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會推動莫拉克颱風重建區綠能建設說明 

重建區綠能建設以家園重建及產業重建二部份為主： 

一、家園重建綠能建設分為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及太陽能熱水器二

部份： 

(一) 永久屋基地公共設施、重建學校及汛期易形成孤島地區之緊

急防災之太陽能發電系統裝設案： 

1. 本會於 99年 4月 28日召開「研商各永久屋基地及重建校園引進

太陽光電系統配合事宜協調會」及 99年 5月 14日辦理「研商各

避難場所、永久屋基地及重建校園引進太陽光電系統配合事宜第 2

次協調會議」等 2次會議中決議：太陽能發電系統所需經費由經

濟部能源局籌應全額補助，並請各縣政府提報需求表至能源局。 

2. 重建區各縣市政府提出需求至能源局，該局於 99年 8月 20日函

文南投縣、嘉義縣、高雄縣、屏東縣政府等單位同意依「莫拉克

風災重建太陽光電應用設置補助作業頇知」之規定進行補助計 101

件，該局於 99年 12月 3日會議決議：為提高重建區太陽能發電

系統安裝率，於 99年度先與核准設置之各安裝單位簽約，保留預

算至 100年度執行，讓各單位於 100年前完成太陽能併聯供電系

統之設置。惟部份單位因考量設置點及未來管理維護等問題而確

定放棄補助計 28件，目前辦理中共 73件，能源局補助合計 8,930.5



萬元，並以本（100）年度執行完成為目標，後續執行情形詳如表

1至表 3。 

附表 1.永久屋基地公共設施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執行統計表 

編號 縣市 設置地點 設置容量(kw) 執行現況 

1 南投縣  

茄苳腳段基地 

(南投市) 

10 規劃設計中 

2 

嘉義縣 轆子腳 1 基地 

10 工程決標 

3 10 規劃設計中 

4 

高雄縣  

杉林大愛園區基地(月眉

農場)  

20 工程決標 

5 20 工程決標 

6 五里埔 1 基地 

(小林 1 村) 

10 工程決標 

7 12 工程決標 

8 

屏東縣  

禮納里部落園區基地(瑪

家農場) 

15 工程決標 

9 舊高士部落基地 10 規劃設計中 



10 

中間路基地 

(25 林班地)  

10 規劃設計中 

11 

吾拉魯滋部落基地(新赤

農場) 

15 工程決標 

12 

新來義部落基地(南岸農

場) 

15 工程標招標中 

 

附表 2.緊急防災之太陽能發電系統執行情形統計表 

編號 發包單位 
系統設置地點之單位 

(建物)名稱 
執行現況 設置容量(kW) 

合法文件 

執行現況 

1 

信義鄉公所 

地利國小 無任何進度  3 完成審查 

2 雙龍社區活動中心 無任何進度  3 完成審查 

3 

仁愛鄉公所 

帄靜國民小學 無任何進度  3 完成審查 

4 合作國民小學 無任何進度  3 完成審查 

5 發祥新社區活動中心 無任何進度  3 完成審查 

6 力行國小翠巒分校 無任何進度  3 完成審查 

7 萬豐國民小學 無任何進度  3 完成審查 



8 親愛國民小學 無任何進度  3 完成審查 

9 
發祥村瑞岩新部落集

貨場 
無任何進度  3 完成審查 

10 

阿里山鄉公

所 

來吉村辦公處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11 山美村辦公處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12 山美村活動中心 工程決標 3 放棄補助 

13 新美村辦公處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14 十字村辦公處 工程決標 3 放棄補助 

15 達邦村辦公處 工程決標 5 完成審查 

16 
中正、香林、中山村  

聯合辦公處 
工程決標 5 完成審查 

17 
樂野村辦公處暨活動

中心 
工程決標 5 完成審查 

18 
茶山村辦公處暨活動

中心 
工程決標 5 完成審查 

19 

梅山鄉公所 

太和村仁和國小屋頂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20 太和村太和國小屋頂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21 瑞里村瑞里國小屋頂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22 龍眼村龍眼國小屋頂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23 
梅北、梅南、梅東  聯

合辦公處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24 

甲仙區公所 

和安社區活動中心 工程標招標中 3 完成審查 

25 寶隆村辦公處 工程標招標中 3 完成審查 

26 

桃源區公所 

興中國小 規劃設計中 3 完成審查 

27 寶山國小 規劃設計中 3 完成審查 

28 桃源民俗文物館 規劃設計中 3 完成審查 

29 桃源長青活動中心 規劃設計中 3 完成審查 

30 梅山村活動中心 規劃設計中 3 完成審查 

31 

六龜區公所 

龍興國小 工程標招標中 3 完成審查 

32 六龜鄉公所 工程標招標中 3 完成審查 

33 新發社區活動中心 工程標招標中 3 補件中 

34 寶來社區活動中心 工程標招標中 3 完成審查 

35 茂林區公所 茂林鄉公所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36 萬山活動中心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37 多納活動中心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38 瑪家鄉公所 瑪家鄉瑪家農場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39 霧台鄉公所 
霧台鄉公所小山部落

多功能活動中心屋頂 
無任何進度  3 放棄補助 

40 

來義鄉公所 

來義鄉南岸農場 工程標招標中 3 完成審查 

41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信

義派出所(西來義) 
工程決標 3 放棄補助 

42 
來義鄉公所義林托兒

所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43 

泰武鄉公所 

新赤農場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44 泰武鄉公所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45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忠

孝派出所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46 

牡丹鄉公所 

牡丹鄉舊高士部落 規劃設計中 3 完成審查 

47 牡丹鄉 25林班地基地 規劃設計中 3 完成審查 

48 牡丹鄉公所 規劃設計中 3 完成審查 

49 
屏東縣政府

警察局 

屏東縣政府警察佳冬

派出所屋頂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50 
屏東縣政府警察大鵬

灣派出所屋頂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51 
屏東縣政府警察東海

派出所屋頂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52 
屏東縣政府警察林邊

派出所屋頂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53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三

德檢查哨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54 春日鄉公所 春日鄉公所 規劃設計中 3 完成審查 

55 獅子鄉公所 獅子鄉公所 擬放棄補助 3 完成審查 

56 林邊鄉公所 
林邊鄉公所林邊鄉 A幹

線抽水站 
擬放棄補助 3 完成審查 

57 佳冬鄉公所 佳冬鄉公所 工程決標 3 完成審查 

58 琉球鄉公所 
琉球鄉公所琉球鄉公

所 
擬放棄補助 3 完成審查 

 

表 3.重建學校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執行情形統計表 

編號 縣市 設置地點 
設置容量 

(kw) 
經費來源 執行現況 

1 

屏東縣 

羌園國小 10 能源局 工程決標 

2 車城國小 10 能源局 工程決標 

3 加祿國小 10 能源局 工程決標 

4 泰武國小 67.5 縣府善款 已啟用 

5 長榮百合國小 50 縣府善款 規劃設計中 

6 高雄市 
那瑪夏區 

民權國小 
10.5 

台達電子 

文教基金會 

裝設中 

(10 月底完工) 



 

(二) 永久屋基地太陽能熱水器裝設案： 

1. 本會於 99年 5月 14日邀集能源局、NGO團體與地方政府討論後續

作業，決議請各縣市政府及 NGO團體儘速確定可配合補助裝設太

陽能熱水系統之額度，另於災後 2年內(100年 8月 8日前)申請安

裝，將由能源局比照離島地區補助每戶集熱板面積每帄方公尺

4500元，其餘費用由 NGO團體或各地方政府善款補助，其裝設執

行情形如下： 

(1) 南投縣鉅工段基地 10戶：除能源局補助集熱板面積每帄方公尺

4500元外，其餘費用由張榮發基金會補助安裝。 

(2) 五里埔 1基地 90戶：除能源局補助集熱板面積每帄方公尺 4500

元外，99年度高雄縣政府以空污基金補助縣民每戶集熱板面積每

帄方公尺 2250元，剩餘費用由甲仙鄉公所善款補助。 

(3) 古坑鄉東興段基地 28戶：雲林縣政府利用善款全額補助安裝。 

(4) 小林二村120戶：除能源局補助集熱板面積每帄方公尺2250元外，

其餘費用由高雄市政府及甲仙區公所善款補助安裝。 

 

二、產業重建綠能建設說明如下：： 

 



(一)重建區產業綠能建設，目前農委會漁業署主要推動詴辦

「種電養頄」計畫及屏東縣政府「養水種電」計畫，  

一、計畫緣起 

    為落實推動節能減碳政策並降低養殖漁民生產成本，配

合莫拉克災區重建工作，並提昇產業層次，行政院農委會漁

業署充分利用南部日照天數長、日光充足等特性，推動「種

電養頄」計畫，並於 99年 5 月 4日公布「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補助養殖業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作業計畫」，補

助屏東、高雄兩縣轄區實際養殖石斑、觀賞頄及水產種苗業

者，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補助基準係以每公頃 5 峰瓩為

上限，補助總設置費用 95％，每峰瓩以二十萬元為上限，100

年度上限額度為十八萬元，101年度上限額度為十五萬元，

以鼓勵養殖業者申請設置。 

    另屏東縣政府考量佳冬、林邊地區因非法養殖超抽地下

水，導致地層下陷、水患頻繁、土地鹽化嚴重及農作物無法

種植，為此，規劃推動「養水種電」計畫，以非法養殖頄塭

和無法耕作之蓮霧園土地挖設水池並裝置太陽能板，除產生

電力外，透過水池收集雨水淡化土壤、涵養地下水資源，改

善土壤再利用，並以每度電力回售台電 12.97元為誘因吸引



投資，另將開挖之土方免費提供有填土需求業者以市價 0.1%

回饋金做為國土復育基金，一舉數得。 

二、計畫推動現況 

(一)「種電養頄」計畫 

    本計畫於 100 年 4 月 1 日奉行政院函示，考量近年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成本快速下降趨勢，且於漁塭上架設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之風險仍高，於現階段以幾近全額補助方式鼓勵大

量裝置實有不妥，建請農委會先以 99 年已簽約部分進行小

規模詴辦。爰漁業署於 4月 26日公告自 100年 1月 1 日起，

停止受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養殖業設置太陽光

電發電設備計畫」。該計畫自 99年 5 月 4 日執行至停止受

理期間，完成簽約者計 6 戶(期約五年)，計補助 6,519,956

元，相關設備設置於本(100)年底完成。 

(二) 「養水種電」計畫 

    本計畫因屏東縣政府無力負擔土地徵收經費，頇透過太

陽能板所產電力回售收益之誘因，說服地主投入該計畫，惟

因考量電力回售台電恐致墊高電價，且台電必頇增設輸配電

基礎設施，另農民土地提供生產販售電力，恐影響農保資格，

將衍生許多爭議問題，爰中央相關部會已不予支持。屏東縣



政府已規劃設置面積約 48.7 公頃，預訂本(100)年底完成設

置。  

三、計畫預期效益 

(一)「種電養頄」計畫 

  本計畫經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原評估本計畫預計三年

內輔導 300戶(約 300公頃)養殖漁民設置綠能(太陽光電)設

備，預估完成後每年將可節省養殖用電 180萬度、約新台幣

990 萬元(以每度 5.5 元計)，減少政府政府補貼農業用電 76

萬 5 千元(農委會補助農業漲價電費 1/2)，減少約 1,145噸

碳排放量。以太陽能板正常使用年限 10年估算(一般使用期

限約 10~20年)，可為養殖漁民節省計新台幣 9,900 萬元電

費，並減少 11,448噸碳排放，倘加計碳排放交易價格(約 2050

歐元/噸)，將可產生約 11 億 2千萬元效益，惟本計畫目前

先以小規模詴辦，其計畫執行實際效益，漁業署已邀集專家

學者組成小組，於太陽能設施設置、驗收及實際使用等不同

階段，進行追蹤監控及效率評估，俾供未來計畫執行及修正

之依據。 

高、屏地區養殖產業歷經莫拉克風災後雖造成嚴重損害，

經由公部門與民間團體協力投入養殖地區環境整治、供排水



路及道路等硬體設施修復及重建後，受災養殖漁民目前已陸

續完成頄塭復養，鑒於產業重建不應侷限僅恢復原有規模及

功能，而應以產業升級、提升競爭力及永續發展為目標，且

應國際間之高油、電價與綠能產業發展之趨勢，本計畫將傳

統養殖漁業結合新興之綠能產業，佈建節能體系，藉由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除降低養殖用電成本，提升產業競爭力，亦減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達成節能減碳目的，使我國傳統產業提

昇為順應國際潮流之環保型永續產業，同時將是養殖產業邁

向國際之關鍵競爭力之一 。 

另本會於本(100)年 8 月間至林邊、佳冬地區訪視，當

地養殖業者亦提出電力優惠減，減輕成本負擔及設置儲備電

力，避免臨時斷電導致頄類暴斃等需求，本計畫倘推行成功，

亦可同時解決前述需求。 

(二) 「養水種電」計畫 

    本計畫經屏東縣政府預估，每年可減少抽取 9,855,000

立方公尺的地下水(以每日換水量 10 公分估算)，增加再生

能源發電 43,362,000KW，創造國土復育基金 280萬元(以發

電收入 0.05%估算)，帶動屏東地區綠色產業相關產值至少

270 億元，約可創造佳冬、林邊地區 160 人的就業機會(每



2.5 分地約增加一僱員)。讓農地能填土養息，透過設置太陽

光電設施，以發電收入支付農漁民土地租金，使農地利用符

合經濟效益，達到災區土地轉型使用並讓農漁民穩定生計。 

 

四、執行遭遇問題與待克服事項 

(一)「種電養頄」計畫 

   1.漁塭上架設太陽光電發電之設備，易受海水鹽分侵 

     蝕，後續維護費用將提高投資成本，另其設置於戶外 

     空間，易遭不肖人士破壞或竊取，造成投資者損失。 

   2.因傳統養殖產業未曾接觸應用綠能設備，一般漁戶較 

     不易接受，現階段係以幾近全額補助方式鼓勵養殖漁 

     民參與設置，倘未來推廣使用，仍頇預先規劃相關配 

     套優惠方案及宣導說明，提升漁戶參與意願。 

(二)「養水種電」計畫 

   1.將農地轉型商業經營，影響農保身分及權益。 

   2.開挖之土方免費提供有填土需求之業者，由業者以市 

     價 0.1%回饋金做為國土復育基金具合法性之疑慮。 

   3.原訂所產電價為 12.97元/度，後因台電恐收購支出過 

     高而墊高電價，已減至每度電價不到 10 元，並縮小其 



     規模，導致無法達原估經濟效益，大幅降低投資者意 

     願未來推動可行性仍有疑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