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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章瑞、伍芳嫺、陳冠邦

生質能源
伴隨工業文明興起，溫室氣體排放量逐年增加，
不僅使溫室效應日益嚴重，更導致氣候變化劇烈，
直接影響了我們生活的環境。
為了兼顧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
找出化石燃料的替代品已成為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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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生質能源資源現況
為達成我國訂定的溫室氣體減排目
標，減少化石燃料使用成為趨勢，產業開
始思考燃料替代方案，如使用低碳燃料、
能源整合、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等，以發揮
最大能源效益。其中生質能源及廢棄物能
源化不僅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更能夠去
化無處可去的廢棄物，為國內新興能源產
業提供新的發展方向。環保署於近十年進
行國內生質料源統計，其中以農業廢棄物
為主，且多數是乾料源，若全部製成固態
生質燃料約可產生 13 拍瓦的能量。這能量

經加工後的燃料錠

相當可觀，因此生質物能源化一直是各界
關注的議題。
國內傳統鍋爐主要以粉煤、重油與天

生質能應用開發及相關汙染防治技術

然氣作為燃料，如今環保意識抬頭，且燃

聯盟推估，若國內所有工業部門的鍋爐把

料成本隨全球天然資源枯竭而逐年攀升，

14％熱值替換成生質燃料混燒燃煤，採用

使業界使用傳統燃料之餘，同時把具有熱

批次混燒方式，每年需求量是 35 萬噸以上。

值的廢棄物或農林資材等進一步能源化，

在能源部門方面，以台灣電力公司台中火

由單純使用傳統燃料演變成加入生質燃料

力發電廠 10 座燃煤機組為基礎推估，目前

作為鍋爐替代燃料或輔助燃料。生質物主
要分為可能源化的事業廢棄物與農林資材，
經由加工製造後更可產生固態衍生性燃料、

台中電廠每座燃煤機組裝置容量是 550,000
千瓦。若假設 2021 年起，10 座燃煤機組使
用熱值比 5％的生質燃料替代燃煤，採用批

再生油品或油氣等產品，例如木質顆粒、

次混燒方式，則每年需要生質燃料 124 萬

生質柴油、生質酒精等。

噸，需求量相當可觀。

台灣環保產業已呈現穩定發展趨勢，
循環經濟議題更使環保市場迎來一波成長。
根據經濟部工業局於 2017 年針對生質能與
環保產業的調查報告，2013 年環保產業廠
商 共 有 8,718 家， 成 長 至 2016 年 的 9,417

2017 年統計資料顯示，2016 年全球木

顆粒每年供給量達 28.6 百萬公噸，主要用
途是工業用與家戶供暖，其中工業用量達
13.4 百萬公噸，占 46.85％，且持續增加中。
木顆粒主要來源是林業、木業及造紙業的

家，其中又以環保服務業廠商家數最多達

剩餘資材，利用乾燥、破碎及造粒技術把

到 7,291 家。2015 年及 2016 年整體環保產

剩餘木材燃料化製成尺寸均一的顆粒，可

業產值分別是 2,884 億元及 2,910 億元，可

用於工業用鍋爐、電廠發電機組、家用暖

見環保產業正逐年成長中。

爐等。

生質能源及廢棄物能源化不僅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更能夠去化無處可去的廢棄物，為國內新興能源產業提供新的發展方向。

12

科學發展

2020 年 5 月│ 569 期

Science Development

隨著溫室氣體減量漸受重視，
生質燃料需求出現明顯成長趨勢。
在國際上，隨著溫室氣體減量漸受重視，

源危機時正是尋找新替代能源的時機，其

生質燃料需求出現明顯成長趨勢。國內業者引

中生質能源在所有新興能源中可以算是技

用的生質能製造技術多屬前處理範疇，重點包

術最為成熟的科技之一。再生能源有 3 大

括破碎、分選與造粒，而由於國內生產生質料

優點：

的技術與法規尚未發展成熟，使得使用生質燃
料比率較低。

低碳排放─火力發電過程燃燒化石燃
料產生大量溫室氣體，溫室效應造成全球

固態燃料在應用上對環境、能源利用效

暖化。而再生能源碳排放量低，太陽能及

率、汙染防治費用都優於直接焚化系統，目前

風力能在發電過程中不會產生碳排放，能

歐盟各國所產製的固態衍生燃料總量已達每年

減緩溫室氣體造成的氣候變遷影響。

300 萬噸，日本的發展也已有 10 年以上，每

能源自主─台灣是島國，能源有 98％

年都有新的製造廠完工運轉。歐盟的發展也相

進口，要達到能源充足，必須想辦法提高

當熱絡，奧地利、荷蘭、義大利、德國、芬蘭

自產能源占比，發展再生能源有助於降低

都已有生質燃料生產系統，比利時及英國則正

對化石能源的依賴。

在建設中。

永續利用─再生能源主要來自於大自

台灣雖然起步較晚，但已有一些應用案

然源源不絕的能量，包含太陽能、風力能、

例，例如花蓮縣政府與工業技術研究院能資所

水利能、地熱能、海洋能、生質能等。再

合作，在豐濱鄉建立都市廢棄物的生質燃料製

生能源消耗後可以再生循環，產生的汙染

造示範廠。至於業界方面，則有位於南投的

很少，環境永續性高，相較於化石燃料是

資源再生公司投入把一般事業廢棄物製成生

對環境友善的能源。

質燃料的事業，把廢料製成生質燃料燃料錠，

生質物有很大的潛力開發成為生質能，

送入廠內既有的汽電共生發電系統與煤炭混

目前生質能在世界上已成為相當重要的能

燒，可節省大量的廢棄物處理費用及煤炭採購

源之一，且正迅速發展中。事實上，生質能

成本。

是目前全球第四大初級能源，僅次於石油、

奧地利居興地區更啟動全新的能源概念，

煤及天然氣。為了從生質物中開發生質能，

近年來完全依靠當地豐富的資產─占有全鎮

已利用各種轉換技術，例如物理法、熱處理

面積約 45％的林木─提供所有的能源需求，

法、生化法、化學法等，其中熱處理法是最

全面捨棄使用化石燃料，由早期僅以焚化廠提

通用的技術。經過處理後的生質燃料應用範

供需要的熱能，轉為以現地生質物供應所有

圍廣泛，使用彈性大，可依需求直接做為燃

能源的需求，達到自給自足的目標。台灣目

料使用或轉化成其他形式。

前面臨廢棄物過量來不及處理的窘境，若未
來參考國外成功經驗，不僅可緩解廢棄物問
題，更能用廢棄物發電產能，使廢棄物有效資
源化。

對環境的影響及有效利用
近代工業文明極度仰賴化石能源，造成
環境相當大的負擔。但換個角度想，面臨能

生質燃料可區分為固體生質燃料，例
如木顆粒、棕櫚殼、生質炭、固體廢棄物
衍生燃料等；液體生質燃料包含生質酒精、
生質柴油、生質裂解油等；氣體生質燃料
則是沼氣、生質合成氣等，可用來取代各
種類型化石燃料。除低碳排放外，生質物
的組成單純，灰分低、揮發分高、燃燒完
全、含硫量低，燃燒後的空氣汙染物排放
量也遠低於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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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把生質能源用於發電，目前大多

生質物燃燒與碳循環示意圖

把都市廢棄物、農林廢棄物、一般事業廢
棄物等製成固態廢棄物衍生燃料，再送入

太陽輻射

鍋爐內燃燒，以汽電共生方式發電。雖然
在可見的未來仍無法取代火力或核能作為
基載電力，然而這種技術的優勢是一方面

植物

處理了本來就必須處置的廢棄物，又能依
靠電能帶來額外的財務收入。傳統生質物與
生物質

廢棄物能源利用多以直接燃燒或焚化產生熱
量，再經由熱回收設備產生蒸氣或熱水。然
而新的生質物能源利用技術須考量廢棄物複
雜的種類及性質、廢棄物料源的穩定性、運
輸與儲存的技術與經濟、相關法規的限制，
以及整體系統的能源與環保效益等因素。
因此，除了性能提升與成本降低外，
把生質物轉化為不同形式的廢棄物衍生燃
料成為主要趨勢。在轉化為不同衍生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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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渣

圖片來源：參考 Abuelnuor, A.A.A., Wahid, M.A., Seyed
Ehsan Hosseini, Saat, A., Saqr, K.M., Sait, H.H., Osman,
M. (2014) Characteristics of biomass in flameless
combustion: A review.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33, 363-370 繪製。

時，屬於物理轉換技術的固態衍生燃料技
術，就屬於熱轉換技術的液化技術與氣化
技術，被視為是高效率、低汙染且可擴大

直接產熱或發電，形成共生系統降低生產

廢棄物利用範圍的新技術。

成本。生質能源發展道路上的選項並不是

固態廢棄物衍生燃料是在熱轉換前先

只有生質柴油或生質酒精，若考量技術門

把生質物破碎、分選、乾燥、混合添加劑、

檻、市場規模，以及上下游供應鏈完整程

成型，製成錠型燃料，再供燃燒、氣化、

度，就地生產的燃料錠並能源化利用具高

液化等利用。其特性是顆粒大小一致、熱值

度優勢。

均勻，在常溫下可儲存 6 ∼ 12 個月不會腐

藉由生質物作為燃料產生熱、電或動

化，易於運輸及儲存，可直接應用於機械床

力的再生能源，相較於燃燒化石燃料產生

式的鍋爐、流體化床鍋爐、發電鍋爐等。

額外的二氧化碳進入生態圈，燃燒生質燃

現階段國外多以都市垃圾為固態衍

料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可藉由生態圈的生物

生燃料的來源，總體來說，利用處理後的

固碳作用加以吸收，因此生質燃料屬於碳

燃料錠可用於大型汽電廠，以取代或分擔

中性燃料。生質物是泛指由生物產生的有

焚化爐的工作量，改善空氣汙染問題及垃

機物質，如木屑、稻殼、蔗渣、都市垃圾、

圾處理效率；也可用於小型燃燒鍋爐，並

汙泥、廢塑橡膠、廢紙、造紙黑液等都可

和廢棄物產出地點整合就地處理廢棄物後

作為生質燃料的原料，若要栽種作物製成

固態衍生燃料技術是高效率、
低汙染且可擴大廢棄物利用範圍的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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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狹人綢，能源與資源匱乏，
如何有效使各種生物質資源化與能源化，
是現階段面臨的重要課題。
生質燃料，則須考慮當地氣候選擇種植的

及消費量的改變，會限制生質燃料的使用

種類，若選擇不當會對當地生態造成影響。

效率。

其中左右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因素是

生質能源兼具永續經營與環境友善的

生質作物的地理分布，影響程度高達 90％，

特性，使得國際間逐漸重視生質能源的發

如果忽略地理資訊，就會過度簡化生質燃

展。台灣地狹人稠，能源與資源匱乏，考

料所產生的溫室氣體。當把溼地或森林變

量生態環境保護、垃圾掩埋場地空間不足

成生質燃料的種植地時，也會造成大氣中

等因素，如何有效使各種生物質資源化與

移除溫室氣體以及溫室氣體前驅物的能力

能源化，是現階段面臨的重要課題。

大量損失，因此就算使用生質燃料能夠減

若能搭配政府政策，同時鼓勵民間業

少碳排放，短期來看還是增加了總體的碳

者投資，並落實民眾配合廢棄物回收及分

排放量。長期來看，自然生態系能進行碳

類工作，可形成完整的互助循環鏈。如此

封存，像是森林和草地，能把大氣中的碳

一來，不僅可妥善解決國內廢棄物處理的

保存在植被及土壤中。

問題，更能充分利用國內廢棄物資源轉化

土地現階段的使用模式及作物種類也

為寶貴的本土再生能源，提升國內整體再

會影響溫室氣體回收期的長短，如果在不

生能源發電量，減少對能源進口的仰賴，

額外灌溉或添加肥料的栽種條件下，油菜

同時為台灣的永續發展建立良好的基礎。

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最低，平均回收期是
20 年，甘蔗的回收期最長，全球中位數是
60 年。若採用集約栽種，所有作物的回收
期都會系統性地降低。其中最有效率的原
料是穀類，像是冬麥和玉米，溫室氣體回
收期都低於 10 年。在設定生質燃料的永續

黃章瑞、伍芳嫺、陳冠邦
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

標準時，若不一併考量世界各地農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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