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全世界已有20多國擁有地

熱發電廠，總發電量超過8,000萬瓩，年

發電量達49TWh/a（千億瓩），直接熱能

利用更高達53TWh/a，地熱的開發利用遠

超過太陽能、風力、海洋能等其他再生能

源。

早期的地熱發電

義大利是全球最先利用地熱發電的

國家，早在1904年率先於拉台雷羅地區

（Larderello），應用地熱蒸汽成功的運

轉0.55瓩的發電機，成為人類利用地熱發

電的開端，接著美國在 1922年建立了世

界第二座的地熱發電廠，全球開發應用的

風潮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正式展開。 

拉台雷羅地熱發電廠在義大利托斯卡

尼省之中南部，位於羅馬的西北約314公

里，該地原為托斯卡尼大公爵的避暑地，

因地勢較高，氣候清涼，附近有溫泉可治

療風濕、皮膚病等病症，乃成暑季休養的

勝地，拉台雷羅附近地下噴出蒸汽，自13

世紀以來就已聞名全國。1777年在噴泉中

發現大量硼酸，法國大革命時避難來義之

法人拉台雷羅（Larderello）向托斯卡尼

大公爵（Grand Duke of Tuscany)取得開

採權，採取溫泉中之硼酸，拉台雷羅的地

名才由此而來。

地熱的用途                   

地熱是自地球內部傳到地表附近，

可供利用的熱能，古代人們僅利用溫泉沐

浴、煮物及療治皮膚病等，到了1904年義

大利利用地熱蒸汽發電成功，此天然熱能

才引起各國的注意。地熱除供發電外，還

有其他用途：如日本利用地熱養殖鱷魚、

美國內華達州利用地熱製可塑性炸藥、美

國奧立崗州利用地熱融化道路上冰雪、智

利用於鹽水淡化、冰島用地熱蒸汽烘乾該

國邁瓦地湖底所產矽藻土；宜蘭利用溫泉

水養殖甲魚、栽培空心菜、絲瓜、茭白筍

及花卉等，使其生長迅速。工業技術研究

院曾在陽明山馬槽地區設有地熱研究所，

從事熱帶植物溫室栽培、養雞、養鱷魚及

烘乾木材等。

傳統的燃料能源日漸減少，造成環境

的危害越大，使得各先進國家都積極推動

並鼓勵利用再生能源，因而促使再生能源

產業快速成長，再生能源除了風能及太陽

能外，就屬地熱最被看好，地熱發電也成

為人們重視的焦點。地熱是被蓄存於離地

表較深的地底熱岩區，故需有優良技術才

能在地質適宜的地熱區建發電廠。這種豐

富的無污染、廉價之能源，日趨成熟，隨

著近代技術的演進，成為各國再生能源的

新力軍。

文‧圖片提供／朱瑞墉

▲ 宜蘭的台灣第一座清水地熱
發電廠

▲ 地熱地形是可結合自然遊憩區的天然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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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發電排名世界第6位，預估將來科技進

步，地熱發電在日本頗有發展的空間。

紐西蘭1960年在懷拉基（Wairakei）

完成地熱發電廠，裝置容量19.2萬瓩，至

2007年已擴充至47.16萬瓩，地熱發電世

界排名第七。冰島早年繼義大利設立地熱

發電後立即仿效，開發甚早，冰島的西南

隅為地熱地區，所產熱水供家庭之用，

亦在該區建設地熱發電廠，裝置容量至

2007年為42.12萬瓩，世界排名第八。其

他如墨西哥、薩爾瓦多、菲律賓、及南非

等國已興建地熱發電廠，足見地熱發電已

成為電力發展的一種新趨勢。網蒐業巨擘

Google公司現亦擴張勢力到再生能源的地

熱發電，投資625萬美金資助強化型地熱

系統(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簡

於火山地帶，水蒸汽極穩定地從許多岩瓦

裂縫中像噴泉的噴出。1960年美國在該地

熱田建造第一座2.8萬瓩的地熱發電廠，

該廠是美國舊金山太平洋瓦斯及電力公司

（Pacific Gas & Electric Company）四種

主要發電能源(水力、石化燃科、核能、地

熱) 之一。1976年該電廠完成15部機，總

發電量達90.8萬瓩。至2004年美國的地熱

發電已達225萬瓩，為世界上地熱發電最

大的國家。

1925年日本的東京電燈公司（とうき

ょうでんりょく，東京電力公司前身）成

功的利用鶴見地熱發電，裝置容量僅1.12

瓩。1927年太刀川（たちかわ）博士在九

州大分縣之大岳地區鑽得藏量相當可觀的

蒸汽井，九州電力公司（きゅしゅうでん

りょく）在1967年8月完成了1.25萬瓩的

大岳地熱發電廠，獲得寶貴之建廠經驗。

日本九州中部阿蘇國家公園，景色相當壯

觀，阿蘇火山帶蘊藏了豐富的地熱，該公

司1977年7月在海拔1,100公尺處，建立了

日本最大的八丁原地熱發電廠第一部5.5

萬瓩發電機組，1990年7月完成第二部5.5

萬瓩地熱發電機組，該廠總裝置容量增為

11萬瓩。據日本經濟企劃廳能源研究會之

研究，日本全國可利用的地熱發電潛力約

1億4,500萬瓩，實際上日本至2007年的

地熱發電總裝置容量為53.5萬瓩，目前地

現象，使地球生態產生嚴重問題，2005年

對抗全球暖化的京都協定書簽定，揭開綠

色能源時代，因而世界各先進國家竭力尋

求新的替代能源。新能源必須符合環保、

循環再生，及取之不盡的特性。地熱發電

成為首選，它擷取自地球內部的熱能轉換

成電能，不受天候影響，且可作為穩定的

基載電力能源，近年已成國際上繼風力、

太陽光電、生質能源之後的再生能源開發

利用重點。

美國是地熱發電最多的國家，在加州

的格薩（The Geysers）地熱地區，是屬

目前拉台雷羅地熱除發電外，附屬的

溫泉因含有其他氣體，可提供製成各種化

工原料，如：硼酸、硼砂、重碳酸錏及碳

化硼。義大利北部若干地區亦建地熱發電

廠，歷經百年之後義大利的地熱發電雖已

大幅增加，發電裝置總容量達79萬瓩，但

卻已落後美國、菲律賓、墨西哥及印尼等

國之後。

外國的地熱發電                                 

能源是人類生活不可缺的要素，因燃

料燒後所排放的二氣化碳造成了地球暖化

▲ 清水地熱發電廠舊址留下的員工宿舍

▲ 台電公司派遣兼任「清水地熱發電小
組」的研究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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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配，同年10月28日試車運轉發電，結果

尚屬滿意，建立我國初次地熱發電開發基

礎，並列為世界第十四個地熱發電開發國

家；11月6日中油公司李總經理達海陪同

蔣院長經國先生巡視清水該地熱試驗發電

廠。

國科會繼而在附近著手籌建3,000瓩

先導型地熱發電廠，民國69年9月安裝發

電機組，次年7月14日台電公司應國科會

要求協同成立運轉小組，調派水、火力發

電廠人員八名參與工作，三日後併聯台電

系統並做試運轉工作，同年9月正式交由

台電公司接管營運，我國地熱的利用邁入

實際運用階段。地熱發電為國有自產能

源，清水地熱發電為我國第一座地熱發

電廠，可為往後地熱開發、設計、運轉等

組」共同研究該地熱，發現清水地區含有

的地熱發電量為每年6萬瓩，是一項珍貴

的資源。為展開該地區的深層探勘與開發

工作，政府將地熱納入中油公司的鑽探業

務。次年6月13日中油公司在探勘總處處

長主持下，同年7月在宜蘭縣清水地區開

鑽成功第一口4號地熱井，並在附近鑽鑿

5號、13號、14號、16號等地熱井，該地

熱井為高溫熱水型。民國66年2月國科會

為配合清水地區地熱條件利用4號地熱井

積極籌設試驗發電廠，此試驗發電廠經過

「地熱發電小組」客座專家王大蔚先生及

教授們之策劃、設計、發包、興建，經中

油公司、台電公司、台糖公司技術人員之

協助，向台糖公司購買已停用的1,500瓩

舊發電機組，經專家及技術人員細心研究

台電清水地熱發電示範系統

台灣位於菲律濱海板塊及歐亞大陸板

塊碰撞之處，地理構造活動頻繁，全島具

有噴氣孔、溫泉等地熱徵兆的地點有一百

多處，地熱發電可充分有效的利用自產能

源，不需使用任何燃燒，所需運轉成本

低。日治時期為配合苗栗油田的開發, 新

竹瓦斯研究所曾試驗性的發展地熱發電和

天然氣發電，不過具體發展有限。

台灣的地熱探勘始於民國55年，由

濟經部礦業研究所在台灣北部大屯火山群

探勘，因熱水具酸性腐蝕不利於發電。民

國62年轉在宜蘭縣清水地區展開地熱探勘

研究，發現當地有豐富的地熱。行政院國

科會於民國64年底邀請台大、成大、清大

等有關科系教授與台電公司、中油公司及

礦業研究所等機構人員組成「地熱發電小

稱EGS)，該技術藉由鑽得地熱井，利用

向井中注入水後所產生的大量蒸氯，來推

動汽輪發電。

西藏白雪皚皚的連綿群山，熱流融融

的羊八井蒸汽，自由和諧的遍地牛羊，構

成了世界屋脊上的天然奇觀。早年西藏沒

有現代化的電力，在改革開放後，實施西

部大開發，1975年西藏的工業局組織的試

驗組，在羊八井地熱田安裝1台自行研製

的50瓩發電機組試發電成功。1977年經國

家科委建設羊八井0.1萬瓩機組。1992年

羊八井共裝置發電機組9台，總裝置容量

2.518萬瓩。西藏羊八井地熱發電廠可供

鄰近十萬人市鎮所需的電量，成為中國在

西藏從事建設的重要成果展示廠區，是中

國最大地熱發電廠，中國地熱發電在世界

排名第十四。

全球地熱發電裝置容量（至2007年底）

國家 
容量

（MW） 
國家 

容量

（MW） 
國家 

容量

（MW） 

美國 2,923.5 義大利 810.5 薩爾瓦多 204.2

菲律賓 1,969.7 日本 535.2 哥斯大黎加 162.5

印尼 992 紐西蘭 471.6 肯亞 128.8

墨西哥 953 冰島 421.2 尼加拉瓜 87.4

資料來源：http://www.earth-policy.org/
註：MW（千瓩）

▲ 清水地熱發電廠舊址的發電廠房，現已無人管理，被草叢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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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見到該廠的高大管道上，冒出大量的

蒸汽，成為民國70年代時一個科學的觀光

景點。清水地熱區位於宜蘭縣境內平原西

南端，蘭陽溪支流清水溪溪谷之內，距宜

蘭市27公里、羅東鎮15公里。在清水地熱

區內有清澈溪流及地熱景觀，遊客則可齊

聚於熱泉周圍煮蛋或烹煮其他食物，在青

山綠水、溪岩錯布的地形，成為裊裊白霧

的休憩勝境。數十年來已成為吸引旅客的

天然景觀遊憩區，民國70年至82年該電廠

運轉期間，當時遊憩活動相當頻繁，例假

日的遊容數量高達每日二千人以上。                                             

民國74年工業研究院能資所受能源

委員會委託，在宜蘭土場地熱區進行地

的借鏡，使國人獲得實際經驗。雖然僅是

一小型的電廠，但終究為台灣的地熱發電

奠定嶄新的一篇史頁。該發電機為單段閃

發蒸汽式發電機，由分離器去除熱水，利

用地熱總產量中10-20%之蒸汽推動渦輪

機發電，大量之高溫熱水則排放未用，因

供汽條件(壓力、流量)未能滿足發電機規

格，以致無法提高熱效率及影響發電效

率。後因未實施地熱尾水回注，且儲集層

特性未充分掌握，生產過程未達最佳生產

管理而降壓，造成管線結垢，因此產能大

幅降低，於民國82年11月15日暫行關閉了

地熱井和清水地熱發電廠。                      

電廠運轉期間，站在電廠很遠的地方

▲ 通往清水地熱的清水橋

位在清水地熱附近的拳頭姆環湖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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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就清水地區興建地熱發電廠事宜，

擬訂「宜蘭縣清水地熱溫泉發電及利用投

資、興建、營運計畫」，94年8月宜蘭縣

政府以800多萬元向林務局申請撥用而擁

有土地使用權，配合縣政府以地熱多目標

開發利因進行BOT（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building, operate, transfer）型態的計劃公

告招商，擬先進行一座300瓩-0.1萬瓩的

小型地熱發電，第二階段再進行較大型的

地熱發電。後續除發電外亦規劃將發電後

端熱水加以應用，成為一個發電及多目標

利用的示範計畫。另外亦結合國內外專家

意見，針對生產井結垢抑制、尾水回注、

產能測試等技術面向加強研究。民國95年

經濟部能源局的「地熱發電技術開發推動

計畫」，由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對台灣

地熱區（特別是清水）發電潛能評估、國

際合作、專題研討、國外技術考察、宜蘭

清水地區舊地熱田再生利用、協助以BOT

方式推動國內地熱發電之關發等研究。如

果由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的「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草案，今年能順利通過，則國

內地熱發電計畫便有機會重新啟動，相信

在數年內國人即可享用來自地熱發電的電

力。

（感謝台電綜合研究所能源研究室蒯光陸主任

提供資料，並謝謝地熱專家歐陽湘先生校稿）

513.9萬瓩，占總裝置容量10%，地熱發

電為5萬瓩，占總裝置容量0.1%。工研院

於1990年代中期初步評估台灣地區蘊藏的

地熱發電量為每年100萬瓩，相當年產180

萬秉石油及250萬噸煤。全台約有6處地

點適合進行地熱資源的開發，其中台東縣

有2處，另外4處分別在台北縣、南投和宜

蘭，近來科技上漸趨成熟，應思考再重新

利用清水地熱發電。                                     

行政院將發展地熱發電列為再生能

源發展方案之一，乃協助宜蘭縣政府推動

「清水地熱發電計畫」，作為我國發展地

熱發電之示範計畫，並將結合區內可資利

用的多項目標及相關周邊產業，以推展整

體性之觀光遊憩。清水地熱發電計畫已被

列入為「挑戰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劃」

之「水與綠建設計劃」中，由能源會、宜

蘭縣政府、工研院能資所等單位多方努力

後，清水地熱未來擬以「地熱公園」的身

分，除目前的0.5萬瓩發電外，預計於98

年1月完成4.5萬瓩的發電量，再度重新出

發。而經濟部為鼓勵發展地熱發電，已訂

定「地熱發電示範系統探勘補助作業申請

須知」，藉由補助地熱資源探勘及多目標

利用之規劃，以推動台灣地區地熱發電開

發，促進地熱能源的有效利用。

宜蘭縣政府為配合「清水地熱發電計

畫」的推動，與工研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

中，建議推廣再生能源的利用，至2020

年占能源需求比率以3%為目標，地熱為

重要再生能源之一，應積極開發利用。經

濟部能源委員會在全國能源會議之後，成

立「新能源及潔淨能源研究開發推動小

組」，其再生能源技術分組中，有關地

熱利用推廣的短、中、長程目標規劃的

初步建議如下：1. 短程（2000-2008年）

目標：推廣地熱發電裝置容量0.5萬瓩，

目前已完成0.5萬瓩之溫泉水發電。2. 中

程（2008-2010年）目標：推廣地熱發

電裝置容量5萬瓩。3. 長程（2010-2020 

年）目標：推廣地熱發電裝置容量15萬

瓩。2010年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目標為

熱多目標利用示範計劃，購置300瓩雙循

環(Binary) 式發電機組進行地熱發電試

驗, 經幾年運轉試驗證實發電效率頗佳，

地熱產能在適當調節控制下並無衰退減產

現象，結垢問題也獲得控制，評估當時的

發電成本約2-2.5元，民國85年9月24日由

於該計劃已完成階段性任務而終止。但在

清水及土場地區建造的二所地熱實驗發電

廠，開發嘗試的過程中，獲得豐富的基本

資科與寶貴的經驗，建立了互有關連的技

術，得作為日後恢復使用時的基礎。      

台灣的地熱發電計劃

民國87年5月我國全國能源會議結論

清水地熱溫泉最高溫達攝氏95℃，溫泉附近是遊憩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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