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別：108 年 8 月

委託調查研究費
項次 計畫名稱
CIM 在智
慧電網之
應用研究

1

大林電廠
燃氣機組
更新改建
計畫可行
性研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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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4
1.研析各智慧電網應用單位導入 CIM 之
108.8.28~109.8.27 財團法人 一、 新電業法頒布後，台電將依第六條轉型為控股母公司，
（不含稅） 標準程序。
工業技術
其下成立發電及輸配售電公司。而台電整體電力系統及
2.研析符合 IEC 61970-453 標準之圖形交
研究院
其運轉業務，亦將依調度、發電及輸電配電領域，分屬
換解決方案。
不同母子公司。為求整體電力系統穩定運轉以及最佳規
3.研析以 CIM 為資訊模型標準，整合再
劃，監視控制與資料擷取系統(SCADA)亦將有必要之資料
生能源方式。
交換需求。此資料交換因各階層 SCADA 系統已分屬不同
4.研析 SCADA 系統如何引用 CIM 標
公司，為求各自程控資訊系統開發維護及資料交換之依
準。
循，勢須依照國際公認之標準(如 IEC 61970 之共同資訊模
5.研析電廠資料傳遞標準與 CIM 資料模
型 CIM 等)傳送。
式間的轉換方式。
二、 另由於台電為達成導入再生能源及節能減碳之國家政策
6.訂定 SCADA 系統導入 CIM 資訊模型
目標，刻正積極推動智慧電網布建。在整體智慧電網中
標準管理制度。
具有眾多不同電控資訊應用系統(如先進電表基礎建設
AMI 及能源管理系統 EMS 等)，因彼此可能分屬不同製造
廠商，或因屆齡更新而造成資料交換格式相異，此亦必
須仰賴國際公認標準引用，才能於規範中要求各製造廠
家遵行辦理，達成資料交換目的。
三、 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4,800 仟元（不含稅）
研究期程

委託對象

108.8.19~111.8.19 吉興工程 一、 為因應長期電力負載需求，以及汰換老舊機組提高發電
顧問股份
效率，減少燃料成本，降低二氧化碳與空污排放等，推
有限公司
動「大林電廠燃氣機組更新改建計畫」有其必要性。
二、 本計畫擬利用大林新煤#1、2 號機南側位置(即原規劃設置
大林新煤#3、4 號機區域)做為規劃用地，並考量輸電線容
量上限暫以總裝置容量約 270 萬瓩之燃氣複循環機組為目
標，可行性研究主要內容包含計畫需要性、廠址評估及
布設、燃料供應、環境考量、輸電線引接、成本及財務
分析、風險分析管理、投資效益可行性、應用熱電共生
等。
三、 本研究案核定預算金額：16,980,000 元（不含稅）。

15,200
(不含稅)

本計畫若可順利奉核推動，第 1 部機預
計於民國 117 年 6 月起陸續商轉。

項次 計畫名稱

3

臺中港液
化天然氣
接收站計
畫可行性
研究（第
二次契約
變更）

林口電廠
空污排放
對環境
PM2.5 及
重金屬之
影響調查
研究

4

研究期程
108.8.7-111.8.7

委託對象
宇泰工程
顧問有限
公司

內容摘要
（含計畫總核定金額）
1. 因規劃增加 1 條海管，本次契約擬增修第 2 條海管路徑現
地調查工作，以利辦理水下文資調查、海管路線線勘測計
畫書及相關現地調查作業，作為工程規劃設計及環評作業
之參考。
2. 委託工作內容：
至通霄電廠第二條海底輸氣管線路徑現地調查工作：就管
線路徑範圍進行側掃聲納調探測、地層剖面探測、磁力探
測、水下攝錄影及比對分析、淺層土壤取樣及分析等工
作。
3. 本案核定預算金額: 9,559,000 元(不含稅)。

108.8.22~110.8.21 國立通大 一、 於林口發電廠廠區及下風處 1 處測站進行空氣中之 PM2.5
學
連續手動監測(樣品並進行重金屬成分分析)、水溶性離子及
酸鹼氣體之連續監測及成分分析，(上述 PM2.5、重金屬、
水溶性離子及酸鹼氣體監測及分析，於 10 月至隔年 4 月期
間執行 2 次，1 次至少連續監測採樣及分析 21 天，2 年共
84 天次；5 月至 9 月期間執行 1 次，1 次至少連續監測採樣
及分析 21 天，2 年共 42 天次)。
二、 配合本公司提供之林口發電廠排放資料及前述採樣數據，
以環保署認可之三維網格空氣品質模式(排放量以環保署
公告之 TEDS 排放量為基準)模擬林口發電廠 PM2.5 排放於
不同季節對全台及鄰近地區之影響，模擬 6 次。
三、 以受體模式進行林口發電廠周界空氣之 PM2.5 及重金屬來
源分析，以瞭解林口發電廠排放之污染影響。
四、 於林口發電廠下風處蒐集氣態元素汞、氣態氧化汞與顆粒
汞之濃度現況資料。
五、 蒐集北部及竹苗空品區的空氣品質測站數據，統計分析林
口發電廠之 PM2.5 排放在不同季節及天氣型態之污染影
響。
六、 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18,876.19 仟元（不含稅）。

決標金額
（千元）
8,800
(不含稅)

核准理由
（預期效益）
規劃於原海管路徑外側約 500m 處再平
行增加一條海管互為備援，並調整相關
之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海管路線線勘測
計畫書等，辦理增加調查範圍等修正作
業。

17,000
(不含稅)

檢測數據與空品模擬結果，可作為未來
對外揭露數據、空氣污染管制與健康風
險評估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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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電公司 108.08.16~110.02.15 財團法人 一、 規劃台電公司相關單位 SF6 排放減量資訊，並建置 SF6 排放
7,200
本研究案將依據「電力設備現地回收
電力設備
減量表單符合減量查證要求；評估並撰寫台電公司 SF6 現地 （不含稅） SF6 排放減量方法」之查證要求，完成撰
工業技術
SF6 排放
回收減量計畫之專案計畫書。
寫減量報告書、取得第三者查證公司之
研究院
二、 針對台電公司 SF6 排放減量績效進行內部稽核，並與查驗
確證聲明書等，後續向環保署申請核發
減量計畫
額度。
推動研究
機構進行 SF6 排放減量之確證作業。
三、 「六氟化硫 SF6 申報管理系統」升級與現場人員教育訓練。
四、 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7,900 仟元（不含稅）。

項次 計畫名稱

5

6

研究期程

委託對象

需量競價 108.08.01-109.07.31 環域科技 一、 近年來需量競價措施實施成效雖然大幅成長，對於紓解
平台資訊
股份有限
供電緊澀有極大貢獻，惟需量競價措施參與單位為電號，
系統精進
公司
倘同一家公司以多個電號同時參與需量競價，則須個別登
之研究
入進行管理，造成用戶操作不便利，故期透過本研究案充
分了解參與用戶，提供客製化服務，透過需量競價平台資
訊系統精進協助用戶配合抑低用電，以提高執行率與抑低
實績，舒解供電緊澀壓力。
二、 本計畫核定金額為 7,500 仟元(不含稅)。

6,902
(不含稅)

本研究之主要目標為精進需量競價
平台資訊系統，協助用戶配合抑低用
電，以提高執行率與抑低實績，實際達
成紓解系統及區域供電緊澀。

內容摘要
（含計畫總核定金額）
電力交易 108.09.01~110.08.31 財團法人 一、新版「電業法」於 106 年 1 月 26 日公布施行，第 11 條第
平台之國
台灣綜合
1 項規定：
「輸配電業為電力市場發展之需要，經電業管制
外資訊研
研究院
機關許可，應於廠網分工後設立公開透明之電力交易平
析及培訓
台」。
計畫研究
同時間，台電公司亦將轉型為控股公司架構，母公司
下設發電與輸配售電兩家子公司（領有輸配電業與公用售
電業執照），並開放綠電之用戶購電選擇權。
電力系統運轉模式，將由過去綜合電業統一調度之模
式，逐漸轉為依據電力市場交易結果執行電力調度之模
式。前述兩種調度運作模式，雖皆係以供電安全與穩定供
電為核心目標，但後者(電力市場模式)更強調系統調度需
恪遵市場交易規則。
為達上述法規要求，本公司於 107 年 5 月正式啟動
「電力交易平台籌備小組」
（以下簡稱籌備小組），由總經
理主持、董事長列席指導，籌備小組下設交易資訊系統
組、市場發展組、交易結算組、交易營運組及市場管理組
等五個工作分組，分工進行電力交易平台之建置。此外，
因應電力交易平台日後之建置與營運，工作小組亦需對調
度中心之中立性原則與相關措施、軟硬體建置與交易安全
性等，有更進一步之瞭解。
承上所述，為能順利推動上述籌備小組任務，培養未
來電力交易平台專責人力，擬藉由本計畫之執行，引進國
外新型態電力交易之完整教育訓練課程，編輯適合本國交
易平台使用之相關教材，並開設相關教育訓練課程。以加
州電力調度中心(CAISO)為例，其官網上即列有 Learning
Center 專屬網頁，提供其內部員工及電力市場參與者所需
之線上教育訓練課程及課程報名資訊。
考量各工作成員應具備電力交易基礎知識，規劃交易
平台發展藍圖，並與國際顧問公司共同執行電力交易平台
之細部設計與電力交易系統軟/硬體建置。
因此，課程內容應至少包含(但不限於)：基礎電力市場
介紹、中立性原則、電力交易程序、市場力監控機制、交易
風險管理、需量反應參與方式及案例、輔助服務、容量市場
概述、競價機制、交易結算方式、電力交易雙邊合約、交易
平台資訊系統介紹，並選定至少 3 個成熟電力市場案例，針
對其運作進行完整詳細之介紹。
二、本計畫核定金額為 7,350 仟元(不含稅)。

項次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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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程

委託對象

決標金額
（千元）
6,355
(不含稅)

核准理由
（預期效益）
(一) 蒐集及歸納北美、歐洲、亞洲等
電力市場之完整教育訓練教材，並
依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的架構規劃需
求進行適當之修訂。
（二）基礎課程內容：電力交易整體基
本概念介紹，使學員具備進一步研
讀進階課程之能力。
（三）進階課程內容：針對不同市場參
與者之角色、責任及具備之程序，
進一步予以闡述。若有特殊支持市
場運作之功能，也應於此課程中予
以釐清。
（四）舉辦教育訓練課程，並根據學員
回饋意見，修正課程教材及內容。
（五）培養本公司至少 5 名種子教育訓
練講師。
（六）舉辦「電力交易平台」國內論壇
及國際座談會，邀請國內外學者專
家演講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