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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台電公司委託研究主題及其研究重點 

(年度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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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點： 

項次 研究主題 研  究  重  點 

1 
台電公司碳市場機制運用及碳風
險管理研究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明定國內總量管制與交易之相
關原則，將成為未來國內主要溫室氣體減量制度。本公司使用
大量化石燃料發電，需評估未來在國內政策與法規下可能面臨
之碳風險，包括新能源政策、溫管法階段管制目標之部門行動
方案、環評承諾、總量管制與交易等，將碳價格與碳權運用納
入營運成本與排放管理考量，以確保永續經營並達成減量目
標。藉由國際公約與各國碳市場發展趨勢之掌握，配合國內階
段管制目標、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之規範，在目標實
施之前評估碳價做為決策參考，更新模擬未來國內可能之碳交
易價格，可能面臨之碳風險，提出電力供應與需求面之整體因
應策略。 

2 停限電之外部成本調查與評估 

由於電力為產業發展、大眾運輸、民生家計等用途之引申
需求，因此當電力供應不足產生停限電之危機時，不僅對電力
產業產生影響，亦將衝擊產業、民生、運輸等部門，考量停限
電對電力產業之內部成本效益影響，係屬於會計成本與收入之
層面，以及對投資資金調度等層面的影響，而停限電之外部成
本則包含了對產業、運輸、民生等部門之直接與間接影響。由
於停限電將造成社會經濟性與非經濟性的損失，而增加電力設
備投資可降低缺電的機率，卻也造成供電成本之增加，以及不
同的發輸配電之投資組合，亦伴隨著空氣汙染、核廢料、民眾
健康與能源安全等層面之影響，據此本計畫擬委託第三公正單
位進行停限電之成本調查與評估。 

3 
用戶用電服務需求探索與服務策

略之研究 

在電業自由化下，公用售電業之售電費率係受電價費率審

議會管制，價格(訂價)競爭策略之運用空間不大，因此，在價格
策略以外，本研究透過探索用戶之用電服務需求，期能挖掘出
不同用戶類型之潛在意向與欲求，比用戶先一步察覺其用電需
求並滿足不同用戶之服務缺口，及研提相關因應策略與創新服
務以具體服務用戶，俾未來面對其他售電業之競爭時，能更提
升服務品質與內涵，培養用戶忠誠度，以留住客戶並提升公司
營收。本研究旨在探討各類用戶用電服務需求，挖掘出不同用
戶類型之服務缺口，提出服務建議，提升售電業競爭力。 

4 106 年度家用電器普及狀況調查 

本研究旨在於瞭解各家用電器的普及率、電力消耗情況，
以及各家用電器歷年普及率的變化與使用情形，期能精確掌握
我國住商部門電力消耗概況，以作為未來推動相關策略規劃之

參考。本研究調查範圍包含台澎金馬地區，調查內容涵蓋家用
電器的普及率及民眾使用家用電器情形，尤以家庭冷氣之普及
狀況及使用特性，對尖峰負載之高低具決定性之影響。 

5 
低壓用戶資料加值應用策略之研
究  

本研究透過分析低壓用戶在各個時間點的用電資料及其他
相關用戶特性資料等，刻劃低壓用戶之用電特性與行為，並以
此為基礎評估各項服務措施之成效，並研提相關加值應用策略
以及與之對應之效益，俾使本公司於面對其他售電業之競爭
時，更能提升服務品質與內涵，留住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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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研究主題 研  究  重  點 

6 

各級變電所所內交直流電源低壓

突波吸收器(SPD)之設置需求及

條件研究 

目前變電所均採自動化，所內電控系統大量應用電子元件

與積體電路，導致供電單位對所內低壓突波的影響疑慮甚深，

懷疑 IED 設備損壞、電驛及消防系統之誤動作皆為低壓突波造

成。有鑑於 SPD 的設置需求與條件模糊，藉此研究探討將變電

所之 SPD 設置需求與條件予以量化，研究各級各型(屋內外或多

目標)變電所內交、直流電源受雷擊或其他突波影嚮程度及突波

吸收器(SPD)設置時機、最佳安裝(保護)位置、接線方式及設備

規格，以提高變電所系統穩定度，減少不必要的設備投資。 

7 
高效率低噪音非晶質變壓器研究

開發案 

目前業界已有二十年以上非晶質鐵心變壓器的製作經驗，

又日本、歐美及其他亞洲國家也陸續開發演進此相關技術，技

術上已有相當成熟技術；惟第一代非晶質變壓器體積較大，現

場安裝不易，且噪音普遍偏高，經民眾反映造成本公司困擾，

本研究案將蒐集國外非晶質變壓器近年來研究與應用相關資

料，進行相關特性試驗、模擬交叉分析比對試驗與模擬數據之

差異性，進一步了解並驗證非晶質鐵心變壓器的特性與運轉可

靠度。 

8 
電纜洞道設計及運轉維護導入

BIM 之效益分析研究 

目前 BIM 已廣泛使用電纜設計及施工維護，因現場設計人

員往往無法瞭解洞道及直井內多回線電纜佈設時是否交叉牴

觸、轉折點彎曲半徑是否符合規定，常常於現場實際施工時才

發現造成現場施工困擾，增加施工工期，故利用 BIM 模擬提早

發現上述之問題，立即改善，使工程順利完成。 

9 
以開放式圖台精進改善配電設備

巡檢管理系統(DAMS)建置研究 

現 行 之 配 電 設 備 巡 檢 管 理 系 統 (Distribution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DAMS)，是以配電圖資相關系統的資料庫

為基礎，運用 GPS 和 CAD 圖台方式呈現，且透過筆記型電腦

與公司內部網路進行資料交換、訊息傳遞，完成巡檢配電設備、

環境及相關工作計畫執行進度與稽催管控，達到以系統化方式

有效管理配電設備之巡視檢點工作。  

1. 建置開放架構之配電設備巡檢管理系統網頁平台。 

2. 建置開放架構之配電設備巡檢管理行動 APP。 

10 供電線路智慧故障定位系統開發 

配合智慧電網整體規劃，積極導入各項電網系統強化措

施，其中電驛系統正逐步汰換成數位式裝置，同時導入國內自

主開發之故障測距演算機制，並經驗證成功，本計畫擬針對現

有成果進行優化，同時開發精進功能（如不同廠牌通用擷取介

面、主動告警、雲端圖像化服務等），並配合修改現有標準作業

流程及配套措施。 

1. 將現有 161kV 故障系統功能進行提升及改善。 

2. 針對現有電驛廠牌，開發故障資料通用擷取介面。 

3. 開發自有推播系統，主動將平台演算出之故障定位派送給權

責人員，提供故障點區間，減少故障修復時間及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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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研究主題 研  究  重  點 

11 動態熱容量系統精進及整合研究  

於北部供電瓶頸線路設商用版動態熱容量設備，同時於該

線路進出口段及變電所端加裝小型氣象站，量測上資訊外同時

進行氣象站資訊比對、校準工作；另配合需要於輸電設備維護

管理平台上連結相關成果及提供相關加值應用服務。 

12 

建置供電單位防災預警系統及應

用即時動態定位(RTK)評估之可

行性研究  

近年來商用高精度 GPS 定位技術普及，潛藏可能之應用範

疇廣範，惟現有商用系統採收費制，為降低相關費用，進行本

公司 eGPS 系統之可行性研究，內容包括效益評估、成本分析(含

維運)及提出可能之加值應用服務，同時進行小規模應用試辦等

方向進行本計畫之研究。 

1. 資料蒐集與評估。 

2. 進行自建即時動態定位及監測系統之可行性評估。 

3. 進行即時定位及監測應用服務試行。 

4. 後續可能之需求規劃加值應用服務，評估系統計費提供外界

單位申請使用之效益。 

13 
輸電設備維護管理系統導入大數

據分析之加值應用 

本公司「輸電設備維護管理平台」現已正式上線使用，平

台組成包括網頁端及行動應用程式端，應用程式端系統整合，

同時提供擴充服務及功能，使巡檢系統更加完善，未來規劃將

整合輸電、土木及電驛功能設備，並將需求表單數化，同時提

供監督管理、測試驗收等連貫性服務，確保系統建置品質及運

轉效能，並就本公司未來輸電設備維護整體架構及應用服務提

出整合性規劃藍圖。 

14 
AMI 電表通訊應用層資安滲透測

試研究  

因智慧電表系統(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直

接涉及電力計費與電網安全，在國際上已成為惡意攻擊者入侵

的熱門標的。因應本公司後續大規模佈建低壓智慧電表系統的

規劃，針對 AMI 的安全性進行相關檢測與修補。 

1. 靜態資安弱點分析。 

2. 開發資安滲透測試平台。 

3. 實際場域滲透測試。 

4. 漏洞補救措施建議。 

5. 與國際讀表標準分析比較。 

15 
智慧型調度員訓練模擬系統精進

計畫 

現有之智慧型調度員訓練模擬系統提供各區人員平時訓練

及作為技能競賽測驗平台，對人員訓練及設備操作熟悉度幫助

甚大。為提升既有效能(增加同時上線人數、新增測驗情境、導

入自動化標準判斷程序等)，同時評估與新技術(如虛擬實境)結

合之應用，以供使用者更多元的測驗環境，提升整體訓練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