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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態生質燃料製造暨熱電應用設備概述 

生質能源的基本觀念來自利用過程的二氧化碳淨排放被視為零；

當植物行光合作用，吸收陽光、二氧化碳及水分後，產生氧氣，並促

進了植物的生長；而後再將植物取之作為燃料，在產生能源利用的過

程中，其所釋放之二氧化碳再回到大氣中，形成一沒有增加二氧化碳

淨排放的循環，因此，生質能被視為再生能源的一種。依據我國 2009

年公告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三條第二款的定義，生質能係指農

林植物、沼氣及國內有機廢棄物直接利用或經處理所產生之能源。生

質能源是一種永續經營的理念，並非僅以處理為出發點，而是將生質

物資源化與能源化，作最有效的利用，兼具能源與環保與經濟三重貢

獻，除可減少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使用，同時也可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並減緩溫室效應。生質能目前也是全球僅次於石油、煤及天

然氣之第四大初級能源，約占全球再生能源供應的 80%。 

壹、 生質料源 

可轉化為生質能的料源，稱之為生質物，其種類繁多，依國內料

源分佈特性，一般可細分為生質廢棄物（包括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

廢棄物）、農林剩餘資材（包括稻桿、稻殼、雜用作物秸桿、果樹剪定

枝等植物之農產剩餘資材，以及林木伐區剩餘、竹子及漂流木等林產

剩餘資材），以及禽畜糞尿（包括雞、鴨、鵝、豬、牛、羊六類的排泄

物）。 

目前國內在生質料源之利用上，依其料源之潔淨性可區分為黑料

與白料，其中黑料包括工業有機廢棄物等一般事業廢棄物，若能轉換

為可用能源，不僅可解決廢棄物去化問題，更能降低燃料購置成本；

惟黑料種類分散、成份複雜，在利用上需投入較高階之能源轉換技術。

白料則包含國內外木質顆粒以及棕櫚殼等農林廢棄物，因未受化學物

質污染，並保有原生材料潔淨條件，在作為燃料並轉換能源的過程中，



 

－ 419 － 

可減少使用風險。 

根據 2011 年的統計，國內農林剩餘資材可作為能源的總量高達

1,275,777 公噸，其能源潛勢可達 15,042 兆焦耳。 

貳、 生質能應用技術 

在生質能應用技術方面，若依照生質能源轉換及應用之流程進行

分類，可分為料源前處理或製備（如造粒技術）、轉換程序及最終之產

品應用；其中轉換程序依其利用方式，又可區分為三大類，包括定置

型生質物熱電利用技術（如氣化及裂解技術、沼氣發電技術等）、運輸

用生質燃料技術（如生質柴油、生質酒精、生質氫氣等技術），以及較

新發展的生質化學品或生化產品技術，即以生質物作為原料，進行化

學品的合成等技術，以取代以化石原料製成之產品。 

上述轉換程序若依其轉換能源的反應方式則可分為熱化學轉換技

術（如燃燒、氣化及裂解反應等），與物理化學／生物化學轉換技術（如

轉酯化、醱酵、光合作用反應等）兩大類。 

除既有的 25 座都市垃圾焚化爐，以垃圾進行發電外，目前國內

在生質能的利用上，以熱利用為大宗，即將各式潔淨的生質料源製成

生質粒顆，並取代燃煤用於鍋爐，以產生蒸汽進行熱利用。 

參、 國內常用之固態生質燃料製造及應用設備 

一、 固態生質燃料製造設備 

生質物料源種類繁雜，且因高含水率及低熱值等特性，

造成儲存與運輸之不便，為提升生質物之燃料特性與使用效

率，生質物一般需要先進行前處理，如乾燥、壓縮、造粒等

程序，以製成固態生質燃料。常見的固態生質燃料製備技術

或前處理技術主要包括（1）以木質（鋸木屑或行道樹修剪

廢料等）材料或農業廢棄物（如廢棄菇包（太空包）介質等）

為原料的生質物固態顆粒製備技術、（2）以都市、工業廢



 

－ 420 － 

棄物為主要原料的固態廢棄物衍生燃料技術，以及（3）以

提高生質物研磨性、熱值、保存性為主要目的之生質物焙燒

技術。前述（1）、（2）兩者皆為已商業化之造粒技術，也

是國內常用之固態生質燃料製造技術。焙燒技術在國內則仍

屬測試階段，尚未有商業化設備之設置。 

以木質材料或農業廢棄物為原料製備生質物固態顆粒

之設備，主要包括破（粉）碎、乾燥或調濕、成型三大步驟，

亦即在造粒號前需先粉碎再經調濕至所需之含水率，即可直

接送至造粒機進行成型，通常不需要添加其他黏著成分，因

為木質材料或農業廢棄物本身所含的木質素即具有黏合的

作用。造粒機型式通常分為平模及環模兩大類，另亦有往復

式螺桿擠壓造粒機。平模造粒機以一以似啞鈴的壓輥模具置

於一孔洞平盤之上，當物料掉下後，以壓輥平向旋轉擠壓物

料經過孔洞向下出料。環模造粒機則屬直立式，一般採固定

壓輥，藉由環模的驅動進行成型造粒，顆粒則經由環型模具

上的孔洞向外出料，其運作方式類似滾筒式洗衣機。往復式

螺桿擠壓造粒機以活塞方式往復將物料擠入細長圓管模具

成型出料。 

固態廢棄物衍生燃料（或依美國材料和試驗協會的定

義，稱為第五類廢棄物衍生燃料）的製造系統較一般造粒系

統複雜，主要為處理複雜的原料組成，如都市垃圾，會增設

選別設備，以去除不適合作為燃料之物質以及如金屬、瓦礫

等。有時亦會摻入添加劑，如生石灰等，以防止成品腐敗。

目前國內以造紙廠的廢紙排渣製成固態廢棄物衍生燃料，與

煤炭混燒於大型汽電共生鍋爐為大宗。 

二、 固態生質燃料應用設備 

固態生質燃料的熱化學轉換技術大抵可區分直接燃

燒、裂解及氣化三大類。固態生質燃料可在鍋爐中直接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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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產生大量高溫煙氣（二氧化碳及水），可加熱排管中的

冷水（即進行熱交換）成為高溫蒸汽，再進行熱利用，即供

應工廠製程所需；或推動蒸汽引擎／渦輪進行發電利用，如

現有之大型垃圾焚化爐。現階段國內使用固態生質燃料即以

在鍋爐內直接燃燒，以生產蒸汽作為熱利用為最大宗。 

裂解程序則是將固態生質燃料置於裂解爐中，經無在高

溫及缺氧狀態下，加熱固態生質燃料以獲得液態生質燃油，

即裂解油。裂解程序多以分選過種類較單純的生質料源為

主，經過熱裂解化學反應產生油氣，再經過冷凝後成為裂解

合成燃油與燃氣。裂解油較易儲存運輸，可直接使用於鍋爐

進行熱電利用，但無法使用於運輸車輛，需再經過提煉。 

氣化程序係指在高溫下進行非催化性的部分氧化反

應，將固態生質燃料轉換成以一氧化碳、氫氣、甲烷等為主

之氣態產物，稱之為合成氣，可作直接為鍋爐與發電機組之

燃料，供應所需之蒸汽及電力，或再進行轉化成為液態燃油

氣，或其他特用化學品等。目前可進行氣化反應的生質物氣

化爐，一般以設置固定床（上吸式與下吸式）或流體化床為

首選，唯固定床式氣化爐以小型為主，放大不易。現階段全

球在生質物氣化發展方向上，以氣化混燒發電為主要發展目

標之一，即將生質物進行氣化，將其產生之燃氣再送入燃煤

（油、氣）鍋爐內作為輔助燃料進行燃燒或發電；特別是既

有的粉煤鍋爐，是最適合進行氣化混燒的設備之一，可以避

開去除焦油的問題，也可避免既有的煤灰有摻雜生質物灰分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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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INDIN BIOENERGY CO., LTD. 

高雄市大寮區格致街 500巷 2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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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能木顆粒 

1. 構造與原理 

100%天然純木材經高溫高壓壓製

而成。 

2. 用途 

替代化石燃料提供熱能 

3. 特點 

二氧化碳零排放，減少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排放，燃燒後戴奧辛僅

0.001ng-TEQ/Nm3,遠低於法規標

準(1.0 ng-TEQ/Nm3)。 

4. 規格性能 

4,200,000 仟卡/小時 生質能木顆

粒燃燒機。 

5. 產品照片 

 

 

 

mailto:1st@gindinco.com


生資能設備 

生質能耗材 

強士特綠能科技有限公司  JOSHT GREEN TECH INC. 

臺中市石岡區土牛里豐勢路寺前巷 6號 1 樓 

1F., No.6, Siqian Ln., Fengshi Rd., Shigang Dist., Taichung City 422, Taiwan 

TEL：04-26935813  FAX：04-2693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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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質顆粒 

1. 構造與原理 

生物質材料(粉、屑)經製料機受
高溫高壓擠壓成型。 

2. 用途 

燃燒用。 

3. 特點 

減少生物質材料於運輸過程中

的體積及儲存空間，並借由製粒

過程均質化處理，增加燃燒效

率。 

4. 規格性能 

（1） Ø =8mm；長度 
30-150mm。 

（2） 熱質
4200-4500kacl/kg；水
份 10%；灰份 3%。 

5. 產品照片 

 

 

 

 



生資能設備 

生質能耗材 

瑩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YNIDYI ENTERPRISE CO,.LTD 

高雄市仁武區南昌巷 101 號   No.101, Nancang LN, Wulin Vil., Renwu Dist.,Kaohsiung City 814,Taiwan 

TEL：07-372-1108  FAX：07-372-1464    E-mail：carol@ynidyi.com   http://yd-t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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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燃料-木質顆粒 

1. 構造與原理 

利用台灣農林業副資材(木材、甘

蔗、稻穀、豆殼、竹子、香菇包等)，

經由高壓製成生質能顆粒，也提供

農林業副資材去化的管道，可說是

循環經濟的一環。 

2. 用途 

可取代煤、重油、天然氣等化石燃

料，歐美國家已普遍將生質能顆粒

燃料應用在工廠或家庭，近年來日

本與韓國發電廠也使用生質能燃

料混燒發電，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3. 特點 

（ 1）  體 積 小 ， 便 於 儲 存 運

送，安全性高。  

（ 2）  低 NOx 及 SOx 排放。  

（ 3）  京都議定書提到使用生

物質燃料所產生 CO2 為

“零”碳排放。  

（ 4）  節能減碳，建立低碳家

園。  

4. 規格性能 

（ 1）  直徑 (mm)：Φ8mm ~ 

Φ10mm 

（ 2）  水份 (wt%)：小於 10%。  

（ 3）  熱值 (kcal)： 4300。  

（ 4）  灰份 (Ash)： 1.5 %。  

5. 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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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能耗材 

總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TSUNG CHANG MACHINERY CO., LTD 
台中市神岡區豐洲路 1025 巷 66 號 

No.66, Ln. 1025, Fengzhou Rd., Shengang Dist., Taichung City 429, Taiwan 

TEL：04-25626268   FAX：04-25629484 

E-mail：tcmco@ms37.hinet.net   http:// www.tcmc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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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質顆粒 

1. 構造與原理 

木屑、木料擠壓成顆粒。 

2. 用途 

火力發電廠燃料、生質能鍋爐燃

料、家用暖爐燃料、貓砂。 

3. 特點 

運輸安全、熱值穩定、相對傳統燃

料較環保。 

4. 規格性能 

（1） 木質顆粒直徑 8MM。 

（2） 淨熱值 3900 卡以上。 

5. 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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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INDIN BIOENERGY CO., LTD. 

高雄市大寮區格致街 500巷 27-1號 
No.27-1, Ln. 500, Gezhi St., Daliao Dist., Kaohsiung City 831, Taiwan 

TEL：07-7875250    FAX：07-7872030   

E-MAIL：1st@gindinco.com   http:// www.gindinco.co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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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能顆粒燃燒機 

1. 構造與原理 

依客戶現場需求與限制，客製化生

質能顆粒燃燒機，取代化石燃料燃

燒機以燃用生質燃料。 

2. 用途 

生質能顆粒燃燒機可高效率燃用

顆粒燃料(木顆粒、稻殼顆粒、棕

纖顆粒)來提供熱能，取代高價之

重油、柴油及天然氣等化石燃料，

達到節費減碳、降低硫氧化物與氮

氧化物排放之目的 

3. 特點 

A. 生質能顆粒燃燒機熱輸出規

格 :300,000 仟 卡 / 小 時

~7,200,000 仟卡/小時。 

B.  燃燒效率高、低能耗、低氮氧化

物排放。 

C.  自動清灰、客製化設計。 

4. 規格性能 

4,200,000 仟卡/小時 生質能木顆

粒燃燒機。 

5. 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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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氫能股份有限公司    ASIA HYDROGEN ENERGY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30844新竹縣寶山鄉園區二路 62號 1樓 
1F, No.60, Park Ave.II, Hsinchu Science Park, 308-44, Hsinchu, Taiwan 
TEL：0 3-577-1609    FAX：0 3-577-1509   E-MAIL：info@ah2e.com   http://www.ah2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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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氣發電系統 

1. 構造與原理 

指的是系統設計能夠同時提供電力

與熱水並減少能源的流失。 

2. 用途 

系統的組成包括以下三個主要部

件： 

（1） 主 機  (Main unit : Gas 

engine, Generator, Heat 

exchanger.) 

（2） 公 用 電 網 連 接 單 元 

( Interconnection with 

utility grid ) 

（3） 熱水供給系統 ( Hot water 

supply: Thermal storage 

tank, Pump.) 

3. 特點 

CHP 系列產品的系統設計優勢： 

（1） 高 發 電 效 率 設 計  (High 

generating efficiency) 

（2） 長 效 維 修 期 間 隔  (Long 

maintenance interval) 

（3） 全天候型艙體設計  (All 

weather cabin) 

（4） 系 統 一 體 化 整 合 設 計 

(All-in-one package) 

4. 規格性能 

特性優點： 

（1） 發電量：25KW/h 微型模組

化( All-in-one package )。 

（2） 發電效率 32% 、排氣廢熱

回收 52% 、能源综合運用效

率≧80%  

（3） 發電機運轉噪音：≦

67dB(A)、(在 1 公尺距離量

測值) 

（4） 發電機月容量因素：≧80% 

（5） 可以模組化組合「多台發電

機並聯發電」 

5. 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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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EROSPA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台中市西同區漢翔路 1號        No. 1, Hanxiang Rd. Xitun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7020001      E-MAIL：davidcheng@ms.aidc.com.tw   http://www.aid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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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渦輪沼氣發電系統 

1. 構造與原理 

漢翔微渦輪沼氣發電系統將沼氣的

熱能經由燃燒轉換成機械能，用以

產生電能；另可將來自發電機組排

氣的廢熱轉換成可利用的熱能。 

2. 用途 

漢翔微渦輪沼氣發電系統已成功應
用於垃圾掩埋場、污水處理廠、食
品廠、畜牧場，將沼氣轉換成可用
之電能、熱能及冷能，除對環境污
染與地球暖化問題，提供非常好之
解決方案，業主也可有售電收益。 

3. 特點 

（1） 可以 24/7 連續運轉 

（2） 無需滑油潤滑，免去滑油更

換的維護成本及時間 

（3） 體積小、佔地少、噪音低、

低空污、低振動 

（4） 與市電並聯，無額外並聯設

備 

（5） 模組化設計，擴充容易，可

以多台機組組合 

（6） 排氣溫度可以再利用，廢熱

可轉換成可用的熱能，價值

約電力的兩倍 

（7） 7.可以承受較高的硫化氫濃

度，i.e.脫硫設備要求較低(成

本降低) 

典型沼氣發電系統架構 

。 

4. 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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