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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 ㈳員職業分享講座 】
主講㆟：何志修 Sugar㈳友 ( 星亞電子㈲限公司 負責㆟ )
＊例會後特別邀請STAR會議主委：Sports PP與社友分享『漫淡扶輪出席』
，其實我㉂己覺得很滿意，真的
，尤其唱老歌的部份，留㆘很多
的回憶，當㆝我當㈳長不能流眼
淚，謝謝各位㈳友及㈳友夫㆟的
參與及幫忙，謝謝。
Alumi㈳長報告，今㆝我們
理事會將要通過蘇朝坤先生的入
㈳申請，歡迎蘇朝坤先生加入，
成為我們南門㈳的㆒員。

前週民國105年㈩㆒㈪㈩㈤㈰
第1150次例會，邀請新能光
電科技股份㈲限公司副總侯惟仁
博士做『我國太陽能現狀與新趨
勢』專題演講。
Alumi賴文瑞㈳長報告，歡
迎今㆝的講師侯惟仁博士、林潘
泰副總、RYE㈻生林禮安同㈻、
吳芊惠同㈻及蘇朝坤先生、㈳友
夫㆟。
感謝這次授證㈳友及夫㆟的
支持，剛才節目主委㈲先講辦得
很圓滿，如果他沒㈲講的話，㈳
長㉂己先講辦的很圓滿，怪怪的

Patrick廖俊榮㊙書報告，㆘
週㆓(11㈪22㈰)因舉行高爾夫球
觀潤湖國外賽，所以㉁會㆒次。
Patrick㊙書預告11㈪29㈰（
星期㆓）節目，邀請㈳友何志修
Sugar做㈳員職業分享講座，請
㈳友踴躍出席。例會後STAR會
議主委Sports與㈳友分享『漫談

扶輪出席』。
Patrick㊙書報告，105年11
㈪27㈰(㈰)台㆗南光㈳慈善授證
㆔週年慶典，時間：㆘午16：20
註冊聯誼，㆘午17:20鳴鐘開會，
18:45晚宴，㆞點：基督教阿尼弗
兒童之家附設南投家園(南投縣埔
里鎮東潤路33之2號)，邀請南門
㈳㈳友共襄盛舉。
Patrick㊙書報告內輪會活動
，11㈪19㈰(㈥)㆘午2點30分-4點
30分，活動內容：蝶谷巴㈵手作
面紙盒DIY，㈵別邀請王蒂蓁老
師。㆞點：思默好時咖啡館(大墩
㈥街208號)。
Patrick㊙書報告，例會結束
之後舉行理事會，請理事們留步
。另外，Kneader㈳友送給大家
精美的年曆，等等例會結束後，
請大家記得拿，謝謝Kneader。
民國105年11㈪22㈰
㆖週
第1151次例會，因變更
11/20-11/24高爾夫球隊國外賽觀潤湖，故11/22㉁會㆚次。

第1150次例會

主講㆟：侯惟仁 博士
(新能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

我國太陽能現狀與新趨勢

▲侯惟仁博士演講：我國太陽能現狀與趨勢

前週民國105年㈩㆒㈪㈩㈤㈰
第1150次例會，邀請新能光
電科技股份㈲限公司副總侯惟仁
博士做『我國太陽能現狀與新趨
勢』專題演講。

King介紹演講㆟侯惟仁博士
，因為公司部門明年㈲個案子要
推，公司考量到是否安裝㆒些節
能的設備回饋給㈳區，所以找了
很多的產業，之前要發展光電綠
能，結果發現政府在推動的時候
做的㆟很少，因為覺得以前投入
的㈮額很高，回收的很慢，結果
很多公司就收起來不做了。但是
現在政府又開始要推動，因為接
㆘來要推非核家園，可能很多核
電廠要關掉，當我們把這些㈲危
險製造電力的廠關掉後，那後續
能供電的系統及設備，目前產能
能因應將來關掉的供電比例，其

實不成比例，當時找侯博士來研
究未來的解決之道，聽完之後，
我覺得非常的棒，值得推動，也
推薦給各位㈳友分享。
這次演講題目是「我國太陽
能產業現況與新趨勢」，㆖半段
我們請侯博士分享研發的專才，
㆘半段請公司擔任執行的林副總
，講解工程實務方面知識。

侯惟仁博士說，謝謝洪總的
邀請及扶輪㈳給新能光電這個機
會，分享在太陽能產業的㆒個經
驗，今㆝我會挑重點講，㆒般大
家對太陽能產業誤解與迷思，希
望透過這個機會跟大家做個澄清
。我們公司是昇陽光電-昇陽科，
新能是做新㆒㈹的產品，這兩個
產品的主要區隔在於說㆒般在屋
頂加裝的這個藍色帷幕的屋頂，

這是昇陽科的本業，從電子製造
到模組，整個系統我們都可以安
裝，目前㈲遇到㆒些瓶頸，所以
在新能這邊就做㆒些新世㈹的產
品〜CIGS薄膜太陽能模組發電，
它的㊝點是以後不再需要㆒個屋
頂在㆖面安裝，這個板子直接就
是屋頂，另外它也可以直接當做
㈭牆的建材，外觀就像是安全玻
璃㆒樣，它是膠合玻璃。
雖然綜觀目前太陽能是個「
慘」業，但2004年開始㉃今，全
世界太陽能市場安裝的量是每年
27%的在成長，於2015年投㈾㈮
額已達1610億美元。
在目前所㈲的能源發包括核
能、㆝然氣、㈫力發電、風能、
㈬利發電…等，如果我們要迅速
第㆒時間解決能源短缺的問題，
在速度來講也只㈲太陽能是最快
的。全世界在安裝太陽能的量是
相當相當龐大的。另外㆒個迷思
，就是大家認為太陽能發電成本
是相當昂貴的，早期確實是這樣
的，但從2004年到現在，太陽能
成本大概降了約70%，未來太陽
的價格㆒定會再更低的。
台灣新政府能源規劃2,000MW
(2GW)，10年增設20,000MW(20
GW)，但因量能太大，太陽模組
所使用之玻璃仍需仰賴㆗大陸進
口，不確定風險增高，目前正在
政府反應㆗。以太陽能取㈹㈫力
發電需要多少太陽能？

CIGS薄膜太陽能模組發電
㊝勢，相較多晶矽太陽能模組，
CIGS模組具以㆘多㊠發電㊝勢：

同樣20GW裝量置，CIGS比
晶矽減少8380000公頃碳排放，雖
然太陽能系統產生電為潔淨能源
，但目前製造太陽能所使用的電
力來源仍為㈫力發電，因此仍㈲
碳排放的問題。
CIGS整體產業鏈較短，同樣
製造1kWp太陽能模組，CIGS較
多晶矽419公斤碳排放。每年發電
量較晶矽太陽能多出10%。
1. 溫度系數較低－發電效益
較不受氣溫環境影響。
2. 遮陰影響－發電效率與遮
陰面積成正比
3. 低衰退率－平均年衰退率
0.03~0.056％。
綜合以㆖觀點，侯博士最後
說CIGS薄膜太陽能模組發電，絕
對是未來的新趨勢。

接著由林潘泰副總以實務及
實例分析太陽能產業新趨勢的未
來，林副總說道，光電建築㆒體
化(BIPV)，台灣追求的理想家園
－低碳城市－非核家園，是㈲可
能實現的。
目前歐、美、㈰國家政府是實
施零耗能建築，歐盟宣布2020所
㈲新建建築的節能標準必須符合「
近零耗能建築」的基準。在美國訂
出2030年商業類新建築需達到零
枆能、2040年前50%商業建築需達
到零耗能，以及2050年前全面達
到零耗能的目標。亞洲的㈰本也設
定2030為零碳建築的實踐目標年
。台灣根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同
研究報告應是立即可行的推動策略
。所以推行㆖技術是非常重要，歐
盟SHARC25計畫，他們與來㉂㈧
個國家的11個研究夥伴參與，目標
2020年CIGS CELL轉效率達25％
。由此可見，未來建築產業趨勢將
是近零能源趨勢。
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示範獎㈻辦法：

很棒的球場，值得大家去，提醒
報㈴㈳友務必帶齊證件（台胞證
、護照）及雨具。
12㈪15㈰(星期㆕)舉行12㈪
份的高爾夫球㈪例賽，時間：㆖
午09：00集合，9：30開球。球場
㆞點：霧峰球場。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建築
容積獎助辦法第㈧條，建築基㆞
及建築物採內政部綠建築評估系
統，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
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者，得
給予容積獎勵，其獎勵額度以法
定容積百分之㈩為㆖限。
低碳城市、非核家園是
不是真的能夢想成真呢？當
CIGS-BIPV年平均單位面積的發
電量大於住宅建築用電耗電量表
示已可以達到近零能源建築。
既然要做，那就要知道新能
CIGS發電節能玻璃的㈵性：1.發
電幕牆平均發電量高於住宅建築
用(耗)電密度標準50kw-h/m2-yr。
2.發電功率穩定，衰退率低。3.具
㈲高節能㈵性。4.抗風壓大，可耐
17級強烈颱風。5.美觀，膜面均勻
性佳。6.價格合理。
朝此理想目標推廣及執行者
，則要達到台灣㆟理想的低碳城
市、非核家園的目標是指㈰可待
，可夢想成真的。

林㆛申報告登山活動
登山隊隊長Kenchiku報告，
11㈪份登山活動訂於11㈪27㈰(㈰
)早㆖7:30於大東舊廠出發，㈲專
車接送，這次的登山㆞點是新竹
縣㈤峰鄉的油羅山，海拔約㆒千
㈦百多公尺，㈲興趣的㈳友請儘
速報㈴，以利安排租車事宜。

劉洙淇節目主委報告
Doctor主委報告，11㈪8㈰的
授證晚會總算圓滿達成，鬆了㆒
口氣，唯㆒缺點就是音響不太穩
定，Lisa說㆒定是我齋戒沐浴不
夠，不過整個流程還算流暢，在
這裡感謝㈳長、㈳長夫㆟、㊙書
、㊙書夫㆟，每次在練習時都帶
點心來慰㈸大家，感謝我們的總
顧問Rudy、麗㈭香姐幫忙打點服裝
，沒㈲他們，節目沒辦法進行；
Daniel是我們歌舞團團長，還㈲
Casa、Star、King、Onsen尤其感
謝，當㆝我們唱萍聚時，大家㆒
起唱的感覺，連友㈳㈳友都很感
動，整個氛圍很不錯，在此謝謝
大家，麻煩㈳友轉達㈳友夫㆟，
節目主委在此謝謝大家，謝謝!!

出席率報告

陳國輝報告秋季旅遊
職業服務主委E-Style報告
12/16~17(㈤、㈥)舉行秋季遊旅
暨職業參觀，行程豐富，安排搭
乘私㆟遊艇體驗、故宮南苑，還
可藉此機會好好的聯誼，請㈳友
盡速報㈴，以免向隅。

陳慶璋報告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總幹事Star再次報告
11㈪20~25㈰(星期㆕-㈰)舉行高
爾夫球觀潤湖國外賽，觀潤湖是

何志修Sugar㈹出席主委報告
出席率，㈳友總㆟數65位，請假
㆟數8位，免計出席1位，出席㆟
數34㆟，前週出席率53%。

陳慶璋糾察報告
Star主持糾察時間，感謝
Alumi㈳長、Sugar、King、
Doctor㈳友分享並歡喜㆒筆。

台㆗南門扶輪㈳
2016-2017年度10㈪份理事會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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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㆕)林㆛申家庭懇談會參加㆟員：㈳長伉儷、
㊙書伉儷、陳潤松伉儷、洪富㈮、RYE 林禮安

懇
談
會
▲11㈪3㈰(㆕)陳慶榮家庭懇談會參加㆟員：㈳長伉儷、
㊙書伉儷、劉叔綱、黃吉隆伉儷、吳為楨伉儷

時間：㆗華民國105年10㈪25㈰(星期㆓)㆘午8:20
㆞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賴文瑞
出席：廖俊榮、林㆛申、陳俊清、莊賜濱、尤瑞柏
邱啟成、黃㈭村、劉銖淇、陳慶璋、黃吉隆
列席：尤瑞柏、林永成、謝慶祥、張國洋、廖德炯
陳向榮、朱福民、陳重光、湯富淳、劉正忠
議題：
㆒、9㈪份㈶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務Kenchiku報告。
決議：通過 9㈪份㈶務報告。
㆓、11㈪8㈰(㆓)南門㈳第22屆授證典禮流程、節目流
程進度事宜。(附件2)
說明：請 ㊙書 Patrick、節目主委 Doctor報告。
決議：敬 請 全 體 ㈳ 友 與 夫 ㆟ 參 加 南 門 ㈳ 2 2 週 年
授證，並請提早到場迎賓接待。並請㊙書
Patrick與節目主委 Doctor詳細規劃安排，
請㊙書處統計桌數。
㆔、11㈪22㈰(㆓)例會㉁會事宜。(因高爾夫球隊
11/20-11/24觀瀾湖國外賽)
說明：請 ㈳長 Alumi報告。
決議：因逢南門GOLF隊觀瀾湖國外賽，故11㈪22
㈰(㆓)例會㉁會㆒次。
㆕、臨時動議。

▲11㈪3㈰(㆕)林洽鑫家庭懇談會參加㆟員：㈳長伉儷、
㊙書伉儷、葉守正、林耀清夫㆟、RYE 林禮安

台㆗南門㈳授證22週年授證慶典全體大合照
105年12㈪06㈰ (星期㆓)

12㈪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