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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能源開發 

序
號 

名稱 內容規劃 時數 正確大鋼 

1 
海洋能資源
評估 

  簡介 

潮汐/洋流能 15 分鐘 洋流能 

波浪能 15 分鐘 波浪能 

溫差能 10 分鐘 溫差能 

2 
波浪能轉換
器系統 

點吸收式 10 分鐘 
點吸收式波浪能轉換器簡
介 

振盪衝擊式 10 分鐘 振盪衝擊式波浪能轉換器 

振盪水柱式 10 分鐘 振盪水柱式波浪能轉換器 

衰減式 10 分鐘 衰減式波浪能轉換器 

越頂式、水下壓差式 10 分鐘 越頂式波浪能轉換器 

3 
潮汐/洋流能
轉換器系統 
簡介陳建宏 

  潮汐/洋流能轉換器系統 

水平軸渦輪 10 分鐘 水平軸洋流渦輪機 

垂直軸渦輪 10 分鐘 垂直軸洋流渦輪機 

振盪水翼式 10 分鐘 振盪水翼式 

水下風箏 10 分鐘 黑潮發電的水下風箏 

文氏效應（導罩）、阿基米
德螺旋 

10 分鐘 阿基米德螺旋 

4 
海洋熱能（海

水溫差能 

熱交換原理 15 分鐘 海洋溫差發電 

密閉式循環系統 10 分鐘 密閉式循環系統 

開放式循環系統 10 分鐘 開放式循環系統 

5 
能量輸出系
統 

液壓式（液壓泵浦、液壓
缸） 

10 分鐘 液壓裝置 

威爾斯渦輪（氣壓式） 10 分鐘 威爾斯渦輪機 

佩爾頓渦輪（水壓式） 10 分鐘 佩爾頓渦輪機 

直驅感應發電 10 分鐘 直驅感應發電 

6 海事工程 

海事工程船舶介紹 10 分鐘 海事工程船舶介紹 

海洋地貌與底質探測方法 10 分鐘 海域環境量測方法概述 

海事工程基礎形式介紹 10 分鐘 海事工程基礎形式介紹 



離岸風機施工流程 10 分鐘 離岸風機施工流程 

7 電網與監測 

發電機原理 10 分鐘 發電機原理 

電力電網系統（變電） 10 分鐘 電力電網系統 

電網強度與電力品質 10 分鐘 電力品質 

海 洋 環 境 資 訊 監 測
SCADA（流速、波高、波
高、風速、溫度、氣壓） 

10 分鐘 海洋環境資訊監測 SCADA 

智慧電網 10 分鐘 智慧電網 

8 測試場 

海洋能測試中心  海洋能測試中心 

場址選擇 10 分鐘 測試場址的選擇 

波浪能轉換器評估標準 10 分鐘 
波浪/潮流能轉換器測試場
案例介紹 

潮汐能轉換器評估標準 10 分鐘 黑潮流能測試場案例介紹 

9 環境衝擊 

水下噪音 10 分鐘 
海洋能源開發水下噪音環
境影響問題 

海洋生物 10 分鐘 海洋能與環境生態 

漁場 10 分鐘 漁場 

航線 10 分鐘 航線 

極端條件 10 分鐘 極端條件 VS 海岸工程技術 

10 經濟考量 

成本分析與電價 10 分鐘 海洋能源產業
現況與展望 

(一) 

生命週期評估 10 分鐘 (二) 

經濟考量 
（產業現況與展望） 

10 分鐘 
黑潮發電生命
週期成本與售
電價格分析 

(一) 

(二) 

(三) 

離岸風電開發 

1 

風場預測評

估與風場資

料分析 

風速預測 15 分鐘 風況特性介紹(1) 

風力與風能推估 10 分鐘 風況特性介紹(2) 

風場資料分析(1) 15 分鐘 風能及發電量評估 

風場資料分析(2) 10 分鐘 發電量損失-尾流效應 

2 
測風塔設計

與施工 

離岸風速觀測塔形式 10 分鐘 離岸風場與測風塔 

國內外風能測風塔介紹 10 分鐘 國內外測風塔介紹 

離岸測風塔設計(1) 10 分鐘 測風塔設計(1) 

https://studio.openedu.tw/container/block-v1:Energy+W01+2016+type@vertical+block@923c68709c144dae9007c0efab23723b
https://studio.openedu.tw/container/block-v1:Energy+W01+2016+type@vertical+block@923c68709c144dae9007c0efab23723b
https://studio.openedu.tw/container/block-v1:Energy+W01+2016+type@vertical+block@923c68709c144dae9007c0efab23723b


離岸測風塔設計(2) 10 分鐘 測風塔設計(2) 

離岸測風塔施工 10 分鐘 離岸測風塔施工 

3 
風力發電系

統 

風力發電綜論 15 分鐘 風力發電綜論 

風力發電機系統設計 10 分鐘 風力發電系統設計 

葉片設計 15 分鐘 
葉片設計(1)- 

以洋流發電系統為例 

風洞測試 10 分鐘 
葉片設計(2)- 

以洋流發電系統為例 

4 
風機結構力
學 

無/有阻尼單自由度系統 10 分鐘 風力發電 

諧波負載單自由度系統 10 分鐘 
空氣力學設計風力渦輪的

基礎(1) 

一般動態負載響應 10 分鐘 
空氣力學設計風力渦輪的

基礎(2) 

風機頻譜與結構設計 10 分鐘 風機講造設計的基礎 

風機噪音問題 10 分鐘 離岸風力發電 

5 
風機流體力
學 

風機葉片流場基本概念 10 分鐘 風機葉片流場基本概念 

風機葉片流場與統御方程
式 

10 分鐘 葉片流場與統御方程式 

無因次分析與相似律 10 分鐘 無因次分析與相似律 

不可壓縮黏性流 10 分鐘 不可壓縮黏性流 

可壓縮性 10 分鐘 可壓縮性 

6 
風機機電系
統整合 

齒輪箱與發電機 10 分鐘 風力發電機與齒輪 

聲發射檢測 10 分鐘 聲探測 

風力渦輪狀態監控 15 分鐘 風力渦輪狀態監控 

風機控制系統 15 分鐘 風力渦輪狀態監控 

7 
風機安裝與

運維 

風力機運輸和安裝 10 分鐘 

風機安裝與運維(1) 
風力發電機組試運行與驗
收 

10 分鐘 

風力發電機組的運行和維
護 

10 分鐘 

主要部件的維修保養方法 10 分鐘 



風力發電機組的故障診斷 10 分鐘 風機安裝與運維(2) 

8 
風機可靠度
分析 

風機可靠性工程基礎知識 10 分鐘 

風機可靠度分析(1) 風力發電機組的可靠性設
計 

10 分鐘 

結構可靠性設計 10 分鐘 

風機可靠度分析(2) 
機電控系統可靠性設計 10 分鐘 

耐環境設計 10 分鐘 風機可靠度分析(3) 

9 
海事工程：施
工技術與管
理 

技術基礎工作管理 10 分鐘 風機水下基礎施作管理 

施工過程中技術工作管理 10 分鐘 岸上基礎設施 

技術開發管理 10 分鐘 海工裝備船舶介紹 

技術經濟分析與評價 10 分鐘 

海工裝備 
施工計劃書 10 分鐘 

10 風險評估 

環境與保育 10 分鐘 環境與保育 

施工技術風險 10 分鐘 施工技術風險 

營運與維護風險 10 分鐘 營運與維護風險 

法規與行政問題 10 分鐘 法規與行政問題 

抗爭輿論、購電價問題 10 分鐘 抗爭輿論、購電價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