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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石油、天然氣、煤…等消耗性能源日益枯竭，因此，
開發再生能源顯得非常重要。尤其，在短期內，原油價
格由每桶 32 美元急速飆升到每桶 70 美元，漲幅超過一
倍，各項物價也隨之上漲，似乎有演變成第三次能源危
機的態勢，再生能源的研發也因而更為迫切。此外，京
都議定書通過造成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管制的壓力，也
使低污染的再生能源研發工作愈來愈受重視。有鑒於
此，英國計畫投入 500 萬英鎊(約相當於三億一千萬新台
幣)於歐克尼島成立歐洲海洋能源中心，專門研究波浪能
與潮汐能，期望能將四面環海的英國所擁有的海洋能充
分開發利用，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者所申請的英國發明
專利「波浪發電裝置」仍然獲得核准。這顯示，所研發
的「波浪發電裝置」技術超越歐洲海洋能源中心的現有
技術，否則，所申請的英國發明專利就不可能會核准，
此外，尚有美國、中華民國等多國發明專利申請中(美國
發明專利已經接獲核准通知，正在辦理領証手續中)。台
灣有 97%的能源都仰賴進口，所幸台灣四面環海，擁有開
發海洋能的優勢，應該努力開發波浪能，降低對進口消
耗性高污染能源的依賴。波浪發電與其他再生能源比
較，具有較穩定，24 小時不中斷，任何沿海地帶皆可設
置，較適合擔任基載電源等優點。而且，除了台灣本島
之外，各個離島也都可以發展波浪發電，有助於解決離
島電力短缺，與電價昂貴的問題。而且除了台灣之外，
在京都議定書的龐大壓力下，台灣若能前往世界各地的
海島型小國發展波浪發電，除了可供應當地用電之外，
還可以將波浪發電產生的電能就地用於電解海水，製造
氫氣與氧氣，外銷其他國家，供應燃料電池所需，增加
就業機會與收入，不但能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若能藉
此與這些國家建立良好關係，相信對增加台灣的邦交國
數量，會有正面的幫助。
二、先前技術介紹
茲將國內外對於波浪發電的相關研究簡介如下：
第一類、水力式波浪發電裝置:將波浪能先轉換成水
的重力位能，再推動水渦輪機發電。共同的缺點為構造
複雜、成本高、效率低、主體浸泡於海水中易腐蝕，維
修困難。
1.整流器波浪發電系統[7]：請參考圖一，以多通道長
型沉箱與單向控制閥門控制進水口和出水口，當波浪來
時（由波谷至波峰）外部水位提高，使單向閥 A 打開使
水進入蓄水池內部，此時單向閥 B 關閉，當波浪退去（由
波峰至波谷），外部水位下降使單向閥 A 關閉，單向閥 B
打開，水由蓄水池經過水渦輪機流入鎖定池，再由單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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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 B 流出去。具有水位差小，水渦輪機效率差，閥門可
開閉次數有限易損壞，發電機組全在海水中易腐蝕，維
修不易等缺點。
2.抽蓄式波浪發電系統[7]：請參考圖二，為了增加落
差以提高水渦輪機的效率，則必須於高處設置上池，波
浪越過矮堤使水存於下池，再以電力抽到上池，以便增
加落差使水渦輪效率提高，再由上池經水渦輪發電機釋
放回大海來發電。其缺點為抽水耗費過多電力，發電機
組浸泡於海水中易腐蝕，維修困難。
3.縮減水道波浪發電系統[7]：請參考圖三，為了不必
消耗電力來抽水，又能增加落差，以漸縮水道使波浪湧
入時自動提高水位，越過在峭壁上所建築的蓄水池而儲
存海水，以便增加落差使水渦輪效率提高。缺點為適合
設廠地點受限，發電機組浸泡於海水中易腐蝕，維修困
難。
4.水壩環礁波浪發電系統[5]：請參考圖四，上述系統
都只能接受某一方向來的波浪能，而水壩環礁系統則能
接受任何方向來的波浪能，建築類似環礁的圓頂結構，
使波浪由頂端開口進入，經中央管道下降，推動水渦輪
機發電。缺點為發電機組浸泡於海水中易腐蝕，維修困
難。
5.幫浦式波浪發電系統[5]：請參考圖五，上述皆為固
定式的系統，幫浦式波浪發電系統則為一浮動式的系
統，包含一垂直管道，管道底部直通海中，管道中央有
一單向閥，另外在海面有一浮筒；整個裝置固定於海底，
並可隨波浪搖動。當浮筒與管道隨著波谷而下降時，管
道內閥門即打開使海水向上流動；當浮筒與管道隨著波
峰上升時，閥門即關閉，不讓水自管道內向下流出。如
此連續幾個波浪起伏循環後，可使管路中的海水上升而
進入蓄水池，使蓄水池中的水位或壓力足夠推動渦輪發
電機去發電。缺點為浮動於海上，增加電力傳輸的困難
度，發電機組浸泡於海水中易腐蝕，維修困難。
6.浮板牽引式波浪發電系統[8]：請參考圖六，浮板在
水面隨波浪上下起伏，帶動固定於海底基座的唧筒。唧
筒上升時吸入海水，推動沉水式水渦輪發電機發電，唧
筒下降時則將海水由閥門排出。缺點為電力傳輸困難，
必須由海底將電力輸送上岸，發電機組浸泡於海水中易
腐蝕，維修困難。
7.龍骨斷掉的船式波浪發電系統[7]：請參考圖七，至
少兩段所組成的船，看起來像是龍骨斷掉一樣，在兩段
間設唧筒，波浪通過時造成兩段相對運動，使唧筒動作，
將水或油等工作流體的壓力提高以便推動發電機。由於
前後兩段的相對運動與波浪的波長有絕對的關係，故對
於不是在設計波長範圍內的其他波長的波浪而言，效率
不佳是最大的缺點。

8.鴨型波浪發電系統[7]：請參考圖八，鴨型裝置隨波
浪擺盪，造成與軸之間的相對運動，使唧筒動作，將水
或油等工作流體的壓力提高以便推動發電機。缺點為體
積龐大，效率差，電力傳輸困難。
9.鐘擺型波浪發電系統[8]：請參考圖九，搖擺件受波
浪沖擊而像鐘擺一樣地擺盪，使唧筒動作，將水或油等
工作流體的壓力提高以便推動發電機。缺點為成本高，
效率差。
10.台電蘭嶼岸上式波浪發電系統[3]：請參考圖十，
台電公司曾經在蘭嶼進行先導型波浪發電的規劃，波浪
在沉箱中共振以提高振幅，使沉箱中之浮筒隨波浪上
下，牽引唧筒汲取海水，存於上池，推動水渦輪機發電。
缺點為構造複雜，成本高。
第二類、氣壓式波浪發電裝置：將波浪能先轉換成
氣壓，再推動氣渦輪機發電。共同的缺點為構造複雜、
成本高、效率低、主體浸泡於海水中易腐蝕，維修困難。
11.共振水柱波浪發電系統[7]：請參考圖十一，以設有
分隔艙膛的長形共振沉箱固定於海床上，符合設計波長
範圍的波浪將在共振腔使波浪振幅提高，壓迫空氣，推
動氣渦輪機發電。為提供較高的發電效率，以四個進出
口閥門控制氣流方向，使軸流式渦輪機能以固定方向旋
轉發電。其主要缺點為閥門操作次數耐久性問題，共振
腔浸泡於海水中易腐蝕，維修困難。
12.單向氣渦輪機波浪發電系統[7]：請參考圖十二，
為了改善上述閥門開閉次數限制的缺點，研發出單向氣
渦輪，經由葉片的特殊設計，不論氣流方向往上或往下，
氣渦輪機都維持相同的旋轉方向。缺點為主體浸泡於海
水中易腐蝕，維修困難。
13.巨鯨波浪發電系統[8]：請參考圖十三，除了固定
式之外，也有做成浮動式的氣壓式波浪能系統，以形似
巨鯨的船，浮動於海上，使波浪沖入氣室，壓迫空氣，
推動氣渦輪機發電。缺點為電力傳輸困難，主體浸泡於
海水中易腐蝕，維修困難。
14.反向導管浮體波浪發電系統[8]：請參考圖十四，
浮體船浮動於海上，當波浪沖擊使浮體船後退，水由後
方開口進入，擠壓導管內部的氣體反向流出，推動氣渦
輪機發電。缺點為電力傳輸困難，主體浸泡於海水中易
腐蝕，維修困難。
15.氣動裝置波浪發電系統[5]：請參考圖十五，浮動於
海上的裝置，當波浪起伏壓迫空氣，推動氣渦輪機發電。
這類裝置多半是作成小型的浮筒結構，也可將數個串
聯，安裝於一船型結構中，以產生較大規模電力。日本
曾經進行這項稱為「波浪發電船」的計劃。缺點為電力
傳輸困難，主體浸泡於海水中易腐蝕，維修困難。
16.圓形蛤波浪發電系統[7]：請參考圖十六，上述系
統大多只能接受單一方向的波能，圓形蛤系統，由許多
氣囊置於一圓周上，任一方向的波浪皆可使某些氣囊被
壓縮，使其內部的氣體流出再推動氣渦輪機發電。缺點
為電力傳輸困難，主體浸泡於海水中易腐蝕，維修困難。
17.以海浪驅動的再生能源波浪發電系統[7]：請參考
圖十七，結合漸縮水道與共振腔，使波浪振幅提高，壓
迫空氣，推動氣渦輪機發電。缺點為電力傳輸困難，主
體浸泡於海水中易腐蝕，維修困難。
18.工研院唧筒式波浪發電系統[2]：請參考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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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搖擺件接受波浪沖擊，帶動唧筒，壓迫空氣，推動氣
渦輪機發電。缺點為主體浸泡於海水中易腐蝕，維修困
難。
19.防波堤式波浪發電系統：請參考圖十九，中山大學
[6]與劉百清先生[1]合作，將共振腔與防波堤結合，每
一單體於水下開口 60°，且漸縮開口，將波浪的水壓轉化
為氣壓，再推動氣渦輪機發電。且可採多組並聯形成一
排防波堤。由實驗得知，若入射波能為 100﹪，則轉為空
氣能者只有 30.3﹪，而最後發電只有 5.7﹪。缺點為主
體浸泡於海水中易腐蝕，維修困難。
第三類、其他類型的波浪發電裝置：波浪能具有上
下振動的位能及左右搖擺運動的動能，故波浪發電即是
以波浪發電裝置將波浪之上下振動及左右搖擺運動之位
能和動能加以擷取，用來發電。可能是因為較常見的發
電機都是以旋轉的方式在運作，使得一般人認為一定要
旋轉才能發電，造成上述波浪發電裝置都是竭盡所能地
以各種方式將波浪能先轉換成水的重力位能，或先轉換
成氣壓，再以水輪機或氣渦輪機改變為旋轉的運動方
式，以便帶動旋轉式的發電機來產生電力。如此一來，
波浪能經過多次轉換，先轉換成液壓、氣壓或水的位能，
再以水輪機或氣渦輪機轉換成旋轉運動，最後再帶動旋
轉式發電機轉換成電能。然而，多一次的轉換就多一層
的損失，也造成系統複雜、操控與維護困難，以及成本
居高不下等缺點。因此，後續研究朝向沒有旋轉式發電
機的方向研發波浪發電系統。也就是在不需要水輪機、
氣渦輪機與旋轉式發電機等裝置的前提下，直接將波浪
能轉換成電能，在免除層層轉換之後，將可以使效率大
幅提升。
20.空腔離子化波浪發電系統[9]：利用波浪能使空腔
壓力不平衡，使離子化流體流過磁場來發電。缺點為主
體浸泡於海水中易腐蝕，維修困難。
21.磁液波浪發電系統[10]：使海水流過磁液發電機發
電。缺點為主體浸泡於海水中易腐蝕，維修困難。
22.浮動磁鐵線圈波浪發電系統[11]：請參考圖二十，
以海浪帶動漂浮於海上的磁鐵，使磁鐵上下運動，使固
定在海中的線圈因磁場變化而感應電壓。缺點為主體浸
泡於海水中易腐蝕，維修困難；磁鐵與線圈的相對運動
最大範圍與波浪振幅相同；對磁鐵離開線圈範圍的波浪
能無法利用；無鐵心，磁阻大，效率低; 採用永久磁鐵，
磁場弱，效率低，很難外加電源增強磁場。
23.槓桿磁鐵波浪發電系統[12]：請參考圖二十一，以
海浪之上下波動帶動浮體，牽引槓桿另一端的圓弧型磁
鐵，使磁鐵運動穿越位於磁鐵上方或下方的線圈，使線
圈因磁場變化而感應電壓。缺點為對磁鐵離開線圈範圍
的波浪能無法利用；無鐵心，磁阻大，效率低; 採用永
久磁鐵，磁場弱，效率低，很難外加電源增強磁場，因
為該電磁鐵為移動元件，會發生如何與外接電源連接的
問題；其中最主要的缺點是無彈簧，將造成效率低，甚
至使整個系統無法動作。茲說明如下：
(a)假設浮體重量大於磁鐵重量：若無彈簧，當波
浪(海水)上升時，海水作用於浮體的浮力，必須先克
服 (浮體重量減磁鐵重量) 的重力，然後再克服磁鐵
對鐵心的磁吸力，才可以使磁鐵移動，造成磁通量變
化，使線圈感應電壓。因為浮體重量大於磁鐵重量，

將造成海水作用於浮體的浮力浪費在克服 (浮體重
量減磁鐵重量) 的重力，使效率低。如果加上彈簧，
當浮體隨波浪(海水)下降時，彈簧被拉長，會儲存能
量，使彈簧有回復原來正常長度的力，此一欲使彈簧
回復原來正常長度的力，將可協助克服 (浮體重量減
磁鐵重量) 的重力，使效率提升。
(b)假設浮體重量等於磁鐵重量：若無彈簧，當波
浪(海水)下降時，因為浮體重量等於磁鐵重量，故浮
體只會下降到使槓桿呈水平的位置，並不會再繼續隨
波浪(海水)下降到最低點，換句話說，波浪振幅不能
完全利用，將造成效率低。如果加上彈簧，當浮體隨
波浪(海水)上升時，彈簧被壓縮，會儲存能量，使彈
簧有回復原來正常長度的力，此一欲使彈簧回復原來
正常長度的力，將可協助使浮體隨波浪(海水)下降到
最低點，使效率提升。
(c)假設浮體重量小於磁鐵重量：若無彈簧，當波
浪(海水)下降時，因為浮體重量小於磁鐵重量，故浮
體將不會隨波浪(海水)下降，而是停在最高點不下
降，使整個系統完全停擺，無法動作。如果加上彈簧，
當浮體隨波浪(海水)上升時，彈簧被壓縮，會儲存能
量，使彈簧有回復原來正常長度的力，此一欲使彈簧
回復原來正常長度的力，將可協助使浮體隨波浪(海
水)下降到最低點，使系統可以正常動作。
綜合上面所述，必須加上彈簧，才可避免效率低，
並使系統可以正常動作。
槓桿磁鐵波浪發電系統的另一個主要缺點為：磁鐵
運動方向與磁力線（N→S→N）方向一致，造成磁路中必
須有非常大的空氣隙，以便使磁鐵有足夠的運動空間，
因為空氣隙的磁阻為鐵磁材料的數千倍，所以，非常大
的空氣隙會使磁路的總磁阻增大數千倍，造成極低的效
率。此外，波浪振幅並非固定，其變動範圍非常大，若
磁鐵運動方向與磁力線（N→S→N）方向一致，當波浪振
幅很小時，可能造成磁鐵移動範圍太小，完全無法進入
線圈的範圍，使系統停擺，無法感應電壓。當波浪振幅
很大時，將可能造成磁鐵移動範圍過大，發生磁鐵撞擊
線圈而損毀的狀況。因此必須加上許多控制機構，造成
系統複雜，成本高昂，操控困難等缺點。

1、置於海上的浮體隨波浪向上移動；
2、向上移動的浮體經由槓桿，使磁鐵向下移動，並壓縮
彈簧；
3、向下移動的磁鐵造成線圈因磁場變動而感應電壓，將
波浪能直接轉換成電能；
4、波浪向下時，被壓縮的彈簧因不再被壓縮而伸張；
5、伸張的彈簧使磁鐵向上移動，並經由槓桿使浮體隨波
浪向下移動；
6、向上移動的磁鐵造成線圈因磁場變動而感應電壓，將
波浪能直接轉換成電能；
7、回到步驟 1。
水平動作型是直接以波浪左右搖擺的運動，使線圈
中的磁場改變，進而產生電力的波浪發電方式，請參考
圖二十三，其操作步驟如下：
1、波浪向陸地撲來時，搖擺件底部浸於海水中的部分隨
波浪向左移動；
2、向左移動的搖擺件底部經由轉軸，使附於搖擺件頂部
的磁鐵向右移動，並壓縮右側彈簧，此時左側彈簧
的伸張亦協助使磁鐵向右移動；
3、向右移動的磁鐵造成線圈因磁場變動而感應電壓，將
波浪能直接轉換成電能；
4、波浪向海洋退去時，被壓縮的右側彈簧因不再被壓縮
而伸張；
5、伸張的右側彈簧使附於搖擺件頂部的磁鐵向左移動，
並經由轉軸，使搖擺件的底部隨波浪退去而向右移
動，此時搖擺件並不會停在中間呈現垂直狀態，而
是會像鐘擺一樣，因慣性而擺過頭，故左側彈簧會
被壓縮；
6、向左移動的磁鐵造成線圈因磁場變動而感應電壓，將
波浪能直接轉換成電能；
7、回到步驟 1。
依據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感應電壓的大小與線圈
匝數成正比，故增加線圈匝數可使所感應的電壓提高，
不過，增加線圈匝數會使線圈阻抗提高，故應同時增加
線圈的線徑，以防阻抗之增加。
此外，依據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感應電壓的大小
也與線圈中的磁通量變化率成正比。因為磁通量與磁場
強度、磁路截面積、磁路導磁係數成正比，故增加以上
三、沒有旋轉發電機的波浪發電方式
三項，皆可使所感應的電壓提高。此外，提高移動速度
如前一節所述，水力式與氣壓式波浪發電裝置竭盡 也可以使磁通量變化率提高。
所能地以各種方式將波浪能先轉換成水的重力位能，或
如果直接以浮體帶動磁鐵而沒有經過槓桿(浮動磁
先轉換成氣壓，再以水輪機或氣渦輪機改變為旋轉的運 鐵線圈波浪發電系統)，則在相同時間內，磁鐵的移動距
動方式，以便帶動旋轉式的發電機來產生電力，因為波 離將等於浮體的移動距離，亦即二者的移動速度相同。
浪能經過多次轉換造成效率低、系統複雜、操控與維護 如果採用如垂直動作型中的槓桿，且使支點到磁鐵的距
困難，以及成本居高不下等缺點。雖然，後續研究朝向 離大於支點到浮體的距離，則在相同時間內，磁鐵的移
沒有旋轉式發電機的方向研發波浪發電系統，但仍存在 動距離將大於浮體的移動距離，換句話說，磁鐵的移動
許多缺點，因此，作者針對浮動磁鐵線圈波浪發電系統 速度可以被提高，亦即可以使磁通量變化率提高，因為
與槓桿磁鐵波浪發電系統的缺點加以改良，研發出沒有 感應電壓的大小與線圈中的磁通量變化率成正比，所以
旋轉發電機的波浪發電方式，在不需要水輪機、氣渦輪 感應的電壓也會提高。如果設計使支點到磁鐵的距離等
機與旋轉式發電機等裝置的前提下，直接以波浪上下起 於支點到浮體距離的好幾倍，則可使所感應的電壓提高
伏或左右搖擺的運動，使線圈中的磁場改變，進而產生 好幾倍。同理，如果採用水平動作型，使轉軸到搖擺件
電力，可分為垂直動作型與水平動作型。
頂部磁鐵的距離，大於由轉軸到搖擺件底部的距離，也
垂直動作型是直接以波浪上下起伏的運動，使線圈 可以使磁鐵的移動速度與磁通量變化率提高，進而使所
中的磁場改變，進而產生電力的波浪發電方式，請參考 感應的電壓提高。
圖二十二，其操作步驟如下：
如果直接以磁鐵穿越線圈而沒有使用鐵心(浮動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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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線圈波浪發電系統與槓桿磁鐵波浪發電系統)，亦即使 浪發電採共振原理，必須特殊波長的波浪才能發揮功
用空氣為磁路，則因空氣導磁係數很小，將使所感應的 效，本研究研發的波浪發電系統則完全不受波浪的波長
電壓較小。但是如果採用由具有高導磁係數物質構成可 所限制。本研究研發的波浪發電系統是一種符合京都議
與該磁鐵形成完整磁路的鐵心，則因為鐵心的導磁係數 定書，不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不需自國外進口，
約為空氣的數千倍，故磁路的導磁係數可增大數千倍， 可 24 小時發電，無核廢料，廢熱 ，廢氣等汙染，永不
因為感應電壓的大小與線圈中的磁通量變化率成正比， 匱乏的再生能源發電方式。
而磁通量與磁路導磁係數成正比，所以，使用鐵心將使
感應電壓大幅提高數千倍。
五、誌謝
由於磁鐵必須由外部進入鐵心的範圍，或由內部離
感謝國科會計畫編號 NSC-94-2213-E-168-012 予以
開鐵心的範圍，才能使繞於鐵心的線圈因磁場變動而產 經費補助，特表謝忱。
生感應電壓。如果鐵心與線圈只有一組，且磁鐵的振幅
感謝第 1 屆「2005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遠大於鐵心的範圍，則當磁鐵離開鐵心的範圍後，將形 評審委員於美、英、德、日等 18 個國家及地區參與展出
成無法利用的情況(浮動磁鐵線圈波浪發電系統與槓桿 的 703 個攤位中，評選本發明榮獲競賽銀牌獎。
磁鐵波浪發電系統)。如果鐵心與線圈不只一組，而是由
感謝許多發明界先進、參觀企業主與民眾，給予本
兩組以上並排組成，鐵心之間並以間隔物將其隔開，則 發明的肯定與鼓勵，尤其感謝香港發明協會，高齡八十
可使利用率大幅提高。而且當磁鐵與每一組鐵心的截面 八歲的張景豐會長的賞識:「幾十年來參觀過世界各國無
積約略相等時為最佳。此外，即使有很多組鐵心與線圈， 數發明展，看過的波浪發電裝置，都是構造複雜，成本
但是，當磁鐵離開所有鐵心與線圈的範圍後，仍將形成 高昂；唯獨這件發明，構造非常簡單，成本非常低廉，
無法利用的情況(浮動磁鐵線圈波浪發電系統與槓桿磁 將來大有可為！能源問題如此重要，若由我當評審，一
鐵波浪發電系統)。可是，如果設置彈簧，則可透過彈簧 定評定為金牌獎」
。
被壓縮與伸張的動作而將磁鐵在離開線圈範圍的波浪能
加以儲存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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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整流器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五 幫浦式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二 抽蓄式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六 浮板牽引式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三 縮減水道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七 龍骨斷掉的船式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四 水壩環礁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八 鴨型波浪發電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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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巨鯨型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九 鐘擺型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十 台電蘭嶼岸上式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十四 反向導管浮體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十一 共振水柱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十五 氣動裝置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十二 單向氣渦輪機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十六 圓形蛤波浪發電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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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以海浪驅動的再生能源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二十一槓桿磁鐵波浪發電系統

圖十八 工研院唧筒式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二十二 垂 直 動 作 型 波浪發電方式

圖十九 防波堤式波浪發電系統圖

圖二十三 水平動作型波浪發電方式

圖二十 浮動 磁 鐵線 圈波浪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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