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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能源危機與氣候變遷趨勢，促使全球意識到常規能源的侷限性、有

限性與不可再生性，加上環境保護意識日益增長，各國積極拓展再生能源之

開發，包含太陽光電、風力發電、水力發電等，但因太陽光電之地理限制較

小，因此各國皆紛紛投入太陽光電技術之研究與開發。 

太陽高溫、高壓，蘊藏著巨大能量，是人類重要的無污染新型能源，

為有效利用太陽能源，全球致力於研發太陽能源相關應用技術，包括光化學

轉化、太陽能光熱轉化和太陽能光電轉化，隨著研究之深入，不斷有新的高

性能半導體材料被運用於太陽能光電材料，更促使矽晶太陽能電池效率不斷

提升，因此鑄造多晶矽、直拉單晶矽、薄膜非晶矽已成為最重要的太陽能光

電材料。 

由於能源危機，太陽能光電的研究和應用得到了各國政府的支持，不斷

設立與啟動各種太陽能光電計畫，促使太陽能光電產業（即光伏產業）快速

發展，使之成為新興的朝陽產業。而 2010 年我國太陽能電池生產量已位居

全球第二，且全球油價與煤炭價格上漲，火力發電為主之發電成本持續成長，

預估 2019 年太陽光電產業將於發電市場具備相當的競爭力，並提高市場滲

透率，因此本專案計畫特將太陽光電列為重點輔導產業，以協助產業提高綠

色貿易競爭力，並掌握國際綠色採購趨勢，進而搶攻全球綠色貿易商機。 

太陽光電產業 太陽光電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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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我國太陽光電產業之綠色貿易相關議題與輔導需求，以提升我國廠

商之綠色貿易競爭力，本專案辦公室特與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於 4 月開始展開

一連串的洽談與相關合作事宜，歸納出太陽光電產業之輔導需求。 

1. 提供政府相關計畫與資源訊息，提升產業對政府資源之認知與運用。 

2. 協助尋找產業綠色亮點，進而確立產業之綠色產品定義。 

3. 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瓶頸仍為轉換效率與生產成本，因此，應協助整合

政府相關計畫與資源，並提供相關轉介管道，以協助產業突破研發瓶

頸，進而提高產業競爭力。 

4. 為增強台灣太陽光電產業之競爭力，應與產業進行資訊交流及協助國

際接軌，以利產業進行短中長期評估，了解國際產業發展趨勢與走

向。 

5. 應與公會合作進行產業研析，以協助我國廠商掌握廠業即時資訊。 

6. 太陽光電產業開發具有製程技術上的障礙，製成過毒將會造成環境汙

染與破壞，應協助尋找替代材料與供應鏈綠化，進而達到清潔生產。 

7. 尋找或建立太陽光電產業適切之外銷品質標準與標章或國際貿易的

公同標誌，以提升產業的價值及台灣太陽光電產品之國際公信力，進

而提高國際識別度。 

8. 協助太陽光電產業進行國際行銷與推廣，以提高我國太陽光電產品之

曝光度與國際能見度。 

9. 提供適切的太陽光電產品之行銷管道與廠商參與機會，以提升太陽光

電產業的國際行銷效益。 

10. 促使政府提倡再生能源之使用，並訂定再生能源使用目標，以改善太

陽光電產業之發展。 

 

輔導需求 
太陽光電產業 太陽光電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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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協會之合作洽談與產業廠商之諮詢輔導，確立產業之輔導需求與綠色

貿易衝擊及相關議題，並針對產業之輔導需求，歸納出四大主軸之輔導策略與作

法。 

 

 

 

 

 

 

 

 

 

 

 

(一) 資訊交流 

1. 提供政府資源之資訊，協助廠商運用本專案外之政府資源，以克服產

業發展上之各項障礙。 

2. 協會協助散佈專案資訊予會員廠商，以利透過本專案提供相關資源協

助廠商提升競爭力與行銷推廣。 

3. 透過協會作為與廠商鏈結之平台，以了解廠商之輔導需求與相關障礙，

作為輔導策略與規劃之適切考量。 

(二) 競爭力培訓 

1. 協助廠商了解產業發展概況，並掌握國際採購趨勢，以提高市場競

爭力。 

執行內容 

• 產業綠色採購指南 

• 國際會展行銷 

• 產業行銷管道 

• 產業綠色特性與亮點 

• 產業相關認驗證 

• 產業綠化 

• 產業發展概況 

• 產業綠色議題 

• 國際大廠採購趨勢 

• 政府相關計畫與資源 

• 產業最近資訊與概況 

• 本專案之相關資訊 資訊 

交流 

競爭力

培訓 

行銷 

推廣 

諮詢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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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產業綠色議題開立相關課程，以利廠商了解產業發展趨勢與因

應之道，進而提升產業之綠色競爭力。 

3. 洽邀國內外能源開發相關單位進行新能源產業的國際行銷策略經驗

分享，使我國廠商了解國際綠色能源新技術，並掌握國際綠色新技

術的龐大商機。 

(三) 諮詢輔導 

1. 協助產業歸納綠色特性，並編匯太陽光電採購指南，透過各項資源管

道進行發放與宣傳，以凸顯我國太陽光電產業之綠色亮點，提高產業

綠色形象及國際識別度。 

2. 針對產業綠色貿易相關議題之輔導需求，提供深入輔導，以協助產業

因應綠色貿易相關議題，並達到國際綠色採購趨勢之標準與要求。 

(四) 行銷推廣 

1. 透過公會擬定適切品質標準，針對產品進行篩選把關，進而彙編太陽

光電採購指南，結合本專案與公會之行銷資源，協助產業進行行銷推

廣，以提高我國太陽光電產品於國際間之曝光度與能見度。 

2. 透過公會協助，了解產業之指標會展及具有行銷效益之國際展覽，以

提供行銷活動與綠色加值，進而協助廠商掌握與直接接觸潛在買主，

以加深行銷推廣之深度。 

3. 以公會作為平台，媒合產業相關之國際採購需求，並了解我國太陽光

電廠商開拓國際市場與行銷管道之需求，以利提供適切協助與正確通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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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1 年光電半導體＆太陽光電產業碳足跡與查證教育訓練 

有鑑於太陽光電產業相關產品未具有國際綠色相關標章與認證，為協助

產業尋找綠色特性與綠色相關認證，本計畫團隊將全球節能減碳趨勢下推動

之 「碳足跡」綠色概念導入產業，並協助辦理「碳足跡與查證教育訓練」，

以協助企業提高綠色形象與因應國際綠色趨勢，進而爭取國際綠色商機。 

時間：2011.6.3 (五) 8 時 30 分 至 16 時 30 分 

地點: 工研院中興院區 51 館 4F 國際會議廳 

參加人員: TTLA、TSIA、TOSIA 及 TPVIA 會員 

主辦單位: 工研院 

「2011 年光電半導體＆太陽光電產業碳足跡與查證教育訓練」議程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08:30~09:00 報   到 

09:00~09:50 產品生命週期評估與碳足跡概論 工研院/黃文輝 

09:50~10:00 休    息 

10:00~10:50 產品碳足跡執行程序 工研院/黃文輝 

10:50~11:00 休    息 

11:00~12:00 
碳足跡案例分析與執行實務 

－電子產品業、半導體業 
工研院/黃文輝 

12:00~13:00 午    餐 

13:00~13:50 碳足跡標準說明 DNV/林俊男 

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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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4:00 休    息 

14:00~14:50 碳足跡查證流程說明 DNV/林俊男 

14:50~15:00 休    息 

15:00~16:00 碳足跡查證常見問題說明 DNV/林俊男 

16:00~16:30 測    驗 

此次教育訓練與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產業協會(TTLA) 、光電半導體

產業協會(TOSIA) 及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 共同合辦，因此參加廠商涵蓋

面板廠、光電廠與半導體廠等，包括：漢磊科技、華邦電子、力晶科技、友

達光電、中美矽晶、益通光能、晶元光電、億光電子、華上光電、綠能科技、

茂德科技、璨圓光電、台積電、中華映管、光磊科技、鉅晶電子、洲磊科技、

華亞科技、瑞晶電子、奇美電子、福聚太陽能、元太科技、聯華電子等 23

家廠商，共 48 人參與。 

 

 

(二) 太陽光電採購指南 

為提高我國太陽光電之國際能見度，增

進國際買主識別進而採購台灣太陽光電產品，

本方案特與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合作編製

「台灣太陽光電採購指南」，受理國內業者主

動申請登錄具有品質認證與環境特性之太陽

光電產品，，供各國買主作為綠色採購之適切

參考。 

本型錄內容將以電子與紙本形式先後發

行，電子內容將每季更新，而紙本內容則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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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發行，並透過雙重免費行銷服務，有效促使我國廠商開拓全球綠色商機，

為推廣太陽光電產品與建立綠色形象之優質宣傳管道。 

 

 

(三) 與德國共同開發電廠合作專案 

有鑑於太陽光電市場之發展深受能源政策與補助方案所影響，且全球

太陽光電市場因2010上半年德國的大幅調降補助議題，呈現淡季不淡走勢，

亦也埋下 2011 年太陽光電市場需求變數。但因德國、義大利與捷克是 2010

年全球前 3 大太陽光電市場，3 大市場太陽光電系統新增裝置量佔全球需求

約 66%比重，因此，本專案辦公室特協助我國廠商與德國廠商鏈結，提供與

德國廠商合作共同開發電廠之商機，以協助我國廠商搶攻德國太陽光電綠色

商機。 

時間：2011.6.3 (五) 8 時 30 分 至 16 時 30 分 

地點: 工研院中興院區 

參加人數: 共計 25 家廠商 46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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