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託調查研究費
項次

期別：107 年 3 月

計畫名稱

研究期程

各級變電所所

107.4.1~108.3.31

內交直流電源

委託對象
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

內容摘要

決標金額

核准理由

（含計畫總核定金額）

（仟元）

（預期效益）

2,070

1. 根據突波吸收器特性探討

1. 現行變電所均採自動化及共同接地，所內電控系
統大量使用電子設備，導致供電單位對所內開關

(不含稅)

變電所內低壓側線路長度

低壓突波吸收

突波、雷擊突波的影響疑慮甚深，懷疑 IED 設備

及負載所造成之防護需要

器之設置需求

損壞、保護電驛及消防系統之誤動作皆為突波造

與影響，並訂定出突波吸收

及條件研究

成。因此供電單位大量於所內用電設備、充電

器之最佳裝設位置與有效

機、直流充電箱等裝設突波吸收器，並要求變電

保護範圍建議。

1

所內用電設備及充電機等規範將突波吸收器安

2. 檢討本公司各級各型變電所

裝增列為標準設備。有鑑於突波吸收器的設置需

之低壓側突波保護能力需

求與條件模糊，期能經此研究計畫，將變電所之

求，進而對突波吸收器訂定

突波吸收器設置需求與條件予以量化，進而提高

設置時機、最佳安裝(保護)

變電所系統可靠度，並減少不必要的設備投資。

位置、接線方式及設備規

2. 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2,285 仟元（不含稅）
。
變電設備資產

107.03.16~109.03.15

格。

互動國際股份

一、由於科技進步，其通訊及資訊技術蓬勃發展，

管理系統整合

有限公司內湖

電力系統自動化程度大幅提升，變電設備維護

之研究與建置

分公司

便利性成為首要任務。本計劃欲整合供電處現

維護系統資料庫，建置「變

有變電設備與保護電驛設備管理系統資料

電設備資產管理系統平台」

庫，並連結台電公司 ERP 系統資產設備相關資

(網頁版/行動版)

(2102-0607)

8,630

1.整合供電處現有之變電設備

（不含稅）

維護管理系統與保護電驛

料，建置資產管理平台。最後透過行動裝置，

2

2.連結台電公司 ERP 系統資產

掃描各設備 QR code，連結資料查詢網頁，使

設備相關資料。

維護人員在現場隨時取得維護設備資訊及點

3.藉由行動裝置掃描變店設備

檢資訊。

QR code，提供一次性密碼登

二、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

入平台後連結資料庫，藉此

9550 仟元（不含稅）

了解該設備資訊、查詢及輸
入設備維護資料。

公務機關建築
3

能源可視化與

107.3.16~108.3.15

財團法人資訊
工業策進會

一、106 年 7 月 29 日和平電廠自有高壓電塔倒塌，
電力系統減少 130 萬瓩基載供電，搶修期間導

6,200
(不含稅)

1.建築能源管理系統：
對建 築進 行分 樓分 區細 部

空調負載抑低

致供電吃緊，行政院緊急實施公務機關下午一

用電量測與紀錄，運用資訊

管理實驗系統

點到三點關冷氣政策，導致公務部門辦公環境

可視化技術，即時運算，重

1

項次

計畫名稱

研究期程

委託對象

評估與示範

內容摘要

決標金額

核准理由

（含計畫總核定金額）

（仟元）

（預期效益）

不舒適。

點式傳遞易懂資訊給用

二、本計畫研究以能源資通訊技術，於尖峰負載時

戶，設計使用者操作介面。

抑低空調用電需量，取代人工關閉，，並建立

2.空調自動需量反應系統：

強韌性電網政策。同時建置評估示範系統推廣

研究 空調 系 統之 自動 需量

至其他單位之可行性與方法。

反應服務，當有供電吃緊事

三、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6,570 仟元（不含

件，採取降低空調系統運轉

稅）
。

的用電需量，但仍維持最低
運轉量，取代現行公務部門
關閉全部空調措施。
3.抑低需量評估與後續公務部
門推廣建議研究。

台電公司高階
管理人才評鑑

4

107.04.01~110.03.31

共好管理顧問

1.有鑒於公司推動組織轉型規劃，為培訓高階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儲備人才，自 103 年開始舉辦「高階領導發展研

1005.6

本案旨在建立一套完整中高

(不含稅)

階管理人才培育體系，使未來

與管理職能發

究營」
，並辦理「線上職能測評」
。近年更為精進

人力資源運用更完備。研究內

展模式精進研

高階管理人才發展，於 105 年藉由「管理人才評

容包含辦理評鑑中心才能發

究

鑑、培育及遴選模式建置」研究案，結合外界專

展 活 動 (Assessment Center,

家資源，建立本公司管理職能，並導入「評鑑中

AC)，建構客觀專業之測評手

心(AC)才能發展活動」，其結果除做為核派參訓

法，推動管理職能與人才發展

及規劃高階課程之參考外，亦使參加者瞭解自己

結合，以鑑別本公司中階管理

需精進之職能項目，進而自我提升強化。

人才之領導能力、管理潛能及

2.本案立基於先前研究成果，希冀建立客觀且專業

待補強之處，作為管理職能增

之人才評鑑模式，並系統化分析本公司中階人員

進之努力方向，並配合前述評

管理職能強度及缺口，據以安排具發展潛力者進

鑑結果，強化個人發展計畫

行訓練，以強化選拔及培育具卓越管理及前瞻領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lan,

導等才能之高階管理人才，以達人才適性發展及

IDP)。本案相關研究內容、培

中高階主管順利接班之目的，此外本期將延續辦

訓課程規劃等將供本公司人

理高階管理人才管理知能課程(Mini EMBA)持續

力資源處與訓練所等單位參

提升高階管理人才管理職能。

考與運用，以助其有效了解本

3.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1150 仟元（不含稅）
。
2

公司中高階管理人才之發展

項次

計畫名稱

研究期程

委託對象

內容摘要

決標金額

核准理由

（含計畫總核定金額）

（仟元）

（預期效益）
狀況，進而結合評核結果及訓
練方案，強化中高階管理人才
之管理職能，達成公司經營所
需之人才培育之目標。

供電區營運處

107.3.1~108.8.31

及區營業處土

台境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一、基於預防機先、維護公司權益之立場，自 101
年底起即積極推動公司內土壤品質調查評估

壤品質調查評

工作，藉以全面掌握各單位用地之土壤品質，

估計畫

落實「善盡土地管理人應注意之義務」之相關

5,500
(不含稅)

針對土壤品質進行調查，以利
確證該用地之土壤品質。

法令規定，目前已完成三期之調查工作，本次
係針對供電區營運處及區營業處之土壤品質
進行調查，以利確證該用地之土壤品質。
5

二、本次調查場址包括本公司屏東區營業處琉球服
務所、佳源 D/S 變電所預定地、新桃供電區營
運處龍潭超高壓變電所及「高原燃氣複循環機
組發電計畫」預定地廠址、過去 3 個（台中、
南投及鳳山區營業處）之 PCB 倉庫場址，共
計 6 處場址。
三、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6,000 仟元（不含
稅）
。
用過核子燃料

行政院原子能

一、本計畫以本公司沸水式核電廠實際用過核子燃

貯存之長期穩

委員會核能研

料，針對不同型式燃料設計、供應廠家、燃耗

定性監測與行

究所

值等參數在不同貯存環境下進行模擬研究，透

究所取得之數據，可推估得到

過置於模擬包封容器之燃料其穩定性監測及

核一、二廠用過核子燃料未來

樣本燃料之試片實驗，可了解其長期穩定性及

實際於貯存營運階段時之行

貯存行為變化，如燃料護套劣化、燃料丸氧化

為表現資訊，俾了解其長期穩

與分裂氣體釋出等關鍵資訊，俾獲得將來用過

定性及貯存行為變化，藉此研

核子燃料營運策略訂定之重要參考資料。

究，未來實際將燃料放入乾式

二、國內電廠因乾式貯存計畫較預定進度延遲，水

貯存後，可減少開罐檢驗貯存

為研究 (I)
6

107.3.16~110.3.15

3

47,140

藉由本案執行的用過核燃料

(不含稅)

長期模擬監測及貯存行為研

項次

計畫名稱

研究期程

委託對象

內容摘要

決標金額

核准理由

（含計畫總核定金額）

（仟元）

（預期效益）

池貯存期間可能較原先規劃延長，本計畫亦將

燃料之必要性，不僅可撙節實

針對用過核子燃料水池延長貯存進行相關燃

際開罐檢測的成本與時間，透

料行為與安全評估。包含研析國際用過核子燃

過與國內專責研究機構合

料濕式貯存完整性運轉經驗與技術規範、執行

作，亦可快速獲得必要的技術

用過燃料池之核子燃料與護套完整性評估、用

服務和專業支援。

過燃料池結構設計評估、延續貯存期間之例行

本計畫結果可建立我國本土

性維護與監測規劃。

化研究數據及資料庫，與國際

三、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48,600 仟元（不含
稅）
。

資訊將具有互補效益，亦可應
用比對與驗證，做為未來用過
核子燃料貯存管理決策之依
據，顯示國內核燃料營運管理
長期發展之周詳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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