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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案活動之一般描述 

(一)專案名稱 

1.名稱：中鴻熱軋加熱爐以天然氣替代重油抵換專案 (以下簡稱本專案) 

2.資料版次：V5.0 

3.日期：2016 年 10 月 25 日 

4.專案活動類別：類別 1－能源工業(Energy industries)  

 

(二)專案參與機構描述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於 72 年 9 月設立於臺灣高

雄市， 原名燁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基於國內鋼鐵上下游整合，88 年底

與中鋼公司策略聯盟，89 年正式成為中鋼集團一員，93 年 7 月 14 日更名

為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取其「中興圖強、鴻基再造」之意，本

公司組織圖如圖 1 所示。 

本公司四個生產廠區，其中三個廠區位於高雄市，分別為：熱軋廠位

於岡山區年產能 240 萬噸熱軋鋼捲，冷軋廠位於橋頭區年產能 45 萬噸冷

軋鋼捲，及鋼管大發廠位於大寮區之大發工業區年產能 7 萬噸鋼管，另一

廠區鋼管鹿港分廠位於彰化縣彰濱工業區年產能 20 萬噸鋼管。 

本專案由本公司自行出資並負責規劃與執行，無其他投資者參與。中

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減量額度之所有權與支配權。 

 

參與機構名稱 參與單位性質 角色說明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私人企業 
專案規劃與執行者 

專案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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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本公司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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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案活動描述 

1.專案活動目的 

本公司為追求企業永續發展，並因應全球節能減碳意識抬頭，展現企

業對社會與國家發展責任，本公司除對同仁進行日常生活節能減碳常識宣

導，此外亦於民國 99 年著手規劃製程節能減碳，將製程設備加熱爐進行

燃料轉換，以潔淨燃料天然氣替代重油有效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鋼胚經

熱軋製程產生特定需求之鋼捲產品，扁鋼胚經加熱爐預熱、加熱及均熱

後，進行粗軋、精軋後即為成品熱軋鋼捲，加熱爐在製程過程中扮演關鍵

角色，將加熱爐燃料由重油轉換為天然氣，以碳密集度較低的天然氣替代

高碳密度的重油，除在轉換過程中須經過多次測試調整，以維持改變鋼體

物理特性所需溫度，其中燃料轉換亦須變更加熱爐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

證，將點火天然氣轉為燃料用天然氣，其重油許可使用量為 128,000 公秉/

年，因天然氣全年最大使用量所產生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小於使用重油所

產生之排放量，若將燃料轉為天然氣將大幅降低空氣污染物的排放，有助

於減緩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增加，降低氣候變遷危害。 

2. 減量技術 

本專案以天然氣燃燒系統改造工程的第一筆請購紀錄日期為專案起始

日，因此本專案起始日為 99 年 11 月 30 日，整體系統轉換工程驗收完成日

期為 101 年 11 月 28 日，102 年起開始進行天然氣燃燒試驗，測試再燃料

轉換後各爐區維持溫度需調整之操作條件，而爐體內加熱區域溫度需求為

均溫區：1260℃~1280℃、第二加熱區：1280℃~1290℃、第一加熱區：

1200℃~1250℃及預熱區：1050℃~1100℃，燃料轉換後燃料供應與溫控需

進行試驗調整，以維持產品品質。熱軋廠製程流程及加熱爐運作流程如圖

2、3 所示。 

專案減量技術為將加熱爐重油燃燒系統轉為天然氣燃燒系統，系統改

造及燃料輸送工程可分為 5 個部分，詳見表 1，包含北堤天然氣管線配置

工程施工，原天然氣屬點火用燃料(原空污許可)因此管線較小(4 英吋)，將

原有北堤天然氣管為 4 英吋更換為 8 英吋管，並向中油公司天然氣事業部

南區營業處申請天然氣減壓計量站擴充修改，以供應加熱爐天然氣使用

量，其他相關增加設施包括減壓穩定閥、膨脹接頭、閥門新增工程、爐區

天然氣切斷閥拉線、操作盤及天然氣洩漏警報器等新增設施，施工細項與

請購驗收日期，詳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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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專案減量技術施工項目與實施期程 

工程項目 細項 請購日期 驗收日期 

天然氣管線修改 

北堤天然氣管線 

配置工程施工 

帶工不帶料 99/11/30 100/07/19 

帶料不帶工 99/11/30 100/07/06 

減壓穩定閥、膨脹接頭 100/12/29 101/03/08 

可燃性氣体偵測器 

天然氣洩漏警報器 

帶工不帶料 100/01/03 101/03/11 

帶料不帶工 100/01/03 101/02/03 

閥門新增工程 

NG Main Valve PT 

帶料不帶工 100/11/01 101/01/12 

帶工不帶料 100/11/01 101/01/12 

天然氣減壓站修改 減壓計量站擴充修改 100/3 100/11/6 

切斷閥門及操作盤 

爐區天然氣切斷閥拉線及

操作盤新增工程 

帶料不帶工 101/08/08 101/11/28 

帶工不帶料 101/08/08 101/11/28 

 

 

 

 

 

 

 

 

 

 

圖 2、本公司熱軋廠製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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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本公司熱軋廠加熱爐運作流程圖 

 

3. 資金來源說明  

本專案執行所需之費用，包含天然氣管線配置工程、天然氣減壓計量

站擴充修改、減壓穩定閥、膨脹接頭、閥門新增工程、爐區天然氣切斷閥

拉線、操作盤及天然氣洩漏警報器等新增設施及操作維護費用等，全數由

本公司自行負擔，並未向任何銀行進行融資貸款，亦無接受任何政府計畫

之資金援助。 

4. 永續發展之貢獻  

本公司辦理環保署溫室氣體抵換專案對於環境永續發展貢獻，包含以

下各點所述。 

■ 減緩溫室效應：本公司改用潔淨燃料可有效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可

減緩溫室效應發生，降低環境負荷，環境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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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空氣污染：天然氣在燃燒時所產生的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較重油

或燃煤低，可同時降低 SOx、NOx 等空氣污染物之排放，可有效提

升環境品質，環境永續發展； 

■ 企業環境責任：本公司於發展溫室氣體抵換專案過程中，對於臺灣

鋼鐵業或上下游供應鏈產生影響，期望引發企業連鎖效應，提倡企

業環境責任，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四)專案活動之技術說明 

1.專案活動之地點 

本公司(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熱軋廠，位於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興

隆街 576、之 1、之 2、之 3、之 5 號，熱軋廠大門座標以 TWD97 二度分

帶座標系統定位[X,Y = 178055,2525100]。本專案活動僅限於本公司熱軋

廠內，位置如圖 4 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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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本公司熱軋廠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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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案範圍 

本專案活動範圍為熱軋廠加熱爐，廠區配置圖請見圖 5、邊界示意圖

請見圖 6。 

圖 5、本公司熱軋廠平面配置圖：加熱爐位置 

圖 6、專案邊界示意圖：改善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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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計減量成效 

本專案為 7 年展延型專案，環保署審議註冊通過日期為 105 年 10 月

25 日，故實際專案計入期調整為自 105 年 11 月 1 日起。 

表 2、本專案預計減量成效表 

單年期間 
年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 

(單位：公噸 CO2當量) 

105/11/1~106/10/31 55,361 

106/11/1~107/10/31 55,361 

107/11/1~108/10/31 55,361 

108/11/1~109/10/31 55,361 

109/11/1~110/10/31 55,361 

110/11/1~111/10/31 55,361 

111/11/1~112/10/31 55,361 

總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 

(公噸 CO2當量) 
387,527 

計入期總年數 7 年 

計入期年平均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 

(公噸 CO2當量) 
55,361 

 

 

二、基線計算方法描述 

(一)專案活動採用之減量方法 

本專案為鋼鐵熱軋廠加熱爐以天然氣取代重油燃料，低碳燃料可有效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並改善空氣品質。本專案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規範，

自清潔發展機制(CDM)及國內發展之本土化減量方法中選擇適用之減量方

法。本專案年減量低於 6 萬噸二氧化碳當量，適用於小規模減量方法，本

專案應用減量方法為：CDM Methodologies「AMS-III.B Switching Fossil 

Fuels version 17.0」。 

本專案亦參考下列最新版本工具與係數： 

1. CDM 外加性論證與評估工具 

“Tool  for  the  demonstration  and  assessment  of additionality” (version 07) 

2. CDM 基線情境與外加性論證整合工具 

“Combined tool to identify the baseline scenario and demonstrate 

additionality” (version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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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規模專案外加性論證與評估指引 

“Guidelines  on  the  Demonstration  of Additionality of Small-Scale Project 

Activities” (version 09.0) 

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1 版」。 

(二)適用條件與原因 

本專案為工業加熱爐燃料轉換專案，適用於 CDM AMS-III.B 小規模

減量方法，依減量方法以「現有實際或歷史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基線

排放量，故以「加熱爐設施持續使用重油為燃料」為本專案基線情境。本

專案減量方法 AMS-III.B (version 17.0)適用原因說明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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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減量方法適用條件 適用

情形 
原因說明 

1 

本減量方法包含工業、住宅、商業、機關或電廠之化石燃料

轉換。(如既有自備發電設備以天然氣取代燃油，或鍋爐以天

然氣取代燃油)。 

符合 
本專案活動加熱爐燃料以天然氣取代重油，屬工業設施的

燃料轉換。 

2 
工廠燃料轉換可於單一元素製程或多個製程，若是轉換成複

合燃料則不適用本方法。基線與專案情境均使用單一燃料。 
符合 

本專案屬工業設施加熱爐進行燃料重油轉換為天然氣，未

涉及雙重或複合燃料使用。 

本公司已於 104 年 4 月完成重油之油槽廢除作業。專案加

熱爐已無法使用重油燃料。 

3 本減量方法適用於新設施及既有設施之翻新或汰換。 符合 本專案為既有設施翻新。 

4 

燃料轉換亦可能提高能源效率，若專案活動主要是藉由燃料

替代以減少排放，則適用本方法，若燃料轉換僅為能源效率

提升專案活動一部分，則應屬 Type  II。 

符合 本專案以低碳燃料轉換為專案減量來源。 

5 

(1)新設廠(Greenfield projects)及專案活動相較於基線情境下

容量增加時，需符合 SSC CDM 一般準則相關要求。 

(2)被替換的設備，其剩餘壽齡論證應符合 SSC CDM 方法一

般準則要求。 

(3)若因專案活動增加系統剩餘壽齡，則計入期應以估計之剩

餘壽命為限。時間即至受影響系統再無專案活動下原本就會

進行設備汰換的時間點止 

符合 

(1)本專案為既有設施翻新。 

(2)本專案設備加熱爐之剩餘壽齡乃依據 CDM “ Tool  to  

determine the remaining lifetime of equipment＂評估。  

(3)本公司熱軋廠加熱鍋爐自民國 87 年 6 月啟用，平日保

養維護、操作得當，製造商證明加熱爐至少可運作 40 年

以上，至目前剩餘壽齡尚餘 24 年，可持續運作至民國 127

年。因此，本專案額度計入期將不受加熱爐剩餘年限限

制。證明書請參考附件。 

6 

適用於本減量方法之燃料類型包含 

(a)液態燃料：原油與石油 

(b)固態燃料：煤 

(c)氣體：天然氣 

 

符合 
本專案基線與專案涉及燃料為重油與天然氣，符合前述要

求。 

表 3、減量方法適用條件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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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減量方法適用條件 適用

情形 
原因說明 

7 本減量方法排除前項衍生氣體的使用(來自煤或煤產物) 符合 
本專案基線與專案涉及燃料為重油與天然氣，符合前述要

求。 

8 

本減量方法不適用於將化石燃料轉換為生物質 (biomass)、生

物燃料或再生能源之專案活動。 

再生能源發電取代化石燃料使用之專案活動則適用於 Type  I 

方法。 

本方法不適用涉及使用廢氣(如硫酸製程廢氣)之專案活動，

應適用方法為 AMS-III.Q。 

符合 本專案未涉及生物質、生物燃料、再生能源及廢氣使用。 

9 
本減量方法限制專案活動需有資本投資於燃料轉換設施，如

增設專案燃料使用的基礎設施或改造既存設施。 
符合 

本專案新增設施包含加熱爐天然氣操作盤新增工程、天然

氣閥門設置及偵測警報系統，改造工程包含北堤天然氣管

線配置工程施工、減壓站修改及天然氣燃燒設備操作調整

等，詳細內容請見表 1。 

10 
專案設施元素過程若涉及與電網連接，本方法減量計算不包

含轉移使用電網供電造成減量。 
符合 本專案未涉及電網連接。 

11 

本方法適用於可直接測量與記錄專案邊界內能源使用/輸出

(如電力、蒸汽和熱能)以及消耗(如化石燃料)之專案活動。若

專案活動符合本方法第 27 段規範，本方法僅適用於可直接

量測與紀錄，至少在元素過程的能源消耗上。 

符合 

(1)專案能源的使用為直接量測，而輸出熱能則以直接量測

鋼胚加熱後表面溫度，並以國際鋼品通用熱焓值對照表作

為計算依據。 

(2)鋼胚加熱爐與蒸汽鍋爐淨輸出熱值計算原理相同，蒸汽

鍋爐淨產出熱計算需要蒸汽溫度、流量及熱焓等資訊獲

得，而蒸汽熱焓值亦須透過查表得知，以淨輸出熱值而言

鋼胚與蒸汽計算原理相似。 

12 

專案活動所產生之熱能、蒸汽及電力應為現地自用或/及輸出

至其他邊界內設施。電廠所產生之電力亦可透過迷你/ 獨立 

(mini/isolated) 電網系統供應給僅使用化石燃料產生能源者。 

符合 
本專案活動僅有加熱爐產生能源（熱能）並輸送至鋼胚，

且上述程序已納入邊界。 

表 3、減量方法適用條件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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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減量方法適用條件 適用

情形 
原因說明 

13 

若專案活動產生之能源被傳遞到邊界內的其他設施，其供應

端及消費端間的合約規範，應指定產生能源設施方可獲得因

能源替代造成的減量。 

符合 
本專案活動產生能源輸送至廠內後續製程，亦屬邊界內設

施。 

14 
法規並未限制設施使用在第二段所述之能源類型，法規也不

要求在元素過程中使用低碳能源(如天然氣或其他燃料)。 
符合 我國法規未限制工業用熱軋加熱爐之能源類型。 

15 

專案活動不導致程序(製程)改變，除燃料轉換之外，被量測

到的其他特性的程序影響，如操作條件、處理的生料類型、

使用非能源的添加劑，改變製程產品品質或類型等 

符合 本專案活動未改變後續製程。 

16 僅限於每年排放減量在 60kt CO2當量(含)以內的專案活動。 符合 本專案年排放減量低於 60kt CO2當量。 

註 1：原文“If the remaining lifetime of the affected systems increases due to the project activity, the crediting period shall be limit ed to the 

estimated remaining lifetime, i.e. the time when the affected systems would have been replaced in the absence o f the project activity.＂

表 3、減量方法適用條件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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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案邊界內包括的排放源和氣體 

本專案是將加熱爐之燃料由重油改為天然氣，藉由使用低碳燃料降低

溫室氣體排放，並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在評估基線與專案實施後之排放量

時，本專案之主要溫室氣體排放為燃料燃燒之所產生之  CO2，如表 4 所

示。 

表 4、排放源鑑別表 

情境 來源 溫室氣體 是否納入 說明/解釋 

基線 
加熱爐 

燃料油使用 

CO2 是 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 

CH4 否 
估計排放量極小，忽略不計 

N2O 否 

專案 
加熱爐 

天然氣使用 

CO2 是 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 

CH4 否 
估計排放量極小，忽略不計 

N2O 否 

 

(四) 基線情境之選擇與說明 

本公司評估為維持加熱爐的持續運作，假設推論 3 種實際且可行之替

代方案，以合理之關鍵假設確認在未進行本專案下，最可能的排放情況(基

線情境)為“持續使用重油作為加熱爐燃料＂，基線情境選擇說明如下： 

1. 本專案可行之替代方案 

假設本公司無意執行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為維持加熱爐的持續運作，

可能採用合理且合法之替代方案描述說明如下： 

 (1)情境一：加熱爐持續使用重油為燃料，維持熱軋廠的運作，透過例行性

的維護保養，保持燃燒效率以降低污染排放。 

     描    述：加熱爐燃燒重油，因重油熱值高、爐體供熱穩定，可維持產品

品質，為製程最佳操作條件，且無須負擔額外投資成本，符合本公司最

佳營運模式，經評估為最合理且最可能發生的替代方案。 

(2)情境二：本公司在無法取得減量額度情形下，自願將加熱爐燃料自重油

轉換為天然氣，以降低空氣污染排放及溫室氣體排放。 

    描    述：本公司在無任何國家法規要求或獎勵誘因下進行加熱爐燃料轉

換，須主動投入設施施工包含天然氣管線配置工程、天然氣減壓計量站

擴充修改、減壓穩定閥、膨脹接頭、閥門新增工程、爐區天然氣切斷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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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線、操作盤及天然氣洩漏警報器等新增設施及操作維護費用等，執行

中將面臨投資障礙(詳如計畫書(五)2、投資分析)，故此情境非屬最可能

的基線情境替代方案。 

(3)情境三：本公司將原加熱爐停用，汰換為蓄熱式加熱爐作為製程熱源，

蓄熱是加熱爐乃採用陶瓷材料做為熱交換介質，同時有高溫煙氣回收功

能，可減少燃料用量降低製程排放量。 

    描    述：本公司於民國 87 年委由日本廠商進行加熱爐建造，並已完成廠

內土地使用規劃，目前無多餘空間設置一座蓄熱式加熱爐，且建造期間

必須完全停工，雖可稍稍降低空污費但在整體成本考量上，此情境非屬

最可能的基線情境替代方案。 

2. 本專案基線情境決定 

依據上述(四)1.(1)替代方案推論說明，本專案採用情境一“加熱爐持續

使用重油為燃料＂為本專案之基線情境。 

 

(五)外加性之分析與說明  

依據環保署抵換專案制度小規模減量方法對外加性之規範，並參考聯

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小規模專案外加性論證與評估指引「Guidelines on the 

Demonstration of Additionality of Small-Scale Project Activities (version 

09.0)」所揭示之外加性分析方法，本專案須符合法規外加性，以及投資障

礙、技術障礙、普遍性障礙或其他障礙分析四擇一。 

1.法規外加性說明 

根據我國現行的法律與規範，並無強制要求工業加熱爐必須採用低碳

燃料(如天然氣等)，本專案加熱爐亦符合經濟部「鋼鐵製造業應遵行之節

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規定」，顯示專案未受到任何法規的強制規範。 

2.投資障礙 

基線情境(96 年 10 月至 99 年 9 月)中加熱爐以重油為燃料，年平均燃

料成本接近 10 億台幣，空污費則接近 300 萬台幣，而燃料轉換設備的初

設/更換成本約 700 萬台幣，加上年燃料成本提高至 11 億台幣，即使因燃

料轉換後可免繳空污費，仍非屬公司財務或經濟的最佳選項。以公司營運

角度評估，依據本公司 99 年財務報告營業項目淨利較 98 年少 4 千 3 百

萬，在 99 年度的專案起始期間，投資本專案乃不符合本公司營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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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公司考量企業社會責任及環境永續發展，並為當地環境付出，且環保

署自民國 99 年發布「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考量發

展抵換專案取得額度其效益可降低專案成本、減少執行障礙使得執行本專

案。 

專案財務分析及燃料價格敏感度分析，請見表 5 與附件，其中敏感度

分析以重油價格提高 5%(15679.47 元/KL)，天然氣價格下降 5%(15.8989

元 /NM3)，計算 NPV 為 - 859,035,007 (以 100 年 7 月公布之重貼現率

1.875%計算)，顯示本專案具有外加性。此外，比較基線與近 3 年單位熱

值燃料價格(元/kcal)，無論重油與天然氣其燃料價格均為提升，顯示國內

燃料價格均為提升，以燃料單位熱值價格計算，在基線或近 3 年天然氣單

位熱值價格均大於重油，顯示本專案具有外加性(表 6)。未納入天然氣設備

維護費用下本案已可充足證明外加性，因此本案未再納入天然氣設備運維

費用。 

表 5、專案前後成本分析表 

項 目 基線情境(重油) 單位 專案情境(天然氣) 單位 

 初設成本及設備投資 (NTD)                                  -     NTD                 7,195,950   NTD  

 燃料用量                         65,918   KL/y               69,467,000    NM3/y  

 燃料成本               984,342,288   NTD/y         1,162,583,040   NTD/y  

 重油設備使用成本                 16,466,499  NTD/y                               -     NTD/y  

 空污費                   2,959,510   NTD/y                            900   NTD/y  

 總計成本            1,003,768,297   NTD/y         1,169,779,890   NTD/y  

備註:依據 96~99 年中油公告，重油平均單價為 14932.83 元/公秉；天然氣平均單價為 16.73576 元/NM3 

 

表 6、基線與近 3 年重油與天然氣單位熱值價格比較表 

燃料 熱值 單位 基線平均單價 單位 單位熱值成本(元/kcal) 

重油 9430.441 Kcal/L 14,933 元/公秉 1.583 

天然氣 8913.526 Kcal/M3 16.736 元/千度(NM3) 1.878 

燃料 熱值 單位 近 3 年平均單價 單位 單位熱值成本(元/kcal) 

重油 9430.441 Kcal/L 21,297 元/公秉 2.258 

天然氣 8913.526 Kcal/M3 20.573 元/千度(NM3)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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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補充說明 

目前國內鋼鐵業使用加熱爐僅有 4 家廠商，包含中國鋼鐵公司、中龍

鋼鐵公司、尚承鋼鐵公司以及本公司，其中中鋼公司與中龍公司製程屬

一貫式煉鋼，且其燃料採焦爐氣（COG）與專案加熱爐類型有所不同，

而與本專案採用相同加熱爐之尚承鋼鐵公司，依據瞭解該公司仍持續使

用重油為加熱爐燃料、且目前無意變更現況，依初步調查結果，國內鋼

鐵業鋼胚加熱爐僅有本公司改採天然氣為燃料，專案過程中產生之所有

障礙，包括爐體溫度控制條件、鋼捲品質維持等，均透過技術與設備操

作人員克服。 

本公司於執行加熱爐燃料轉換專案後，因天然氣熱值較低，原操作條

件下無法有效維持各爐區溫度需求，如均溫區、第一、二加熱區或預熱

區溫度不足，造成鋼捲品質降低、鏽皮產生過多等問題，而對生產流程

造成影響，在經過製程及設備相關人員多次操作條件調整測試後，找出

最佳操作條件維持各爐區所需溫度並恆定供熱，以恢復原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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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減量/移除量計算公式描述 

本專案排放減量計算公式採用國際  CDM 減量方法學「AMS-III.B 

Switching Fossil Fuels version 17.0」，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可之減量

方法要求。 

1.所引用減量方法之公式描述 

(1) 基線排放計算 

本專案實施前 y 年之基線排放量(BEy，tCO2e/y)，係指未進行專案下

加熱爐燃燒重油以提供製程所需熱能(鋼胚加溫)，過程中產生溫室氣體排

放量則為基線排放量。依據減量方法要求， y 年基線情境下排放量，等

於基線情境排放係數(EFBSL，tCO2/MWh)，乘上專案活動在 y 年度之淨輸

出熱量(QPJ, y，MWh/y)。 

依據減量方法計算式，基線情境排放係數(EFBSL)為基線年平均燃料

油使用量(FCj,BL,y)乘與單位熱值(NCVj)及燃料油二氧化碳排放係數(EFCO2,j)

後，再除以淨輸出熱值(QPJ, y) ，在計畫書撰寫階段 QPJ, y＝QBSL,j 

本專案中淨輸出熱值 (QPJ, y)係指加熱爐提供鋼胚熱量為淨輸出熱

值，其中輸出熱能以直接量測鋼胚加熱後表面溫度，並以國際鋼品通用

熱焓值對照表作為計算依據。鋼胚加熱爐與蒸汽鍋爐淨輸出熱值計算原

理相似，蒸汽鍋爐淨產出熱計算需要蒸汽溫度、流量及熱焓等資訊獲

得，而蒸汽熱焓值亦須透過查表得知，以淨輸出熱值而言鋼胚與蒸汽計

算原理相似。 

此外，依據減量方法第 29 項規範，專案活動淨輸出能以基線情境中

設備容量為上限，於本專案邊界內加熱爐爐體於專案前後均未變更，因

此基線情境與專案情境設備容量不變，符合上述減量方法規範內容。 

公式說明如下及參數定義如下： 

 

   基線排放計算公式：BEy=EFBSL*QPJ,y 

參數 定 義 單位 

BEy y 年專案活動之基線排放量 tCO2e/y 

EFBSL 基線情境排放係數 tCO2/MWh 

QPJ, y y 年專案活動之淨輸出熱量 M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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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線情境排放係數：EFBSL=  * NCVj*EFCO2, j/QBSL,j 

參數 定義 單位 

EFBSL 基線情境排放係數 tCO2/MWh 

FCi,j,BL,y 程序 i 燃料 j(重油)之基線消耗量 kL/y 

NCVj 燃料 j(重油)熱值 kJ/kL 

EFCO2,j 燃料 j(重油)排放係數 tCO2/kJ 

QBSL,i,j 
 基線情境下，程序 i 燃料 j(重油)之淨輸

出熱量 

MWh/y 

本專案為單一程序之燃料轉換，依據減量方法描述，本專案基線情

境排放係數計算公式即為： 

基線情境排放係數：EFBSL = FCj, BL,y ＊ NCVj ＊  EFCO2, j /QBSL,j 

(2) 專案排放估算 

專案實施後，y 年之專案排放量(PEy，tCO2e)依據減量方法要求計

算，以 y 年實際天然氣用量 (FCPJ,y，km3/y)乘與單位熱值 (NCVFF,PJ,y，

kJ/km3)，再乘上專案活動燃料排放係數(EFFF,CO2,PJ，tCO2/kJ)而計算，公

式說明如下及參數定義如下： 

 

       專案排放計算公式：PEy =FCPJ,y* NCVFF,PJ,y*EFFF,CO2,PJ 

參數 定義 單位 

PEy  y 年之專案排放量 tCO2e 

FCPJ,y  y 年之專案天然氣用量 km3/y 

NCVFF,PJ,y  y年專案天然氣熱值 kJ/km3 

EFFF,CO2,PJ  專案天然氣排放係數 tCO2/kJ 

 

(3)排放減量計算 

由於，本專案活動實施前後，皆不會因為燃料轉換造成額外的溫室

氣體排放，因此洩漏量(LEy)計為零。 

本專案於 y 年度因燃料轉換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減量(ERy)，計算

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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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減量計算：ERy=BEy-PEy 

參數 定義 單位 

ERy y 年之排放減量 tCO2e 

BEy y 年之基線排放量 tCO2e 

PEy y 年之專案排放量 tCO2e 

2.所引用之預設係數與參數說明 

本專案於計畫書撰寫及確證時，天然氣用量以基線淨輸出熱值推算專

案天然氣用量(未來監測報告數據將為實測值)，其熱值來源是以經第三方

查證後盤查報告書中數據加權計算而得；重油及天然氣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乃依據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1 版，本專案中減量計算之燃

料“j＂為重油，計畫書中參數符號“j＂以“oil＂表示，以利判別，參數

說明如下： 

數據/參數： FCoil,BL,y 

數據單位： kL/y 

描述： 基線情境下，年消耗燃油量 

使用數據來源： 量測值 

數值： 65,918 

數據選用說明或實際

應用之量測方法和步

驟的描述： 

依據 96/10~99/9 重油實際用量之年平均值計算 

(熱值來源是以經第三方查證後盤查報告書中數據加權計

算而得，為 9,430 kcal/L) 

備註： － 

 

數據/參數： FCPJ,y 

數據單位： km3/y 

描述： 專案情境下，天然氣 y年用量 

使用數據來源： 計畫書撰寫階段為估算值，專案執行後為實測值 

數值：  69,467 

數據選用說明或實際

應用之量測方法和步

驟的描述： 

計畫書撰寫階段，天然氣用量以基線淨輸出熱值估算
(熱值來源是以經第三方查證後盤查報告書中數據加權計

算而得，為 8,914 Kcal/NM3) 

備註： － 

 

數據/參數： EFCO2, oil 

數據單位： tCO2/kJ 

描述： 燃料油排放係數 

使用數據來源： 國家公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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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 7.74*10-8 

數據選用說明或實際

應用之 量測方法和

步驟的描述： 

引用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係數管理表」 

6.0.1 版之 IPCC 排放係數 

備註： － 

 

數據/參數： EFFF,CO2,PJ 

數據單位： tCO2/kJ 

描述： 天然氣排放係數 

使用數據來源： 國家公告值 

數值： 5.62 × 10-8 

數據選用說明或實際

應用之 量測方法和步

驟的描述： 

引用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係數管理表」6.0.1 版之 

IPCC 排放係數 

備註： － 

 

數據/參數： QBSL, oil 

數據單位： MWh 

描述： 基線情境下的淨輸出熱量 

使用數據來源： 量測值 

數值： 416,995 

數據選用說明或實際

應用之 量測方法和步

驟的描述： 

基線 96/10~99/09 之 3 年平均輸出熱量值，依據鋼胚

溫度及熱焓值計算，其中溫度為直接量測值，熱焓值

則採用國際通用鋼品熱焓值對照表，以查表數據計算

“Physical Constants of Some Commercial Steels at 

Elevated Temperatures” , Butterworths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1953 

備註： － 

 

數據/參數： EFBSL,oil 

數據單位： tCO2/MWh 

描述： 基線情境排放係數 

使用數據來源： 計算值 

數值： 0.483 

數據選用說明或實際

應用之 量測方法和步

驟的描述： 

基線中產生淨輸出熱量耗用燃料油產生之 CO2 排放

量 

備註： 採事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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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減量/移除量計算說明 

本專案減量措施第一筆請購至施工完成時間為 99 年 11 月 30 至 101 年

11 月 28 日，因此，以 99 年 11 月 30 日為專案起始日，並以前三年(96 年

10 月至 99 年 9 月)歷史數據推估基線，在計畫書撰寫及確證階段，專案計

畫書乃以說明註冊通過後未來減量計算的方式，並推估未來減量，基線、

專案排放量及專案減量預估，詳細內容說明如下： 

 (一)減量/移除量計算 

1.基線排放量 

本專案係以「加熱爐設施持續使用重油為燃料」設定為基線情境，基

線排放量乃依據案活動實施前三年(96 年 10 月~99 年 9 月)加熱爐重油燃料

用量，以計算基線排放係數(EFBSL)。基線排放量(BEy)之計算，為基線情

境排放係數(EFBSL)乘上專案實施後 y 年專案活動之淨輸出熱量(QBSL,j)，其

中淨輸出熱計算過程如 p.15、16 說明，公式及參數說明如下： 

(1)基線排放量 

BEy=EFBSL*QPJ,y 

(2)基線排放係數計算 

EFBSL = FCoil,BLy＊ NCVoil＊EFCO2,oil / QBSL 

 

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BEy  y 年基線排放量 tCO2e 201,540 

EFBSL  基線情境排放係數 tCO2/MWh 0.483 

QPJ,y  y 年專案活動淨輸出熱量 MWh 416,995 

FCoil,BL,y  基線情境，燃料油使用量  kL/y 65,918 

NCVoil  燃料油熱值 kJ/kL 39,483,369 

EFCO2,oil  燃料油排放係數 tCO2/kJ 7.74 × 10-8 

QBSL  基線情境下的淨輸出熱量 MWh 416,995 

註1. 依據本公司96年10月~99 年 9月加熱爐，統計專案活動實施(99年11月)前三年平均每年投入之

重油用量，計算基線排放係數。 

註2. 計畫書撰寫階段，天然氣熱值以基線期間經第三方查證之盤查報告計算。 

         計畫書撰寫階段，基線期間天然氣熱值，是以經第三方查證後之盤查報告書中數據加權計算

而得。 

註3.公式換算1cal=4.18J，1cal=1.163*10^-3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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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案排放量  

本專案實施後，專案活動之排放量(PEy)係以實際量測之天然氣用量、

熱值及天然氣 CO2 排放係數進行計算。在計畫書撰寫及確證階段，天然氣

用量以基線淨輸出熱值推算，公式及參數說明如下： 
             

PEy=FCPJ,y＊NCVFF,PJ,y＊EFFF,CO2,PJ 

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PEy y 年之專案排放量 tCO2e 146,179              

146,179  

 
FCPJ,y y 年之專案天然氣用量 km3/y 69,467 

NCVFF,PJ,y 天然氣熱值 kJ/km3 373,191,49 

EFFF,CO2,PJ 天然氣排放係數 tCO2/kJ 5.61 × 10-8 

註1：專案實施後天然氣之用量(FCPJ,y)應為實際量測值(天然氣繳款通知單)，惟於計畫書撰寫

及確證階段以基線淨輸出熱值推估天然氣用量。 

     註2：公式換算1cal=4.18J，1cal=1.163*10^-3 Wh 

 

(3)排放減量 

ERy = BEy－ PEy 

 

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ERy y 年之排放減量 tCO2e 55,361 

BEy y 年之基線排放量 tCO2e 201,540 

PEy y 年之專案排放量 tCO2e 146,179 

 

(二)計入期計算摘要 

本專案依據環保署「溫室氣體先期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選擇以 7

年(展延型)做為專案計入期，環保署審議註冊通過日期為 105 年 10 月 25

日，故選定計入期期間為 105 年 11 月 1 日~112 年 10 月 31 日。於計入期

內各年度之減量計算摘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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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專案計入期單年總排放量估算 

 

單年期間 
基線排放量估計

值(公噸 CO2e) 

專案活動排放量估

計值(公噸 CO2e) 

洩漏估計值

(公噸 CO2e) 

總排放減量/移

除量估計值(公

噸 CO2e) 

105/11/1~106/10/31          201,540                146,179  0                  55,361  

106/11/1~107/10/31          201,540                146,179  0                  55,361  

107/11/1~108/10/31          201,540                146,179  0                  55,361  

108/11/1~109/10/31          201,540                146,179  0                  55,361  

109/11/1~110/10/31          201,540                146,179  0                  55,361  

110/11/1~111/10/31          201,540                146,179  0                  55,361  

111/11/1~112/10/31          201,540                146,179  0                  55,361  

 

 

四、監測方法描述. 

依據環保署及 CDM 減量方法 AMS-III.B v.17 要求，並參酌“CDM 

Standard：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project standard＂規劃本專案監

測計劃，詳細說明如下： 

(一)應被監測之數據與參數 

 

數據/參數： FCPJ,y 

數據單位： km3/y 

描述： y 年專案活動之天然氣用量 

使用數據來源：  繳款通知單 

用於計算預估排放減量/ 移除

量之數據數值： 
69,467 

將被採用的量測方法和步驟 

之描述： 

專案實施後，天然氣用量以流量計紀錄

值計算。計畫書撰寫階段，天然氣用量

以基線/專案淨輸出熱值推估計算。 

將被應用的 QA/QC 步驟： 

每 3 個月進行流量計校驗，由天然氣供應

商執行流量計、溫度及壓力量測設備校

正，校驗紀錄存查 

備註： 
由現場人員每日抄錶記錄，並與繳款單

進行交叉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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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參數： NCVFF,PJ,y 

數據單位： kJ/km3 

描述： y年天然氣熱值 

使用數據來源：  專案實施後由天然氣供應商提供熱值報告 

用於計算預估排放減量/移除

量之數據數值： 
  37,319,149 

將被採用的量測方法和步驟之

描述： 

專案實施後，天然氣熱值由供應商檢測提

供。計畫書撰寫階段，天然氣熱值以基線

期間經第三方查證之盤查報告計算，並經

公式換算 1cal=4.18J，計算值為 

8,914 Kcal/NM3=37,319,149 kJ/km3 

將被應用的 QA/QC 步驟： － 

備註： － 

 

數據/參數： QPJ, y 

數據單位： MWh 

描述： y年專案活動之淨輸出熱量 

使用數據來源： 量測值 

用於計算預估排放減量/ 移除

量之數據數值： 
416,995 

將被採用的量測方法和步驟之

描述： 

1.計畫書撰寫階段 QPJ, y＝QBSL,j 

2.專案實施後，淨輸出熱依據鋼胚溫度及

熱焓值計算，其中溫度為直接量測

值，熱焓值則採用國際通用鋼品熱焓

值對照表，以查表數據計算 

“Physical Constants of Some Commercial 

Steels at Elevated Temperatures” , 

Butterworths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1953 

將被應用的 QA/QC 步驟： 

1.溫度感應器校正頻率：每 1 年校正 1

次，由儀電課粗軋股執行(RDT 監控) 

2.鋼胚經地磅過磅(爐前磅秤)，數據紀錄

於磅單中。廠內地磅每年委外校正一

次。 

備註： 熱軋線系統產出資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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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測計畫之描述 

本專案負責單位為工業安全衛生處環保課，後續將執行專案監測計畫

之管理，執行項目包含每月數據彙整及確認數據品質，本專案邊界中加熱

爐燃料使用(重油與天然氣 )、鋼胚種類及輸出溫度，將由公用股、加熱

股、儀電課工作人員共同進行監測作業，監測值再由公用股、製程股進行

抄表紀錄及系統資料蒐集彙整，再由製成股每月執行數據分析並計算加熱

爐淨輸出熱值，最後由環保課監測小組人員進行監督與確認，專案監測計

畫執行團隊如圖 7 所示。上述所有的數據將被妥善保存至少在專案計入期

結束後 2 年。各項參數之監測方法說明如表 8。 

 

單

位 
公用股、加熱股、儀電課 公用股、製程股 製程股 環保課 

加
熱
爐
燃
料
用
量 

  執行頻率:每月  

加
熱
爐
輸
出
熱 

    

 

圖 7、本專案監測計畫執行團隊 

 

監測設備校正部分說明如下： 

1.爐前磅秤 

(1)目前加熱爐入料有 2 塊標準鋼胚(砝碼)重量分別為 8,020 kg 及 21,160 

kg。 

(2)如 RM 更換工輥，標準鋼胚就會吊上磅秤過磅，並記錄於磅秤校正紀錄

表(平均 2 天 1 次) 。 

(3)每年標準鋼胚(砝碼)會經過公司地磅過磅，並留下磅 單為依據。 

(4)公司地磅每年會委外校正一次，以求準確性。 

天然氣流量(含校正) 

天然氣熱值檢測 

輸入鋼胚秤重紀錄 

設備校正與維護 

數據彙整及分析 數據保存 數據

備份 

現場抄錶紀

錄(每日) 

線上監控系

統收集數據

(即時) 
計算加熱爐

淨輸出熱 

鋼胚 RDT 溫度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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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  

(1)爐區所有監測紀錄均存放於 OIS 內 

(2)Thermocouple 

A.R-TYPE：現均一年(為節省成本考量往後改一年半(18 個月)) 

B.K-TYPE：外校(1 次/年) 

(3)NG Transmitter：完整校正(內校 1 次/年)其餘均做歸零校正(1 次/季) 

(4)Pyro 則送中鋼外校(1 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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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監測項目與數據執行規劃 
 

參數 數據來源與校正說明 資料類型 監測頻率 負責單位 

天然氣用量(FCPJ,y) 

1.NG 使用量：供應商 NG 流量計讀值。 

2.流量計校正頻率：每 3 個月校正 1 次；由供應商執行

流量計、溫度及壓力量測設備校正。 

3.資料來源： 

3.1 NG 使用量：天然氣繳款通知單。 

3.2 流量計校正記錄：供應商提供。 

量測 每月 公用股 

天然氣熱值(NCVFF,PJ,y) 

1. 熱值來源：供應商之氣體分析儀。 

2. 氣體分析儀校正頻率：每月校正 1 次。 

3.資料來源： 

 3.1 NG 熱值：天然氣繳款通知單。 

 3.2 熱值校正記錄：供應商提供。 

熱值報告 每月 公用股 

加熱爐 

淨輸出熱 

(1)鋼種(Steel Family)熱焓

值 

“Physical Constants of Some Commercial Steels at 

Elevated Temperatures” , Butterworths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1953. 

文獻 無 熱軋課 

(2)加熱爐鋼胚溫度監測 

1.熱軋線系統產出資料下載 

2.溫度感應器校正頻率：每 1 年校正 1 次，由儀電課粗

軋股執行(RDT 監控) 

量測 連續監測 熱軋課 

(3)加熱爐輸入鋼胚重量

監測 

1.熱軋線系統產出資料下載 

2.鋼胚經地磅過磅(爐前磅秤)，數據紀錄於磅單中。廠

內地磅每年委外校正一次。 

量測 連續監測 熱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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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案活動期程描述 

(一)專案活動執行期間 

專案活動執行期間預定自民國 99 年 11 月 30 日至民國 12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專案於 99 年 11 月進行減量工程請購，並以此為專案起始日

期，專案加熱爐自民國 87 年購入、製造廠商評估壽齡至少 40 年，依據上

述推論本專案結束日期約至民國 127 年。 

(二)專案計入期  

依據環保署「溫室氣體先期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本專案屬非林業

類型專案，選擇以 7 年(展延型)做為專案計入期，本專案實際計入期為 

105 年 11 月 1 日~112 年 10 月 31 日。 

 

六、環境衝擊分析 

本專案減量措施為將燃燒重油的軋延加熱爐改為燃燒天然氣，以二氧

化碳排放量而言，燃燒天然氣 (56,100 kgCO2/TJ)將比燃燒重油 (77,400 

kgCO2/TJ) ，約減少 27.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為天然氣較重油碳密集

度低，可減少溫室氣體及空氣污染物的排放，有利於改善環境並提升周邊

生活品質。針對在施工期間及專案活動執行減量期間，本專案對於週遭環

境之影響，進行以下分析： 

(一)施工期間 

本專案為既有加熱爐燃料轉換之減量專案，廠內設備原地工程包含可

燃性氣體偵測器(NG 洩漏警報器)、NG Main Valve PT 新增工程、爐區 NG

切斷閥拉線及操作盤新增工程，對於周邊環境並未造成影響，其他工程則

包含 NG 管線修改(將現有北堤天然氣管為 4 英吋更換為 8 英吋管)及天然

氣減壓計量站擴充修改，施工期間對於開挖、管線埋設所可能產生的噪

音、塵土等環境問題亦符合相關法規規範。 

(二)專案活動執行減量期間 

專案活動執行期間，加熱爐燃料以天然氣取代重油後，空氣污染物硫

氧化物、氮氧化物、粒狀物均大幅減少，並降低二氧化碳之排放量，有益

於環境永續。本公司進行加熱爐燃料轉換專案，改造工程完成後並依「固

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向相關政府主管單位申請操作許可

異動後始得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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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環境觀點而言，本專案執行可降低空氣污染物(粒狀物、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及溫室氣體排放，有助於提升環境空氣品質與減緩全球暖化現

象。 

 

七、公眾意見描述 

 (一)調查對象  

本專案公眾意見調查對象包含與專案相關之公司員工、鄰近廠家與廠

商及附近居民，期透過問卷調查方式蒐集本專案執行對於利害關係人造成

影響之意見。問卷調查內容如附件所示，總調查份數為 49 份，包含本公

司員工 15 份、地方居民 15 份及鄰近廠商及廠家 19 份，執行方式以現場問

卷調查為主，因此問卷回收率達 100%。受訪類別與對象及問卷數目詳細

請見表 9。問卷內容請見表 10。 

表 9、公眾意見蒐集對象 

受訪類別 部門/對象 問卷份數 

公司員工 

熱軋課(M41) 5 

儲運課(M471) 2 

其他單位 8 

居民 岡山區鄰近居民 15 

鄰近廠家與廠商 施工工程廠商及熱軋廠鄰近廠商 19 

總份數 49 

 

(二)意見蒐集與分析 

「中鴻熱軋加熱爐以天然氣替代重油抵換專案」公眾意見問卷調查表

共發送 49 份，回收 49 份、回收率達 100％。受訪者在專案參與人員說明

下，瞭解溫室氣體與氣候變遷關係，也將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的觀念灌輸

予受訪者，同時有助於提升環境保護意識。茲分析「中鴻熱軋加熱爐以天

然氣替代重油抵換專案」意見調查對象與回覆情形，顯示 90%受訪者支持

本公司執行燃料轉換專案，並向環保署提出註冊申請，另外，專案正面影

響的意見中，接近 90%受訪者認為轉換為使用天然氣可以提升地區環境品

質、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且提升企業形象；在負面影響的調查中，80%受訪

者認為本專案無負面影響，此外，部分受訪者認為「燃料輸送風險度

高」，本公司針對燃料輸送風險控管進行以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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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線輸送：於 83 年燁聯建廠時已完成天然氣地下管線建置，因此本專

案無管線設置作業，已無相關風險。 

2. 燃料輸送風險管控： 

(1)目前減壓站設有安全閥，當進、出口壓力失衡時安全閥會自動跳脫關

斷。 

(2)加熱爐設有 NG 洩漏偵測。 

(3)減壓站至加熱爐管線，依天然氣事業法第 49 條配合中油年度實施管線

檢查(本公司自檢，中油委託檢驗公司複檢)。 

依上述(1)~(3)實施作業，至今無任何工安事件發生，亦對鄰近居民不

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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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中鴻熱軋加熱爐以天然氣替代重油抵換專案」意見統計彙整表 

題目編號 1 請問您認為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程度為? 

勾選項目 □嚴重 □普通 □沒有影響 □無意見/不知道 

統計結果 84% 14% 0% 2% 

題目編號 2 
請問您是否知道燃燒天然氣比燃燒重油可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並可降低空氣污

染? 

勾選項目 □是  □否 □無意見/不知道   □其他(請說明：) 

統計結果 94% 0% 6% 0% 

題目編號 3 請問您是否贊成低碳燃料對於生態環境有正面影響？ 

勾選項目 □是  □否 □無意見/不知道 □其他(請說明：) 

統計結果 98% 0% 2% 0% 

題目編號 4 請問您之前是否瞭解中鴻公司已將加熱爐燃燒重油轉為燃燒天然氣？ 

勾選項目 □是 □否 □無意見/不知道   □其他(請說明：) 

統計結果 84% 6% 10% 0% 

題目編號 5 
就您的立場而言，請問是否贊成中鴻公司轉換低碳潔淨燃料計畫，並申請環保署

減量專案？ 

勾選項目 □是 □否 □無意見/不知道  □其他(請說明：) 

統計結果 90% 0% 10% 0% 

題目編號 6 
就您的立場而言，請問中鴻公司轉換低碳燃料計畫產生之正面影響為何？(可複

選) 

勾選項目 
□提升地區環境品

質 

□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 

□節能減碳，有效

提升企業形象 
□其他(請說明：) 

統計結果 92% 88% 88% 0% 

題目編號 7 
就您的立場而言，請問中鴻公司轉換低碳燃料計畫對您或 貴公司造成負面影響為

何？(可複選) 

勾選項目 □無負面影響                     
□低碳燃料燃燒，

操作控制介面繁瑣 

□管線施工過程噪

音及震動頻繁 

□燃料輸送風險度

高 

統計結果 80% 4% 2% 20% 

題目編號 8 是否尚有其他寶貴意見： 

勾選項目 
□有意見， (請說

明：) 

□無意見，尊重專

業，全力支持。 
    

統計結果 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