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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防蝕工程學會
太陽能支撐架防蝕對策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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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公會簡介

「正式會員369間，贊助會員29間。」

光電系統公會是國內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第一大的人民團體組織。

一年內投資1GW太陽光電會帶來
含週邊及上、下游產業約1,500億的GDP拉動效果
也就是電廠直接投資額的三倍
原因是『太陽光電』台灣有全產業鏈
一年內完成1GW可以創造29,690個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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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成果
0.8GW (-104)
建立根基 逐步推動

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畫
目標1.52GW (105-107)
厚植基礎 成功帶動

110年8.75GW目標
目標2.25GW (110-111)
承先啟後 務實推動

整體目標累積20GW
(111- 114)
能源轉型 永續家園

年新增設置
1~2GW

114年
20GW

110年
8.75GW

107年
2.8GW

104年
0.8GW

年新增設置
超過2GW

年新增設置
0.5~1GW

年新增設置
不及0.5GW

經濟部主責推動鹽業用地
108年完成90MW完工併聯
與內政部、地方政府建立模式

農委會完成
漁電共生試驗

108年完成1.4MW
長期擴大推動

太陽光電是達成 能源轉型願景的關鍵要素

太陽光電推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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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求變 亮麗漁業
「養殖漁業大翻身」

建立
漁業
典範

提升漁業
行銷能力

建構漁業
安全體系漁民不再靠天吃飯 擴大推動產銷履歷

「安全漁業」
「幸福漁民」
「富裕漁村」

為配合政府綠能發展政策，
辦理漁電共構水產養殖漁場，
推動水產養殖與太陽光電共構產業發展。

為促進漁業積極轉型，提升臺灣水產在國內外的潛力，增加內外銷量。未來提供輔導漁塭產銷履歷申請；
此外，小英政府輔導養殖漁業增加冷凍冷藏及加工設備，以改變行銷通路需求，翻轉臺灣的養殖漁業，提
高漁民朋友們收入，創造臺灣漁業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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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電共構模場 簡政便民

建議做法
（1）公會先請建築師設計幾種常用樣態，並經建築師簽證。
（2）建築師設計的內容請營建署協助確認是否設計內容符合建管規定。
（3）如果符合建管規定，則請農委會確認是否符合養殖需求。
（4）如果符合養殖需求，則請農委會比照溫室，依農發條例第八條之一第四項規定公告標準化漁

電共構模場給業者選用。

鋼骨造、鋼骨鋼筋混凝
土造、鋼鐵造之構造物
最高部分14公尺以下
樑跨度在6公尺以下

屋架跨度在12公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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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柱式漁電共構太陽能設施
（1）跨距：9、6公尺、10、4公尺及11、4公尺
（2）柱高：6公尺，多連棟
（3）被覆材料：無
（4）抗風級數：應符合「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

及解說」之規定
鋼骨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鋼鐵造之構造物
最高部分14公尺以下
樑跨度在6公尺以下
屋架跨度在12公尺以下

立柱式漁電共構太陽能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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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電共構屋頂結合太陽能板
單斜坐向漁電共構養殖設施
（1）跨距：7、5公尺
（2）柱高：6公尺，多連棟
（3）被覆材料：

金屬/塑鋼/PVC材質浪板、PE、PO、PVC、EVA等軟質塑膠布
或內側固定防鳥網，外層農用膜捲。

（4）抗風級數：應符合「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之規定
鋼骨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鋼鐵造之構造物
最高部分14公尺以下
樑跨度在6公尺以下
屋架跨度在12公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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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漁電共構設施標章

相關

機關

光電

設置者

漁電共構

設施標章

銀行

漁電設施驗證

模組化設計/經濟規模生產 納入評估融資貸款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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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脫鉤處理原
則，補辦容許同
意後，得設置太
陽光電板。

無使照
從來使用
登錄有案

原農業設施無增擴建者

超過農業設施
土地總面積
80%者，不得
設置太陽光電
板。

養殖/農場土地總面積80%

部分違建(連棟)
原農業設施增擴建者

一般視為新建農業設
施，可由地方政府輔
導辦理容許使用、養
殖/畜牧場登記等變
更作業。

農業設施結合太陽光電設置樣態

樣態1 樣態2 樣態3

取得容許 未取得容許

尊重建管或能源主
管機關意見設置

部分違建(分棟)
原農業設施無增擴建者

無使照
取得養/牧登後另新建者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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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國家整體能源政策推動再生能源，在確保糧食安全之農地資源永續利用前提
下，兼顧漁業與綠能相容使用。另因應全球氣候變遷，透由推動養殖經營與綠能
設施結合，亦對養殖魚塭有保溫、防風等抗災附加價值。並透過落實漁業經營事
實之查核，期藉由利用與管理併進，確保農地資源合理使用，穩健推動漁業與綠
能設施之結合利用，並提升養殖經營抗災能力，達成漁電共享雙贏之政策目標。

光電與漁業是完全不同的專業領域

確保漁電共生維持七成產量之認定條件

◆ 除天災或不可抗力事實外，未申報者以漁業統計年報近3年產量平均值7成做為判定。
◆ 20年期間可向地方農業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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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支撐架規範
“Specification for the support structures of PV Systems” 

目的:
本規範乃為提供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支撐結構材料耐蝕測試、選用及結構計算之參考
，以確保支撐結構之品質與安全，從而強化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服役期間之結構耐用
性與安全。

適用範圍:
本規範係描述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支撐架材料之耐蝕測試與符合要求，以及支撐架結
構安全計算書之文件內容要求，適用於一般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支撐架構件及結構
組裝相關之零組件，但不包含浸沒於水中之結構材料。

支撐架起草規範委員:(災害預防與重建委員會支撐架工作小組)

嚴 顧問坤龍、林 副理事長新寶、彭 常務理事正宗、林 監事妙蓮、壽 理事明驊
、蘇 理事玉姿、施 副理事長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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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標準與規範
6.3 循環腐蝕試驗(Cyclic Corrosion Tests，簡稱CCT) 
以鹽霧噴灑、乾燥靜置、潮濕靜置或標準大氣存放之系列試驗
條件進行循環試驗，模擬在真實使用大氣環境下，包含臨海地
區或暴露酸雨環境下，試驗支撐架或零組件材料及其被覆層之
耐腐蝕能力。

6.3.1 依送測者自行指定試體欲適用之場址大氣腐蝕性分類
(Corrosivity classification)，自下表選定一項本規範的試
驗方法以進行測試：

6.3.2 參照IEC 60068-2-52程序進行稀釋鹽水之循環腐蝕試驗。
6.3.3 鹽霧噴液製備
鹽霧噴液（包含加酸作法）應依IEC 60068-2-52規定調製而成
，並符合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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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動「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支撐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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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試體符合要求Ri=0
6.4 符合要求
6.4.1 試體應經TAF認證合格或本公會認可之

第三方公正檢測實驗室執行檢測，並
由檢測實驗室出具試驗報告。

6.4.2 檢測後，底材為鐵、鋼材質的試體得檢
出之CNS 15200-8-3生銹等級
Ri為0（即紅銹面積比為0%）。

6.4.3 檢測後，底材為鋁合金材質的試體得檢
出之CNS 15200-8-3生銹等級
Ri為0（即白銹面積比為0%）。

6.4.4 檢測後，試體之被覆層不得有蝕孔、剝
落、脫皮、起泡、破裂、裂痕、烏鴉
腳或星狀缺陷等缺陷。

註：本公會得設立判定委員會，以必要時協助
試驗結果之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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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紅銹對支架結構本身有何影響？
「紅銹產生如無抑止或維護措施，即由其繼續劣化擴大的話，則支撐架抗拉強度
暨其降伏強度開始弱化遞減，終至某一強颱來襲時輕則結構變形，重則結構解體
，尤有甚者與螺絲(栓)之鎖固點處經瞬間絕大上揚風壓拉扯下會造成開花、破裂
，光電模組面板即騰空飛舞、掀翻受損。」

環境
等級

支架
型號

C3
C4

C5 CX
CX

Ri=10%

A支架 √  
Ri=10%?



B支架 √ √  

→C支架 √ √  √

鎂鋁鋅材加工之後
再噴塗40µm氟碳
液體漆

蘭嶼海洋性(1,464天，滿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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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304及SS316不銹鋼螺栓
有甚佳的防銹性?

自2020年12月11日至(2021年2月4日)之總試驗天數為5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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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所示此CNS4234-1-101國家標準中已有明載
SS304(A2鋼種)不銹鋼材質因氯化物介質會產生銹蝕之故

並不適合使用在有海水的臨海環境工作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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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紅銹對支架結構本身有何影響？
2015年颱風 產險業慘賠數億 理賠率太高！屋頂型太陽能電廠 找無產險業敢承保
太陽能板草率施工？ 雲縣府全面總體檢
校舍頂樓設置太陽光電設備在梅姬颱風時，不堪強風吹襲，太陽能板遭吹掀，甚至
有基座被連根拔起，鄉民代表、縣議員等人質疑施工太草率，師生安全令人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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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紅銹對支架結構本身有何影響？

對得事務要放
在對的地方。

配合國家整體能源政策推動再生能源，在確保糧食安全之農地資源永續利用前提下
，兼顧農漁業與綠能相容使用。另因應全球氣候變遷，透由推動農作、養殖經營與
綠能設施結合，亦有保溫、防風等抗災附加價值。並透過落實農漁業經營事實之查
核，期藉由利用與管理併進，確保農地資源合理使用，穩健推動農漁業與綠能設施
之結合利用，並提升農作、養殖經營抗災能力，達成農漁電共享雙贏之政策目標。



簡報結束

永續 陽光

再生 能源

台灣電力系統 太陽能光電國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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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支撐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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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支撐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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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支撐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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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支撐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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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支撐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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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支撐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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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相關農業設施規範採用狀況及考量因素

一般建築物

與農業設施

之區別

英國 是否為農業目的，證明書（如有建造設施之足夠土地面積證明）

丹麥 農業生產或貯藏之建築物

瑞典 建設地點（農村地區）農業生產之建築物

美國 荷重出現頻率，一般建築物50年，農業設施25年

農業設施較

為寬鬆之項

目

英國 採BS5502較寬鬆之設計規範，須申請建築執照

荷蘭 畜舍、溫室、糞尿處理設施

丹麥 農業設施之建築材料強度減低10％ 溫室之雪荷重、風荷重減為65％

瑞典 不須申請建照，但須事先審核

美國 消防法規 減少荷重出現頻率

日本 政府補助設施須建築師申請建造，農民本身資金建造須事先辦理確認手續

對農業設施

規範較為寬

鬆之理由、

背景

英國
滯留時間、密度小，對人員的健康與安全之危險度較低

相對都市之工業建築物及住家，農村之農業設施的限制可較少

荷蘭 一般建築規範對溫室未有規制，保險公司也認為可以低強度設計

丹麥 滯留時間、密度小，建物內物品價值較低

瑞典 依農民慣例行之 現行方法執行順暢 盡量排除官僚主義

美國 對人員及其他因素的危險性較低

日本
滯留時間、密度小，對人員的健康與安全之危險度較低

降低畜舍、溫室建造成本，提高農業競爭力

訂定農業用溫室標準圖樣及其結構計算書簡介
農糧署 林明仁․洪東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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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壓力
風壓

(颶風區)
風壓

(非颶風區)
雪

農業設施 1.6 0.87 0.77 0.8

一般建築物 3.5 1.15 1.15 1.2

農業設施與一般建築物不同載重係數
訂定農業用溫室標準圖樣及其結構計算書簡介
農糧署 林明仁․洪東奇

美國國家溫室廠商協會（NGMA，National Greenhous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結構設計手冊依據美國建築法規（IBC，International Building Code）及美國土木
工程學會（ASC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標準ASCE 7，提供溫室
結構的設計規範及方法，其中農業設施與一般基本建築物之不同載重係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