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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台中龍井太陽光電發電計畫抵換專案計畫書 

一、專案活動之一般描述 

(一) 專案名稱 

1. 計畫名稱：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龍井太陽光電發電計畫(以下簡稱本專案) 

2. 文件版本： 

第 3.0 版 

3. 文件日期： 

105 年 11 月 14 日 

4. 專案活動類別：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龍井太陽光電發電計畫抵換專案為台電公

司利用太陽光能產生電力之再生能源開發計畫，屬於第一類別，類

別範疇為：能源工業(含再生能源/非再生能源)。 

(二) 專案參與機構描述 

本專案由台電公司獨自出資規劃與執行，產生之碳權所有權

100%由台電公司所擁有，專案參與者如下表 1-1 所示。 

表 1-1、專案參與機構描述 

參與機構 

名稱 

參與單位 

性質 
角色說明 

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國營事業 

專案規劃、投資與執行者，其減量

額度 100%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所有及支配。本抵換專案屬「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並授

權再生能源處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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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案活動描述 

1. 專案活動目的： 

本專案主要目的在於建置 1 座裝置容量 6,485.94 kWp 太陽光

電發電系統，設置地點分布於台中發電廠外東側電力專用區(地面) 

(詳見表 1-2 所示)，利用太陽能發電所產生的電力併聯至電網，取

代傳統化石燃料的使用，進而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增進國家溫

室氣體減量的政策目標。 

表 1-2、台中龍井太陽光電發電計畫系統設置表單 

項次 電廠名稱 裝置容量 工程地點 

1 
台中發電廠外 

東側電力專用區(地面型) 
6,485.94 kWp 臺中市龍井區 

光電系統位於台灣本島，所產生之電力將供應給台電系統之電

網。 

2. 專案活動溫室氣體減排之技術與確切的措施： 

本專案之太陽光電系統主要工程主要包含三部分，支撐架工程

(含混凝土基座)、太陽光電模組安裝配線及電氣設備安裝與併聯，

完工後可藉由矽晶型光電發電設備將光能轉換為電能，再透過聯網

設備進行整流及電壓調整，將光電系統產生之電力扣除系統本身用

電輸送至電力系統。這些來自光能的電力可以取代其他化石燃料之

發電量，進而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本專案光電設備所發電力減少

之 CO2 量，若以電力系統占比最高的燃煤換算(依我國溫室氣體排

放係數管理表 6.0.1 版1燃料煤排放係數 2.4kgCO2/kg 計算)，每年約

可節省 2,278 噸煤。 

  

                                           

1 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1 版，10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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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金來源說明： 

台中龍井太陽光電發電站系統已完成發包，總投資金額約 9.7

億元，資金來源為台電公司。 

4. 永續發展貢獻： 

太陽光電屬於低污染、分散式之再生能源電力系統，對於抑制

尖峰用電、環境保護等有極大助益；雖然發電系統之成本仍遠高於

傳統火力發電，但世界各國仍全力投入研發與獎勵推廣。本公司為

國內發電業龍頭且我國亦身為地球村的一員，為了善盡一份愛護地

球的責任，積極投入興建太陽光電機組，充分利用台灣天然資源，

藉以達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使本公司得以永續經營及發展並期與

國際接軌。 

5. 政策永續性： 

太陽光發電是可利用科技力量建立的能源工業，能協助欠缺自

然資源的我國提供安全、多元化的電力來源，同時太陽光發電是一

種乾淨無污染的發電方式，而太陽能又是取之不盡的自然資源，較

之傳統的燃煤、燃油發電對大氣層所造成的破壞，在環保取向下有

其絕對的優勢，對環境生態保護具有貢獻。 

經濟部於民國 97 年公布之『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中即明訂發

展潔淨能源目標之一為「發電系統中低碳能源占比由 40%增加至

2025 年的 55%以上之」，以及「積極發展無碳再生能源，有效運用

再生能源開發潛力，於 2025 年占發電系統的 8%以上」。民國 99

年行政院公布『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十大標竿方案中的「低碳能

源系統改造」亦將太陽能、生質能、風力發電列為標竿計畫「推動

再生能源新紀元計畫」之主要推動項目。 

雖然太陽光電目前不是廉價的電力，但由於電力為產業重要生

產投入要素，台電公司配合政府政策進入太陽光發電領域，可取代

發電所使用之部分化石燃料，降低國內生產產品之碳足跡，減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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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國際間以公約直接對我約束對國內產業所造成的衝擊，對於總體

經濟發展有實質助益。 

世界潮流與環保壓力皆促使無污染新能源之使用成為必然趨

勢，藉由太陽光電發電，將引領及培養民眾環保、節能之概念；本

專案推動太陽光電系統之建造及執行，除可提高社會大眾對太陽光

電系統及週邊產品之利用與關注，帶動環保風氣的推行外，亦同時

具有宣導教育及提升國家與政府形象與地位之功能。 

台電公司以過去發展及經營台灣電力事業之經驗與技術來推

動設置太陽光發電系統，藉由本專案的帶動，將引領國內太陽光電

產業及設置量更大量快速的成長。經由本專案太陽光發電系統之設

置，除可對發展太陽光發電利用有所助益外，亦可更健全國內多元

化之能源供需體系，充分展現台電公司配合國家再生能源政策之決

心與努力。 

對於我國社會、經濟、環境與能源永續發展均有實質的效益，

分別說明如下： 

(1)社會面：日後可吸引當地居民及教育單位前來參觀，充分發

揮再生能源推廣的功效，並提升政府推動綠色能源

之優良形象。 

(2)經濟面：對能源多元化，節省國家能源外匯支出、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量及達成京都議定書排放減量目標，皆極

具貢獻。 

(3)環境面：太陽光電屬於綠色能源，無需燃料且無運轉動件，

不會產生廢水、廢棄物、噪音及空氣污染等問題，

可減少化石燃料(石油、煤炭、天然氣)的消耗量，並

有效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4)能源面：再生能源之開發，將可降低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分

散能源種類，提高能源供應之自主性，及抑低化石

能源釋出之二氧化碳等多重目的。 

  



5 

(四) 專案活動之技術說明 

1. 技術推廣性： 

太陽電池將光轉換為電主要有兩個步驟：一是產生電子電洞對，

二是將電子電洞對分離。欲產生電子電洞對必須先提供電子能量，

能量的來源則是使用太陽光。而分離電子與電洞的方法則是透過

PN 接面建立內部電場，透過內部電場對電子與電洞的作用力可以

將電子與電洞分離。 

為實現上述的光電轉換過程而發展出的基本構造如圖 1-1所示，

當太陽電池內部吸收太陽光之後將產生電子電洞對，此時 P 型半導

體與 N 型半導體所建立的內部電場將迫使電子與電洞分別往不同

的方向移動，電子聚集在 N 型半導體而形成負極，電洞聚集在 P

型半導體而形成正極，最後將負載分別接上正極與負極即可形成迴

路而使電流流過負載。 

 

圖 1-1、太陽電池基本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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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太陽電池的主要構造為二極體，可以形容太陽電池

為會發電的二極體。可以用一個電流源及一個理想二極體作為太陽

電池的等效電路，其中的電流源代表的是太陽光照射到太陽電池所

產生的電流。然而理想的二極體實際上並不存在，因此這樣的等效

電路仍不完整。必須加入串聯電阻及並聯電阻之後，才是完整的等

效電路。 

太陽電池種類非常多，其中 III-V 族太陽電池因效率高但價格

也高，因此僅被使用於太空應用；非晶矽太陽電池因價格低但效率

較差，因此被廣泛使用於計算機、手錶等消費性電子產品；單晶矽

太陽電池及多晶矽太陽電池在效率及價格上，市場接受度較高，單

晶矽太陽電池市佔率約為 34.4%，多晶矽太陽電池市佔率約為

55.5%。單晶矽太陽電池與多晶矽太陽電池可以合稱為結晶矽太陽

電池，結晶矽太陽電池合計約為 90%2。結晶矽太陽電池所以在全

球市場能有如此大的比重，主要是因為其所具備的幾個特點：光電

轉換效率高、基本技術成熟、高信賴性、發電特性安定，隨者矽晶

太陽電池價格的再降低，預計其在未來十年之內，仍占有重要地

位。 

在台灣，太陽光電是屬於新興的能源科技產業，上、中、下游

廠商投資如雨後春筍。由於台灣位處熱帶及亞熱帶地理位置，日照

豐沛、緯度適中，極適合發展太陽光發電。而目前台灣設置太陽光

電系統有良好發電條件，北部地區平均發電約 2.77 度/day/kWp，

中部地區平均發電約 3.45 度/day/kWp，南部地區平均發電約 3.53

度/day/kWp3，雖因設置地區之日照量而異，但都優於日本平均發

電約 2.7 度/day /kWp。且本案之光電設備屬集中系統規模較大，施

工、管理、維護皆有規模經濟，可進行系統最佳化設計，整體效能

高，且監測系統簡單，資料擷取與分析容易。 

                                           

2 第一銀行，我國太陽能業者市場地位概況分析，2012 年 9 月 13 日，P.10 

  http://edm.firstbank.com.tw/Mailhunter_a/Uploaded_Photo/1010914-01264310.pdf 
3 經濟部能源局，2012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101 年 5 月，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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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是政府重點支持之再生能源產業技術，由於國外環保

綠色意識高漲及各國補貼政策導向，帶動國內太陽電池相關產業蓬

勃發展。近期政府積極推動無碳再生能源使用與擴大發展低碳潔淨

能源，將提高自主能源及潔淨能源比例為主要策略，其中太陽光能

是最可期待之重點發展方向。 

目前在市場的應用推廣方面，台灣也與德、日先進國家一樣採

取獎勵補助措施，推廣太陽光電多元化應用設計，從 2000 年起陸

續推行陽光屋頂(Solar Roof)、陽光電城(Solar City)、光電經典建築

(Solar Top)、偏遠離島緊急防災、陽光校園(Solar Campus)，未來並

將推廣陽光社區(Solar Community)、以及政策推動公共工程有義務

設置太陽光電系統，藉由各項推廣措施與展示效果，來創造內需市

場並帶動產業。民國 99 年公布再生能源發展條例，並依條例定期

公布不同種類再生能源技術之電能躉購費率，提供了光電與其他再

生能源充分之經濟誘因，加上光電技術發展迅速，成本快速下降，

光電設備之設備成本效益大幅提昇，未來推廣遠景可期。 

2.專案活動地點及設備規格： 

本項專案活動主要位於台中市龍井區，地理資訊如下表 1-3、

圖 1-2 所示。 

表 1-3、光電系統地理座標資訊 

光電系統／位置 GPS 座標 

台中龍井光電發電站/台中市龍井區 
N：24°,12＇,30.67＂ 

E：120°,29＇,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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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本專案場址設置位置地圖 

本專案應用於併聯型的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主要包含兩大部分：

(1)太陽光電系統及(2)電網相關設備。太陽光電系統由太陽能電池

及太陽模組所組成，產生的電力經由整流裝置將電壓升壓為至少

11.4 KV 之後併接於各配電系統。 

輔助設備及支配裝置技術上相對來說較為簡單，主要包括太陽

光電模組串列與電力調節器之直、交流發電監控系統，以及整合各

模組間電力調節器、變壓器所需之電氣室及開關箱等。所有發電系

統及監測程序，均由遠端操作進行。監測系統包括發電資料收集器、

記錄器、多功能數位式電表、機械式瓦時計以及類比數位資訊轉換

卡等。系統示意圖請參考圖 1-3。本專案光電系統之模組種類、額

定容量及數量如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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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太陽光電系統示意圖 

表 1-4、光電系統設備種類及容量 

電  廠 模組種類 
模組額定容量 

（Wp /片） 

模組總數量 

（片） 

台中龍井太陽

光電發電站 
矽晶型 240、255 26,358 

4.專案之邊界描述： 

本專案為新建太陽光電計畫，計畫的邊界係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廠址，由太陽能組列、支架系統與電力轉換系統至連接電網之範

圍。 

5.預期減量成果： 

本專案依「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104.12.31.訂定）第

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計畫型抵換專案計入期之起始日，應於完

成註冊日後；本法施行前經政府輔導或補助之計畫型抵換專案，依

確證之計入期起算。本專案因曾參與經濟部輔導專案，故本專案計

入期依據通過確證之計入期 104 年 1 月 1 日起算。專案預期減量成

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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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太陽光電第一期計畫預計減量成果 

單年期間 
年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 

(單位：公噸CO2當量) 

104/1/1~104/12/31 5,467  

105/1/1~105/12/31 5,467  

106/1/1~106/12/31 5,467  

107/1/1~107/12/31 5,467  

108/1/1~108/12/31 5,467  

109/1/1~109/12/31 5,467  

110/1/1~110/12/31 5,467  

總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 

(公噸CO2當量) 
38,269 

計入期總年數 7 

計入期年平均排放減量/移除量估

計值(公噸CO2當量) 
5,467 

二、基線計算方法及外加性分析描述 

(一)  專案活動採用減量方法 

1.使用之減量方法和其版本： 

本專案使用小型 CDM 減量方法 AMS-I.D.併網型的再生能源

發電(Grid connected renewable electricity generation)第 17 版，此版

本於 2011 年 6 月 3 日核准。 

2.該減量方法所引用的任何其他減量方法或工具，和其版本： 

本專案活動使用 AMS-I.D.方法學外，另引用其他工具如下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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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算電網係數：「Tool to calculate the emission factor for an 

electricity system」第 4 版 

(2) 計算計畫洩漏：「Tool to calculate project or leakage CO2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第 2 版 

(3) 小規模外加性論證指引：「Guidelines on the demonstration of 

additionality of small-scale project activities」第 9 版 

(4) 外加性論證工具：「Tool for Demonstration Assessment and of 

Additionality」第 7 版 

(5) 投資分析指引：「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investment 

analysis」第 5 版 

(6) 小規模減量專案拆案指引：「Guidelines on Assessment of 

Debundling for SSC project activities」第 3 版 

(二)  適用條件與原因 

依行政院環保署 99 年 12 月發布之「溫室氣體查驗指引」內所指

小規模減量計畫必須符合以下條件：1.最大輸出量未超過 15MW 之再

生能源類型計畫；2.每年節能未超過 60GWh 之能源類型計畫；3.每

年減量小於 6 萬噸之 CO2當量之計畫之一者，為小規模減量計畫4，

而本專案總裝置容量為 6,485.94 kWp 太陽能光電系統，符合第 1 項

之規範，因此可適用 CDM 小規模減量方法。 

然而本專案與「台灣電力公司台中及興達太陽光電計畫」中設於

台中發電廠內光電系統均採用太陽光發電之技術且相鄰，因此依據

CDM 最新評估小規模減量專案拆案指引(Guidelines on Assessment of 

Debundling for SSC project activities Ver.03)規範，證明本專案非為拆

案(大規模計畫拆成數個小規模計畫)。 

根據該指引 I 章節 A 部分第 3 點所述，本專案雖與另一已註冊/

申請中之專案為相同參與者、使用相同減量技術、相隔時間為超過兩

                                           

4 行政院環保署，溫室氣體查驗指引，99 年 12 月，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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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且最近距離在 1 公里內，但兩專案總計裝置容量未超過小規模減量

專案上限時，仍可使用簡化之小規模減量計畫模式或程序。 

下表為本專案與已申請註冊專案「台灣電力公司台中及興達太陽

光電計畫」之裝置容量與減碳量統計表。 

表 2-1、專案邊界內納入或排除之排放源 

項目 

台中龍井太

陽光電系統 

(本專案) 

台中發電廠內 

光電系統 

(已申請註冊) 

合計量 
CDM 

小型規定 

裝置容量

(kWp) 
6,485.94 2,123.04 8,608.98 15,000 

減碳量 

(tCO2e) 
5,467 1,931 7,627 60,000 

由上表可知，本專案裝置容量為 6,485.94 kWp，而先前已申請註

冊之台中發電廠光電系統裝置容量為 2,123.04 kWp，兩專案節電量合

計為 8,608.98 kWp，未超過 CDM 第一類(Type I)小規模專案裝置容量

上限 15MW之規範，故兩專案裝置容量加總未超過小規模計畫上限，

仍適用簡化模式與程序(小規模方法學)。 

下表為 AMS-I.D.Ver.17 方法學所規範之適用條件，將針對此部分

各別論述： 

表 2-2、AMS-I.D.Ver.17 適用性判別 

AMS-I.D.Ver.17 適用條件 專案符合論述 

1.此減量方法為再生能源包含如光電、水力、潮汐能/波

浪能、風力、地熱及再生生質物(renewable biomass)： 

A.提供電力至一國家或一區域電網，或 

B.依合約形式(如代輸)透過國家/區域電網提供電力給

特定使用端設施。 

本專案為太陽光電發電計

畫，所產生之電力將提供至

台灣本島之電網，因此符合

方法學要求。 

2.針對相關減量方法(AMS-I.D, AMS-I.F及AMS-I.A)適

用的專案活動請參考減量方法學之表2，其中，欲使用

AMS-I.D.減量方法學須符合第(1)項或(3)項。 

(1) 專案提供電力至國家/區域電網 

(3) 專案經由國家/區域之電網提供電力給特定消費者 

本專案產生之電力將提供至

國家電網，符合第(1)項要

求，故適用AMS-I.D方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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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I.D.Ver.17 適用條件 專案符合論述 

3.此減量方法適用的專案活動有： 

(a) 於專案活動執行前本沒有再生能源電廠運作之位

址上設置新電廠(Greenfield電廠)； 

(b) 涉及新增裝置容量； 

(c) 既有廠翻新； 

(d) 既有廠汰換。 

專案符合項目(a)之要求，在

計畫執行前無任何再生能源

電廠於專案場址。 

4.此減量方法適用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蓄水式水力發電

廠： 

 一座既有水庫之蓄水池容積不變情況下的專案活

動。 

 一座既有水庫(其蓄水池已於減量專案實施前使用

超過三年以上)，且增加蓄水池容積和功率密度

(Power density)大於4 W/m2。 

 新設水庫及電廠功率密度大於4 W/m2。 

本專案為太陽光電計畫，故

不受此規範限制。 

5.如果新設的發電機組包含再生能源和非再生能源兩種

機組構成(如風力和柴油發電機組)，則小規模減量專案

之 15MW 裝置容量適用限制僅針對再生能源機組。如

果新設的機組涉及化石燃料混燒，則以整套機組裝置

容量不得超過 15MW 的限制。 

專案為新設太陽光電設備，

並無包含非再生能源機組，

因此符合此部分之論述。 

6.本減量方法若包含熱電聯產(汽電共生)系統，則不適

用本減量方法。 

本專案非汽電共生系統，因

此符合方法學適用要件。 

7.若減量計畫之再生能源發電為在既有再生能源設備

上，則減量計畫所增加容量需小於15MW，且必須為

物理邊界可區隔。 

專案廠址無既有再生能源設

備，新設之總太陽光電裝置

容量皆小於 15 MWp，故符

合此條件。 

8.翻新或汰換時，則翻新或汰換機組總輸出不得超過

15MW的限制。 

本專案為新設，不為翻新或

汰換類型，因此符合此條

件。 

(三) 專案邊界內包括的排放源和氣體 

本專案係以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所產生之電力替代電網上化石

燃料發電之電力，各排放源及溫室氣體相關考慮係數如下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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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專案邊界內納入或排除之排放源 

 來源 氣體 是否被納入? 說明 

基線 現有電網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在發電過程中，甲烷氣體排

放是可以被忽略的 

N2O 否 
在發電過程中，氧化亞氮氣

體排放是可以被忽略的 

專案活動 
台中龍井

光電系統 

CO2 否 清潔能源 

CH4 否 清潔能源 

N2O 否 清潔能源 

(四) 基線情境之選擇與說明 

依據 AMS-I.D.Ver.17 減量方法，本專案活動之基線情境為未執行

專案活動時，各光電系統所傳送至電網之淨發電量由整個電網其他發

電設備所供應。 

對於新設併網再生能源發電設施之溫室氣體排放基線情境排放

(BEy)計算係以“減量專案提供到電網之淨發電量（MWh）×電網溫室

氣體排放係數（以 tCO2/MWh 表示）＂。 

基線情境排放量計算公式為： 

BEy = EGBL,y*EFCO2,grid,y 

其中： 

BEy：第 y 年的基線情境溫室氣體排放量(tCO2) 

EGBL,y：第 y 年減量專案提供到電網之淨發電量(MWh) 

EFCO2,grid,y：第 y 年電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tCO2/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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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外加性之分析與說明 

此部分除依我國溫室氣體查驗指引執行外，另參考 CDM 小規模

減量計畫之外加性論證指引 EB 68 Annex 27「Guidelines on the 

demonstration of additionality of small-scale project activities」文件，以

及我國「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所要求再生能源接

受躉購電價資格者，應確認其不具投資效益，故本專案之外加性論證

將採投資分析進行論證。 

1.預期動機 

新能源必須是能符合環保、循環再生，並取之不盡之再生能源，

例如風力、太陽能、潮汐、地熱、生質能等之發電方式。其中又以

太陽光發電最具發展潛力，亦為兼顧環保、生態之潔淨發電方式。

台電公司為達成節能減碳之目的，在財務嚴重虧損下，仍積極投入

再生能源之開發，推廣太陽能利用，不僅可減低火力發電所造成空

氣污染及二氧化碳排放，亦可減少自然資源(石油、煤炭、天然氣)

的消耗。台電公司為表示其減量決心，於 95 年起陸續參加政府多

項自願性溫室氣體減量行動，其中，本專案「台灣電力公司台中龍

井太陽光電發電計畫」也曾參與我國政府之輔導計畫如下所示： 

 能源局 102年度能源產業溫室氣體盤查及減量之輔導與推動計

畫 

台電公司為展現能源永續發展之貢獻以及滿足環境影響評估

溫室氣體減量承諾之需求，故特開發本減量專案，替減緩全球氣候

變遷共盡一份心力。 

2.替代方案 

考量本專案相似裝置容量規模之其他發電計畫皆屬太陽光電

類型，倘若不執行本專案活動時，替代方案為藉由電網其他發電設

備供應本專案預期產生之淨發電量至電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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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規外加性分析： 

「電業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工礦廠商、農田水利、機關、學

校及醫院得設置發電設備，專供自用，其「發電設備」係指「電

業法」第六條所稱原動機，發電機等主要發電設備，而太陽光發

電系統因無設置「電業法」第六條中所稱之主要發電設備，非屬

「電業法」規定之自用發電設備，毋須依「電業法」第九十八條

規定向電業主管機關申請自用發電設備登記。 

根據「電業法」第三十三條子法「電業登記規則」規定，開

發者應備太陽光電廠籌備計畫書及相關許可文件，提交到中央主

管機關(經濟部)申請備案。本專案台中龍井光電系統籌備計畫書

屬於台電公司「太陽光電第一期計畫」之子計畫，母計畫已於

96 年 5 月 8 日獲得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核准原則同意設立(經營

字第 09602604970 號函)，且亦皆提交至經濟部申請備案。 

民國 99 年『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辦法』（後更名為『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公告施行後，本專案亦依該辦法

規定完成補認定程序。 

本專案應用之太陽光電發電技術，國內尚未訂定相關能源效

率標準或規範。 

4.投資分析 

依我國「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要求，必須

確認申請躉購費率之再生能源減量專案不具投資效益，因此本專案

引用「Tool for Demonstration Assessment and of Additionality」Ver.7.0

版外加性論證工具中投資分析步驟所提之最新版本財務分析指引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Investment Analysis」Ver.05 來分

析計畫之財務狀況。 

根據外加性論證工具計畫財務分析有 3 種分析方法：1.簡單成

本分析法(Simple Cost) 2.投資比較分析法(Investment Comparison 

Analysis)或 3.標竿值分析法(Benchmark Analysis)。其中簡單成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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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因本專案除了碳額度收入尚有售電之收入故不適用。另外，由

於本專案所掌握之資料適合以淨現值(NPV)作為衡量指標，當分析

結果淨現值小於「零」時專案則不具經濟誘因，在自然情況下不會

發生，亦即專案具有外加性。因此本專案將使用外加性論證工具所

述之第 3 種方式標竿值分析法，進行專案投資外加性之論證。 

根據「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investment analysis」Ver.5，

指出一般評估年期最少 10 年，至多 20 年較為恰當，而太陽能板供

應商所提供「太陽模組品質保固」保證設備使用年限在 25 年內，

其發電功率仍可達到 80%以上外5，因此使用 20 年期投資評估本專

案。本淨現值分析包含期初建置成本成本、維運成本、折現率、電

價收益及碳權。 

步驟 1.計算參數說明 

本專案分為五個包案工程各別進行，其淨現值(NPV)計算使用

參數說明如下所示(數值資料請參照附件三附表 3-1)： 

(1) 期初建置成本： 

包含直接建設成本(光電廠、填土、連網、變壓器、電路控

制、基礎及周邊設施、監測設施以及運輸等)、間接建設成本(設

計與查證申請、監工、管理、工程管理、保險、試營運、勞工安

全健康管理及其他成本)等。 

(2) 維運成本： 

依各光電系統之物價基年運維費、物價上漲率與裝置容量估

算太陽光電系統之維運成本。 

(3) 折現率： 

利用各光電系統設置案之國內借款利率、公司債利率、自有

資金成本率算出加權平均成本率，為該設置案使用之折現率。 

(4) 售電收益： 

                                           

5 各光電系統之規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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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陽光電系統之裝置容量、當地之容量因數，估計每年之

產生電量為8,039,582度，並依和經濟部能源局簽訂之躉購電價，

計算其售電收益。 

步驟 2.淨現值分析 

依附表 3-1 參數進行淨現值分析，本專案不含碳權收入之 NPV

為-$310,768.96 仟元，而含碳權收入之 NPV 為-$302,999.87仟元，

由於其值皆皆小於 0，表示本專案不具商業投資誘因。敏感度分析

請參照附件三附表 3-3。 

步驟 3.投資分析結果：本專案不具投資誘因，因此具有財務外加性 

專案使用淨現值作為投資分析工具，綜觀以上計算淨現值分析

結果得知所有 NPV 皆為負值，且藉由敏感度分析所有 NPV 皆小於

0，即表示專案不具投資誘因，因此本專案具財務外加性。 

(六) 減量/移除量計算公式描述 

1.所引用減量方法之公式描述 

本專案排放減量之計算以下列公式表示： 

ERy= BEy -PEy-LEy，其中： 

ERy：第 y 年度溫室氣體排放減量(t CO2) 

BEy：第 y 年的基線情境溫室氣體排放量(tCO2) 

PEy：第 y 年度專案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t CO2) 

LEy：第 y 年度排放洩漏量(t CO2)，若發電設施由另一處轉移而來，

則必須考慮洩漏量。但在本專案中並非此情境，因此無需考慮

在計算公式洩漏部分。 

本專案活動是利用太陽光電發電系統來取代電網電力，過程中

不會產生任何形式之溫室氣體排放，因此 PEy為 0。另外本專案活

動中使用之設施均為新設之設備，無洩漏問題，故 LEy亦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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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之基線排放量(BEy)計算方式依據以下兩個步驟計算： 

BEy= EGBL,y * EFCO2,grid,y 

EGBL,y：第 y 年減量專案提供到電網之淨發電量(MWh) 

EFCO2,grid,y：第 y 年電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tCO2/MWh) 

(1) 發電設施電力輸出量可透過計畫執行後的監測設備電表操

作之紀錄來確認。 

(2) 台灣本島電網排放係數根據減量方法工具「Tool to calculate 

the emission factor for an electricity system」Ver.4.0 計算。 

其中，電網排放係數需以下列方法透明而保守的計算。根據減

量方法 AMS I.D.Ver.17，本專案活動的排放係數可使用下面兩種方

式計算： 

(a).合併邊際(CM)，應包含電量邊際(OM)與容量邊際(BM)，並根

據工具「Tool to calculate the emission factor for an electricity 

system Ver.4」計算。 

(b).加權平均排放係數計算法(以每度電產生之二氧化碳當量表

示)，其計算方法為利用目前發電單元之溫氣氣體排放量及發

電總量進行計算，數據的引用必須以計算排放減量當年度的

數據，所有資料均須是官方公告且可公開取得之資訊。 

本專案皆位於台灣本島，故選用(a)合併邊際(CM)電網係數計

算方式，並依專案起始日採用 99-101 年之數據計算台灣本島電網

排放係數，其步驟如下： 

步驟 1、定義相關電力系統 

專案所產生的電力皆傳輸至台灣本島電網，以替代化石燃料發電

所排放之 CO2，無涉及與其他電力系統相連，因此以下將計算台灣本

島之電網排放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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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選擇是否包含其他離網之電廠 

專案參與者可利用以下兩種選項作為計算 OM 與 BM 之排放係

數： 

Option I：計算中僅納入併網之發電廠 

Option II：計算中同時納入併網與離網之發電廠 

因本專案不包含本島電網外之發電廠，因此選擇 Option I 方法來

計算。 

步驟 3、選擇電量邊際(OM)計算方法 

根據「Tool to calculate the emission factor for an electricity system 

Ver.4」計算工具，有四種不同 OM 計算方式分別如下： 

1.Simple OM：此方法排除離網之電廠，只能在低成本/必須運轉

(low-cost/must-run)之發電量小於總發電量 50%情況下使用，且

不將低成本/必須運轉電廠納入 OM 計算中，此外低成本/必須運

轉(low-cost/must-run)計算須以最近五年平均或長期水力發電平

均值為基礎。 

2.Simple adjusted OM：此方法為 Simple OM 之調整，且在若選擇

Simple OM 的 Option A 計算方法時則以每一發電機組的淨發電

量及每一機組之排放係數計算之。 

3.Dispatch data analysis OM：不能使用在有將離網納入計算的情況

中，且監測時必須為併網機組每小時傳輸到電網之電量，因不

適用歷史數據，故須每年更新排放係數。 

4.Average OM：此方法為計算所有併網之發電廠的平均排放比率，

計算時與 Simple OM 計算方法相同，但須將低成本/必須運轉

(low-cost/must-run)之電廠納入所有計算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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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機組之淨發電量與機組每小時傳輸到電網之電量資訊不

易取得，以及若將低成本/必須運轉(low-cost/must-run)納入計算則可

能失去再生能源替代燃煤發電所產生減量之努力意義，因此本專案選

擇 Simple OM 作為電量邊際(OM)之計算方式。 

然而，欲使用 Simple OM 計算方式須符合低成本/必須運轉

(low-cost/must-run)之發電量小於總發電量 50%條件，本專案為計算

102 年之電網排放係數，因此根據民國 97 至 101 年的電網特性資訊，

探討低成本運轉發電(low-cost/must-run)如水力發電、核能發電和再生

能源發電技術合計之發電量之比例。自民國 97 至 101 年分別為

26.64%、27.41%、25.56%、24.65%、25.09%，均小於電網輸出總量

之 50% (詳細參照附件二之說明)，因此本專案可使用簡單電量邊際

（Simple OM）方法計算電量邊際（OM）排放係數（EFgrid,OMsimple,y）。 

此外，依據計算工具所述 Simple OM、Simple adjusted OM、

Average OM 四種計算方法，可選擇事前計算(ex-ante option)或事後計

算(ex-post option)兩種方式。 

 擇事前計算(ex-ante option)：若採用此方法則排放係數在確證時已

決定，因此無須在未來計入期中再次計算排放係數，而對該併網

電廠需使用在確證時可取得近 3 年加權平均數據。 

 事後計算(ex-post option)：若採用此方法計算排放係數，則排放係

數決定為計算減量當年度之電網係數，每年都必須更新。 

本專案選擇事前計算 OM，因此將使用 99 年至 101 年台灣電網

燃料使用資訊，計算專案整個計入期之 OM。 

步驟 4、計算電量邊際(OM) 排放係數 

簡單電量邊際（Simple OM）是由單位淨發電量所產生的加權平

均 CO2排放量計算而得(tCO2e/MWh)，其中不包括低成本運轉發電機

組所產生的 CO2排放，可由下列兩種方式則一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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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A：依據每個發電機組所產生之淨發電量與 CO2排放係數計

算而得； 

Option B：依據可取得總淨發電量、總燃料種類與燃料耗用量計算

而得；  

由於 Option A 之數據取得不易，且只將核能及再生能源列入

低成本運轉發電情境，也無任何離網電力供應系統被納入計算，故

依目前可取得資訊，採用 Option B之計算方式作為 OM計算方法。 

根據「Tool to calculate the emission factor for an electricity system 

Ver.4」，EFgrid,OMsimple,y計算公式為： 

𝐸𝐹𝑔𝑟𝑖𝑑,𝑂𝑀𝑠𝑖𝑚𝑝𝑙𝑒,𝑦 =
∑ 𝐹𝐶𝑖,𝑦×𝑁𝐶𝑉𝑖,𝑦×𝐸𝐹𝐶𝑂2,𝑖,𝑦𝑖

𝐸𝐺𝑦
              Equation (7) 

其中： 

EFgrid,OMsimple,y：在 y 年的 Simple OM CO2排放係數(tCO2/MWh) 

FCi,y：在 y年於專案電網中所有使用燃料種類 i的消耗量(質量或體積) 

NCV i,y：在 y 年使用燃料種類 i 的淨熱值(GJ/質量或體積) 

EFCO2,i,y：在 y 年所使用燃料種類 i 的 CO2排放係數(tCO2/GJ) 

EGy：在 y 年所有發電廠/機組輸出至電網之淨發電量，不包含低成本

且必須運轉(low-cost/must-run)之發電廠/機組(MWh) 

i：在ｙ年，本專案電網中之發電廠/機組所有使用之燃料種類 

y：所有步驟 3 相關之年分 

以上述公式求出 99 年～101 年的 OM 排放係數，計算出此 3 年

平均數為 0.71 (tCO2/MWh)。該數值包含台電公司及民營發電業者位

於台灣之火力發電機組，而台灣電網內汽電共生機組經初步試算，其

101 年度之每 MWh 達排放 1.04 噸之 CO2
6，高於三年平均值 0.71，因

                                           

6 OM-BM 計算表_201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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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於保守原則若將汽電共生納入 OM 計算則會使專案減量成效提

高，故於此將其排除於 OM 計算(詳細參照附件二之說明)。 

步驟 5、計算容量邊際排放係數（EFgrid,BM,y） 

依據計算工具，於計算容量邊際(BM)前，應選擇往後專案之計

入期要使用何種計算方式： 

Option I：第一計入期計算 BM 係數之方法為將在本專案確證時可

取得最新已建置完之機組數據當作樣本 m，以事前計算

(ex ante)之方式；第二計入期 BM 係數計算方法則應更新

數據至提出申請下一計入期確證時之可取得最新年分之

數據；第三計入期可沿用第二計入期之 BM 係數。此選

項不必於計畫執行期間進行係數監測。 

Option II：第一計入期所使用之 BM 係數需於計畫執行後每年進行

更新，為事後計算(ex post)；第二計入期 BM 係數應使

用事前計算(ex ante)；第三計入期得沿用第二計入期之

BM 係數。 

本專案選擇 Option I 進行容量邊際排放係數計算（BM）。 

此外，BM 計算可使用(1)最近建置完成之五個發電機組(不包括

申請抵換專案之機組)、(2)最近新建佔總系統 20%之發電量之機組(不

包括申請抵換專案之機組)等兩種方式計算之。然而此兩種方法由於

無法取得其各機組燃料用量及淨發電量資訊，因此本專案擬使用 2005

年經 CDM EB 認可之 BM 偏異計算方法7來計算本專案之 BM 排放係

數。偏異項目如下所述： 

 同意使用過去 1-3 年間的新增裝置容量進行電網中 BM 排放係數

的估算，且應使新增裝置容量疊加到最接近於總裝置容量的 20%

為止。 

 同意使用裝置容量替代年發電量來進行估算。 

                                           

7 https://cdm.unfccc.int/Projects/deviations/8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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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在估算每種燃料類型的燃料使用效率時，以該國家最先進的

商業化技術水準進行估算，以作為一種保守的近似值。 

依循上述偏異作法，容量邊際排放係數（EFgrid,BM,y）為電網火力

排放係數(EFThermal)×火力發電新增裝置容量比例，然而電網火力排放

係數(EFThermal)應由各燃料之 CO2排放佔比(λCoal、λOil、λGas)×最高效率

所推估之排放係數(EFCoal,Adv、EFOil,Adv、EFGas,Adv)加總後求得。經計算

(詳細請見附件二)所得之數值如下所述。 

1.不同發電技術新增裝置容量比例：疊加至最接近於總裝置容量的

20%為止，火力、水力、核能、再生能源之新增裝置容量比例分

別為，87.33%、2.01%、0%、10.65%。 

2.各燃料溫室氣體排放量佔比： 101 年度燃煤、燃油、燃氣發電技

術之溫室氣體排放權重 λCoal、λOil、λGas分別為 74.35%、3.60%、

22.05%。 

3.使用最高效率計算各火力發電技術之排放係數：估算 EFCoal,Adv、

EFOil,Adv、EFGas,Adv時須使用本國最先進的商業化技術進行計算，

目前我國最先進之燃煤、燃油、燃氣技術分別為超臨界燃煤技

術(Supercritical)、複循環燃油技術(Combined cycle)、複循環燃氣

技術(Combined cycle)，其參數使用說明如下述： 

 超臨界燃煤技術：我國目前運轉中之超臨界燃煤機組為民營之

麥寮電廠，由於為 14 年前(民國 88 年 6 月商轉)建造之機組，

且無公開之效率資訊，因此本專案以我國最新規劃設置之超臨

界燃煤機組為基準—按「深澳電廠更新擴建計畫」8及「林口電

廠更興擴建計畫」9可行性研究報告書內所述之效率值皆為

42.3%，轉換低熱值後為 44.5%進行計算。 

 燃油發電技術：我國現階段已無任何電廠使用複循環燃油發電

技術，原通霄電廠複循環燃油機組已自民國 88 年後改為複循

環燃氣機組。依台電公司 88 年運轉資料顯示，通霄電廠 6 部

                                           

8 深澳電廠更新擴建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p.1-2 
9 林口電廠更興擴建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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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組中最佳淨熱效率為 39.85%10(低熱值 41.9%)，優於其他次

臨界燃油汽力機組之效率，因此本專案使用該數值進行計算。 

 複循環燃氣技術：我國目前使用複循環燃氣技術之最新電廠為

98年商轉之大潭電廠(低熱值毛效率 55%)11及星元電廠(環說書

效率值 53%，低熱值 55.8%)12，基於保守原則本專案採較高之

效率值(星元)進行計算。 

經上述選擇適當之效率值後，計算得 EFCoal,Adv、EFOil,Adv、

EFGas,Adv分別為 0.76、0.66、0.36。整個 EFBM計算過程獲得資料參

照附件二之說明，算式流程如下所述： 

EFThermal＝λCoal×EFCoal,Adv＋λOil×EFOil,Adv＋λGas×EFGas,Adv 

＝74.35%×0.76＋3.60%×0.66＋22.05%×0.36 

＝0.67（tCO2／MWh） 

因此 EFgrid,BM,y＝EFThermal×火力發電新增容量裝置比例 

＝0.67×87.33％ 

＝0.59（tCO2／MWh） 

步驟 6、計算合併邊際排放係數（EFgrid, CM, y） 

合併邊際排放係數（ EFgrid,CM,y ）由電量邊際排放係數

（EFgrid,OMsimple,y）和容量邊際排放係數（EFgrid,BM,y）加權平均計算而

得，如下公式所述： 

EFgrid, CM, y＝EFgrid,OM,y×wOM＋EFgrid,BM,y×wBM           Equation (14) 

其中，根據「Tool to calculate the emission factor for an electricity 

system Ver.4」p.24，太陽光電減量計畫之權重 wOM=0.75、wBM=0.25。 

因此 EFgrid, CM, y＝EFgrid,OM,y×0.75＋EFgrid,BM,y×0.25 

EFgrid, CM, y＝0.71×0.75＋0.59×0.25 ＝ 0.68（tCO2／MWh） 

                                           

10 台電公司 88 年運轉實績表，通霄電廠復循環燃油機組淨熱效率 
11 台電公司 101 年運轉實績表，大潭電廠復循環燃氣機組低熱值毛效率 
12 星元天然氣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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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EFgrid,OMsimple,y 和 EFgrid,BM,y 經加權平均計算後可得合併邊計排

放係數（EFgrid,CM,y）為 0.68（tCO2／MWh）。 

2.所引用之預設係數與參數說明 

數據/參數： EGBL,y 

數據單位： kWh，於計算時再換算為 10-3MWh 

描述： 第 y 年減量專案提供到電網之淨發電量 

使用數據來源： 電表量測 

數值： 8,039,582 

數據選擇說明或實際應

用之量測方法和步驟的

描述： 

電力產生總量由授權之連續操作電表每小時讀

取，此電表必須符合國家電表操作之規範，並每月

定期紀錄一筆數據。量測結果若可行再經出售電力

記錄確認之。 

備註： 

1.太陽光電系統所產生之發電量經公式推算出排

放減量後，每月應與監測數據實際減少之排放量

做確認。 

2.基於專案活動淨輸出至電網的電量不大，因此以

kWh 為數據單位，於計算時再換算為 MWh。 

 

數據/參數： EFCO2,grid,y 

數據單位： t CO2/MWh 

描述： 第 y 年電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 

使用數據來源： 
經濟部能源局 101 年能源統計年報、經濟部能源局

101 年能源統計手冊、台電公司 101 年度統計年報 

數值： 0.68 

數據選擇說明或實際應

用之量測方法和步驟的

描述： 

台灣電網以「Tool to calculate the emission factor for 

an electricity system」Ver.4.0 計算 

備註： 電網排放係數採事前計算，不需每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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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減量/移除量計算說明 

(一) 減量/移除量計算 

1.基線排放量(BEy) 

依據 AMS-I.D.ver.17 減量方法規範，基線排放量是由再生能源

發電設施產生之發電量乘上基線排放係數(tCO2/MWh)而求得。排

放係數計算必需透明化且使用保守性原則。此計算過程引用之數據

必須以官方公告且可公開取得之數據進行，其計算式為： 

BEy = EGBL,y*EFCO2,grid,y 

其中： 

BEy：第 y 年的基線情境溫室氣體排放量(tCO2) 

EGBL, y：第 y 年減量專案提供到電網之淨發電量(MWh) 

EFCO2,grid,y：第 y 年電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tCO2/MWh) 

在本專案中，估計各電廠輸出電力計算方程式如下： 

EGBL,y＝電廠裝置容量(kWp) × 操作時間(小時) 

其中： 

電廠裝置容量：各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裝置總容量(kWp) 

操作時間：每年操作時間；365(天/年) × 24(小時/天) ×容量因數(％) 

容量因數(％)：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負載比率的計算，是由設備商設計

規格下設定之特定情況，用電腦模擬各系統電力輸出

除以最大發電量的比值。而電腦模擬運算出之數值依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的地理位置及當地的氣候條件等不

同參數變化得知。電腦模擬程式中，最主要需輸入的

參數為該區的光照強度，次要參數如當地氣候溫度，

其他如風速、濕度等參數是容許被忽略的。專案光電

系統因分別位於台中及高雄之不同區域，故其日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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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因地域而有差異，模擬得出之年發電量亦不相同，

因此將年發電量除以裝置容量再除以 8,760 小時後計

算得到之容量因數皆不同。專案委託「工研院綠能所」

辦理相關之規劃及評估作業，該研究機構經採用 PV 

SYST 5.53 軟體進行模擬，輸入 99 年度台中市龍井區

之月均溫、水平面日射量等參數(依據中央氣象局梧棲

氣象站)進而計算出本專案之容量因數，太陽光電容量

因數如下表所示。 

表 3-1、台中龍井太陽光電容量因數 

設備位置 容量因數* 

台中市龍井區台中電廠外東側空地 14.15% 

*上表所述之容量因數，為民國 99 年 1 月至 12 月當地之氣象資料計算之 

本專案活動電網排放係數計算係根據小規模 CDM 減量方法

AMS-I.D.Ver.17 公式計算。台灣本島選用 OM/BM 的方法，其計算

方法是利用目前 GHG 排放量及發電設施提供之淨發電量來進行

計算。 

台灣地區電網計算所得結果為每發出一度電需排放 0.68 公斤

二氧化碳（亦即為 0.68 tCO2/MWh），本節詳細資訊請參考附件二。 

 台中龍井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計算步驟如下： 

BEy= EGBL,y × EFCO2,grid,y 

= 系統裝置容量 × 操作時間 × 排放係數 

= 6,485.94(kwp)×365(天/年)×24(小時/天)×14.15(%)×0.68(t CO2/ MWh) 

= 8,039,582 (kWh/年) ÷ 1,000×0.68 (t CO2 / MWh) 

= 5,467 (t CO2/年) 

故本專案之基線排放量為：5,467 (t CO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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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畫排放量(PEy) 

根據方法論 AMS I.D.Ver.17 規範，再生能源計畫除了地熱發電

及水力發電需要計算活動排放量之外，其餘再生能源專案活動排放

量將可定為零。在本專案活動中，沒有使用化石燃料，光電系統本

身自用電力排放之 CO2極少，且將於監測時由毛發電量中扣除，故

本專案計畫排放量可視為 0。 

3.計畫洩漏量(LEy) 

根據減量方法 AMS I.D.Ver.17 規範，若發電設施由另一處轉移

而來，則必須考慮洩漏量。但在本專案中並非此情境案例，因此無

需考慮在計算公式洩漏部分。 

4.溫室氣體排放減量(ERy) 

根據減量方法 AMS I.D.Ver.17 規範，專案活動利用太陽光電系

統將光能轉換為電能，並取代電網內部份來自火力發電廠的電力以

達成溫室氣體減量排放的目標。據 AMS I.D.Ver.17 規範，第 y 年度

的溫室氣體排放減量表示為 ERy/t CO2e，專案活動排放減量的計算

如下計算式： 

ERy= BEy-PEy-LEy 

其中 

BEy：第 y 年的基線情境溫室氣體排放量(tCO2) 

PEy：專案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tCO2) 

LEy：排放洩漏量，可忽略不計(若發電設施由另一處轉移而來，則必

須考慮洩漏量。但在本專案中並非此情境案例，因此無需考慮

在計算公式洩漏部分)。(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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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總排放減量計算結果如下： 

BEy= 5,467 (t CO2/年) 

PEy=0 

LEy=0 

故本專案之減排量為： 

ERy= BEy-PEy-LEy＝ 5,467 – 0 – 0 = 5,467 (t CO2/年) 

(二)  計入期計算摘要 

為計入期所有年份之減量/移除事前估計的結果，使用如下表

格。 

表 3-2、計入期計算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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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1~104/12/31 5,467 0 0 5,467 

105/1/1~105/12/31 5,467 0 0 5,467 

106/1/1~106/12/31 5,467 0 0 5,467 

107/1/1~107/12/31 5,467 0 0 5,467 

108/1/1~108/12/31 5,467 0 0 5,467 

109/1/1~109/12/31 5,467 0 0 5,467 

110/1/1~110/12/31 5,467 0 0 5,467 

總量(公噸CO2當量) 38,269 0 0 38,269 

計入期總年數 7 

計入期年平均估計值 

(公噸CO2當量) 
5,467 0 0 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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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測方法描述 

(一)  應被監測之數據與參數 

1.需監測參數與項目說明 

本專案依 AMS-I.D. Grid connected renewable electricity 

generation Ver.17(併網型的再生能源發電)，監測的目的是量度專案

活動產出的電力，並藉以查證專案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效

果，故連續量測及每個月定期的紀錄是必須的。 

本專案活動之排放減量計算為基線排放量(BEy)減去計畫排放

量(PEy)及逸散排放量(LEy)之差額，計算式為： 

ERy= BEy -PEy-LEy 

其中： 

PEy：值為 0，因為該計畫為再生能源方案。 

LEy：值為 0。不同活動與設備間的轉換過程，常伴有一定程度的線

損量。在本專案活動中，計算式不考慮線損。 

BEy：基線情境中因為發電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由太陽光電系

統總發電量與電網排放係數相乘而來。 

BEy = EGBL,y*EFCO2,grid,y 

其中： 

BEy：第 y 年的基線情境溫室氣體排放量(tCO2) 

EGBL, y：第 y 年減量專案提供到電網之淨發電量(MWh) 

EFCO2,grid,y：第 y 年電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tCO2/MWh) 

本專案需要之監測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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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參數： EGBL,y 

數據單位： kWh，於計算時再換算為 10-3MWh 

描述： 第 y 年減量專案提供到電網之淨發電量 

使用數據來源： 電表量測 

用於計算預估排放減量 /移

除量之數據數值 
8,039,582 

將被採用的量測方法和步驟

之描述： 

電力產生總量由授權之連續操作電表每小時讀取，此

電表必須符合國家電表操作之規範，並每月定期紀錄

一筆數據。量測結果若可行再經出售電力記錄確認

之。 

將被應用的 QA/QC 步驟： 

電表準確性依據我國國家標準(CNMV 46)所規範之 

頻率，每 8 年由台灣電力公司邀請合格之驗證單位依

國家標準進行校準或更換。 

備註： 
基於專案活動淨輸出至電網的電量不大，因此以

kWh 為數據單位再進行單位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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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監測資料所採用之 QA 與 QC 

由監督計畫負責人掌控監測數據一致性及目視電腦伺服器上

數據存在並再次核對現場負責人員及地區營業處監督人員所提交

之數據與電腦伺服器之數據與抄表之一致性及正確性。 

監督計畫主管應制訂並保存一套與本專案內監測計畫相符的

數據監測管理系統及程序書，且可要求監測數據紀錄複本來檢視數

據監測操作方法及過程是否符合管理系統及程序書，並將其彙整成

監測報告書。 

(二) 監測計畫之描述 

本專案之太陽光電廠將使用的監測設施為電子式雙向電表，廠區

之電表可量測各時段內整座太陽光電廠供電總量，發電量數據將每月

讀取並記錄。監測記錄人員將匯編每月的專案活動發電量報告。 

1.減量計畫邊界監測點 

表位於下圖監測點 A。 

 

圖 4-1、減量計畫監測點布置圖 

 

太陽能電池 

太陽能電池 

變電設備系統 

監測點 A 

太陽能電池 

太陽能電池 

PV 模組 

PV 模組 
電網 A 

A 

A 

A 

太陽光電         

系統邊界 



34 

監測設備如下表所示： 

表 4-1、監測設備資訊表 

編號 儀器 監測數據 

1 電子式電表 A 太陽光電系統輸出之電力 

2.數據量測、紀錄及貯存方式 

以人工抄表方式或以電腦直接紀錄電表監測值，數據使用單位

應與監測設備的單位一致，且監測頻率必須為連續監測。監測人員

應紀錄監測儀器數據，記錄項目如下： 

 量測時間(日期/時間) 

 淨發電量(千瓦小時) 

監測記錄人員須將監測數據輸入到電腦預定格式的表格中，此

表格數據必須正確地填寫並且與監測報告一致，電腦內監測數據貯

存方式須符合下列項目： 

 完整數據資料都必須貯存在電腦硬碟中。 

 每月監測數據資料需書面化，並且妥當地存放，供備查之用。 

 相關監測數據資料至少要保存至計畫計入期結束後兩年。 

3.監測設備校驗及維護程序 

維護程序應包含預防及矯正行為，此目的在確保監測設施維持

在良好的操作條件，相關措施如下： 

 定期檢查監測設備之操作狀況及數據，以發現異常。 

 清理、打掃監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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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換運作異常監測設備組件。 

量測儀器的校驗應依國家標準進行校準與確認，定期的保養紀

錄、查核監測設施精確度測試頻率及程序流程描述如下： 

 電子式電表：電表準確性依據我國國家標準(CNMV 46)所規範

之頻率，每 8 年由台灣電力公司邀請合格之驗證單位依國家標

準進行校準或更換。 

 監測儀器故障處理程序：若電子式電表發生故障時，現場維護

操作人員需於發現後儘速立即通報儀器設備的供應商，情況許

可下，應立即修復完成。若儀器設備損壞嚴重不能立即修復時，

需要盡快使用與原監測設備功能相同之替代品，持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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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案活動期程描述 

(一)  專案活動執行期間 

本專案活動設置於台中市龍井區台中電廠外東側空地，於民國

101 年 6 月 18 日完成龍井一期第一標決標，因此本專案之起始日訂

為 101 年 6 月 18 日。 

本專案預計將於 102 年 8 月 31 日完工，因此，專案執行期間為

101 年 6 月 18 日至 124 年 12 月 31 日，並將視設備運轉情形延長其

執行期間。 

(二)  專案計入期 

本專案採展延型，計入期為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為期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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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衝擊分析 

太陽光電由於無轉動組件，亦不需冷卻及散熱之系統，因此運轉

時並無噪音、振動及廢氣或熱氣之排放，施工時由於工作項目相當單

純，相較於興建火力、或水力、核能電廠，對環境之影響亦小很多。

然本計畫仍將依循相關法規，著重污染預防、落實資源節約，除檢討

可能之環境影響外，並針對施工及運轉階段可能之環境影響，研擬妥

善之對策，將可能造成環境影響之因素減至最低。以下針對太陽光電

施工階段及運轉階段分別探討其對環境之影響性。 

1、施工階段： 

太陽光電由鋼結構或鋁合金構造作為支撐，上方鋪設光電模板

及配線、直流接線箱，並加上電力纜線、變流器等組成，系統構造

相當單純。整體太陽光電系統之施工可分成管線埋設鋪設、材料設

備運送、支撐結構、系統組裝及線路連接等工程項目及簡易電氣機

房。在管線埋設配管工程，所動用的最大施工機械通常為挖土機、

卡車等，因此機械之施工振動及噪音相對均相當小。材料設備運送

亦因並無大型組件，因此只需中、小型吊車及卡車即可。簡易電氣

機房之系統組裝、線路連接、纜線佈設拉線、電氣機房設備安裝與

接線等，幾乎都是人工作業，因此施工階段對環境之影響程度可說

相當輕微。 

2、運轉階段： 

太陽光電系統運轉階段對環境之影響極輕微，因為太陽光發電

的最大優點就是無噪音、無振動、無污染氣體排放，不會對環境產

生危害。又太陽光電系統的工作電壓範圍約在 250V~600V 之間，

故不會像輸變電系統有產生靜電感應及電暈雜訊干擾之現象。 

太陽光電板為有效吸收太陽光提高其發電效率，均採用低鐵高

透光率之玻璃，且太陽電池本身多為深色並經過反射處裡，可有效

降低反光量，不致對開車人或辦公室造成干擾。因為太陽光發電為

乾淨之綠色再生能源，應可被一般民眾接受並歡迎，進而產生良好

的互動關係，甚至帶動觀光及展示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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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眾意見描述 

台中發電廠外東側光電系統公眾意見說明如下： 

1.本公司於發包興建前，注重當地居民感受，針對場址所在地臺

中市龍井區麗水里發放調查問卷，讓當地居民表達對本計畫

的看法，經回收問卷了解結果，大部分居民均持讚成的態度，

支持台電開發綠色能源及溫室氣體減量的用心。 

2.因本專案位於本公司電廠外圍，與當地居民距離甚近，本公司

特於 101 年 8 月 14 日與龍井區麗水里利害相關人訪談，利害

相關者均表達支持本公司開發太陽光電發電計畫。 

 

圖 7-1、台灣電力公司與臺中市龍井區利害關係人訪談（2012 年 8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