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託調查研究費
項次
1

計畫名稱
核四廠嚴重事故

期別：93 年 5 月
研究期程
93.6.1~95.5.31

委託對象
核能研究所

處理指引研究

內容摘要

決標金額

核准理由

（含計畫總核定金額）

（千元）

（預期效益）

8,500

供事故小組因應嚴重事故

建立核四廠嚴重事故處理指引流程圖。

並採取適當措施以減緩事

本計畫總核定金額為新台幣 9,000 千元

故惡化。
2

台電公司九十三

93.5.17~93.12.31

中華徵信所企 1. 量化調查：全年分二期次辦理量化調查，每期次抽

年度顧客滿意度

業股份有限公

調查

司

2,100

1. 「提高顧客滿意度」係
本公司年度總目標之

測有效樣本數至少為：
（1）一般用戶：3201 份；

一，希望藉此創造企業

（2）契約容量 100~999kW 用戶：500 份；

優勢競爭環境，奠定公

（3）契約容量 1000kW 以上用戶：350 份。

司生存發展基石。

2. 質化調查：根據二次量化調查結果，規劃「焦點座

2. 為了解用戶期許與本公

談會」
，邀請調查過程中，對本公司滿意度偏高或偏

司服務工作是否存有落

低之 100~999kW 及 1000kW 以上契約容量用戶參

差，俾進一步檢討改

加，總計辦理八場次。

進；並藉由調查結果，
提供各單位作為推動業

3. 廠商須向本公司提出期初、期中、期末三次簡報，

務之參考。

並根據實證研究結果，完成期中及期末研究報告送
交本公司審查。
4. 本計畫總核定金額為新台幣 2,500 千元。
3

核能電廠地下管路
設備腐蝕老化調查
及改善評估第三期

93.6. 1~95. 5.31

財團法人工業 1. 第二期完成防蝕設計之工程重要項目檢驗、改善設
技術研究院

計技術支援、完工後調整、維護程序書撰寫。
2. 所有地下陰極防蝕系統之電位變化分析簡易電腦程
式撰寫。
3. 儲油槽側板防水工程試作、效果評估及必要之修
正。日後本公司自行發包之採購規範。

4,900

本案係本項工作的第三期
計畫。因中油 86 年時陸續
發生地下管路事故，故本
處於八十八年起進行本項
研發案，第一期工作內容
主要在全面評估各核能電

本計畫總核定金額：NT$5,000 千元

廠地下管路現況，第二期
則為第一期發現問題需進
行之地下管路防蝕新增或
改善設計，目前均已完成
中。本第三期計畫將進行
上述工程之重點監工、改
善設計技術支援、完工後
調整、維護程序書撰寫
等。此外，為防止雨水自
儲油槽側邊滲入底板下造
成腐蝕，本公司於第二期
時要求規劃之防水工程，
亦將在本期試作。

4

澎湖湖西風力廠

93.5.17~93.6.16

址地形測量

研訊工程顧問 為澎湖湖西風力發電計畫之規劃設計、招標作業及施 238.875(含稅) 為澎湖湖西風力發電計畫
有限公司

工需要，於澎湖縣湖西鄉果葉村附近委外辦理澎湖湖

規劃設計之需。本地形測

西風力廠址地形測量。施測內容如下：

量結果將提供澎湖湖西風

1.三角測量:檢測已知三角點 3 點。

力發電計畫規劃設計、招

2.水準測量:單程約 5 公里。

標及施工之使用。

3.埋設石樁：導線點 2 支及水準點 2 支,合計 4 支。
4.地形測量：比例尺 1/1,000，面積約 55 公頃(含機組
位置)。
本計畫總核定金額為 379 千元(未稅)。
5

雲林風力發電計
畫地形測量

93.6.4~93.8.23

中興測量有限 為雲林風力發電計畫之規劃設計、招標作業及施工需
公司

573.3(含稅)

為雲林風力發電計畫可行

要，於雲林縣麥寮、台西、四湖及口湖等四鄉附近委

性研究之需。本地形測量

外辦理風力廠址地形測量。

結果將提供雲林縣各風力

施測內容如下:

發電計畫之規劃設計、招

1.三角測量:檢測已知三角點 3 點。

標及施工之使用。

2.埋設石樁：導線點及水準點共 12 支。
3.水準測量:單程約 25 公里。
4.地形測量：
(1)麥寮廠址：Ｓ=1/1,000 約 17 公頃。
(2)台西廠址：Ｓ=1/1,000 約 10 公頃。
(3)四湖廠址(含電氣室)：Ｓ=1/1,000 約 31 公頃。
(4)口湖廠址(含電氣室)：Ｓ=1/1,000 約 17 公頃。
5.機組基座定位：
麥寮 16 座、台西 10 座、四湖 14 座及口湖 10 座。
本計畫總核定金額為 710 千元(未稅)。
6

貯氫合金製備與
性質測試研究

93.7.1~93.12.31

國立台灣海洋 我國大容量電力儲存目前僅有抽蓄發電一種，為因應
大學

2,000

完成新型奈米級鈉鋁與鎂

再生能源發展與尖離峰電力調節所需之電力儲存，有

基貯氫合金製備與試驗、

必要致力開發以氫氣為能量載體之先進電力儲存技

完成設計並研製以固態方

術。透過固態貯氫來貯能是很有發展潛力的電力貯存

式貯氫之反應容器，可建

方法，其中設計並研製以固態方式貯氫之反應容器，

構氫電實用架構與再生能

是建構氫電實用架構之關鍵性技術。本研究之目的在

源應用之關鍵性技術。

設計並研製一先導型貯氫反應容器，以對「新型奈米
級貯氫合金之材料利用」
、
「熱流與氣流對吸放氫反應
速率之影響」作試驗比較，再依研究結果提出「實用
型貯氫反應容器設計方案」
。
本研究計畫總核定預算金額為 2,200 千元。

7

高溫菌腐蝕對

93.7.1~94.6.30

國立中興大學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抑制生物膜的生長，以解決冷卻

策分析

1,300

本公司一電廠廠用冷卻水

水系統中微生物腐蝕的問題。將試驗殺菌劑長時間抑

目前添加鉬酸盬系防蝕抑

制各高溫菌株的效果，以及殺菌劑與腐蝕抑制劑搭配

制劑；但因廠用水中微生

使用的效果，以尋找適當殺菌劑及決定最佳抑制劑用

物隨著使用時間增長逐漸

量。另一方面培養菌株，進行微生物模擬腐蝕試驗，

滋生，造成廠用水管路發

探討殺菌劑對微生物腐蝕作用的抑制效果。此外，也

生微生物腐蝕（MIC）現

評估不同殺菌劑對於已生成的生物膜去除的情況。

象。目前研究發現，該廠

本研究計畫總核定預算金額為 1,500 千元。

廠用冷卻水系統中含有中
溫菌 13 種與高溫菌 10 種。
由於這些細菌滋生使得局
部腐蝕現象加快。目前中
溫菌已找到可用的殺菌
劑，但高溫菌仍未找到有
效殺菌劑。為徹底防止廠
用水管路腐蝕，亟需尋找
合適而有效的細菌消除方
法，以抑制微生物腐蝕現
象。

8

用戶服務資料庫
倉儲系統規劃研
究

93.7.1~94.6.30

國立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

為因應未來民營化之各種挑戰，有效滿足用戶需

3,000

可整合本計畫二個資料庫

求，以抓住用戶的心，實為當務之急。而現在業務複

之資料源成為一新的共同

雜性與重疊性越來越高，所以往往一項業務之完成（如

資訊源，並再造此共同資

饋線損失分析計算）需使用一個以上之資料庫（CIS 與

訊源之運用價值。

OMS）。

1. 研發建立資料倉儲整體

資料倉儲系統建構技術強化了用戶關係管理效
能，了解顧客習性及組織內部營運情形。可有效整合

技術。
2. 以高壓需量用戶服務功

用戶服務資訊/管理系統，如 CIS 用戶資訊系統、OMS

能為主，完成資料倉儲

停限電運轉圖資管理系統。及早規劃及設計用戶服務

應用功能及建立藉由多

資料倉儲之軟硬體系統架構，可作為日後建置大型複

維度資料模式作 OLAP

雜資料倉儲之基礎。

應用模組之技術開發。

本計畫解析公司現有兩個資料庫(CIS 用戶資訊系

3. 藉由與受委託單位之密

統與 OMS 停限電運轉圖資管理系統)之資料輸出/輸入

集技術交流方式，將建

介面所需資料表欄位之定義與範圍。建立 CIS 用戶資

立本所在資料倉儲技術

訊系統與 OMS 停限電運轉圖資管理系統兩個資料庫系

開發之實務經驗，未來

統之資料取得機制與資料萃取、轉換與載入（ETL）技

可提供業務處及其他單

術應用。規劃用戶服務需求之應用功能，並規劃這些

位在此方面議題之服務

應用功能與用戶服務資料倉儲之資料流關係。選擇應

需求。

用功能「高壓需量用戶服務」主題，建置其在用戶服
務資料倉儲系統中之實體資料庫與其相對應之資料超
市。設計線上分析程序系統（OLAP），並以多維度資
料模式（MOLAP）建立報表應用模組。
本研究計畫總核定預算金額為 3,300 千元。
9

配電系統架空線
路被覆方式及其
保護方式之研究

93.5.10~94.5.9

國立台灣科技 為減少外物碰觸及民眾感電事故，本公司除已致力於
大學

950

1. 減少架空配電線路之外

都會地區之架空線路地下化工程外，近年來更將狹窄

物碰觸及民眾感電事

巷道或臨近房屋而短期內無法地下化之架空線路改採

故。

PE 風雨線或架空電纜裝置。惟由於目前配電線路採用

2. 探討本公司現行配電線

之被覆線並無金屬遮蔽層，依現行法規需視同裸線，

路之相關問題(斷線、雷

無法縮短法定距離，且使用年限、裝桿方式之美化、

擊、保護、劣化)，並提

斷線及接地故障保護等問題尚待研究。

對應解決方案。

本研究計畫總核定預算金額 1,000 千元。

10

鋅金屬燃料電池

93.6.1~94.5.31

明志技術學院 台電公司在貯能系統的開發除了利用抽蓄發電方式以

1,300

電力貯存技術的開發，對

鋅電極及隔離膜

夜間抽水至上游水庫做離峰時段電力貯存之外，目前

本公司未來市場的競爭力

研製

尚未有較具規模的方案來平穩電力供應。從世界各國

極具影響，二次電池的儲

對於電力貯存的研究發現，在各種能量儲存媒介中二

電系統是目前公認效率最

次電池以其製造技術成熟、能量轉換效率高、建置成

高的一種，鋅金屬燃料電

本低廉及受環境限制少等而成為最佳的候選之一。其

池兼具二次電池及燃料電

中新型的鋅金屬燃料電池具有可移動式、分散性、高

池的特性，故具有相當大

能量密度及可模組化等多項特質，是本公司考量各項

的市場潛力。基礎的學術

儲電技術開發的方案之一，而鋅金屬陽極的研製技術

研究可提昇本所在此一領

是能否商業化的關鍵性技術。故本研究旨在開發適用

域的研發能力，並建立應

於儲電系統的鋅金屬燃料系統。

用層面的領導地位。

本研究計畫總核定預算金額 1,500 千元。
11

供應商關係管理
導入可行性研究

93.6.16~ 94.6.15

台灣電子商務 本公司目前為一國營機構，本身供應鏈的特質為生產
學會

2,750

為使本公司之材料、備

單一產品（電力）
、相同器材設備有不同廠牌（需採公

品、設備庫存之控制更為

開招標）、設備維修採購比例高（庫存控管不易）、需

有效，擬研究規劃導入材

長期預測電力需求、計劃性採購及各使用單位遍佈全

料、備品、設備等供應商

國。為因應競爭環境之變遷與本公司之轉型，以及將

關係管理（ＳＲＭ）系統

來在用戶與本公司、供應商與本公司之間更方便行使

應用於電力事業之可行性

互動、產品資訊交流與付款的時程，更為順暢，擬研

研究。

究規劃導入材料、備品、設備等供應商關係管理（Ｓ
ＲＭ）系統。惟鑑於電力事業不同於一般之生產事業，
故擬先進行供應商關係管理（ＳＲＭ）系統應用於電
力事業之可行性研究。
本研究計畫總核定預算金額為 2,900 千元。

12

台電智庫資源之
開發與整合

93.6.16~ 94.6.15

資訊工業策進 為提昇台電智庫資源之應用效率，以因應業務擴展及
會

4,180

本公司的大量電業專業經

電業環境變遷之挑戰，並且協助員工不斷吸收新知，

驗及智慧，未來都將逐

擬將諸多應用軟體整合，例如企業入口，開放性跨單

步、有效率、有系統的整

位的文件管理，文字資訊分析採礦及數字資訊分析採

理，納入台電智庫之中，

礦等應用軟體，建置成為有效率，強大功能的內容管

使台電智庫功能更為豐

理系統。

富，藉以提高台電智庫資

本研究計畫總核定預算金額為 4,500 千元。

源系統之應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