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小水力發電發展現況與展望

講師：洪正中理事長



目次
零、講師簡介
壹、台灣小水力潛能評估

（河川、農渠、自來水）
貳、台灣小水力產業鏈及跨業合作
參、日本小水力發電各方合作模式
肆、小水力大資源

1



洪正中

2

零、講師簡介

學歷
●美國南加州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物研究所環境生態學系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物系學士

現任
●社團法人臺灣環境公義協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小水力綠能產業聯盟理事長

經歷
l 臺南市政府 副市長 l 行政院 政務顧問
l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局長 l 臺中市政府 市政顧問
l 行政院環保署空保處 處長 l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副局長
l 行政院環保署廢管處綜計處 副處長 l 行政院環保署環衛毒管處 處長
l 行政院環保署廢管處 副處長 l 崑山、朝陽科技大學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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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經濟部水利署（已商轉）
編
號 項目 裝置容量

(瓩/kW)
年發電量
(百萬度)

工期
(開工~商轉)

辦理
單位

1鯉魚潭水庫景山水力 4,000 13.886 106.7~110.12 委台電
2湖山水庫小水力 1,950 8.097 107.7~111.7 委台電
3集集南岸二小水力 3,500 16.89 107.7~110.12 委台電
4石圳聯通管小水力 4,540 16.134 108.1~111.7 委台電
5集集南岸沉砂池跌水小水力 3,180 15.981 108.1~112.1 委台電
6集集南岸新建段九號跌水小水力 1,640 8.259 108.1~112.1 委台電
7集集南岸新建段十號跌水小水力 1,680 8.342 108.1~112.1 委台電
8集集南岸新建段十一號跌水小水力 1,720 8.601 108.1~112.1 委台電
9集集南岸三小水力 1,600 8.263 108.1~112.1 委台電

10集集南岸四小水力 1,880 9.027 108.1~112.1 委台電
11集集堰北岸聯絡渠道N19 480 約1.9 109.11商轉 委民營
12牡丹水庫小水力 490 3.159 109.1~110.8 水利署
13名間水力發電廠 1,670 75.94 93.3~96.6 委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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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經濟部水利署（開發中）

序號 案場 預估發電量
(瓩/kW) 備註

1 豐坪溪水力電廠 18,100 建設中
2 集集堰北岸聯絡渠道N20 1,400 建設中
3 甲仙堰示範機組 待確認 2022年初完成驗收



108年經濟部水利署-
小水力發電之潛能調查及
評估中顯示，光是河溪中
的水庫及調整池的小水力
裝置容量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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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台灣台電大甲溪發電廠

德基水庫大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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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台灣台電大
甲溪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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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估算有23裝置容量
0/河川就可以有43的裝置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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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農委會農田水利署（已商轉）

編
號 項目 裝置容量

(瓩/kW)
年發電量
(百萬度)

工期
(開工~商轉)

辦理
單位

營運

1嘉南-烏山頭電廠 8,750 42.17 89.10~91.8 嘉南水利會 民營
2嘉南-西口電廠 11,520 42 93.3~96.3 嘉南水利會 民營
3嘉南-八田電廠 2,196 700～720 101.9~106.8 嘉南水利會 民營
4臺中-后里圳低落差示範電廠 110 0.62 75.3商轉 臺中水利會 委台電
5臺東-卑南小水力發電廠 2,300 16 78.1~103.10臺東水利會 民營

6臺東-台東關山圳導水路及沉
砂池發電廠

1,000 4.8 105.10～
108.11

臺東水利會 民營

7花蓮-松浦小水力發電廠 80 預計0.2 107~108.12花蓮水利會 民營
8雲林-雲水水力發電一號機組 250 雲林水利會 自營
9雲林-林內圳微水力發電機組 雲林水利會 自營

10雲林-南岸聯絡渠道 雲林水利會 自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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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農委會農田水利署（開發中）

編
號 所在 圳路 裝置容量

(瓩/kW)
年發電量
(百萬度) 現況

1 臺中 石岡二 560 3.3 2021年完成招
租

2 臺中 后里圳
中后十八漒

60 待確認 2021年完成招
租

3 雲林 鹿場課圳
第七號跌水工

100 待確認 2022年完成招
租

4 雲林鹿場課圳第一、二、三號跌水工 待確認 待確認 2022年完成招
租



編號 所在 圳路 地點
1 花蓮 太平渠幹線 (9K+180)
2 花蓮 吉安圳2幹線 (0K+775)
3 南投 能高大圳東幹線 (能高瀑0K+000)、(4K+157)
4 南投 北投新圳 (明善0K＋600）、(水泄2K+840）
5 高雄 旗山圳一幹線 (0K+300)
6 高雄 獅子頭圳 (竹仔門)竹門電廠下游
7 雲林 八卦池下游南岸聯絡渠道 (5k+680)
8 雲林 林內圳 (鄰近斗六堰)
9 雲林 南岸聯絡渠道 (0K+307)、(2K+880)、(水利會文物館園區內)

10 雲林 濁幹線鹿場課圳
(0K+343.3)、(0K+866.7-0K+876.2)、(3K+207-3K+236)、
(4K+822)

11 雲林 鹿場課圳 (5K+814.5)
12 新竹 竹東圳 (1K+380)
13 嘉南 嘉南大圳南幹線 (2K+230)、(3K+700)
14 臺中 石岡圳 石岡三、石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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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農委會水利署（待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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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案場 預估發電量
(瓩/kW) 備註

1 利嘉淨水場 130 2021年8月招租
2 南化水庫下游管線 865 2022.02完成招租

3 台南豐德配水池 823 用地不足，未來擴充時
納入

4 台中沙鹿配水池 784 2022年招租

業主：台灣自來水公司（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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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書】預估台灣小水力發電短期開發潛能
https://cnews.com.tw/111210426a01/

二、【投書】小水力發電商業化投資經營之路
https://cnews.com.tw/111190411a01/

三、【投書】台灣小水力綠能產業近程發展策略
https://cnews.com.tw/111210525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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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電廠

資料來源:小水力發電事例集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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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

津⼭市桑⾕エリス発電所
使用水路 発電所放流水
FITの認定（有・無・不明） 無
用途（自家消費、余剰売電、
全量売電、不明） 自家消費

水車形式 下掛け水車
最大使用水量（㎥/ｓ） 0.8
有効落差（ｍ） 0.0792
出力（kW） 0.5
資料來源:小水力發電事例集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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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事業

發電廠 建設
運用

維護管理
收益

事業主 能源業者
地區振興支援

水.土地

2013年新曽木發電廠 490KW
針對是業主未利用的落差，調查
並提出業務性、事業主優點。發
電站的建設和運轉由能源業者承
辦。不需要事業煮的資金和管理。
進行地區利益還原，促進地區活
性化、地區振興。

利用曾木瀑布的流量、落差運營
小水力發電站，爲發電站的建設
資金和技術人員提供資金，支援
觀光振興和可再生能源教育開發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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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事業
發電廠

發電公司

建設、維持管理

建設
運用
資金

收益

地區振興

出資2020年商轉大蔵升玉水力發電廠490KW

利用位於山形縣最上郡大
藏村的防沙堤壩，地方政
府與當地企業共同出資成
立發電公司後並開始建設。

=">?%&'@ABC;<DE

能源業者事業主 當地企業
防沙堤的水力發電事業是充分參考高
井發電站的設計、工程、維護管理的
實績。 21



BOT.壩ESCO

2013年寺山壩發電廠 190KW
發電廠 發電廠

事業主能源業者

收益 收益
建設
運用
資金

運用

委託

靈活運用民間企業的資金、經營
能力、經驗，實現管理用水力發
電和現有設備的節能化，是與栃
木縣合作開發的日本首個項目
（水壩ESCO項目）。

能源業者利用自身資金進行建設
(Build)、維護管理、運營(Operate)、
事業結束後將所有權轉移(Transfer)到
公、PFI事業。通過管理用水力發電和
既有設備的節能化，有效利用現有水力
能源，降低環境負荷，且降低管理費。

=">?%&'@ABC;<DE

能源業者事業主
支援運用

事業結束
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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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間柏原発電所 490kw
發電設備的設計(Engineering)、
採購(Procurement)
到建設(Construction)爲止全部包辦。
其優點是大幅降低訂貨方業務負擔和加快業務速度，
尤其對早期獲的FIT設備認證有效。

EPC業務 宮崎縣椎葉村的老舊村營間
柏原水力發電站正在進行更
新工程。

收益 運用 設計.調達.建設

EPC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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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廠

事業主 能源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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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砂壩正下方的發電廠

2015年高井發電廠 420KW

能源業者

建設
運用
資金

收益

建設
維持管理

地區振興

運用位於長野縣上高井郡高山村的高井防沙壩的落差，來進行發
電事業。由於此地是酸性河川，所以水車的外殼使用了耐腐蝕材
質。現在正在進行有效運用分布在全國的防砂堰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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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廠

事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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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螺旋水車的導入
建設

運用 收益

建設費

2019年八幡沢發電廠 19.9KW
運用岩手縣一關市農業用水渠落差工的國產第一台螺旋水輪機於
2019年4月開始運行（業主:照井土地改良區），因為螺旋水輪機
能夠以低落差發電，又能充分發揮其除汙特長，所以正進行在日
本全國農用渠道中裝置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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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廠

事業主

能源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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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商轉自來水山水力發電廠 600KW

建設
維持管理

收益

能源業者

與福島縣郡山市上下水道局合作，利自來水設施未利用的落差實
施小水力發電事業。

運用自來水未利用落差

建設
運用
資金

=">?%&'@ABC;<DE

發電廠

事業主
收益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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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廠運轉壽齡長-KLM?N

2.電廠運轉穩定且發電時間長-IOPQAH

3.電廠用地面積小-RSTUVWX%

4.不消耗用水也不影響水質-YZ[\])H

5. 可補足偏遠地區用電需求-^_^`ab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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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經濟部水利署-小
水力發電之潛能調查及
評估中顯示，較適合推
動設置小水力發電的農
業灌溉渠道的裝置容量
大多落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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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發電的日比野總

監於2020年台灣演講中

舉例說明，雖然福島北部

配水池最大裝置容量!

""#$%，但整年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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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沙成塔，積少成多

，不應小而不為。

小水力將成為未來供

電系統中的螞蟻雄兵，

故期許政府將躉購費

率6789，鼓勵民

間業者大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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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國內綠電的需求越來越大，希望政府不應畫地自限，應該要放寬解釋，
讓綠電可以多元化供應，水力可以補足風電跟太陽能的缺陷，才能真正可
以做到淨零碳排的目標。

1. 建議修正再生能源的小水力發電定義

原定義 建議修正
指利用圳路或其他既有水利設施，
設置未達二萬瓩之水力發電系統

指利用水利事業興辦過程中，設
置未達二萬瓩之水力發電系統

2.［水利事業］在水利法中的定義：
［謂用人為方法控馭，或利用地面水或地下水，以防洪、禦潮、灌溉、
排水、洗鹹、保土、蓄水、放淤、給水、築港、便利水運及!"#$］

3.［水利設施］相關名詞：
［蓄水設施、水庫、調整池、池、埤、壩、堰、溢洪道、取出水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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