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託調查研究費                        期別：92 年 12 月 

項次     計畫名稱 研究期程 委託對象 內容摘要

（含計畫總核定金額） 

決標金額 

（千元） 

核准理由 

（預期效益） 

1 脫硫石膏纖維板

技術開發與商品

化量產評估計畫 

92.11.27~93.9.26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 

本案工作內容將包括市場分析、產品定位、製程選擇、

產品試作、產品認證、評估通路及設廠規劃等項。 

本計畫總核定金額為新台幣9,800千元。 

 

9,000 為了確保石膏出路，避免

影響機組供電，有必要藉

由新產品之開發刺激石膏

需求、增加脫硫石膏之附

加價值，因此本處興辦此

研究計畫。計畫完成後將

可作為籌建脫硫石膏纖維

板廠的依據。 

2  通霄發電廠複循

環第六號機發電

計畫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編擬

工作 

92.12.04~~環保署

完成審查。 

景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本計畫將評估通霄發電廠新增全黑機組對環境之影

響，並完成差異分析報告送環保署審查。 

本計畫總核定金額新台幣780千元(不含稅)。 

 

700 若發生系統供電斷電緊急

情況時，可藉由全黑啟動

機組運轉迅速恢復供電。 

3  興達電廠卸煤系

統改善計畫漁業

補償評估 

92.12.23~92.12.22台灣漁業及海

洋技術顧問社

工作範圍包括蒐集附境資料、提出環境衝擊說明、收

集漁業官方資料、蒐集當地漁獲量、本計畫附近海域

漁業補償案例探討、計算補償金額及協調時向漁民解

說評估內容等項目。 

本計畫總核定金額新台幣2,800千元。 

2,000依漁業法辦理(預期可撤銷

漁業權使工程順利進行)。 

 

 

 

 



4   海堤區域設置風

力發電機廠址選

擇及工程可行性

研究 

92.12.1~93.11.30怡興工程顧問

公司 

鑑於本島沿海地區均築有海堤，若能配合法規與海岸

環境，並運用各種可能之工程技術，可於海堤區域內

興建機組，以利風力發電之開發。本案擬就彰化雲林

海堤區域、台中港南填方區海堤區域及本公司大潭電

廠進水渠道南北堤區域等地為主，進行評估研究。 

本計畫總核定金額新台幣3,500千元。 

3,200研究成果可供未來風力發

電計畫可行性研究參用，

並作為施工設計之依據。 

5  台電公司興建太

陽能發電系統及

投資太陽光電產

業之可行性研究 

92.12.16~93.10.15財團法人工研

院材料所 

本案擬就台電公司興建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及投資太陽

光發電產業分別進行研究，研究重點包括「應用面」

之廠址選擇、發電系統設計、投資效益、經營管理，

以及「產業面」之市場需求分析、投資策略、製造、

行銷、整合、安裝、人力需求、風險評估及財務計畫

等。本計畫總核定金額新台幣7,000千元。 

6,800本項研究將做為推動太陽

光電之重要參考，並可提

昇本公司對於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之規劃能力。 

6 台北火力電廠廠

址選案研究 

92.12.17~93.11.30宇泰工程顧問

公司 

研究內容包括：北部燃煤火力電廠計畫需要性、發電

初級能源選擇、北部地區現有港口或計畫港口可能設

置燃煤基載電廠地點探討、台北港整體規劃及執行概

況之資料蒐集整理分析、台北港中遠程港埠設施需求

檢討、台北港設置燃煤火力發電廠規劃準則研擬、台

北火力電廠可能用地開發方案之研擬比較、最適廠址

開發方案之規劃、最適廠址開發方案環境影響初步探

討、台北電廠用地開發工期及投資費用概估、投資方

式研擬及計畫執行之研議等。 

本計畫總核定金額新台幣4,500千元。 

4,400 為配合未來經濟發展、區

域供電平衡及發電能源供

應等，有必要就北部基載

燃煤電力建設進行前瞻性

規劃，考量燃煤供應之可

靠性，爰擬在台北港港區

研選適當建廠廠址興建燃

煤火力發電廠，經與各相

關單位協商結果，咸認應

就台北港區興建電廠適當



區位及對台北港長期發展

之利弊，及其他可能廠址

等進行評估研究，爰擬辦

理本案研究，作為陳報政

府審定電廠用地之依據。 

7 深澳發電廠更新

擴建計畫可行性

研究 

92.12.26~93.10.31 泰興工程顧問

公司 

就於深澳電廠現有廠址設置二部八十萬瓩級超臨界燃

煤汽力機組、及利用深澳電廠廠址及中油深澳油港共

興建三部八十萬瓩級超臨界燃煤汽力機組等二替代方

案辦理可行性研究，並進行工程細部規劃及成本估

算，最後進行綜合比較及建議最佳方案。本案深澳電

廠終期規模以設置二~三部八十萬瓩級超臨界壓力燃

煤火力機組為規劃目標，第一、二部機預計於民國一

０一、一０二年完工商轉。 

本計畫總核定金額新台幣7,000千元。 

 

6,200 深澳電廠現有三部燃煤汽

力機組，基於機組已老

舊、環保標準日趨嚴格、

未來用電成長需求及著眼

未來營運競爭力考量，擬

於深澳廠址更新擴建為二

部 800MW 超臨界燃煤火

力機組，另由於中油公司

有意提供深澳油港港區供

本公司設置電廠，則可增

建一部機組，爰擬進行「深

澳發電廠更新擴建計畫可

行性研究」委辦作業。 

8   核電廠大修規劃

與績效管理開發 

92.12.26~93.12.31核能研究所 本計畫執行期間至93年12月31日止，將建立「核一

廠大修管理資訊網站」，主要內容包括： 

一、大修工作管理系統： 

1. 核一廠大修前規劃管理系統。 

4,9001.大修排程規劃更趨完

善。 

2.經由本系統能確實掌握

維修進度，提高工作效



2. 大修中之追蹤管理系統。 

3. 大修後續相關工作管理系統。 

二、整合現有與大修相關之資訊系統。 

三、訓練、測試、移交。 

本計畫核定總預算金額為5,000千元。 

率與品質。 

3.分析合理之大修工期，

提昇電廠營運績效。 

9   虛擬汽機轉子軸

承系統之程式開

發與實測驗證 

93.2.1 ~ 94.11.30 岱冠科技有限

公司 

1.以有限元素法建立轉子軸承系統之基本振因模化計

算軟體。其內容包含對心失準、初始軸彎、偏心、轉

盤歪斜及扭振的模擬軟體。完成後並以本所選定之一

組500/550MW級機組實務計算。 

2.以高階語言 MATLAB 建立調和模化分析軟體模組，

將模化、分析功能與遙傳之汽機振動資料處理，以達

到最佳之分析模式，能即時投入實務應用。 

3.建立3D振因展示軟體，以視覺化效果明顯表達汽機

上述各類振動的相關動力特性。以此建立遙傳、診斷

和分析之間的聯繫。配合現場即時量測振動數據，作

振動分析及診斷，並給予機組最佳化修改建議。 

4.虛擬轉子系統程式軟體的成敗關鍵有三：一為系統參

數群的正確選擇及各類參數值之精確鑑定，二為能搭

建出足夠逼近於實際系統在各種情境下靜、動態行為

之數學模型及電腦程式，三為精確強健、快速靈活且

生動易懂易操作、多樣多層次的介面功能。本案之推

動以台電火力廠 500MW 及 550MW 各一汽輪發電機

組為模擬對象，搭配現場實際問題予以解決，計畫進

6200 核准理由：

1.有助於提昇轉子振動分

析及處理能力。 

2.發電處建議應盡速發展

虛擬轉子程式，以利現場

平衡作業。 

預期效益如下： 

1.建立模擬系統，精確掌握

轉子振動問題，提供現場

的診斷方法。 

2.配合現行建構之遠端遙

測系統,針對本公司機組

特性,將研發應用於診斷

上。 

 



行期間須與台電方面密切配合討論細節，以達到全案

的宏觀調控、高效實用及電廠滿意等之高規格要求。

本研究計畫總核定預算金額6,600千元。 

 

10  再生能源與燃料

電池系統整合技

術 

92.12.01~ 95.11.30工業技術研究

院 

本研究旨在建立一套經由再生能源製氫、儲氫，再利

用燃料電池生產高品質電力之能源供應系統，提供綜

合研究所進行後續之系統長期運轉資料評估及經濟效

益分析等研究工作，以解決再生能源缺乏穩定性之弱

點。 

計畫內容包括： 

1. 整體規劃與器材採購； 

2. 風力評估及風力發電機安裝及測試； 

3. 水電解產氫器安裝及測試； 

4.高壓氫氣儲存槽安裝及測試； 

5.合金儲氫槽安裝及測試。 

6.燃料電池發電機製造、安裝及測試。 

7.展示用特定負載安裝及測試。 

8.系統整合、驗證及測試。 

9.實驗數據收集分析及系統維護。 

本研究計畫總核定預算金額為18,000千元。 

 

17,980採參與國家能源專案「業

界先期參與合作計畫」方

式，以縮短研發時程，並

撙節研發經費。 

預期效益如下： 

本計畫旨在經由「再生能

源與燃料電池系統整合技

術」之開發，於綜合研究

所樹林所區建立一套結合

太陽光電、風力發電、水

電解製氫及燃料電池之新

能源發電系統，除承接工

研院研發之燃料電池及氫

能利用等相關技術之外，

另提供此一新能源發電系

統未來進行長期運轉評估

及經濟效益分析等研究之

需。   

 



11 促進本公司學習

型組織與網路化

教學推廣導入之

研究 

92.12.29~94.01.28育碁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本計畫目的為接續本所前於92年12月中完成之「促進

本公司學習型組織與網路化教學雛型建置之研究」研

究計畫，將已建置之網路學習入口網站雛型資訊架構

再予以擴大推廣導入，培訓本公司各主管處自製線上

課程種子教師人才，建立一個學習物件之資料庫以及

一個多功能的網路學習管理平台，並結合知識管理，

以增進學習型組織功能，充分發揮知識的價值。 

預期目標： 

1. 達成推廣導入,結合知識管理發揮知識價值，增進本

公司文化成為學習型組織。 

2. 培訓本公司各主管處自製線上課程種子教師人才。

3. 管理網路學習平台，研究分析使用者網路學習行為模

式，建議促進方案。 

4. 建立學習物件之資料庫，引進該資料庫之管理與應用

之資訊技術。 

5. 研究國際上網路學習現況，及線上教材標準發展趨

勢。 

本研究計畫總核定預算金額為7,200千元。 

7,050 本研究將延續上一階段雛

型建置之研究成果，加以

推廣導入至更多單位，並

增加建立一個學習物件之

資料庫，提昇本公司對線

上內容之自主性與維護更

新能力。本研究除可提供

本公司訓練單位活化使用

線上課程之能力；另一方

面可吸取知識管理各社群

成果菁華形成本公司網路

學習模組的智庫，更期能

在網路之協助下，成為公

司各階層間的溝通橋樑，

提昇專業知識的價值與知

識資產的活用，建立公司

競爭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