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漁電共生產業發展分析 

臺大漁推會 

 

一、漁電共生推動概況 

    政府推動綠能政策，希望 2025年再生能源可以達到 20%的比重，根據最新

行政院綠電產能規劃，2025年光電要達到 20GW，其中農委會負責 8GW，目前

規劃漁電佔 4GW，並且作為先行推動的部分。漁電共生指太陽能設施與養殖經

營相結合之生產模式。政府希望漁電政策能幫養殖戶減輕壓力，改善養殖環境，

以漁業為主，發電為輔，增加附加價值，能夠達到漁電雙贏。為了推動漁電政策，

水產試驗所在 2017年陸續開始進行不同養殖物種的漁電共生模擬試驗，確認魚

塭在有太陽能板的情況下，育成率是否與先前相差不多，確保不影響養殖，以利

政策的推動。同時，光電業者們也積極配合政府政策，開始與地主們洽談租用土

地之事宜，希望能依照政府的規劃，在預定時間內達到該標準。然而，養殖戶對

於此項政策有相當疑慮，漁電的供電量若要達到 4GW，估算需要一萬公頃的養

殖用地，這相當於全國總養殖面積 (4萬 2649公頃) 的四分之一，涵蓋面積相當

大，擔心限制了養殖產業的發展，此外，設置光電設施的養殖魚塭，必須保持至

少原有七成的漁貨產量，讓養殖業者對此政策頗為反感。 

 

二、各方立場考量因素 

    漁電共生推行的困難在於牽涉政府、光電業者、地主、養殖戶四方，在資訊

不對等及彼此權益沒有受到充分保障的情況下，政策的推行受阻。以下就從政府

部門、養殖戶、以及光電業者的立場，分析各方想法。 

 

1.政府部門 

    政府近年來全力推動能源轉型政策，除了 2025非核家園的目標，同時也要

降低燃煤發電比例，也為配合國際大廠陸續要求供應鏈必須使用當地生產之綠

電，綠電的使用率將會越來越高，政府對再生能源規劃，光電部分在 2020年底

達成 6.5GW，2025年希望達到 20GW (圖一)，農委會負責太陽光電 8GW，其中

含漁電共生 4GW、畜電共生屋頂型 2.4GW、不利農業經營區 0.6GW、低地力農

地變更區 0.6GW、埤塘圳路 0.4GW，將優先推動漁電共生。 

 



 

             圖一、光電發電規劃藍圖 (節錄自 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 

 

    全國漁塭前五大養殖面積物種包括：文蛤、吳郭魚、石斑魚、鱸魚及虱目魚，

主要分布於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及屏東六縣市，剛好與較強的日照範

圍重疊，具有發展太陽光電的價值。室外養殖池常因氣候問題遭遇不同養殖困

難，利用光電設施遮風擋雨避陽光的物理結構，降低極端氣候的影響，期能穩定

養殖生產，並有機會導入養殖自動化監測系統，優化養殖管理技術。政府盤點可

用的漁塭土地，和生態鳥類棲地等生態後，已比對區分出「綠燈區」、「黃燈區」

與「紅燈區」，其中不影響既有生態「綠燈區」約 5,200多公頃，將優先整合、

公告開發。同時，水產試驗所進行各養殖物種的育成實驗，了解各養殖型態結合

各種形式之太陽光電板的設施對養殖物種及生態的影響，並進行效益評估。 

 

    農委會於 2018年 5月，針對漁電共生試驗制定專案計畫作業原則，鼓勵業

者參與並建立漁電共生養殖生產模式之技術，並提供相關試驗成果數據，試驗期

間最少三年，試驗區位以農委會公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內不利農業經營之區域，

為避免「假種田真種電」的問題重演，2019年 1月公布的「養殖漁業經營結合

綠能設施專案計畫審查作業要點」，明確規範光電養殖專區必須避開一級環境敏

感區，且養殖魚塭面積至少需佔 60%，魚塭遮蔽率不可高於 40%。試驗魚種以

文蛤、虱目魚、吳郭魚、白蝦、鱸魚或石斑魚為主，分析項目包括：養殖物種本

身的總體育成率、水質、底質、浮游生物、生態生物及整池方法等。 

試驗物種進度規劃如下： 

2017~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文蛤、虱目魚、吳

郭魚、泰國蝦 

白蝦、金目鱸 石斑魚、七星鱸 午仔魚、烏魚 

 

    水試所也在台南七股及雲林台西各設置 10公頃漁電共生試驗創育基地，供



光電業者及養殖業者進駐，直接搭建漁電共生設備，整合產、官、學平台，目前

已有六家光電業者確定進駐，設施包含立柱式 (圖二) 與浮筏式 (圖三)。 

 

  

   圖二、立柱式 (棚架式)             圖三、浮筏式光電 (浮動式) 

     (圖片提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圖片提供/屏東縣政府) 

 

文蛤養殖試驗 

    文蛤採用立柱式光電，遮光可避免陽光直射，又有空間讓養殖業者入池操作。 

遮蔽率試驗結果 

成長率 (5~8月夏季高溫期) 無遮蔽 = 遮蔽率 40% 

成長率 (9月後) 無遮蔽 > 遮蔽率 40% (仍達無遮蔽組 70%) 

 

實體光電設施試驗結果 

水溫、鹽度波動 無遮蔽 > 遮蔽率 40% 

育成率 (平均每月增重) 無遮蔽 4.37克 < 遮蔽率 40%  5.91克 

活存率 無遮蔽 94.4% > 遮蔽率 40%  91.6% 

初級生產力 無遮蔽 > 遮蔽率 40% 

光照度 無遮蔽 > 遮蔽率 40% 

曬池時間 無遮蔽 = 遮蔽率 40% 

施肥發酵時間 無遮蔽 < 遮蔽率 40%  

目前研究階段擴展至培養餌料藻類作為補充餌料，以及生態生物指標，初步發現

遮蔽率越高底質相對劣化狀況高。 

 

魚蝦類養殖試驗 

    魚類則採浮筏式光電，2017年虱目魚與吳郭魚養殖池結合光電設施試驗，

初步結果為虱目魚養殖在設有光電板的況下增重率較高，吳郭魚實驗組與對照組



無差異，不過由於試驗期太短僅有 4個月，尚不足以證實長時間或完整養殖週期

是否有影響。 

    2018年虱目魚混養白蝦及混養金目鱸試驗，虱目魚混養白蝦池，實驗組虱

目魚有較高的飼料轉換率，但成長率無顯著差異；虱目魚混養金目鱸池，實驗組

與對照族成長率無顯著差異。 

    2019年虱目魚、吳郭魚、泰國蝦養殖試驗結果顯示，成長率方面實驗組與

對照組均無顯著差異。 

    2020年金目鱸、白蝦養殖試驗，顯示成長率無顯著差異，實驗組的水質變

化較小，另外進行整池試驗，利用石灰與池底充分接觸，可達到相同整池效果。 

實驗過程中，有發現生物入侵的問題，如貽貝、絲藻會附著在太陽能板上，此類

問題已經在養殖業發生多年，需設法解決。 

    除了室外魚塭，室內養殖設施的屋頂結合光電板，可以有效用來發電。養殖

物種如白蝦、鋸緣青蟹、貝類種苗等於室內循環水及立體式養殖設施，搭配養殖

監控系統，可達到優化養殖管理。 

 

2.養殖戶 

    根據政府的說法，漁電共生能讓養殖業者的產物品質好、工作品質好、生活

品質好，原需兩年才能取得完整數據，但漁業署提前宣布釋出魚塭，光電業者與

地主談租地事宜，並以高額租金遊說地主，猶如跟養殖戶搶地。雖然光電業者答

應會與地主、養殖戶之間達成共識，會取得地主和養殖戶的同意，但養殖登記證

都在地主身上，土地也是地主的，漁民根本沒有不同意的籌碼，但又不想承租未

來會蓋太陽能板的魚塭，即使願意租，也都是一年一約，漁民也不敢租。剛租下

去請挖土機來整理池子最花錢，要一、二十萬，如果只能做一年，之後就被沒收，

沒有人會願意冒這麼大的風險，況且當初是說以嚴重地層下陷區或不利耕作區優

先，怎麼會遍及到經營養殖的魚塭。有年輕漁民表示，「現在不只是回來的青年

租不到地，還要把原本靠魚塭生活的人趕走。」雖然農委會為避免只種電不養殖，

脫離了漁業本質，明確規範光電養殖魚塭遮蔽率不可高於 40%，且需至少維持原

有七成產量，但對於養殖戶本身依然相當不公平，原本的養殖成敗只要自己吸收

就好，現在要加裝太陽能板還被迫要維持七成產量，若達不到標準，造成光電業

者損失，還有「懲罰性條款」，須對光電業者負責。看得出目前綠能業者所提計

畫都著重在發電產能，大肆圈地架設太陽能板，而不是把漁業生產列為優先。 

 

    政府使用光電板的好意，認為光電板可有效降低極端氣候對魚塭的影響，但



是有些養殖物種有基因弱化的問題，若是種原的問題造成育成率不佳，新架設的

光電設備沒有提供實質上的幫助，還要對光電業者負責，確實讓人難以接受。 

光電業者會依據養殖物種做不同種類光電設備的架設，文蛤為立柱式光電設備，

建設成本較高，魚蝦類為浮筏式光電設備，若魚蝦養殖戶想改養文蛤，當下所使

用的浮筏式光電設備是否要重新建成立柱式光電設備，牽扯到地主及光電業者，

建設過程也需要時間，這都提高了養殖作業難度，不是說換就可以換。此外，光

電設備也會增加換季整池的操作難度，而目前對於光電板的清洗維護是打算交由

養殖戶自行清潔，除了增加工作量，清洗的廢水是否有汙染問題，消費者是否願

意購買，這都是潛在的反對因素。 

 

3.光電業者 

    近年來綠電需求越趨增加，除了環保意識抬頭，國際大廠陸續要求旗下供應

鏈必須使用當地生產之綠電，綠電的發展勢在必行，希望在未來能夠百分之百使

用綠電。太陽能產業協會理事長洪傳獻表示，農委會只要釋出 2萬公頃的廢耕

地，即可達到 2025年 20GW的目標，扣除目前有在使用的土地也超過此數量。

除了魚塭，另外亦在不利農業經營的農地、畜牧場屋頂、埤塘圳路等建設光電板，

有效的利用陸域面積。漁電方面，業者強調太陽光電設施支架耐鹽、耐風、耐潮

濕，能夠有效阻擋高溫、暴雨、強颱及病蟲害等影響，並且能在自主發電的設備

下建立智能養殖系統，實行 AI智慧化科技養殖，能夠優化老舊養殖環境，讓青

年返鄉，漁村再造。 

 

有關外界傳言太陽能板是否有毒的爭論，其原料確實為無毒的石英砂 (二氧

化矽)，透過氧化還原技術先提煉到冶金矽 (純度 98%)，再提煉成純度高達

99.9999999%的純矽，才能拿來做為太陽能板的材料，提煉過程中會產生有毒物

質，早期技術穩定性較差，所產生出的腐蝕性物質四氯化矽，曾經因業者不會處

理，造成農地損害，但經歷了三十年，技術越漸成熟，不僅化學反應控制越來越

精準，閉鎖式循環反應系統，將反應剩餘物質加上新的反應物，即可抵去有害物

的排出，使反應持續進行，不再會有四氯化矽的產出，全程都在密閉的空間裡不

斷循環，產業將製程物質封裝在模組技術的研發已有三十年，不必擔心外洩或汙

染。模組出場前都要經過漏電測試，將模組泡入水中，通入 1000V電壓，不允

許有任何物質洩露，為了應付各種謠言，自主進行了太陽能模組毒物檢測，模組

板泡水七天且水質不得含 25項主要重金屬與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安全無毒也符

合飲用水規定，才能符合 SVHC、REACH標準。太陽能板結合浮筒鋪設在水面



上，僅浮筒會直接接觸到水，太陽能板幾乎不會與水接觸。另外，太陽能板塗料

昂貴，多數太陽能板表面僅作押花處理，沒有額外使用塗料，故表面無有毒物質，

平常清潔也以清水清洗即可。太陽光電產業協會公共事務委員會陳坤宏主委表

示，太陽能在發電的過程，不會產生任何廢氣、廢水、輻射等對於環境有影響的

衝擊，以屏東光采濕地為例，建置太陽能 8年後仍維持健康的生態系，曾於 2015

年 APEC能源智慧評選競賽，獲得社區智慧電網類銀質獎的肯定。太陽光電系統

公會理事長郭軒甫表示，全球所安裝的太陽光電模組超過 160億片，遍及 200

多國，未曾聽過太陽能模組引發中毒事件。 

 

三、綜合探討 

隨著環保意識抬頭，近年國際大廠也紛紛要求使用綠電，發展綠電成為必要

的方向，當初所規劃的太陽能發電目標，未提出要架設在私人魚塭上方，現行政

策牽扯到多方權益，土地屬於地主，地主有權選擇要租給誰，光電業者有政府政

策的支持，養殖戶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是否會變成犧牲品，儘管政府仍主張

政策是漁業為主，發電為輔，在有架設太陽能設施的魚塭，仍要維持養殖作業，

要維持原生產量的七成，此項規定僅能約束光電業者不能搶地只用來發電，對於

養殖戶本身並沒有太大的保障，甚至產量低於七成還要對光電業者負責，這對於

本來就是看天吃飯的養殖業增添了額外負擔。政府部門尚未明訂有效確保養殖戶

的準則。除了權益保障問題，光電設施對於養殖所延伸出的問題還沒有得到養殖

戶的認同，對於試驗養殖的結果仍保持懷疑態度，試驗時間不夠久，規模不夠大，

投入的人力與產業實際標準有差別，養殖的漁獲物會不會口感不好銷不出去，太

陽能板是否有汙染問題，養殖操作不便，以及面板的後續回收機制等種種問題，

讓養殖戶卻步，畢竟養殖也需要魚苗成本、整地成本、飼料水電等成本，是為數

不小的一筆錢，再加上光電業者與地主簽約一簽就是二十年，養殖戶自然反彈相

當大，在還沒有確定漁電養殖確實是長期可行的情況下，養殖戶會不斷的抗議及

爭取權益，以求保障他們的謀生事業。自有魚塭土地的養殖戶較願意配合使用漁

電養殖，除了較高的租金收入，不用額外付養殖土地租金，也比較有能力承擔養

殖失敗的風險，以他們作為漁電共生先驅者，當後續效果不錯，大家有目共睹，

又有”前輩”可以詢問及參考，自然會有更多人願意參與。 

 

與此同時，該做足的養殖試驗要繼續完成，並把相關法律規則及責任歸屬問

題訂定好，建立溝通平台，政府部門須進行教育推廣 (包括養殖戶及消費者)，

消費者對於漁電共生、太陽能板的安全性沒有任何概念，是無知的，會害怕，不



願意購買都是潛在的難題，應該落實環評階段，包括對自然環境、健康等環節，

確保消費者食用之安全性，推廣漁電共生之漁貨物安全無虞，消費者買單，對於

養殖業者才是真正的幫助。換言之，可將部分補助放在消費者階段，確認安全無

虞，鼓勵消費購買，養殖業者自行評估可行，也會考慮加入漁電共生的養殖型態。 

 

照著政府所規劃的進度執行，預估到了 2035年，每年將產生超過 10萬公噸

的廢棄光電板，光電業者表示，太陽能板上用來導電的銅導線，可以直接拆除，

做成廢銅賣給煉銅廠做回收；晶片的部分，將其粉碎再用高溫融化做成爐石賣給

煉鋼廠；背板部分，無法做再利用處理，但屬於高燃質材料，可以拿去燃燒發電，

整塊太陽能板的所有材料都有最後可以回收再利用的用途，不會變成無人可管的

事業廢棄物。然而目前廢棄光電板沒有專門的處理廠，現今的廢板處理是與其他

廢棄物共用機器一同處理，使用機械式粉碎處理法，直接進行碾碎，以目前的廢

棄物量，國內業者不願投資為太陽能板蓋專屬的處理廠，太陽能板的組成約有八

成是玻璃，處理費用高昂，平均每塊光電板的玻璃處理費約 130~150元，廢橡膠、

廢塑膠及聚合物封膠都需要處理費，只有鋁框及金屬導線可以回收賣錢，雖然能

源局向光電板設置業者酌收每千瓦一千元處理費補貼業者，但是目前的太陽能板

處理量太少，廢棄物處理業者利潤只有 1~2元。此外，目前台灣處在建立回收體

系的階段，法令還沒有訂定太陽能板清除處理專法，環保署今年開始做示範計

畫，還要做深入評估來決定要走向”公告應回收”的處理制，或是業界”自主回收”

的自主制。建立專門的光電板處理廠是目前應發展的項目，政策執行勢在必行，

因應未來大量的廢板，發展更高質化的回收利用，才能將整個友善環境概念發揮

完善。 

 

由於綠電的發展刻不容緩，政府現階段做法是併行推動，同時進行圈地架設

太陽能設備、銷售綠電給大企業、進行養殖試驗、環境評估、建立廢板處理機制、

訂定相關法律等，每一步都很重要，需相當謹慎，不可犧牲任何一方，更不應倉

促行事，讓未來的人民承擔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