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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正義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研究員

源局，2007）
，若能開發成功，對我國電力供

一、分析背景與目的

應具有顯著的貢獻。國際海洋溫差發電大規模

太陽是提供地球能源的最主要來源，海

發展起自 1973 年能源危機，後因經濟效益及

洋佔了地球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積，是最大的

各國能源政策仍以掌握「廉價石油」為主，而

太陽能收集與儲存系統，因此蘊藏著巨量的能

使海洋溫差發電之發展趨緩（台灣電力公司，

源，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調查（何秀玲，

2006）
。近年來，由於能源、環保、經濟的情

2003）
，全球海洋能的總量約為 7,360 萬 MW。

勢發生變化，再生能源遂成為世界各國能源發

海洋溫差發電是海洋能應用方式之一，係利用

展主軸之一，我國也隨之再度重視海洋能的研

表面溫海水與深層冷海水間的溫度差來發電，

發。基於文獻分析為從事研究或政策策略訂定

Avery 與 Wu（1994） 估 計， 大 約 每 秒 三 立 方

之重要依據，而我國各界尚未曾對此議題做過

公尺的海水流量可產生 1 MW 的淨電力，由於

整理分析，因此本文收集我國歷年來研發計畫

海水的量很大，因此具有可觀的發電潛能，其

及博碩士論文，彙整後分析其研究方向、主辦

估計海洋溫差發電裝置容量可達 1,900 萬 MW

機關、執行機構、研發經費、研究期程等特性

（Wu, 2007）
，國際能源總署亦估計全球海洋溫

與缺失，並提出改善建議供相關各界參考，期

差發電度數可達 100,000 億度 / 年（International

能研擬出我國海洋溫差發電未來發展方向，以

Energy Agency [IEA], 2006）
。溫差發電優點為

加速其開發利用。

熱源來自太陽，取之不盡，熱源穩定，可為基

二、資料收集與彙整

載電力，不需燃料，幾無環境污染，除發電

由於 1970 年代能源危機的發生以及美、

外，尚有水產養殖、海水淡化等多重效益。
台灣距離全球最高水溫海域「暖池」相當

日等國成功地完成海洋溫差發電先導計畫，我

近，具有開發海洋溫差能的地理優勢。1979 年

國從 1980 年代起也展開並陸續完成多項有關

夏威夷大學曾經做了一項調查，其結論為「台

海洋溫差發電的研發計畫。為分析其投入情

灣東部海域」是全世界最適合發展海洋溫差能

形，本文研究方法為經由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

源的地點（陳永吉，2007）
。根據 1993 年「我

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簡稱科技政策中心）網

國海洋溫差發電全盤規劃」之分析，台灣東

站之「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
、國科會網

部海岸離岸 30 公里內理論蘊藏量約達 30,000

站之「專題研究計畫資料查詢」
，以及台電公

MW（台灣電力公司，2006）
，以 2006 年我國

司、經濟部能源局、工業技術研究院、Google

發電裝置容量約為 45,091 MW 來看（經濟部能

等網站，搜尋我國歷年來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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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觀點

止有關海洋溫差發電之研發計畫，另參考科技

注意的現象是，各主辦機關間亦常出現重覆執

政策中心 2005 年與 2006 年承辦國科會「科技

行同類型的計畫，如探討海洋溫差發電廠址環

政策中心能源計畫辦公室」計畫與「能源計畫

境調查、海洋溫差多目標利用等議題。

辦公室擴編計畫」之研究成果，經刪除非以海

關於我國海洋溫差發電研發計畫主辦機關

洋溫差發電為最主要探討對象之研發計畫後計

與執行機構，表 1 顯示出主辦機構包含了台電

得 25 項，並整理如表 1 所示。

公司、經濟部能源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
濟部技術處、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經濟部

三、資料分析與討論

國營事業委員會等。其中以台電公司主辦 8 項

首先分析我國歷年來海洋溫差發電研發

計畫為最多，執行期間介於 1980 年至 1992 年

計畫的研究方向，由表 1 第 1 欄的計畫名稱

之間，其次為經濟部能源局的 7 項，再次為經

可得知，25 項研究計畫以環境調查為主，共

濟部技術處的 4 項。若以部會別來看，由於經

計 9 項，其次為利用方式規劃與開發可行性分

濟部為國內能源業務主管機關，經濟部暨所屬

析，分別為 6 項與 4 項，對於電廠設計與技術

機關遂成為最主要之主辦部會，共執行了 21

之 探 討 則 有 4 項， 另 有 2 項 國 際 合 作 專 案。

項計畫，占百分之八十強，其他部會則僅有農

以 2005 年至 2008 年的 4 項研發計畫來看，研

委會及國科會各執行 2 項，此外，海洋溫差發

發經費較多之 2 項計畫內容仍著重於蘊藏量分

電也尚未成為跨部會的研發議題。另一方面，

析、開發方向評估、高潛能區之評估及利用，

我國海洋溫差發電研發計畫執行機構是以國

此意謂我國海洋溫差發電研發尚處於調查規劃

內的學術與研究機構為主，6 所大專院校合計

階段，電廠建造與運轉之相關技術的建立明顯

執行了 11 項計畫，其次為財團法人機構，共

不足，顯然研發的深度與廣度均顯不足。另一

計執行 8 項計畫，兩者中又分別以台灣大學海

方面，由表 1 亦可發現，台電公司、經濟部能

洋研究所及工研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含前身

源局（含前身經濟部能源委員會）為我國海洋

工研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為主幹。台灣大學

溫差發電研發的最主要主辦機關。從 1980 年

海洋研究所執行 6 項計畫，不過均在 1995 年

至 1992 年台電公司所主辦的計畫涵蓋了初期

前，後期則以工研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為主，

的環境資料調查、發電可行性評估及電廠概念

執行了 7 項計畫。台電公司則扮演主辦機關與

設計、環境資料補充調查，至後期的電廠海水

執行機構之雙重角色，於 1992 年前亦執行過 3

管路技術研究，其計畫之規劃與進行較具合理

項計畫，至於民間機構則僅執行 1 項計畫，此

性與關聯性。反觀經濟部能源局於 1987 年至

說明了我國歷年來海洋溫差發電研發集中於少

2006 年間所主辦的計畫則重覆進行環境調查、

數產學研機構，而未能善用各界豐富的研發資

利用方式規劃與開發可行性分析，較欠缺整體

源，或藉此建立及提升民間研發機構的研發能

性規劃。至於國科會所補助之專題計畫一般係

力。在國外機構方面，則有 3 家美國機構參與

由各個學校提出申請的個人型計畫居多，研究

其中部分計畫，而未納入日本、印度等其他重

方向當然較為發散，為改進此缺點，國科會目

要海洋溫差發電研發國家，在 1993 年之後則

前已逐漸鼓勵學界提出整合型計畫。另一值得

未再有國外機構參與國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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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國歷年海洋溫差發電研發計畫

計畫名稱
1. 東部海域大範圍水深調查
2. 候選廠址環境資料調查--候選廠址海
底地形測量
3. 候選廠址環境資料調查--候選廠址海
洋物理及海床取樣調查
4. 候選廠址環境資料調查--候選廠址地
球物理探測
5. 東部海域海洋溫差發電可行性評估及
電廠概念設計

主辦機關

經費
(仟元)

台電公司

800

台電公司

3,400

台電公司

11,050

台電公司

1,600

台電公司

8,700

7. 台灣東部海洋溫差發電多目標利用計
畫(MPOP)

經濟部能源
委員會
經濟部能源
委員會

8. 海洋溫差多目標利用初步可行性研究

經濟部能源
委員會

6,390

台電公司

6,500

台電公司

2,000

6. 混合式溫差發電初步可行性研究

9. 和平溫差發電廠址環境資料補充調查
(和平廠址外海海床調查研究)
10. 樟原溫差發電廠址陸上及淺海區域地
形測量
11. 中 華 民 國 海 洋 溫 差 發 電 全 盤 計 畫
(MOPR)

經濟部能源
委員會

2,000
N/A

N/A

12. 樟原溫差電廠海水管路技術研究

台電公司

13. 海洋溫差多目標利用計畫---利用深層
冷海水培育水產生物資源研究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14. 海洋溫差發電廠址環境調查研究計畫

經濟部技術處

5,000

15. 海洋溫差國際合作專案
16. 海洋溫差多目標利用計畫---利用深層
冷海水培育水產生物資源研究(III)

經濟部技術處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10,850

17. 海洋溫差國際合作專案

經濟部技術處

8,800

18. 海洋能技術

經濟部技術處

10,000

19. 海洋能技術

N/A

20. 溫差發電之研究
21. 海洋溫差發電利用計畫
22. 我國海域能源蘊藏量分析技術之建立
及開發方向評估
23. 我國海域能源高潛能區之評估及利用
研究計畫
24. 複合式溫差發電示範電廠可行性研究
及初步設計
25. 多目標海洋溫差發電廠最佳參數設計
之研究

3,740
950

540

8,000

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
經濟部能源
委員會

9,900

經濟部能源局

4,400

經濟部能源局

9,000

經濟部國營
事業委員會
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

224

1,981
451

執行期程
1981.7~
1981.9
1982.10~
1983.7
1983.5~
1985.12
1983.7~
1984.1
1984.8~
1985.10
1987.1~
1988.1
1988~
1988.4~
1989.9
1990.3~
1991.11
1991.12~
1992.6
1992
1992.3~
1993.8
1992.7 ~
1993.6
1992.7 ~
1993.12
1992
1993.7 ~
1994.6
1994.7 ~
1995.6
1995.7 ~
1996.6
1996.7 ~
1997.6
1997.8 ~
1998.7
2001.5~
2002.4
2005.9 ~
2005.12
2006.3 ~
2006.12
2007.11 ~
2007.12
2008.1 ~
2008.12

執行機構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海軍測量局
文化大學海洋研究所
新中光地球物理探測公司
美國Giannotti &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Inc.
台電公司
美國太平洋國際高科技研究
中心(PICHTR)
台電公司
交通大學土木系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台電公司
工研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
國際林同倓公司
海洋大學理工學院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工研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工研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
工研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
工研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
崑山技術學院電機工程科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工研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
工研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
台灣海洋大學輪機工程系
清雲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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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觀點

在經費投入方面，除台灣東部海洋溫差發

最後利用表 1 來分析每項計畫的執行期

電多目標利用計畫（MPOP）與中華民國海洋

程，從 1981 年至 2008 年 28 年間共執行 25 項

溫差發電全盤計畫（MOPR）2 項計畫之經費

計畫，平均每年少於 1 項，且除台灣東部海洋

未知外，其餘 23 項研發計畫中單項計畫經費

溫差發電多目標利用計畫（MPOP）
、中華民

高 於 1,000 萬 元 者 只 有 3 項，1,000 至 500 萬

國海洋溫差發電全盤計畫（MOPR）2 項執行

元 者 有 8 項，500 至 100 萬 元 有 8 項，100 萬

期程未知外，一年內計畫計 19 項，二年內計

元以下者有 5 項。若以國科會將科技計畫經

畫計 3 項，大於二年僅 1 項，無三年期計畫。

費 1,000 萬元以上者視為大型計畫來看，我國

此結果指出我國海洋溫差發電研發計畫多屬

的海洋溫差發電研發計畫以屬中型計畫為多，

短期型研究，加上每年每項計畫投入經費不多

其主辦機關皆為經濟部暨所屬機關，100 萬元

之下，很難規劃出長期整合型研究，並與國際

以下的計畫則主要來自國科會與農委會。至於

重要研發機構進行合作計畫，藉以彌補國內研

每年投入的經費，除 1983 年、1992 年、1995

發不足之處，快速提升國內研發能力。另一方

年 外， 每 年 均 低 於 1,000 萬 元， 以 2006 年 度

面，從 5 年為一期之執行計畫項數與投入經費

國科會與經濟部推動科技活動之經費分別為

來分析，如表 2 所示，可歸納出 1980 年代為

407.5 億元與 254.7 億元來看（國家實驗研究

我國海洋溫差發電研發成長期，1990 年代前期

院，2007）
，其所占比率相當低，顯見我國海

為研發蓬勃期，1990 年代後期為衰退期，2000

洋溫差發電研發尚未受到政府重視。尤其值得

年代前期為休止期，2000 年代後期為恢復期，

注意的是，主管最多科研經費的國科會所支持

此結果與美、日等國發展趨勢大致相符。

的 2 項計畫，其經費合計僅為 67.5 萬元，甚至

四、結語與建議

低於農委會所投入的 2 項研發經費 149 萬。此
外，由表 1 中亦可發現，從 1981 年起，每年

總結上述分析結果為，我國投入海洋溫差

一般均會投入研發經費，1992 年之經費達到最

發電研發雖與美、日等國一樣已近三十年，研

高點。隨著該階段能源危機的解除，海洋溫差

究經費投入逾億，但產官學研界之結合不足，

發電經濟效益仍相對不足情境下，1996 年之後

研發的深度與廣度明顯不足，研發內容至今仍

海洋溫差發電相關研究開始呈現減緩、停頓現

以調查規劃為主，電廠建造、運轉、維護之相

象，從 1998 年至 2004 年幾乎不再投入研發經

關技術的建立則尚無具體的進展。經濟部能源

費，直至 2005 年才又開始逐漸恢復。

局為全國能源業務主管單位，台電公司為全國

表2
計畫項數
投入經費（仟元）

我國海洋溫差發電研究計畫項數與投入經費

1980-1984

1985-1989

1990-1994

1995-1999

2000-2004

2005-2009

5

3

9

3

1

4

25,520

8,390

38,380

18,224

9,900

15,8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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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海洋溫差發電研發計畫投入分析

最大發輸配電公司，兩者雖為我國歷年來海洋

的學術與研究機構參與研發計畫，以提升綜

溫差發電研發計畫最主要主辦機關，但至今仍

效。例如，2003 年成立的國家實驗研究院係

抱持觀望心態，研發計畫的規劃欠缺長期、前

整合原隸屬於國科會之國家實驗室而成，其

瞻、整體性考量，各項計畫執行期程以一年期

所屬之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居多，且無後續承接計畫，致使各項計畫多無

中心、國家太空中心、儀器科技研究中心、國

延續性，而各主辦機關間亦常出現重覆執行同

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類型計畫的現象。此外，研發經費投入不足，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等具有從事海洋溫差

基本上，我國海洋溫差發電研發計畫每年投入

發電研發所需之專業人才與設備，應可成為我

的經費低於 1,000 萬元，在政府 2006 年推動科

國海洋溫差發電研發團隊的重要成員之一。此

技活動經費 917.5 億元中所占的比例確實偏低

外，宜參照我國以往辦理國際海洋溫差協會

（國家實驗研究院，2007）
。另一方面，研發

（IOA）的經驗，尋求國際合作，方能快速地

計畫執行機構涵蓋面過窄，集中於國內少數大

提升國內的研發能力。

專院校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民營機構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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