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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和鋼鐵高雄廠型鋼加熱爐燃料修改專案計畫書 

 

一、專案活動之一般描述 

(一)專案名稱 

名稱：東和鋼鐵高雄廠型鋼加熱爐燃料修改專案 (以下簡稱 本專案) 

資料版次：1.4 

日期：106 年 4 月 17 日 

專案活動類別：類別 4－製造工業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二)專案參與機構描述 

本專案由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以下簡稱高雄廠)負責規劃與執行，並

由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擔任專案投資者。本公司具有減量額度

之所有權與支配權。 

參與機構名稱 參與單位性質 角色說明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私人企業 投資者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私人企業 專案規劃/執行者 

東和鋼鐵企業建立自民國 35 年。民國 51 年改組為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國 54 年遷高雄市，事業經營擴及鋼鐵、建築、金融及運輸業等。 

目前東和鋼鐵企業由台北總公司、苗栗廠、高雄廠、桃園廠和台中港物流中心構成

企業實體，主要產品為高耐震之鋼筋、結構用之Ｈ型鋼及鋼板，為我國結構鋼標誌著一

個新的里程碑。除開拓展鋼鐵本業之里程外，並致力於多角化經營，更朝鋼結構、馬口

鐵與環保事業等行業進軍，期能以鋼鐵專業為軸心，配合其多角化經營和關係企業聯合

運作，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積極迎向國際舞台。 

東和鋼鐵企業高雄廠產品如表 1 所示。 

表 1、高雄廠主要產品 

項 目 說 明 

鋼筋 D10 ~ D43(CNS) 

Ｈ型鋼 ( H400x200 ~ H100x100 尺寸及美、英、澳規同尺寸系列 ) 

槽鋼 ( CB380x100 、 CB150x75 系列 ) 

平行槽鋼 ( PFC380x100 ~ PFC150x75 系列 ) 

I 型鋼 ( I300x150 、 I250x125 系列 ) 

歷年來本公司得到優良甲等品質績優工廠外，亦獲得多樣 ISO ， UL ， DQ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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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等國認證，甚至於日本通產省 JIS( 日本工業規格標準 ) MARK 工廠認證；在實驗

室方面各廠皆獲得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委員會（ CNLA ）的認證，印證產品品質數據

的保證在一定水平之上；同時在東和鋼鐵產品上，也得到捷運局、國防部、核能廠、美

國驗船協會、挪威驗船協會、德國驗船協會等單位的嚴格產品驗證，證明我們對品質，

信用與客戶第一的堅持。 

 (三) 專案活動描述 

(1) 專案活動目的 

東和鋼鐵對於環境保護不遺餘力，先後推動多項環境管理認證(ISO 14001、ISO 

50001 等)，並參加經濟部工業局產業溫室氣體排放相關輔導。東和鋼鐵是第一家取

得產品「碳足跡查證」的鋼鐵公司，生產製程盡量降低能源使用，減少碳排放量，

積極開發再生能源，並持續環境監測與污染防治，為保護環境盡最大的力量。 

高雄廠成立於民國 67 年 4 月，主要使用鋼胚、水、電力及低硫燃料油等能資

源，生產條鋼及型鋼等產品，製程中產生廢水、廢氣、噪音及廢棄物均經妥善處理

以符合相關環保法規，並秉持穩健篤實，求新求變，永續經營的傳統精神，堅持品

質第一，信用第一，客戶第一的基本理念，追求經營企業化，管理資訊化，生產科

技化的現代發展，對於污染防治、工業減廢及環境保護更不遺餘力推展。 

高雄廠於 94 年、97 年及 100 年陸續簽署參與經濟部工業局及台灣區鋼鐵工業

同業公會之自願減量計畫(附件 2 參與工業局產業自願減量協議公文)，參與期間為

響應節能減碳，並提高潔淨能源之使用比例，於 101 年評估高雄廠加熱爐改用天然

氣為燃料之可行性，同年 5 月基於使用潔淨之天然氣在國內是鼓勵政策方向之ㄧ，

且可支持企業永續發展之運作，為將節能減碳與公司永續環境發展政策結合，經本

公司內部決議施行本專案(附件 3 型鋼加熱爐改造雙燃簽呈)。 

(2) 減量技術 

高雄廠設有 120T/H 動樑式(Walk Beam Reheating Type)加熱爐 1 座，如圖 1 所

示，加熱容量最高 120 公噸/小時，鋼胚出爐溫度 1250℃，使用中油 6 號 0.5%低硫

燃料油(以下簡稱重油)。 

  
圖 1 型鋼加熱爐外觀及規格 

本專案改裝高雄廠內型鋼加熱爐之燃燒機。將既有重油燃燒系統改為重油/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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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兩用燃燒系統，並增設天然氣減壓站、天然氣管線及控制系統等，改以天然氣為

燃料，降低加熱爐燃料消耗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專案實施後加熱爐僅使用天然氣，遇緊急狀況包括故障/燃料來源中斷，或因空

污排放管道檢測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正常使用天然氣時，方切換使用重油因應。 

高雄廠與育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育華興業)簽定「型鋼加熱爐油氣雙

燃料系統改造工程合約書」(詳附件 4)，由育華興業進行燃燒設備改造、管路增設、

計器設備增設、動力盤/瓦斯安全控制 PLC 盤/點火裝置增及其配管配線工程，工程

細項詳附件 5 120T/H 動梁式加熱爐燃料改造計劃書，其中燃燒設備改造係將既有重

油燃燒機，如圖 2 所示，將原本僅能使用重油的燃燒機，改為重油與天然氣雙燃料

用燃燒機(如圖 3)，並增設天然氣母火燃燒機及其專用之燃燒空氣送風機、天燃氣減

壓閥站等。 

 

 
 

圖 2 專案實施前重油燃燒機圖說 

 
圖 3 專案實施後天然氣燃燒機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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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燃燒機型號/規格及數量 

位置 型號 數量(set) FIRING RATE 

上部均熱帶 FHC-IIIDH-20-O(S) 8 100×104kcal/h 

下部均熱帶 FHC-IIIDH-20-O(S) 8 110×104kcal/h 

上部加熱帶 FHC-IIIDH-35-O(S) 8 180×104kcal/h 

下部加熱帶 FHC-IIIDH-40-O(S) 8 210×104kcal/h 

高雄廠與欣雄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簽定「天然氣管線裝置設備暨天然氣購買合

約書」(附件 7)，並依約由欣雄天然氣負責裝設減壓計量站(如圖 3)及廠區內天然氣

管線。 

 
圖 4 東和鋼鐵減壓計量站裝置工程(欣雄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3) 資金來源說明 

執行本專案相關工程費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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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藉由低碳能源使用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可減緩溫室

效應之全球環境衝擊，降低環境負荷。 

(四)專案活動之技術說明 

(1) 專案活動之地點 

專案活動地點位於本公司廠(地址：高雄市小港區嘉興街 8 號)，廠區大門位於

TM2 座標(座標系統 TWD97)X:184568.895755037，Y: 2495920.79920953，詳細位置

請參閱圖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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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廠區地理位置圖 

 

 

 
圖 6 廠區平面配置圖 

(2) 專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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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邊界內之溫室氣體排放來自廠加熱爐燃料燃燒，專案活動為加熱爐燃燒

機改造與瓦斯管線設備增設，以低碳之天然氣取代燃料油，降低燃料燃燒之溫室氣

體排放量。本專案邊界說明如圖 7 與圖 8 所示。 

 

 

圖 7 本專案實施前專案邊界示意圖 

 

 

 

 

 

 

 

 

 

 

 

 

圖 8 本專案實施後專案邊界示意圖 

 

 

 

 

 (3) 預計減量成效 

熱鋼胚 

CO2排放 

天然氣 

專案邊界 

型鋼加熱爐 

鋼胚 

熱鋼胚 

CO2排放 

重油 

專案邊界 

型鋼加熱爐 

鋼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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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年期間 
年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 

(單位：公噸CO2當量) 

105/01/20~106/01/19 7,160 

106/01/20~107/01/19 7,160 

107/01/20~108/01/19 7,160 

108/01/20~109/01/19 7,160 

109/01/20~110/01/19 7,160 

110/01/20~111/01/19 7,160 

111/01/20~112/01/19 7,160 

112/01/20~113/01/19 7,160 

113/01/20~114/01/19 7,160 

114/01/20~115/01/19 7,160 

總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公噸CO2當量) 71,600 

四捨五入至個位數之 

總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公噸CO2當量) 
71,600 

計入期總年數 10 

計入期年平均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 

(公噸CO2當量/年) 
7,160 

二、基線計算方法描述 

(一)專案活動採用之減量方法 

本專案為以低碳之天然氣取代燃料油，將可有效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參採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規範，本專案適用小規模減量方法，應用之減量方法為：「TMS-III.001 工業

加熱設施改採低碳化石燃料」 的第 1.0 版。 

本方法學亦參考下列版本工具與係數： 

(1) CDM 外加性論證與評估工具 

(2) 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 103(2014)年能源統計手冊 

(3)環保署公告之排放係數管理表 6.0.1 

(二)適用條件與原因 

該方法學適用於加熱爐等加熱設備燃料替換專案活動，依 CDM 基線方法所列「現

有實際或歷史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基線排放量，故以「型鋼加熱爐繼續使用重油」

做為基線情境。本專案適用減量方法「TMS-III.001 工業加熱設施改採低碳化石燃料」，

適用性之認定及說明如下表所示。 

項目 減量方法適用條件 原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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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減量方法適用條件 原因說明 

1 

工廠內加熱爐等既有加熱設備，透過

燃燒機及其相關設備之更新、改造或

汰換，以較為低碳燃料之化石燃料

(如天然氣等)取代目前使用之化石燃

料(如重油等)。 

型鋼加熱爐係透過燃燒機改造與天然氣管線

及其相關儀表設備之增設工程(詳附件 4)，以

較為低碳之天然氣取代重油。 

2 

所替換之低碳燃料為購買所得，不包

括自廠製程廢棄物/廢氣回收製成之

燃料。 

專案實施後所使用之天然氣 100%購自欣雄

天然氣(詳附件 7)。 

廠內製程不會產生可回收為燃料之廢棄物/

廢氣。 

3 

未替換為低碳燃料時，仍能繼續使用

化石燃料。若既有化石燃料由於原料

短缺，供應不足之狀況，則不適用於

本減量方法。 

國內重油並無供應短缺之狀況，如不執行本

專案時加熱爐仍能繼續使用重油做為燃料。 

4 
本方法僅適用於單一設備/系統及單

一燃料，複合燃料不在此列。 

專案實施後加熱爐僅使用天然氣，遇緊急狀

況包括/故障/燃料來源中斷，或因空污排放管

道檢測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正常使用天

然氣時，方切換使用重油因應。 

加熱爐之燃燒機採用燃油/燃氣擇一使用之

設計，燃料控制(PLC)系統無法同時使用兩種

燃料。 

5 

燃燒低碳燃料所產生之蒸汽、熱水或

熱煤油等熱能，僅限用於實施專案活

動事業單位本身。若實施專案之事業

單位將新加熱爐產生之蒸汽與熱能

供給外部單位使用時，該部分不適用

於本減量方法。 

型鋼加熱爐燃燒天然氣所產生之熱能，係用

以加溫鋼胚，以接續後段製程，無法產生任

何形式熱能予外部單位使用。檢附加熱爐操

作許可(內含型鋼製造流程圖)及型鋼加熱爐

設計圖面，如附件 13。如圖面所示，加熱爐

藉由供給天然氣經燃燒槍於爐內燃燒產生熱

量，加熱鋼胚至特定溫度，加熱過程中無法

供給任何型式之熱能予製程外設施使用。 

6 
因更換設備燃料使設備效率提升產

生之排放減量，不納入考量。 

本專案為透過燃料轉換以達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為目的。依減量方法專案實施後之加熱爐

效率較實施前為高時，則以實施前之加熱爐

效率計算。 

7 

本減量方法係以專案實施前後，燃料

輸入端熱能所對應燃料燃燒產生溫

室氣體的變化，作為減量效益計算依

據。故專案活動實施後，與專案活動

最相關之活動數據(如加熱設備之燃

料用量)，應可以量測方式取得。 

專案實施前加熱爐消耗的重油用量，以重油

流量計量測累計而得。 

專案實施後之天然氣活動數據，以欣雄提供

之天然氣流量計量測累計而得。 

8 

如專案執行邊界內設備之剩餘使用

年限低於計入期者，應以最低剩餘使

用年限作為專案計入期。 

依據原廠出具之附件 6 中外爐承製之加熱爐
國內外啟用日期所列最早建於西元 1975 年

(民國 64 年)之加熱爐，使用迄今逾 40 年，

最晚建於 1985 年，使用逾 30 年。本專案高

雄廠型鋼加熱爐自民國 87 年開始啟用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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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減量方法適用條件 原因說明 

僅 17 年，估計至少可使用 30 年(民國 117

年)，故計入期設定為 10 年(105 年 01 月至

115 年 01 月)。 

9 每年減量小於 6 萬噸二氧化碳當量。 

本專案活動每年減量約 7,160 公噸 CO2e，小

於 60,000 公噸 CO2e/y。 

 

 

(三)專案邊界內包括的排放源和氣體 

本專案係將高雄廠型鋼加熱爐之燃料由重油改為天然氣。在評估基線與專案實施後

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時，主要溫室氣體排放為燃料燃燒所產生之 CO2，如下表所示。 

情境 來源 溫室氣體 是否納入 說明/解釋 

基線 
型鋼加熱爐之重油

使用 

CO2 是 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 

CH4 否 估計排放量極小，故簡

化忽略不計 N2O 否 

專案 
型鋼加熱爐之天然

氣使用 

CO2 是 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 

CH4 否 估計排放量極小，故簡

化忽略不計 N2O 否 

(四)基線情境之選擇與說明 

依據基線情境的選擇結果與減量方法之規範，本專案以「型鋼加熱爐繼續使用

重油」做為基線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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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加 性 論 證 與 評 估 工 具 “Tool for the demonstration and assessment of 

additionality”version 07.0.0(23 November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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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可採行之替代方案 

本專案將高雄廠型鋼加熱爐所使用的重油，以天然氣取代，藉以降低溫室氣體

排放。如本專案未執行，本公司可透過下列替代方案達成溫室氣體減量之目的： 

情境一：持續使用重油作為燃料，透過例行性設備維護保養措施，維持設備使用效

率。 

在無法規要求下，本公司無須改用低碳燃料。重油熱值高、供應穩定，符合

公司既定的最佳營運方式，且無須負擔額外投資成本，經評估為最合理且最可能

發生的替代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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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二：在沒有抵換專案推動的情況下，進行型鋼加熱爐天然氣取代重油。 

專案活動在沒有任何政府法規要求或獎勵誘因下進行，本公司主動投入燃燒

機改造、進行天然氣管路施工等，在執行上將面臨投資障礙，故此情境不適用於

最接近基線情境之替代方案。 

 

(3)法規外加性說明 

本公司多年來致力於推動節能減碳相關工作，從早期將對於研發與製造時之節

能減廢列為重要目標，持續投入綠色製程技術開發，自 94 年起參與經濟部「節約能

源與二氧化碳減量自願協議」，97 年「台灣區鋼鐵工業同業公會節約能源與溫室氣體

減量自願協議」，100 年至 104 年「經濟部工業局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推動計畫」等(詳

附件 2)，期間藉由資金的投入，加強製程改善與設備效率提升，逐年推動節能減碳

可行措施。 

根據我國現行的法律與規範，並無強制要求加熱爐等加熱設備必須採用低碳燃

料(如天然氣等)，然本公司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自行規劃執行本減量專案，非受到

法規的強制規範。 

本公司高雄廠為經濟部合格登記之工廠(附件 8 工廠登記證)，廠內加熱爐依據

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異動變更(附件 9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故本專案並未違反國內現行法律規章。此外，本專案為既有

加熱爐設備的改造，所有改善工作皆為內部改善工程，除有部分天然氣管線施工土

建工程外，將不會增加用水量、廢棄物產生量、噪音、塵土等環境問題，故本專案

不涉及空、水、廢、毒、噪等各類法規及相關規定。 

 (4)投資障礙 

以本專案之投資成本計算出之專案情境成本 NPV 扣除基線情境成本 NPV，皆

為正值(詳附件 10 外加性分析(投資障礙))，如表 2 所示，計畫執行 12 年期間(103 年

~114 年)專案情境下估計總執行成本(台幣 1,582,450,824 元)較基線情境總執行成本

(台幣 1,338,231,384 元)為高。 

其中增設天然氣用燃燒機並設置減壓站及裝配天然氣管線等投資費用(詳附件 3

及附件 4)，專案實施前燃料油價格依 99 年至 101 年附件 12「99~101 年料號別材料

庫存異動資料檢核表」所載之領用數量、總價計算加權平均價格，另依總公司出具

之加權資金成本 WACC 預估值計算成本 NPV，計算詳如附件 10 外加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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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成本
營運及維

護成本
空污費

總執行成本

(PV)
燃料成本

營運及維

護成本

初設成本 &

設備投資

設備折舊減

稅

總執行成本

(PV)

102 0 1 0 10,880,000

103 1 0.925 177,708,152 365,102 332,324 165,052,806 209,843,386 258,333 1,360,000 231,200 195,420,963

104 2 0.856 177,708,152 365,102 332,324 152,699,423 209,843,386 258,333 1,360,000 231,200 180,794,674

105 3 0.792 177,708,152 365,102 332,324 141,270,629 209,843,386 258,333 1,360,000 231,200 167,263,090

106 4 0.733 177,708,152 365,102 332,324 130,697,224 209,843,386 258,333 1,360,000 231,200 154,744,278

107 5 0.678 177,708,152 365,102 332,324 120,915,185 209,843,386 258,333 1,360,000 231,200 143,162,437

108 6 0.627 177,708,152 365,102 332,324 111,865,284 209,843,386 258,333 1,360,000 231,200 132,447,439

109 7 0.580 177,708,152 365,102 332,324 103,492,723 209,843,386 258,333 1,360,000 231,200 122,534,406

110 8 0.537 177,708,152 365,102 332,324 95,746,806 209,843,386 258,333 1,360,000 231,200 113,363,313

111 9 0.497 177,708,152 365,102 332,324 88,580,633 209,843,386 258,333 0 0 104,318,169

112 10 0.459 177,708,152 365,102 332,324 81,950,812 209,843,386 258,333 0 0 96,510,471

113 11 0.425 177,708,152 365,102 332,324 75,817,201 209,843,386 258,333 0 0 89,287,142

114 12 0.393 177,708,152 365,102 332,324 70,142,659 209,843,386 258,333 0 0 82,604,442

1,338,231,384 1,582,450,824專案情境成本PV

年度 第N年 折現係數

基線情境 專案情境

基線情境成本PV  

表 3 專案情境與基線情境之投資成本比較表 

本專案之敏感度分析當中，若於天然氣價格降低 11 %或重油價格提升 10%等情

境下，估計總執行成本均較基線情境總執行成本為高。如表 6 所示。 

表 4 專案情境與基線情境之敏感度分析比較表 

                            1,582,450,824                       1,471,531,379Sensitivity analysis II  (重油 +10%)

Description
 NPV of Total Cost (Million Rials)

Base Case                        1,338,231,384                             1,582,450,824

Sensitivity analysis I   (天然氣 -11%)                        1,338,231,384                             1,409,305,506

Baseline Scenario Project Scenario

 

綜合前述對於本專案外加性之論述說明，本專案在投資方面具有一定障礙，

本公司考量節能減碳之重要性，仍決定施行，因此具備相當之外加性。 

 

(六)減量/移除量計算公式描述 

本專案排放減量計算公式乃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規定的減量方法來源之ㄧ，

TMS-III.001「工業加熱設施改採低碳化石燃料」的第 1.0 版。 

(1)所引用減量方法之公式描述 

本專案實施前之基線排放量（BEy）為，若無本抵換專案的執行下，製程中所需

熱量，回推投入燃料 i 之用量，再乘上對應之排放係數即可。因此，在專案活動 y

年度基線排放量為，依專案實施後實際量測之燃料 j 用量、熱值與加熱爐效率，回推

相當之燃料 i 之用量，再乘上基線情境之排放因子（EFCO2,i, BL）。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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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FCi,BL × EF CO2,i,BL                                      式 1 

BLBLi

PJPJj

BLi
NCV

NCVFC
FC










,

,PJ j,

,

， BLPJ                          式 2 

PJPJjPJjy NCV  ,,,PJ FCHC                          式 3 

),HCmin(HC ,PJ,PJ hisyy HC                           式 4  

 

參數 定  義 單  位 

BEy y 年之基線排放量 tCO2e/y 

FCi, BL 專案實施前燃料 i 之用量 t/y、KL/y、km3/y 等 

EFCO2,i, BL 專案實施前燃料 i 之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tCO2e/t、tCO2e/kL、 

tCO2e/km3 等 

FCj, PJ 專案實施後燃料 j 之用量 t/y、kL/y、km3/y 等 

PJ,.j
CVN  專案實施後燃料 j 之淨熱值 kcal/L、kcal/L 等 

PJ  專案實施後加熱設備熱轉換效率 % 

BL,i
CVN  專案實施前燃料 i 之淨熱值 kcal/m3、kcal/L 等 

BL  專案實施前加熱設備熱轉換效率 % 

HCPJ,y 專案實施後加熱設備之淨耗熱量 kcal 

HChis 加熱設備淨耗熱量之歷史值 kcal 

專案實施後之排放量（PEy），是經實際量測專案實施後燃料 j 實際用量，再乘

上專案情境之排放因子（EFCO2,j,PJ）。計算公式如下： 

PJjCOPJjy EFFCPE ,,2,                            式 5  

參數 定  義 單  位 

PEy y 年之專案排放量 tCO2e /y 

FCj,PJ 專案實施後燃料 j 之用量 t/y、KL/y、km3/y 等 

EF CO2,j,PJ 專案實施後燃料 j 之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tCO2e/t、tCO2e/kL、 

tCO2e/km3 等 

本專案活動因使用燃料 j(天然氣)時，如遇故障/燃料 j 來源中斷，或因空污排放

管道檢測時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正常使用燃料 j 情況，方切換使用燃料 i(重油)因

應，故可能會導致洩漏之風險，茲說明洩漏之排放量計算公式如下： 

LEy＝FCi,PJ × EF CO2,i,PJ 

PJ i,

,

yPJ, 

,

H
FC

NCV

C
FC

BLBLi

BLi 





 

本專案活動的溫室氣體排放減量(ERy)計算公式如下： 

ERy＝ BEy – (PEy + LEy)                                  式 7 
  

參數 定  義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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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y y 年之排放減量 tCO2e /y 

BEy y 年之基線排放量 tCO2e /y 

PEy y 年之專案排放量 tCO2e /y 

LEy y 年之洩漏排放量 tCO2e /y 

FCi,PJ 專案實施後燃料 i 之用量 t/y、KL/y、km3/y 等 

EF CO2,i,PJ 專案實施後燃料 i 之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tCO2e/t、tCO2e/kL、 

tCO2e/km3 等 

(2)所引用之預設係數與參數說明 

本專案於確證時，所引用之預設係數與參數所採用之數值詳列如下表： 

數據/參數： FCoil, BL 

數據單位： L/y 

描述： 專案實施前重油用量 

使用數據來源： 
高雄廠型鋼生產及設備操作實績表(電

子檔)及型鋼生產日報表(手寫) 

用於計算預估排放減量 /

移除量之數據數值： 
9,268,667 

數據選擇說明或實際應用

之量測方法和步驟的描

述： 

 

每 班 抄 錄 重 油 總 流 量 計 ( 型 號 ：

RQE1040AOFF223451010R 序 號 ：

0061148)數值於日報表。每月匯整為月

報表，每月「登錄於料號別材料庫存異

動資料檢核表」。 

備註 電子檔保存 

 

數據/參數： ηBL 

數據單位： % 

描述： 專案實施前加熱爐熱轉換效率 

使用數據來源： 

鋼胚投入量(實際磅重)、品質管理「型

鋼加熱爐鋼胚出爐溫度標準表」、鋼胚

比熱「機械設計圖表便覽」 

用於計算預估排放減量 /

移除量之數據數值： 
34.9 

數據選擇說明或實際應用

之量測方法和步驟的描

述： 

ηBL=鋼胚投入量(kg)×比熱(kcal/kg-℃)×

鋼胚溫差(℃)÷[重油用量(L)×重油熱值
(kcal/L)] 

※鋼胚溫差依當年度各尺寸鋼胚投入

量及鋼胚出爐標準溫度加權計算。 

備註 以電子檔案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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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參數： HChis 

數據單位： kcal 

描述： 加熱設備淨耗熱量之歷史值 

使用數據來源： 

1.附件 12  99~101 年料號別材料庫存
異動資料檢核表 

2.經濟部能源局公告能源統計手冊 

用於計算預估排放減量 /

移除量之數據數值： 
31,053,740,800 

數據選擇說明或實際應用

之量測方法和步驟的描

述： 

專案實施前 99 年~101 年重油年均用

量、重油熱值與加熱爐熱轉換效率計算 

備註 以電子檔案保存 

 

數據/參數： NCVoil, BL 

數據單位： kcal/L 

描述： 專案實施前重油熱值 

使用數據來源： 能源局公告之能源統計手冊 

用於計算預估排放減量 /移

除量之數據數值： 
9,600 

將被採用的量測方法和步驟

之描述： 
- 

將被應用的 QA/QC 步驟： 
依據能源局公告時程之最新能源統

計手冊更新 

備註 以電子檔保存 

 

數據/參數： EF CO2,oil, BL 

數據單位： tCO2/ kL 

描述： 
專案實施前重油之二氧化碳排放係

數 

使用數據來源： 能源局公告之能源統計手冊 

用於計算預估排放減量 /移

除量之數據數值： 
3.1110 

將被採用的量測方法和步驟

之描述： 

EF CO2,oil, BL = 碳排放係數 (kgC/GJ) × 

(44/12) × 4.1868 × NCVoil, BL (kcal/kL) × 

10-6 

將被應用的 QA/QC 步驟： 

採用能源統計手冊公告之最新重油

熱值代入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1 版計算 

備註 以電子檔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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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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減量方法係依 CDM 基線方法所列「現有實際或歷史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計

算基線排放量，故以「型鋼加熱爐繼續使用重油」做為基線情境。 

於專案實施後，基線排放量係以實際天然氣用量乘上天然氣熱值與加熱爐效

率，計算出總投入熱量，再依據重油熱值與加熱爐效率回推基線重油用量後，乘上

重油 CO2 排放係數求得。專案實施前 3 年(99 年~101 年)型鋼加熱爐之年均重油用量

及燃燒機母火 LPG 用量係依據附件 12 99~101 年料號別材料庫存異動資料檢核表統

計而得。 

HChis=9,268,667 L×9,600,000 kcal/kL×34.90%=31,053,740,800 kcal 

因專案實施後 103 年全年累計使用 10,423,964 立方米天然氣，換算為加熱設備

淨耗熱量(HCPJ,y)高於專案實施前 3 年之加熱設備淨耗熱量歷史值(HChis)，因此依方

法以 HChis計算基線排放量(BEy)，專案實施後加熱爐熱轉換效率 36.75%較專案實施前

熱轉換效率值 34.9%高，依減量方法以 BL 代入，詳附件 11 減量計算及監測應用工

具。歷史數據和參數數值彙整如下表。 

HC’PJ,y=10,423,964m3/y×8,857 kcal/m3×34.90%=32,221,442,153kcal 

HCPJ,y=min(HC’PJ,y,HChis)                                    式 4 

=min(32,221,442,153kcal, 31,053,740,800 kcal) =31,053,740,800 kcal 

FCoil,BL,y=31,053,740,800 kcal÷9,600 kcal/L÷34.9%=9,268,667L 

專案實施前加熱爐母火使用液化石油氣(LPG)，年平均用量 2,333kg，基線排放

量須加計母火用 LPG 之排放量。 

BEy=FCoil,BL,y × EF CO2,oil,BL                                              式 1 

=9,268,667L÷1,000L/kL×3.111 tCO2e/kL+2,333kg×3.186738 tCO2e/t 

=28,842 tCO2e/y 

參數 定  義 單 位 加熱爐 

BEy 
y 年之基線排放量(含母火
LPG) 

tCO2e/y 28,842 

FCoil,BL,y 專案實施前重油用量 L 9,268,667 

NCVoil,BL 專案實施前重油熱值 kcal/kL 9,600,000 

EFCO2,oil,BL 專案實施前重油排放係數 tCO2e/kL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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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定  義 單 位 加熱爐 

BL  
專案實施前加熱爐熱轉換效

率 
% 34.9 

HChis 加熱設備淨耗熱量之歷史值 kcal 31,053,740,800 

(2)專案實施後之排放量 

專案實施後，專案活動之排放量係以實際量測之天然氣用量與熱值進行計算。

專案實施後之天然氣用量(FCNG, PJ)是依據 103 年天然氣用量，天然氣用量乘以天然

氣排放係數得專案實施後之排放量。 

PJNGCOPJNGy EFFCPE ,,2, 
                                式 1 

=10,423,964m3/y÷1,000m3/km3×2.080 tCO2e/ km3=21,682tCO2e /y 

 

參數 定  義 單  位 加熱爐 

PEy y 年專案排放量 tCO2e /y 21,682 

FCNG, PJ 專案實施後天然氣用量 km3/y 10,423,964 

EFCO2,NG,,PJ 

專案實施後天然氣之二氧化

碳排放係數 
tCO2e/ 

km3 
2.080 

NCVNG,PJ 專案實施後天然氣熱值 kcal/m3 8,857 

PJ  
專案實施後加熱爐熱轉換效

率 
% 34.9(= BL ) 

(3)專案排放減量 

專案實施後加熱爐僅使用天然氣，如於計入期間遇緊急狀況包括故障/燃料來源

中斷，或因空污排放管道檢測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正常使用天然氣時，方切換

使用重油因應，重油使用量納入監測並計入溫室氣體排放量為洩漏量。 

假設專案實施後，專案邊界內之加熱爐皆使用天然氣而不使用重油，則無洩漏

量之產生，故單一年度排放減量為： 

LEy＝FCoil,PJ × EF CO2,oil,PJ                                式 6 

＝ 0 kL × 3.1110 tCO2e/kL＝ 0 tCO2e/y 

ERy = BE y － (PE y + LE y)                                式 7 

=  28,842tCO2e/y － (21,682tCO2e/y + 0 ) 

=  7,160 tCO2e/y 

 

參數 定  義 單  位 數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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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定  義 單  位 數  值 

ERy y 年之排放減量 tCO2e /y 7,160 

BEy y 年之基線排放量 tCO2e /y 28,842 

PEy y 年專案排放量 tCO2e /y 21,682 

LEy y 年之洩漏排放量 tCO2e /y 0 

FCoil,PJ 專案實施後重油用量 L 0 

EFoil, PJ 專案實施前重油之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tCO2e/kL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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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年(固定型)做

為專案計入期，執行期間為 105 年 01 月 20 日~115 年 01 月 19 日，則於計入期內各年

度之減量計算摘要如下表所示： 

計入期每年預估之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單年期間 

專案排放量估

計值 

(公噸 CO2e) 

基線活動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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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1/20~106/01/19 21,682 28,842 0 7,160 

106/01/20~107/01/19 21,682 28,842 0 7,160 

107/01/20~108/01/19 21,682 28,842 0 7,160 

108/01/20~109/01/19 21,682 28,842 0 7,160 

109/01/20~110/01/19 21,682 28,842 0 7,160 

110/01/20~111/01/19 21,682 28,842 0 7,160 

111/01/20~112/01/19 21,682 28,842 0 7,160 

112/01/20~113/01/19 21,682 28,842 0 7,160 

113/01/20~114/01/19 21,682 28,842 0 7,160 

114/01/20~115/01/19 21,682 28,842 0 7,160 

總量 

(公噸 CO2 當量) 
216,820 288,420 0 71,600 

 

四、監測方法描述 

(一)應被監測之數據與參數 

數據/參數： FCNG, PJ 

數據單位： km3/y 

描述： 專案實施後天然氣用量 

使用數據來源： 
專案實施後採欣雄公司所設分錶(型

號：6GTS G650 序號：11M932177 ) 

用於計算預估排放減量 /移

除量之數據數值： 
10,42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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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被採用的量測方法和步驟

之描述： 

每月由欣雄公司出具之分錶讀值繳

款通知單所列累計用量  

將被應用的 QA/QC 步驟：  至少每 1 年校正 1 次 

備註 以書面資料保存 

 

數據/參數： NCVNG, PJ 

數據單位： kcal/m3 

描述： 專案實施後天然氣熱值 

使用數據來源： 

欣雄提供之”台灣中油公司天然氣事

業部南區營業處高雄供氣中心鳳山

配氣站 GC 每日平均量”所載數值之

年平均值 

用於計算預估排放減量 /移

除量之數據數值： 
8,857 

將被採用的量測方法和步驟

之描述： 

依據欣雄提供數值，按月計算平均值

後計算年平均值，並妥善保管數據資

料 

將被應用的 QA/QC 步驟： - 

備註 生產處以書面資料保存 

 

數據/參數： EFCO2,NG, PJ 

數據單位： tCO2/ km3 

描述： 專案實施後天然氣排放係數 

使用數據來源： 依上項所計算之年平均熱值計算 

用於計算預估排放減量 /移

除量之數據數值： 
2.080 

將被採用的量測方法和步驟

之描述： 

EFCO2,NG, PJ = 碳排放係數 (kgC/GJ) × 

(44/12) × 4.1868 ×NCVNG, PJ (kcal/m3) × 

10-6 

將被應用的 QA/QC 步驟： 
依上項天然氣年平均熱值代入溫室

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 版計算計算 

備註 以電子檔保存 

 

數據/參數： PJ  

數據單位： % 

描述： 專案實施後加熱爐熱轉換效率 

使用數據來源： 鋼胚投入量(實際磅重)、品質管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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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加熱爐鋼胚出爐溫度標準表」、鋼

胚比熱「機械設計圖表便覽」 

用於計算預估排放減量/移

除量之數據數值： 
34.9 

將被採用的量測方法和步驟

之描述： 

ηPJ=鋼胚投入量 (kg)×比熱 (kcal/kg-

℃)×鋼胚溫差(℃)÷[天然氣用量(m3)×

天然氣熱值(kcal/ m3)] 

※鋼胚溫差依當年度各尺寸鋼胚投

入量及鋼胚出爐標準溫度加權計算。 

將被應用的 QA/QC 步驟： 

 地磅每 1 年進行校正一次，並出具地

磅校正報告書 

 磅重機(電子磅)每季進行內校，詳

「型鋼進 料床 (CGB) 作業 標準

(K2020551)」第 3 頁 

備註 以書面資料保存 

 

 

數據/參數： FCoil, PJ 

數據單位： kL/y 

描述： 專案實施後重油用量 

使用數據來源： 

高雄廠型鋼生產及設備操作實績表

(電子檔) 

型鋼生產日報表(手寫) 

用於計算預估排放減量 /移

除量之數據數值： 
0 

將被採用的量測方法和步驟

之描述： 

每班抄錄重油總流量計 ( 型號：

RQE1040AOFF223451010R 序號：

0061148)數值於日報表。每月匯整為

月報表，每月登錄於「料號別材料庫

存異動資料檢核表」。 

將被應用的 QA/QC 步驟： 

 油槽液位計每 2 年進行校正一次(內

校)，以符合儀器本身之量測誤差

值，另液位月用量與 DCS 月用量比

例差異超過 3%時要注意是否持續

發生，若隔月持續發生，則要針對

異常進行調查找出原因，並採取適

當的對策(如送外校)。 

※備註：DCS 月用量就是指主流量計

回饋到 DCS 的月累計用量。 

備註 以電子檔/書面保存 

 

數據/參數： NCVoil, 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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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單位： kcal/L 

描述： 專案實施後重油熱值 

使用數據來源： 
依據能源局公告之能源統計手冊熱

值計算 

用於計算預估排放減量 /移

除量之數據數值： 

9,600 

 

將被採用的量測方法和步驟

之描述： 
- 

將被應用的 QA/QC 步驟： 

屬事後(ex-post) 監測，當年依據能源

局公告之最新能源統計手冊熱值計

算 

備註 以電子檔保存 

 

數據/參數： EF CO2,oil, PJ 

數據單位： tCO2/ kL 

描述： 
專案實施後重油之二氧化碳排放係

數 

使用數據來源： 

1.NCVoil, BL：能源統計手冊公告熱值計

算 

2.碳排放係數：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

理表 6.0.1 版 

用於計算預估排放減量 /移

除量之數據數值： 
3.1110 

將被採用的量測方法和步驟

之描述： 

EF CO2,oil, BL = 碳排放係數 (kgC/GJ) × 

(44/12) × 4.1868 × NCVoil, BL (kcal/kL) × 

10-6 

將被應用的 QA/QC 步驟： 

計算時必須採用最新版溫室氣體排

放係數管理表碳排放係數，且必須採

用能源統計手冊公告之最新重油熱

值計算 

備註 以電子檔保存 

 

(二)監測計畫之描述 

本專案為確保後續監測工作之順利執行，已成立專屬管理團隊，該團隊組織與任務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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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負責單位為廠，本公司將秉持 ISO 9001 及 ISO 14001 執行經驗，有效管理

本專案之監測計畫。團隊中單位現場人員負責監測記錄數據，並將相關紀錄妥善保存；

則須確保設備正常運作，以及進行量測儀器之校驗與燃料熱值檢測；負責每月檢查與確

認數據。且為了保證監測計畫之落實與數據之準確性，本公司每年將進行溫室氣體減量

專案相關訓練及諮詢服務，由廠負責擬定及實施，實施對象為現場相關人員。 

(1)營運管理人員(勞安中心)： 

■ 確保監測管理團隊適當監測/檢查的培訓與相關工作分配 

(2)設備操作人員(生產處)： 

■ 連續監測顯示、記錄專案活動中所需的參數：包括專案活動邊界內加熱爐之天

然氣用量 

■ 電腦記錄、檔案資料和使用之相關文件或計算程式 

■ 現場存檔或檔案備份。其所有的數據將被保存至少在專案計入期結束後 2 年(即

保存 12 年) 

■ 彙編和分析月報，並交叉檢查監測數據 

■ 於計入期間，每月就天然氣使用量、熱值估算監測報告之每年減少排放量。 

(3)設備維護人員(廠務處&生產處)： 

■ 確保根據本公司的監測儀表的校準程序及專案活動中所規範的校準頻率，進行

在專案活動中監測儀表的校驗 

■ 所有的數據將被保存至少在專案計入期結束後 2 年(即保存 12 年) 

 

五、專案活動期程描述 

(一)專案活動執行期間 

專案活動執行期間自民國 101 年 5 月至民國 115 年 01 月。本專案於 101 年 12 月完

 進行量測與記錄 

 向管理人員報告 

 

 研訂監測規劃 

 彙整監測資訊 

 

勞安中心 

營運管理人員 

生產處 

設備操作人員 

廠務處&生產處 

設備維護人員 

 設備維護 
 進行量測儀器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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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天然氣減壓站裝置工程，於 102 年 1 月 25 日完成天然氣管路試壓試漏，102 年 3 月

18 日夜班開始使用天然氣，102 年 5 月 14 日(專案起始日)完成工程驗收。 

專案邊界中加熱爐自民國 87 年 6 月 30 日啟用，依據原廠出具之附件 6 中外爐承製

之加熱爐國內外啟用日期所列案例，最早建於西元 1975 年(民國 64 年)之加熱爐，使用

迄今逾 40 年，最晚建於 1985 年(84 年)，使用逾 30 年。然本專案高雄廠型鋼加熱爐自

民國 87 年開始啟用迄今僅 17 年，估計至少可使用 30 年，在加熱爐正常維修保養的情

況下，估計加熱爐可運轉至至民國 117 年。加熱爐剩餘使用壽命約 13 年，可涵蓋專案

計入期 10 年(105 年 01 月至 115 年 0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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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年(固定型)做為專案計入期。初步規劃減量效益計算期間(計入期)為 105 年 01

月 20 日~115 年 01 月 19 日。 

六、環境衝擊分析 

本專案以較低碳之天然氣取代目前使用之重油，其計畫範圍在本公司廠內，對本公

司周遭環境無負面影響。以下謹針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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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案為既有設備之改造，施工地點皆在原設備所在地。所有之改善工作，皆為加

熱爐內部之燃燒系統改造作業。惟專案活動所使用之燃料為天然氣，需增供氣管線鋪設

及減壓設備設置。本公司於施工期間對於開挖、管線埋設所可能產生的噪音、塵土等環

境問題亦遵守法規規定及加強防制，以降低對於環境之影響。 

(二)專案活動執行減量期間 

在加熱爐燃料轉換專案工作改造後，以低溫室氣體排放的天然氣替代重油。由於以

專用管線輸送天然氣，相較於基線情境以油罐車運送重油更是減少了運輸廢氣之產生；

加上於系統運轉上會更加穩定，亦不會增加廢氣量、廢棄物產生量、塵土等環境問題。 

本公司進行加熱爐燃料修改專案，改造工程完成後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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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環保局)申請設置許可證異動及操作許可後始

得運作。由於天然氣不含有硫，且燃燒更完全因此相較於重油將減少比較多的硫氧化物

和粉塵的排放量，可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藉由改造原有燃油加熱爐之燃燒系統，

做為替代原有燃油加熱爐提供製程所需熱能，有助於改善當地空氣品質及降低溫室氣體

排放，降低對於環境的衝擊。 

七、公眾意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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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實施地點位於本公司廠，廠區地址為高雄市小港區嘉興街 8 號。由於專案為

既有設備之改造，改善作業包含廠內加熱爐燃燒機改造及天然氣供應相關工程。天然氣

供氣管線及相關設備之安裝施工，亦在本公司廠內及部分鄰近範圍，本公司於施工期間

對於開挖、管線埋設所可能產生的噪音、塵土等環境問題亦遵守法規規定防制。在加熱

爐燃料修改專案完成後，預期加熱爐運轉穩定，且不會增加廢氣、廢棄物產生量、塵土

等環境問題。因此，本專案執行不會對於鄰近區域居民或工廠之環境與生活品質造成負

面影響。 

本公司為暸解社會大眾對於本專案推行之意見，並針對公眾關心之議題提出說明與

因應作法，本公司依據影響的對象層面，設計一份「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廠加熱爐燃

料修改專案」意見調查表(確證後專案名稱修改為東和鋼鐵高雄廠型鋼加熱爐燃料修改

專案)，內容共計有 8 個提問，分別發送予調查對象填寫並彙整調查結果。 

(一)調查對象 

因本專案為公司內加熱爐燃燒系統改造工程，改善後直接應用及接觸對象依重要性

及影響層級，可區分為第 1 級「員工代表」、第 2 級「鄰里代表」與第 3 級「鄰近居民」。 

(二)意見蒐集與分析 

意見調查表共發送 41 份、回收 41 份，回收率達 100％。分別為第 1 級「員工代表」

回收 30 份，回收率達 100 ％；第 2 級「鄰里代表」回收 1 份，回收率達 100％；與第

3 級「鄰近居民」回收 10 份，回收率達 100％。彙整如表 5 所示。 

茲分析意見調查對象與回覆情形，第 1 級「員工代表」為本公司員工，對於專案執

行內容瞭解；第 2 級「鄰里代表」調查對象為當地里長或市民代表，因業務相關，故對

於溫室氣體之議題亦較為重視；第 3 級「鄰近居民」，雖對於溫室氣體議題較不了解，

亦對本專案呈正面之回應。 

 

表 5、意見調查對象與回覆情形 

對象類別 (問卷數) 發送份數 回收份數 回收率 

第 1級「員工代表」 30 30 100% 

第 2級「鄰里代表」  1 1 100% 

第 3級「鄰近居民」  10 10 100% 

合  計 41 41 100% 

意見調查回覆統計如表 6。對於執行本專案活動內容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升當

地環境品質多持正向或勉勵看法。 

在本專案加熱爐燃料轉換及天然氣管線施工時，對於天然氣管線、空氣品質可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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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環保疑慮，需做好相關污染防制措施。針對上述之疑慮本公司在工程施工期間均已

要求廠商應依法規要求妥善處理廢棄物並事前做好噪音防制的工作。 

有鑒於部分廠內同仁及鄰近居民對本專案內容較不了解，本公司已於廠電子佈告欄

發佈專案資訊如下圖(左)供全公司同仁瀏覽。另於工業區服務中心公佈欄張貼公告本專

案內容下圖(右)。 

  
廠電子佈告欄 工業區服務中心佈告欄 

 

表 6、意見統計彙整表 

問題 選項 1 選項 2 選項 3 

1.您是否知道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近年來

持續致力於推動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工

作?  

知道 不知道 無意見 

38 2 1 

2.請問您是否知道加熱爐燃燒天然氣比燃燒重油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可降低空氣污染？  

知道 不知道 無意見 

38 2 1 

3.請問您是否知道東和鋼鐵於 102年開始進行廠內

加熱爐燃料重油轉換為天然氣專案?  

知道 不知道 無意見 

35 5 1 

4.請問您是否知道東和鋼鐵擬將「加熱爐燃料修改

專案」，申請環保署抵換專案?  

知道 不知道 無意見 

27 13 1 

5.承上題，請問您是否贊成東和鋼鐵推動上述專

案？  

贊成 不贊成 無意見 

 39 0 2 

6.承上題，請問您贊成東和鋼鐵推動上述之專案原

因為何？  

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  

提升當地環

境品質  

無意見 

34 18 1 

7.是否尚有其他寶貴意見：  是 否  

0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