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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2050 淨零轉型 

「氫能」關鍵戰略行動計畫（草案) 

壹、 現況分析 

一、 緣起 

依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規劃，全球若要於

2050 年實現淨零碳排願景，氫能於發電、載具、工業及建築等部門之

應用占全球整體能源供給比例將達 13%，為實現淨零排放之重要能源

選項。目前世界各國積極布局氫能發展，其中日、德、韓及澳等國家

，均已公布氫能發展國家策略，並啟動多項大型示範驗證計畫。 

我國政府已於 2022 年 3 月公布淨零排放路徑，氫能列屬重點規

劃項目之一，並應用於發電、產業應用及載具等面向。 

二、 辦理現況 

（一） 國際氫能發展現況 

根據 IEA「2021 年全球氫能回顧（Global Hydrogen Review 2021）」

報告，2020 年全球氫氣需求量約為 9,000 萬噸，大多數是由化石燃料

生產而來，造成碳排放近 9 億噸。IEA 預測未來 2050 年全球氫氣需求

量預估將會增加近 6 倍達 5.3 億噸，其中約有 50%之需求來自煉鋼、

化學生產等重工業與運輸部門，30%將作為氫燃料，主要用於海運、

航空及注入既有天然氣管線等。17%則用於燃氫發電廠搭配太陽光電

與風力發電供給穩定電力。氫氣生產方面，使用再生能源電力產製氫

氣，即所謂綠氫，預期將是未來氫氣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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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 也預估氫氣及其他氫載體應用，在全球最終能源使用占比將

從 2020 年約 1%大幅提升至 2050 年的 13%，成為下一世代重要能源

選項。 

（二） 國內推動氫能現況 

我國氫能發展正處萌芽階段，從國內產業鏈發展情況來看，多處

於示範或研發階段，進入商業化階段主要以氫能燃料電池相關產品為

主，從原材料、燃料電池零組件、燃料電池周邊產品至末端之燃料電

池系統皆有相應廠商可提供相關產品，具產業發展雛型。 

過去國內氫能燃料電池相關政策包含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強化

防救災行動通訊基礎建置計畫」推動公務機關(構)建置共構共站行動

通訊平台基礎設施之相關補助，規定具防救災功能之行動通訊平台備

用電源應達至少72小時以上，補助至2019年止；2022年1月4日經濟部

修訂「經濟部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設置補助要點」，持續補助我國

業者設置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及長時間運轉測試，促進國內燃料

電池系統發展，並協助產業導入氫能分散式發電應用。 

在2050年淨零碳排趨勢下，我國氫能發展將從過去以分散式發電

應用，逐步擴大到整體國家及產業減碳發展面向。未來氫能多元應用

及穩定氫氣料源供給，將是我國主要議題。 

三、 問題與挑戰 

我國目前氫氣96%以上來自於天然氣重組，因國內天然氣主要來

自進口，接收站與儲槽量能有限，且天然氣主要用於發電及民生用途，

導致氫氣供應規模受限。未來如何取得穩定潔淨氫氣來源，為我國發

展氫能須突破課題，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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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再生能源主要供作發電，用於產氫量能受限：我國未來以再生

能源自產氫氣量能可能不足，須透過國際合作，建立穩定氫氣

進口來源。 

（二） 液氫接收站設施等相關基礎設施技術尚處於評估階段：氫氣進

口主要仰賴液氫船運，國際相關基礎設施技術尚處於開發驗證

階段，我國尚須持續與國際進行資訊交流合作，並視國際發展

導入液氫接收站相關技術和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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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目標及路徑 

一、 計畫目標 

    氫能是臺灣邁向淨零排放路徑上的重要角色，因應未來臺灣氫應

用發展，經濟部透過成立「氫能推動小組」結合公部門與國營事業資

源，共同合作規劃國內氫能發展政策及應用，透過政策推展，以達 2050

年淨零碳排總電力氫能占比目標 9~12%。 

二、 總體績效指標 

    導入氫能作為零碳化火力發電，為我國達成能源轉型及 2050 年淨

零碳排中重要能源推動項目，氫能混燒/專燒發電裝置容量為衡量成果

面之關鍵績效指標如表 1。 

表 1、總體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總體績效指標 
現況說明 

(含 2021 基準年) 

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2025 年目標 

(民國 114 年) 

2030 年目標 

(民國 119 年) 

氫能混燒發電

裝置容量及減

碳預估 

我國氫能發展目前正處初期

階段，國內產業鏈發展亦多

處於示範或研發階段。 

混 燒 測 試 階

段，燃氣混氫發

電累積裝置量

91 MW。 

燃氣混氫發電累積裝

置量 91 MW，燃煤混

氨發電累積裝置量

800MW，總計減碳量

6,877 公噸。 

備註1：由於各關鍵戰略的減碳效益評估，已有相關執行計畫計算減碳效益，為使各戰略

間減碳效益計算具備整體一致性之論述，除透過科技計畫情境模型假設推估外，

將與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確認情境假設、引用參數及計算公式可行性、合

理性及代表性，據以計算減碳效益，以達到2025年及2030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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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推動期程 

本關鍵戰略行動計畫係依據臺灣 2050 淨零轉型之政策目標延伸

開展之計畫，整體目標為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 

一、 短期階段(2023 年~2030 年) 

    各部會針對氫能發展短期相關推動工作詳如表 2。 

表 2 短期推動工作 

序號 推動措施 具體行動 推動工作重點 

1 
1-1 導入混/專燒發電

技術 
混氫技術國際合作 

• 引進國際混燒技術、以既有天然氣/燃

煤機組整改試燒，  

2 
1-2 發展國內混燒/專

燒運轉及維護做法 

建立運維能力及人才

培育 

• 建構國內氫能發電運維能力及強化人

才培育。 

3 
1-3 氫能煉鐵技術開

發 

使用氫氣作為煉鐵製

程 
• 開發使用氫氣作為煉鐵製程還原劑 

4 
1-4 氫能載具運輸示

範驗證 
氫能載具示範計畫 

• 發百kW高功率高電壓氫能動力模組系

統 

• 推動氫燃料電池大客車導入實際客運

路線進行示範驗證 

5 

2-1 氫氣料源穩定供

應 

產氫評估及技術開發 
• 天然氣重組產氫與碳捕捉封存系統整

合技術開發 

6 
國際氫供應鏈資訊交

流及技術合作 

• 國際氫生產及供應鏈評估 

• 推動與國際氫供應產業合作等項目 

7 
氫氣進口評估及前期

示範 

• 液氫接收站評估前期示範 

• 液氫進口國際合作。 

8 
3-1 建立氫氣輸配基

礎設施 

混氫/純氫管線輸送技

術 

• 天然氣管線混氫及監測技術前期評估 

• 移動式加氫站建置示範 

9 

3-2 建立氫氣之高壓

輸、儲基礎技術及設

施 

氫氣高壓輸儲技術開

發 
• 高壓氫氣儲運系統材料研發 

10 
3-3 完善國內氫氣液

化等輸儲基礎設施 

液氫輸儲技術開發及

導入示範 

• 國際液氫輸儲技術合作 

• 液氫輸儲設施示範 

二、 中長期階段(2031 年~20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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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動計畫各措施及具體行動，將依據短期階段推動情形滾動修

正，目前初步規劃中長期階段(2031 年~2050 年)之推動構想如表 3。 

表 3 未來推動構想 

面向 2031 年~2050 年推動構想 

氫能應用 

1-1 擴大導入混/專燒發電，氫能發電 2050 年達 9~12% 

1-2 建立工業氫能技術，布局氫氣減碳製程 

1-3 導入氫能鋼鐵冶煉技術，達到淨零碳排 

1-4 完備國內氫能載具運輸安全法規及檢測能量，構建氫能應用環境 

氫氣供給 
2-1 與國際氫主要輸出國建立氫氣供應鏈 

2-2 建立國內自產氫能力、本土化關鍵技術，穩定長期氫氣供應 

基礎設施 

3-1 大型氫輸儲基礎設施 

3-2 發展加氫站營用商業模式 

3-3 擴大氫氣供應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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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機關權責分工 

一、 中央部會分工 

    本行動計畫各面向及推動措施主協辦分工如表 4，各推動措施項

下之具體行動分工情形，相關分工將俟具體行動規劃，再予滾動修正。 

表 4 中央部會分工 

面向 推動措施 主協辦 

氫能應用 

1-1 導入混/專燒發電技術 

1-2 發展國內混燒/專燒運轉及維護做法 

1-3 氫能煉鐵技術開發 

1-4 氫能載具運輸示範驗證 

國科會、經濟部(能源局、技術處、

工業局、台電、中鋼)、交通部 

氫氣供給 2-1 氫氣料源穩定供應 
國科會、經濟部(能源局、技術處、

工業局、標檢局、中油、台電)  

基礎設施 

3-1 建立氫氣輸配基礎設施 

3-2 建立氫氣之高壓輸、儲基礎技術及設施 

3-3 完善國內氫氣液化等輸儲基礎設施 

國科會、經濟部(能源局、技術處、

工業局、中油、台電)  

二、 地方協力及公私協力 

     經濟部已結合國內公部門（能源局、技術處、工業局及國營會）

與三家國營事業（台電、中油、中鋼），成立「氫能推動小組」如圖 1，

以減碳為目標，依據發展規劃，短中期以能源部門、工業部門減碳為

方向，中長期再導入運輸載具之應用。以國營事業單位的技術量能與

經驗帶領企業，提高普及率。並透過整合相關單位之技術能量及資源，

共同推動發電與產業應用之示範驗證，加速國內氫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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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氫能推動小組分工架構圖 

 

伍、 推動策略及措施 

一、 推動重點策略 

    我國氫能技術以氫氣供給、氫氣應用及基礎設施等三大面向進行

布局。氫氣供給面技術包含氫氣生產及輸儲； 氫能基礎設施及關鍵技

術建構為氫能發展之重要基盤，短期評估進口設施建置地點，中長期

基礎設施建構及相關配套建立；氫能應用主要為發電、工業應用及載

具等三大方向。 

二、 推動措施及具體行動 

（一） 氫氣供給：氫氣料源穩定供應 

1. 藍氫評估及技術開發：天然氣重組產氫與碳捕捉封存系統整合

技術開發。 

2. 國際氫供應鏈資訊交流及技術合作：包含國際氫生產及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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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推動與國際氫供應產業合作等項目。 

3. 氫氣進口評估及前期示範：液氫接收站評估及前期示範、液氫

進口國際合作等項目。 

（二） 氫能應用 

1. 導入混/專燒發電技術：混氫技術國際合作，導入氫氨混燒機組

應用可行性評估、與國際大廠導入燃氣混氫、燃煤混氨示範機

組測試等項目。 

2. 發展國內混燒/專燒運轉及維護做法：建立運維能力及人才培

育，加強國內混燒/專燒發電人才培育等項目。 

3. 氫能煉鐵技術開發：開發使用氫氣作為煉鐵製程還原劑。 

4. 氫能載具運輸示範驗證：開發百 kW 高功率高電壓氫能動力模

組系統，推動氫燃料電池大客車導入實際客運路線進行示範驗

證。 

（三） 基礎設施 

1. 建立氫氣輸配基礎設施：天然氣管線混氫測試評估、氫監測系

統開發等項目；配合交通載具運輸示範驗證，建置移動式加氫

站。 

2. 建立氫氣之高壓輸、儲基礎技術及設施：抗氫脆銲接材料及技

術開發、高壓氣氫儲運系統(管/閥/槽)技術等項目。 

3. 完善國內氫氣液化等輸儲基礎設施：國際液氫輸儲技術合作、

液氫輸儲設施示範等項目。 

 

三、 經費編列  

本行動計畫各部會規劃 2023~2024 年總經費預算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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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部會經費編列 

執行部會 2023~2024 年經費預算(億元) 

能源局 2.82 (2023-2024) 

技術處 15.48 (2023-2024) 

中油 1.61 (2023-2024) 

中鋼 24.0 (2023-2024) 

台電 - * 

國科會 1.4 

交通部 0.84* 

合計 46.15 

*台電投入經費 5.3 億，預算編列於 2025 年；交通部 2025 年至 2026 年投入經費為 0.86 億元 

 

四、 社會溝通規劃 

(一) 推動氫能應用普及：結合公部門資源推動氫能供應及應用，以

國營事業單位的技術量能與經驗帶領企業，提高普及率。因應

氫能應用新型態工作模式，結合教育訓練，推動就業轉型。 

(二) 氫能來源達成開發共識：國內自產氫氣場域涉及環境面、社會

面及行政面等面向，對社會大眾進行完整資訊傳遞，以深化對

氫能技術及安全性的理解。 

(三) 基礎設施符合國內規範：氫氣應用及輸儲設備須考量消防與設

置安全性，後續規劃建置應重視相關土地使用及環境保護法

規，符合國內安全法規及消防措施。 

(四) 增加就業機會，帶動國內產業發展：明確化氫能策略與階段性

目標，吸引國內產業投入，增進國內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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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預期效益 

    各具體行動計畫之效益評估，列表如下: 

表 6 各行動計畫預期效益評估 

項目 推動措施 具體行動 預期效益 部會 

1 
1-1 導入混/專燒

發電技術 

混氫技術國際合

作 

• 建立我國燃氣機組混氫發電示

範案例，累積運轉經驗 

• 未來可持續擴大導入機組，並

提高混燒比例，以符合我國

2050 淨零排放之目標 

經濟部(能源局、台電) 

2 

1-2 發展國內混

燒/專燒運轉及維

護做法 

建立運維能力及

人才培育 

• 提升國內氫燃燒發電之基礎技

術能量 
經濟部(台電)、國科會 

3 
1-3 氫能煉鐵技

術開發 

使用氫氣作為煉

鐵製程 

• 組成「低碳煉鐵技術開發」學

研團隊，建立氫能煉鐵技術 

經濟部 (能源局、工業

局、中鋼)  

4 
1-4 氫能載具運

輸示範驗證 

氫能載具示範計

畫 

• 開發百 kW 高功率高電壓氫能

動力模組系統 

• 氫能巴士運行示範驗證 

經濟部 (能源局、技術

處)、交通部 

5 

2-1 氫氣料源穩

定供應 

產氫評估及技術

開發 
• 建立我國短/中期氫氣來源 

經濟部 ( 能源局技術

處、工業局、中油)、國

科會 

6 

國際氫供應鏈資

訊交流及技術合

作 

• 與國際主要氫供應鏈建立緊密

合作關係，取得穩定氫氣來源 

經濟部 (能源局、技術

處、工業局、中油、台

電) 

7 

氫氣進口評估及

前期示範 
• 建立長期氫氣大量進口之模式 經濟部(中油) 

8 
3-1 建立氫氣輸

配基礎設施 

混氫/純氫管線輸

送技術 

• 依先混氫、再純氫之應用發展

策略，建構氫氣輸配基礎設施 

• 建構移動式加氫站 

經濟部 (能源局、工業

局、技術處、中油)、國

科會 

9 

3-2 建立氫氣之

高壓輸、儲基礎

技術及設施 

氫氣高壓輸儲技

術開發 

• 建立我國氫氣進口基礎設施技

術能量 
經濟部(技術處)、國科會 

10 

3-3 完善國內氫

氣液化等輸儲基

礎設施 

液氫輸儲技術開

發及導入示範 
• 建立國內氫氣進口之基礎設施 

經濟部(中油、技術處)、

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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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管考機制 

本計畫透過「氫能推動小組」監督管考，每半年檢討一次，以確

實掌握本計畫整體執行進度，包含進行推動進度報告檢討、需協助事

項討論、執行之困難，跨會部溝通協調，藉由定期會議做方向修正與

掌控推動目標達成率，另不定期召開任務分組會議，檢討行動內容及

執行成果，以適時調整執行方式或修正指標，提升執行成效。 

 

捌、 結語 

一、 未來展望及後續規劃 

氫能發展策略上，布局氫氣來源、基礎設施與氫氣應用等三大面

向。短期以自產灰氫，驗證環構及相關應用；中期以海外進口，評估

與氫氣出口國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確保未來氫氣來源，長期則在我國

再生能源供應量充足前提下，逐步擴大自產氫。氫基礎設施則配合氫

氣進口及應用場域評估設置；氫能應用方面，以混燒燃氣發電及工業

製程低碳化為主，逐步擴大應用範疇。為促進國內氫能發展，建議整

合國內研發能量，提升氫能技術研發與驗證能力，建構適合國內發展

氫能之基礎環構與法規，同時透過國際合作方式，穩定氫氣供應來源，

強化本土技術發展優勢，以達2050年淨零碳排總電力氫能占比目標

9~12%。 

二、 涉及公正轉型之評估 

  (一)釐清受影響的關鍵對象及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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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氫能應用：初期導入氫能發電可能增加電力成本，氫能技術應

用也將創造相關工作機會。 

2. 氫氣供給：來源進口或自產，取得方式及成本涉發電業者、工

業用戶、再生能源業者、氣體業者等。 

3. 基礎設施：氫氣接受站、輸儲管線、高壓儲槽等基礎建設，牽

涉利害關係人含地主、土地原使用人、土地鄰近住戶。 

(二)規劃公正轉型對策及建構推動機制 

1. 推動氫能應用普及 

結合公部門資源推動氫能供應及應用，以國營事業單位的技術

量能與經驗帶領企業，提高普及率。因應氫能應用新型態工作

模式，透過適當政策與社會對話，結合教育訓練，推動就業轉

型，協助從業者進入新能源產業。 

2.氫能來源達成開發共識 

國內自產氫氣場域涉及環境面、社會面及行政面等面向，對社

會大眾進行完整資訊傳遞，增加民眾資訊知情的途徑與機會，

以深化對氫能技術及安全性的理解，達成推動氫能共識。 

3.基礎設施符合國內規範 

氫氣應用及輸儲設備須考量消防與設置安全性，後續規劃建置

應重視相關土地使用及環境保護法規，以兼顧環境及生態，確

保土地合理使用，符合國內安全法規及消防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