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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集預報系統於台灣風場預報之應用 
Application of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for Wind Speed Forecast  in Taiwan 

蔡金成* 謝銘恩** 蕭玲鳳*** 
Tsai, Chin-Cheng Hsieh, Ming-En Hsiao, Ling-Feng 

周儷芬**** 張志榮**** 盧苹源**** 
Chou, Li-Fen Chang, Chih-Jung Lu, Ping-Yuan 

摘 要 

本研究應用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之定量降雨系集預報實驗產品，進行台灣風場預

報之校驗評估，並嘗試研發模式資料後處理策略，以期提升預報資料準確度，並增進後

續風力發電預測及電力調度操作之彈性。 

研究中以台灣電力公司 18個近海岸風機測站(含一座離岸測站)為目標站點，透過數

值模式輸出格點之逐時預報資料，藉由克利金法將格點資料內插至 18 個測站並與觀測

資料進行校驗。綜合 18 個測站之校驗結果，系集平均之預報資料表現優於單一成員。

系集預報資料優化策略之發展透過兩種方式：(1)以預報能力挑選成員組成新預報資料；

(2)以偏差修正法改進系集平均之預報資料。結果顯示以成員過去預報能力之表現組成新

預報資料，僅能改善短期(第 6-30小時)預報；透過偏差修正方法，則能顯著改善系集平

均之預報誤差，RMSE在第 6-30、30-54及 54-78小時分別改進 14%、8%及 35%。 

關鍵詞(Key Words)：系集預報(Ensemble Forecast)、風速預報(Wind Speed Forecast)、偏差修正(Bias

Correction)。 

*中央氣象局氣象資訊中心

**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中央氣象局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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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系統與離岸風場併接策略研究分析 
A Study on Methods of Connecting Offshore Wind Farms to Power Systems 

潘建宏* 吳元康** 李清吟*** 
Pan, Jian-Hong Wu, Yuan-Kang Lee, Ching-Yin 

摘 要 

本文以 PSS/E 軟體模擬研究 864MW 的離岸風場併入 2015 年台灣電力系統，研究

包含：電力潮流分析、故障電流計算、暫態穩定度，以及臨界清除時間分析。假設三種

策略如下：單一併接點法、分散併接點法以及多併接點法，其中單一併接點法分為 161kV

與 345kV 於電力系統上各選一併接點，根據穩態模擬分析資料推斷 345kV 單一併接點

法為最佳併網策略，且併接點位置的選擇關乎到一座風場所提供的故障電流大小。在暫

態穩定度方面，當系統發生故障時 161kV單一併接點法研究結果顯示其電壓降的幅度最

小，但是其頻率擾動的幅度為影響最大。此外，有 2種併接策略的臨界清除時間模擬結

果相較風場未併入系統前的基準值其時間延長，綜合以上，模擬結果可提供離岸風場併

網更多參考價值。 

關鍵詞(Key Words)：離岸風場(Offshore Wind Farm、併網策略(Connection Methods) 、穩態電力

潮流分析(Steady-State Power Flow)、暫態穩定度(Transient Stability)、臨界清除時間(Critical Clearing 

Time)。 

*台灣電力公司輸供電事業部台中供電區營運處

**國立中正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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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降雨預報技術應用於德基水庫集水區之適用性探討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Quantitative Rainfall Forecasting Technique to Watershed of the 

Deji Reservoir 

王潔如* 吳明璋** 蕭玲鳳** 
Wang, Chieh-Ju Wu, Ming-Chang Hsiao, Ling-Feng 

周儷芬*** 張志榮*** 曹顥瀚*** 
Chou, Li-Fen Chang, Chih-Jung Tsao, Hao-Han 

摘 要 

本研究以現有台灣颱風洪水中心定量降雨預報為基礎，針對德基水庫集水區雨量觀測

資料進行每 24小時累積雨量校驗分析，探討 2016年 11月到隔年 10月模式預報雨量之能

力。校驗結果顯示，15個成員組成之系集平均預報能力表現穩定且多優於單一成員，但系

集平均降雨預報能力未能在旱季突顯，隨著降雨顯著，系集平均降雨預報在預報第 54小時

內表現較佳。 

關鍵詞 (Key Words)：定量降雨預報(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水庫集水區(Reservoir

Watershed)、系集(Ensemble Forecast)。 

*台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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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氣廢熱鍋爐之低溫腐蝕與露點溫度 
Low Temperature Corrosion & Dew-Point Temperature of Heat Recovery Steam Generator 

Exhaust on Gas-Fired Combined Cycle Power Unit 

陳良友* 
Chen, Liang-Yeou 

摘 要 

燃氣複循環發電機組已成為台灣火力發電系統的主力之一，但其廢熱鍋爐之低溫腐蝕

向來被忽視，本文即針對本公司現有複循環機組之低溫腐蝕防制機制進行分析。相較於傳

統燃煤(油)鍋爐之排氣露點溫度計算主要著眼於 SOx或 NOx濃度，燃氣複循環之廢熱鍋爐

排氣之露點溫度則與天然氣成分、大氣條件、及空氣燃料比關聯較大，本文即針對此三因

素進行分析比較，以作為調降煙囪排氣溫度之參考，期能達到節能及確保設備運轉安全之

目的。 

關鍵詞(Key Words)：低溫腐蝕(Low Temperature Corrosion)、露點溫度(Dew-Point Temperature)、

複循環(Combine Cycle)、廢熱鍋爐(Heat Recovery Steam Generator)、冷凝水預熱器(Condensate 

Preheater)、低壓省煤器(LP Ecomizer)、相對濕度(Relative Humidity)。 

*台灣電力公司水火力發電事業部南部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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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電地下電纜線路遮蔽循環電流異常之原因與實例探討 
A Case Study on Abnormal Sheath Circulation in Underground Transmission Cables 

楊豐榮* 

Yang, Fung-Jung 

摘 要 

運轉中交連聚乙烯(XLPE)電纜受到電磁作用會於遮蔽層產生循環電流，若電流過大

將降低電纜線路之送電容量，並且因回路損失造成發熱而加快電纜老化損及壽命；考量

遮蔽層之感應電壓及循環電流對地下電纜線路長期運轉後可能帶來的影響，本篇以靜磁

理論與相關文獻為基礎，探討遮蔽循環電流異常之原因以及建立數學模型，並以

MATLAB 程式模擬實際案例，藉此評估實測電流值之合理性，供作為日後輸電地下電

纜線路設計與現場維護作業之參考。 

關鍵詞(Key Words)：輸電地下電纜(Underground Transmission Cable)、遮蔽循環電流(Sheath

Circulation Current)、遮蔽感應電壓(Sheath Induce Voltage)。 

*台灣電力公司輸供電事業部台中供電區營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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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飛行載具於架空輸電線路之應用案例分享 
A Case Study of Applying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to Overhead Transmission Lines 

潘勇霖* 黃俊文* 許 文* 

Pan, Yung-Lin Huang, Jun-Wen Syu, Wun 

摘 要 

近幾年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或稱無人飛機，現今愈來愈盛行

並朝多元用途的方向發展，在日常生活中，從新聞拍攝、廣告製作、農業經營、地形量測、

急難救助和資源調查與災害監測等，隨處可見各種空拍機的應用實例。而本處(高屏供電區

營運處)也於101年，嘗試利用外包小型遙控直升機拍攝，順利找到河床上鐵塔之事故點，

隨著無人飛行載具技術越來越成熟，增加了塔基監測、線路巡視、找尋事故點及鐵塔腐蝕

等項目。特別是近年來極端氣候因素，天然災害日益頻繁，風災或暴雨後，巡視路坍方，

車輛無法到達，須用步行方式，或是送電中之線路事故點找尋，更須輔以無人飛行載具，

可提高巡檢作業的效率和效益，降低人員工安事故之發生。 

關鍵詞(Key Words)：架空輸電線路(Overhead Transmission Lines)、無人飛行載具(UAV)、輸電線

路維護(Transmission Lines Maintenance)。 

*台灣電力公司輸供電事業部高屏供電區營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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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kV 林園~東聯紅線#10 鐵塔(四回線共架)汰換工程  

案例分享 
A Case Study of Replacing 69kV Linyuan Donglian Red Line #10 Tower (Four Circuits 

Common Structure) 

曾國光* 劉秋陽* 

Tseng, Kuo-Kuang Liou, Chiou-Yang 

摘 要 

本工程係因鐵塔使用年限已久且長期受特定污染源影響，鐵塔構件腐蝕嚴重。107 年度

颱風期來臨前需規劃及時汰換，以避免鐵塔倒榻之危險性，而影響供電安全，造成大用戶

重大的損失。因旨述鐵塔線路供應林園工業區多家大用戶，改建方案規劃需配合各家大用

戶停電時程，其規劃過程需不斷地溝通、協調，尋求最可行、影響最小且各家廠商都能接

受之方案。本案最終以架設臨時線方式改建汰換，以避免二回線供電之大用戶面臨二回線

同時停電之狀況，而影響大用戶的設備及產能。藉由本文的說明，提供各種鐵塔汰換規劃

之可行性評估及困難點的解決，希望可作為日後設計人員在遇到類似案件時之參考。 

關鍵詞(Key Words)：鐵塔構件(Tower Component)、臨時線(Temporary Circuit)、鐵塔汰換(Tower

Replacement)。 

*台灣電力公司輸供電事業部高屏供電區營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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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電網系統架構內系統保護協調之探討 
An Exploration of Protection Coordination in Regional Power Grid 

洪穎怡* 周至如** 朱家齊*** 吳元康**** 

Hong, Ying-Yi Chou, Chih-Ju Chu, Chia-Chi Wu, Yuan-Kang 

呂學德***** 許世哲* 廖清榮****** 盧銘順****** 

 Lu, Shiue-Der Hsu, Shih-Che Liao, Ching-Jung Lu, Ming-Shun 

摘 要 

政府設定 2025 年再生能源推廣目標為 27.423GW，其中太陽光電裝置容量 20GW，離

岸及陸域風電裝置容量分別為 5.5GW 及 1.2GW，占發電總量的 20%。再生能源發電型態及

特性與傳統之集中式大型發電廠有很大的不同，用戶端亦可能是發電端，在電力系統產生

雙向電力供需情形，有別於傳統單向由輸電往配電之電力供應模式。再生能源發電將使負

載難以預測，電網架構勢必隨著改變，由過去集中式電網概念轉變為多種能源共存的分散

式、區域化的能源網路。因此須對既有電網調整為區域電網之架構做審慎評估與研究。本

文考量再生能源滲透率增加對區域電網產生系統保護協調影響，包括配電系統 IED4 之採購

規範需求與修訂之建議、輸電系統併接點相關之併接方式、輸電系統併接點相關之保護協

調及考慮供電瓶頸區域採 50+2 電驛保護機制等之檢討與建議。 

關鍵詞(Key Words)：區域電網(Reginal Power Grid)、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展高滲透率

(High Penetration)、系統保護(System Protection)。 

*中原大學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勤益科大 

******台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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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Google Earth 評估輔助配電規劃系統設計之可能性 
Evaluating the Design of Distribution Planning System with Google Earth 

林建宏* 徐瑋倫* 劉定安* 

Lin, Chien-Hung Hsu, Wei-Lun Liu, Tin-An 

摘 要 

配電系統規劃猶如密密麻麻的網路，有輻射及環狀等系統。規劃人員搜尋相關的接點，

並把接點拉到用戶端，再加上把系統構成環路，相當的費時，然而現今演算法理論不僅僅

應用於數值研究上，已經可以開發出最佳路徑點對點連接、圖形辨識及自動繪圖等功能，

加上配電系統規劃缺乏一套專屬規劃人員使用之軟體，故本研究擬初步測試使用 Google 

earth 與最小規劃法於配電系統負載，並評估輔助配電規劃系統設計之可能性。 

現今圖形演算法、最小生成樹[1](Minimum Spanning Tree)最佳化等方法，在無向圖權重

的連通圖中找尋可以連接所有點的邊，且不形成循環，這些邊的權重和最小，可以連通所

有點，故一定會形成樹，這樣的問題稱作最小生成樹，相當適合應用於輻射網路系統，皆

可能可以應用於圖形規劃上，加上現今新型演算法不斷的發展，AI 自學圖像識別和光學字

元辨識，這些都是 AI 領域未來的加值應用。 

關鍵詞(Key Words)：配電系統規劃(Distribution System Planning)、最佳路徑(Optimization Path)、

Google Earth。 

*台灣電力公司配售電事業部高雄區營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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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電力動態運轉資訊建置概述 
A Introduction to the Dynamic Power Operation System with Multiple Information 

王文哲* 吳孟昌* 彭雲忠* 張簡敏* 

Wang, Wen-Che Wu, Meng-Chang Peng, Yun-Chung Chang, Chien-Min 

摘 要 

本研究係以高屏供電區營運處區域調度中心所使用的電力調度監控系統及新一代調度

監控顯示系統為主要研究對象。利用現今科技資訊並結合調度監控及顯示系統軟/硬體架構

功能，在不影響電力調度運轉前提下，建置一多元電力動態運轉資訊，該資訊不僅可顯示

落雷資訊、即時新聞等，還新增系統即時動態資訊，大幅提升調度運轉人員即時掌握系統

狀況、事故排除及轉供之效率，對公司整體營運績效有顯著的貢獻。 

關鍵詞(Key Words)：監控與資料擷取(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電力系統網路

拓撲(Topology)、馬賽克面板(Mapboard)、遠端終端裝置(Remote Terminal Unit)。 

*台灣電力公司輸供電事業部高屏供電區營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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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全黑下林口超超臨界機組自主運

轉之研究 ................................................. 曾鴻裕‧朱記民…850…29 
林祖佑‧孫培訓

張文豪‧張勝棋

蕭聖文

民營電廠購售電合約最適期限探討...... 張玉青‧林恪亨…852…11 
馬公勉‧陳詩豪

楊豐碩‧褚玹甫

核 能 發 電

利用INER-HPS乾貯系統探討高燃耗 
燃料進行乾貯作業之可行性研究 ......... 馮玉明‧王仲容…845…78 

李宛芸‧曾永信

模擬核種擴散之GoldSim區塊模組數 
量研討 ..................................................... 陳  智  隆…846…87 

淺談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的需

求管理 彭  桓  沂…847…90 

日本JPDR及東海核電廠除役經驗於 
我國之應用與借鏡 ................................. 蕭憲明‧沈允中…848…67 

張清土‧張義國

陳永枝‧謝賢德

核電廠執照管制熱流暫態分析技術研

究與應用 ................................................. 馬紹仕‧王政德…848…85 
苑穎瑞‧張漢洲

游子堯‧蔡智明

分裂產物傳遞現象研究 ......................... 施聿懷‧王德全…854…90 
江授全‧張漢洲

游子堯‧劉盈廷

輸 變 電

因電力品質供電瓶頸地區之解決方案

及檢測預防分析 ..................................... 林建宏‧陳健舜…845…1 
劉泰成

整合型通訊技術應用於電業之應用－

以供電設備預防診斷及電纜圖資為例 .. 常健行‧吳永仁…845…8 
劉仁竹‧鄧麗維

蘇奕奇

電力變壓器局部放電測量分析與診

斷－以機科D/S#1DTR為例 ................... 黃彥凱‧周旻賢 …846…27
林震邦‧徐榮彬

劉權毅‧蘇啟昌

電驛飛鷹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 陳  銘  宗…846…14 

1070206花蓮地震緊急應變處置經驗 
分享 ......................................................... 吳振彰‧王玉銘…847…9 

吳清木‧林國華

輸電鐵塔結構分析模擬與監測技術研

究 ............................................................. 張國鎮‧吳世鴻…848…1 
宋裕祺‧李佳諭

沈政毅‧陳清泉

輸電線路弱點及妨礙農耕改善經驗分

享－以69kV中港~潭子線#69~#73工程 
為例 ......................................................... 詹  昀  叡…850…47 

台北供電區營運處氣候變遷調適研究 . 蘇衍綾‧林景庸…851…28 
徐玉杜‧許文嘉

溫桓正‧蔡顯修

電力變壓器突入電流與故障電流之辨

識 ............................................................. 周旻賢‧吳清木…851…47 
林震邦‧徐榮彬

黃彥凱‧蘇啟昌

161kV輸電線路保護電驛標置自動核 
對系統 ..................................................... 陳  銘  宗…852…43 

以345kV深美－冬山線#80為案例應用 
於鐵塔監測即時預報系統 ..................... 蕭宇能‧熊開平…852…32 

鄭忠國

161kV台澎海纜加入系統模擬及建議 ... 高斌峰‧李清雲…853…28 
林忠彥‧陳永源

黃保源‧賴國英

因應綠能發展輸電線路防鹽害之精進

作為 ......................................................... 李佳諭‧邱奇昌…853…20 
畢吳翊‧羅偉倫

345kV複合式氣體絕緣開關(GCS)外殼 
修補應用實例 ......................................... 徐嘉鴻‧朱登騰…854…34 

楊學林

宏都拉斯電力系統設備問題探討 ......... 何秉衡‧蔡文達…8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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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濱E/S風力發電用配電變壓器運轉 
狀況 ......................................................... 巫昇峯‧吳清木…854…27 

陳怡文‧蘇啟昌

配 電

22.8kV等級架空配電裝置技術分析研 
究 ............................................................. 林信立‧周昱緯…848…28 

陳天民

配電級再生能源管理系統建置可行性

研究 ......................................................... 陳朝順‧林嘉宏…848…13 
張文曜‧許振廷

辜德典‧楊金石

透過混和型資料之低壓負載趨勢分析 .. 林建宏‧王建棕…853…36 
劉鴻儒

電 力 系 統

應用可變速抽蓄機組於台電系統頻率

調節 ......................................................... 朱家齊‧于席正…845…19 
李盛輝‧林堉仁

洪穎怡‧廖清榮

基於IEC 61850標準之IED(含SCADA 
系統)互操作性實體驗證 ........................ 黃冠杰‧李清雲…846…52 

林君泰‧陳永源

劉至瑄‧劉昌維

運用無人載具於送電中清掃輸電線路

礙子可行性及加值應用之研究 .............. 薛志明‧呂元宏…846…37 
楊祈煌

北美電業機構對電力調度運轉機制之

研析 ......................................................... 盧恆究‧張文恭…847…50 
陳竑廷‧劉書瑋

簡易電力交易平台運算核心軟體評估 .. 張簡樂仁‧吳進忠…847…25
邱信瑋‧陳昱霖

蔣佳佑‧蔡金助

強化現行輔助服務估算機制及作業平台 .... 盧展南‧吳元康…850…67 
吳進忠‧吳瑞明

張簡樂仁‧羅夢娜

發電機組模型參數驗證之法規研究 ...... 楊俊哲‧張嘉舫…850…60 
劉書瑋‧盧恆究

能 源 與 環 境

用戶互動平台建置與相關節能應用之

研究 ......................................................... 蔡文玲‧施 恩…845…32 
郭秉鈞‧楊新全

賈方霈‧賴智恩

智慧電表與電業端整合之1000戶示範 
計畫 ......................................................... 洪薇婷‧林育任…845…45 

林哲毅‧謝樹偉

排除廢熱提升發電效率 ......................... 丁  致  良…847…69 

仿生奈米被動式輻射散熱 ..................... 丁  致  良…850…88 

電廠導入創新設計工具之景觀規劃 ..... 林益正‧林信呈…850…103
蔡顯修‧蘇美婷

台灣家庭用電消費暨節能推動策略 ..... 廖文華‧孫廷瑞…852…74 
傅孟臺‧蘇娟儀

蘇敏嘉

我國中長期能源發展情境之衝擊影響

評估 ......................................................... 張耀仁‧柴蕙質…852…53 
陳治均‧馮君強

黃孔良‧蕭子訓

我國電力整合資源規劃模型建置與

應用 ......................................................... 張耀仁‧王京明…854…50 
陳中舜

化 學 與 材 料

沸水式反應器起動過程之組件材料腐

蝕行為研究 ............................................. 王美雅‧何泉漢…851…56 
張芸瑄‧張慧君

陳岳泰‧葉宗洸

蕭佑陸

資 訊 與 電 腦

我國低壓AMI推動策略‐模組化電表 
及通訊測試平台 ..................................... 陳翔雄‧林哲毅…847…76 

范振理‧黃怡碩

楊金石‧蔡家楷

電業資料治理策略研究 ......................... 余素貞‧李漢申…851…81 
林有成‧陳永享

陳明崇‧蘇漢邦

多功能需量反應資訊系統建置之

研究 ......................................................... 李昀陞‧唐文祥…853…58 
楊新全‧賈方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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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線可併網容量視覺化研究 .................. 蘇嬛嬛‧吳緯峻…853…44 
李劍冬‧高國峰
張文奇‧蔡森洲
謝凱任‧謝維霖

工 程 技 術

大同P/S 161kV GIS及主變壓器汰換 
工程規劃設計 ......................................... 陳東益‧吳清木…846…67 

孫進國‧劉昌維
謝鋒勲

以工程方法克服塔基用地取得困難
案例分享以161kV鉅工~斗工#43塔 
基工程為例 ............................................. 朱大龍‧林俊利…846…62 

中十機引風機高速運轉高振動及伴
隨出口煙道高振動之原因分析與改
善案例 ..................................................... 楊維盛‧李枝榮…848…44 

楊錫昌

其 他

即時電價制度之研究 .............................. 施 恩‧黃秉偉…84…59 
楊新全‧詹穎儒

台電公司智慧財產權管理成果強化
計畫 ......................................................... 王本耀‧李嘉華…848…56 

陳以彥‧曾意娜
楊瑞宏‧廖素珍

減少表燈用戶夏季尖峰用電群眾外包
創意之研究 ............................................. 張宇昊‧洪永杰…851…93 

陳朝麒‧黃軒亮
楊美玲‧蔣貴君

我國電業轉型下公用售電業之因應策
略建議 ..................................................... 王京明‧林恪亨…852…97 

陳中舜‧楊豐碩

時間電價宣導工具設計 .......................... 王年蔚‧楊新全…852…90 
賈方霈‧蔣功文

公務機關建築能源可視化與空調負
載抑低管理實驗系統評估與示範 .......... 李穎芳‧吳明儒…853…94 

張作帆‧陳文瑞
陳佳祥

電費帳單引導用戶自主電能管理之調
查分析與策略規畫 .................................. 黃瀚鋒‧陳怡萍…853…77 

陸臺根‧楊朝棟

石墨烯添加包覆於鋰離子電池負極材
料之儲能研究 ......................................... 謝振中‧杜侑達…854…74 

有關變電所自動化IEC 61850與新興 
資通訊標準演變趨勢研析 ...................... 卓啟翔‧沈德振…854…80 

陳韋光‧陳鳳惠
廖政立

專 輯

二氧化碳吸收溶劑再生能耗與技術

探討 ......................................................... 張孟淳‧莊宗諭…849…115
陳寶祺‧楊明偉

二氧化碳固態吸附劑改質性能研究 ..... 莊宗諭‧沈威辰…849…110
張孟淳‧黃雅苓

黃 鐘‧楊明偉

火力電廠SCR脫硝觸媒性能檢測與 
品質管理 ................................................. 曾志富‧朱志忠…849…91 

郭麗雯‧謝智林

永安濕地水深與水鳥群集之棲地經營

管理研究 ................................................. 洪  健  恆…849…1 

風力機葉片修護評估技術 ..................... 鄭錦榮‧黃心豪…849…53 

海洋牧場之溫排水道箱網養殖可行性

研究 ......................................................... 陳璽年‧曹志明…849…26 
許登華‧陳存仁

陳道智‧劉擎華

煙氣降溫減少石膏法生水用量評估 ..... 傅弼豊‧吳俊賢…849…35 
曹志明

電廠固體副產物資源化利用於全釩

氧化還原液流電池電解液研究 ............. 張書維‧吳成有…849…75 
劉茂煌

電廠難處理廢水零排放處理可行性

評估 ......................................................... 曹志明‧吳俊賢…849…44 
傅弼豊

環保型木橫擔替代材料開發研究 ......... 張益彰‧吳成有…849…84 

AMI資訊應用規劃與大數據平台分析 
實例 ......................................................... 王玟菁‧王金墩…855…1 

朱漢農‧賈方霈

AMI應用於需量反應措施之潛力估計 .. 劉恒秀‧洪萌馡…855…73 
彭佳玲‧楊新全

蔡家緯‧謝智宸

公用售電業如何運用AMI資料掌握 
目標用戶 ................................................. 古文潔‧徐孟儒…855…57 

低壓用戶申請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之

用電分析 ................................................. 陳束弘‧蔡宗霖…85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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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AMI資料於高壓用戶參與需量 
反應抑低潛力評估 .................................. 張文奇‧張文贏…855…66 

蔡昊廷‧蔡森洲

蘇嬛嬛

國外AMI資料於售電業務及用戶服 
務之應用研析 .......................................... 鄭伊秀‧施 恩…855…47 

詹穎儒

國際智慧電表發展趨勢與電業用戶專

屬帳戶服務分析 ...................................... 吳志剛‧王苑如…855…96 
劉世君‧盧姵君

基於OAuth 2.0之AMI Route B讀表金 
鑰授權機制設計 ...................................... 陳宣同‧洪裕翔…855…39 

徐彬海‧張仕穎

蔡雨憙

智慧電表與用戶端整合之1000戶示範 
計畫 ......................................................... 蔡家楷‧卓明遠…855…24 

林承毅‧徐彬海

張文曜

運用AMI資料研析需量競價得標用戶 
負載特性 .................................................. 唐文祥‧楊凱智…855…114

楊新全

IEC61850中故障錄波的應用 .................. 陳  建  良…856…50 

分散式能源之互通性研究與探討 .......... 陳韋光‧沈德振…856…40 
卓啟翔‧張廖俊魁

陳鳳惠

由分散式電源整合調控互通性協定談

用戶側能源互聯網 .................................. 許世哲‧林明山…856…1 
陳士麟

再生能源之互通性研發與應用－民營

再生能源發電即時資訊平台示範應用

案例 ......................................................... 陳裕生‧李青霖…856…23 
張鴻霖‧陳化乙

陳俊宇‧黃昱文

智慧電網下CIM之互通性研究與應用 ... 李明峯‧甘凱文…856…58 

智慧電網互通性之資訊安全研究與

應用 ......................................................... 游家牧‧洪維志…856…75 
陳 煥‧廖宜恩

智慧電網互通性標準之測試與驗證 ...... 葉  錫  勳…856…95 

智慧電網架構模型研究與應用 卓啟翔‧沈德振…856…14 
張廖俊魁‧陳韋光

陳鳳惠

智慧電網與市場公平性議題 .................. 陳  中  舜…856…66 

歐洲智慧電網互通性之發展與應用 ...... 林昀緯‧謝明錕…856…87 

再 生 能 源

風力發電機鹽害污損葉片雷擊試驗之

研究 ......................................................... 黃勝祿‧梁從主…847…1 
陳建一‧陳建富

蘇明守

TAPEX系集預報實驗於短波輻射預報 
之應用 ..................................................... 黃麗蓉‧周儷芬…850…18 

林宜萩‧張志榮

蕭玲鳳

秀姑巒溪流域水文與水力蘊藏量分析 
整合資訊平台之建置 ............................. 李光敦‧吳建成…850…1 

洪夢秋‧張膺燦

莊漢鑫‧陳煥元

#26離岸風力廠址風能評估及驗證 ........ 蔡凌鳳‧王建富…851…10 
林武煌‧林勝豐

胡克鴻‧鄭茂林

｢DNV-RP-J101 遙測方法評估｣對於光 
達應用於驗證台灣離岸風場的適用性

評估 ......................................................... 蔡凌鳳‧王建富…851…1 
林勝豐‧胡承祜

黃迪瑩‧鄭茂林

風力發電機結構設計回顧與探討 ........ 吳元康‧蔡政璋…852…1 
蔡進發

大型風力機塔架之疲勞損傷分析 .......... 黃俊仁‧莊方慈…853…1 
馮君平‧楊子霆

劉家安‧鄭錦榮

風力機塔柱基礎振動變位及勁度之量

測與分析 ................................................. 倪勝火‧莊方慈…853…10 
鄭錦榮‧鄧宗翔

以資料探勘預測太陽能發電量：龍井

太陽能電廠案例 ..................................... 許志義‧王群翔…854…1 

再生能源結合儲能系統之技術研討 ...... 柯佾寬‧王清平…854…14 
林睿珅‧陳思仁

彭憲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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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致良…排除廢熱提升發電效率 ..................................... 847…69
丁致良…仿生奈米被動式輻射散熱 ................................. 85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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