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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次會議建議事項辦理情形 
項次 建議事項 

權責 
單位 

辦理情形 

1  

儘速推動完成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修法，
檢討小水力發電之躉購費率應再檢討，並
研議分級訂定費率或獎勵辦法，積極輔導
小水力產業，協助銀行貸款予業者，以提
高投資意願。 

能源局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草案現正於立法院審
議中，待立法院三讀通過後，將交由躉購費率審
議委員會審定費率事宜。 

2  建議自發自用可申請綠能憑證。 
標檢局 
能源局 

標準檢驗局已於106年開始實施再生能源憑證(T-
REC)機制。依「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法」，
目前可註冊憑證之標的為「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第三條所定之再生能源，且須未受躉購(FIT)或申
請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取得減量額度。 

3 
小水力發電之申設須具備什麼條件、申請
程序及相關規定？並建議可簡化程序。 

能源局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案目前尚未通過，現
階段並無小水力發電申設規定，待立法院過此案，
能源局將儘速制訂相關規則。 

4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將川流式發電放寬
成小水力發電較有彈性，但建議不要再建
壩接壓力水管的傳統水力發電方式。 

能源局 
水利署 

目前係以「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草案所定義
之小水力發電，優先推動中，待立法院三讀通過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案後，將納入相關子
法修法建議。 

5 
政府及國公營機關（構）應帶頭積極規劃、
調查、盤點及公告全國小水力潛力場域，
且應引入民間產業能量。 

台電 
水利署 

台電公司全台小水力第一期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
已陳報經濟部審查中，將俟奉經濟部核准後，一
併將報告提供水利署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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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建議事項 
權責 
單位 

辦理情形 

6  
整修或興建圳路時，應考慮創造出
適當的小水力發電場址，只要不影
響灌水及疏洪的功能。 

農委會 
水利署 

農田水利會經管農田水利設施，主要為提供灌溉排水需
求，對於結合小水力發電場址，需因地制宜予以規劃考
量，所提建議事項，宜以個案協助研處。 

7  

建議採最有利標方式招標，或將潛
力地點，採抽籤方式提供予民間業
者，或研議以示範計畫方式接納業
者或學校的推動計畫。 

農委會 
農田水利會經管農田水利設施結合小水力發電，係由各
農田水利會自行辦理招商作業，所提建議事項，農委會
將納入後續推動輔導之參考。 

8 
建議水利署有關小水力發電之案例
亦可提供各農田水利會參考。 

水利署 
水利署已研擬招商相關文件，並於107年7月10日平台會
議中，請北區水資源局報告招商經驗供農田水利會參辦。

9 
有關小水力發電之認證或測試議題，
由水利署洽能源局、標準檢驗局、
成功大學水工所等相關單位了解。 

標檢局 
能源局 
水利署 

依標準法第3條，認證係主管機關對特定人或機關給予
正式認可，證明其有能力執行特定工程。目前國內並無
要求小水力發電機組須作認證，有關小水力發電機組施
作完成後，廠商後續得比照台電公司依ICE62006進行產
品驗收等程序，另廠商產品倘有測試需求，水利署已由
專人就其欲測試場域，協助與管理單位協商。 

10 
場域出租測試是否仍依招標方式辦
理？ 

水利署 
水利署已由專人就其欲測試場域，協助與管理單位協商，
亦請各圳路管理單位儘量給予協助。 

11 

相關國公營機關（構）之小水力開
發案，應優先採用國產水輪機組，
以增進小水力產業之發展，營造良
好的小水力發展環境。 

台電 
國公營機關(構)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凡符合招標
規格需求及提出證明文件者均能參與投標，無特別限制
廠商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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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建議事項 
權責 
單位 

辦理情形 

12  
水輪機台灣目前沒有製造廠商，是否
會限制使用中國大陸製造之機組？ 

台電 
水利署 

有關大陸地區物品之輸入，將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貿易許可辦法」第7、9條之規定辦理。 

13  
小水力發電建議台電免除施行系統衝
擊試驗分析（台電免責），只提供電
源線引接計畫書即可。 

台電 

小水力發電機組裝置容量較小，主要併接於11.4KV或
22.8KV之配電系統，台電公司各區營業區處依據「再
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辦理系統衝擊分析及
併聯引接計畫，合格後方可併聯，以維設備及系統線
路安全。 

14 
有關饋線部分，請台電公司配合協助
辦理 

台電 
台電公司依據「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等
規定，將盡力協助業者解決饋線及倂聯等問題。並已
將有關饋線須配合事項送請公司業務處配合辦理。 

15 
場域出租辦理方式將採國有公用不動
產收益原則，是否適用於農田水利會
事業用地出租。 

農委會 
農田水利會經管農田水利設施用地，如屬農田水利會
之會有地，並非國有公有地，其用地招租，目前係由
各農田水利會依自訂規定辦理。 

16 
請水利會全力配合推動小水力發電，
並制定相關規定，以利基層人員遵循。 

農委會 

農委會依據行政院107年3月28日張政務委員景森指
示研議規劃輔導農田水利會推動微型小水力發電系統，
業於4月19日邀經濟部能源局、水利署及各農田水利
會等單位進行商討，經研商討論獲共識，預計推動兩
處具代表性之示範場址，預定於7月底完成初步評估
規劃，並視設置執行情形據以規劃後續推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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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設施 

既有灌渠 

一、盤點潛力地點 
水利署97年評估、台電公司及農委會106年研提資料合計112處，天然河
川因涉及環評事宜，故適合優先推動者共計65處。 

「既有灌渠」為民間業者最有意願推動類型，與農委會合作輔導各農田
水利會推動，並研擬參考文件，供農田水利會參辦，並持續滾動檢討合
適推動地點。 

其中2處已開發，民
間業者最有意願。 

須設壩引水，涉及環評事
宜，民間業者開發意願低 

涉水庫管理或台電廠區，
已優先與台電合作開發。 

既有灌渠 

水庫設施 

貳、小水力發電推動情形 

潛力地點分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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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規修正放寬 

名稱 進度 影響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修正草案已送
進立法院審查 

將原有「川流式水力」修正為「小水力發
電」，指利用圳路或其他水利設施，設置
未達2萬瓩(<20MW)水力發電系統，鼓
勵發展小水力發電。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107.03.19完成 
非屬特定農業區之農牧、林業、養殖及國
土保安用地，亦得容許設置小水力發電設
施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107.04.11完成 小水力發電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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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立平台推動 

解決疑義加速推動小水力發電：已於
105年邀集能源局、國營會、台電、台
水等單位成立「小水力及再生能源開發
策略平台」，研商並解決小水力發電之
推動疑義，於107年7月17日召開第9次
會議。 

促進媒合民間參與：107.04.11邀集業
者、水利會等召開座談會，了解相關業
者推動建議。 

107.05.14第8次平台會議 107.04.11業者座談會議 

水利署 

能源局 

台電公司 

農委會 

標檢局 

國營會 

台水公司 

國產署 

內政部 

地方政府 

小水力 
推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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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合民間參與 

 「石門大圳櫻花步道段川流
式水力發電設備建置」案 

• 推動單位：北水局 
• 公告時間：107.05.10-25 
• 評選時間：107.06.15 
• 已由廠商得標推動，預定一年

內完成。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小水力
發電設備建置」案 

• 推動單位：北水局 
• 公告時間：107.07.16-23(第3次) 
• 評選時間：待定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 石門大圳櫻花步道段 

歡迎各界評估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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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訊公開 
經濟部水利署官網公開小水力發電相關資訊 

公開潛能地點、座
談會議紀錄及招商
資訊。 

指派專人負責。 
不定期更新資訊。 
提供招商參考文件
予水利會等管理單
位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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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精進方案 

關鍵 

課題 

一.躉購費率 

二.試驗需求 

三.簡化招商

程序 
四.示範計畫 

五.提升水利

會意願 

業者建議： 
• 躉購費率太低。 
• 比照風、光訂定分級費
率。 

• 民間業者有測試場
地需求，確認其機
組是否合適。 

• 規模小，招商程序
宜簡化。 

• 部分民間業者期待
以示範計畫，由政
府編列預算補助辦
理。 

• 民間業者有興趣地
點，多位於水利會
圳路。 

• 水利會因業務不熟、
擔心影響供水、怕
農民抗議等因素，
影響推動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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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躉購費率建議調高並分級 

 擴大適用對象：「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案送立法院審查，修正後可擴
大小水力發電適用對象。 

 訂定分級費率：現行收購單價每度2.7988元，待修法完成，後續將由躉購
費率審議委員會審定費率事宜，並請業者提供成本以利訂定。 

二、試驗場域協助提供 
 台灣大學測試案：107.03台灣大學提出於寶二水庫引水路進行小水力發

電機測試需求，107.04.02本署召開協調會議，107.05台灣大學進場試
驗，預定107.07.31前測試完成。  

寶二水庫引水路 台灣大學測試機組示意圖  

回饋測試結果 

提供測試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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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化招商程序，以場域出租為原則 
 國有土地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辦理場域出租。 
 水利會所轄財產，可依其財產管理規定，自行擇定廠商，更具彈性。 

場域出租 自辦工程 促參方式 

依據 「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採購法 促參法 

案例 比照水域型太陽能 牡丹水庫小水力電廠 名間電廠 

優點 

1. 作業時程較短，執行相對
單純。 

2. 不增加政府財政負擔，促
進產業技術發展。 

權責較單純。 1. 促進產業技術發展。 
2. 活絡民間資金運用 

條件 
限制 

設備非政府所有，租期屆滿，
須回復原狀。 

1. 須自行編列預算辦理。 
2. 若非屬再生能源範疇，

須具備電業相關資格。 

1. 需辦理可行性評估等前
置作業，所需時程較長。 

2. 促參契約執行較為複雜，
易生爭議。且特許期後，
設備妥善率較不穩定。 

辦理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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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議推動示範計畫 

推動單位 推動工作 推動方式 

農委會 
1.輔導農田水利會推動 
2.結合農田社區發展 

1. 輔導於水利會圳路，結合水利會工作站，開發
小水力發電，供電予工作站或當地公共設施。 

2. 結合農村再生，預定推動2案示範計畫，於適
當農村社區，開發小水力發電，供社區使用。 

經濟部 
能源局 

業界能專計畫 
為鼓勵企業開發能源科技之創新應用及相關服務，
可申請本計畫之相關補助。 

經濟部 
水利署 

結合水源保育社區推動 
結合水源保育社區開發小水力發電，傳達水源保
育理念。 

107.05.28屏東縣高樹鄉新豐社區(水源保育社區現勘) 



15 

P.15 
選擇合適地點 

公告招商 

備標 

開資格標 

評選會議 

決標、簽約 

計畫書圖審查 

申設 

施工及併聯 

維護 

依招商公告，準備投標文件、計
畫書等資料，參與投標。 

參與評選時，報告預定設置計
畫，並回復委員提問。 

提送設置計畫，如涉須簽證事
項，應請專業技師簽證。 

依電業法、水利法等相關規定申
請設置事宜。 

依核定內容施工及併聯發電。 

依計畫及契約執行維護事宜，並
不可妨礙原供水目的。 15 

投資計畫審查 
提送投資計畫，就投資內容及是
否影響渠道等提出詳細說明。 

五、協助水利會辦理招商 

 研擬格式化招商文件：提供水
利會招商參考文件，減少招商
作業困難性。 

 訂定標準化招商程序：請水利
會依統一程序辦理，降低辦理
疑義。 

 專人協助：由專人就其遭遇問
題，協助解決。 

廠商應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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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簡化流程與民間合作開發：參考民間建議，以場域出租簡化流

程，促進民間合作，加速推動小水力發電。 

二、提供範本協助並輔導水利會推動：針對民間業者最有意願推動

的水利會圳路，已研擬招商文件供水利會參用，並持續與農委

會合作，於平台會議協助水利會辦理招商事宜。 

三、歡迎廠商踴躍參與：相關招商案件，均於本署及管理單位網頁

公布，歡迎廠商評估參與，亦歡迎廠商就有意設置地點向管理

單位提出設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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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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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 目 

1 投標須知 

2 租賃契約 

3 租賃標的清冊 

4 既有設施圖 

5 近5年流量資料 

6 廠商資格審查表 

7 切結書 

8 委託代理授權書 

9 退還押標金申請書 

10 押標金轉作履約保證金同意書 

11 標單 

12 評選須知 

附件一：招商文件範本 

範本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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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須知 租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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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審查表 評選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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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裝置容量(MW) 
預估年發電量 

(百萬度) 
管理單位 辦理情形 

1 鯉魚潭景山 4 13.9 中區水資源局 與台電公司合作 

2 湖山 1.95 8.1 中區水資源局 與台電公司合作 

3 石圳聯通管 4 15 北區水資源局 與台電公司合作 

4 天輪壩 0.21 1.6 台電公司 台電公司自行開發 

5 馬鞍壩後池 1.49 2.2 台電公司 台電公司自行開發 

6 龍澗鋼管路 0.18 1.4 台電公司 台電公司自行開發 

7 奇萊引水出口 0.25 1.7 台電公司 台電公司自行開發 

8 士林堰 0.15 0.9 台電公司 台電公司自行開發 

9 甲仙堰引水路 2.14 4.1 南區水資源局 管理單位評估與民間合作 

10  直潭二原引水堰 1.04 3.8 台北市政府 管理單位評估開發效益中 

水庫設施 

附件二：潛力地點 

裝置容量僅供參考，須視現場及機組型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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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管理單位 圳路名稱 
初估裝置
容量(KW) 

項次 管理單位 圳路名稱 
初估裝置
容量(KW) 

1 新竹水利會 竹東圳 20 15 彰化水利會 八堡一圳 20 

2 台中水利會 石岡二小水力 200 16 彰化水利會 八堡二圳(一) 10 

3 台中水利會 石岡三小水力 200 17 彰化水利會 八堡二圳(二) 10 

4 台中水利會 石岡四小水力 250 18 彰化水利會 同源圳 20 

5 台中水利會 后里圳4.5號跌水工 100 19 南投水利會 能高大圳東幹線(能高瀑布) 200  

6 台中水利會 后里圳6.7號跌水工 100 20 南投水利會 能高大圳東幹線 30  

7 台中水利會 后里圳8.9號跌水工 100 21 南投水利會 北投新圳明善 30 

8 台中水利會 后里圳10.11號跌水工 100 22 南投水利會 北投新圳水泄 30 

9 台中水利會 后里圳12.13號跌水工 100 23 雲林水利會 濁幹線測點7,680m 280 

10 台中水利會 后里圳14.15號跌水工 100 24 雲林水利會 濁幹線測點13,320m 150 

11 台中水利會 八寶圳食水嵙溪排洪道出口 600 25 雲林水利會 濁幹第三進水口 350 

12 台中水利會 老圳小水力 300 26 雲林水利會 鹿場課圳進水口 300 

13 台中水利會 阿罩霧第一圳 31  27 中水局 集集南岸渠道 1,600 

14 彰化水利會 八堡本圳 10 28 中水局 集集南岸渠道 1,800 

既有灌渠 

裝置容量僅供參考，須視現場及機組型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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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管理單位 圳路名稱 
初估裝置容
量(KW) 

項次 管理單位 圳路名稱 
初估裝置容
量(KW) 

29 嘉南水利會 嘉南大圳北幹線0k+200 125 42 台東水利會 關山圳第三跌水工 150 

30 嘉南水利會 嘉南大圳南幹支線0k+700 92 43 台東水利會 卑南上圳幹線(8k+183) 50  

31 嘉南水利會 嘉南大圳南幹線2k+230 29  44 台東水利會 卑南上圳幹線(8k+260) 50  

32 嘉南水利會 嘉南大圳南幹線3k+700 20  45 台東水利會 卑南上圳幹線(8k+654) 50  

33 高雄水利會 二仁導水路 40  46 台東水利會 卑南上圳幹線(8k+717) 68  

34 屏東水利會 隘寮圳幹線 40  47 台東水利會 卑南上圳幹線(8k+790) 63  

35 屏東水利會 舊寮小水力 200 48 台東水利會 卑南上圳幹線(8k+860) 63  

36 花蓮水利會 太平渠 140 49 台東水利會 卑南上圳幹線(8k+940) 63  

37 花蓮水利會 吉安圳1幹線 78  50 台東水利會 卑南上圳幹線(9k+110) 63  

38 花蓮水利會 吉安圳1幹線 28  51 台東水利會 卑南上圳幹線(9k+816) 65  

39 台東水利會 關山圳沉砂池 851 52 台東水利會 池上圳幹線(0k+300) 49  

40 台東水利會 關山圳第一跌水工 280 53 台東水利會 池上圳幹線(0k+497) 56  

41 台東水利會 關山圳第二跌水工 200 

既有灌渠 

裝置容量僅供參考，須視現場及機組型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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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水系 計畫名稱 初估裝置容量(KW) 項次 水系 計畫名稱 初估裝置容量(KW) 

1 淡水河 三峽 10,200 25 八掌溪 仁義 340 

2 淡水河 泰崗 8,900 26 急水溪 六重 1,350 

3 淡水河 福山 10,000 27 急水溪 龜重 1,250 

4 淡水河 桶後 4,300 28 高屏溪 民權 9,200 

5 淡水河 萱源 2,900 29 高屏溪 美蘭 6,940 

6 淡水河 白石 6,000 30 高屏溪 吉田 14,400 

7 淡水河 瑞芳 2,770 31 高屏溪 多納 13,100 

8 淡水河 翡翠小 4,000 32 林邊溪 義林 2,480 

9 蘭陽溪 嘉蘭 10,200 33 花蓮溪 草丹 15,000 

10 蘭陽溪 四季 6,820 34 花蓮溪 萬榮 18,100 

11 頭前溪 上坪 5,200 35 花蓮溪 文蘭 14,000 

12 南澳溪 楓樹 16,000 36 花蓮溪 馬遠 8,200 

13 南澳溪 梅花 11,000 37 花蓮溪 志學 2,800 

14 南澳溪 古魯 5,000 38 秀姑巒溪 馬蘭 8,000 

15 南澳溪 仲岳 4,400 39 秀姑巒溪 班喀 8,900 

16 後龍溪 天花湖 5,200 40 秀姑巒溪 東錦 3,000 

17 中港溪 永和山進水口 900 41 卑南溪 利稻 15,200 

18 烏溪 瑞岩 12,000 42 卑南溪 卑南 9,000 

19 濁水溪 下卡社 18,000 43 卑南溪 牛範 6,740 

20 濁水溪 春陽 14,600 44 知本溪 嘉蘭 12,800 

21 濁水溪 丹大 18,000 45 知本溪 龍泉 4,700 

22 濁水溪 馬軍 12,200 46 太麻里溪 太麻里水庫 9,850 

23 濁水溪 上卡社(南卡社) 5,800 47 太麻里溪 嘉蘭 16,600 

24 濁水溪 龍神 15,600 

天然河川 裝置容量僅供參考，須視現場及機組型式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