性能
檢測技術研究(101)
檢測技術研究

實驗室與國際
接軌

71kW 空調機實驗室 TAF
認證(100)
熱泵熱水器實驗室 TAF
認證(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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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CNS 3765-34 壓縮
機安全標準(100)

協助國家標準審查作
業(各年度
各年度)
各年度

R600a 壓縮機及冰箱安
全測試系統建置(98)
71kW 空調機測試系統
建置(99)

完成熱泵熱水器測試
系統建置(100)
完成熱平衡式空調機
試系統建置(101)
試系統建置

R600a 冰箱實驗室 IEC
認可實驗室認證(99)
國內空調機實驗室能
力比對(100)
國內電冰箱實驗室能
力比對(101)
力比對(101)

三、計畫主要內容：
本計畫定位為節能產品之標準、檢測技術及驗證平台計畫，因
此全程計畫之總體主要任務為建置冷凍空調產業所需之標準與量
測驗證技術，經由下列策略：1.產品標準、檢測及驗證技術的深化
研究；2.檢測及驗證實驗室的孕育建置；3.檢測驗證人才之養成，
來建立完善的檢測驗證平台，作為產業發展過程中所需之標準與檢
測驗證支援，以協助我國冷凍空調產業建立競爭能力。

101 年主要工作內容如下：
年主要工作內容如下：
1. 協助建置熱平衡式空調機測試系統
2. 完成修訂 CNS 3765-40 電熱泵、空氣調節機及除濕機產品的安
全標準草案 1 份
3. 進行冷凍空調產品能力比對試驗 1 次
4. 發表檢測技術相關論文 1 篇
5. 協助舉辦檢測技術相關研討會活動 1 場
6. 參與國際研討會、標準制定會議、技術訓練活動或參訪資料蒐
集共 2 場
7. 完成冷凍空調產品測試及驗證服務 15 件以上
8. 完成本科專計畫國家標準草案試審會 1 場
9. 完成熱泵熱水器檢測實驗室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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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果與重大突破(含質化與量化成果
outputs)
一、 質化成果：
101 年度：
預期成果
實際成果
差異分析
1.學術成就
(1)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a 無
(1) 論文：
High-Temperature Air-Source
 投稿熱泵技術文章一篇至
Heat Pump Water Heater」論文刊
亞洲冷凍空調研討會
登於亞洲冷凍空調研討會。
 熱平衡式空調機檢測技術
「熱平衡空調機性能檢測標準與
研究論文
技術研究」論文刊登於冷凍空調
(2) 冷凍空調研究團隊養成
&能源科技雜誌第 77 期，2012
(3) 冷凍空調與新與冷媒檢測
年 10 月號。
標準與技術研討會
(4) 熱平衡式空調機檢測訓練 (2) 財團法人電子檢驗中心與台北科
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合
教材產出
作組成研究團隊。團隊持續合作
養成。
(3) 5 月 8 日於新竹完成冷凍空調與
新與冷媒檢測標準與技術研討會
舉辦。
10/12 日於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辦
空調產品節能與檢測技術研討
會。
(4) 熱平衡式空調機檢測訓練教材產
出一份，提供有需求人員參考。
2.技術創新
熱平衡式空調機檢測技術報告 (1) 完成熱平衡式空調機檢測技術 無
研究報告。
3.經濟效益
(1) 完成熱平衡式空調機測試系統 無
(1) 檢測技術服務：
建置，可測製冷能力達 14kW 之
 完成熱平衡式空調機測試
空調機產品。
系統建置
已提供國內東元、聲寶、松下、
 提供冷凍空調製熱產品檢
樂金等廠商技術服務，產品包括
測技術服務
空調機與電冰箱，共 30 案。
(2) 與學界合作研究完成熱平
(2) 已完成訓練教材一份。
衡式空調機檢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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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熱平衡式空調機測試

(3) 已完成熱平衡式實驗室規劃原

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理與測試儀器等知識性訓練，及
設備操作訓練包括測試樣品安
裝連接，以及測試系統之基本硬
體、軟體操作與講解，增進人員
操作技術與知識。

4.社會影響
(1) 以精確度更佳之熱平衡式

(1) 熱平衡式空調機測試系統建置 無

空調機性能檢測技術驗證

完成，協助驗證空調機產品之性

空調機產品性能以及其安
全性
5. 非研究類成就
(1) 熱 泵 熱 水 器 測 試 實 驗 室
TAF 認可申請
(2) 電冰箱實驗室能力比對試
驗

能及安全性，保障消費者使用安
全。
(1) 熱泵熱水器測試實驗室己獲得 無
TAF 認可。
(2) 國內六家電冰箱實驗室參與能
力比對，並完成能力比對報告一
份。

6.其他效益方面
(1) 進行 CNS3765-40 國家標準 (1) 已完成 CNS3765-40 國家標準修 無
訂草案，及進行草案試審會會議
修訂
一場。

二、 量化成果：
101 年度：
績效
屬性

學術
成就

績效指標

預期產
出量化
值
論文
國內期
刊1篇
國外研
討會 1
篇
研究團隊 跨組織
養成
合作 1
隊

實際產
出量化
值
國內期
刊1篇
國外研
討會 1
篇
跨組織
合作 1
隊

研究報告

1份

1份

效益說明

投稿文章至國際研討會可提昇我國研究技
術於國外的能見度，同時投稿於國內之論文
可供國內產官學界參考，共同提昇檢測技術
知識。
與台北科技大學合作形成專業技術研究團
隊，除了原有之專業檢測技術外，更可結合
學界之創新與前瞻視野，提昇專案研究與執
行的完整性。
檢測比對研究報告產出供國內冷凍空調廠
商參考，提昇國內廠商對相關技術之認知，
以達到知識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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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
屬性

技 術
創新
經 濟
效益

社 會
影響

非 研
究 類
成就
其 他
效 益
方面

績效指標

預期產
出量化
值
辦理學術 1場
活動

實際產
效益說明
出量化
值
2場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檢測標準與技術
研討會與國內產官學研分享計畫研究
成 果 與 檢 測 能 量 ， 提昇國內冷凍空調產業
人員相關冷凍空調產品之技術與知識。
形成教材
教 材 1 教 材 1 冷凍空調產品檢測技術教材及檢測標準訓練
份
份
教材，分享提供產官學界參考，提昇各方相
關知識與能力。
技術報告
1份
1份
熱平衡式空調機性能測試標準與技術研究技
術報告，供國內空調廠商進行開發與設計產
品參考，提昇產品品質。
共通/檢測 15 件
30 件
測試服務金額約 240 萬，間接帶用家電 400
技術服務
億產值之產業
促成與學 1件
1件
與台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合
界或產業
作研究標準的內容與檢測方法，有效結合
團體合作
學界的研究能量
研究
實驗室建 1組
1組
熱平衡式空調機測試系統建置。提供國內廠
置
商外銷產品之測試平台，節省產品送到各國
測試之費用（100 件小型空調機產品試測試
與運送費用約可省 2500 萬元以上），以及提
供更即時的服務，更能協助國內冷凍空調產
業向外發展。
共通/檢測 技 術 操 技 術 操 提昇熱平衡式空調機產品檢測服務人員專
技術服務
作 教 育 作 教 育 業能力及檢測技術。
訓練 1 訓練 2
次
次
提高能源
1型
1型
熱平衡式測試技術能測出更精確之空調機
利用率
性能，因此能更精確評估產品之能力以達到
節能之要求。
國內/國際
1件
1件
熱泵熱水器驗室申請 TAF 認證，提供國內廠
認證
商具有公信力的檢測服務，亦能保障產品測
試品質。
規 範 / 標 準 國 家 標 國 家 標 修訂 CNS3765-40 空調機家電安規國家標
制訂
準1件
準 1 件 準，使國內家電廠商有最新依循之測試標
準，同時測試方法能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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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述選定績效指標作如下之敘述：
101 年度
項目
總計畫

年度目標
冷凍空調主要目標為
建置熱平衡式空調機
產品性能測試系統與
修訂 CNS3765-40 空調
機安規標準草案。目前
先進國家之小型空調
機性能測試大多具備
熱平衡式空調機性能
測試實驗室，其測試結
果值較目前國內普遍
使用的焓差式實驗室
來得精確，本年度針對
熱平衡式空調機測試
系統進行規劃建置與
測試技術研究，可提昇
國家中心實驗室之檢
測準確度與國際同
步，同時可間接提高國
內空調機廠商設計與
製造技術，因應未來國
際愈來愈白熱化的競
爭。

年度衡量指標
實際達成度
(1)論文：國內期刊 1 篇、 (1) 論文：國內期刊
國外研討會 1 篇
(2)研究團隊養成: 跨組

1 篇、國外研討會 1
篇

織合作 1 隊
(3)研究報告：1 份

(2) 研究團隊養成:

(4)辦理學術活動:1 場

(3) 研究報告：1 份

(5)形成教材:1 份

(4) 辦 理 學 術 活

(6)技術報告:1 份
(7)經 濟 共 通 / 檢 測 技 術
服務:15 件
(8)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團
體合作研究:1 件
(9)實驗室建置:1 組
(10)
社會共通/檢測
技術服務: 操作教育訓
練1次
(11)
提高能源利用
率:1 型
(12)
國內/國際認
證:1 件
(13)
規範/標準制
訂:1 件

動:2 場
(5) 形成教材:1 份
(6) 技術報告: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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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組織合作 1 隊

(7) 經濟共通/檢測
技術服務:30 件
(8) 促 成 與 學 界 或
產業團體合作研
究:1 件
(9) 實 驗 室 建 置 :1
組
(10) 社會共通/檢測
技術服務: 操作教
育訓練 2 次，20 人
次
(11) 提 高 能 源 利 用
率:1 型
(12) 國 內 / 國 際 認
證:1 件
(13) 規範/標準制
訂:1 件

肆、 主要成就與成果所產生之價值與影響 (outcomes)
一、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一) 論文：

冷凍空調本(101)年度與台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
系合作投稿「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A
HIGH-TEMPERATURE AIRSOURCE HEAT PUMP WATER
HEATER」至 2012 年亞太製冷空調國際會議。刊登於八月份於國
際會議，主題空氣源熱泵熱水器產品為具有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產
品，受到國際的重視，並積極推廣，此份研究這有助於國際瞭解
我國在此部份的研究已有非常好之成果。論文研究內容為：針對
具大溫差冷凝器之氣源中高溫熱泵，利用實驗測試方法，探討不
同操作參數對其性能之影響。考量的操作參數為：氣源入口溫濕
度、熱水入水溫度、以及熱水流量等。探討的性能為：冷凝器製
熱能力、壓縮機消耗電功、以及機組性能係數。綜合實驗分析結
果可知：(1)入水溫度 25℃、熱水出水溫度大於 65℃時，冷凝溫
度會低於熱水出水溫度約 1~5K。與相同出水溫度下，冷凝器趨
近溫度 3K 設計相比，可間接降低冷凝溫度。(2)出水溫度 75℃時，
製熱性能係數最高有 2.8。(3)冷媒側熱泵溫升對性能係數之影響
整體變化趨勢幾乎為線性變化，可做為判定熱泵機組性能優劣之
函數。(4)本研究所開發之氣源中高溫型熱泵，在總熱泵溫升 65
℃下，出水溫度達 85℃，對應之 COP 為 2。
另外針對熱平衡式空調機檢測技術進行研究，並於 10 月刊
登於國內「冷凍空調&能源科技」雜誌，第 77 期(2012 年 10 月)，
第 64-75 頁，題目為「空調機與熱泵性能測試標準及測試技術之
研究」，以分享研究結果。熱平衡法優點為能夠使待測設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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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環境與實際環境較為一致、測量值較為精確，相對的其建
置成本高、測量時間較長；而空氣焓法相較熱平衡法，其測量
較為簡單、建置成本低、測量時間短，但由於省略冷凝水焓值
計算，試驗結果與熱量測量室相比有些許誤差。

圖 30

冷凍空調&能源科技雜誌及論文封面

(二) 研究團隊養成:

與台北科技大學合作形成專業技術研究團隊一組，除了財團
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原有之家電產品專業安規、性能、EMC 等
檢測技術外，更結合學界之創新與前瞻視野及研究能力，提昇專
案研究與執行的完整性。並為冷凍空調產業培育未來之專業人
才，使產業之堅實技術能於國內持續延續。
(三) 辦理學術活動 2 場分述如下：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檢測標準與技術研討會」
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檢測標準與技術研討會」
討論主題包括 71kW 級空調機、新興冷媒電冰箱、熱泵熱水
器產品之檢測標準與技術，及標準檢驗局建置冷凍空調國家中心
實驗室之檢測能量。檢測標準介紹除說明國內最新冷凍空調產品
標準情況外，並整理產品對應之國際標準發展狀況，提供與會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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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來賓參考，使國內廠商於開發產品時，能考量國際發展狀況，
並注意新標準對冷凍空調產品是否有相關影響。而說明冷凍空調
國家中心實驗室的檢測能量與服務項目，可協助國內廠商瞭解國
內測試資源，利用政府協助產業發展所用心完成的冷凍空調產品
測試實驗室，來減少廠商自行建置實驗室的負擔，同時藉由國家
中心實驗室高品質的測試設備，來協助廠商提昇產品開發技術與
品質。
「空調產品節能與檢測技術研討會」
空調產品節能與檢測技術研討會」
為展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節能專案執行成果，於 10 月 12
日舉辦一場「空調產品節能與檢測技術研討會」，以說明四年之
執行成果及國內開始發展之空調機之熱平衡檢測技術，使國內相
關廠商、專家、學者瞭解新的檢測方法及與目前測試方式之差異。
空調熱泵產品在世界各國家庭用電比例皆超過 30%以上，在
寒帶國家更超過 50%，如何節省空調熱泵產品能耗成為各國積極
研究的課題。空調系統外氣空調箱並非最新的技術，但因其具有
明顯的節能效益，近幾年在台灣逐漸受到重視與推廣，各國亦積
極推廣，未來有機會將成為節能主力產品之一。在日本，家用小
型空調機佔家庭能耗達 52％，因此，日本以提昇空調機能源效率
及研究更準確的性能檢測技術來達成節能之目標，熱平衡式檢測
技術即為日本用於小型空調機之性能檢測技術，美國、澳洲等先
進國家小型空調機性能測試也都以熱平衡法進行。熱平衡式空調
機性能檢測技術之研究，有助提昇我國空調機性能檢測能力，提
昇產業於國際之競爭力。
(四) 研究報告：

下半年度完成電冰箱實驗室能力比對研究報告。比對試驗為
評估試驗室校正或測試能力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藉由實驗室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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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讓參與之實驗室得以透過量測比對結果，瞭解本身之校正能力
或與其他實驗室間之差異並求解決之道，來提升實驗室之校正水
準，也能維持國內量測標準之一致性。本(101)年度電冰箱實驗室
比對試驗旨在瞭解國內測試單位與製造商之電冰箱性能實驗室
之試驗結果是否有差異性，藉測試結果減少差異性，提昇國內產
品水平於一致，避免測試誤差造成後續產品產生差異，使消費者
造成誤解或造成社會問題。
在進行性能測試時，電冰箱內部溫度量測位置需統一，以避
免不同位置量測所造成之溫度差異，下圖為依標準規定之量測位
置，各比對實驗室皆以此位置進行性能測試。

冷藏室

冷凍室
圖 31 電冰箱溫度量測實景圖

此次電冰箱性能能力比對試驗主要目的是要瞭解各實驗室
對於能源因數的測試能力。根據測試結果，我們發現各實驗室的
等效內容積並不一致，相關的教育訓練應予以加強，此外由校正
資料和測試數據推測各實驗室能源因數的差異應是電力計準確
度的問題，故儀器的定期校正應加以落實。期望藉由此次比對之
經驗使國內實驗室測試能力趨近於一致，降低測試結果不一致所
造成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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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一) 技術報告:

熱平衡式空調機性能測試技術研究技術報告。
熱量測量室法的原理是熱平衡，其基本概念是在穩定的工作
狀態下，熱量測量室內部的所有部件及周圍結構達到了吸熱量等
於放熱量的熱平衡的狀態。空氣焓法以空氣側的變化來反映空調
設備的冷凍能力，測量空調設備的送風、回風參數(乾溼球溫度)
及循環風量，以測得的送風、回風焓差與風量乘積來制定設備的
能力。本研究項目提供了熱平衡式空調機性能試驗方法較詳細的
敘述與參考，空調機廠商與性能測試人員在進行相關測試時，可
藉由本研究項目更了解 CNS 14464 中所敘述之試驗方法與內容步
驟；熟知兩者的原理及相關知識後，便可以依照不同情況需求選
擇適合的測量方法，以達到最大效益的目的。
三、 經濟效益(產業經濟發展)
(一) 經濟共通/檢測技術服務:

本年度服務國內冷凍空調廠商 30 件，協助廠商驗證產品品
質。技術服務產品包括電冰箱、空調機技術服務，服務廠商有東
元公司、台灣松下公司、台灣樂金、聲寶公司、東芝、三洋、大
同、嘉儀…等。國內中小型空調機年銷售量約 90 萬台，而電冰
箱於每年約有 70 萬台的銷售量，本計畫協助廠商進行空調機與
電冰箱產品驗證與技術服務，驗證服務費約 240 萬元，間接帶動
約 400 億之空調機與電冰箱等冷凍空調產業經濟發展。
(二) 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團體合作研究:

與台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合作研究標準的內
容與檢測方法，有效結合學界的研究能量，快速提昇業界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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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技術，提高產品之品質。本年度合作研究熱平衡式空調機性能
檢測技術及 CNS3765-40 空調與熱泵性能標準。國內目前是以焓
差法測試空調機性能，由於熱平衡法檢測結果較為準確，研究熱
平衡法性能測試技術，除可提昇國內於空調機之檢測技術外，更
可藉由此技術與國外先進國家進行能力比對，以提昇我國之整體
檢測能力。
(三) 實驗室建置:

目前全球先進國家，如美國、日本、澳洲、韓國…等，皆建
置熱平衡式空調機性能測試實驗室，因其測試結果較焓差式來得
準確，目前美國消耗功率 3kW 以下之小型無風管冷氣機皆以熱
平衡式測試實驗室進行測試，澳洲空調機產品亦是以熱平衡式實
驗室進行產品驗證，國內以國家中心實驗室的視野建置平衡式空
調機測試實驗室，來提昇國內測試技術研究能量，同時於未來尋
求與美國、日本、澳洲熱平衡實驗室合作之機會，提供國內廠商
外銷產品之測試平台，節省產品送到各國測試之費用（100 件小
型空調機產品試測試與運送費用約可省 2500 萬元以上）
，以及提
供更即時的服務，更能協助國內冷凍空調產業向外發展。同時熱
平衡式測試實驗室建置完成後，可與國際先進國家進行能力比
對，再以同等技術進行國內之比對，將有助於我國空調機之測試
水準，促進產業外銷競爭力。
四、 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一)社會共通/檢測技術服務:
熱平衡式空調機測試實驗室，為國內目前唯一使用熱量平衡法
之實驗室，為使技術人員具有足夠知識與操作能力，持續舉辦相關
知識訓練，目前己舉辦熱平衡式實驗室規劃原理與測試儀器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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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訓練，己舉辦 2 次訓練，20 人次參與。後續將進行操作訓練包括
測試樣品安裝連接，以及測試系統之基本硬體、軟體操作與講解，
增進人員操作技術與知識。
(二)提高能源利用率:
熱平衡式測試技術能測出更精確之空調機性能，因此，能更精
確評估空調機產品之實際性能，以瞭解產品是否能達到節能之要
求。此測試系統協助驗證更高效率的空調機產品，達成國內逐年減
少碳排放量的目標。
五、 非研究類成就(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
(一)國內/國際認證：
熱泵熱水器產品由於其具有高運轉效率，節能效益明顯，為目
前全球關注的產品，國內廠商也積極投入熱泵熱水器產品的研發與
生產，於去年(民國 100 年)所完成建置之熱泵熱水器實驗室提出
TAF 申請，精實測試實驗室之品質，以提供國內廠商熱泵熱水器產
品測試能量，協助達成國內總體節能減碳的目標。
熱泵熱水器驗室申請 TAF 認證，提供國內廠商具有公信力的檢
測服務，亦能保障產品測試品質，同時協助國內廠商依國際標準進
行測試，測試之結果可用以佐證其產品品質，以行銷世界各國。下
圖所示為 TAF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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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熱泵熱水器測試實驗室 TAF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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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它效益(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一)規範/標準制訂:
修 訂 空 調 機 及 熱 泵 安 規 國 家 標 準 (CNS 3765-40) 依 據
IEC60335-2-40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 Safety –.
Part 2-40: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electrical heat pumps, air
conditioners and dehumidifiers 標準 4.2 版修訂國內 CNS 3765-40 安
規國家標準。修訂後之 CNS 3765-40 安規國家標準與 IEC 國際標
準同步，可協助國內加速導入最新測試技術，使產品標準與國際接
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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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年計畫經費與人力執行情形
一、計畫經費執行情形：
(一)計畫結構與經費
101 年度：
中綱/(細部)計畫
名稱
經費
能源國家型科技
計畫-建置節約
能源、再生能源
與前瞻能源產業
73,476
產品標準、檢測
技術及驗證平台
計畫

單位：仟元
研究計畫
名稱
經費
建置節約能源
產業產品標
準、檢測技術與
驗證平台-冷凍
空調與新興冷
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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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30

主持人

執行機關

林育堯

台灣電子檢
驗中心

備
註

(二) 經資門經費表

101 年度：
單位：仟元
預算數 / (執行數)
主管機關預算
﹝委託、補助﹞

會計科目

備註

合計

自籌款

金額﹝仟元﹞ 占總經費%

一、經常支出
954
(954)
2,049
(2,049)
351
(351)
376
(376)

1.人事費
2.業務費
3.差旅費
4.管理費(含公費)
5.營業稅
小計

0
0
0
0

954
(954)
2,049
(2,049)
351
(351)
376
(376)

2.13%
(2.13%)
4.58%
(4.58%)
0.78%
(0.78%)
0.84%
(0.84%)

0

0

0

0

3,730
(3,730)

0

3,730
(3,730)

8.34%
(8.34%)

41,000
(40,931)
44,730
(44,661)
100.00%
(99.85%)

91.66%
(91.51%)
100.00%
(99.85%)

二、資本支出
41,000
(40,931)
44,730
(44,661)
100.00%
(99.85%)

小計
金額
合計
占總經費%

0
0
0

101 年度計畫執行數與預算數差異說明：
1.經常門支出，依進度支用完畢。
2.資本門的支出主要為今年採購之熱平衡式空調機測試設備之費用，其設備金額佔
總經費比重達 91.66%，資本門之標餘款為 69 仟元。
(三)100 萬以上儀器設備

101 年度：
No.

年度

儀器設備名稱

支出金額

1

101

熱平衡式空調機測試系統及相關設備

40,931 千元
40,931 千元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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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人力執行情形
(一)計畫人力
年度

執行情形

101 年度

原訂
實際
差異

總人力
(人月)
16
16.09
+0.09

研究員級
3
2.68
-0.32

副 研 究 員 助 理 研 究 助理
級
員級
13
0
0
13.41
0
0
+0.41
0
0

與原核定計畫差異說明：
人力原訂投入人月數與實際總人月數差異只有 0.09 人月，符合規
劃。
(二)主要人力(副研究員級以上)投入情形
101 年度：
年度

姓名

計畫職稱 投入主要工作及人
月數

葉明時 研究員

學、經歷及專長

3 人月
分項計畫負責及冷
凍空調測試標準與
技術研究

8 人月
101 施世濠 副研究員 冷凍空調測試標準
與技術研究

5 人月
陳信吉 副研究員 冷凍空調測試標準
與技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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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學士
歷
經
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安全部 經理
歷
專
電機、電子產品安規
長
學
碩士
歷
經
電子檢驗中心安全部 組長
歷
專
電機、冷凍空調
長
學
博士
歷
經
電子檢驗中心安全部 工程師
歷
專
電機
長

陸、本計畫可能產生專利智財或可移轉之潛力技術(knowhow)
說明
無。

柒、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國內研發空調機產品及測試實驗室之能量以工研院能環所的
研究能量較為齊備，本計畫建置之熱平衡式空調機性能測試系
統，為國內目前唯一的熱平衡式測試能量，藉由積極與工研院能
環所計畫執行人員保持連繫，吸取其研究經驗，以建置出符合規
範的熱平衡式空調機實驗室。

捌、後續工作構想之重點
一、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調和
節能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相關之國際標準也持續在發展，
為使我國國家標準能跟上國際腳步，以協助廠商產品能符合國
際水準，標準調和應為長期工作，故下期計畫將持續關注國際
標準之發展，隨時與其調和。
二、參與國際活動
由於冷凍空調產業之技術持續有新的變化，國際間各種標
準與產業規格活動持續推出，有必要結合國內產學研力量參與
相關活動，掌握國際發展動向。
三、持續進行檢測技術之研究與提昇
檢測技術為驗證產品性能、安全必需之技術，為走出台灣
迎向國際，持續研究精進產品之檢測技術為必要之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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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將逐年進行冷凍空調各項產品檢測技術之研究，以達成國
際接軌之目的。
四、進行國際比對，提昇國內檢測技術與實力
量測技術為檢測驗證技術之基石，為面對愈來愈國際化的
全球趨勢，提昇與精進量測技術為國內不可缺少之研究。本計
畫四年已建置高性能電冰箱、空調機、壓縮機性能測試系統，
後續將持續進行相關產品之量測技術研究，提昇國內檢測能
力，精實檢測手法，儲備面對國際挑戰的能力。
五、持續進行實驗室國內外認證申請
持續對已建構或將建構之檢測實驗室申請國內外相關認
證，尋求與國際驗證機構合作之機會，完善產品全求驗證之管
道與網絡，消除我國產業產品外銷面臨之檢測驗證障礙，促進
產業發展。

玖、檢討與展望
政府為促進國內經濟發展與提昇空調機產品之測試能力，規
劃建置檢測數據更精準之熱平衡式空調機性能測試系統，有助於
國內檢測技術快速與國際接軌，但需配合持續且長期投入測試技
術之研究，才能提升產品之測試經驗與測試數據之分析能力，達
成實驗室有效使用之目的，及培養國內測試人才。目前缺乏投入
長期進行檢測技術研究的經費支持，高精度的測試實驗室未能更
有效發揮其提昇國內測試水平的能力。
提高現有設備使用效率為最省錢的節能方法。根據麥肯錫研
究，國內要逐年降低碳排放的目標，無法只靠建置再生能源達成，
必須同時提昇設備效能方能達成，由此可知，節能技術佔非常重
要的地位，而冷凍空調產品在節能減碳又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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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在冷凍空調檢測技術之研究上應持續深耕基礎檢測技術、精
進檢測方法與程序，使國內檢測技術能追趕上國際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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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科技計畫成果效益報告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期程期末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期程期
末成果效益報告
101 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名稱：
名稱：建置再生能源產業產品標準、
建置再生能源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
及驗證平台-太陽光電
及驗證平台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能源技術策略分項）
能源技術策略分項）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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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期程期末成果效益報
告

壹、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建置再生能源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及驗
證平台(4/4)－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主 持 人： 賴森林
計畫期間(全程)：98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目前執行：98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年度經費： 9,222 千元

全程經費規劃： 123,833 千元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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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

計畫目的：

為掌握國際能源科技發展趨勢，響應節能低碳意識，以及扶植國內
能源科技產業提高經濟產值、創造就業機會，
「行政院 96 年產業科技策
略會議」會議重要結論與建議執行策略、推動機制與措施以節約能源科
技、再生能源科技、前瞻能源科技三大主軸領域中子題 2:再生能源科技
2-1-1 檢視並推動「太陽光電產業核心技術」計畫之發展及引進太陽光電
相關產業技術，加速關鍵產品檢測實驗室建立；2-1-2 檢視並持續推動太
陽光電示範設置與內需誘因機制與措施之推動國際認證制度，完成符合
產業檢測標準與產品追溯需求之國家驗證能量，同時並檢視國內外重要
能源科技研究，以制定能源產業發展藍圖，打造自由、潔淨、秩序、效
率之能源供需目標。行政院推動之「六大新興產業」於「綠色能源產業
旭升方案」行動計畫中五大產業驅動力之環境塑造推動策略：建構「再
生能源、節約能源產品標準檢測驗證平台及制度」；建置「綠能產品國
際驗證實驗室」；完成太陽光電國家計量標準與追溯體系運作；建構新
技術產品驗證場域，協助新能源技術與產品之可靠性評估。
本計畫主要建構太陽光電系統檢測驗證環境，以滿足國內太陽光電產
業在檢測驗證、品質量測追溯與校正之需求，並解決業者須將產品送往國
外測試之窘境，不但可降低產品驗證之時間與成本，亦可提早產品上市時
程，進而促進太陽光產業之發展。本計畫為四年期計畫，98 至 101 年具
體計畫目標如下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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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太陽光電檢測驗證平台四年計畫目標
FY98

FY99
關

1. 太陽光電模組I-V性
能量測技術
2. 基準電池校正技術
3. 太陽光電模組燃燒
試驗檢測技術

FY100
鍵

技

FY101
術

1. 矽晶陸上太陽光電 1. 太陽光電變流器性 1. 太陽電 池光譜響應
模組檢測技術
能檢測技術
檢測技術
2. 薄膜陸上太陽光電 2. 太陽光電變流器安 2. 太陽電池電流-電壓
模組檢測技術
規檢測技術
性能檢測技術

重
要
產
出
1.基準太陽電池檢測技 1.國家標準草案四件: 1. 國家標準草案4件： 1. 國家標準草案6件
術及驗證平台建置
光電 伏打 元件第一部 : 薄膜陸上太陽光電模 太陽光電裝置－利用
2.長脈波太陽光模擬器 光電伏打電流電壓特性 組-設計確認和型式認 開路電壓法決定光電
等 效 電 池 溫 度 (IEC
可(IEC61646)
與I-V性能測試系統建 量測(IEC60904-1)
置
光 電 伏 打 元 件 第 四 60904-5)
光電伏打元件第三
部：基準太陽元件-校 太陽光電裝置－線性
3.太陽光電模組產品測 部：具光譜照射光參數
量 測 之 方 法 (IEC
據之陸上 PV 太陽元件 正與追朔性建立程序 60904-10)
試和驗證報告
(IEC 60904-4)
量測原理(IEC 60904-3)
光 電 伏 打 元 件 第 七 太陽光電系統－變流
光電伏打元件第九部： 部：PV 光譜不匹配誤 器 － 效 率 量 測 步 驟
(IEC 61683)
太陽模擬器之性能要求 差之計算(IEC 60904-7)
(IEC60904-9)
光電伏打元件：電流電 太陽光電系統之二次
電池 －一般要求及
太陽光電系統用電源轉 壓特性量測之溫度與
測試方法 (IEC 61427)
換器之安全性第一部： 照 度 修 正 程 序 (IEC
太陽光電模組鹽霧試
600891)
一般要求(IEC62109-1)
驗 (IEC 61701)
太陽光電系統用電源轉 2. 太陽光電檢測實驗室 太陽光電模組性能測
換器之安全性第一部： 與基準電池實驗室取
試與能量額定－第一
轉 換 器 特 定 要 求 得認證
部：照射度與溫度性
(IEC62109-2)
3. 提供基準太陽電池與 能量測以及功率額定
2.矽晶陸上太陽光電模 太陽光電模組檢測服 (IEC 61853-1)
組檢測基礎環境建置 務
2.太陽光電模組能力比
對試驗
4.
太陽光電變流器性能
3.薄膜陸上太陽光電模
與安全檢測技術及驗
組檢測基礎環境建置
3.基準太陽池校正能量
證平台建置
擴充
4. 太陽光電模組產品測
5.
太陽光電模組能力比
試和驗證報告
4. 檢測技術相關論文發
對試驗
表
6. 國際會議活動參與及
5. 太陽光電產品校正與
舉辦技術研討會
檢測驗證服務
6. 國際會議活動參與及
舉辦技術研討會/座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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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架構(含樹狀圖)：
本年度「建置再生能源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及驗證平台計畫-太陽
光電子項」係四年計畫之第四年，其計畫主要內容包括太陽光電系統相
關國標準研擬、太陽光電模組能力比對試驗、太陽光電模組檢測實驗室
認證、參與太陽光電國際標標準制定會議與相關交流活動，以及提供產
業技術服務等，盼結合我國既有優勢產業，帶動我國再生能源產業產品
之發展。計畫架構如圖33所示，計畫執行流程如圖34所示。

太陽光電系統標準檢測驗證平台

太陽光電系統相關之國家標準
國家標準草案研
標準草案研擬
草案研擬
1.太陽光電系統相關之國家
2.參與太陽光電國際標準會議與相關活動
3.辦理太陽光電檢測人員技術訓練
4.太陽光電檢測技術相關論文發表
5.舉辦太陽光電檢測技術相關之研討會
提供太陽光電校正
檢測及驗證服務
太陽光電校正、
校正、檢測及
6.提供太陽光電
協助辦理太陽光電發電示範運行計畫
7.協助辦理太陽光電發電示範運行計畫
辦理太陽光電能力比對試驗
比對試驗
8.辦理太陽光電能力比對
研究團隊養成
9.研究團隊養成
10.協助辦理科專計畫成果展
11.完成期中及期末報告並彙整全程總報告

圖 33:太陽光電系統標準檢測驗證平台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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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太陽光電系統標準檢測驗證平台計畫執行流程
三、計畫主要內容：
101 年度主要工作內容包含以下項目：
1. 完成 3 份太陽光電國家標準草案之研擬/修訂：
本年度太陽光電子計畫將擬訂成國家標準草案之國際標準有 IEC
60904-5 太陽光電元件－第 5 部：利用開路電壓法決定光電等效
電池溫度；IEC 60904-10 太陽光電元件－第 10 部：線性量測法；
IEC 61853-1 太陽光電模組性能測試與能量定額－第 1 部：照射
度與溫度性能量測以及功率定額；IEC 61701 太陽光電模組鹽霧
試驗，以上標準於調和後將經由試審會議進行討論，最終將彙整
標準研訂意見提送標檢局一組，作為訂定 CNS 國家標準草案。
2. 參與國際太陽光電標準會議及相關活動 3 場：
本 計 畫 今 年 度 參 與 之 IEC 太 陽 光 電 標 準 制 訂 會 議 是 由
IEC/TC82/WG2 工作小組所召開，該小組主司太陽光電系統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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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與技術規範之制訂，每年約會舉辦兩次公開性會議，本計
畫即在此兩次公開會議中派遣人員參與，從中搜集目前最新之國
際標準發展趨勢與相關檢測技術，以提供國內業者參考並作為實
驗室執行太陽光電模組檢測驗證之依據。另外，為呈現本計畫人
員於執行檢測驗證時所獲得之技術研究成果，本年度計畫安排參
與相關國際研討會並進行論文發表。相關出國計畫如表 8 所示。
表 8:101 年太陽光電出國計畫
出國時間

出國地點

出國任務

101 年 5 月

義大利

IEC/TC82/WG2
第一次國際標準會議

101 年 5 月

中國

參與 SCET 2012
國際研討會與並發表論文

101 年 10 月

挪威

IEC/TC82/WG2
第二次國際標準會議

3. 辦理太陽光電檢測技術人員訓練 1 場：
太陽光電領域之國際檢測標準不斷在推陳出新，伴隨之驗證機制
亦更多元化，為因應諸此之技術演進，本計畫將據此安排實驗室
技術人員之教育訓練，以培育國內太陽光電領域之檢測驗證人才
能與國際上之技術潮流接軌，藉此提升國內相關技術水準，並促
進產業升級。
4. 完成太陽光電檢測技術相關論文發表 1 篇：
本計畫執行至今研究團隊人員在測試案件進行中與相關訓練課
程培訓下，漸漸累積對太陽光電技術領域之知識，除於測試過程
中能開創合宜之檢測方法外，亦對相關研究議題進行鑽研，並且
就蒐集到的測試數據與資料整合成本計畫研究團隊之重要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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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而為能夠有效呈現諸此技術研究成果，展現我國專業人
員之技術能力，本計畫將選定適當技術探討主題，於國內或國外
之研討會或相關刊物進行發表，將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之技術內容
分享給相關領域技專人員。
5. 舉辦太陽光電檢測技術相關研討會 1 場：
本年度計畫經由廠商拜訪了解到目前業者對未來太陽光電領域
發展之期望與需求；再者，於參與國際標準制訂會議中蒐集到有
關標準之最新技術資訊，後續將據此就檢測、驗證與標準三方面
進行討論，以整理出適當議題並邀請國際級實驗室、驗證單位以
及製造廠商等之專業技術人員來台，辦理相關技術研討會，以講
授相關技術主題課程，傳遞新穎之技術訊息。本年度研討會規劃
併四年計畫成果展一同辦理，邀集國內官、產、學與研等單位共
同參與。
6. 提供太陽光電產品校正、檢測與驗證服務 20 案：
本計畫先後於 98 年與 99 年完成二次基準太陽光電池校正及太陽
光電模組測試之檢測驗證能量，並於 100 年度分別取得國內全國
認 證 基 金 會 (TAF) 、 日 本 JET 、 美 國 UL 、 德 國 漢 德 公 司
(TUV-NORD)與中國北 京 鑒 衡 認 證 中 心 (CGC)等認證，已可提
供太陽光電電池與模組業者與其他太陽光電測試實驗室相關之
檢測及校正服務。本年度目標至少達到校正與檢測服務案件共
20 件，並將透過廠商拜訪說明測試能量，推動技術服務項目，
以提升檢測服務案件數；另外也將與相關國際驗證機構合作，透
過本計畫建置之檢測驗證平台讓太陽光電模組業者能於國內進
行產品型式試驗，以協助業者加速取得產品之驗證。
7. 舉辦太陽光電模組檢測能力比對試驗 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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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本計畫建置之檢測驗證平台其量測正確性與試驗品質，以
及扮演稱職之中心實驗室角色，本年度計畫安排進行太陽光電模
組檢測能力比對試驗，預計邀請電信技術中心、昱晶能源、樂利
士公司與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等國內具有太陽光電檢測能量與設
備開發能力之產、學與研等單位共同參與。因太陽光電模組產品
最重要之產品指標在於其性能參數上之表現如電壓、電流與最大
功率；再者，考量目前實驗室間多數是以模擬太陽光源(即採用
太陽光模擬器)進行試驗，而選用之太陽光模擬器等級亦會影響
模組之性能量測，因此本年度計畫預計選定多晶矽太陽光電模組
作為比對樣品，並以模組之性能量測作為比對試驗項目，比對結
果將用以進行實驗室之品質確認和系統追查，以確保目前國內各
試驗機構之量測狀況，並作為實驗室展現測試能力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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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果與重大突破(含質化與量化成果
outputs)
一、質化成果：
101 年度：
預期成果
(1) 學術成就
完成太陽光電檢測
技術論文 3 篇

差異分析
實際成果
(1) 學術成就
本年度計畫依據相關試驗研究成
果 ， 撰 寫 「 Using Various Pulse
Durations and Reference Cells on
Long-Pulse Solar Simulator for CIGS
Thin-Film PV Modul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s」論文一篇，於 2012
IEEE Spring World Congress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研討會發
表， 此外也在國內研討會投稿論文
題目分別為「結晶矽太陽光電模組熱
斑耐久試驗探討」與「CIGS 薄膜型
太陽光電模組熱斑耐久試驗失效案
例」
，於第 33 屆電力工程研討會上進
行發表，將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之技術
內容分享給相關領域技專人員。

(2) 技術創新
(2) 技術創新
就所建置之太陽光電模組檢測實驗
提 供 太 陽 光 電 模 組 室 與 二 級 基 準 太 陽 電 池 校 正 實 驗 符合預期，無差異
檢測服務 20 案
室，今(101)年度共受理 48 件技術服
務案（太陽光電模組檢測案 37 件、
太陽能電池校正案 11 件）
，目前已完
成所有模組檢測服務，過程中有效協
助業者進行產品開發與設計。

(3) 經濟效益
實驗室認證取得

(4) 社會影響
實驗室認證取得

(5) 非研究類成就

(3) 經濟效益
太陽光電模組檢測實驗室取得 UL 認
證，可提供 UL 1703 標準檢測服務。
(4) 社會影響
太陽光電模組檢測實驗室取得 UL 認
證，可提供 UL 1703 標準檢測服務。
(5) 非研究類成就
培育基準電池校正領域與太陽光電
檢測領域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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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
(6) 其他效益
本年度計畫預定擬/修訂 3 份太陽光
電相關國家標準，目前已完成 7 份，
(6) 其他效益
經標檢局依國家標準制(修)訂程序，
完 成 太 陽 光 電 相 關 制(修)訂成國家標準。
國家標準草案 3 份

二、量化成果：
101 年度：
績效屬性

績效指標

1.論文

預期產出
量化值

實際產出
量化值

就 科(技基礎研究 學
) 術成果

發表國際
太 陽 光 電 研討會論
檢測技術 文 1 篇
相 關 論 文 (EI)，國內
發表 1 篇 研討會論
文2篇

2. 研 究 團 隊 養 培 養 研 究 培養研究
成
團隊 1 組 團隊 1 組

3.博碩士培育

培 育 博 士 培育博士
生1位
生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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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說明

於 2012 IEEE Spring World
Congress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研討會進行發表，論
文題目為 「Using Various Pulse
Durations and Reference Cells on
Long-Pulse Solar Simulator for
CIGS Thin-Film PV Modul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s」
，此外
也於第 33 屆電力工程研討會發
表，論文題目分別為「結晶矽太
陽光電模組熱斑耐久試驗探討」
與「CIGS 薄膜型太陽光電模組熱
斑耐久試驗失效案例」
，將具有重
要參考價值相關技術成果提供給
國內從事太陽光電領域之學生、
研究人員與工程師等作為依據參
考
透過本計畫的執行，養成太陽光
電領域之研究團隊 1 組。同時建
立太陽能電池校正、太陽光電模
組檢測與太陽光電系統變流器檢
測三大領域之技術團隊，可提供
業界多元之檢測技術服務
太陽光電之發展為再生能源之一
環 ， 也是 全 球 能 源 科發 展 之 趨
勢，我國也正搭上此列車，另隨
著「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立
法我國將需要大量之能源相關人
才，擬透過本計畫之執行培育博
士人才 1 名

重大突破

建置之實驗
室可提供國
內太陽光電
產業完善之
檢測驗證技
術服務

績效屬性

績效指標

4.研究報告

預期產出
量化值

完 成 研 究 完成研究
報告 1 份 報告 1 份

5. 辦 理 學 術 活 辦 理 太 陽
動
光電相關
技術研討
會1場
12 技術服務

實際產出
量化值

辦理太陽
光電相關
技術研討
會1場

提 供 技 術 進行技術
服務案 20 服務案 48
件
件

效益說明

題目「建置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
系統標準檢測驗證平台」
。本研究
報告將有助於太陽光電模組業者
了解太陽光電模組之測試程序'
驗證需求、國內之檢測資源及國
際上之作法，並可促進產、官、
學、研相之合作
於 10/12 南港世貿展覽館舉行之
BSMI 101 年能源科專計畫四年
成果展中辦理「太陽光電國際標
準制定新趨勢暨基準太陽電池校
正實務驗證研討會」
今(101)年度共受理 48 件技術服
務案（太陽光電模組檢測案 37
件、太陽能電池校正案 11 件），
目前已完成所有模組檢測服
務，過程中有效協助業者進行產
品開發與設計。服務案件收入約
為 NT6,379,000 元

經濟效益（產業經
濟發展

已於 8 月底邀請電信技術中心、
辦 理 比 對 辦理比對 高雄應用科大、樂利士公司以及
13 其他
試驗 1 場 試驗 1 場 昱晶能源科技公司完成太陽光電
模組比對試驗，並於 10/12 提出
比對試驗報告
17 共通/ 檢測 取 得 實 驗 取得實驗 太 陽 光電 模 組 檢 測 實驗 室 取 得
技術服務
室 認 證 1 室認證 1 UL 認證
件
件

)

環境安全永續

社會影響

取得實驗室認 取 得 實 驗 取得實驗 太 陽 光電 模 組 檢 測 實驗 室 取 得
證1件
室 認 證 1 室認證 1 UL 認證
件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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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破

提供產業產
品研發之檢
測及驗證服
務，提昇廠商
產品內外銷
競爭力，促進
相關產品驗
證產業發展。

績效屬性

非
研
究
類
成
就

人
才
培
育

績效指標

預期產出
量化值

實際產出
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其他效益（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101 年共參與國際標準會議活
動共 3 場，分別為 1. 2012 年 IEC
/TC82/WG2 國際標準會議(2012
年第一次會議) 2. 2012 年 Spring
World Congress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研討會並完成論
文 發 表 3. 2012 年 IEC
/TC82/WG2 國際標準會議(2012
年第二次會議)，藉此收集相關
標準資料與了解制訂現況及趨
勢
本年度計畫將擬訂成國家標準草
案之國際標準有 IEC 60904-5 太
陽光電元件－第 5 部：利用開路
電壓法決定光電等效電池溫度；
53 規範/ 標準 太 陽 光 電 完成太陽
IEC 60904-10 太陽光電元件－第
制訂
標 準 草 案 光電標準
10 部：線性量測法；IEC 61853-1
研擬 3 份 草案研擬
太陽光電模組性能測試與能量額
7份
定－第 1 部：照射度與溫度性能
量測以及功率額定；IEC 61701 太
陽光電模組鹽霧試驗。另外，鑒
於部份太陽光電標準已發行公告
新版本，本計畫亦將依據最新版
標準修訂 CNS 15117 太陽光電
系統－電力調節器－量測效率之
程序與 CNS 15120 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用之二次電池－一般要求與
測試方法兩份標準，以上標準於
調和與修訂後最終將彙整標準研
訂意見提送標檢局一組，另額外
完成 IEC 62109-2 標準草案中英
文調和並已傳送標檢局第一組，
作為 CNS 國家標準訂定參考。
參與國際標準 參 與 國 際 參與國際
會議活動 3 場 標 準 會 議 標準會議
活動 3 場 活動 3 場

)

依上述選定績效指標作如下之敘述：
101 年度
項目

年度目標

年度衡量指標

實際達成度

建立太陽光電系 (1) 太陽光電檢測技術相關 (1) 太陽光電檢測技術相關
統檢測驗證環
論文發表 1 篇
論文發表 3 篇
品 標 準 檢 測 技 術 及 驗 境，以滿足國內 (2) 研究團隊養成
(2) 研究團隊養成 1 組
建置再生能源產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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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平 台 － 太 陽 光 電 子 太陽光電產業在
檢測驗證、品質
項
量測追溯與校正
之需求，並解決
業者須將產品送
往國外測試之窘
境，以降低業界
產品驗證之時間
與成本，協助提
早產品上市時
程，進而促進太
陽光產業之發展

(3) 博碩士培育 1 人
(4) 研究報告 1 份
(5) 舉辦太陽光電檢測技術
相關之研討會 1 場
(6)提供太陽光電校正、檢測
及驗證服務 20 案
(7) 辦理太陽光電能力比對
試驗 1 場
(8) 取得實驗室認證 1 件
(9)參與國際太陽光電標準
會議及相關活動 3 場
(10) 完成 3 份太陽光電國
家標準草案之研擬/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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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博碩士培育 1 人
(4) 研究報告 1 份
(5) 舉辦太陽光電檢測技術
相關之研討會 1 場
(6) 提供太陽光電校正、檢測
及驗證服務 48 案
(7) 辦理太陽光電能力比對
試驗 1 場
(8) 取得實驗室認證 1 件
(9) 參與國際太陽光電標準
會議及相關活動 3 場
(10) 完成 7 份太陽光電國家
標準草案之研擬/修訂

肆、主要成就與成果所產生之價值與影響 (outcomes)
一、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一)於 2012 IEEE Spring World Congress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研討 會發表 「Using Various Pulse Durations and
Reference Cells on Long-Pulse Solar Simulator for CIGS Thin-Film
PV Modul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s」論文 1 篇
於第 33 屆電力工程研討會發表「結晶矽太陽光電模組熱斑耐久
試驗探討」與「CIGS 薄膜型太陽光電模組熱斑耐久試驗失效案
例」論文 2 篇
(二)培養太陽光電檢測驗證技術團隊 1 組
(三)博碩士培育 1 人
(四)完成研究報告 1 份，題目「建置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系統標
準檢測驗證平台(4/4)」
(五)辦理學術活動 1 場
建立檢測驗證關鍵技術，提供學術單位研究新興產品之試驗，使
學理基礎與實驗數據相輔相成。同時亦提供作為研究機構能源技術開
發設計之借鏡。最終達到培育學識與實務並重之產業需求人才。
二、 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一)辦理技術活動 1 場
(二)完成能力比對試驗 1 場
(三)提供檢測技術服務案 48 件
本計畫依照國內外產業的需求現況及發展趨勢，遵循相關國際與
國際標準，並整合國內各法人研究機構及政府驗證單位之資源，期在
計畫執行中充實國內太陽光電產業相關檢測驗證技術建立，滿足國內
業者開發相關產品所需之資源。定期舉辦能力試驗計畫，使國內相關
檢測機構能共同成長提昇服務品質，達成量測一致性之目標，並實現
國家六大新興產業政策，完成符合產業檢測標準與產品追溯需求之國
家綠色能源驗證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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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濟效益(產業經濟發展)
二級基準太陽電池校正與太陽光電模組之檢測驗證平台建置完
成，並先後取得 TAF、JET、TUV-NORD、CGC 與 UL 認證，可提供
國內完善且符合國際標準之檢測服務供太陽光電業者進行產品安全
及性能之檢測與校正服務，及透過與國外知名驗證機構(UL、TUV 或
JET 等)之合作，於國內提供一試多證服務，可縮短太陽光電模組之
驗證時間，除此之外業者在新產品開發過程中所需之部份測試項目亦
也可快速於國內完成，透過與業者交流合作建立與產業界共同技術開
發之模式。
四、 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取得國內外認證之校正與檢測實驗室，可提供國內業者產品技術
服務，促進產品上市，讓新穎之綠能產品全面應用於國內再生能源設
施，以提升國內綠色電能之使用率。國內目前亦為響應節能減碳，積
極推動綠能技術發展與建設，包含再生能源開發、分散式電源設置與
智慧電網佈建等，配合多項能源法令政策頒布施行如「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等，使得國內再生能源市場亦漸活絡，若以本計畫之檢測驗證
平台為基礎，配合適當政策誘因，鼓吹公共建設與工商住宅用戶自願
投入再生能源設施建立行列，刺激提升國內再生能源設施裝置容量，
響應全民環保全民，確切達到節能低碳目的，完善人民居住生活。

五、 非研究類成就(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
(一)、參與太陽光電國際標準制訂會議
透過計畫執行有機會參與國際標準會議等活動，目前我國雖非為
IEC 會員國，在相關國際機構人員之協助下可以觀察員或旁聽聽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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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實質參與有關標準會議活動，因此往後除和現有友好國際單位建
立穩固合作關係之外，應多加利用與其他國際組織或機構建立交流機
會，以利我國人員出席國際活動時能獲得相關協助。再者，國際標準
制訂時程一般較為冗長，由標準會議活動參與可了解現行標準後續修
正情況與新標準發展趨勢，讓相關測試單位在產品驗證上能預先遵循
新標準測試方法、升級設備器材與對未來檢測能量投資進行評估，並
可將國際上相關產業之研究、標準檢測技術及驗證之發展趨勢資訊，
蒐集提供國內產業界及主管機關參考，後續科專計畫之執行類似之國
際會議活動應持續參與以掌握產業發展要求。並可建立兩岸能源產產
業合作模式，考量兩岸區域性之環境條件，制定兩岸區域性之共通標
準，並攜手進軍國際市場，進行全球布局，創造兩岸能源產業雙贏。

六、 其它效益(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一)已完成太陽光電 CNS 國家標準草案制(修)訂 7 份
協助完成完成 IEC 62109-1、IEC 62109-2、IEC 62116、IEC
60904-1、IEC 60904-3、IEC 60904-9、IEC 60904-4、IEC 60904-7、IEC
61646、IEC 60891、IEC 60904-10、CNS 15117、 IEC 60904-5、IEC
60904-10 IEC 61853-1、IEC 61701、IEC 62109-2 及修訂 CNS 15117 與
CNS 15120 共 19 份標準制/修訂，使業者在設計及生產產品時能有所
依循。

104

伍、本年計畫經費與人力執行情形
一、計畫 經費執行情形：
(一) 計畫結構與經費
101 年度：
中綱/(細部)計畫
名稱
經費
能源國家型科技
計畫-建置節約
能源、再生能源
73,476
與前瞻能源產業
千元
產品標準、檢測
技術及驗證平台
計畫

單位：仟元
研究計畫
名稱
經費
建置再生能源
產業產品標準
檢測驗證平台太陽光電子項

9,222
千元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賴森林

財團法人台
灣大電力研
究試驗中心

(二) 經資門經費表 (下列兩個經費表格擇一填寫)
101 年度：

單位：元
預算數 / (執行數)
主管機關預算
﹝委託、補助﹞

會計科目

自籌款

備註

合計
金額﹝元﹞

占總經費%

一、經常支出
1.人事費

1,570,600

2.業務費

2,588,400

3.差旅費

485,000

4.管理費

106,000

5.營業稅

－
4,750,000

二、資本支出

4,472,000

小計

4,472,000

金額
占總經費%

17.3 (17.3)
28.1 (28.1)
5.3 (5.3)
1.2 (1.2)

－

小計

合計

1,570,600
(1,570,600)
2,588,400
(2,588,400)
485,000
(485,000)
106,000
(106,000)
4,750,000
(4,750,000)
4,472,000
(4,472,000)
4,472,000
(4,472,000 )
9,222,000
(9,222,000)

9,222,000

51.5 (51.5)
48.5 (48.5)
48.5 (48.5)

100 (100)

100

101 年度計畫執行數與預算數差異說明：
符合預期，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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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三)100 萬以上儀器設備

101 年度：無
二、計畫人力執行情形
(一) 計畫人力
年度

執行情形

總人力
(人月)

原訂

33

實際

33.5
+0.5

101 年度

差異

研究員級

副研究員級

助理研究員
級

11

5

15

2

12.37
+1.37

7.41
+2.41

12.2
-2.8

1.52
-0.48

助理

與原核定計畫差異說明：
預定總計畫人力 33 人月中，不支薪人力為 3 人月。

(二) 101 年度主要人力(副研究員級以上)投入情形
年
度

姓名

計畫職稱投入主要工作及人
月數

101 賴森林 主持人

學、經歷及專長

辦理太陽光電產 學 歷 台北工專電機工程系
品檢測技術規
台電核三施工處工程師(5 年)
劃、進度管制及標 經 歷 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28 年，曾任工程
師、組長，現任電器試驗處處長)
檢局協調溝通事
宜。/ 3 人月
專 長 電機、安規、高電力試驗、能源
學 歷 University of Evansville, U.S.A.機械所碩士

協助計畫主持人
台灣日立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4 年)
辦理太陽光電產
R.T.PATTERSON CO. HVAC 工程師(4
計 畫 協
品檢測技術規
年)
101 葉志明 同 主 持
經 歷
劃、進度管制及標
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22 年，曾任 工程
人
檢局協調溝通事
師、高級工程師、組長，現任電器試驗處
宜。/ 3 人月
副處長)
專 長 電器、安規、冷凍空調、能源
101 林俊宏 副研究員 國內、外太陽光電 學 歷 台灣科技大學電子所碩士
產品技術標準與
測試技術蒐集研
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16 年，曾任高級工
究；建立太陽光電 經 歷 程師，現任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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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姓名

計畫職稱投入主要工作及人
月數
實驗室品質系
統。辦理實驗室認
證相關事宜建立
太陽光電校正、檢 專
測及驗證技術。/ 5
人月
國內、外太陽光電 學
產品技術標準與
測試技術蒐集研 經
究；建立太陽光電
實驗室品質系
101 陳秉鋐 副研究員
統。辦理實驗室認
證相關事宜建立 專
太陽光電校正、檢
測及驗證技術。/5
人月

學、經歷及專長

長 電機、電子、能源、照明

歷 私立龍華科技大學
歷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3 年)

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工程師(8 年)

電器、安規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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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本計畫可能產生專利智財或可移轉之潛力技術(knowhow)
說明
本計畫分別於 98 至 100 年完成二級基準太陽電池校正與太陽光電模
組檢測能量建置，兩檢測驗證平台均於 100 年通過國內 TAF 與國外
JET、CGC 等單位認證，目前已對業界廠商進行技術服務，內容涵蓋 IEC
61215、IEC 61646、IEC 61730 系列 IEC 60904-2 與 IEC 60904-4 等標準，
以提供廠商太陽光電基準電池校正與太電陽光電模組性能安規測試為
主要技術服務項目，現階段較無產生專利智財或可移轉之潛力技術之可
能。

柒、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本計畫主要在建置太陽光電系統產品標準檢測與驗證平台，未來可
延伸配合相關國家智慧電網計畫，以完善的檢測驗證平台輔助太陽光電
系統建置，達到國家智慧電網規劃目標中之「提升國內再生能源使用比
例」，此外在本計畫執行過程中與北京鑒衡認證中心、上海神舟電力有
限公司、台灣海峽科技有限公司簽署「海南太陽能示範專案暨新能源實
驗基地」合作意向書，未來將以共同技術開發之模式進行太陽光電模組
加速老化技術研究，期能建立符合兩岸國情之檢驗制度以及訂定兩岸共
通技術標準。

捌、後續工作構想之重點
(一) 持續完成太陽光電國家標準草案制訂
將視國際標準會議趨勢、國內標準檢驗局及產業界相關需求，持續
完成太陽光電標準草案之擬/修訂，內容包涵辦理標準草案審查會議，會
中將邀請標檢局第一組人員及國家標準委員與相關產業代表共同參與
會審討論，其結果將可提供標檢局作為 CNS 國家標準訂定之參考。
(二) 參與太陽光電國際標準制訂會議
後續將持續派員參與太陽光電國際標準制定會議，以其能有效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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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太陽光電系統組件之檢測技術及標準發展現況等資訊；另外，亦
將從中了解往後國際會議等相關活動辦理之訊息，以作為後續計畫參與
出席之參考。
(三) 辦理檢測技術研討會或座談會
為提升國內業者於太陽光電檢測之技術，本計畫後續將以所建置之
檢測驗證平台為基礎，搭配有關標準訊息以及於試驗上獲得之研究成
果，辦理相關技術研討會或座談會，將計畫邀請本計畫專業人員與國內
外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作為講師，分享其在技術領域上之研究成果，將
以多元之方式探討目前在太陽光電產品檢測時所遭遇到的各項問題以
及傳遞當下之技術資訊，促進產學研各界於檢測技術上進行交流，藉以
達到技術共同合作開發之契機。
(四) 實驗室能力比對試驗規劃與進行。
後續相關計畫仍將持續進行實驗室能力比對試驗計畫，依據執行計
畫書將邀集參與單位，開會研商包括傳遞時程確認、試驗條件說明、指
定依據標準與比對結果分析等試驗進行之細節。並於規劃時間內完成所
有比對試驗工作，比對結果將整理為總結報告提送各參與單位亦或召開
比對結果說明會，以就比對結果進行實驗室的品質確認和系統追查，以
確保目前實驗時的量測狀態，並作為量測之參考依據，如系統偏差在允
收範圍內，將可增強實驗室的量測信心，如偏差太大將進行系統各參數
的追查和矯正，以確保系統之運作正常。
(五) 持續進行廠商業界檢測技術服務
後續將持續提供業者相關技術服務，並希望藉由與國外驗證機構之
合作，以提供國內業者一試多證服務之誘因，吸引更多服務案件來源，
亦可協助業者縮短再生能源產品之驗證時間及降低測試費用，以提升國
內產業於國際市場上之競爭力。
(六) 進行太陽光電模組加速老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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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模組的壽命為保證20年後仍保有80%的輸出功率，模組需
要放置在戶外發電工作長達20 年以上，受到戶外風吹日曬及雨淋等影
響，如何評估太陽光電模組老化衰退之情形，並保證太陽光電模組之有
效 發 電 是 一 項 重 要 工 作 。 國 際 知 名 實 驗 室 如 美 國 NREL(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 日 本 A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對於太陽光電模組
之加速老化及信賴度等相關課題視為重要之研究項目，皆希望以高倍率
光強度之光源設備，模擬太陽光電模組經過長時間照射後輸出功率之變
化，但以現有之光源設備，加速老化技術仍需至少5 年以上時間才能模
擬20 年之老化條件，所耗費的時間過長及效率過低。對於加速老化測
試技術最重要關鍵則是光源之照射強度，目前太陽光模擬器仍為主要老
化測試設備，模擬自然光源之照射強度，使用者可在室內進行太陽電池
或模組之老化試驗，並得到在不同光照強度條件下，太陽電池或模組之
發電情況，因此現今各國均朝向開發高倍率太陽光源，希望更進一步進
行加速老化測試，縮短測試時程，以減少時間成本並能有更多時間投入
模組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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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檢討與展望
(一)國內能源局目前正推行「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其鼓勵各界興建
屋頂型太陽光電系統，以符合國內太陽光電系統「先屋頂後地面」
之建置策略，該計畫規畫本年度設置目標將達到100MW，並預定
2015年完成420MW，2020年達到1020MW，至2030年全臺太陽光電
系統達到3,100MW之設置容量目標，在如此規模的安裝容量下，勢
必將反應相關太陽光電系統關鍵組件在市場上之需求。而就本科專
計畫以打造符合產業檢測標準與產品追溯需求平台之精神而言，實
能在政府相關單位計畫中輔佐提供必要之產品檢驗作業，以嚴謹又
具適切合理性之態度，檢核市場產品品質，確保使用者能獲得富具
安全性之產品。
(二)產品檢驗是產品取得認證得以進入市場販售最基本且重要之環節，
未能通過測試或誤執行測試之產品，若在市場上使用恐有造成使用
者人生安全危害之虞。而以目前技術進展之腳步和檢測標準制訂速
度相比，業者實際需要的檢測能量明顯地是大於現有標準所涵蓋內
容。然一套新穎的檢測技術從開發甚至發展成為能納入標準使用，
是需要一段相當冗長之時間，一般業者未必會願意投入較多資源自
行開發檢測技術。因此，若能依循相關國際標準發展趨勢並以國內
法人機構及政府單位之資源作為協助，較有機會刺激業者廠商進行
更具實務需求之技術投資。
(三)隨著再生能源設施在國內大舉佈建，許多關鍵零組件之需求在市場
上儼然而升，然目前國內的綠色能源領域產品，除了少數能依循如
節能標章之制度政策外，並未有其他較完整之綠能產品驗證機制。
而為促使產品品質能符合需求，以及兼顧產業永續發展目標，應針
對諸此綠能產品提出一套極具系統性又能被行政單位與業者相互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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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之驗證體系；另為使國內產業能順應國際綠色消費之趨勢，強化
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之競爭力，朝向建構建全的強制性或自願性產品
驗證制度，以體現政府機關提升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環境、安全與
衛生之管理政策，是計畫主管機關可考慮的施政走向。
(四)計畫所建置之試驗設備與系統除了提供產業相關技術服務外，亦是
試驗人員進行檢測研究與問題探討之良好利器。許多試驗數據，經
由適當分析後相當有機會能成為富有技術內涵之資料，其能提供從
事技術開發與研究之人員作為重要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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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科技計畫成果效益報告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期末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期末成果效益報告
期末成果效益報告
101 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名稱：
名稱：建置再生能源產業產品標準、
建置再生能源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
與驗證平台-中小型風力發電系統
與驗證平台 中小型風力發電系統

（能源技術分項）
能源技術分項）（中小型
（中小型風力發電
中小型風力發電系統
風力發電系統）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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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期程期末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期程期末成果效益報
告

壹、 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建置節約能源、再生能源與前瞻能源產業
產品標準、檢測技術與驗證平台(4/4) –中
小型風力發電系統

主 持 人：陳宏義
計畫期間(全程)：98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目前執行：101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年度經費：

5,700

千元 全程經費規劃：58,430 千元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115

貳、 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 計畫目的：
本計畫為四(98~101)年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建置節約能源、再生能
源與前瞻能源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與驗證平台中之風力發電分項計
畫，計畫相關工作內容涵蓋風力發電標準之研擬、中小型風力機及變流
器檢測實驗室建置、人員專業技術訓練、實驗室認證以及提供產業檢測
技術服務等，主要目標為達成風力發電產品之安全及性能之檢測及驗證
平台之建置。本年度為全程四年計畫之最後一年，主要工作內容與預期
產出如下：
1.國家標準草案7件：
(1)風電廠監控通訊－原理敘述和模式 (IEC 61400-25-1)
(2)風電廠監控通訊－資訊模式 (IEC 61400-25-2)
(3)風電廠監控通訊－資訊交換模式 (IEC 61400-25-3)
(4)風電廠監控通訊－資訊輪廓映射 (IEC 61400-25-4)
(5)風電廠監控通訊－符合性試驗 (IEC 61400-25-5)
(6)風電廠監控通訊－用於環境監控之邏輯節點類及數據類 (IEC
61400-25-6)
(7) 風 力 機 － 以 時 間 為 基 礎 之 風 力 發 電 系 統 可 用 性 (IEC
61400-26-1)
2.完成風力機系統檢測技術、風力機系統戶外耐久性測試技術及風
光能互補發電系統性能測試技術。
3.參與國際風力發電相關會議。
4.蒐集國外小型風機驗證的機制與程序。
5.完成風力機與75kVA變流器實驗室申請與評鑑。
6.研究小型風機電力品質測試技術以及相關的測試設備規範。
透過本計畫建立之標準檢測驗證平台，以提供業者相關之檢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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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期能協助業者達到縮短業者測試時程及降低測試費用之目的，進而
加速我國綠能產業之發展，並達成行政院 2007 年 SRB 會議之政策目標。
二、 計畫架構(含樹狀圖)：
本計畫工作內容包括風力發電系統之檢測標準研析、風光能互補發
電系統戶外耐久性測試技術研究、小型風力機電力品質測試技術與驗證
制度研析、實驗室 TAF 認證申請與評鑑、國際交流活動、檢測技術研討
會、座談會和教育訓練、以及對產業界提供檢測服務等，結合我國既有
優勢產業，帶動我國再生能源產業產品之發展。計畫架構如下：

三、 計畫主要內容：
本(101)年度為執行科專計畫之第四年，去年(100)度已完成中小型風
力機檢測及驗證平台建置，本年度將就完成之澎湖風力機標準測試實驗
室，依實驗室規範 ISO/IEC 17025 建立品質系統包括品質手冊、作業程
序書、及品質文件等，準備 TAF 實驗室認證工作，期能儘早提供產業所
需之檢測服務，為產品性能與安全擔任品質把關的任務，一方面滿足國
內的需求，另方面開啟國內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的另一個管道，同時還能
防止國外劣質產品進入國內市場，保障消費者的權益，進而促進風力發
117

電產業之發展。
為結合澎湖風力機測試場在學術研究及檢測驗證之整合，協助風力
機產業產品研發與品質改善及檢測認證之符合性確認，發揮產學研合作
之最大綜效，101 年度規劃透過分包計畫模式與澎湖科技大學合作研究「小型風力機電力品質測試技術及驗證制度之研究」方式，由澎湖科技
大學協助執行。
本項工作包括蒐集並比較國外小型風力機驗證的機制與程序，並透
過相關驗證機制規定與驗證程序，以落實於澎湖小型風力機測試風場，
早日完成相關驗證程序。另一方面，深入瞭解 IEC61400-21 小型風力機
電力品質測試的相關技術規範及美國 NREL 與其他測試單位有關小型風
力機電力品質的測試報告，並蒐集國外有關風力機電力品質測試的文獻
進行彙整探討，包括分析影響風力機電力品質的特性因素、試驗程序、
以及電壓品質評估等，尤其是電壓波動、電流諧波、暫態電壓響應及有
效及無效功率之量測技術，最後依研究 IEC61400-21 規範與相關國外測
試技術報告的內容，完成澎湖風場未來建置電力品質測試設備的規格與
細項。
將可提升教學、學術研究的附加效益，能夠做為培育風力發電人才
的搖籃。並持續協助標檢局標準訂定及提供業者相關之檢測服務，期能
協助風力發電產品快速取得相關之驗證，進而加速我國風力發電之發
展，並達成行政院 96 年 SRB 會議之政策目標。除前述之外，本計畫亦
將著力完成國家標準的草案訂定、實驗室認證的取得、參與國際會議等
交流活動以及發表檢測技術論文等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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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獲得之主要成果與重大突破(含質化與量化成果 outputs)
一、

質化成果：

101 年度：
預期成果
(1)學術成就
1. 風力發電系統相關論文
發表 2 篇。
2. 風力發電系統相關座談
會及座談會各 1 場。
3.研究團隊養成。
4. 完成小型風機驗證機制
與程序報告 1 份。
5. 完成蒐集小型風機應用
於建築物之相關文獻及規
範報告 1 份。

實際成果
(1)學術成就
1.
-已於 6 月 20 日完成論文投稿至
台電工程月刊題目為:「國內外小
型風機測試標準與認證機制的發
展現況」。
-已投稿一篇「小型風機應用於建
築環境下的相關研究」至 2012 台
灣風能學術研討會。
-已於 101 年 6 月 2 日 2012 綠色
科技工程與應用研討會(GTEA)
暨綠色能源與冷凍空調學術研討
會(GERA) 發表「中小風力機噪
音量測標準與測試技術」論文 1
篇。
2.
-已於 3 月 6 日辦理「風力發電標
準 (IEC61400-25
及
IEC
61400-26-1)草案制定座談會」
。
-已於 5 月 2 日辦理『澎湖小型風
力機標準檢測實驗室檢測能量座
談會』。
-已於 9 月 4 日辦理『風力機電力
品質測試及都市應用研討會』
。
-已於 10 月 11 日舉辦「設計與建
置風力機測試場--挑戰、風險及
風險降低策略」
。
3.
-目前已投入風力機功率性能、耐
久性及噪音檢測系統研究，並與
澎科大及中正大學合作投入小型
風力機電力品質測試技術與驗證
制度之研究。
-透過本計畫的執行，可建立風光
互補供電 LED 燈具耐久性測試
研究團隊 1 組。
4. 已於 6 月 15 日完成小型風機
(2)技術創新
1. 完成澎湖風力機測試實 驗證機制與程序報告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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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分析
(1)學術成就
1.原訂論文發表 2 篇，實際
發表為 3 篇。
2.原訂座談會及座談會各 1
場，實際為各 2 場。

驗申請與評鑑。
2.75kVA 變流器實驗室申
請與評鑑。
3. 完 成 風 光 能 互 補 供 電
LED 設備戶外耐久性測試
規劃及規劃報告 1 份。
4. 完成小型風機電力品質
測試技術及相關測試設備
規範報告 1 份。
5. 完 成 風 光 能 互 補 供 電
LED 設備耐久性測試結果
分析報告 1 份。
6. 完成風力機系統檢測技
術、風力機系統戶外耐久性
測試技術及風光能互補發
電系統性能測試技術等之
研究結果彙整及效益分析
報告 1 份。
(3)經濟效益
1.風力發電機檢測服務案 5
案。
(4)社會影響
1.辦理檢測技術訓練 1 場。
2. 辦理四年科專計畫成果
展。

5. 已於 10 月 30 日完成蒐集小型
風機應用於建築物之相關文獻及
規範報告 1 份。
(2)技術創新
1. 已於 6 月 14 日提出 TAF 認證
申請，並於 10 月 26 至 27 日完成
TAF 評鑑。
2. 已於 8 月 10 日提出 TAF 認證
申請，並於 10 月 19 日完成 TAF
評鑑。
3. 已完成蒐集「國外風光能互補
發電系統及 LED 設備耐久性測
試標準」或相關資料分析及戶外
耐久性測試規劃報告。
4. 已於 10 月 15 日完成小型風機
電力品質測試技術及相關測試設
備規範報告。
5. 已完成風光能互補供電 LED
設備耐久性測試結果分析報告 1
份。
6. 已 完 成 風 力 機 系 統 檢 測 技
術、風力機系統戶外耐久性測試
技術及風光能互補發電系統性能
測試技術等之研究結果彙整及效
益分析報告 1 份。

(3)經濟效益
1. 已完成 5 件檢測服務案。
(4)社會影響
1. 已於 5 月 24 日辦理『中小型
風力機功率性能、耐久性及噪音
檢測系統訓練』
。
2. 已於 10 月 9 至 12 日於南港展
覽館辦理四年能源科專計畫總成
果展。
(5) 非研究類成就
1.
-已於 4 月 23 日參與兩岸垂直軸
(6)其他效益
1. 完成風力發電國家標準 小型風力機共通標準工作小組第
四次會議。
草案 7 份。
-已於 4 月 22 日至 5 月 1 日赴美
國紐約 Ithaca 參加 IEA Task27 會
議和第一屆 SWAT (International

(5) 非研究類成就
1. 參與風力發電國際標準
會議與相關活動。
2. 人才培育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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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Wind Association of Testers)
會議。
2. 透過本計畫的執行，已培育碩
士研究人員 1 名。
(6)其他效益
1.
-完成風電廠監控通訊--原理敘述
和 模式 (IEC 61400-25-1) 國家 標
準草案已完成研擬。
-完成風電廠監控通訊--資訊模式
(IEC 61400-25-2) 國家 標 準草 案
已完成研擬。
-完成風電廠監控通訊--資訊交換
模 式(IEC 61400-25-3) 國 家標準
草案已完成研擬。
-完成風電廠監控通訊--通訊輪廓
映 射(IEC 61400-25-4) 國 家標準
草案已完成研擬。
-完成風電廠監控通訊--符合性試
驗 (IEC 61400-25-5)國 家 標準 草
案已完成研擬。
-完成風電廠監控通訊--用於環境
監測之邏輯節點類及數據類(IEC
61400-25-6)國家標準草案已完成
研擬。
-完成以時間為基礎之風力發電
系 統可 用性(IEC 61400-26-1) 國
家標準草案已完成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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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量化成果：

101 年度：
績效屬性

學術成
就(科技基礎研究)

技術創新
(科技整合創新)

績效指標

預期產出量
化值

實際產
出量化
值

論文

2

3

研究團隊
養成

1

2

博碩士培
育

1

1

研究報告

1

2

辦理學術
活動

2

4

技術報告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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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說明
透過小型風力機電力品質測試技
術及小型風機應用於建築物之研
究，有助於風力機系統業者了解
電力品質測試流程、測試設備需
求，以及歐美地區的都市化小型
風機之發展狀況，並促進產、官、
學、研相互之合作。
透過本計畫的執行，建立已可進
行小型風力機功率性能、耐久
性、與噪音等試驗，以及風光互
補供電 LED 燈具耐久性測試 2 個
研究團隊。
透過參與研究所的課程，培育風
力機系統測試相關專才，促進產
業發展。
透過小型風力機電力品質測試技
術及小型風機應用於建築物之研
究，有助於風力機系統業者了解
電力品質測試流程、測試設備需
求，以及歐美地區的都市化小型
風機之發展狀況，並促進產、官、
學、研相互之合作。
透過研討會及座談會之舉辦，使
國內業者對風力機測試標準技術
有更多的瞭解，提供產品規劃設
計及製造與品質驗證者之技術參
考，創造國內產業在國際市場競
爭力及縮短產品研發時程。
將有助於業者了解風力機電力品
質與風光能互補供電 LED 設備
戶外耐久性測試規劃流程、測試
設備與測試場建置需求、測試標
準及技術，以及國際上之作法，
並可促進產、官、學、研相之合
作。

績效屬性

經濟效益
（產業經濟發展）

社會影響

非研究成
就類

環境
安全
永續

國際
合作

其他效益（科技政
策管理及其它)

績效指標

預期產出量
化值

實際產
出量化
值

5

5

1

1

1

2

7

7

共通/檢測
技術服務

共通/檢測
技術服務
(技術訓練)

學術活動互
動(研討
會、專題討
論等)

規範/標準
制訂

依上述選定績效指標作如下之敘述：
101 年度
項目
年度目標
年度衡量指標
建 置 節 約 能 (1) 完 成 風 力 發 電 (1) 完成風力發電國家
源、再生能源 國家標準草案。
標準草案 7 件:
與前瞻能源產 (2)參與國際風力發 -風電廠監控通訊－原
業產品標準、 電相關會議。
理 敘 述 和 模 式 (IEC
檢測技術與驗 (3)完成風力機系統 61400-25-1)
證 平 台 ( 風 力 檢測技術、風力機系 -風電廠監控通訊－資
(IEC
發
電
系 統戶外耐久性測試 訊 模 式
統)(4/4)
技術及風光能互補 61400-25-2)
發電系統性能測試 -風電廠監控通訊－資
訊 交 換 模 式 (IEC
技術。
(4)蒐集國外小型風 61400-25-3)
機驗證的機制與程 -風電廠監控通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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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說明
協助業者進行小型風機性能測試
與設計，並將測試結果回饋設計
端，進而產製符合國內環境與國
際標準之產品。
透過本次訓練針對中小型風力機
之功率性能、噪音與耐久性測試
標準 AWEA、BWEA、IEC
61400-12-1、IEC 61400-2 Sec.9.4
及 IEC 61400-11 進行介紹，讓國
內業者對標準風力機檢測程序及
技術有更多的瞭解。
透過本計畫之執行，參與相關國
際風力發電標準會議與活動，從
中掌握瞭解風力機標準制定最新
趨勢，以及與各測試實驗室進行
檢測技術交流，會後並可持續和
認證單位保持聯繫，確認標準改
版的影響範圍。最後將整理相關
技術成果回饋給國內業者廠商，
以利國內業者瞭解國際標準發展
趨勢及相關驗證程序。
有利中小型風力機檢測技術的開
發與驗證平台之建置，及促進國
內相關產業之發展，進而縮短業
者產品的上市時間和降低國外送
測試驗的成本。

實際達成度
(1)已完成風電廠監控通訊－
原 理 敘 述 和 模 式 (IEC
61400-25-1)、風電廠監控通
訊 － 資 訊 模 式
(IEC
61400-25-2)
、風電廠監控通訊－資訊交
換模式 (IEC 61400-25-3)
、風電廠監控通訊－資訊輪
廓映射 (IEC 61400-25-4)、風
電廠監控通訊－符合性試驗
(IEC 61400-25-5)、風電廠監
控通訊－用於環境監測之邏

序。
(5) 完 成 風 力 機 與
75kVA 變流器實驗
室申請與評鑑。
(6)研究小型風機電
力品質測試技術以
及相關的測試設備
規範。
(7)辦理風力發電檢
測技術研討會/座談
會。
(8) 辦 理 風 力 發 電
檢測技術訓練。
(9)風力發電檢測技
術相關論文發表。
(10) 完 成 檢 測 技 術
服務委託案。

訊 輪 廓 映 射 (IEC
61400-25-4)
-風電廠監控通訊－符
合 性 試 驗
(IEC
61400-25-5)
-風電廠監控通訊－用
於環境監控之邏輯節點
類 及 數 據 類 (IEC
61400-25-6)
-風力機－以時間為基
礎之風力發電系統可用
性(IEC 61400-26-1)
(2) 參 與 國 際 風 力 發 電
相關會議 1 場。
(3) 完 成 風 光 能 互 補 供
電 LED 設備戶外耐久
性測試規劃及規劃報告
1 份。
(4) 完 成 風 光 能 互 補 供
電 LED 設備耐久性測
試結果分析報告 1 份。
(5) 完 成 風 力 機 系 統 檢
測技術、風力機系統戶
外耐久性測試技術及風
光能互補發電系統性能
測試技術等之研究結果
彙整及效益分析報告 1
份。
(6) 完 成 小 型 風 機 驗 證
的機制與程序報告 1
份。
(7) 完 成 小 型 風 機 電 力
品質測試技術報告 1
份。
(8) 完 成 蒐 集 小 型 風 機
應用於建築物之相關文
獻及規範報告 1 份。
(9) 完 成 風 力 機 與
75kVA 變流器實驗室申
請與評鑑。
(10)辦理風力發電檢測
技術研討會/座談會各 1
場。
(11) 辦 理 風 力 發 電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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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 節 點 類 及 數 據 類 (IEC
61400-25-6)及以時間為基礎
之風力發電系統可用性(IEC
61400-26-1)7 項標準草案研
擬。
(2)
-已於 4 月 23 日參與兩岸垂直
軸小型風力機共通標準工作
小組第四次會議。
-已於 4 月 22 日至 5 月 1 日赴
美 國 紐 約 Ithaca 參 加 IEA
Task27 會議和第一屆 SWAT
(International Small Wind
Association of Testers)會議。
(3)完成風光能互補供電 LED
設備戶外耐久性測試規劃及
規劃報告 1 份。
(4)完成風光能互補供電 LED
設備耐久性測試結果分析報
告 1 份。
(5) 完 成 風 力 機 系 統 檢 測 技
術、風力機系統戶外耐久性
測試技術及風光能互補發電
系統性能測試技術等之研究
結果彙整及效益分析報告 1
份。
(6) 已於 6 月 15 日完成小型
風機驗證機制與程序報告 1
份。
(7) 已於 10 月 15 日完成小型
風機電力品質測試技術及相
關測試設備規範報告 1 份。
(8) 已於 10 月 30 日完成蒐集
小型風機應用於建築物之相
關文獻及規範報告 1 份。
(9) 風力機實驗室於 10 月 26
至 27 日完成 TAF 評鑑。
75kVA 變流器實驗室已於 10
月 19 日完成 TAF 評鑑。
(10)
-已於 3 月 6 日辦理「風力發
電標準(IEC61400-25 及 IEC
61400-26-1) 草 案 制 定 座 談

測技術訓練 1 場。
(12)風力發電檢測技術
相關論文發表 2 篇。
(13)完成檢測技術服務
委託案 5 案。
(14) 辦 理 四 年 科 專 計
畫成果展 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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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已於 5 月 2 日辦理『澎湖小
型風力機標準檢測實驗室檢
測能量座談會』。
-已於 9 月 4 日辦理『風力機
電力品質測試及都市應用研
討會』
。
-已於 10 月 11 日舉辦「設計
與 建 置 風 力 機 測 試 場 -- 挑
戰、風險及風險降低策略」
。
(11) 已於 5 月 24 日辦理『中
小型風力機功率性能、耐久
性及噪音檢測系統訓練』
。
(12)
-已於 6 月 20 日完成論文投稿
至台電工程月刊題目為:「國
內外小型風機測試標準與認
證機制的發展現況」。
-已投稿一篇「小型風機應用
於建築環境下的相關研究」
至 2012 台灣風能學術研討
會。
-已於 101 年 6 月 2 日 2012
綠色科技工程與應用研討會
(GTEA)暨綠色能源與冷凍空
調學術研討會(GERA) 發表
「中小風力機噪音量測標準
與測試技術」論文 1 篇。
(13)已完成 5 件檢測服務案。
(14) 已於 10 月 9 至 12 日於
南港展覽館辦理四年能源科
專計畫總成果展。

肆、 主要成就與成果所產生之價值與影響 (outcomes)
一、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一
一)論文
論文：
論文：
本計畫已完成 3 篇國內論文投稿並已經接受，第一篇題目為「國

內外小型風機測試標準與認證機制的發展現況」，其已於 101 年 12
月份台電工程月刊第 772 期刊登，內容主要為深入探討小型風機的
重要試驗項目，比較各種試驗標準的差異性，接著介紹全球各種不
同認證機制並比較其差異，特別針對美國 SWCC 以及英國 MCS 機
制進行探討，提供國內小型風機試驗以及認證的重要參考，最後介
紹國內小型風機測試標準、場地及設備、以及認證的發展現況。
第二篇題目為「小型風機應用於建築環境下的相關研究」，其
已於101年12月19日台灣風能協會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刊登，內容
主要回顧歐美地區的都市化小型風機的相關研究，並針對不同類型
的都市化型小型風機的性能、設計適合都市環境的小型風機之方
法、小型風機建設地點的選擇準則、都市環境下的氣流分析，以提
供未來在都市環境下選擇建設小型風力機的理想位置。
第三篇題目為「中小風力機噪音量測標準與測試技術」，已發
表於101年6月2日2012綠色科技工程與應用研討會(GTEA)暨綠色能
源與冷凍空調學術研討會(GERA)，內容主要針對IEC 61400風力機
規範中噪音量測部分作整理敘述，包括風力機噪音量測程序，設備，
儀器，量測位置，數據分析程序及報告資料等。並將英國風能協會
(BWEA)與美國風能協會(AWEA)兩種風力機規範中噪音部份做整
理比較，供相關單位應用。並以金屬中心在七股設置的中小型風力
機測試平台，進行風力機噪音實際量測，作為國內風力機噪音量測
的實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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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研究團隊養成
研究團隊養成：
研究團隊養成：
透過本計畫的執行，大電力中心已與澎湖科技大學及中正大學
合作組成風力機檢測技術研究團隊，具有風力機檢測技術，已可進
行小型風力機功率性能、耐久性、與噪音等試驗，另已建立風光互
補供電 LED 燈具耐久性測試研究團隊一組。
(三
三)博碩士培育
博碩士培育：
博碩士培育：
透過本計畫的執行，培育碩士研究人員 1 名。

(四
四)研究報告
研究報告：
研究報告：
本計畫已完成研究報告 2 份:
1.已完成「小型風機驗證機制與程序」報告 1 份。
2.已完成「蒐集小型風機應用於建築物之相關文獻及規範」報告 1
份。
(五
五)辦理學術活動
辦理學術活動：
辦理學術活動：
本 計 畫 為 了 解 國 內 對 IEC 61400-25 系 列 標 準 及 IEC/TS
61400-26-1 標準需求狀況，已於 101 年 3 月 6 日在標檢局總局舉辦
「風力發電標準(IEC61400-25 及 IEC 61400-26-1)草案制定座談
會」，邀請國內產、官、學、研等風電方面專家，對 IEC 61400-25
系列標準及 IEC/TS 61400-26-1 標準制定方向提供卓見，如圖 35，各
專家認為現階段 IEC 61400-25 系列標準及 IEC 61400-26-1 標準制定
成國家標準的時間點還沒成熟，建議先進行標準中文化，待時機成
熟再來討論是否要制定成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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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風力發電標準(IEC61400-25,IEC 61400-26-1)草案制定座談會
並於 101 年 5 月 2 日召開「澎湖小型風力機標準檢測實驗室檢
測能量座談會」
，讓國內業者對澎湖風力機測試實驗室有更深的認識
與瞭解，本次座談會特別邀請台灣大學林輝政教授，針對中小型風
力機之標準與測試研究，與風力機產業做測試與研發之經驗分享。
另由大電力中心卓良憶工程師介紹澎湖風力機測試實驗室的環境、
硬體設備與軟體簡介，讓國內業者對澎湖風力機測試實驗室有更多
的瞭解，並透過本座談會交換意見，提供澎湖測試場營運規劃之重
要意見參考，而由問卷調查彙整資料表 9 顯示，國內風力機以 3.5kW
以下為主，期望檢測費用在 50 萬元以下。
另於 101 年 9 月 4 日召開「風力機電力品質測試及都市應用研討
會」，由於近年來對能源需求更急迫，中小型風力機逐漸被重視，其應
用面更廣，除現有海岸線與非都市區空曠處裝設風機外，城市大都會區
也陸續建置中小型風機，為探討其發電效益，邀請中正大學 吳元康教
授蒐集並彙整國內外小型風機應用於建築物的相關文獻及規範，特別對
於都市擾流參數、陣風參數、熱帶氣旋參數、建築環境與小型風機安裝
整合及測試規範，加以分析及整理，並針對 IEC 61400-2 Ed.3 之標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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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趨勢進行資訊分享。期望透過這次研討會讓國內業界對中小型風力機
在大都會區的應用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見圖 36。
除此之外，此次特別邀請中正大學 張文恭教授針對中小型風力機
之電力品質測試進行介紹，見圖 37。讓國內業者對電力品質檢測程序
有更多的瞭解，並期望透過本次會議交換技術與心得，提供業界電力品
質檢測之意見參考，提升產業界技術水平。
表 9:澎湖小型風力機標準檢測實驗室檢測能量座談會
問卷調查資料彙整
貴公司目前有無風
貴公司風力發電機主要 貴公司對風力發電機產品 力 機 檢 測? 檢測 規
產品規格及銷售範圍為 或設備之檢測驗證需求為 範 為 何? 計畫 推 展
何?
何?期望檢測費用範圍?
地 區? 銷 售障 礙 為
何?
2&3KW 水平軸風力機
功率性能、耐久性、噪音及 IEC 61400-2
安全與功能；
費用 50 萬以下
水平(垂直)
功率性能、耐久性、噪音及 全球
300W~3kW
安全與功能
美國
1.5KW&3.5KW
驗證與風機測試；費用 30~40 萬以下
2kW 以內
研發中
尚無檢測計畫
3kW、1kW 及 300W 垂 費用 20 萬以下；風機系統 已進行檢測，推展
直/水平風機控制器；歐 認證及併網認證
至歐洲與中國
美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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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吳元康教授 介紹國內外小型風機應用於建築物狀況

圖 37: 張文恭教授 介紹中小型風力機之電力品質測試技術
本年度為四年科專計畫最後一期，已於101年10月9日至12日
在南港展覽館辦理四年能源科專計畫總成果展，展出計畫四年之
工作項目所有成果，並利用遠端監控讓參觀民眾可觀看測試場運
作情形，如圖38，並配合成果展於101年10月11日在會場舉辦「設
計與建置風力機測試場--挑戰、風險及風險降低策略」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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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討會邀請美國DNV風場測試專家Scott A. George，針對
風力機測試場的場地評估、風場驗證、場地校正及儀器設備規格
與設置要求等進行說明，並針對功率性能量測、噪音量測、耐久
性及安全與功能測試的國際IEC 61400/AWEA/BWEA等規範做深
入淺出的探討，如圖39，可讓參與專家及業者更瞭解風力機測試
技術與風力機測試場建置要求。

圖 38: 四年成果展風力發電展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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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四年成果展研討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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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一
一)技術報告
技術報告：
技術報告：
本計畫已完成相關技術報告 4 份:
1.小型風機電力品質測試技術及相關測試設備規範報告1份。
2.風光能互補供電LED 設備戶外耐久性測試規劃及規劃報告1
份。
3.風光能互補供電LED 設備耐久性測試結果分析報告1份。
4.完成風力機系統檢測技術、風力機系統戶外耐久性測試技術及
風光能互補發電系統性能測試技術等之研究結果彙整及效益
分析報告1份。
(二
二)其他
其他：
其他：
1.澎湖風力機標準測試實驗室TAF認證申請與評鑑
目前已依據實驗室認證規範ISO/IEC 17025，包括人員訓練、儀
器設備之校正與追溯、檢測環境及相關標準及文件資料等均納入於
品質系統中，完成實驗室品質手冊，並完成相關管理與技術要求之
作業程序書，如表10所列。此外，已於6月14日正式向TAF提出認證
申請，於8月7日完成TAF實驗室進行初訪，並於10月26至27日TAF
已派審查委員完成評鑑，如圖40、圖41，其評鑑項目及依據標準，
如表11所示。相關缺失已於11月15日改善完成後，取得證書後即可
接辦產業正式測試服務，提升國內風力發電產業之競爭力。
2.完成75kVA變流器實驗室TAF認證申請與評鑑
已於4月6日針對75kVA變流器設備進行介紹；4月12日針對異常
電壓檢測進行訓練；4月26日針對UNDERVOLTAGE測試程序進行
操作；並分別於5月3日及5月10日召開「變流器測試系統」第三次
及第四次TAF認證工作技術研討會，並針對欠電壓、過電壓及跳脫
時間測試進行操作。此外，於8月10日提出TAF認證申請書，並於10
月7日完成品質系統評鑑，以及於10月19日完成TAF技術評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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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42，其評鑑變流器異常電壓條件反應(IEEE 1547.1 第5.2節)及
異常頻率條件反應(IEEE 1547.1 第5.3節)兩個試驗項目。
表 10: 澎湖風力機測試實驗室作業程序書
項目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項目名稱
能力試驗程序書
異常管制程序書
電腦作業管制程序書
功率性能量測作業程序書
噪音量測作業程序書
耐久性量測作業程序書
安全與功能測試作業程序書
量測不確定度評估作業程序書
風場校正作業程序書
儀器設備管理維護程序書
量測追溯與校正程序書
實驗室作業管理程序書
品質管制管理程序書
研究試驗資料及報告管理程序書
實驗室出入管制及環境管理程序書
遠端管理程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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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澎湖測試場狀況

圖 41:TAF 實驗室評鑑委員瞭解測試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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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澎湖風力機測試實驗室評鑑項目
試驗項目
功率性能試驗

噪音試驗

耐久性試驗

安全與功能試驗

依據標準
1.IEC 61400-12-1
2.CNS 15176-12-1
3.AWEA 9.1 第 2 節
1.IEC 61400-11
2.CNS 15176-11
3.AWEA 9.1 第 3 節
1.IEC 61400-2 第 9.4 節
2.CNS 15176-2 第 9.4 節
3.AWEA 9.1 第 5 節
1.IEC 61400-2 第 9.6 節
2.CNS 15176-2 第 9.6 節
3.AWEA 9.1 第 4 節

圖 42:TAF 實驗室評鑑委員瞭解測試系統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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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效益(產業經濟發展)
(一
一)共通
共通/檢測技術服務
共通 檢測技術服務：
檢測技術服務：

本年度七股風場產業測試服務2件，達成情形說明如下表12。
表 12:101 年七股風場檢測服務案情形說明
項次
1

2

技術服務之計 服務金
技術服務之計畫或技術
畫或技術名稱 額
產生之效益概述
小 型 風 力 機 性 東 元 公 司 40 萬元 協助取得 TAF 性能及噪
能及耐久測試 3KW 水 平 軸
音測試報告
風力機測試研
發計畫
提供之技術

小 型 風 力 機 性 耀 能 科 技 40 萬元 協助取得 TAF 性能及噪
音等測試報告
能及耐久測試 3KW(HY300)
水平軸風力機
測試研發計畫

另本計畫於澎科大建置之澎湖風力機測試實驗室於通過國內
外認證前，既已開始對外提供風力機之功率性能、耐久性、噪音及
安全與功能4項檢測服務，協助廠商業者進行產品開發與設計。目
前正在申請國內TAF評鑑，而本年度服務案件數截至目前已接受4
件服務案，如表13所示，目前已完成3件服務案之測試報告，達成
本計畫設定目標，後續將接受其他廠商的委託試驗，確保風力發電
機產品的品質，促進產業發展。
表 13:101 年澎湖風力機檢測服務案
申請日期
101/3/16
101/4/5
101/5/23
101/6/4

廠商/風力機規格
耀能/3kW(水平軸)

轉子直徑
4.05m

試驗項目
功率性能試驗

進度
已完成

均碩/3.5kW(水平軸)

3.05m

進行中

耀能/3kW(水平軸)
均碩/3.5kW(水平軸)

4.05m
3.05m

1.功率性能試驗
2.噪音試驗
噪音試驗
1.耐久性試驗
2.安全與功能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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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
已完成

三、 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一
一)共通
共通/檢測技術服務
共通 檢測技術服務(技術訓練
檢測技術服務 技術訓練)
技術訓練
本計畫已於 101 年 5 月 24 日在標檢局總局舉辦「中小型風力機
功率性能、耐久性及噪音檢測系統訓練」
，本次訓練由大電力中心卓
良憶工程師針對中小型風力機之功率性能與耐久性測試標準
AWEA、BWEA、IEC 61400-12-1 及 IEC 61400-2 Sec.9.4 進行介紹。
另邀請噪音檢測專家簡福進經理針對 IEC 61400-11、AWEA 及
BWEA 之中小型風力機噪音測試標準內容進行介紹，讓國內業者對
標準風力機檢測程序及技術有更多的瞭解。

四、 非研究類成就(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
(一
一) 國際合作:
國際合作
1.

本計畫已於 101 年 4 月 23 日派員參與由台灣中小型風力機發展
協會主辦，以及大電力中心與台灣經濟研究院共同協辦「兩岸
垂直軸小型風力機共通標準」工作小組第四次會議，本次會議
共計 38 人參與，如圖 43，會中除針對垂直軸共通標準草案進
行討論外，並預計於明年 6 月將完成草案送交 IEC TC88 形成
國際標準，期能與國際標準技術的發展趨勢接軌，另外建議將
兩岸特有的地域特色予以納入，像台灣的颱風、鹽害腐蝕、地
震等，大陸的沙塵暴等，讓國外業者進入兩岸市場時，需額外
測試這些附加項目，保障兩岸風力機業者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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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兩岸垂直軸小型風力機共通標準」工作小組第四次會議
2.

101 年 4 月 22 日至 101 年 5 月 1 日已派員參加 IEA Wind Task 27
會議及第一屆 International SWAT 會議。本次 SWAT 會議在美國
紐約州 Ithaca 的 Statler Hotel (Cornell University 內)舉行，為第
一屆國際 SWAT 會議。本次會議包含美國、英國、西班牙、日
本、丹麥、義大利、愛爾蘭、阿根廷、台灣等國皆派代表出席，
討論議題包含：認證及相關議題討論、測試實驗室狀況更新、
參 觀 Intertek 在 紐 約 州 Syracuse 的 風 場 、 NREL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的 NWTC (National Wind Technology
Center)介紹、葉片檢測介紹、IEA Wind group 介紹、測試場安
裝安全性討論、小風機教育推廣案例、都市環境之風機性能討
論、各國小風機市場及躉售電價狀況更新、風機廠商的 pre-test
方法介紹、小風機電工法規探討、簡易負載的 robustness 分析、
IEC 61400-2 第三版狀態更新、噪音測試及 tonality 標準要求介
紹、DAS (data acquisition system)及 end-to-end check 介紹、資料
處理及耐久性測試注意事項、fuzzy logic pitch controller 應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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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ITAC (interstate turbine advisory council)介紹等。
而本次 IEA Task 27 會議在美國紐約州 Ithaca 的 Ramada Inn
舉行。包含西班牙、日本、英國、美國、義大利、愛爾蘭、阿根
廷、台灣等國皆有代表出席。會議中除了討論五項 Work Packages
的進度之外，另外包含三個文件 review。主要探討議題為：Small
Wind Turbine Label (將送 IEC TC88 作為 IEC 標準修訂參考，以及
小風機裝設在都市環境，甚至是建築物屋頂時，風機廠商應要考
慮之特殊設計規範和未來標準檢測流程制定，完整出國報告參閱
該項報告。

五、 其它效益(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一
一)規範
規範/標準制訂
規範 標準制訂:
標準制訂
本 計 畫 共 完 成 風 電 廠 監 控 通 訊 － 原 理 敘 述 和 模 式 (IEC
61400-25-1)、風電廠監控通訊－資訊模式(IEC 61400-25-2)、 風電廠
監控通訊--資訊交換模式(IEC 61400-25-3)、風電廠監控通訊－通訊
輪 廓 映 射 (IEC 61400-25-4) 、 風 電 廠 監 控 通 訊 -- 符 合 性 試 驗 (IEC
61400-25-5)、風電廠監控通訊--用於環境監測之邏輯節點類及數據類
(IEC 61400-25-6) 及 以 時 間 為 基 礎 之 風 力 發 電 系 統 可 用 性 (IEC
61400-26-1)等 7 項標準草案，並將相關結果由標檢局作為訂定 CNS
國家標準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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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本年計畫經費與人力執行情形
一、 計畫經費執行情形：
(一) 計畫結構與經費
101 年度：
中綱/(細部)計畫
名稱
經費
能源國家型科技
計畫-建置節約
能源、再生能源
與前瞻能源產業
73,476
產品標準、檢測
技術及驗證平台
計畫

單位：仟元
研究計畫
名稱
經費
建置節約能
源、再生能源與
前瞻能源產業
產品標準、檢測
5,700
技術與驗證平
台(風力發電系
統)(4/4)

主持人

執行機關

陳宏義

財團法人
台灣大電力
研究試驗中
心

(二) 經資門經費表
101 年度：

單位：仟元
預算數 / (執行數)
合計
主管機關預算
自籌款
金額﹝仟元﹞
占總經費%
﹝委託、補助﹞ (預算數/執行
(預算數/執行
(預算數/執行
(預算數/執行數)
數)
數)
數)

會計科目
一、經常支出

5,700(5,700)

0

5,700(5,700)

100(100)

1.人事費

1,770(1,770)

0

1,770(1,770)

31.05(31.05)

2.業務費

3,440(3,440)

0

3,440(3,440)

60.35(60.35)

3.差旅費

313(313)

0

313(313)

5.5(5.5)

4.管理費

177(177)

0

177(177)

3.1(3.1)

5.營業稅

0

0

0

0

5,700(5,700)

0

5,700(5,700)

100(100)

二、資本支出

0

0

0

0

小計

0

0

0

0

金額

5,700(5,700)

0

5,700(5,700)

占總經費%

100(100)

0

100(100)

小計

合計

101 年度計畫執行數與預算數差異說明：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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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0)

備註

備
註

(三) 100 萬以上儀器設備
101 年度：無

二、計畫人力執行情形
(一) 計畫人力(原訂-實際
原訂 實際)
實際
年度

執行情形

總人力
(人月)

原訂

30

實際
差異

30
0

101 年度

研究員級

副研究員級

助理研究員
級

5.5

8.5

14

2

5.5
0

8.5
0

14
0

2
0

助理

與原核定計畫差異說明：無差異

(二) 主要人力(副研究員級以上)投入情形
101 年度：
年
度

姓名

101 陳宏義

101

101

計畫職稱

主持人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Industrial &
學 歷
Manufacturing Management)碩士
協助計畫主持人辦理風
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電力試驗處處長
力發電產品檢測技術規
經 歷
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研究企劃部副理
劃、進度管制及標檢局協
調溝通事宜(3 人月)
電力、能源、科技管理、策略規劃、高電力試
專 長
驗

楊政晁 研究員

協助風力發電協同主持 學 歷 中原大學化學研究所博士
人辦理風力發電產品檢
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研究企劃處專案經理
測技術規劃、進度管制及 經 歷
太巨科技公司工程部工程師
標檢局協調溝通事宜
專 長 化學、能源
(2 人月)

騰有為 研究員

協助風力發電協同主持 學 歷 中央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人辦理風力發電產品檢
測技術規劃、進度管制及 經 歷 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電力試驗處工程師
標檢局協調溝通事宜
專 長 電力，能源，高電力試驗
(2 人月)

101 林鴻勳

變流器產品關鍵組件技 學 歷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所碩士
術標準與測試技術蒐集
副研究員 研究與能力建立
經 歷 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電力試驗處工程師
(5 人月)

101

學、經歷及專長

投入主要工作及人月數

何鎮平

專 長 電力、能源、高電力試驗

研究員 國外風光能互補發電系 學 歷
統及 LED 燈具耐久性
測試標準或相關資料蒐 經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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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
鉅基科技協理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組長

年
度

姓名

101

101

101

黃聰文

江易儒

陳鍾賢

計畫職稱

學、經歷及專長

投入主要工作及人月數

集 分析 ;戶 外耐 久性 測
試規劃
風 光能 互 補 供 電 LED
燈具之耐久性測試及結
果分析;(2 人月)
國外風光能互補發電系
統及 LED 燈具耐久性測
試標準或相關資料蒐集
研究員 分析;戶外耐久性測試規
劃風光能互補供電 LED
燈具之耐久性測試及結
果分析;(0.5 人月)
風光能互補發電系統性
能測試及結果分析;
副研究員 產業測試服務(1 人月)

專 長

電氣安規

學 歷

碩士

經 歷

羽田機械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副組長

專 長

流體力學分析、機械安全

學 歷

碩士

經 歷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專案經理

專 長

機械安全、中小型風機開發

國外風光能互補發電系 學 歷
統性能測試標準或相關
資料蒐集分析;
經 歷
戶外性能測試規劃風力
機檢測、風力機戶外耐
副研究員
久性測試技術及風光能
互補發電系統
專 長
性能測試技術等之研究
結果彙整及效益分析(0.5
人月)

碩士
漢翔航空複材工程師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專案經理

電氣安規

陸、 本計畫可能產生專利智財或可移轉之潛力技術(knowhow)
說明
本計畫定位為「再生能源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及驗證平台」建
置，歸屬標檢局中心實驗室，而非產品專利技術開發， 故智財產生可
能性低。

柒、 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一. 本計畫由大電力中心與澎湖科技大學及中正大學合作進行『小型風
力機電力品質測試技術與驗證制度之研究』計畫，將可提升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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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測試風場服務產業的功能，增加教學、學術研究的附加效益，
能夠做為培育風力發電人才的搖籃。

二. 本計畫由大電力中心與台灣經濟研究院及台灣中小型風力機發展協
會合作，並參與兩岸中小型垂直軸風力機標準工作小組。針對垂
直軸共通標準草案進行討論，並期能與國際標準技術的發展趨勢
接軌，讓國外業者進入兩岸市場時，保障兩岸風力機業者商機。

捌、 後續工作構想之重點
一、持續完成風力發電國家標準草案制訂
持續協助風力發電相關標準草案研擬，包涵辦理標準草案審查會
議，會中將邀請標檢局第一組人員及國家標準委員與相關產業代表共同
參與會審討論，作為訂定 CNS 國家標準草案。
二、 辦理檢測技術研討會或座談會
為提升國內業者於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檢測之技術，後續將以所建
置之檢測驗證平台為基礎，搭配有關標準訊息以及於試驗上獲得之研究
成果，辦理相關技術研討會或座談會，將計畫邀請專業人員與國內外相
關領域之專家學者作為講師，分享其在技術領域上之研究成果，將以多
元之方式探討目前在太陽光電與風力機產品檢測時所遭遇到的各項問
題以及傳遞當下之技術資訊，促進產學研各界於檢測技術上進行交流，
藉以達到技術共同合作開發之契機。
三、 持續進行廠商業界檢測技術服務。
持續提供業者相關技術服務，並希望藉由與國外驗證機構之合作，
以提供國內業者一試多證服務之誘因，吸引更多服務案件來源，亦可協
助業者縮短再生能源產品之驗證時間及降低測試費用，以提升國內產業
於國際市場上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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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測試系統之技術提升及改善
目前中小型風力機的國際標準，包含 IEC 61400-11 (2006)、IEC
61400-12-1 (2005)、IEC 61400-2 (2006)、BWEA (2008)、AWEA (2009)
等標準，都即將發行新版，為配合未來國際標準之變更，將對測試系統
或測試技術之檢討與改進，以滿足業者需求。

玖、 檢討與展望
一、檢討
(一)本年度計畫執行，皆依照101年科專計畫書所規定之工作進度執
行，相關工作皆已完成並合乎進度要求，在標準草案研擬部分，已
完 成 IEC 61400-25-1 、 IEC 61400-25-2 、 IEC 61400-25-3 及 IEC
61400-25-4、IEC 61400-25-5、IEC 61400-25-6及IEC 61400-26-1等7
項標準草案；完成3件委試案，並已舉辦相關研討會、座談會及技
術訓練，以及完成澎湖風力機測試實驗室及75kVA變流器實驗室
TAF評鑑等工作。
(二)目前澎湖風場用地已全部過戶於澎科大，惟有部份私有地上仍有墳
地，已向縣政府發文請遷移私有地上之墳墓，依照標準流程，縣政
府須再公告墳墓遷移(公告期為三個月)，期限到後若墳墓仍未遷
移，縣府會發包遷移剩餘的墳墓。
(三) 有關澎 湖風力 機測試 實驗室 及75kVA變流器實 驗室已 分別於
10/26~27及10/19完成評鑑，評鑑結果並無重大缺失，澎湖風力機
測試實驗室不符合事項(NCR)缺失已於11/15完成改善，而75kVA變
流器實驗室有關部份設備未校正之缺失，已於12月設備校正完畢，
期能儘速取得TAF證書，提供業者檢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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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望
(一)SWCC (Small Wind Certification Council)和 Intertek 都是美國 AALA
認可的驗證機構。兩方都來過台灣，也有意願和澎湖風場合作。目
前 SWCC 已有三台小風機通過 AWEA 的標準。未來澎湖風場可與國
際認證單位合作之策略。
(二)IEC 61400-2 Edition3 目前估計將於 2013 年 4 月公佈。公佈後各認證
單位會分別擬定使用新版本標準的時程。一旦澎湖風場擬定欲合作
之國際認證單位後，可持續和認證單位保持聯繫，確認標準改版的
影響範圍。
(三)各國風機認證單位和測試單位均對風機廠商測試途中做設計變更的
議題有高度興趣，因為風機測試少則半年，多則 1~2 年，因此風機
廠商在持續研發的過程中，會希望以最新及最佳研發表現的風機版
本取得認證。對於風機廠商和測試風場來說，重新測試絕對是彼此
都不樂見的事情。但是到底修改哪些元件會需要重新測試，各國風
機專家討論的結論仍然是，需要風機廠商、測試風場、以及認證單
位坐下來好好溝通，從風機系統面來看，並根據工程邏輯推估，決
定是否需要重新測試。在量化數字上面，更換 inverter 後若電力衰
退超過 10%，則必須重新測試；或是噪音增加 1dB，也必須重新測
試。
(四)日本在青森縣(Aomori Prefecture)有一個小風機測試場，風力狀況為
6.3m/s@30m，可測試四支風機。但是現在完全是和日本政府進行風
機測試專案計畫合作，所以並沒有對外開放測試服務。由於日本在
SWAT 會議舉行的第一天剛好通過風機躉售電價方案，一度電補助
高達￥57.5/kWh，也就是大約 NT$21.6/kWh，非常高額的補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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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日本政府也開放給世界各國小風機廠商申請。相信很快就會有很
多風機廠商會有測試的需求，在會議中也有和日本代表保持良好關
係，若日本風機廠商有興趣和需求也會到台灣測試。
(五)IEA Task 27 會議正式結束後，IEA Task 27 執行主席 Ignacio 和 Trudy
特別邀請我國討論參與 IEA Task 27 會員的相關問題。目前 IEA Wind
秘書長通知主辦單位，研討台灣身份加入並參與 IEA 會議與活動是
不被允許的。因此目前將仍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並盡量多在 IEA
Task 27 研究議題上提供各國幫助並貢獻一份力量。
(六)為因應我國風力發電產業之發展於未來將需要相關人才投入，應有
電完善之人才培育計畫，目前國內各大專院校尚缺乏相關專業課
程，建議可整合國內法人、學校及民間相關再生能源檢測驗證單
位，多舉辦再生能源檢測驗證訓練，以培育相關再生能源人才，並
可同時落實檢測與驗證制度以促進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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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出國報告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
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 101 年 5 月 21 日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出國人員
姓名
出國時間

NSC 101－1403－05－葵－01－02－02
建置節約能源、再生能源與前瞻能源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與
驗證平台(風力發電系統)(4/4)
服務機
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工
滕有為
構及職
程師
稱
101 年 4 月 22 日
美國
出國地
至
點
101 年 5 月 1 日

一、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一）出國行程
日期
行程
4/22(日)~
台北-美國(去程)
4/23(一)
A. 上 午 參 加 『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mall Wind
Association of Testers (SWAT)』 conference，並在會議
4/24(二)
中發表 Test Lab Update 簡報
B. 下午參觀 Intertek 在紐約州 Syracuse 風機測試場
4/25(三)

4/26(四)

參加『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mall Wind Association of
Testers (SWAT)』 conference，並在會議中發表 Market
Update for Taiwan 簡報
參加『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mall Wind Association of
Testers (SWAT)』 conference

4/27(五)

和各國風機專家代表討論風場檢測事宜

4/28(六)

參加『IEA Task 27』meeting

4/29(日)

參加『IEA Task 27』meeting，同時和 IEA Wind Operating
Agent 討論參與 IEA 活動及會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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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一)
~5/1(二)

美國-台北(回程)

（二）參訪團成員
單位

姓名/職稱
姓名 職稱

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滕有為/工程師

二、研究成果
（一）Small Wind Association for Testers (SWAT) Conference 簡介
本次 SWAT 會議在美國紐約州 Ithaca 的 Statler Hotel (Cornell
University 內)舉行，為第一屆國際 SWAT 會議，主辦單位是 Intertek。之
前四屆皆以北美代表出席為主，本次會議包含美國、英國、西班牙、日
本、丹麥、義大利、愛爾蘭、阿根廷、台灣等國皆派代表出席。會議總
共舉行三天，其 Agenda 分別如圖 44 至圖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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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SWAT 會議第一天(4/24)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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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SWAT 會議第二天(4/25)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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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SWAT 會議第三天(4/26)議程
（二）在 SWAT 會議中發表的第一份簡報
SWAT 會議為非常 interactive 的會議，從世界各國來參與會議的風
機專家們，針對各項議題都充分地發表意見。由於我是唯一一位台灣的
代表，因此主辦單位也請我針對台灣的小風機測試風場、小風機市場、
和台灣對小風機的躉售電價方案做兩份簡報。第一份簡報主題是『Test
Lab Panel』，發表時間是第一天(4/24)的早上 11:00 左右，議程時間如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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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發表第一份簡報的議程
首先，針對大電力在澎湖的測試風場做介紹。目前澎湖測試場的檢
測標準項目以及預期通過 ISO 17025 實驗室評鑑的時程如表 14 所示：
表 14：檢測標準項目及通過 ISO 17025 實驗室評鑑的時程
Lab Certification

TAF
Certification

DNV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 IEC 61400-12-1: 2005
- IEC 61400-2: 2006 (Section 9.4)
Lab
- IEC 61400-2: 2006 (Section 9.6)
- IEC 61400-11: 2006
- AWEA 9.1, 2009
- IEC 61400-12-1: 2005
Lab - IEC 61400-2: Section 9.4
- IEC 61400-11: 2006
- AWEA 9.1, 2009

Schedule
- 2013/1
- 2013/1
- 2013/1
- 2013/1
- 2013/1
- 2013/3
- 2013/3
- 2013/3
- 2013/3

然後用 Google Map 介紹大電力澎湖測試場的地理位置，同時說明
大電力與澎湖科技大學(NPU)有持續進行風機研發合作計畫。在附上目
前測試風場的照片同時，說明我們氣象塔架和風機測試塔架 1 對 3 的架
構，如圖 48 所示，其一期及二期測試場分別如圖 49、圖 5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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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澎湖測試場的塔架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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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澎湖測試場一期狀況

圖 50：澎湖測試場二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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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簡報中附上大電力澎湖測試場在美國 SWCC 官網上的風場介
紹說明，如圖 51 所示。

圖 51：列在 SWCC 官網的大電力澎湖測試場資料
第二部份，針對七股風場做介紹。表 15 是七股測試場檢測標準項
目及通過 ISO 17025 實驗室評鑑的時程。而圖 52 是七股測試場的塔架分
佈圖，圖中標示有八支風機塔架，其中四支為水平軸風機，另外四支為
垂直軸風機。
表 15：七股測試場檢測標準項目及通過實驗室評鑑的時程
Lab Certification

TAF
Certification

TUV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Schedule
- IEC 61400-12-1: 2005
- OK
- IEC 61400-2: 2006 (Section 9.4)
- OK
- IEC 61400-2: 2006 (Section 9.6)
- 2012/4
- IEC 61400-11: 2006
- 2012/4
- BWEA (acoustic & safety and
- 2012/4
Lab function)
- AWEA (acoustic & safety and
- 2012/4
function)
- BWEA (power performance &
- 2013/4
duration)
- AWEA (power performance &
- 2013/4
duration)
Lab - BWEA Performance And Safety
- 2012/12
Standard, 2008
- AWEA Performance And Safety
- 2012/12
Standard, 2009
- IEC 61400-12-1: 2005
-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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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 61400-2: 2006 (Section 9.4 & 9.6) - 2012/12
- IEC 61400-11: 2006
- 2012/12

圖 52：七股測試場的塔架分佈圖
第三部份，我針對核研所風機實驗室做介紹。核研所從 2007 年以
來，已研發四型風機，功率最小從 400W 到最大 150kW，水平軸和垂直
軸也都有研發成果，如圖 53 所示。此外，核研所針對設計評估、葉片
設計、動態系統模擬、控制器設計、負載分析、結構分析等，皆有進行
開發及研究，如圖 54 所示。

圖 53：核研所歷年所研發之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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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核研所開發及研究領域
（二）在 SWAT 會議中發表的第二份簡報
為了讓各國風機專家能夠瞭解世界各國政府對於小風機的躉售
電價方案及相關再生能源獎勵方案，SWAT 主辦單位要求來參加會
議的每一個國家皆要派代表說明各自國家的策略和風機銷售狀況。
以下是主辦單位 Intertek 的風機負責人 Troy 請我做簡報的要求內
容：Your presentation would cover the market for small wind turbines in
Taiwan including topics like
1. what the domestic demand is,
2. are there incentives provided,
3. can turbines be connected to the grid or only stand-alone,
4. what is the volume of manufacturers,
5. are manufacturers exporting now or plan to and
6. what markets are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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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lso, if there’s any current testing or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s for the
Taiwan market or what the planned requirements might be.

第二份簡報主題是『Country updates』，發表時間是第二天(4/25)的下午
13:00 整，台灣是所有國家中第一個報告的，議程時間如圖 55：

圖 55：發表第二份簡報的議程
根據張欽然博士和中小風機協會提供的資料，將台灣小風機的
生產數據、出口地區分析、價格分析、躉售電價方案及相關再生能
源獎勵方案介紹等資料整理成簡報。簡報資料包含 2010 年到 2012
年，其中 2010 年為完整資料，2011 年大約有一季(1/4)的資料為預測
值，而 2012 年整年的資料皆為預測值。從表 16 可以看到，2010 年
的風機生產數量約為 7,600 台，而到 2011 年稍微減少至 6,800 餘台，
但今年 2012 年預計可大幅成長至 10,000 餘台。台灣小風機皆以出口
導向為主，不過從 2010 年到 2012 年出口佔比從 95%逐步減少至
87%。出口主要市場以大陸為主，但佔比也從 2010 年的 63%逐步減
少，到 2012 年預估僅佔 39%，表示小風機市場逐步向世界各地行銷
與銷售。但歐美等地的銷售量近年來一直在總出口的 5%左右，也許
和歐美各國皆有小風機認證要求有關。待國內小風機測試風場取得
國際認證，應可突破國內風機廠商銷售至歐美地區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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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台灣小風機生產及外銷資料
2010 2011(e) 2012(f)
Manufactured units
7,589
6,857 10,390
Import units
409
429
1,225
Export units
7,180
6,428
9,165
Import %
5%
6%
13%
Export %
95%
94%
87%
China
63%
37%
39%
Asia (w/o China)
14%
21%
16%
US
1%
1%
1%
Europe
4%
4%
3%
Others
(Africa/South
13%
31%
28%
America)

台灣目前小風機的生產廠商大約有 20 幾間，而零組件廠商有
10 幾家。小風機營業額資料請參見表 17，包含水平軸和垂直軸分開
統計的數字。近年來台灣生產之小風機中，水平軸和垂直軸的生產
數量一直維持在 70%比 30%左右的比例。2012 年除了生產數量較
2011 年有 50%以上的成長外，營業額預估更可成長高達 70%以上。

表 17：台灣小風機營業額資料
2010
24,532
7,589
5,696
1,894
185
274

Capability (units)
Manufactured units
HAWT units
VAWT units
Revenue (NT$, million)
Investment (NT$, million)

2011(e) 2012(f)
31,621 33,386
6,857 10,390
4,755
7,360
2,102
3,030
279
484
343
495

表 18 為針對台灣風機售價資料分析。在<1kW 的小風機部份，
以同樣的功率輸出比較，垂直軸的售價是水平軸的 2.8 倍！因此導致
160

雖然水平軸的生產數量較垂直軸高，但總產值卻是垂直軸高於水平
軸。
表 18：台灣風機售價資料，單位：NT$/W
Type
Power (kW) Grid-connected Stand-alone
Average
<1
322
≥1
210
208
HAWT
<1
186
≥1
130
136
VAWT
<1
527
≥1
240
296

台灣風機之躉售電價資料如表 19 所示。<10kW 的小風機在 2011
年的躉售電價為每度 NT$7.3562 元，較 2011 年的價格提高了 1.17%。
不過日本剛剛出爐的小風機躉售電價每度約 NT$21.6 元，幾乎是台
灣的三倍！不過其實就算有高額的躉售電價獎勵措施，若是在實際
執行面上沒辦法有良好的便民申請流程，仍然無法將政府推廣再生
能源的政策具體落實。到 2011 年底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申請小風
機躉售電價只有九件，而順利通過核准的案件更只有一件，相較英
國、愛爾蘭及其他已實施躉售方案的國家，台灣的申請流程相當繁
複且冗長，這點應是相關單位可以檢討之處。另外圖 56 為台灣小風
機廠商所生產之產品圖片，圖 57 為台灣風光互補路燈產品圖片，尤
其風光互補路燈在國外較沒有廠商進行研發和生產。
表 19：台灣風機躉售電價資料
Type
Onshore

Power (kW)
1~10

2011 rate
(NT$/kWh)
7.3562

>10

2.6138

2.3834

9.67

5.5626

4.1982

32.5

Off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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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rate Change
(NT$/kWh) rate (%)
7.2714
1.17

圖 56：台灣小風機產品圖片

圖 57：台灣風光互補路燈產品圖片

在會議中同時也討論了未來 SWAT 會議舉辦的原則，包含：
1. 可分割為美國 SWAT 會議和國際 SWAT 會議 – 因為出席代
表還是有很高的比例為美國風機專家，而討論議題有部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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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針對美國風機的標準和法規，如 AWEA 或 NEC 等，因此
未來有可能在國際 SWAT 會議前一天在同一地點先舉辦美
國 SWAT 會議，不過在會議當場並沒有討論出結論。
2. 由世界各洲輪流舉辦 – 本次為第一屆國際 SWAT 會議，下
一屆 2013 年將於歐洲 (西班牙，主辦人為 Ignacio) 舉行，
再下一屆 2014 年將於亞洲 (日本) 舉行，再下一屆可能由南
美洲 (阿根廷) 舉行。同時主辦單位可安排風場參觀行程。

（四）IEA Task 27 會議簡報心得
本次 IEA Task 27 會議緊接著 SWAT 會議結束後舉辦，雖然舉
辦地點不同，但是都在紐約州的 Ithaca，距離並不算遠，因此還算方
便。由於各國代表 (尤其是非美國代表) 大部分皆同時參加這兩個會
議，因此大家也都同意將來也會比照辦理。目前 IEA Task 27 會議決
議為一年舉辦四次，其中兩次為 face-to-face 會議 (實體會議)，另外
兩次為 Virtual 會議 (遠距視訊會議)。其中一次實體會議將會與
SWAT 會議合辦，而 Virtual 會議的開會時間要考慮參與國家的時區
關係，再決定並公佈開會時間和議程。其中 2012 年第二次實體會議
將於九月 25 日至 27 日在愛爾蘭的 Dundalk 舉辦，主辦人為 Raymond。
本次會議主要討論五個Work Packages (WP)及進度，包含：
 WP1: SWAT/Labelling systems deployment
 WP2: Development of built environment wind resource
assessment procedure and guidelines
 WP3: Development of testing and design guidelin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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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integrated small wind turbine
 WP4: Development of Recommended Practices for SWT
installation in the built-environment
 WP5: Refinement of consumer labeling for SWT with
Built-environment
其中，IEA Wind Label已確認範本，如圖58所示。

圖 58：IEA Wind Label
此外，會議中並針對三項重要文件進行review和討論，包含：
Turbulence intensity values at potential SWT sites in non-open
terrain, by Jonathan (AU), Sven (SE), and Tokuyama s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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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Measurements on the Roof Top, by KIER (KR)
Husum small wind conference summary, by Raymond (IE)
圖 59 為在 IEA Task 27 會場 Ramada Inn 的照片，而圖 60 為本
次與會成員的合照。目前參與 IEA Task 27 的各國代表和本次出席代
表如表 20 所示。

圖 59：IEA Task 27 會議會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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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IEA Task 27 會議與會成員合照
表 20：目前參與 IEA Task 27 的各國代表和本次出席代表
Country

Listed Representative

This meeting

Australia

Jonathan Whale

Canada

Gerald Giroux

Spain

Ignacio Cruz

Ignacio Cruz

Japan

Hikaru Matsumiya

Hikaru Matsumiya/Kiyoshi Inoue

Sweden

Sven Ruin

United Kingdom

Alistair Mackinnon

Alistair Mackinnon

United States

Jason Fields/Brent Summerville

Jason Fields/Trudy Forsyth/Troy Hewitt

Denmark

Peggy Friis

Korea

Seokwoo Kim

Italy

Domenico Coiro/Luigi Izzo

Luigi Izzo

Ireland

Raymond Byrne

Raymond Byrne

France

Maeva Sabre

China

Yongli Wang

Germany

Paul Kühn

Argentina

Juan Pablo Duzdevich/Guillermo Martín

Taiwan

Peter T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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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
（一）美國小風機認證單位 SWCC 和 Intertek
目前美國有兩個小風機認證單位 (Certification Body) ，皆已受
到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AALA) 核准可
針對 AWEA 9.1 標準 – Small Wind Turbine Performance and Safety
Standard 核發小風認證以及 Label。目前兩個單位都很有興趣與澎湖
風場合作進行小風機的測試與認證。Intertek 風力負責人 Troy 已經來
台和 Intertek 台灣分公司協理 Sammy 一起到大電力討論過合作事
宜，本次到美國參加 SWAT 和 IEA Task 27 會議，Troy 也提供很重
要的協助以及邀請函；去年大電力陳處長和標檢局林組長及高雄分
局陳課長曾經到 SWCC 紐約總部拜訪，而 SWCC 的技術總監 Brent
在 2011 年也曾來台發表演講，並曾到澎湖風場視察並提供寶貴建
議，本次到美國參加 SWAT 也和 Brent 有相當良好的互動。由於
Intertek 和 SWCC 兩者是競爭關係，因此需要妥善考量將來合作的模
式。其中 Intertek 和 SWCC 之正在測試中及測試完成的風機狀況分別
如表 21 和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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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目前 Intertek 測試風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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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目前 SWCC 測試風機狀況

（二）NREL 風機測試狀況
NREL無論在風機測試的資源、經驗、技術實力等各方面都是
首屈一指的實驗室。在美國Colorado州的National Wind Technology
Center (NWTC)風場更有極佳條件，全年四季均保持單一風向，使
得全年均非常適合進行風機試驗。NREL工程師透露，一般進行
Power performance 、 duration 、 及 acoustic test ， NREL 報 價 約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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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180,000，應該是全美國，甚至是全世界最貴的，但是很多實際
到 NREL 進 行 測 試 的 風 機 廠 商 皆 有 另 外 向 美 國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申請風機試驗專案補助，可供能源局或相關政府單位
執行相關產品補助方案參考。
（三）IEC 61400-2 Edition 3改版狀況
SWCC董事主席Trudy表示，目前估計IEC 61400-2 Edition 3新改
版標準將於2013年4月公佈。公佈後各認證單位將會分別擬定使用
新版本標準的時程。如AWEA和BWEA標準將會另外組織標準編審
委員會進行改版作業，目前委員會主席可能由Intertek風機負責人
Troy和SWCC技術總監Brent擔任。一旦澎湖風場擬定欲合作之國際
認證單位後，可持續和認證單位保持聯繫，確認標準改版的影響範
圍。
（四）風機重新測試的依據
各國風機認證單位和測試單位均對風機廠商測試途中做設計
變更的議題有高度興趣，因為風機測試少則半年，多則1~2年，因
此風機廠商在持續研發的過程中，會希望以最新及最佳研發表現的
風機版本取得認證。對於風機廠商和測試風場來說，重新測試絕對
是彼此都不樂見的事情。在量化數字上面，依據AWEA 9.1標準規
定，更換inverter後若電力衰退超過10%，則必須重新測試；或是噪
音增加1dB，也必須重新測試。但是修改其他元件會需要重新測試，
各國風機專家討論的結論仍然是，需要風機廠商、測試風場、以及
認證單位坐下來好好溝通，從風機系統面來看，並根據工程邏輯推
估，決定是否需要重新測試。因為根據以往經驗，常常看起來似乎
是很小的設計變更，卻可能產生很大、很嚴重的結果。
（五）日本小風機測試場和躉售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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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青森縣(Aomori Prefecture)有一個小風機測試場，風力狀
況為6.3m/s@30m，可測試四支風機。但是現在完全是和日本政府進
行風機測試專案計畫合作，所以並沒有對外開放測試服務。由於日
本在SWAT會議舉行的第一天剛好通過風機躉售電價方案，一度電
補助高達￥57.5/kWh，也就是大約NT$21.6/kWh，是非常高額的補
助。而且日本政府也開放給世界各國小風機廠商申請，故相信很快
就會有很多風機廠商會有測試的需求。在會議中也有和日本代表，
包含Matsumiya san、Takagi san、Inoue san等保持良好關係，圖61
是在SWAT會議會場與日本代表的合照。照片右邊是日本小風機代
表Matsumiya san，相關日本小風機政策和預算皆由他掌控；左邊是
日本小風機測試場負責人Takagi san。若日本風機廠商有興趣和需求
也會到台灣測試。

圖 61：在 SWAT 會議會場與日本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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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與 IEA Task 27 會議問題
IEA Task 27會議正式結束後，IEA Task 27執行主席Ignacio和
Trudy特別邀請我討論參與IEA Task 27會員的相關問題。目前IEA
Wind秘書長通知他們，以台灣身份加入並參與IEA會議與活動是不
被允許的。因此目前將仍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並盡量多在IEA Task
27研究議題上提供各國幫助並貢獻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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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科技計畫成果效益報告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期末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期末成果效益報告
期末成果效益報告
101 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名稱：
名稱：建置再生能源產業產品標準
建置再生能源產業產品標準、
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
及驗證平台-植物性替代燃料
及驗證平台 植物性替代燃料

（能源科技策略分項
能源科技策略分項）
分項）（植物性替代燃料
（植物性替代燃料）
植物性替代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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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期程期末成果效益報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期程期末成果效益報
告

壹、 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建置節約能源、再生能源與前瞻能源產業
產品標準、檢測技術及驗證平台計畫(4/4)植物性替代燃料

主 持 人：謝翰璋
計畫期間(全程)：98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目前執行：98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年度經費：1,000 千元 全程經費規劃：16,500 千元
執行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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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 計畫目的：
植物性替代燃料亦即是生質能源（Bio-energy）的基本觀念來
自利用過程的二氧化碳淨排放被視為零，當植物行光合作用，吸收
陽光、二氧化碳及水分後，產生氧氣，而後將植物取之作為燃料，
因此在能源利用過程中，所釋放之二氧化碳再回到大氣中，形成一
個二氧化碳零排放的循環，目前植物性替代燃料為全球第4大能源
產品，僅次於石油、煤及天然氣，供應全球約10.4%之初級能源需
求，亦提供開發中國家約35%之能源。因此在能源供給長期依賴進
口的我國，約98%的能源需仰賴進口，因此發展植物性替代燃料產
業在促使我國能源自主與能源多樣性的角度來看具有其必要性。
國內方面於2005年召開全國能源會議，就京都議定書生效後研
擬符合國內現況及最新趨勢之能源政策，在議題三「綠色能源發展
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確定植物性替代燃料利用之發展目標，並將
推廣生質柴油及酒精汽油的發展與利用，同時規劃於2010年全面實
施化石柴油添加2%生質柴油（B2），以及2011年全面供應添加3%
生質酒精之汽油（E3）；將植物性替代燃料與目前其他發展中之替
代性能源產品比較，植物性替代燃料具有的優勢包括技術成熟有商
業化運轉能力，經濟效益高，且因可使用廢棄物能源，兼具處理廢
棄物及回收能源之雙重效益。
基於協助國內產業發展，將分別針對生質柴油及生質酒精之產
品進行規劃，以4年的時間，逐步擬定符合需求的檢驗標準並建置
生質能源產品的試驗能力，提供產品品質、安全、性能等方面的檢
測能力，使國內製品能夠滿足國際間的規範要求。就各年度的計畫
執行時程如下表所示並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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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重點工作

FY 98

FY 99

再生能源產業 植 物 性 替 生 質 柴 油 標 酒 精 汽 油 標
產品標準、檢測 代燃料
準、檢測技術 準、檢測技術
技術及驗證平
及驗證平台 及驗證平台
台分項
研擬與設備 研擬與設備
建置
建置

FY98：
(1)購置植物性替代燃料檢測設備(1/4)
(2)開發植物性替代燃料檢測能力與分析方法
(3)收集國外相關植物性替代燃料標準資料
(4)規劃植物性替代燃料專業實驗室
(5)辦理人員檢測能力及相關教育訓練
FY99：
(1)擴充植物性替代燃料檢測設備(2/4)
(2)植物性替代燃料國家標準檢討
(3)規劃植物性替代燃料專業實驗室
(4)辦理人員檢測能力及相關教育訓練
(5)辦理檢測技術一致性會議
FY100：
(1)擴充植物性替代燃料檢測設備(3/4)
(2)制修訂植物性替代燃料國家標準
(3)提供植物性替代燃料檢測服務
(4)建置植物性替代燃料專業實驗室
(5)辦理人員檢測能力及相關教育訓練
(6)辦理檢測技術一致性會議
FY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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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 100

FY 101

生質柴油標
準、檢測技術
及驗證平台
研擬、設備建
置

酒精汽油標
準、檢測技術
及驗證平台
研擬、設備建
置

(1)生質柴油檢測平台之建立(4/4)
(2)建置植物性替代燃料專業實驗室
(3)提供國內廠商植物性替代燃料品質檢測服務及輔導
(4)調查國內植物性替代燃料檢測資源
(5)辦理人員檢測能力及相關教育訓練
(6)辦理檢測技術一致性會議
(7)參與國際能力比對試驗計畫
二、 計畫架構(含樹狀圖)：
再生能源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及驗證能量分項

[2.4.1] 植物性替代燃料
品質檢測標準研究
[2.4] 植物性替代
燃料（生質柴油及
酒精汽油）
[2.4.2] 植物性替代燃料
檢測設備建置

三、 計畫主要內容：
植物性替代燃料國家標準制修訂，本項工作計畫首先收集各先
進國家以不同料源所產製的植物性替代燃料相關之品質以及安全
性法規標準為基礎，以協助國內生產植物性替代燃料製造商了解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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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製造階段所需符合的相關品質與技術規範，並據以建立國內於生
產生質能源所需相對應的技術規格與標準要求項目，以使國內生質
柴油能源廠商的產製技術及品質能與國際同步發展，並與國外大廠
技術專家交流，掌握國際間對於植物性替代燃料之標準發展訊息，
由於國際標準組織之制定委員係由各國的植物性替代燃料研究與
檢測專家所組成，因此可先掌握各國對於植物性替代燃料技術標準
走向，同時也可掌握國際標準修訂趨勢，加速與國際標準接軌速
度，有助於我國植物性替代燃料生產廠商之技術提升。
由於國際間將糧食作物(例如玉米、大豆等)發展植物性替代燃
料之策略轉向非糧食作物之替代技術(例如纖維素分解)，本計畫執
行之重點將以非食用農作物為主。為使生質能源添加於油品中之技
術更為成熟，並進一步考量與新技術之融合，將針對相關燃油之國
家標準進行修訂，並另參考國際標準制定相關標準，目前規劃將於
98年至101年依在地化需求研究及制修訂生質能源之相關國家標
準，研究方法如下：
－探討各先進國家(美國、歐盟、德國及日本等)現行之生質能
源相關標準規範項目及其差異分析。
－調查國內外各項能源作物種類與數量、產能及可達品質資料
建構。
－建立車種適用及環保、農業、氣候、習性在地化整合性資訊
資料庫。
－制修訂與國際趨勢調和制修訂生質能相關國家標準。

為協助國內植物性替代燃料產業之發展，本分項計畫以現有實
驗室檢驗能量與標準制定工作項目為基準，研究美國、日本、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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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等國家標準組織，收集有關植物性替代燃料之產品標準制定狀
況，並進而瞭解相關國家對於此類植物性替代燃料所採取商品檢驗
與驗證制度的規劃策略，另外亦將比較分析上述各國對於植物性替
代燃料能源產業之發展策略、標準制訂目標、檢驗方法研發以及驗
證符合制度之優缺點，以作為國內發展植物性替代燃料能源產業之
參考，並規劃於4年科專計畫期程，檢討分析並作為制定國內植物
性替代燃料能源產品驗證制度及驗證平台。
1、國際標準探討：目前植物性替代燃料之檢測標準可分為EN
及ASTM兩大系列，內容雖大同小異但仍有部份區域性差
異，目前我國CNS國家標準則依據上述國外標準調和而成，
檢測標準之建立不但可提供產業界對於植物性替代燃料產
品開發之品質參考，更是產品測試及驗證之依據。
2、檢測設備建置：針對植物性替代燃料國家標準，建置相關
檢測項目之儀器並規劃實驗設備，將以完成生質柴油及生質
酒精之性能品質測試為主要目標，並建置完成生質柴油及生
質酒精之測試設備。
3、實驗室認證：為建立實驗室之人員專業技術能力及為實驗
室認證工作預作準備，實驗室人員之培訓為不可或缺之重要
工作之一，並與國外進行能力比對試驗，就能力試驗結果進
行分析並作成報告，並作為後續申請TAF實驗室認證預作準
備。
4、產業服務：就已建置完成之植物性替代燃料檢測設備接受
業界委託試驗服務。

180

參、 計 畫已 獲得之主 要成 果與重 大 突破 (含質 化 與 量化 成果
outputs)
一、 質化成果：
101 年度：
預期成果

實際成果

甲、
學術成就：蒐集各
國對於植物性替代燃料
之相關品質檢測方法與
標準規範，研讀分析各國
標準所規定之試驗項目
及所需試驗設備，提供業
者作為開發植物性替代
燃料產品之參考。
乙、
技術創新：針對植
物性替代燃料國家標準
建立檢測設備並進行相
關生質能源產品之檢測
技術研究，作為國內標準
制修訂之參考。
丙、
經濟效益：提供國
內更多更完整之檢測服
務，以滿足國內業者的檢
測需求，並瞭解相關植物
性替代燃料產品之品質。
丁、
4.社會影響：植物
性替代燃料之性能、品質
檢測及驗證是對確保消
費者之必要措施，本項計
畫將適時投入植物性替
代燃料的產品檢測，進而
規劃產品驗證平台之建
置，可確保國內使用之植
物性替代燃料產品之品
質、性能及安全，同時也
能提供可靠且符合環境
保護、永續發展之能源產
品。

1.蒐集國際植物性替代燃料之標準
規範，探討植物性替代燃料標準
及檢測技術發展及未來國際發
展趨勢，並針對國內使用之生質
柴油品質進行研究，了解國內植
物性替代燃料產品品質。
2.目前標準檢驗局已建置生質柴油
及生質酒精之檢測能力，持續針
對國家標準相關品質項目進行
技術研究，提供技術資料。
3.利用本局已建置完成之植物性替
代燃料檢測設備並建立檢測能
力，接受國內生質能源業界的委
託試驗服務。
4.配合國內生質能源的規劃期程及
添加政策，提供國內具品質檢驗
合格的生質能源產品，以確保國
內能源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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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分析

無

二、 量化成果：
101 年度：
績效屬性

績效指標

預期產出
量化值

實際產出
量化值

1

形成教材

1

1

經 濟 效 檢測技術服 1
益
務

1

學術成就

研究團隊養 1
成

其 他 效 參與國際能 1
1
益
力比對試驗
計畫
依上述選定績效指標作如下之敘述：
101 年度
項目

年度目標

建置再生能源產業產 1. 提 昇 檢 測 技 術 及
品標準、檢測技術及
能力。
驗證平台計畫-植物性 2. 購 置 植 物 性 替 代
替代燃料子項
燃料檢測設備。
3. 提 供 檢 測 技 術 服
務。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透過本計畫的執行，養成本局對
於植物性替代燃料之專業檢測
團隊。
將植物性替代燃料之國家或國
際標準所規定之檢測項目寫成
標準作業程序，經彙編後作成檢
測手冊，將納入實驗室之品質文
件，作為技術訓練之教材。
接受國內生質能源業者之技術服
務及檢測相關事宜，101 年技術服
案件為 1 件。
提升生質能源產品專業實驗室之
檢測技術，參與美國 ASTM 辦理之
生質柴油能力比對試驗。

年度衡量指標

實際達成度

(1)參加美國 ASTM 辦理之 (1)已完成
生質柴油能力比 對試 驗 (2)已完成
計畫
(3)已完成
(2)建置生質柴油氧化穩
定性測試設備
(3)提供生質能源產品之
檢測技術服務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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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主要成就與成果所產生之價值與影響 (outcomes)
一、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植物性替代燃料之檢測標準大致可分為 EN 及 ASTM 兩大系列，
目前國內 CNS 國家標準係參考上述國外標準，但希能加上本土使用特
定料源產製的植物性燃料特殊性質，而植物性替代燃料檢測標準之建
立與相關性質資料庫的持續補充，不但對於標準修訂方向可提供具體
的建議，同時亦能提供國內產業界對於植物性替代燃料產品開發之品
質參考，更是未來規劃植物性替代燃料產品測試及驗證之依據；蒐集
各國對於植物性替代燃料之相關品質檢測方法與標準規範，研讀分析
各國標準所規定之試驗項目及所需試驗設備，探討植物性替代燃料標
準及檢測技術之發展及未來國際發展趨勢，提供業者作為開發植物性
替代燃料產品之參考。
二、 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針對植物性替代燃料國家標準及國際標準規範，規劃建置相關檢
測項目之儀器設備，於 98 至 101 年度已購置生質柴油之冷濾點、重金
屬、蒸餾特性、脂肪酸甲酯含量及氧化穩定性之測試設備，另外在生
質酒精部份，亦購置電導度及酸鹼度之測試設備，針對國家標準規範
之檢測項目逐步建立檢測能量。研究分析植物性替代燃料之國家或國
際標準所規定之檢測項目並撰寫成標準作業程序，經彙編後作成檢測
手冊，將納入實驗室之品質文件，作為技術訓練之教材。
三、 經濟效益(產業經濟發展)
目前本局已建置完成之植物性替代燃料相關品質要求的檢測設
備，並建立檢測能力，接受國內生質能源業界的委託試驗服務，自 98
年至 101 年第 2 季為止，已提供之技術服案件達 8 件，檢測項目計有
40 項，未來可提供國內更多更完整之檢測服務，以滿足國內業者的檢
測需求，並瞭解相關植物性替代燃料產品之品質。為建立本局植物性
替代燃料專業實驗室之檢測人員技術能力，同時亦為後續的實驗室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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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工作預作準備，相關實驗室檢測人員之培訓與經驗累積為不可或缺
之基礎重要工作之一，因此本局自 98 年開始參與美國 ASTM 辦理的生
質柴油能力比對試驗計畫，並就能力試驗結果進行分析並作成報告，
以增加國內檢測人員的檢測能力及準確性，以及後續申請 TAF 實驗室
認證的準備工作。本局規劃提出 TAF 實驗室認證申請，未來可以提供
產業相關檢測驗證服務。目前本局已建置完成之植物性替代燃料相關
品質要求的檢測設備，並建立檢測能力，接受國內生質能源業界的委
託試驗服務，以滿足國內業者的檢測需求，並瞭解相關植物性替代燃
料產品之品質。
四、 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國內植物性替代燃料市場將隨著「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立法
勢將日漸普及化且用量亦將隨之增加，未來植物性替代燃料之性能、
品質檢測及驗證是對確保消費者之必要措施，尤其植物性替代燃料多
使用於替代車輛燃料之用途，如果品質無法符合國家標準之要求及規
定，將會影響車輛之性能及安全以至於排氣品質，本項四年科專計畫
之植物性替代燃料子項將適時投入植物性替代燃料的產品檢測，進而
規劃產品驗證平台之建置，期能解決國內植物性替代燃料產業相關產
品品質檢測能量不足之問題，同時也可確保國內使用之植物性替代燃
料產品之品質、性能及安全，同時也能提供可靠且符合環境保護、永
續發展之能源產品。
五、 非研究類成就(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
透過本計畫的執行，養成本局在植物性替代燃料專業檢測之團
隊，擬透過本計畫之執行培育碩士人才 1 名，另外亦參與美國 ASTM
辦理的生質柴油能力比對試驗，透過參與國際性比對試驗計畫，以增
加與各國機構的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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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它效益(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為建立本局植物性替代燃料專業實驗室之檢測人員技術能力，同時
亦為後續的實驗室認證工作預作準備，相關實驗室檢測人員之培訓與
經驗累積為不可或缺之基礎重要工作之一，因此本局參與美國 ASTM
辦理的生質柴油能力比對試驗計畫，並針對能力試驗項目進行檢測技
術開發，另外相關測試結果之統計分析報告也做為檢測技術之參考，
以增加國內檢測人員的檢測能力及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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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本年計畫經費與人力執行情形
一、 計畫經費執行情形：
(一) 計畫結構與經費
101 年度：

單位：仟元

中綱/(細部)計畫
名稱
經費

建置節約能
源、再生能源
與前瞻能源產
業產品標準、
檢測技術及驗
證平台計畫

研究計畫

73,476

名稱

經費

建置再生能
源產業產品
標準、檢測技
術及驗證平
台計畫-植物
性替代燃料
子項

1,000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謝翰璋

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

備註

(二) 經資門經費表
101 年度：

單位：仟元
預算數 / (執行數)
主管機關預算
﹝委託、補助﹞

會計科目

備註

合計

自籌款

金額﹝仟元﹞ 占總經費%

一、經常支出
1.人事費
2.業務費
3.差旅費
4.管理費
5.營業稅
小計
二、資本支出
小計
合計

金額
占總經費%

1000/(1000)
1000/(1000)
1000/(1000)
100

0
0
0

101 年度計畫執行數與預算數差異說明：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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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00)
1000/(1000)
1000/(1000)
100

100
100
100

(三) 100 萬以上儀器設備
101 年度：
No.

年度

儀器設備名稱

1
2
3
4
5

98
98
99
99
100
合計

自動冷濾點測試分析儀
感應耦合電漿光譜儀
氣相層析質譜儀
生質柴油減壓蒸餾裝置
生質能源實驗室抽氣處理設備

支出金額

1,275,000
2,495,000
2,980,000
3,950,000
1,850,000
12,550,000

二、計畫人力執行情形
(一) 計畫人力
年度

執行情形

101 年度

原訂
實際
差異

總人力
(人月)

16
16
0

研究員級

副研究員級

助理研究員
級

助理

8
8
0

8
8
0

0
0
0

0
0
0

與原核定計畫差異說明：
無
(二) 主要人力(副研究員級以上)投入情形
101 年度：
年度

101

101

姓名

計畫職稱 投入主要工作及人月數

謝翰璋

2.0
主持人 計畫管控與資料蒐
集

劉勝男

6.0
研究員 分析方法建立與資
料彙整

6.0
101 陳瓊蓉 副研究員 分析方法建立與設
備建置
2.0
101 林雅琳 副研究員 分析方法建立與資
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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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及專長
學 歷

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經 歷

標準檢驗局組長

專 長

電磁輻射、電磁干擾

學 歷

清華大學化學所碩士

經 歷

標準檢驗局科長

專 長

儀器分析、分析化學

學 歷

台北科技大學有機高分子研究所碩士

經 歷

標準檢驗局技士

專 長

高分子化學、環境分析

學 歷

台灣大學農藝研究所碩士

經 歷

標準檢驗局技士

專 長

農業化學、農藝

陸、 本計畫可能產生專利智財或可移轉之潛力技術(knowhow)
說明
無。

柒、 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目前國內針對植物性替代燃料的研究計畫，在核能研究所部分係以
稻桿為原料，研究生產纖維酒精之技術。另國內學界亦在評估以海洋
豐富的藻類資源產製生質柴油的關鍵技術開發，而經濟部能源局持續
推動國內油品添加使用 B2 生質柴油計畫以及推動北高都會區供應 E3
酒精汽油計畫。前述這些計畫的推動與本局之植物性替代燃料標準、
檢測技術及驗證平台的建置，都有密切的關聯性。

捌、 後續工作構想之重點
(一)完成植物性替代燃料相關測試設備之建置。
(二)完成植物性替代燃料檢測相關教育訓練報告。
(三)完成植物性替代燃料檢測相關技職人員專業資格認定報告。
(四)完成生質柴油檢測設備標準操作作業程序書(SOP)。
(五)持續參加植物性替代燃料能力試驗並進行結果探討。
(六)持續辦理植物性替代燃料檢測研討會或座談會。

玖、 檢討與展望
執行建置標準、檢測技術及驗證平台，成果將直接影響相關產業發
展，無論是測試的正確性或規範標準的要求，都是目前相關產業所急
需的協助，在執行期間，從相關產業積極參與計畫的相關活動，可瞭
解產業的急切需求，而且從國內相關產業分布的廣泛，也同時說明政
府政策支持的正確性，因此政府應鼓勵相關單位能積極參與國際相關
活動，與國際接軌，如此才能立足台灣，放眼國際，同時若能長期支
持相關計畫的發展，也必將為相關產業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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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科技計畫成果效益報告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期程成果效益報告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期程成果效益報告
98-101 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名稱：建置前瞻能源產業產品標準、
建置前瞻能源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
與驗證平台-氫能
與驗證平台 氫能與燃料電池
氫能與燃料電池系統
與燃料電池系統

（前瞻能源分項
前瞻能源分項）
分項）（氫能與燃料電池
氫能與燃料電池系統
與燃料電池系統）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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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期程期末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期程期末成果效益報告

壹、 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建置節約能源、再生能源與前瞻能源產業
產品標準、檢測技術與驗證平台(4/4)-氫能
與燃料電池系統

主 持 人：謝翰璋
計畫期間(全程)：98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目前執行：101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0 日
年度經費：7,054 千元 全程經費規劃：68,432 千元
執行單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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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 計畫目的：
近年由於預期石化原料逐漸枯竭及新興國家大量能源需求，
導致原油供不應求及價格飆漲，加上訴求 CO2 排放減量的京都議
定書 2005 開始生效，全球各國莫不尋求各種可能技術與策略以因
應此一趨勢；其中「氫能與燃料電池」為最受矚目的前瞻能源，
被視為未來最重要的乾淨能源及能源傳遞載體。
本計畫的目的在於為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建構基礎環境，協
助產業在此新興產業中所需依循的標準、檢測需求能夠滿足，加
速產品的開發。
依據行政院 2007 年產業科技策略（SRB）會議討論子題－節
約能源、再生能源科技及前瞻能源科技等三項，其中有關前瞻能
源科技重要結論與建議及政策指示：規劃並推動「加速我國燃料
電池產業化」計畫及建立測試平台及驗證能量。標準檢驗局考量
國家未來重點發展能源科技產品項目，選定氫能燃料電池系統產
品作為未來規劃計畫重點之ㄧ，逐年落實相關能源產品之標準、
檢測及驗證平台建置。
因此，本計畫執行的目的如下：
1. 研訂國家標準並與國際接軌
2.參與國際組織和標準組織活動
參與國際組織和標準組織活動
3.建置實驗室檢測能量和認證取得
建置實驗室檢測能量和認證取得
4.辦理實驗室間能力比對試驗
辦理實驗室間能力比對試驗
5.辦理研討會促進資訊交流
辦理研討會促進資訊交流
6.提供檢測驗證服務
提供檢測驗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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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架構(含樹狀圖)：
本年度計畫的執行重點為國家標準草案制修訂、10 kW 燃料電
池系統實驗室認證及參與國際組織活動

(
)
三、 計畫主要內容：
本計畫自 98 年度開始執行，全程共計四年，其目的有三：其
一，建構國內前瞻能源產業(氫能與燃料電池)所需之基礎環境，
意即標準、檢測技術與驗證平台，以協助國內業者於投入此新興
產業之後，滿足研究和開發程序中必要的基礎環境，而能夠致力
於加速產品的商業化，獲得市場的利基。其二，與國際間重要機
構的交流和國際標準會議之參與，以掌握前瞻能源產業在國際間
發展趨勢並促進與各機構間的合作，為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先行鋪
路。其三，建立完整的驗證制度以保護消費者，同時，促進經濟
的發展，此亦為標準檢驗局的主政事項之一。
101 年擬完成液態氫燃料箱、氣態氫燃料箱、車輛加氫連接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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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航空器加氫設備及加氫站 5 份標準草案研擬，完成初步國際
標準調和工作，持續參與國際標準會議，蒐集最新國際標準趨勢
作為後續制定國家標準依據，提出 10KW 燃料電池系統測試實驗室
認證作業，以提供國內燃料電池系統廠商測試驗證服務。
前述標準制定、檢測能量建置，標準草案的研擬、技術訓練、
研討會的召開、實驗室能力比對試驗的辦理及於有限的經費之下
為國內燃料電池產業架構起基本的環境需求，為產業未來的環境
發展建構良好基礎。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可蒐集新的技術和標準
發展趨勢，提供未來規劃發展方向時的參考。儲能技術的發展，
可跳脫傳統儲能技術以電池(battery)為對象的思維，將儲氫技術
規劃為替代儲能技術，特別是利用再生能源製造氫氣，將能夠有
效提高氫氣的使用價值，更能夠成為環境減碳關鍵技術，作為環
境永續目標之重要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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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果與重大突破 (含質化與量化成果
outputs)
一、 質化成果：
101 年度：
預期成果
1. 學術成就

2. 技術創新

實際成果
1. 學術成就
(1) 完成高分子電解質燃料電池觸
媒活性老化測試之研究報告。
(2) 舉辦氫能與燃料電池檢測技術
座談會及研討會共 3 場。
(3) 透過本計畫之執行與台灣燃料
電池夥伴聯盟、氫能燃料電池學
會、台灣經濟研究院、美菲德公
司、亞太燃料電池公司、中興電
工機械公司、台灣科技大學、中
央大學、中山大學等產、學機構
交流互動，促進產、官、學、研
相互間之合作。
(4) 本 計 畫 所 建 置 之 檢 測 驗 證 平
台實驗室， 與相 關學 研機構配
合，開放學員進行觀摩，有助增
長學員之視 野， 同時 建立起標
準、檢測與驗證之概念，間接培
養再生能源產業技術人才。
2. 技術創新
(1) 完成氫能燃料電池機車檢測驗
證技術服務委託案 1 件及燃料電
池模組委託測試服務案 1 件，藉
由本計畫建置檢測平台，提供產
業界檢測服務。
(2) 參與氫能與燃料電池國際會議
(IEC)TC105/WG8 舉辦標準討論
會議，瞭解國際上對於可攜式燃
料電池標準最新修訂趨勢，可供
本局未來制定國家標準參考。.
(3) 在有限經費下，完成定置型燃料
電池系統部分檢測能量的建置，
對於未來產品檢測驗證的需求，
具有實質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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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分析
1. 學術成就

研討會較預期多 1 場。

2. 技術創新
技術服務較預期多 1
件。

預期成果
3. 經濟效益

差異分析
3. 經濟效益
3. 經濟效益
(1) 持續建置「10kW 燃料電池系統」 與預期無差異。
檢測設備和「3kW 燃料電池組檢
測設備」提升，以完善產業基礎
環境建置，未來將可降低產品國
外送試成本並縮短送試時程。

4. 社會效益

4. 社會效益
(1) 研擬 CNS 標準草案，及後續通過
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審議，使國
內在氫能與燃料電池方面的標準
更臻完備，提供業者及政府公共
工程採購單位依循基準。
(2) 以檢測/驗證平台技術為基礎，協
助業者降低研發/驗證之成本及
時程，開發新產品並提昇產品品
質，增加市場競爭力。
5. 其他效益方面
(1) 完 成 氫 能 燃 料 電 池 標 準 草 案 研
擬以及既有標準修訂，依產業發
展需求，將新穎之技術標準導入
CNS 國家標準體制，以協助標檢
局完成國家標準制/修訂，使業者
在設計及生 產產 品時 能有所依
循。
(2)氫能燃料電池產品安全及性能驗
證可確保消費者權益，並可協助
政府公共工程燃料電池產品檢測
驗收環境塑造，促進工業局及能
源局再生能源產業政策推動及節
能減碳效益。
(3) 派員出席參與相關國際氫能燃
料電池標準制訂會議與活動，再
透過研討會/座談會之方式將相
關訊息回饋 給國 內業 者廠商了
解，使其在產品研發製作過程中
能參考新穎之技術內容，了解掌
握國際標準制訂之趨勢與現況，
與國際技術潮流接軌。
(4) 透過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執
行，經濟部標準 檢驗 局推動標
準、計量檢測、認驗證領域科技
專案計畫四年成果豐碩。為展現

5. 其他效益方面

實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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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效益
與預期無差異。

5.其他效益方面
與預期無差異。

其對新興產業發展、高科技及民
生產業所提 供的 多樣 性服務成
果，標準檢驗局於 10 月 9 日至
12 日，於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舉
辦「101 年能源科專計畫四年成
果展」
，副總統吳敦義先生在標準
檢驗局陳介山局長陪同下，蒞臨
展示會場聽取簡報。現場呈現透
過四年能源科專計畫所推動之國
家標準應用成就、新能源檢測技
術、認證環境建構、及新興產業
計畫、檢測等多項重要技術發展
成果，是一場豐富多元的科技饗
宴，同時也見證該局運用科專計
畫短短四年，即奠定了產業優質
結構所做的努力成果。

總期程期中累計(98~101 年)：
預期成果
實際成果
(1) 學術成就
(1) 學術成就
培養團隊 1 組
養成的研究團隊，除了已具備
發表論文 3 篇
燃料電池組的檢測能力之外，
培養碩士 1 名
亦針對設備進行性能提升，以
完善檢測項目。同時，在有限
經費下，完成定置型燃料電池
系統部分檢測能量的建置，對
於未來的產品需求，具有實質
的助益。論文針對燃料電池產
業所需的相關標準進行規劃和
建議，使符合產業的需求；電
解質之高分子聚合物的質子傳
導度進行研究，對於產品選擇
時可供參考；培育碩士人才，
充實學識能力，以協助計畫的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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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分析
(1) 學術成就
培養碩士與培養團隊與
預期成果無差異，發表
論文較預期多 1 篇
。

(2) 技術創新
辦理研討會 4 場
技術報告 3 份
技術服務 8 件

(2) 技術創新
研討會的辦理，除國內專家學
者之外，還包括日本燃燒機器
協會(JHIA)、日本電氣安全與
環境研究所(JET)、德國 TÜV
SÜD、IEC/TC105 主席、美商
優力安全驗證公司(UL)等專家
與會，主題涵蓋定置型、微型
燃料電池及氫能，與國內燃料
電池界進行檢測和驗證技術交
流，增進對國際技術發展的了
解，有助於構思新產品的開發
和市場佈局。

(3) 經濟效益
推動檢測技術服務平
台1個
共通/檢測技術服務 1
案
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團
體合作研究 4 案

(3) 經濟效益
(3) 經濟效益
氫能與燃料電池標準的制定， 與預期成果無差異。
提供產業和試驗室有相同的依
循規範，且是促進國內燃料電
池產業發展的重要動力，對於
增加淨潔燃料氫能的利用以降
低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增進節
能減碳的效果，具有正面的意
義。
燃料電池作為備用電源或輔助
電源，可減少一次電池的使用
量，降低環境的負荷和處理成
本的支出，達到環境保護的目
的。

(4) 社會效益

(4) 社會效益
(4) 社會效益
燃料電池業者投資研發產品，
將能夠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與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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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術創新
辦理研討會 8 場較預期
多 4 場，技術報告 5 份
較預期多 2 份，技術服
務 10 件較預期多 2 件。

(5) 其他效益方面
標準草案 13 份
國家標準 0 份

(5) 其他效益方面
調合 IEC 和 ISO 等國際標準，
使能與國際接軌，並參與
IEC/TC105/WG8 和 ISO/ TC197
標準會議，蒐集國際標準發展
趨勢，使國家標準發展與國際
同步。完成燃料電池國家標準
草案的試審作業，加速國家標
準審議作業，目前已公告 6 項
國家標準，有助於作為產業發
展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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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效益方面
標準草案 18 份較預期產
出多 5 份。
完成 6 項國家標準制定
公告，較預期產出多 6
份。

二、 量化成果：
101 年度：
年度：
績效
屬性

績效
指標

預期產出
量化值

實際產出
量化值

學術
成就

研究
團隊

1組

1組

辦理
研討
會

1場

2場

辦理
座談
會

1場

1場

效益說明
組成氫能與燃料電池研究團隊，將
可對產業提供必要的服務，促進產
業的發展。
(1)101 年 4 月 22 日由台灣經濟研究
院、台灣燃料電池夥伴聯盟與本中
心共同主辦「兩岸氫能燃料電池標
準檢測技術研討會」
，共有各領域專
家學者共 26 人參與，透過兩岸氫能
燃料電池標準檢測技術研討會，進
行兩岸間氫能燃料電池應用發展趨
勢、產品檢測技術及製氫等研究方
向，邀集兩岸產官學研意見交流。
(2)101 年 10 月 11 日特別邀請到 UL
公 司 專 案 工 程 師 Ms. Laurie
Florence 來台進行「燃料電池試驗
和安規國際標準發展現況與趨勢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development of fuel cell test
programs and safety standards)」專題
講座，提供各界了解燃料電池試驗
和安規國際標準發展現況與趨
勢 ，參加人員相當踴躍，計有來自
產、官、學、研界共 60 餘人。講師
Ms. Laurie Florence 特別依國內市
場的需求，增加了「定置型燃料電
池」的議題，期望藉由與各界專家
的交流，讓國內業者在投入能源科
技產業研發上，在性能驗證與國際
標準發展趨勢方面有更多瞭解。
101 年 4 月 10 日至 11 日在標準檢
驗局汐止電器大樓，舉辦「氫能燃
料電池系統標準檢測驗證委辦計畫
座 談 會 」 - CNS15468-3-1 及
CNS15468-3-2 標準研討，透過與業
者進行燃料電池系統標準、檢測技
術與產品驗證進行經驗交流，可強
化本計畫團隊執行本計畫建置相關
設備與檢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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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突破

績效
屬性

績效
指標

技術
服務

技術
創新

推動
檢測
技術
服務
平台
共通/
檢測
技術
服務
促成
與學
界或
產業
團體
合作
研究

預期產出
量化值

1案

1個

實驗室認
證1家

實際產出
量化值

1案

1個

1家

重大
突破

(1)「氫能燃料電池摩托車實車確
證」運行計畫，5 月中旬計畫結束
後，將 6 輛運行超過 3000 公里的氫
能燃料電池摩托車進行電池功率檢
測，檢測結果將可提供業者作為未
來研發的參考，進而加快產業產品
開發速度，提昇產業競爭力。
(2) 本計畫接受美菲德有限公司委
託，就該公司「3kW 燃料電池模組」
產 品 ， 依 CNS15468-3-1 及
CNS15468-3-2 標準進行安全及性
能測試，

能提供業界氫能燃料電池產品
檢測與驗證，促進業界提升開發
產品競爭力。

完成 3 kW 燃料電池模與 10kW
燃料電池發電系統 TAF 認證，有
助產業未來發展。
建立關於觸媒活性和電解質之
質子傳導性鑑定方法。

合作研究
1案

1案

將持續建置「10kW 燃料電池系統」
檢測設備和「3kW 燃料電池組檢測
設備」提升，以完善產業基礎環境
建置，可降低產業送國外測試成本
及縮短測試時程。

經濟
效益

其他
效益

效益說明

標準
草案
國家
標準

5份
0份

5份
2份

1.完成氫能與燃料電池系統 CNS 標
準草案下列 5 份研擬(ISO13985 、
ISO15869
、 ISO17268
、
ISO15594 、 ISO20100 )。完成 IEC
15468-3-2、IEC 15468-5-1 國家標準
公告，提供業界開發產品的參考及
依據，滿足產業發展需求，使產品
能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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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標 準
公 告
較 預
期多
2份

肆、 主要成就與成果所產生之價值與影響 (outcomes)
一、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一) 與成功大學共同研究『高分子電解質燃料電池觸媒活性老化測試

之研究』，產出研究報告可供業界研發參考。
(二) 本計畫從氫能燃料電池的標準、檢測技術及驗證平台所建立基

礎，可以加速培養燃料電池產業之設計製造、檢測驗證人才及協
助產業技術引進與提昇，促進燃料電池產業的發展。
(三) 透過本計畫之執行與台灣燃料電池夥伴聯盟、氫能燃料電池學

會、 台灣經濟研究院、美菲德公司、亞太燃料電池公司、中興
電工機械公司、台灣科技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等產、學機
構交流互動，促進產、官、學、研相互間之合作。
(四) 發表「An Electrochemical Approach for Estimation of

Intrinsic Active Area and Activation of Pt/C nano
-catalysts」論文及「國內外儲能技術發展現況與未來方向」於
國內、外期刊。有助於將研究成果對外呈現，以引領學術研究人
員探就相關問題，促使共同領域之專家學者，交流彼此之專業見
解，相互提升學術能力。

二、 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一) 為使研究團隊進一步了解 CNS15468-2 及 CNS15468-3 系列標準及

實測狀況，於 101 年 4 月 10 日至 11 日在標準檢驗局汐止電器大
樓，舉辦「氫能燃料電池系統標準檢測驗證委辦計畫座談會」CNS15468-3-1 及 CNS15468-3-2 標準研討，邀請國內產業方面專
家與研究團隊進行座談研討。經 2 日的研習，團隊成員除進一步
了解標準內容外，另在樣品實測解說方面，對實驗室申請 TAF 認
證評鑑，更有相當大的助益。
(二) 於 101 年 4 月 22 日由台灣經濟研究院、台灣燃料電池夥伴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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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中心共同主辦「兩岸氫能燃料電池標準檢測技術研討會」
，
共有各領域專家學者共 26 人參與，會中先由我方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楊紹經科長對「氫能燃料電池摩托車實車確證」計劃做簡要
報告，並由台科大蘇威年博士做「燃料電池摩托車實車運行分
析」，在「低壓金屬儲氫罐」技術標準與測試技術方面，兩岸各
有精闢報告，另外中方在「中國氫能技術標準現況」與「氫能燃
料電池技術標準應用」也都有詳盡說明。會中雙方熱烈討論，相
互交換研究心得；會後並赴中正紀念堂「參訪燃料電池摩托車實
車運行與驗證活動」，實際參與燃料電池摩托車騎乘。對於兩岸
氫能燃料電池在技術交流上，作出實質的貢獻，更為未來的合作
奠下了基礎。
(三) 於 101 年度世界標準日(10 月 11 日)舉辦國際研討會，特別邀請

到 UL 公司專案工程師 Ms. Laurie Florence 來台進行「燃料電
池試驗和安規國際標準發展現況與趨勢(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development of fuel cell test programs and safety
standards)」專題講座，提供各界了解燃料電池試驗和安規國際
標準發展現況與趨勢 ，參加人員相當踴躍，計有來自產、官、
學、研界共 60 餘人。講師 Ms. Laurie Florence 特別依國內市
場的需求，增加了「定置型燃料電池」的議題，期望藉由與各界
專家的交流，讓國內業者在投入能源科技產業研發上，在性能驗
證與國際標準發展趨勢方面有更多瞭解。
(四) 在有限經費下，完成定置型燃料電池系統部分檢測能量的建置，

對於未來產品檢測驗證的需求，具有實質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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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濟效益(產業經濟發展)
(一)

以檢測/驗證平台技術為基礎，協助業者降低研發/驗證之成本及
時程，開發新產品並提昇產品品質，增加市場競爭力。

(二)

取得國內燃料電池 TAF 認證實驗室後，將再推動及擴增實驗室至
國際認證，以達一試多證目標。將可省下產品送至國外檢測運費
及差旅費、縮短國內業者認證時程、節省認證成本、加速業務拓
展商機，有助於紓解國內燃料電池產業對於測試的殷切需求。

(三)

燃料電池作為備用電源或輔助電源，可減少一次電池的使用量，
降低環境的負荷和處理成本的支出，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協助
推展燃料電池產業，對於增加淨潔燃料氫能的利用、降低化石燃
料的使用，在節能減碳效果的增進上，具有正面的意義。

四、 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一) 透過參與國際標準活動並進行交流，可知悉國際上最新發展情

況，有利國內標準制訂方向，以達到與國際接軌的目標。
(二) 配合大型示範運行計畫以蒐集測試數據，建立氫能與燃料電池檢

測標準與驗證平台，並連結上中下游產業，推動建立國際標準，
使產品順利進入國際市場。
五、 非研究類成就(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
(一) 調和氫能與燃料電池相關國際標準，研訂氫能與燃料電池國家標

準草案，共計:液態氫-公路車輛用燃料罐(ISO 13985)、氣態氫
及含氫混合氣體-公路車輛用燃料罐(ISO 15869)、車輛加氫連接
裝置(ISO 17268)、航空器加氫設備(ISO 15594)及加氫站(ISO
20100)5 份，提供國內氫能燃料電池相關周邊設備業者所須驗證
標準參考。
(二) 參加國際電工協會 (IEC)TC105/WG8

6 月 11 日至 6 月 16 日在

加拿大魁北克舉行的標準會議，目前已針對 IEC 62282-100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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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由於目前發行之 IEC 62282-100 過於繁複，因此將依照使
用的燃料別分別修訂為 IEC 62282-6-1XX，由 6-101 至 6-111 共
11 份標準。另微型燃料電池系統排放濃度的試驗裝置和測試方
法，現由日本 AIST 進行各項試驗研究中，實驗資料彙整結果於
11 月於日本京都舉行 TC101 作會議時，邀請 WG8 專家前往山梨
縣 Yamanashi 大學參觀討論。此外，微型燃料電池系統的型式試
驗要求、避免孩童誤吞食等安全性試驗的相關定，將於京都會議
時提出建議案工討論。
(三) 「氫能燃料電池摩托車實車確證」運行計畫，5 月中旬計畫結束

後，將 6 輛運行超過 3000 公里的氫能燃料電池摩托車委由本計
畫進行電池功率檢測。檢測結果將可提供業者作為未來研發的參
考，期能促進國內燃料電池機車產業發展，加速燃料電池機車標
準技術驗證，增進能源使用效益。
(四) 本計畫接受美菲德有限公司委託，就該公司「3kW 燃料電池模組」

產品，依 CNS15468-3-1 及 CNS15468-3-2 標準進行安全及性能測
試，驗證實驗室測試能力。
(五) 與台灣經濟研究院及台灣燃料電池夥伴聯盟合作，做為氫能燃料

電池推動兩岸共同標準的窗口，以低壓儲氫罐標準制定為起點，
兩岸共同推動制定國際標準為努力目標。

六、 其它效益(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一) 調和氫能相關國際標準，研擬成 CNS 國家標準草案，共計完成:

液態氫-公路車輛用燃料罐(ISO 13985)、氣態氫及含氫混合氣體
-公路車輛用燃料罐(ISO 15869)、車輛加氫連接裝置(ISO
17268)、航空器加氫設備(ISO 15594)及加氫站(ISO 20100)等 5
份，提供業者及政府公共工程採購單位依循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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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氫能燃料電池產品安全及性能驗證可確保消費者權益，並可協助

政 府公共工程燃料電池產品檢測驗收環境塑造，促進工業局及
能源局再生能源產業政策推動及節能減碳效益。
(三) 派員出席參與 IEC/TC105/WG8(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安全)會

議，讓非屬標準制訂會員國之我方，能從中獲取產品技術與標準
制定之最新進展，回國後透過研討會/座談會之方式將相關訊息
回饋給國內業者廠商了解，讓其在產品研發製作過程中能依循最
新之標準、技術內容，了解掌握國際標準制訂之趨勢與現況，與
國際技術潮流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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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本年計畫經費與人力執行情形
一、計畫經費執行情形：
(一) 計畫結構與經費
101 年度：

單位：仟元

中綱/(細部)計畫
名稱
經費

建置節約
能源、再生
能源與前
瞻能源產
業產品標
準、檢測技
術與驗證
平台

名稱

研究計畫
經費

前瞻能
源分項
產業產
品標
準、檢測
技術與
驗證平
台

73,476

7,054

主持人

執行機關

備註

謝翰璋

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

(二) 經資門經費表
101 年度：
主管機關經費
[委託、補助]

經費項目
研究人力費
耗材、物品
及雜項費
2.研究設備費
3.國外差旅費
4.管理費
(1+2+3+4)總計
1.業務費

合計
配合款

備註
%

金額

7,054,000

7,054,000
(7,054,000)

100
（100）

7,054,000

7,054,000
(7,054,000)

100
（100）

(三) 100 萬以上儀器設備
101 年度：本年度無購買設備。

二、計畫人力執行情形
(一) 計畫人力
年度
101 年度

執行情形

總人力
(人月)

研究員級

副研究員級

助理研究員
級

助理

原訂

48

12

12

24

0

實際
差異

48
0

12
0

12
0

24
0

0
0

與原核定計畫差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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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1 年度主要人力(副研究員級以上)投入情形
期程(101 年)：
年度

姓名

101 謝翰璋

計畫職稱

投入主要工作
及人月數

主持人

6
計畫管理

6
共同主持 協助計畫管理
人

101

陳光華

101

張嶽峰

研究員

101 楊紹經

研究員

6
氫能與燃料電
池標準研究

101 蔡寶勳

副研究員

8
氫能與燃料電
池實驗室建置

6
協助計畫管理

8
101 張萬祥 副研究員 儲氫資料彙整
和規劃
101

陳振雄

8
副研究員 燃料電池實驗
室建置和規劃

學、經歷及專長
學
經
專
學
經
專
學
經
專
學
經
專
學
經
專
學
經
專
學

歷
歷
長
歷
歷
長
歷
歷
長
歷
歷
長
歷
歷
長
歷
歷
長
歷

國立台灣大學博士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電機、電子工程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化學工程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電子電機工程
國立清華大學碩士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電機工程
台北科技大學碩士班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電機工程
私立中原大學碩士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電機工程
國立清華大學碩士

經 歷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專 長

機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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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本計畫可能產生專利智財或可移轉之潛力技術(knowhow)
說明
無。

柒、 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1. 經濟部能源局擬定燃料電池示範運轉驗證補助要點，提供業者產品示
範運轉補助經費及驗證測試機會，同時協助業者掌握初期市場技術，
促進新產品開發，加速我國燃料電池產業化。
2. 本計畫與台灣經濟研究院及台灣燃料電池夥伴聯盟合作，做為氫能燃
料電池推動兩岸共同標準的窗口，並以推動制定國際標準為努力目
標。

捌、 後續工作構想之重點
1. 持續完成氫能與燃料電池標準草案制訂
持續協助氫能與燃料電池相關標準草案研擬，包括辦理標準草案審
查會議，會中將邀請及國家標準委員與相關產業代表共同參與會審
討論，其結果將作為訂定CNS國家標準草案。

2. 辦理檢測技術研討會、座談會及論文發表
為提升國內業者燃料電池檢測之技術，後續將以所建置之檢測驗證
平台為基礎，配合相關標準以及於試驗上所獲得之研究成果，辦理
技術研討會、座談會及論文發表。計畫邀請專業人員與國內外相關
領域之專家學者作為講師，分享其在技術領域上之研究成果，探討
目前在燃料電池產品檢測時所遭遇到的各項問題，同時傳遞最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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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資訊，促進產、學、研各界能於檢測技術上進行交流，藉此達
到技術共同合作開發之契機。

3. 持續進行廠商業界檢測技術服務，與國外驗證機構之合作
持續提供業者相關技術服務，並希望藉由與國外驗證機構之合作，
提供國內業者一試多證服務之誘因，吸引更多服務案件來源，亦可
協助業者縮短燃料電池產品之驗證時間及降低測試費用，以提升國
內產業於國際市場上之競爭力。

4. 測試系統檢測設備測試能量提升
目 前 於 標 準 檢 驗 局 燃 料 電 池 測 試 平 台 是 依 據 國 際 標 準 IEC
62282-2(CNS 15468-2)

建置的「3kW燃料電池組測試設備」及依

據國際標準IEC 62282-3-1(CNS 15468-3-1) 與IEC 62282-3-2(CNS
15468-3-2)

建置的「10kW燃料電池系統測試設備」，未來將協助

檢測設備測試能量升級，以滿足業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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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檢討與展望
(一) 檢討
1. 本年度計畫，已依照101年度「氫能燃料電池系統標準檢測驗證平台

委辦計畫」書內容執行完成，並合於進度要求。在標準草案研擬方面，
完成ISO 13985、ISO 15869 ISO17268、ISO15594、ISO20100等5項標
準草案；檢測服務案方面，完成2件委試案辦理；座談會、研討會、
國際活動參與、四年成果展之舉辦及燃料電池測試實驗室TAF評鑑等
工作亦已順利完成。

2. 目前台灣是非會員國，無法加入並參與 IEC 標準會議與活動目前是
不被允許的。現階段已獲得已來賓的身分參與的機會並和各與會專
家建立良好關係，應持續經營下去，期望能在研究議題上貢獻一份
力量。
3. 為因應我國燃料電池產業之發展與未來所需之人力投入，應有更完善
之人才培育計畫，目前國內已有多所大學院校開設相關課程且已設有
相關研發中心，建議可整合國內法人、學校及民間相關燃料電池檢測
驗證單位，多舉辦燃料電池檢測驗證訓練、實驗室間能力比對試驗、
實驗室參訪等，以培育相關人才，落實檢測與驗證制度以促進產業之
發展。
4. 檢測驗證平台之建置，從最早的研發至發展成為能納入標準使用，
是需要一段相當冗長之時間，一般業者未必有意願投入較多資源自
行開發檢測技術。因此，若能依循相關國際標準發展趨勢，以政府
單位及國內法人機構之資源作為協助，較有機會刺激業者廠商進行
技術投資。
5. 目前國內的綠色能源領域產品，除了少數能遵循如節能標章之制度政
策外，並未有其他較完整之綠能產品驗證機制。因此，為促使產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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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能符合需求，兼顧產業永續發展，應針對綠能產品建置一套行政單
位與業者間相互承認之驗證體系；另為使國內產業能順應國際綠色消
費趨勢，強化國內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之競爭力，展現政府機關提升商
品之品質、環境、安全與衛生之管理政策，建構建全的強制性或自願
性產品驗證制度，是主管機關未來可考慮的施政方向。

(二)展望
1. 標準: 結合國內燃料電池產業，推動及創新適合國際標準；進而推進
成為國際標準，開創主導國際標準新局面；計量標準追溯與國際接
軌，量測數據零誤差。
2. 檢測: 建立國內自行研發關鍵組件及系統檢測資料庫，有利產品保持
技術領先全球之優勢；試驗室與國際接軌，加速測試流程及節省測
試成本。
3. 驗證: 保障消費者使用安全；促進國內能源產業發展(含檢測驗證產
業)；驗證產業與國際接軌，達一試多證目標。
4. 標準檢測驗證三者缺一不可，相輔相成，同組行銷船(團)隊，健全產
品驗證產業發展，搭載不同產品同時航向全球，行銷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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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主要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

內容
1.光生物安全的量測技術與研究
2.實驗室能力試驗比對之研究
3.「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a
high-temperature air-source heat pump water
heater with large temperature-difference
across condenser」
4.熱平衡空調機性能檢測標準與技術研究
5.「Using Various Pulse Durations and Reference
Cells on Long-Pulse Solar Simulator for CIGS
Thin-Film PV Modul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s」
6.國內外小型風機測試標準與認證機制的發展現況
7.小型風機應用於建築環境下的相關研究
8.中小風力機噪音量測標準與測試技術
9.「An Electrochemical Approach for Estimation
of Intrinsic Active Area and Activation of Pt/C
nano-catalysts」

A 論文

論文發表 9 篇

B 研究團隊養成

培育國內 LED 照明、冷凍空調、太陽光電、風
養成 6 組研究團隊 力發電，植物性替代燃料及氫能與燃料電池產品檢
測、驗證人才
LED 博士 2 位、LED 碩士 6 位、風力發電碩士 1 位

C 博碩士培育

博士培育 2 人及碩
士培育 7 人

F 形成教材

形成教材 2 份

熱平衡式空調機檢測訓練教材產出一份、植物性替
代燃料技術訓練之教材產出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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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 LED lamp 與現行標準適用性研究報告-初稿
LED 用無機螢光粉之發光特性量測與分析研究報告
白光 LED 室內照明不舒適眩光之評價研究報告
導熱與導電複材之特性及量測技術期中研究報告
H 技術報告

LED 二級照明標準件研究報告
完成技術報告 11
LED 照明產品(光生物安全)能力比對分析報告
份
熱平衡式空調機檢測技術研究報告
電冰箱實驗室能力比對分析報告
建置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系統標準檢測驗證平台
小型風機驗證機制與程序報告
國內外儲能技術發展現況與未來方向
LED 照明座談會及研討會 3 場、冷凍空調檢測技術
研討會 1 場、太陽光電系統技術研討會及座談會 1
場、風力機能源國家型計畫座談會研討會共 2 場、
氫能與燃料電池研討會及座談會 3 場

I 技術/學術活動

完成座談會及研
討會 10 場

S 技術服務

LED 照明技術服務案 20 案、冷凍空調 30 案、太陽
技術服務案及驗
光電檢測技術服務案 48 件、風力發電檢測 3 案件、
證技術服務共 104
植物性替代燃料技術服務案 1 個、氫能與燃料電池
案
技術服務 2 件

K 規範/標準制訂

制定標準草案共
22 份

LED 室內外照明草案 1 份、冷凍空調與新興冷媒草
案 1 份、太陽光電產品相關國家標準草案 6 份、風
力發電系統相關草案 7 份、氫能與燃料電池相關草
案5份

熱泵熱水器測試實驗室己獲得 TAF 認可 、太陽
光電模組檢測實驗室取得 UL 認證、澎湖風力機
O 共通/檢測技術服 實驗室獲得認證 6
測試實驗取得 TAF 認證、 75kVA 變流器實驗室
務
家
取得 TAF 認證 、3 kW 燃料電池模與 10kW 燃料電
池發電系統 TAF 認證 。

其他

完成 LED 光生物安全實驗室比對測試 1 場 、空調機
實驗室國內六家電冰箱實驗室參與能力比對試驗 1
能力比對試驗 4 場
場 、太陽光電模組能力比對試驗 1 場、生質柴油能
力比對試驗 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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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節約能源、再生能源及前瞻能源產業產品標準、檢測技術與驗證平台

101 年

學術成就

績效指標

預計目標值

達成值

達成率

A 論文

發表論文 6 篇

發表論文 9 篇

150%

B 研究團隊養成

培養研究小組 6 組

培養研究小組 7 組

117%

C 博碩士培育

培育博碩士人才 1 人

培育博碩士人才 9 人

900%

F 形成教材

檢測設備標準作業程序書 2 份

H 技術報告

完成技術報告 7 份

完成技術報告 11 份

157%

I 技術活動

舉辦座談會、研討會與參與國外標
準會議共 9 場

舉辦座談會、研討會與參與國外標
準會議共 10 場

111%

S 技術服務

技術服務與驗證技術服務共 39 件

技術服務與驗證技術服務共 104 件

267%

經濟效益

O 共通/檢測技術服務

實驗室獲得認證 4 家

實驗室獲得認證共 6 家

150%

其他效益

K 規範/標準制訂

起草標準草案 16 份

起草標準草案 22 份

138%

技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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