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託調查研究費
項次 計畫名稱 研究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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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別：109 年 6 月
委託對象

台電公司
因應溫室
財團法人
氣體減量 109.06.01~
台灣綜合
及管理法 110.11.30
研究院
研修之策
略研析

環保業務
環輿科技
109.06.01~
管理系統
股份有限
111.05.31
研究發展
公司

內容摘要
（含計畫總核定金額）

一、內容摘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已於 104 年 7 月 1 日公布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以下簡稱溫管法）
，且陸續訂定國家因
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推
動方案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則依前述推動方案，訂
定所屬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由於溫管法施行至今已
超過 4 年，後續溫管法及相關子法之檢討修正及制定，包括強化部
門減量管理機制、強化大型排放源的管制及申報作法、落實污染者
付費精神、強化氣候變遷調適、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等作為，有必
要進行追蹤及深入了解，以降低對電力供應之衝擊。同時進行本公
司「溫室氣體資訊管理系統」維護與升級，以因應法規要求。
二、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6,999 千元 (不含稅)

一、內容摘要：
本處歷年來，因環保業務需求，已建立諸多應用系統，並累積許多
資料。為使資料活化，找出隱含價值，需對歷史資料進行研究，了
解整體環境及生態變化，並就既有系統研發趨勢分析之功能，以協
助本處決策相關環保議題，故有必要辦理旨案研究工作。
二、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6,468 千元 (不含稅)

決標金額
（千元）

核准理由
（預期效益）

一、綜整國內溫管法及相關子法（含草
案），追蹤最新動態及重點修訂方
向，並研析與電力業相關法規之競
合。
二、就溫管法可能修法重點之先進國家
制度，以及其推動經驗，與國內電
6,200
力業管制進行比較分析。
(不含稅) 三、研析溫管法及其相關子法（含草
案）修訂方向對國內電力業營運可
能造成之影響，提出台電公司因應
策略/措施，並即時回應外界關切與
本計畫相關之議題。
四、溫室氣體資訊管理系統之維護與升
級。
一、研究環境監測長期資料管理系統架
構及資料庫，研發監測資料圖表分
析工具，使之能多元化加值應用監
測數據。
二、基於前述資料庫及環保署規定監測
數據格式，研發監測數據格式轉換
之功能，並協助相關資料介接事
6,120
宜。
(不含稅) 三、基於前述系統架構，研發白海豚及
鳥類生物調查，依資料庫進行特定
期間趨勢分析，以掌握白海豚及鳥
類活動熱區分布。
四、研發空污排放量推估與績效管理系
統，依據燃料別、電廠別、污染種
類等，推估結果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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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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低碳
島節能與
109.07.01~ 國立金門
分散式能
111.06.30 大學
源發展策
略研究

預期效益：
一、利用再生能源的科技與環保特性，
一、內容摘要：
產生潔淨能源島嶼的新形象，可以
金門低碳島二期計畫(110 年~114 年)依循「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
吸引兩岸觀光客群。
二、配合智慧電網及地方創生的建構，
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納入儲能系統、智慧電表、需量
發展結合再生能源的觀光休閒、低
反應、提高再生能源占比打造金門智慧電網。本研究重心為金門低
碳島節能與分散式能源發展策略，建立社區居民自發參與節能、廣
5,470
碳社區或校園示範園區，帶動地方
相關資源與產業發展。
設分散式能源，並結合在地特色(人文風采、地景地貌、產業歷史、 (不含稅)
三、推廣電動車與綠色交通工具，造成
工藝傳承等文化內涵)，導入綠能共學、創意設計、多元模式，開拓
地方深具特色的產業資源，帶動地方產業發展與能源轉型，為環境
金門地區性的運輸特色，分享潔淨
永續創造雙贏局面。
能源的清新與優點。
四、讓新興科技導入校園甚至走入民
二、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6,000 千元 (不含稅)
間，吸引更多族群及遊客實際體會
與學習再生能源。

建置「大
容量短路
109.06.08~ 工業技術
試驗室」
110.06.07 研究院
可行性評
估

一、探討短路試驗室土地佔用面積與位
置。
一、內容摘要：
二、環境風險影響評估與防制建議。
綜合研究所樹林所區 161kV 高壓開關場老舊設備更新與建置國際級
三、運送發電機、試驗設備至短路試驗
高壓(36 kV, 40 kA)短路試驗室等工作，將分三期進行，第一期為委
室的道路限制評估。
請台電公司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處，將樹林所區 161 kV 高壓開關
四、調查本案試驗室之國內外市場需
場之 1966 年老舊且佔空間之 OCB 汰換成體積較小之 GIS 開關設
求。
備；第二期為更新既有短路試驗設備；第三期為建置「自備短路發
8,899
五、蒐集分析與本案同等級試驗室之法
電機之 36 kV 40 kA 之電力器材所有定型試驗能力」之短路試驗場。 (不含稅)
規依據與營運模式。
另外，綜合研究所深澳所區也可能是「自備短路發電機之 36 kV 40
六、比較分析 IEC/ANSI/CNS 在高壓配
kA 之電力器材所有定型試驗能力」短路試驗場建置的區域。短路試
電盤、斷路器、變壓器、負載啟斷
驗場建置完成後，可改善國內高壓設備定型曠日廢時且費用昂貴之
開關、避雷器及熔絲之試驗標準差
問題。
異。
二、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9,000 千元 (不含稅)
七、短路試驗室發電機與電力系統連接
之系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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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對象

因應再生
能源之電
財團法人
109.07.01~
價及需量
台灣經濟
110.06.30
反應改革
研究院
策略研究

自動需量
財團法人
109.07.01~
反應商業
工業技術
111.03.31
模式研究
研究院

內容摘要
（含計畫總核定金額）
一、內容摘要：
(一)隨再生能源持續併入電力系統，我國淨負載（扣除太陽光電及風
力後之負載）將逐漸形成鴨子曲線，造成日中負載過低及傍晚負
載急升之調度困難，並對電價成本、電價結構產生影響。為因應
鴨子曲線，國外電業已逐步調整時間電價之尖、離峰時間帶，以
引導用戶電能使用，例如加州 2019 年將尖峰時間由 12:00~18:00
調整至 16:00~21:00，其相關做法應可做為我國之借鏡參考。
(二)另《電業法》於 106 年 1 月 26 日修正公布施行，開放再生能源發
電業及售電業進入零售市場，自此再生能源業者可直接售電給終
端消費者。預期未來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成本將逐年下降，將與本
公司累進電價和時間電價方案產生競爭，對電費收入及費率結構
產生影響，基此，配合再生能源發展趨勢調整我國累進電價與時
間電價制度，亦有其必要性。
(三)現行需求面管理措施可分為價格型與誘因型，在因應我國再生能
源滲透率期程下，應及早規劃短、中、長期之改革策略，包括何
時啟動、如何調整、如何過渡、實施期程等議題，使我國未來之
電價及需量反應政策，得以滿足電力系統需求及因應市場開放需
要。
二、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5,000 千元 (不含稅)

一、內容摘要：
(一)由於低壓用戶具有「用電小、戶數多、組成雜」之特性，且電費
低廉占消費支出比例不高、用電缺乏專人管理，忽略用戶特性複
製高壓用戶推動需量反應之方式，成效有限。本公司自 106 年起
陸續展開低壓用戶需量反應試驗，包含低壓用戶群代表參與需量
競價試驗、即時電價試驗等，試驗成果顯示：低壓用戶執行需量
反應之效果相當有限，且價格誘因對於需量反應效益無直接關
連。
(二)基此，配合低壓 AMI 布建，如欲使低壓用戶透過需量反應對系統
產生貢獻，應有新的商業模式。針對低壓用戶調整彈性偏低的性
質，需量反應若結合能源管理系統及智慧家電，使電器自動依照
電價高低調節使用情形，減少傳統人力操控的不便，將有助於提
升該等用戶管理用電的彈性及需量反應措施之實施效益。美國加
州提供住宅用戶之需量反應方案，如 SCE(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之智慧能源方案(Smart Energy Program)，即結合家庭智慧溫
控系統，採自動需量反應方式遠端控制家庭溫控器之溫度設定，
無須用戶介入。
二、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9,500 千元 (不含稅)

決標金額
（千元）

核准理由
（預期效益）

一、研析國外電力公司因應再生能源占
比提高及電力市場建立之電價及需
量反應之改革方向與相關文獻蒐
集。
二、制訂本公司在再生能源滲透率之目
4,650
標期程下，其短、中、長期之電價
(不含稅)
及需量反應之改革策略，包含累進
電價、時間電價及需量反應措施
等。
三、評估電價及需量反應檢討作法對利
害關係人的影響及預期效益，並研
擬政策說帖及召開公開說明會。

一、本計畫將結合 HEMS(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並於 200 低壓
住商用戶進行自動需量反應試驗，
以發展適宜之低壓住商需量反應機
8,930
制。
(不含稅)
二、本計畫之成果，將可以作為本公司
將需量反應推廣至低壓住商用戶，
以取得更大量需量反應資源之直接
參考。

項次 計畫名稱 研究期程

7

委託對象

水文自動
化觀測及
資拓宏宇
109.06.15~
傳輸之評
國際股份
110.12.15
估與應用
有限公司
研究

內容摘要
（含計畫總核定金額）
一、 內容摘要：
依政府再生能源發展政策，經濟部能源局訂定水力發電發展目
標，台灣電力公司積極持續開發水力發電、實踐政府能源政策及達成
穩定供電，同時因應水力發電計畫、電廠營運、水庫安全等需要，針
對國內具有發電潛能之流域進行長期的水位、流量、雨量、水質及氣
象等項目進行觀測。
台灣電力公司水文觀測站大都位處流域上游，目前由觀測人員定
期駕車並步行至現場作業，工時長且有工安風險；另考量颱洪或強降
雨期間人員亦無進入現場觀測，無高流量資料將影響水文分析及水庫
安全等評估之精確度。因此本研究將蒐集國內外現代科技自動觀測技
術，評估台灣電力公司各測站適用與否，並進一步評估建置與維護方
式及成本，做為台灣電力公司決策是否建置自動化觀測系統之參考依
據。
同時考量台灣電力公司各單位之觀測資料分散而未予以管理，本
研究將建置台電公司「水文氣象資料供應與決策輔助查詢展示平
台」，統整公司內相關單位之觀測資料外，亦介接氣象局、水利署及
政府開放資料，並利用大數據分析等技術加以評估各種加值應用之可
行性，建立一套自動化且具有分析功能之視覺化系統。
二、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5,200 千元 (不含稅)

決標金額
（千元）

核准理由
（預期效益）

4,600
(不含稅)

本研究採用新的技術以及傳輸方法
進行觀測設備自動化之評估與規劃，未
來若能建置自動化觀測系統，將可降低
工安風險及提升水文及水利發電之管理
效率。同時，建置水文氣象地圖系統平
台，統整台電公司及相關單位觀測資
料，達到落實水文基礎資料長期收集與
水文分析等報表產製作業，提升人員作
業效率；並透過資料加值應用，進行儀
器故障判斷、防災預警、推估發電量及
預測來砂量等，讓管理單位迅速掌握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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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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用戶
應用於家
109.07.01~ 工業技術
居照護系
110.06.30 研究院
統可行性
研究

一、內容摘要：
1.根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料得知，台灣自 1993 年起邁入高齡化社會
以來，65 歲以上老人所占比例已快速攀升，人口預計將在 108 年
後由自然增加轉為自然減少。又依據內政部統計至 107 年年底台灣
老化人口佔總人口比率高達 14.5％（聯合國定義高齡化社會，65
歲以上占總人口之 7%以上）
，已創歷年新高，預估至 2065 年老化
人口將達 41.2％。
2.因應人口老化比例逐年提昇，獨居長者有愈來愈多之趨勢，在地
老化之觀念逐漸普及，因此強化家居健康照護服務，增加多元照
一、提供家庭電力可視化互動服務。
護服務功能，勢在必行。受到人口老化的影響，需要更多的醫療
二、透過物聯網控制，用戶可即時查看
照護資源，讓照護工作擴展至家居照護，智慧電網結合家居照護
各項電器使用情形，且可直接遠端
系統，可隨時掌握受照顧者之用電情形、活動狀況，這些無需每
6,570
遙控家中設備提供即時警報和遠程
日醫療協助模式的受照顧者，可藉由智慧電網結合遠端監控設
(不含稅)
參與。
備，由日常家居用電行為預測受照顧者之活動性及自主管理能
三、經由電器使用紀錄，間接瞭解家居
力，另外並可運用有線、無線傳輸通信和穿戴微小化的生理參數
長者作息異常訊息。
感應器（sensor）提供與專業醫護人員便利的雙向互動模式，減少
雙方舟車勞頓，增加受照顧者活動的自由度（mobility）及其疾病
的自主管理能力，此外，亦可以透過電話及網路傳輸受照顧者在
家時的生理及生活資訊，克服空間和時間的障礙，以節省長期照
護服務成本。除利用智慧電網應用聰明用電、聰明省電之家居生
活外，更可透過即時傳輸的訊息，有效地提升家居照顧的安全性
與家居活動能力，長期來看並有可能將醫院的照護移轉到在家的
照護，有助本公司異業結盟，展示智慧電網更多面向，有助提升
本公司企業形象。
二、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7,000 千元 (不含稅)

產業用電
資料分析
財團法人
109.06.22~
策略及區
台灣綜合
110.12.21
域發展應
研究院
用之研究

一、針對特定產業執行 DR 措施成效佳
一、 內容摘要：
之用戶，搭配負載資料及用電設備
為進一步瞭解產業製程及相關用電設備，掌握抑低績效良好用戶
等其他資料，進行大數據分析，輔
之用電行為，並透過大數據分析(統計分析、人工智慧等)作系統性之
以實地訪談，以瞭解該產業執行
歸納研究，將有助於發掘更多具潛力之用戶參與需量反應(Demand
DR 措施之相關因應措施及成果，
Respond, DR)措施。為達成前述目標，除智慧型電表(Advanced Metering
並據以設計問卷，提供未參與 DR
Infrastructure, AMI)資料及開放資料之應用外，如能藉由其他產業用電
4,950
措施用戶作可行性評估。
資訊一同分析，將有助於本公司輔導廠商參與 DR 措施時提出更精準 (不含稅)
二、基於前述研究成果，建立產業用電
對策與預期成果。
資料分析策略及系統化流程，作為
此外，產業或區域用電應與區域發展息息相關，如能藉由產業或
後續擴大研究範疇(如其他產業、行
區域用電等資料評估區域發展，對於本公司未來各區域負載規劃，應
業) 之基礎。
有相當程度之幫助；對外則可做為城市/區域發展指標。
三、產業或區域用電等資料延伸應用，
二、 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5,700 千元 (不含稅)
評估區域發展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