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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用儲能產業顧名思義，主要指應用

於電網發輸配電各環節相關儲能裝置或系

統，且產品需具備儲存電能、或尖離峰用電 /

電壓平穩管理、改善電力供需 /用電效率品質

等功用，或可結合再生能源系統以提高使用

效益之能量儲存設備者稱之。可用應用場域

大分為錶前電網用與錶後住宅用、企業用

途，另外也可以儲能系統技術如電化學儲能

如鉛酸電池、鎳氫電池、鋰離子電池等二次

電池，和其他儲能方式如超級電容器、氫能

轉換 (燃料電池 )為區分，至於傳統的不斷電

系統產品，若其僅止於斷電備援功能者則不

列入電網技術討論範圍與後續分析。  

儲能系統因具備增加尖峰供電量之消

峰填谷功能、提昇再生能源尖峰供電能力、

降低備轉容量等多元效益，因此成為國際間

電力供應與電網建構事業晚近重要技術。針

對再生能源與儲能產業發展之用，相關先進

國家也開始將儲能列為重點發展產業。其中

台灣在儲能相關技術上，最早自不斷電系統

相關產品切入，逐漸擴大到工業用定置型電

源、不同場域用電管理與防災備援用途等產

品線，晚近也從國內電網用場域示範運行、

再生能源搭配儲能系統上投入，逐步累積產

品與技術實力。本文將就近年來國內電網用

儲能產業過往發展進程做初步盤點，同時分

析2013~2017年間針對台灣相關產業年度調

查結果與能量盤點後，提供各界後續產業未

來前景展望參考。  

一、台灣電網用儲能產業發展歷

程回顧 

台灣因自產能源缺乏，能源仰賴國外進

口，因之能源多元化及能源的有效利用為政

府既定政策方針。且化石燃料 (燃煤、燃氣、

燃油 )占比仍在70.7%，發展再生能源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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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供應基礎，或為求提高效益而結合儲能

系統成為可行配套措施。「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於2009年7月公佈，當時希望於未來20

年 內 ，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裝 置 容 量 新 增

6.5~10GW，條文中明訂針對具發展潛力之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於技術發展初期階段提供

示範補助法源依據；2009年4月行政院通過

「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投入推動再生

能源與節約能源之設置及補助，並投入技術

研發經費。上述兩項政策可說是台灣政策上

首次點出儲能系統搭配能源應用管理與再生

能源結合的政策先聲。  

至於在台灣推動儲能產業政策面的協

助內容上，目前未有針對儲能產品或技術獨

立支援或推動的政策補貼，相關政策仍然以

「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當中提到之投入

經費推動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之設置及補

助，並投入技術研發經費帶動民間投資為主

要內容。此外行政院國科會之「能源國家型

科技計畫」，則是以投入經費進行能源科技

策略、能源技術、節能減碳及人才培育等四

大方向的研究，未來則需要期待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修正案之修法進度，以及對儲能等新

興技術的定位。  

台灣在電網用儲能建置發展過程上，仍

處於示範運行為主之階段，尚未進行大規模

或系統性規劃佈局，包括分散式電網與微電

網等，結合儲能之建置專案為數仍少。如核

能研究所300 kW微電網測試試驗場可說是

全台第一個全區供電與負載系統規劃及Zone 

1測試試驗場案例；後續如離島應用之金門東

坑、金水國小專案，因金門地區冬季離峰負

載成長不如預期，以致大型風力發電機組對

金門離峰用電佔比過大，影響供電穩定，因

此加裝儲能設備來增加系統備轉容量。此時

儲能設備提供系統極端事故之緊急後備電源

外，也可減少金門地區因柴油機組及風機故

障造成全黑事故，使冬季或離峰期間風機可

持續滿載發電，也是電網用儲能示範運行的

另一例子，該計劃由中科院於2014年開始執

行，於小金門東坑社區建置50kW太陽能發電

機、4kW小型風力發電機及儲電150kWh的微

型電網，結合軍民通用的智慧電網與儲電系

統，該系統導入汰役鋰電池 (鋰鐵電池 )，藉

此運行獲得汰役電池測試數據，驗證電池關

鍵技術，並配合台灣電動巴士的汰役電池重

組再利用來驗證。其他相關示範運行則有澎

湖智慧電網展示計畫 (東吉島 )、2014年則有

屏東縣光電技術整合示範園區；南沙太平島

微電網系統結合總建置容量40kWp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附加612kWh儲能系統等。  

在上述示範運行專案設計上，多導入近

年漸成主流之鋰離子電池技術，澎湖智慧電

網示範系統儲能應用，是與日本電池廠商東

芝 (TOSHIBA)微型能源管理系統 (μEMS)整

合運作，搭配住宅負載 (150kW)、智慧太陽光

電 系 統 (387kW) 以 及 儲 能 系 統 (100kW/ 

40kWh) 協 助 EMS 進 行 再 生 能 源 平 滑

(Mitigation)功能之驗證與資料累積；龍潭核

研所微電網系統則導入100kW/60kWh 磷酸

鋰鐵電池系統，進行連續孤島運轉測試、併

網 /孤島無縫切換運轉、配合遠端需量反應調

節控制等功能；樹林台電綜研所微電網系統

儲能系統則以台製  30kW/63.3kWh 磷酸鋰

鐵電池設計；台北興隆國宅重點在於智慧建

築與家庭能源管理系統 -透過監控並整合各

戶電源管理系統，於尖峰用電時段執行需量

反應，達到節能減碳之成效，也同時導入綠

色公共用電微電網 -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儲

能系統之建置與整合、智慧電動車充電整合

管理系統和智慧電表系統，建構出完整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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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電網應用場域，也成為不同儲能技術累積

經驗之試金石。  

除前述之示範運行專案外，也有部分國

內企業自行導入企業用建築能源管理系統，

如裕隆電能於公司內建置之 360V微電網系

統、中興電工380V獨立型風光電網系統等，

大多屬於投入智慧電網技術發展之公司，為

求產品實際測試結果與運行數據累積，自行

建置的電網系統與相關儲能設備。藉由建置

儲能系統的經驗，來實驗不同的電網管理或

能源管理技術。如數百kWh級社區型集中式

儲能系統、電力潮流能量管理控制器及監控

系統、大型儲電模組階層式電力管理技術，

汰役電池組應用於儲電系統驗證等。  

近年國內較大規模之示範運行投入

上，主要為經濟部執行之區域性儲能示範驗

證計畫。行政院於105年推動綠能科技產業推

動方案，以創能、節能、儲能和系統整合四

大主軸，支持產業發展所需，以提升綠能產

業競爭力，接軌國際，後於106年通過《前瞻

基礎建設特別條例》，擴大全面性基礎建設

投資，包括配合產業轉型的「綠能及數位建

設」。其中因應大量再生能源佈建可能造成

電力品質不穩定或調度問題，效法國際儲能

驗證經驗於變電站安裝10MW-50MW儲能設

備之技術驗證，進而擴大推廣至再生能源結

合儲能設備實質佈建，因此該項計畫以建立

創新之區域性儲能設備裝置容量達 15MW/ 

30MWh，驗證擴大200MW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與相關儲能設備示範系統為目標，與台電公

司合作在區域變電站或再生能源發電端安裝

大型儲能設備，藉此測試電力系統的變化及

儲能設備在電網扮演的功能，詳實進行各類

儲能設備技術驗證及成本效益分析，做為我

國日後選用大型儲能設備的依據；長期規劃

則將變電站升級為區域性能源中心，利用再

生能源以及儲能系統進行供電，透過儲能設

備解決再生能源併網困難，協助我國達到再

生能源發電佔比20%之能源目標。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03) 

圖1 台灣儲能產業推動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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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電網用儲能產業結構現

況與營運模式  

台灣在電網用儲能產業的投入廠商，可

依照上下游經營活動的不同分為「電池 /儲能

裝置製造廠商」、「電池 /儲能裝置模組設計

/生產廠商」以及「儲能子系統整合 /製造廠商」

三大類：電池或儲能裝置製造廠商以生產電

池芯為主要經營活動，銷售產品也是以電池

芯為主；模組設計 /生產廠商則是在購入國內

外電池芯後進行串併聯設計和保護裝置等電

池管理系統 (BMS)搭配設計後交付組裝廠或

系統廠進行整機 /系統組裝；儲能子系統整合

/製造廠商則是將電池模組進一步與其他電

源供應器、電源轉換器等進一步統合，組裝

為可直接安裝於不同電網應用的終端產品，

在台灣投入廠商當中，此三類型的生產活動

均有廠商投入，另外也有一定比例之廠商垂

直整合同時投入這三類不同的生產活動。  

因台灣在儲能相關產業鏈上下游各環

節均有廠商投入，要討論上下游間技術合作

或技術整合等工作時，也均有台灣廠商可供

就近尋求合作，加上台灣廠商並非全以國內

市場作為經營重心，也同時偏重於日本、歐

美國家等儲能產品市場，因此也在多年投入

下陸續出現若干成績。用戶端使用的太陽光

電與風力發電系統，大多以鉛酸電池及鋰電

池作為儲能系統，目前台灣以鉛酸電池作為

主要儲能技術的相關廠商，有廣隆光電、台

灣神戶電池、台灣湯淺與台灣杰士電池等四

家業者，四家業者均有可供電網用儲能的相

關鉛酸電池產品可直接在訂單與顧客出現時

直接供貨。另台灣有能元、有量、昇陽半導

體、蘭陽、威力能源、長利等廠商，目前有

針對電網用儲能用途推出相關電池芯產品，

另有順達、加百裕、群力、長園科、新普、

強德、國際超能源等廠商則以模組設計 /生產

的服務投入，在儲能子系統整合製造廠商則

有台達電、友達集團旗下太陽能事業部等推

出整機產品搶攻外銷市場，可說各環節均有

廠商投入電網用儲能產業。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06) 

圖2 儲能產業系統架構與台灣各環節參與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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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入儲能技術的廠商當中，大多是以

化學儲能技術作為發展主軸，如鋰離子電

池、鉛酸電池、燃料電池等技術，目前較少

投入物理儲能技術。因智慧電網相關產業在

國際上已有長足發展，已吸引若干廠商投

入，其中廠商並非將包括電網用儲能在內的

定置型儲能作為唯一業務，而是以其他產業

獲利或其他電池等業務作為經營主軸，同時

兼營電網用儲能技術，因此在目前電網用儲

能產業市場未能支援公司獲利的現實情形

下，仍然能夠持續經營。  

在台灣儲能產業廠商的投入面向與商

業模式當中，由於台灣過往的電網用儲能產

品多聚焦於日本市場，下游顧客以日系廠商

為主，按照產品的性質不同，台灣電池芯廠

的下游顧客多為日本家用儲能設備組裝廠，

而台灣的電池模組組裝廠商之顧客則為日系

家用儲能設備品牌廠商，其中也不乏在日本

當地頗具知名度之家電品牌大廠。僅有少數

廠商以出貨電池芯至台灣廠商儲能設備

ODM廠商處，再由台灣ODM廠商之日本分公

司負責在日推廣銷售，另外部分廠商則藉由

自行生產之電池芯，或是採購外國生產之電

池芯自行組裝與設計整機系統後，以貼牌方

式和日本品牌廠商合作拓銷，成為單純以台

灣廠商背景投入市場的例子。少數廠商則如

台達電子、友達光電等，選擇自行發展系統

方式投入。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04) 

圖3 台灣廠商儲能產品投入面向與商業模式 



 
市場動態 

 

Vol. 16 No. 6 2018  84 

三、台灣電網用儲能產業調查結

果與能量盤點  

自2013年起，針對國內電網用儲能產業

之調查工作已逐步展開，主要以盤點國內相

關產業公協會當中，具備電網用儲能相關產

品之廠商作為主要調查標的，搭配參與國內

示範運行之業者作為年度調查目標群體，經

由初級資料蒐集方式，以電話訪談或訪廠直

接接觸標的廠商，確認其電網用儲能產值與

相關經營現況。  

2013年台灣電網用儲能廠商產值中，實

際具備相關產值之業者共有10家，當年度之

產值約為2.4億新台幣，其中有34%來自於電

池或儲能裝置製造廠商的電池芯 /module銷

售，其他則為以模組或系統出貨。在出貨區

域方面，以產值計算時有92%來自於日本當

地家用儲能或企業用中小型儲能設備，其次

為台灣本身示範運行案例出貨，極少數出貨

至中國大陸地區之風光發電試運行。因此對

於2013年台灣電網用儲能產業廠商來說，有

關於日本當地的家用儲能系統產業環境變化

影響台灣廠商業績甚鉅，當地的任何政策變

化、標準認證發展與銷售物流體系的變化，

都是台灣廠商首要的關切重點。  

2014年時，台灣電網用儲能產業廠商在

出貨市場與2013年近似，但當年度僅有8家業

者有實際電網用儲能產品營收，共創造4,460

萬新台幣產值。其中16%來自於電池或儲能

裝置製造廠商的電池芯 /module銷售，84%為

以模組或系統出貨。在出貨區域方面，以產

值計算時有68%比例來自於日本，下游顧客

多為日本家用儲能設備組裝廠，其中也不乏

在日本當地頗具知名度之家電品牌大廠。  

2015年訪查23家台灣相關廠商當中，共

有14家廠商於2015年有電網相關儲能產值，

廠商產值合計共3.08億新台幣產值。在2015

年廠商出貨分布上，3.08億產值中，17%來自

於 電 池 或 儲 能 裝 置 製 造 廠 商 的 電 池 芯

/module銷售，83%為以模組或系統出貨。在

出貨區域方面，以產值計算時 29%在台內

銷，51%比例出貨至日本，其次為澳洲當地

家用型儲能設備出貨。多數廠商訪談時提到

在電化學電池用儲能系統上，可在電池、電

池模組 /BMS、逆變器、轉換器、充電介面等

部分使用台製之國產化零組件構成系統產

品。另外也提到2015年之出貨相較2014年明

顯增加，以及接續的市場焦點可能進一步擴

大至中國大陸政策需求與台灣發展綠能產業

之衍生需求之上。  

2016年台灣15家相關廠商當中，共有13

家業者於2016年有電網相關儲能產值，產值

合計共3.055億新台幣產值。上述3.055億產值

中11%來自於電池或儲能裝置製造廠商的電

池芯 /module銷售；39%為以模組型態出貨；

50%為系統 /產品出貨型態，可見台灣廠商目

前已逐漸開始朝向供應整合電池、逆變器、

充放電裝置系統技術為主，另外也保持過往

於電池模組代工技術的商業模式。在出貨區

域市場方面， 2016年出現較為多元化之現

象。以產值計算時出貨至日本之比例仍佔

55%，其次為中國大陸 (佔產值約10%)，其次

為澳洲當地家用型儲能設備出貨 (佔產值約

8%)，台灣內銷或示範建置 (佔產值約7%)、

歐洲 (以德國、西班牙與英國為主，佔產值

6%)，其他國家則以美國、南非與中東國家

為主。與過往偏重於日本市場外銷的模式相

較，2016年台灣在電網用儲能產品的出貨區

域市場分布上開始朝向不同國家拓展業務。  

2017年針對台灣電網用儲能產業廠商

調查中，訪查20家台灣相關廠商，其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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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芯生產廠商台達電子、能元科技、昇陽

半導體；以及電池模組 /系統出貨業者如新盛

力科技、全漢電子、達方電子、新普、大同

等廠商，電力調節器生產廠商如亞力電機、

盈正豫順、加百裕、天宇、全漢、友達電、

蘭陽能源、菲凡能源、中華系統整合等，上

述廠商產值合計共10.42億新台幣產值。業者

主要市場為日本 (占比約50%)、美國及歐洲，

業者除了希望瞭解我國對儲能推動的規劃與

態度，並認為在現有電力供應環境與發展再

生能源目標下，台灣儲能的發展實有其必要

性，因此也普遍期待政府提供更多儲能產品

場域驗證的機會給國內廠商。另針對廠商期

盼對於外銷市場有更進一步的掌握與了解，

未來擬於相關國際儲能市場之動態進一步掌

握後提供與台灣廠商進行評估佈局。在出貨

區域方面，電網儲能系統廠商主要目標仍然

以外銷日本、歐洲與澳洲為主，尤其是目前

較多廠商已投入的日本市場。國際間日漸發

展的儲能市場需求讓廠商對全球市場抱持樂

觀想像，但因儲能市場仍屬新興市場，大部

分國外市場仍以成本為最大考量，以至當地

廠商往往是合作首選。國內廠商期望政府提

供有力的國際商機平台媒合與爭取國際間有

潛力的電網儲能市場，組織國內廠商形成供

應鏈外銷能量。出貨型態部分，台灣廠商目

前仍是以代工電池模組或系統整合的模式出

貨為產值最大宗，並配合下游廠商的需求搭

配客製化解決方案。至於國內電網儲能產值

中主要為政府示範標案出貨或是廠商廠區自

用的示範系統。  

四、台灣電網用儲能產業鏈能量

盤點與競爭力比較  

以目前國際電網用儲能廠商投入之狀

況與台灣同業比較時，電池芯產品在市佔

率、生產規模、良率與性價比上，國際廠商

之水準現均優於台灣同業，其中如日韓等國

廠商常有藉其規模與資源優勢直接整合各項

零組件生產外，也同時投入系統整合服務經

營及對外拓展外銷，或是直接與當地的系統

整合業者結盟爭取電廠或電網用訂單。而台

灣廠商在經營電網用儲能相關產品時也面臨

新興應用市場相關課題，在尚未有固定的產

品規格與標準等，廠商在投入時必須要以較

為有限的資源與人力，來配合下游顧客共同

開發產品，相較於日韓大廠的豐富資源與人

力來說，已有一定程度差異。且即便產品開

發完成，獲得顧客認可後，顧客的訂購數量

與規模也因發展初期階段而為數較少，無法

將台灣廠商的研發投入在短期內回收，因此

廠商無法投入太多資源與人力進行研發或推

廣，於是產品銷售有限，要拓展新市場時並

無先前經驗供潛在顧客參考，於是更難取得

潛在客戶信任，造成相關營收低落下又無法

投入資源於此區隔的窘境。  

在台灣電網用儲能產業發展上，過往市

場主要需求驅動力量來自於台灣已經初步切

入的日本市場，而非台灣本身的應用市場或

是其他國家外銷業務，自2012年日本政府開

始鼓勵住家與企業使用儲能設備系統，分別

針對家用、企業用、智慧建築等儲能應用提

出補貼計畫，大幅提升企業及一般消費者的

採購意願。也因此過往台灣廠商最關心的經

營課題，並非台灣本身的智慧電網推動狀況

或是儲能設備需求等業務，而是關心日本家

用儲能市場的補助措施變化、標準認證、推

銷通路等資訊。儲能產品因電池昂貴之故，

大多數仍然不能夠在使用過程的成本效益分

析上達成節省消費者成本的目標，仍然需要

仰賴政府補貼，因此在台灣電網用儲能產品

的市場驅動力，會以日本政府針對儲能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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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補貼制度與補助金額多寡變化、對外

國產品的限制門檻、產品測試的標準與驗證

內涵為首要觀察重點。至於在少數台灣廠商

成功量產參與的台灣智慧電網相關示範運行

專案上，市場驅動力短期內仍限縮於專案等

級的示範運行案例需求，此種專案到目前為

止較難支援單一公司生存與營運，因此對於

台灣廠商的市場吸引力較為有限。  

延伸討論台灣電網用儲能產品廠商的

技術發展方向上，由於鋰電池與鉛酸電池價

差仍高達三到四倍，鋰電池廠要切入購買預

算吃緊的儲能市場，仍須致力壓低單位電量

價格，才能突顯鋰電池穩定、壽命長且重量

輕的特色，刺激用戶採購。因此，台灣廠商

也正加速研發新技術，希望藉提高能量密度

以及降低電池成本的方向來達到降價效果。

另外在整合再生能源、配電 /能源管理系統能

力上，台灣廠商為了進一步爭取合作機會，

除了提供電池組外，也會視本身的產品技

術，提供合適的變頻器及充電器等構成完整

解決方案，或是以儲能系統概念出發整合週

邊相關台灣廠商，達成目標客戶多樣性 /彈性

功能設計要求。至於在台灣電網相關示範運

行專案上，台灣案例目前大多聚焦於離島型

分散式電網運用，以及企業自行建置以累積

應用經驗及數據等案例，因此主要的技術驅

動力在於將現有產品進行實際運作實證的技

術資訊累積需求上。  

以整體儲能系統面向觀察，台灣廠商在

電化學電池用儲能系統上，可在電池、電池

模組 /BMS、逆變器、轉換器、充電介面等部

分使用國產零組件構成系統產品，且相關廠

商在國際上均為主要電源供應器技術廠商，

但台灣投入儲能系統整合廠商較少，發展時

間也較短，成為供應鏈末端之缺口。相對來

說日韓等國廠商常有藉其規模與資源優勢直

接整合各項零組件生產外，同時投入系統整

合服務經營，另日韓等國示範運行計畫或針

對儲能採購補貼等多由本國廠商得標，台灣

廠商多由歐洲及東南亞等當地無相關本土廠

商投入之市場爭取標案，也成為台灣廠商要

拓展國際儲能市場應用領域時的另一門檻。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03) 

圖4 儲能產業系統架構與國內外各環節參與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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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能產品屬於晚近剛起步之應用，相關

產品市場較為封閉，多屬於當地政府有其影

響力的市場，因此往往會保留給當地業者優

先供應，所以必須要與當地業者合作，但當

地業者在選擇合作對象時又多以成本考量優

先，對台灣廠商來說不容易取得合作。且部

分日韓廠商是以外交力量爭取各國電網相關

儲能設備標案，對台廠來說更為不利。且對

台灣廠商來說，因經營規模與金流屬於中小

企業等級，因而在面對須長期大量投資且回

收期長的潛力應用技術，往往不容易爭取到

公司內部的長期支持，很多廠商不容易撐到

訂單出現或者獲利出現時，就必須要面對公

司高層的經營策略檢討與調整，也使電網用

儲能廠商相關業務難以長期專注投入。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01) 

圖5 儲能產業系統架構各環節國內外現況比較

五、結語：示範運行持續推展，

外銷市場為台商未來希望所

寄 

台灣電網用儲能產業發展歷程上，由過

往示範運行作為開端，研究單位與業界廠商

投入後累積技術與產品開發經驗，並且在國

際市場需求出現時快速投入爭取商機，已逐

漸開始有所成效，但也因市場需求驅動力量

影響，市場焦點置於國外居多，注重與國際

間之連結，台灣廠商需要快速掌握國際市場

儲能系統補助政策變化與在地市場現況，爭

取商機交流接觸與衍生訂單。晚近則因國內

能源環境議題漸受重視，且相關需求逐漸成

形，吸引台灣廠商開始進行合作布局，爭取

以整合團隊方式提供國內各項電網用儲能需

求之用，未來在政策逐步具體化與落實之

際，國內業者藉由各項示範運行與電網相關

環節之合作，也可望有更多的合作經驗累積

與提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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