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製程熱媒鍋爐/加熱爐採低碳燃料  
專案計畫書 

版本：   5.0          製作日期： 107 年 08 月 31 日 

 

專案活動所屬之

方案型專案 

 本專案活動屬                        方案型專案

之子專案 

 不適用 

申請單位 和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引用的減量方法 

和其範疇別 

AMS-III.AH. 高碳燃料混合比例改為低碳燃料混合比例

(Shift from high carbon-intensive fuel mix ratio to low 

carbon-intensive fuel mix ratio---ver.3.0) 

年平均減量/ 

移除量估計值 
16,834 tCO2e 



 

目  錄 

一、專案活動之一般描述 ................................................................................... 1 

(一)專案名稱 ..................................................................................................................... 1 

(二)專案參與機構描述 ..................................................................................................... 1 

(三)專案活動描述 ............................................................................................................. 2 

(四)專案活動之技術說明 ................................................................................................. 4 

二、減量方法適用性及外加性分析描述 ........................................................... 8 

(一)專案活動採用之減量方法 ......................................................................................... 8 

(二)適用條件與原因 ......................................................................................................... 9 

(三)專案邊界 ................................................................................................................... 10 

(四)基線情境之選擇與說明 ........................................................................................... 11 

(五)外加性之分析與說明 ............................................................................................... 12 

三、減量/移除量計算說明 ................................................................................ 14 

(一)減量/移除量計算描述 .............................................................................................. 14 

(二)減量/移除量計算 ...................................................................................................... 19 

(三)計入期計算摘要 ....................................................................................................... 25 

四、監測計畫 ..................................................................................................... 25 

(一)應被監測之數據與參數 ........................................................................................... 25 

(二)抽樣計畫 ................................................................................................................... 29 

(三)監測計畫其他要素 ................................................................................................... 29 

五、專案活動期程描述 ..................................................................................... 30 

(一)專案活動執行期間 ................................................................................................... 30 

(二)專案計入期 ............................................................................................................... 31 

六、環境衝擊分析 ............................................................................................. 31 

(一)施工期間 ................................................................................................................... 31 

(二)專案活動執行減量期間 ........................................................................................... 32 

七、公眾意見描述 ............................................................................................. 32 

(一)利害相關者鑑別 ....................................................................................................... 32 

(二)利害相關者(公眾)意見蒐集 ..................................................................................... 32 

(三)利害相關者(公眾)意見總結 ..................................................................................... 33 

 

 



 

附件一 專案執行相關單位基本資料 .................................................................. i 

附件二 引用減量方法之適用性 ......................................................................... ii 

附件三 外加性說明參考資料 ......................................................................... xiiii 

附件四 事前推估減量之背景資訊 ................................................................ xxiii 

附件五 監測計畫之背景資訊 ........................................................................ xxvi 

附件六 公眾意見蒐集紀錄(問卷參考例) ..................................................... xxix 

 



1 

一、專案活動之一般描述 

(一)專案名稱 

1. 名稱：製程熱媒鍋爐/加熱爐採低碳燃料 (以下簡稱為本專案) 

2. 版本與修訂紀錄： 

版本 日期 修訂內容摘要 

1.0 105.10.22 － 

2.0 105.11.25 

依第三者書審、第一階段確證發現，將涉及減量方法

適用性第 13 點疑慮之製程設備(NP-H1、RS-H1、

RH-H1)自邊界排除。 

2.1 105.12.28 

 基線排放量依減量方法公式，將各燃料基線熱能占

比(α)帶入計算，並修正相關說明。 

 修正專案實施後鍋爐/加熱爐效率監測方法及計算

數值。 

3.0 106.06.20 

依減量方法 AMS-III.AH 最新版(ver.3.0)，修訂基線排

放量計算公式及相關參數說明，並同步修正減量計算

結果。 

4.0 107.06.05 
依環保署第一次專案小組初審意見，補充法規外加性

分析論述及相關附件等。 

5.0 107.08.31 
依環保署第二次專案小組初審意見，補充減量額度計

入期間，新法規公告對於額度計算之影響說明等。 

3. 減量方法範疇別：類別 1：能源工業(含再生能源/非再生能源) 

 

(二)專案參與機構描述 

本專案由和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提供資金，旗下林園

廠(以下簡稱本廠)負責專案規劃與執行。本公司具有減量額度之所有權及支配權，

專案參與機構名稱及角色說明如表 1 所示，相關單位基本資料如附件一。 

表 1  專案參與機構名稱及角色說明 

參與機構名稱 參與單位性質 角色說明 

和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林園廠) 
私人企業 專案投資者、規劃與執行者 

本公司成立於民國 62 年，為台灣老字號清潔劑原料生產商，民國 75 年股票

正式掛牌公開發行。集團總部位於台北市，主要生產基地位於高雄市林園石化工

業區，負責烷基苯、烷基酚及氫化石油樹脂之生產。產品皆應用於日常生活必需

品之中，並被全球許多知名企業所認可。數十年來穩健發展，在本業表現穩固之

餘，亦致力於拓展新市場及開發新產品，近年來更積極進行多角化經營與全球布

局，以貫徹歷任董事長永續經營之理念。 

本廠主要產品為烷基苯、烷基酚、十二烷基酚及氫化石油樹脂(如表 2)。烷

基苯為一般家庭用清潔劑的主要原料。烷基酚為工業用界面活性劑如分散劑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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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劑等的主要原料。十二烷基酚主要用途為潤滑油添加劑。氫化石油樹脂則為高

級黏著劑的主要原料。各產品產量隨著市場需求之增加、全球行銷網之開拓、產

能之擴大、品質水準之提昇等因素，每年均有穩定之成長。 

 

表 2 主要製程及產品說明 

製程別 產品 產製過程 產品應用 

烷化 1-3 場 

(DA/DB/SA) 
烷基苯 

正烯烴(12 烯)+苯經過烷化觸媒催化

反應成烷基苯 

清潔劑、洗衣粉、

潤滑油 

脫氫場 

(PD) 
正烯烴 正烷烴經脫氫反應後為正烯烴 

自用、直接進料至

烷化場當原料 

烷基酚場 

(NP) 
烷基酚 

酚和壬烯經烷化觸媒催化反應得烷基

酚 

界面活性劑、乳化

劑、抗氧化劑 

氫化 1-2 場 

(RH/RS) 

氫化石油樹

脂 

原料碳 9 石油樹脂與氫氣經氫化反應

生成透明無色無味氫化石油樹脂 

熱融膠、增黏劑黏

著劑 

 

 (三)專案活動描述 

1. 專案活動目的  

在面對全球日益嚴重的氣候變遷及地球暖化現象，本公司深切的體認到地球

能資源的珍貴及不可再生性，因此在經營成長的同時，也尋求經濟、社會與環境

生態的平衡發展，除遵守法規承諾、強化資源利用及污染預防、管控環境風險，

以維護營運據點所在地的工作安全、環境良好外，更關注全球環境議題的最新發

展，採取各種對環境友善的行動，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因應氣候變遷所導致溫室氣體管控已為各相關企業所必須面對與盡責之重

要環保議題，本公司在溫室氣體減量方面，支持政府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持續致

力於製程改善。自 100 年起，即著手燃料能源減碳計畫，分三階段逐步實施製程

熱媒鍋爐/加熱爐燃料以天然氣(NG)取代燃油，藉以降低燃料燃燒產生之溫室氣

體排放。預定於 106 年全部更換完畢，雖所費不貲卻符合本公司秉持對環境的減

碳、節能關懷地球的決心。 

2. 專案活動地點 

本專案活動發生於中華民國高雄市區，本廠位於 832 高雄市林園區石化三路

9 號，東向 189721.801 度，北向 2487691.498 度，本廠之設立符合國內法令規範，

座落於林園工業區之合法設立工廠(工廠登記證為 99661323)，地理位置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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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專案活動實施地理位置圖 

3. 資金來源說明 

本專案執行所需費用，包含燃燒機更新、儀控設備購置、天然氣管線施工及

維護操作費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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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活動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因應國內能源政策發展趨勢：國內永續能源政策的推動，規劃建構「二高二

低」：「高效率-提高能源使用與生產效率」、「高價值-增加能源利用的附加價值」、

「低排放-追求低碳與低污染能源供給與消費方式」及「低依賴-降低對化石能源

與進口能源的依存度」的能源消費型態與能源供應系統，將台灣推向節能減碳的

社會。 

本專案對於永續發展之正面貢獻，可歸納如以下各點所述。 

(1)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藉由改用低碳燃料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可減緩溫室效

應之全球環境衝擊，降低環境負荷。 

(2) 減少空氣污染：天然氣在燃燒時所產生的污染物比燃料油要少得多，可同

時降低 SOx、PST 等空氣污染物之排放，亦對於高雄地區之空氣品質維護

有正面之助益。 

(3) 促進能源供應安全：有鑑於石油資源逐漸枯竭，呼應政府永續能源使用政

策，本專案熱媒鍋爐/加熱爐改為使用天然氣有助於分散能源供應集中使用

風險，進而促進能源供應/使用結構調整。 

5. 預期減量成果 

單年期間 
年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 

(單位：公噸CO2當量) 

107/01/01~107/12/31 16,834 

108/01/01~108/12/31 16,834 

資料來源：Google 

map. 

林園廠空照
和益化工高雄
林園廠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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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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01~109/12/31 16,834 

110/01/01~110/12/31 16,834 

111/01/01~111/12/31 16,834 

112/01/01~112/12/31 16,834 

113/01/01~113/12/31 16,834 

114/01/01~114/12/31 16,834 

115/01/01~115/12/31 16,834 

116/01/01~116/12/31 16,834 

總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公噸CO2當量) 168,340 

計入期總年數 10 年 

計入期年平均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公噸

CO2當量) 
16,834 

6. 確認非屬大規模專案之拆案(debundle) 

依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以下簡稱 CDM)減量方法工具(“Assessment of 

debundling for small-scale project activities.---ver.4.0”)規範，若於下列(a)~(d)狀況

下，除本專案外，存在另一已註冊之小規模專案，則專案活動可能被視為大規模

專案的拆案結果： 

(a)專案申請者相同；且 

(b)專案活動類型、技術/措施相同；且 

(c)於 2 年內完成註冊；且 

(d)距離專案邊界 1 公里範圍內，存在其他專案活動。 

本專案為本公司第一次提出申請之抵換專案，並無上列狀況，故非屬某已註

冊大規模專案之拆解活動。 

 

 (四)專案活動之技術說明 

本廠 SA、DA、DB 及 PD 製程熱媒鍋爐及加熱爐共計 5 座，原主要以燃燒

燃料油(重油、助燃劑(OC))提供製程熱能，其中 SA-H1、DA-H1、DB-H1 為熱

媒鍋爐，透過燃料燃燒加熱相關管線之熱媒油，間接提供原料反應所需熱量，

而 PD-H1 及 SA-H2 為加熱爐，燃料燃燒產生熱爐主要供應相關管線中氫氣等

氣態反應物間接加熱，以進行脫氫反應及觸媒加熱活化操作等生產流程。專案

活動透過燃燒機及相關控制設備更新，並增設天然氣減壓站、天然氣管線、燃

燒機、減壓閥、控制閥等配備，改由燃燒天然氣為主，以降低製程生產之溫室

氣體排放。 

1.專案活動相關製程配置及生產流程說明 

本廠廠區配置如圖 2 所示，可分為四大區域：(1)行政區；(2)製程區：區內

有脫氫工場(PD)，三套烷基苯工場(DA/DB/SA)，一套烷基酚工場(NP)以及兩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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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樹脂氫化工場(RH/RS)；(3)儲槽與公用設備區；(4)原料與兩座產品裝卸站，

以及設備修護區。本專案涵蓋製程(DA/DB/SA/PD)生產流程如圖 3，熱能流向

如圖 4-1 及圖 4-2 所示。 

 

 

 

 

 

 

 

 

 

 

 

 

圖 2 本廠廠區配置圖 

烷化 1-3 場(DA/DB/SA) 

 

 

 

 

 

 

脫氫場(PD) 

 

 

 

 

 

 

 

圖 3 主要製程流程示意圖 

 

 

DB DA 

PD 

SA 
H1 H2 

DB-H1 

DA-H1 

PD-H1 

專案活動涵蓋製程 

專案活動涵蓋加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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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化一場(DA)：熱媒鍋爐 烷化二場(DB)：熱媒鍋爐 

  

烷化三場(SA)：熱媒鍋爐  

 

 

 

 

 

 

 

脫氫工場(PD)：加熱爐 烷化三場(SA)：加熱爐 

 

 

 

 

 

 

 

圖 4 專案活動所屬製程熱能流向示意圖(加熱爐) 

2.燃料替代改善工程說明 

專案技術活動主要工程內容項目說明如下，專案實施前後熱媒鍋爐/加熱爐

設備規格及燃料投入型態摘要如表 3 及表 4。 

(1) 更新/修改本廠烷化一~三場及脫氫工場所涵蓋共 5 座熱媒鍋爐/加熱爐燃燒

系統，改善作法參考例如圖 5 所示。 

 

 

 

熱媒油 

熱媒油 

熱
媒
油 

燃料投入 

DA 

V-24 

DA HEX 
(V-1)(V-8)(V-11)(V-12)(

V-16)(V-15)(V-17)… 

PD HEX 
(V-20)(V-11)(R-2) 

(R-2B)(R-1)… 

  
熱能使用端 

DA-H1 

熱媒油 

熱媒油 

熱
媒
油 

燃料投入 

DB 

V-24 

DB HEX 
(V-1)(V-8)(V-11)(V-12)(

V-15)(V-17)(V-40)…  

熱能使用端 
DB-H1 

熱媒油 

熱媒油 

熱
媒
油 

燃料投入 

SA 

V-24 

SA HEX 
(V-1)(V-22)(R-1)(V-12)(

V-16)(V-15)(V-17)(V-40)

…  

熱能使用端 
SA-H1 

(H2/NP) 

PD-H1 

(H2/NP/NO) 
PD E-6B(S) 

E-6B 
(T) 

加
熱
爐 

燃料投入 
燃料投入 

SA 

C-1 

SA-H2 

SA 
R-1 

加
熱
爐 

RH 
V-15 

氫氣 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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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內部耐火磚去除  

 

 

 

 

 

 

 

 

B.試行安裝  

 

 

 

 

 

 

 

 

C.MUFFLE BLOCK 安裝  

 

 

 

 

 

 

 

 

D.可對應天然氣之燃燒機安裝完成  

 

 

 

 

 

 

 

 

圖 5 熱媒鍋爐燃燒系統更新工程施作情形(參考例：PD-H1) 

(2) 裝配天然氣管線：增設天然氣減壓閥，並裝置天然氣輸送管線，以將天然

氣由廠外欣雄公司主管線引入廠內供專案活動各製程使用。 

(3) 增設監控儀表設備：增設天然氣流量計，以及相關訊號傳輸設備及控制盤，

以利專案實施後燃料進料控制及鍋爐操作運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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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專案實施前後鍋爐及燃燒機型式 

編號 設備類型 

爐體 燃燒機 

廠牌/規格、型號 
規格容量
(Mkcal/hr) 

改造前 改造後 

廠牌 
可對應燃

料類型 
廠牌 

可對應燃

料類型 

SA-H1 
貫流式熱

媒鍋爐 
泰成機械/ SA-H1 5.04 泰成機械 

Fuel 

Oil/Fuel 

gas 

NICHIZO 

TECH 

INC. 

NG/Fuel 

gas 

SA-H2 加熱爐 泰成機械/ SA-H2 0.211 泰成機械 Fuel Oil 

NICHIZO 

TECH 

INC. 

NG 

DA-H1 
貫流式熱

媒鍋爐 

BORN INC./ Job 

No. 2619-DA-H1  
13.79 

JOHN 

ZINK CO. 
Fuel Oil 

NICHIZO 

TECH 

INC. 

NG/Fuel 

Oil 

DB-H1 
貫流式熱

媒鍋爐 

BORN INC./ Job 

2295 
5.04 

JOHN 

ZINK CO. 
Fuel Oil 

NICHIZO 

TECH 

INC. 

NG/Fuel 

Oil 

PD-H1 加熱爐 
BORN INC./ Job 

2619 
5.95 

JOHN 

ZINK CO. 

Fuel 

Oil/Fuel 

gas 

NICHIZO 

TECH 

INC. 

NG/Fuel 

Gas 

 

表 4 專案實施前後燃料投入種類 

編號 

燃燒機改造前 燃燒機改造後 

重油 助燃劑

(OC) 

微硫燃料油

(DNP) 

燃料氣 天然氣 微硫燃料油

(DNP) 

燃料氣 

SA-H1  － － －  － －* 

SA-H2  － － －  － － 

DA-H1    －   － 

DB-H1    －   － 

PD-H1  － －   －  

註：*SA-H1 之燃料氣占比(0.00088%)極小，不予計算。 

二、減量方法適用性及外加性分析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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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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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III.AH. Shift 

from high carbon-intensive fuel mix ratio to low carbon-intensive fuel mix ratio (ver.3.0)；

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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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7.0.0)及小規模專案活動外加性論證工具(Methodological 

tool :Demonstration of additionality of small-scale project activities, ver.12.0)。 

2. CDM 設備剩餘壽齡評估工具(Tool to determine the remaining lifetim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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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ver.1)。 

3.CDM 熱能或電能生產系統基線效率論證工具(Methodological tool: Determining 

the baseline efficiency of thermal or electric energy generation systems, ver.2.0)。 

4.CDM 化石燃料消耗之專案或洩漏 CO2排放量計算工具(Tool to calculate project 

or leakage CO2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 ver.2)。 

5.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2 版」。 

(二)適用條件與原因 

本專案活動適用 AMS-III.AH. Shift from high carbon-intensive fuel mix ratio to low 

carbon-intensive fuel mix ratio  (ver.3.0) 減量方法之原因說明如下： 

項次 適用條件 本專案符合性說明 

1 

本減量方法適用於既有設施的翻新或汰

換。專案涉及新建設施或容量增加(超過

基線情境裝置容量之±10%)則不適用本

減量方法。 

本專案活動為既有熱媒鍋爐/加熱爐燃

燒系統修改，採用可對應天然氣(NG)類

型燃燒機，並無涉及新建設施，且未造

成既有爐體之規格容量(額定燃燒量)增

加。(專案實施前後各爐規格容量如表 3

及表 4) 

2 

燃料混和比例的改變也可能導致設施的

能源效率提升，因此無論專案活動是否

伴隨能源效率提升，皆符合本類別(方

法)。與能源來源轉換無關之能源效率提

升專案活動，則可採用第二類型(II)小規

模減量方法。 

本專案活動主要為低碳燃料之轉換，並

並無執行其他設備/系統效率提升措施。 

 

3 

設備汰換的剩餘壽齡論證要求應符合

CDM 工 具 “ Tool to determine the 

remaining lifetime of equipment”描述。若

專案活動導致工廠 (設施 )剩餘壽齡增

加，則專案活動的排放減量需依剩餘壽

齡估計值計算，即在無專案活動之情況

下，既有單元程序設備汰換的時間。 

本專案依減量方法所列 CDM 工具選項

(b)專家評估，進行熱媒鍋爐/加熱爐剩餘

壽齡評估(詳如附件二)，，專案計入期設

定期間並未超過既有熱媒鍋爐/加熱爐

設備剩餘壽齡年限。 

4 

本減量方法不適用於專案情境中使用再

生生物質、生質燃料或再生能源替代基

線的化石燃料。 

本專案未使用再生生物質、生質燃料或

再生能源替代基線的化石燃料。 

 

5 

本減量方法不適用於廢氣或廢能再利用

之專案活動；此類的專案活動得考慮採

用 AMS-III.Q 

本專案活動為低碳燃料轉換，以天然氣

取代燃料油(重油+助燃劑(OC))提供製

程所需熱能。 

6 

本減量方法適用於在專案邊界內可直接

量測與記錄能源使用(例如電力或熱)及

消耗量(例如化石燃料) 之專案活動。第

25 及 29 點所列專案情境的燃料用量除

外，該項目為替代參數，應被監測。 

 本專案邊界內熱媒鍋爐/加熱爐燃料消

耗量可以直接量測方式取得。由於熱

能使用端之熱能用量無法直接量測，

依減量方法第 25點選擇以專案實施後

燃料用量、熱值及設備效率計算。 

 於第 25 點(公式 3)，專案實施後天然

氣、DNP 及燃料氣用量，可以直接量

測方式取得。(例如透過線上流量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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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適用條件 本專案符合性說明 

測天然氣用量等值) 

7 

專案活動之熱或電力產出，應被利用於

專案邊界內之特定現場設施 (on-site 

captive use)及/或其他設施。在專案活動

能源產品(熱或電力)輸至其他設施或設

備，以在專案邊界內的混合燃料取代高

碳能源來源，則能源供應端及消費端之

契約中，應指出設施之排放減量僅來自

此燃料替代措施。 

本專案各熱媒鍋爐/加熱爐產生熱能僅

供本廠製程使用，並未外售或輸送至廠

外利用。(如圖 4 專案活動所屬製程熱能

流向示意圖) 

8 

本減量方法不適用電力輸出至電網。意

即，專案活動可能連結至電網，但排放

減量應非藉由輸出電力至電網所產生。 

本專案活動未涉及電力生產。 

9 
每年排放減量應小於等於 6 萬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 

本專案每年減量約 16,834 公噸 CO2e，

小於 60,000 公噸 CO2e/y。 

10 

在燃料轉換前，並無針對設施能源來源

強制規範之法規。亦無法規要求單元程

序(設施/設備)應採用低碳能源來源(如

天然氣或任何其他燃料)。 

現行國內法規並未強制要求本公司進行

熱媒鍋爐/加熱爐燃料替代，亦無法規強

制要求本公司採用低碳燃料(天然氣)；故

若無推動本專案，本公司將繼續使用重

油燃燒提供製程熱能。 

11 

專案活動不會導致整合程序(integrated 

process)的改變。此目的係為排除會影響

程序特性的措施，除能源來源替代，例

如：操作條件，原料製程類型，非能源

附加物的使用，產品製造的品質或類型

改變等。 

本專案活動為低碳燃料轉換，並未造成

整合性的製程改變。 

(三)專案邊界 

在評估基線與專案實施後之排放量時，本專案主要溫室氣體排放為燃料燃燒產生

之 CO2，專案邊界內之溫室氣體排放源鑑別如表 4 所示。 

表 5  專案邊界內之溫室氣體排放源鑑別 

情境 來源 溫室氣體 是否納入 說明/解釋 

基線 

熱媒鍋爐/加熱爐的燃料

使用 (包括重油、OC、

DNP、燃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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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媒鍋爐/加熱爐的燃料

使 用 ( 包 括 天 然 氣 、

DNP、燃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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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案邊界涵蓋本廠烷化一~三場及脫氫工場所共 5 座熱媒鍋爐/加熱爐，專案實

施前後單一設施邊界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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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專案實施邊界示意圖 

(四)基線情境之選擇與說明 

本公司經評估各項與本專案活動對等，且實際、可信之替代方案，確認在沒有進

行本專案活動下，最為可能的排放情況(基線情境)為持續使用以重油及 OC 為主之燃

料組合，說明如下。 

步驟一：定義替代方案 

本專案以較為潔淨、低碳之天然氣取代原熱媒鍋爐/加熱爐系統之燃料油使用，

藉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並減少對環境的污染。故本專案若未執行，則本廠可透

過下列替代方案達成溫室氣體減量之目的： 

方案 1：持續使用重油及 OC 作為主要燃料(使用既有燃料組合)，提供所對應製

程熱能，並透過例行性設備整修或清洗措施等，以降低燃料燃燒所造成

之環境污染。 

方案 2：在沒有申請環保署抵換專案的情況下，推動低碳燃料轉換專案(改以天然

氣為主要燃料)。 

方案 3：實施熱媒鍋爐/加熱爐的汰換。  

方案 4：將熱媒鍋爐/加熱爐燃料替換為生質燃料。  

 

步驟二：決定做為基線情境之替代方案 

方案 1：持續使用重油及 OC 作為主要燃料(使用既有燃料組合)，提供所對應製

程熱能，並透過例行性設備整修或清洗措施等，以降低燃料燃燒所造成

之環境污染。 

助燃劑(OC) 

單位熱能之溫室

氣體排放量較高 

 

熱能使用端 

鍋爐/ 

加熱爐 

重油 
微硫燃料油

(DNP) 

燃料氣 

專案邊界 
專案實施前 

單位熱能之溫室

氣體排放量較低 

 

熱能使用端 

鍋爐/ 

加熱爐 

天然氣 
微硫燃料油

(DNP) 

燃料氣 

專案邊界 
專案實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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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法規要求下，廠內無須改用低碳燃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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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評估本方

案為最合理且最可能發生的替代情境。 

方案 2：在沒有申請環保署抵換專案的情況下推動低碳燃料轉換專案(改以天然氣

為主要燃料)。 

專案活動在沒有任何政府法規要求或獎勵誘因下，實施低碳燃料轉

換專案，在執行面可能面臨投資障礙 (參照外加性分析)，故本方案不適

用於(最接近真實的)基線情境替代方案。 

方案 3：將熱媒鍋爐/加熱爐汰換為燃氣熱媒鍋爐/加熱爐。 

廠內熱媒鍋爐/加熱爐設備狀態良好，且透過定期維護保養工作，

平時操作運轉狀況正常，無汰換之必要，故本方案不適用於(最接近真

實的)基線情境替代方案。 

方案 4：將熱媒鍋爐/加熱爐燃料替換為生質燃料。 

例如使用棕櫚殼等生質燃料作為熱媒鍋爐/加熱爐系統燃料，可能

會因無法持續提供穩定熱值造成製程生產所需熱能不足(棕櫚殼熱值

4,100kcal/kg~4,300 kcal/kg)進而影響產品良率，且經評估廠內無足夠空

間可存放。且如將熱媒鍋爐/加熱爐燃料替換為生質燃料，可能將面臨

燃料來源不穩定或必須大幅改造既有熱媒鍋爐/加熱爐設備，且燃燒固

態燃料亦有粒狀物濃度升高問題，而導致製程及環境產生風險，故本方

案不適用於(最接近真實的)基線情境替代方案。 

 

(五)外加性之分析與說明 

依循環保署抵換專案制度小規模減量方法對外加性之規範，需符合法規外加性及

障礙分析四擇一 (投資障礙、技術障礙、普遍性障礙或其他障礙)。另，本專案同時

參考 CDM 外加性論證與評估工具(Tool for the demonstration and assessment of 

additionality, ver.7.0.0) 及 小 規 模 專 案 活 動 外 加 性 論 證 工 具 (Methodological 

tool :Demonstration of additionality of small-scale project activities, ver.10.0)之外加性評

估流程，並進行障礙分析論述。 

1.法規外加性分析 

檢視我國現行的法律與規範，並無強制要求工廠加熱設備必須採用低碳燃

料(如天然氣)；而針對上節所列 4 項替代方案，皆為廠內規模之系統/設備更新

或改裝技術活動，未涉及空氣污染物、廢水、土壤污染、噪音或工安高風險之

活動，且所有方案均符合現行法律規範。 

環保署於 103 年 8 月修正公告直轄市縣市各級空氣污染防制區，高屏地區

臭氧及懸浮微粒仍為三級防制區，依據空污法 8 條~12 條，環保署優先將高屏

地區列為總量管制區(如附件三之 1.)，當外界得知將進行高屏地區總量管制已

是 104 年 1 月之公聽會(如附件三之 1.)，104 年 6 月 30 日公告實施，105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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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須認可排放量完畢，以申請日前七年(97~104 年)最大量為認可量，此些實施

細節皆是 104 年 1 月之公聽會產業界才得知。本廠由 100 年即籌備全廠性之燃

料能源減碳計畫，並非針對高屏地區總量管制所實施。(相關推動期程對照如

附件三之 1.所示) 

另，本專案熱媒鍋爐/加熱爐之額定總燃燒量及生產模式係屬經濟部 103 年

7 月 29 日公告『石化業節約能源及使用能源效率規定』者，已依該規定辦理煙

氣含氧體積濃度與煙氣出口溫度之監測、記錄，以及相關申報作業。 

 

2.障礙分析  

投資障礙：本專案使用成本 PV 方式進行比較分析，專案活動並非最具經濟吸

引力之替代方案。 

本專案熱媒鍋爐/加熱爐燃燒機更新、天然氣管線與減壓站配置等投資金額

共計約 3,935 萬元。依專案決策前 1 年(100 年)燃料油平均價格(重油：19,500

元/kL、OC：18,190 元/kL)及燃料供應商(欣雄)提供之天然氣價格(簽約價格

20,890 元/km3)計算，在生產條件相同之情況下，專案實施後每年之燃料費用將

超過 4.4 億元，較基線情境燃料費用(約 3.8 億元)高，專案投資可能無法回收，

具投資風險。 

 

表 6  投資障礙分析結果 

項目 基線情境 專案情境 備註 

專案活動初設成本 & 

設備投資 (元) 
－ 39,357,135 

包括燃燒機更換、天然氣減壓

閥、配管採購及工程施作費用 

總燃料年成本 (元/年) 382,594,847 445,596,230 

單位燃料價格 

重油：19,500 元/公秉 

OC：18,190 元/公秉 

天然氣：20,890 元/立方公尺 

折現率 (%) 2.65% 
專案決策前歷史 3 年(98~100

年)公司 WACC 平均值 

總執行成本 PV (元) 4,963,637,772 5,795,327,388 
專案執行成本較高，具有投資

外加性  

 

敏感度分析 

為探討本專案成本 PV 分析之變因在不同變動比率下，造成計算結果的差

異，而可能影響本專案投資決策，遂針對投資成本之專案操作管理(O&M)費用、

重油價格及天然氣價格等主要變因進行敏感度分析。 

分析結果如表 6 所示，不論在專案 O&M 成本 -10%、天然氣成本 -6.5%、

燃油(重油+OC)成本 +6.5%或折現率 -5%之情況下，本專案總執行成本皆大於

基線成本，表示本專案並非替代方案中最具經濟誘因者，故符合外加性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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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敏感度分析結果 

情境說明 
總執行成本 PV (元) 

基線 專案 

基礎情境  4,963,637,772   5,795,464,531  

敏感度分析 I (專案 O&M 成本 -10%)  4,963,637,772   5,794,971,007  

敏感度分析 II (天然氣成本 -6.5%)  4,963,637,772   5,422,943,982  

敏感度分析 III (燃油成本 +6.5%)  5,284,174,786   5,796,592,866  

敏感度分析 IV (折現率 -5%)  5,014,989,186   5,856,198,327  

 

 

三、減量/移除量計算說明 

(一)減量/移除量計算描述 

本專案依循 AMS-III.AH.減量方法及二之(四)替代方案鑑別結果，以替代方案 1

「熱媒鍋爐/加熱爐持續使用重油及 OC 作為主要燃料(使用既有燃料組合)」為基線情

境，並以專案實施前 3 年之運轉數據作為基線排放量計算基礎。 

1.所引用減量方法之公式描述 

 (1) 基線排放量 

BEy =   
ji,

jBL,jBL,yj,i,BL, EFNCVFC  ..........................................................式 1 

參數 定義 單位 

BEy y 年之基線排放量 tCO2e 

FCBL,i,j,y 
於 y 年，基線情境下熱媒鍋爐/加熱爐 i 運轉消耗之燃

料 j 用量 
kL、km3 

NCVBL,j 基線情境下燃料 j 之淨熱值 
Mcal/kL、
Mcal/km3 

EFBL,j 基線情境下燃料 j 之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tCO2/ kcal 

FCBL,i,j,y = ji,BL,

ji,BL,jBL,

yi,PJ,

α
EffNCV

EG



 ...............................................................式 2 

由於本專案熱媒鍋爐/加熱爐輸出熱能(output)，無法以直接量測方式取得，

故引用減量方法公式 3 計算。另，熱媒鍋爐/加熱爐基線效率選用減量方法第

26 點之(d)，使用 CDM 工具預設值計算。 

參數 定義 單位 

EGPJ,i,y 於 y 年，熱媒鍋爐/加熱爐 i 總輸出熱能 Mcal 

EffBL,i,j,y 
於 y 年，基線情境下熱媒鍋爐/加熱爐 i 使用燃料 j 運

轉之保守效率值 
% 

αBL,i,j 基線情境下熱媒鍋爐/加熱爐 i 之燃料 j 輸入能量占比 % 

EGPJ,i,y=   
j

yj,i,PJ,jPJ,yj,i,PJ, EffNCVFC   .................................................式 3 

本專案依循減量方法第 28 點註腳 6，於確證時，使用歷史燃料用量及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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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資訊估算 EGPJ,i,y。另，本專案年減量超過 600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年，不適

用減量方法第 29 條公式(4)。 

參數 定義 單位 

FCPJ,i,j,y 
於 y 年，專案情境下熱媒鍋爐/加熱爐 i 運轉消耗之燃

料 j 用量 
kL、km3 

NCVPJ,j 專案情境下燃料 j 之淨熱值 kcal/kg 

EffPJ,i,j,y 
於 y 年，專案情境下熱媒鍋爐/加熱爐 i 使用燃料 j 運

轉之保守效率值 
% 

(2) 專案排放量 

PEy = 
ji

jPJjPJyjiPJ EFNCVFC
,

,,,,,  .................................................................式 4 

參數 定義 單位 

PEy y 年之專案排放量 tCO2e 

FCPJ,i,j,y 
於 y 年，專案情境下熱媒鍋爐/加熱爐 i 運轉消耗

之燃料 j 用量 
kL、km3 

NCVPJ,j 專案情境下燃料 j 之淨熱值 kcal/kg 

EFPJ,j 專案情境下燃料 j 之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tCO2/ kcal 

註：單位換算，1t=1,000kg。 

(3) 洩漏量  

依減量方法 AMS-III.AH.，本專案無須進行洩漏計算。(LEy =0) 

(4) 減量/移除量 

ERy = BEy – (PEy + LEy)  ...................................................................................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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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y y 年之洩漏排放量 tCO2e 

 

2. 所引用之預設數據與參數說明 

數據/參數 NCVBL, HFO 

數據單位 
Mcal/kL  

(於排放係數計算時，乘上轉換係數 4.1868×10-6，換算為 TJ/kL) 

描述 基線情境下重油之淨熱值 

數據來源 燃料供應商提供之檢測報告 

應用的數值 

由於各製程熱媒鍋爐/加熱爐燃燒機工程施作時間並不完全相

同，故各爐歷史(平均)值分開計算： 

SA-H1 9,357.238 DB-H1 9,460.796 

SA-H2 9,365.995 PD-H1 9,383.052 

DA-H1 9,38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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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選擇或 

量測方法和程序 

 引用燃料供應商中油公司提供之「重油品質試驗報告」，並依

各爐燃燒機施工前最近 3 年用量計算加權平均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參循 CDM 工具“Tool to calculate project or leakage CO2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ver.2)選項(a) 

  

 

數據/參數 NCVBL, OC 

數據單位 
Mcal/kL  

(於排放係數計算時，乘上轉換係數 4.1868×10-6，換算為 TJ/kL) 

描述 基線情境下助燃劑(OC)之淨熱值 

數據來源 燃料供應商提供之檢測報告 

應用的數值 

由於各製程熱媒鍋爐/加熱爐燃燒機工程施作時間並不完全相

同，故各爐歷史(平均)值分開計算： 

DA-H1 9,970.989 DB-H1 9,986.408 
 

數據選擇或 

量測方法和程序 

 引用燃料供應商聯超實業公司提供之「OC 化驗報告」，並依

各爐燃燒機施工前最近 3 年用量計算加權平均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參循 CDM 工具“Tool to calculate project or leakage CO2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ver.2)選項(a) 

 

 

數據/參數 NCVBL,DNP 

數據單位 
Mcal/kL  

(於排放係數計算時，乘上轉換係數 4.1868×10-6，換算為 TJ/kL) 

描述 基線情境下微硫燃料油(DNP)之淨熱值 

數據來源 檢測值 

應用的數值 

由於各製程熱媒鍋爐/加熱爐燃燒機工程施作時間並不完全相

同，故各爐歷史(平均)值分開計算： 

DA-H1 8,412.060 DB-H1 8,412.060 
 

數據選擇或 

量測方法和程序 

 引用本廠委外汎美科技公司提供之「DNP 檢驗報告」，並依

各爐燃燒機施工前最近 3 年用量計算加權平均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參循 CDM 工具“Tool to calculate project or leakage CO2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ver.2)選項(b) 

 

 

數據/參數 NCVBL,FG 

數據單位 
Mcal//km3 

(於排放係數計算時，乘上轉換係數4.1868×10-6，換算為TJ/km3) 

描述 基線情境下燃料氣之淨熱值 

數據來源 檢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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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數值 PD-H1 3,689.384 
 

數據選擇或 

量測方法和程序 

 引用本廠檢驗報告 

 依「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第五條」規範公

式，輸入廠內檢測之含碳比計算而得 

 依各爐燃燒機施工前最近 3 年用量計算加權平均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參循 CDM 工具“Tool to calculate project or leakage CO2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ver.2)選項(b) 

 

 

數據/參數 EFBL, HFO 

數據單位 tCO2/TJ 

描述 基線情境下重油之 CO2排放係數 

數據來源 國家公告值 

應用的數值 77.400 

數據選擇或 

量測方法和程序 

 引用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係數管理表」6.0.2 版之 IPCC 

“Residual Fuel Oil”排放係數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 

 

 

 

數據/參數 EFBL, OC 

數據單位 tCO2/TJ 

描述 基線情境下助燃劑(OC)之 CO2排放係數 

數據來源 質能平衡法 

應用的數值 77.544 

數據選擇或 

量測方法和程序 
 以成分檢測報告(熱值、密度及含碳比等) 數據計算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計算過程之「熱值」以 100~104 年檢測平均值計算 

 參循 CDM 工具“Tool to calculate project or leakage CO2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ver.2)選項(b) 

 

 

數據/參數 EFBL, DNP 

數據單位 tCO2/Mcal 

描述 基線情境下微硫燃料油(DNP)之 CO2排放係數 

數據來源 質能平衡法 

應用的數值 81.361 

數據選擇或  以成分檢測報告(熱值、密度及含碳比等) 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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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方法和程序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計算過程之「熱值」以 100~104 年檢測平均值計算 

 參循 CDM 工具“Tool to calculate project or leakage CO2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ver.2)選項(b) 

 

 

數據/參數 EFBL, FG 

數據單位 tCO2/Mcal 

描述 基線情境下燃料氣之 CO2排放係數 

數據來源 質能平衡法 

應用的數值 PD-H1 22.407 
 

數據選擇或 

量測方法和程序 

 引用 100~104 年燃料氣成分檢驗報告之「組成體積比例

(%)」，依「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第五條

規範公式計算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計算過程之「熱值」以 100~104 年檢測平均值計算 

 參循 CDM 工具“Tool to calculate project or leakage CO2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ver.2)選項(b)  

 

 

數據/參數 EffBL,i,j 

數據單位 % 

描述 基線情境下熱媒鍋爐/加熱爐 i 之燃燒效率 

數據來源 國際預設值 

應用的數值 

SA-H1 85.00% DB-H1 85.00% 

SA-H2 100.00% PD-H1 100.00% 

DA-H1 85.00%   
 

數據選擇或 

量測方法和程序 
 選用減量方法第 26 點之(d)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引用 CDM 工具“Tool to determine the baseline efficiency of 

thermal or electric energy generation systems”(ver.2), Appendix.  

 

 

數據/參數 αBL,i,j 

數據單位 % 

描述 基線情境下燃料 j 之能源占比 

數據來源 計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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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數值 

 於總供應熱能占比(%) 

重油 助燃劑(OC) 微硫燃料油(DNP) 燃料氣 

SA-H1 100.00 － － － 

SA-H2 100.00 － － － 

DA-H1 97.21 2.12 0.66 － 

DB-H1 2.38 92.61 5.01 － 

PD-H1 70.80 － － 29.20 
 

數據選擇說明或 

量測方法和程序 
 以歷史燃料用量及熱值等量測紀錄值計算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由於 SA-H1 燃料氣供應熱能占比(0.00088%)極小，忽略不計 

 SA-H1 燃料氣用量占比=(SA-H1 燃料氣歷史年均用量×燃料

氣淨熱值 )÷ [(SA-H1 重油歷史年均用量×重油淨熱值 )+ 

(SA-H1 燃料氣歷史年均用量×燃料氣淨熱值)] 

項目 歷史年均用量 熱值 熱能(Mcal) 占比(%) 

重油 1,101.328 kL 9,357.238 

Mcal/kL 

10,305,383.488 99.99912 

燃料氣 0.021 km3 4,403.092 

Mcal /km3 

91.051 0.00088 

合計 － － 10,305,474.539 － 
 

 

(二)減量/移除量計算 

(1) 基線排放量 

BEy =   
ji,

jBL,jBL,yj,i,BL, EFNCVFC  

FCBL,i,j,y = ji,BL,

ji,BL,jBL,

yi,PJ,

α
EffNCV

EG



 

EGPJ,i,y=   
j

yj,i,PJ,jPJ,yj,i,PJ, EffNCVFC  

於確證時，EGPJ,i,y 以各熱媒鍋爐/加熱爐歷史年均燃料用量、熱值等參數計

算，其中 FCBL,i,j,y 以專案實施前歷史年均用量(如附件四之 1.)計算，如表 7

所示。 

表 8 基線排放量計算數據 

設備編號/ 

單位 

EGPJ,y,j 

(Mcal) 

BEy 

(tCO2) 

SA-H1 8,759,653.358 3,339.55 

SA-H2 859,806.420 278.63 

DA-H1 68,693,183.599 26,198.85 

DB-H1 40,361,335.497 15,453.63 

PD-H1 74,888,712.482 19,2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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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93,562,691.356 64,503.56 

SA-H1 

參數 描述 單位 數值 

FCBL,SA-1,HFO,y 
於 y 年，在基線情境下 SA-H1

之重油用量 
kL 1,101.328  

NCVBL,SA-1,HFO 
在基線情境下 SA-H1 燃燒重油

之淨熱值  
Mcal/kL 9,357.238  

αBL,SA-1,HFO 
在基線情境下 SA-H1 重油用量

占該爐總輸入能源之比例 
% 100 

EffBL,SA-1,HFO 
在基線情境下 SA-H1 燃燒重油

之熱轉換效率  
% 85  

EFBL,HFO 
在基線情境下重油之 CO2排放

係數 
tCO2/TJ 77.400 

SA-H2 

參數 描述 單位 數值 

FCBL,SA-2,HFO,y 
於 y 年，在基線情境下 SA-H2

之重油用量 
kL 91.801 

NCVBL,SA-2,HFO 
在基線情境下 SA-H2 燃燒重油

之淨熱值  
Mcal/kL 9,365.995 

αBL,SA-2,HFO 
在基線情境下 SA-H2 重油用量

占該爐總輸入能源之比例 
% 100 

EffBL,SA-2,HFO 
在基線情境下 SA-H2 燃燒重油

之熱轉換效率  
% 100 

EFBL,HFO 
在基線情境下重油之 CO2排放

係數 
tCO2/TJ 77.400 

DA-H1 

參數 描述 單位 數值 

FCBL,DA,HFO,y 
於 y 年，在基線情境下 DA-H1

之重油用量 
kL 8,371.427  

NCVBL,DA,HFO 
在基線情境下DA-H1燃燒重油

之淨熱值  
Mcal/kL 9,384.835  

αBL,DA,HFO 
在基線情境下DA-H1重油用量

占該爐總輸入能源之比例 
% 97.21 

EffBL,DA,HFO 
在基線情境下DA-H1燃燒重油

之熱轉換效率  
% 85  

EFBL,HFO 
在基線情境下重油之 CO2排放

係數 
tCO2/TJ 77.400 

FCBL,DA,OC,y 
於 y 年，在基線情境下 DA-H1

之助燃劑(OC)用量 
kL 172.124  

NCVBL,DA,OC 
在基線情境下DA-H1燃燒助燃

劑(OC)之淨熱值  
Mcal/kL 9,970.989  

αBL,DA,OC 

在基線情境下 DA-H1 助燃劑

(OC)用量占該爐總輸入能源之

比例 

%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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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BL,DA,OC 
在基線情境下DA-H1燃燒助燃

劑(OC)之熱轉換效率  
% 85  

EFBL,OC 
在基線情境下助燃劑(OC)之

CO2排放係數 
tCO2/TJ 77.544 

FCBL,DA,DNP,y 
於 y 年，在基線情境下 DA-H1

之微硫燃料油(DNP)用量 
kL 63.577  

NCVBL,DA,DNP 
在基線情境下DA-H1燃燒微硫

燃料油(DNP)之淨熱值  
Mcal/kL 8,412.060  

αBL,DA,DNP 

在基線情境下DA-H1微硫燃料

油(DNP)用量占該爐總輸入能

源之比例 

% 0.66 

EffBL,DA,DNP 
在基線情境下DA-H1燃燒微硫

燃料油(DNP)之熱轉換效率  
% 85  

EFBL,DNP 
在基線情境下微硫燃料油

(DNP)之 CO2 排放係數 
tCO2/TJ 81.361 

DB-H1 

參數 描述 單位 數值 

FCBL,DB,HFO,y 
於 y 年，在基線情境下 DB-H1

之重油用量 
kL 119.325  

NCVBL,DB,HFO 
在基線情境下 DB-H1 燃燒重油

之淨熱值  
Mcal/kL 9,460.796  

αBL,DB,HFO 
在基線情境下 DB-H1 重油用量

占該爐總輸入能源之比例 
% 2.38 

EffBL,DB,HFO 
在基線情境下 DB-H1 燃燒重油

之熱轉換效率  
% 85  

EFBL,HFO 
在基線情境下重油之 CO2排放

係數 
tCO2/TJ 77.400 

FCBL,DB,OC,y 
於 y 年，在基線情境下 DB-H1

之助燃劑(OC)用量 
kL 4,403.486  

NCVBL,DB,OC 
在基線情境下 DB-H1 燃燒助燃

劑(OC)之淨熱值  
Mcal/kL 9,986.408  

αBL,DB,OC 

在基線情境下 DB-H1 助燃劑

(OC)用量占該爐總輸入能源之

比例 

% 92.61 

EffBL,DB,OC 
在基線情境下 DB-H1 燃燒助燃

劑(OC)之熱轉換效率  
% 85  

EFBL,OC 
在基線情境下助燃劑(OC)之

CO2排放係數 
tCO2/TJ 77.544 

FCBL,DB,DNP,y 
於 y 年，在基線情境下 DB-H1

之微硫燃料油(DNP)用量 
kL 282.927  

NCVBL,DB,DNP 
在基線情境下 DB-H1 燃燒微硫

燃料油(DNP)之淨熱值  
Mcal/kL 8,412.060  

αBL,DB,DNP 

在基線情境下 DB-H1 微硫燃料

油(DNP)用量占該爐總輸入能

源之比例 

%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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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描述 單位 數值 

EffBL,DB,DNP 
在基線情境下 DB-H1 燃燒微硫

燃料油(DNP)之熱轉換效率  
% 85  

EFBL,DNP 
在基線情境下微硫燃料油

(DNP)之 CO2排放係數 
tCO2/TJ 81.361 

PD-H1 

參數 描述 單位 數值 

FCBL,PD,HFO,y 
於 y 年，在基線情境下 PD-H1

之重油用量 
kL 5,650.486  

NCVBL,PD,HFO 
在基線情境下 PD-H1 燃燒重油

之淨熱值  
Mcal/kL 9,383.052  

αBL,PD,HFO 
在基線情境下 PD-H1 重油用量

占該爐總輸入能源之比例 
% 70.80 

EffBL,PD,HFO 
在基線情境下 PD-H1 燃燒重油

之熱轉換效率  
% 100  

EFBL,HFO 
在基線情境下重油之 CO2排放

係數 
tCO2/TJ 77.400 

FCBL,PD,FG,y 
於 y 年，在基線情境下 PD-H1

之燃料氣用量 
km3 5,927.795  

NCVBL,PD,FG 
在基線情境下 PD-H1 燃燒燃料

氣之淨熱值 
Mcal/km3 3,689.384  

αBL,PD,FG 
在基線情境下 PD-H1 燃料氣用

量占該爐總輸入能源之比例 
% 29.20 

EffBL,PD,FG 
在基線情境下 PD-H1 燃燒燃料

氣之熱轉換效率  
% 100  

EFBL,FG,PD 
在基線情境下 PD 製程氣之 CO2

排放係數 
tCO2/TJ 22.407 

 

(2) 專案排放量 

PEy = 
ji

jPJjPJyjiPJ EFNCVFC
,

,,,,,  

於確證時，FCPJ,i,j,y 以減量方法公式 2 及公式 3 回推計算，專案排放量計算

數據如表 8。 

 

 

表 9 專案排放量計算數據 

設備編號/ 

單位 

PEy 

(tCO2) 

SA-H1 2,465.78 

SA-H2 250.87 

DA-H1 17,458.34 

DB-H1 11,142.54 

yj,i,PJ,jPJ,

ji,BL,yi,PJ,
yj,i,PJ,

EffNCV

αEG
FC








23 

PD-H1 16,351.80 

合計 47,669.32 

SA-H1 

參數 描述 單位 數值 

FCPJ,SA-1,NG,y 
於 y 年，在專案情境下 SA-H1

之天然氣用量 
km3 1,184.674 

NCVPJ,NG 在專案情境下天然氣之淨熱值  Mcal/km3 8,861.55 

EffPJ,SA-1,NG,y 
於 y 年，在專案情境下 SA-H1

燃燒天然氣之熱轉換效率  
% 83.44 

EFPJ,NG 
在專案情境下天然氣之 CO2排

放係數 
tCO2/TJ 56.100 

SA-H2 

參數 描述 單位 數值 

FCPJ,SA-2,NG,y 
於 y 年，在專案情境下 SA-H2

之天然氣用量 
km3 120.530 

NCVPJ,NG 在專案情境下天然氣之淨熱值  Mcal/km3 8,861.55 

EffPJ,SA-2,NG,y 
於 y 年，在專案情境下 SA-H2

燃燒天然氣之熱轉換效率  
% 80.50 

EFPJ,NG 
在專案情境下天然氣之 CO2排

放係數 
tCO2/TJ 56.100 

DA-H1 

參數 描述 單位 數值 

FCPJ,DA,NG,y 
於 y 年，在專案情境下 DA-H1

之天然氣用量 
km3 8,307.536  

NCVPJ,NG 在專案情境下天然氣之淨熱值  Mcal/km3 8,861.55 

EffPJ,DA,NG,y 
於 y 年，在專案情境下 DA-H1

燃燒天然氣之熱轉換效率  
% 92.69 

EFPJ,NG 
在專案情境下天然氣之 CO2排

放係數 
tCO2/TJ 56.100 

FCPJ,DA,DNP,y 
於 y 年，在專案情境下 DA-H1

之微硫燃料油(DNP)用量 
kL 58.300  

NCVPJ,DNP 
在專案情境下微硫燃料油

(DNP)之淨熱值  
Mcal/kL 8,412 

EffPJ,DA,DNP,y 

於 y 年，在專案情境下 DA-H1

燃燒微硫燃料油(DNP)之熱轉

換效率  

% 92.69 

EFPJ,DNP 
在專案情境下微硫燃料油

(DNP)之 CO2排放係數 
tCO2/TJ 81.36 

DB-H1 

參數 描述 單位 數值 

FCPJ,DB,NG,y 
於 y 年，在專案情境下 DB-H1

之天然氣用量 
km3 4,972.837  

NCVPJ,NG 在專案情境下天然氣之淨熱值  Mcal/km3 8,86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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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描述 單位 數值 

EffPJ,DB,NG,y 
於 y 年，在專案情境下 DB-H1

燃燒天然氣之熱轉換效率  
% 87.00 

EFPJ,NG 
在專案情境下天然氣之 CO2排

放係數 
tCO2/TJ 56.100 

FCPJ,DB,DNP,y 
於 y 年，在專案情境下 DB-H1

之微硫燃料油(DNP)用量 
kL 276.423  

NCVPJ,DNP 
在專案情境下微硫燃料油

(DNP)之淨熱值  
Mcal/kL 8,412 

EffPJ,DB,DNP,y 

於 y 年，在專案情境下 DB-H1

燃燒微硫燃料油(DNP)之熱轉

換效率  

% 87.00 

EFPJ,DNP 
在專案情境下微硫燃料油

(DNP)之 CO2排放係數 
tCO2/TJ 81.36 

PD-H1 

參數 描述 單位 數值 

FCPJ,PD,NG,y 
於 y 年，在專案情境下 PD-H1

之天然氣用量 
km3 6,744.897  

NCVPJ,NG 在專案情境下天然氣之淨熱值  Mcal/km3 8,861.55 

EffPJ,PD,NG,y 
於 y 年，在專案情境下 PD-H1

燃燒天然氣之熱轉換效率  
% 88.70 

EFPJ,NG 
在專案情境下天然氣之 CO2排

放係數 
tCO2/TJ 56.100 

FCPJ,PD,FG,y 
於 y 年，在專案情境下 PD-H1

之燃料氣用量 
km3 6,682.645  

NCVPJ,FG,PD 
在專案情境下 PD 燃料氣之淨熱

值  
Mcal/km3 3,689.38 

EffPJ,PD,FG,y 
於 y 年，在專案情境下 PD-H1

燃燒燃料氣之熱轉換效率  
% 88.70 

EFPJ,FG,PD 
在專案情境下 PD 燃料氣之 CO2

排放係數 
tCO2/TJ 22.4073 

 

(3) 洩漏量  

LEy =0 

 

(4) 減量/移除量 

ERy = BEy – (PEy + LEy) 

設備 

編號 

y 年之基線排放量

(tCO2e) 

y 年之專案排放量

(tCO2e) 

y 年之洩漏排

放量(tCO2e) 

預估排放減量

(tCO2e) 

SA-H1  3,339.55  2,465.78  0  873.77  

SA-H2 278.63   250.87  0  27.76  

DA-H1 26,198.85   17,458.34  0   8,740.51   

DB-H1 15,453.63   11,142.54  0   4,3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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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H1 19,232.91   16,351.80  0 2,881.11   

合計 64,503.56     47,669.32 0   16,834.24     

(三)計入期計算摘要 

本專案依據環保署「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104.12.31)」，選擇以 10 年(固

定型)為專案計入期，初步規劃減量效益計算期間為 107 年 1 月 1 日~116 年 12 月 31

日，則於計入期內各年度之減量計算摘要如表 9 所示。 

未來申請額度時，本專案計入期將依註冊通過日期進行調整，且於監測期間，若

邊界內之鍋爐/加熱爐空污排放未符合當年度標準，則該設備該期間之減碳效益不予

計算。 

未來如「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等環保法規實施後之改變： 

(1) 若為了符合新法規而採取降低空污作為(例如再加裝空污防制設備)以致連帶有

CO2排放量的降低時，其 CO2降低量將不予認可。 

(2) 如為了符合新法規實施降低空污之措施，產生 CO2排放增量，則未來核發量則

應扣除。 

(3) 若未來新法實施後本專案情境原已可符合新法，不需再進行降低空污措施，其申

請額度皆不受影響。 

表 10 專案執行期間溫室氣體減量表 

單年期間 

(民國年/月/日) 

基線排放量 

(公噸 CO2e ) 

專案活動排放量 

(公噸 CO2e ) 

洩漏量 

(公噸 CO2e ) 

總減量/移除量 

(公噸 CO2e ) 

107/01/01~107/12/31 64,503.56 47,669.32 0 16,834 

108/01/01~108/12/31 64,503.56 47,669.32 0 16,834 

109/01/01~109/12/31 64,503.56 47,669.32 0 16,834 

110/01/01~110/12/31 64,503.56 47,669.32 0 16,834 

111/01/01~111/12/31 64,503.56 47,669.32 0 16,834 

112/01/01~112/12/31 64,503.56 47,669.32 0 16,834 

113/01/01~113/12/31 64,503.56 47,669.32 0 16,834 

114/01/01~114/12/31 64,503.56 47,669.32 0 16,834 

115/01/01~115/12/31 64,503.56 47,669.32 0 16,834 

116/01/01~116/12/31 64,503.56 47,669.32 0 16,834 

總 計 645,035.6 476,693.2 0 168,340 

計入期總年數 10 

計入期年平均 64,503.56 47,669.32 0 16,834 

 

 

四、監測計畫 

(一)應被監測之數據與參數 
 

數據/參數 FCPJ,I,NG,y 

數據單位 km³ 

描述 專案實施後燃料天然氣之用量 

數據來源 量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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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數值 

SA-H1 1,184.674 DB-H1 4,972.837 

SA-H2 120.530 PD-H1 6,744.897 

DA-H1 8,307.536   
 

量測方法和程序 以各熱媒鍋爐/加熱爐天然氣流量計量測 

監測頻率 連續量測(每日記錄、每月彙整) 

QA/QC 程序 

 操作人員定期確認流量計之準確性，並進行維護及校正，校

正期間至少每 3 年內進行 1 次 

 依循廠內「流量傳送器校正辦法(渦流式)」(WI-IE-XX)辦理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確證時，依減量方法第 25 點公式 3 估算(以重油(HFO)與助

燃劑(OC)歷史年均總熱能除天然氣熱值計算) 

 於本專案註冊後，將以天然氣流量計連續量測 

 

數據/參數 FCPJ,I,DNP,y 

數據單位 kL 

描述 專案實施後微硫燃料油(DNP)之用量 

數據來源 量測值 

應用的數值 
DA-H1 58.300 

DB-H1 276.423 
 

量測方法和程序 以液位計量測 

監測頻率 連續量測(每日記錄、每月彙整) 

QA/QC 程序 

 操作人員定期確認液位計之準確性，並進行維護校正，校正

期間至少每 3 年內進行 1 次 

 依循廠內「流量傳送器校正辦法(差壓式)」(WI-IE-064)辦理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確證時，假設生產狀況與基線情境相同，暫引用各製程熱媒

鍋爐/加熱爐歷史年均微硫燃料油(DNP)用量計算 

 專案實施後將以實際量測值計算 

 

數據/參數 FCPJ,I,FG,y 

數據單位 km³ 

描述 專案實施後燃料氣之用量 

數據來源 流量計連續量測值 

應用的數值 PD-H1 6,682.645 
 

量測方法和程序 以流量計量測 

監測頻率 連續量測(每日記錄、每月彙整) 

QA/QC 程序 

 操作人員定期確認流量計之準確性，並進行維護校正，校正

期間至少每 3 年內進行 1 次 

 依循廠內「流量傳送器校正辦法(差壓式)」(WI-IE-064)辦理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確證時，假設生產狀況與基線情境相同，暫引用各製程熱媒

鍋爐/加熱爐歷史年均燃料氣用量計算 



27 

 專案實施後將以實際量測值計算 

 

數據/參數 EffPJ,i,j,y 

數據單位 % 

描述 專案實施後熱媒鍋爐/加熱爐 i 之燃燒效率 

數據來源 
SA-H1、SA-H2：設備商設計值 

DA-H1、DB-H1、PD-H1：量測計算值 

應用的數值 

SA-H1 83.44 DB-H1 87.00 

SA-H2 80.50 PD-H1 88.70 

DA-H1 92.69   
 

量測方法和程序 

 SA-H1、SA-H2：引用 CDM 工具“Tool to determine the 

baseline efficiency of thermal or electric energy generation 

systems”(ver.2), Option D 

 DA-H1、DB-H1、PD-H1：以燃料用量及製程產量運轉紀錄

進行效率計算 

監測頻率 

 SA-H1、SA-H2：採事前(ex ante)確認，於確證時確認後即為

定值 

 DA-H1、DB-H1、PD-H1：每月 1 次 

QA/QC 程序 
技術部人員確認各參數來源及引用數值正確，並妥善保存相

關佐證資料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DA、PD 採用廠內 105 年 6 月實測紀錄累計平均值計算；DB

由於尚未完成改善，故暫引用 CDM baseline 工具中 old 

natural gas fired boiler 預設值計算，如附件四之 2. 

 考量 SA 製程為批次生產，運轉過程 SA-H1、SA-H2 加熱爐

燃燒效率計算差異大(不確定性高)，故依國際 CDM 工具，

以設備商提供設定值計算，採事前確認。 

 

數據/參數 EFPJ,NG,y 

數據單位 tCO2/TJ 

描述 專案實施後天然氣之 CO2排放係數 

數據來源 預設值(國家公告) 

應用的數值 56.100 

量測方法和程序 
引用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係數管理表」6.0.2 版之 IPCC 天

然氣排放係數 

監測頻率 1 年 1 次 

QA/QC 程序 
管理人員應定期確認政府公告值是否更新，並妥善保存相關

佐證資料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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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參數 EFPJ,DNP,y 

數據單位 tCO2/Mcal 

描述 專案實施後微硫燃料油(DNP)之 CO2排放係數 

數據來源 量測計算值(質能平衡法) 

應用的數值 81.361 

量測方法和程序 以 DNP 成分檢測報告(熱值、密度及含碳比等) 數據計算 

監測頻率 1 年 1 次 

QA/QC 程序 
管理人員應確認相關參數數據來源及計算方法與當年度「溫

室氣體盤查清冊」一致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於確證時，假設 EFPJ,DNP,y = EFBL,DNP,y；專案實施後，將以相

關參數實際檢測值計算 

 

數據/參數 EFPJ,FG,y 

數據單位 tCO2/Mcal 

描述 專案實施後燃料氣之 CO2排放係數 

數據來源 量測計算值(質能平衡法) 

應用的數值 PD-H1 22.407 
 

量測方法和程序 
引用燃料氣成分檢驗報告之「組成體積比例(%)」，依「揮發性

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第五條規範公式計算 

監測頻率 1 年 1 次 

QA/QC 程序 
管理人員應確認相關參數數據來源及計算方法與當年度「溫室

氣體盤查清冊」一致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於確證時，假設 EFPJ,FG,y = EFBL,FG,y；專案實施後，將以相關

參數實際檢測值計算 

 

數據/參數 NCVPJ,NG 

數據單位 
Mcal/km3 

(於排放係數計算時，乘上轉換係數4.1868×10-6，換算為TJ/km3) 

描述 專案實施後天然氣之淨熱值 

數據來源 燃料供應商提供之檢測報告 

應用的數值 8,861.55 

量測方法和程序 引用燃料供應商(欣雄公司)提供之天然氣熱值檢測報告計算 

監測頻率 1 年 1 次 

QA/QC 程序 
管理人員應確認燃料供應商提供之檢測報告中資訊充足，且

計算所引用數值正確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於確證時，暫依決策前 1 年 (100 年)，欣雄公司提供(鳳山 GC)

檢測報告數據計算，如附件四之 2. 

 

數據/參數 NCVPJ,D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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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單位 
Mcal/kL  

(於排放係數計算時，乘上轉換係數 4.1868×10-6，換算為 TJ/kL) 

描述 專案實施後微硫燃料油(DNP)之淨熱值 

數據來源 檢測值 

應用的數值 8,412.06 

量測方法和程序 取本廠 DNP 委外檢測 

監測頻率 1 年 1 次 

QA/QC 程序 
管理人員應確認檢測廠商提供之檢測報告中資訊充足，且計算

所引用數值正確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確證時，暫引用歷史檢測值年平均計算，如附件四之 1. 

 

數據/參數 NCVPJ,FG 

數據單位 
Mcal/km3 

(於排放係數計算時，乘上轉換係數4.1868×10-6，換算為TJ/km3) 

描述 專案實施後燃料氣之淨熱值 

數據來源 檢測值 

應用的數值 PD-H1 3,689.384 
 

量測方法和程序 

 引用本廠檢驗報告 

 依「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第五條」規範公

式，輸入廠內檢測之組成體積比例計算而得  

監測頻率 1 季 1 次 

QA/QC 程序 

 操作人員定期確認檢測儀器之準確性，並進行維護校正，校

正期間至少每 3 年內進行 1 次) 

 管理人員應定期確認檢測報告中資訊充足，且計算所引用數

值正確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於確證時，假設 NCVPJ,DFG= NCVBL,FG；專案實施後，將以相

關參數實際檢測值計算 

(二)抽樣計畫 

不適用。本專案邊界涵蓋各熱媒鍋爐/加熱爐減量計算參數，將依減量方法規範

進行量測與計算。 

(三)監測計畫其他要素 

1.監測組織與人員  

本廠針對本專案監測相關作業，建立一工作團隊，其組成架構及相關

權責分工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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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本專案監測組織與分工 

2.數據蒐集與管理流程  

本專案主要監測數據收集、計算流程如圖 7 所示。  

 

 製造部 技術部 環安部 

燃
料
用
量 

   

燃
料
熱
值 

 

 

 

 

  

圖 8 本專案監測數據蒐集與管理流程 

3.數據及佐證資料保存  

依環保署「溫室氣體查驗指引(99.12)」規範，抵換專案相關資料保存至少

至專案計入期結束後的 2 年，故本專案減量計算參數資料來源之現場存檔或

檔案備份，其所有的數據將被妥善保存 12 年(專案計入期 10 年+2 年)。 

 

五、專案活動期程描述 

(一)專案活動執行期間 

本公司自民國 100 年著手製程燃料能源減碳計畫，於 101 年經廠內高層決議後，

逐步展開製程熱媒鍋爐/加熱爐燃油更換為天然氣之工程評估、招標及施作。本專案

共分為 3 階段執行，於第 1 階段(102 年~103 年)完成製程 SA 熱媒鍋爐/加熱爐改善施

工與驗收，於第 2 階段完成(103 年~104 年)完成製程 PD 及 DA 熱媒鍋爐/加熱爐改善

數據彙整與

計算(每月) 

數據比對 

、分析 

數據

保存 

數據

備分 

現場抄錶紀

錄(每日) 

計算各熱媒鍋爐/

加熱爐總熱能 

天然氣、燃料氣流量計 

製程操作壓力、溫度 

天然氣熱值 

(每月欣雄提供) 

OC、DNP 液位計 

OC 熱值 
(聯超提供) 

DNP、燃料氣熱值 
(廠內/委外化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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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與驗收，第 3 階段之 DB製程天然氣管線主幹道已設置，燃燒機已於 104 年設計、

發包，預訂於 106 年安裝、試運轉。相關工程實施(預定)期程如表 8 所示。 

表 8 各製程熱媒鍋爐/加熱爐燃料替代工程執行相關期程 

階

段 

製程/ 

設備 

天然氣管線

簽約 

燃燒機簽約/

發包 

燃燒機製造

完成 
施工 完工/驗收 

I SA-H1 101/10 101/10/31 102/04 102/07/23~ 102/08/28 103/04/01 

SA-H2 101/10 101/10/31 102/04 102/07/23~ 102/08/28 103/04/01 

II PD-H1 101/10 103/02 103/10 103/11/22 ~ 104/01/06 104/02/01 

DA-H1 101/10 103/02 103/10 103/11/22 ~ 104/01/06 104/02/01 

III DB-H1 101/10 103/08 104/02 預定 106/12~ 106/12~ 

 

參循 CDM 設備剩餘壽齡評估工具選項(b)專家評估(Obtain an expert evaluation)，

本廠委請專業之檢測公司依循美國石油學會(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制定標準 

(API 510)針對本專案各製程熱媒鍋爐/加熱爐進行爐管測厚，用以計算腐蝕率與剩餘

壽齡，該評估報告指出本專案各製程熱媒鍋爐/加熱爐剩餘壽命至少尚餘 20 年。 

此外，熱媒鍋爐/加熱爐為各製程生產熱源，無熱源製程即無法生產，故本廠持

續針對熱媒鍋爐/加熱爐定期實施維護保養。依廠內每月記錄之「自動檢查表」及 檢

單位每年核發之「鍋爐定期檢查結果報告表」(鍋爐檢查合格證)，本專案各製程熱媒

鍋爐/加熱爐無重大歷史損壞事件。 

各製程熱媒鍋爐/加熱爐持續定期實施維護保養，無設計錯誤或缺陷，且於專案

實施前未曾發生因工業意外等影響鍋爐操作、性能表現之情況，亦未曾進行汰換，故

預期至少可正常運作至 125 年以後。(設備剩餘壽齡評估相關佐證說明如附件二) 

本專案依環保署「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 (104.12.31)」第二條第四項，選

擇以減量措施「完成發包簽約」(第 1 階段天然氣管線工程合約簽訂日期 101 年 10 月

25 日)作為起始日，專案結束日期為 125 年 12 月 31 日，執行年限共 24 年。 

 

(二)專案計入期 

依據環保署「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 (104.12.31)」第七條第五項，本專案

選擇以 10 年(固定型)作為專案計入期，初步規劃減量效益計算期間為 107 年 1 月 1

日~116 年 12 月 31 日。 

 

六、環境衝擊分析  

本專案熱媒鍋爐/加熱爐改以較潔淨的天然氣為主之燃燒模式，其專案範圍在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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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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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鍋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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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施工所可能產生的噪音、

廢棄物等環境問題亦遵守法規規定。另針對施工期間可能造成之交通阻礙進行交通管

制疏導。 

(二)專案活動執行減量期間 

在熱媒鍋爐/加熱爐燃料轉換專案工作改造後，以乾淨、低污染性及低溫室氣體排

放的天然氣替代重油。由於使用天然氣作為燃料所產生的空氣污染物硫氧化物、氮氧

化物、粒狀物均大幅減少，同時產生的二氧化碳遠低於燃料油，可降低對環境衝擊；

由於以專用管線輸送天然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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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公眾意見描述  

(一)利害相關者鑑別 

由於本專案為既有設備之改造，所有之改善工作，皆為熱媒鍋爐/加熱爐內部之

燃燒系統改造作業。而天然氣供氣管線及設備之鋪設與設置，亦在本公司廠區鄰近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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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法規規定及加強防制。在熱媒鍋爐/加熱爐燃料轉換專案工作改造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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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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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案之實施直接影響對象依重要性可區分為第一線「運轉操作人員」、第二線

「熱媒鍋爐/加熱爐系統設備商、維修保養廠商」、第三線「公司/工廠其他員工」及

第四線「鄰近工廠/居民/一般大眾」，如表 9 所示。 

表 10 公眾意見調查對象 

類別 定義 對象人員 

第一線 
與專案技術活動/設備常態運轉直

接相關人員 

熱媒鍋爐/加熱爐運轉操作同仁、相關/

鄰近製程運轉操作同仁 

第二線 
與專案技術活動實施部分過程相關

人員 

熱媒鍋爐/加熱爐系統設備商、維修保

養廠商、燃料供應商(如欣雄天然氣) 

第三線 於專案活動實施場域內其他人員 
廠內其他部門同仁/主管、集團公司同

仁/主管 

第四線 

與專案活動非直接相關，但可能因

專案活動對環境/社會/經濟之影響

而間接相關人員 

附近居民、鄰近工廠、工業區服務中

心、一般大眾等 

(二)利害相關者(公眾)意見蒐集 

為使利害相關者充分暸解專案執行內容，並提供其發表意見之平台，以確認並降

低專案活動對利害相關者造成之影響，本公司依據影響的對象層面，設計「和益化工

製程熱媒鍋爐/加熱爐燃料替代抵換專案」公眾意見調查表，內容共計有 8 個提問，

針對可能影響之對象分別發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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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廠已於 105 年 10 月完成公眾意見調查表發送 48 份，合計收回 48   份，各

線人員平均回收率達 100 % 。針對調查對象人數分析，以第四線(地區居民)31 人占

比 65%為最多(如圖 8)，受訪者分布地區包括溪洲里、王公里、西汕里、北汕里、林

家里等逾 10 個里區約占林園區鄉里之半數，顯示地區居民對於環境議題關心較高。 

 

 

 

 

 

 

 

 

 

 

 

 

 

 

圖 9 利害相關者(公眾)意見蒐集對象分析 

(三)利害相關者(公眾)意見總結 

在問卷調查之過程，受訪者針對本專案多表示肯定與支持，調查結果如表 10 所

示，針對公眾意見 1~4 問題，主要是針對受訪者對於全球暖化、和益近年減碳行動、

燃氣取代燃油及此替代專案的影響認知，依受訪結果，受訪者普遍聽過全球暖化之名

詞，並了解和益持續進行的減碳活動，對於天然氣取代燃油減碳專案可減少碳排放及

對整體環境的影響皆是秉持著正面看法。 

而針對公眾意見第 5 題專案正面影響，有 98%的受訪者認為可以減少環境污染、

81%的受訪者認為可符合潔淨能源政策，90%的受訪者認為可提升鍋爐操作效率，79%

的受訪者認為可促進異業合作。 

而針對公眾意見第 6 題專案負面影響有 56%的受訪者認為天然氣有管線洩漏風

險，本廠已於天然氣進廠減壓站設置壓力偵測設備，來防止氣體洩漏，29%的受訪者

認為施工會有噪音問題，本廠已加強施工控管，減少噪音產生，33%的受訪者認為會

有爐體相容性不佳問題，此點已與日本技師充分討論，並不會有相容性不佳問題，35%

的受訪者認為施工車輛會影響交通，本廠已請守衛密切注意車輛進廠動向並協助指揮

車輛進場，避免交通堵塞。 

  

資料來源：高雄市里政資訊網 



34 

而針對公眾意見第 7 題專案負面影響的注意事項，有 48%的受訪者認為要加強

管線巡檢，35%的受訪者認為需要注意施工噪音振動及爐體相容性，31%受訪者認為

需要注意車輛進出控制。而第 8 題全體受訪者皆尊重專業、全力支持。問卷範例如附

件六。 

整體而言，利害相關者全數贊成本專案之執行，顯見本專案之影響屬於正面且對

於環境永續提供積極之貢獻。 

另外，本公司將藉由參予政府成果發表會、安環會議等場合，對內、外進行本計

畫改善過程宣導及本廠為節能減碳及減少空氣污染所做之努力及成效，以示本廠善盡

溫室氣體減量之決心。 

表 11  公眾意見調查結果分析 

題號 問題 對象 
回答 

是(正面) 否(負面) 

1 您是否知道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為近年

來備受關注的環境議題之ㄧ? 

第一線 11 0 

第二線 2 0 

第三線 4 0 

第四線 31 0 

2 您是否知道和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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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線 11 0 

第二線 2 0 

第三線 4 0 

第四線 31 0 

3 您是否知道天然氣是相對潔淨的能源，

且熱媒鍋爐/加熱爐使用天然氣可以減

少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一線 11 0 

第二線 2 0 

第三線 4 0 

第四線 31 0 

4 您認為本廠執行熱媒鍋爐/加熱爐燃料

替代專案，對地方社會、經濟及環境的

影響為何？ 

第一線 11 0 

第二線 2 0 

第三線 4 0 

第四線 31 0 

 

題號 問題 對象 回答 

5. 

承第 4 題，您認為

本燃料替代專案

可能帶來的正面

影響為何? (可複

選) 

 

減少製程生

產對環境污

染 

響應政府促

進使用潔淨

能源政策 

提升熱媒鍋

爐 /加熱爐運

轉/操作效率 

促進異業合

作 (燃料商－

工廠－設備

商) 

第一線 11 11 11 11 

第二線 2 2 2 2 

第三線 4 4 4 4 

第四線 30 22 2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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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承第 4 題，您認為

本燃料替代專案

可能帶來的負面

影響為何? (可複

選) 

 

天然氣管路

洩漏風險 

施工過程噪

音及震動頻

繁 

新燃燒機與

既有爐體相

容性不佳，影

響製程穩定

性 

施工過程設

備運輸車輛

進出頻繁影

響廠內 /鄰近

交通 

第一線 11 0 0 0 

第二線 0 0 0 1 

第三線 3 0 0 0 

第四線 13 14 16 16 

7. 

承第 6 題，您認為

在本燃料替代專

案執行時，需注意

何種事項以減輕

可 

 

加強天然氣

管路洩漏巡

檢 

落實施工噪

音及震動管

控措施 

新燃燒機與

既有爐體相

容性不佳，影

響製程穩定

性 

施工期間設

備載運車輛

進出控制 

第一線 11 0 0 0 

第二線 0 0 0 0 

第三線 0 0 0 0 

第四線 12 17 17 15 

8 是否尚有其他寶

貴意見?   

 是，請簡要說明 否，尊重專業，全力支持 

第一線 0 11 

第二線 0 2 

第三線 0 4 

第四線 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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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專案執行相關單位基本資料 
 

附表、專案執行相關單位基本資料 

申 請 單 位 

單位名稱 和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04312878 

單位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2 段 206 號 14 樓 

聯絡人  聯絡電話 (02) 25071234 

電子郵件 @fucc.com.tw 傳真號碼 (02) 25071664 

 

實 際 減 量 單 位 

單位名稱 和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04312878 

單位地址 高雄市林園區石化三路 9 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07) 6412921 

電子郵件 @fucc.com.tw 傳真號碼 (07) 642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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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引用減量方法之適用性 

1.專案活動內容：低碳燃料轉換 

(1) 2014CSR 報告書(摘錄) 

 

 

 

 

 

 

 

 

 



iii 

(2)製程加熱爐燃料更換天然氣起始會議紀錄(摘錄) 

 

 

 

 

 

 

 

 



iv 

2.專案實施標的(SA/DA/DB/PD 熱媒鍋爐/加熱爐燃燒機，共 5 座) 

SA-H1 燃燒機更新前 SA-H1 燃燒機更新後 

 

 

 

 

SA-H2 燃燒機更新前 SA-H2 燃燒機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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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1 燃燒機更新前 DA-H1 燃燒機更新後 

 

 

 

 

PD-H1 燃燒機更新前 PD-H1 燃燒機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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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H1 燃燒機更新前 DB-H1 新購燃燒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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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備剩餘壽命評估說明 

(1)專家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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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全公司營業登記證 

 

 

(2)維護保養紀錄 

A.廠內自動檢查表(參考例) 



xi 

 
 

 

 

 

B.鍋爐定期檢查結果報告(參考例) 



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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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外加性說明 

1.法規外加性佐證 

(1)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摘錄) 

SA DA 

  
DB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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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雄市空氣污染總量管制計畫公告資訊摘錄 

 
資料來源：1040626 新聞附件-高屏總量管制計畫-公告 

 

 

 

 

 

 

 

 

 

 

 

 

 

 

 

 

 

 

 

 

 

 

 

 

資料來源：高屏地區總量管制計畫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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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雄市空氣污染總量管制計畫與本專案推動期程對照 

 

 

 

 

 

 

 

 

 

 

 

 

 

 

 

 

(4)高雄市空氣污染總量管制認可函(摘錄) 

 

 

 

 

 

 

 

 

 

 

 

 

 

 

 

 

 

 

100 103/04/01 101.10.31 101.07 

廠內燃料能源

減碳計畫 

製程加熱爐更

換天然氣起始

會議 

101.10.25 

與欣雄管線

簽約 

SA/PD/DA/

DB 

SAH1/SAH2 

燃燒機 

簽約/發包 

SAH1/SAH2 

完工 

年 

本專案推動重要時間點 

103.08.13 

103.11 

103.12.12 

103/02 104.02.01 

PD-H1/DA-

H1 完工 

PD-H1/DA-

H1 燃燒機 

簽約/發包 

修正公告高雄市及屏東

縣之臭氧及懸浮微粒仍

為三級防制區 

與經濟部召開

協商公聽會 

預告訂定『高屏

地區空氣汙染

物總量管制計

畫草案』 

104.06.30 

104.01.07 

召開草案 

公聽會 

高屏總量管制推動重要時間點 

(專案起始日) 

正式公告 

(削減認可排放

量 5%) 

105.12.31 
完成認可量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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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專案即便未實施，NP/RH/RS 之減量已達總量管制規定說明 

 
(6)專案改案後皆符合鍋爐加嚴排放標準(草案) 

資料來源：本廠歷年檢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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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固定污染源削減量差額申請審查作業指引 

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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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雄市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 

 

 

 

 
資料來源：106年高雄市區域防制措施 V2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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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資障礙分析 

(1)燃料成本 

基本資料 單位 數值 備註 

重油(低硫燃料油

0.5%)單價 
元/公秉 19,500 專案評估(決策)前 1年平均價格 

重油(低硫燃料油

0.5%)年用量 
公秉 15,334.37 

專案實施前各鍋爐、加熱爐重油歷史年平均用量加

總(與減量計算使用數值一致) 

重油(低硫燃料油

0.5%)年運輸費 
元 330,279 每公秉新台幣 22 元(含稅) 

助燃劑(OC)單價 元/公秉 18,190 專案評估(決策)前 1 年平均價格 

助燃劑(OC)年用量 公秉 4,575.61 
專案實施前各鍋爐、加熱爐重油歷史年平均用量加

總(與減量計算使用數據來源一致) 

助燃劑(OC)年運輸費 元 0 無 

總燃料年成本 元 382,594,847 基線情境 

天然氣單價 NTD/km3 20,890 專案評估(決策)報價(含稅) 

天然氣年用量 km3 21,330.47 

依專案實施前各鍋爐、加熱爐燃料油(重油+OC)歷

史年平均用量及熱值推估(與減量計算使用數值一

致) 

天然氣錶租費用 元/年 2,630 每月 2,630 元 

總燃料年成本 元 445,596,230 專案情境 

折現率   2.65% 
專案評估(決策)前，公司近 3 年資金成本率(WACC)

平均值   

(2)各項設備投資/營運成本 

項目 基線情境 (重油) 專案情境 (天然氣) 備註 

專案活動初設成本 

& 設備投資 (NTD) 
0  39,357,135  

燃燒機、減壓站、天然氣配管、

儀表設備、施工費用等 

燃料成本 (NTD/年) 382,594,847  445,596,230    

營運及維護(Q&M)成

本 
1,759,900  1,257,200  

加熱爐輻射區爐管清理工程、對

流區 FIN 乾冰噴洗等 

空污費 406,440  3  

基線情境計算依據：專案評估

(決策)前 1年(100年第 1~4季)

空污費 

設備殘值 0  137,143   

SA-H1 及 SA-H2 為民國 97 年 7

月及 9 月製造，並於 102 年 7 月

進行燃燒機改造；以廠內燃燒機

耐用年限 7 年攤提，至改善時

(102/7)尚有約 2 年之殘值。 

參考 PD 重油鍋爐報價，燃油燃

燒機 1 座 80,000 元，SA-H1 有 5

座、SA-H2 有 1 座，合計 480,000

元，攤提 7 年，每年折舊 68,571

元。 

SA 剩餘殘值為 2 年×68,571 元。 

折舊 0  1,355,344  以直線法計算，並以 17%為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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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基線情境 (重油) 專案情境 (天然氣) 備註 

抵減金額(17%為財政部營利事

業所得稅規範) 

專案活動總投資費用 0  39,219,992     

 

※專案投入經費 

項目/名稱 價格(含稅) 資料來源 備註 

(1)燃燒機更新 31,740,677 燃燒機請購單 
分三期請購，第一期：SA/RS、第二

期：RH/PD/DA、第三期：NP/DB 

(2)減壓站+天然氣配管 4,062,500 
天然氣管線裝置工程

暨天然氣購買合約書 

為各製程共用，費用由各製程(共 8

座爐)均攤，僅計算其中 5 座爐成本 

(3)儀表設備 2,575,888  － 
由全廠NG INSTRUMENT採購紀錄

篩選相關品項統計 

(4)施工費用 978,070  － 
由 NG 工程採購紀錄篩選相關品項

統計 

合計 39,357,135  －  － 

 

※營運成本 

專案實施前加熱爐/熱媒鍋爐維護保養費用(年/元) 

製程別 項目 價格/元 (含稅) 備註 

SA 內外部搭架/爐管清理、乾冰設備清洗工程 251,100  
 

DA 除鏽油漆工程、內外部搭架/爐管清理 375,000  
 

DB 內外部搭架/爐管清理、乾冰設備清洗工程 251,100  
 

PD 除鏽油漆工程、內外部搭架/爐管清理、乾

冰設備清洗工程 
882,700  含 DA 乾冰清洗工程 

合    計 1,759,900  
 

 

專案實施後加熱爐/熱媒鍋爐維護保養費用(年/元) 

製程別 項目 價格/元 (含稅) 備註 

SA 內部爐管清理、乾冰設備清洗工程  231,100  
 

DA 除鏽油漆工程、本體修復  315,000  
 

DB 內外部搭架/爐管清理、乾冰設備清洗工程 
 251,100  

未完工，假設與專案

實施前相同 

PD 除鏽油漆工程、本體修復  460,000  
 

合    計  1,25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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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費申報審核結果明細估算(1/2) 

 
 

空污費申報審核結果明細估算(2/2) 

 
 

 

 

年份

場別 排放管道 燃料 污染物
排放量

(KG)

各場排放量占

比
空污費 (元) 燃料 污染物

排放量

(KG)
各場排放量占比 空污費 (元)

SOx 3701.32 SOx 3704.67

NOx 5196.15 NOx 5200.84

SOx 0.00 SOx 0.00

NOx 0.00 NOx 0.00

SOx 751.32 SOx 725.62

NOx 2982.30 NOx 2096.21

SOx 141.37 SOx 0.00

NOx 117.16 NOx 0.00

SOx 5841.13 SOx 5922.67

NOx 4294.52 NOx 4354.47

SOx 0.00 SOx 0.00

NOx 0.00 NOx 0.00

SOx 2019.90 SOx 1893.67

NOx 1820.54 NOx 1673.67

小計 0.85 111,035 0.84 106,566 

SOx 14636.99 1.00 34,675 SOx 14568.97 1.00 55,546 

NOx 16801.86 1.00 95,261 NOx 15894.62 1.00 71,405 

 合計 129,936  合計 126,951 

DNP VOC 0.05 0.00001544           0.691180 DNP VOC 0.06 0.00002166        0.766721

揮發性有機物全

廠排放量(kg)
VOC 3238.13 1 44,763              

揮發性有機

物全廠排放

量(kg)

VOC 2769.58 1 35,392           

儲槽逸散

全廠

P013 重油 重油

全廠

燃料總排放量

(kg)

燃料總排放

量(kg)

SA

P012 重油

0.12 15,872 

重油

0.12 14,866 

0.34 42,828 PD P004 重油 0.32 41,890 重油

重油 重油

0.09 11,759 DB P002

微硫燃料油

0.13 16,499 

微硫燃料油

微硫燃料油 0.00 - 微硫燃料油 0.00 - 

0.29 37,112 

100Q1 100Q2

DA P001

重油 0.28 36,773 重油

年份

場別 排放管道 燃料 污染物 排放量(KG)
各場排放量

占比
空污費 (元) 燃料 污染物

排放量

(KG)

各場排放量占

比
空污費 (元)

SOx 3785.10 SOx 4833.32

NOx 5313.76 NOx 6785.32

SOx 0.00 SOx 0.00

NOx 0.00 NOx 0.00

SOx 761.86 SOx 598.19

NOx 2000.86 NOx 1382.50

SOx 0.00 SOx 157.08

NOx 0.00 NOx 134.26

SOx 5436.19 SOx 5088.27

NOx 5731.66 NOx 5364.83

SOx 0.00 SOx 0.00

NOx 0.00 NOx 0.00

SOx 313.71 SOx 0.00

NOx 277.27 NOx 0.00

小計 0.79 93,638 0.83 95,198 406,437           

SOx 13336.68 1.00 24,605 SOx 13428.24 1.00 24,849 

NOx 16611.01 1.00 94,116 NOx 15896.05 1.00 89,826 

 合計 118,721  合計 114,675 

DNP VOC 0.06 0.00002731        0.653743 DNP VOC 0.05 0.00001915          0.616965 3                      

揮發性有機物

全廠排放量

(kg)

VOC 2196.77 1 23,935           

揮發性有機

物全廠排放

量(kg)

VOC 2610.73 1 32,215             

儲槽逸散

全廠

P013 重油 重油

全廠

燃料總排放量

(kg)

燃料總排放

量(kg)

重油

0.02 2,343 

重油

0.00 - 

0.36 40,878 

SA

P012

重油 0.37 44,272 重油PD P004

0.08 8,885 

重油 重油

微硫燃料油

0.09 10,952 

微硫燃料油

- 微硫燃料油 0.00 - 

DB P002

0.40 45,436 

微硫燃料油 0.00

重油 0.30 36,070 重油

100Q3 100Q4

DA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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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簡單投資回收年限 

-0.63 年 
 

投資無法回收 

 

(4)成本 PV 比較法 

 

 

 

 

 

 

 

 

 (5)國內燃料油與天然氣價格趨勢 

專案實施前 5 年(96~100 年)內燃料油及天然氣單位熱值價格變化趨勢圖 

 

年度 第N年 折現係數 燃料成本 營運及維護成本+空污費 總運作成本(PV) 燃料成本
營運及維護成本+空

污費

初設成本 & 設備

投資

設備折舊減

稅
總運作成本(PV)

100 0 1 0 39,219,992 39,219,992 -39,219,992 -39,219,992

101 1 0.974 382,594,847 2,166,340 374,816,067 445,596,230 1,257,203 0 1,355,344 433,983,071 -62,092,246 -59,167,004

102 2 0.949 382,594,847 2,166,340 365,128,004 445,596,230 1,257,203 0 1,355,344 422,765,688 -62,092,246 -57,637,684

103 3 0.924 382,594,847 2,166,340 355,690,353 445,596,230 1,257,203 0 1,355,344 411,838,247 -62,092,246 -56,147,893

104 4 0.901 382,594,847 2,166,340 346,496,642 445,596,230 1,257,203 0 1,355,344 401,193,252 -62,092,246 -54,696,610

105 5 0.877 382,594,847 2,166,340 337,540,566 445,596,230 1,257,203 0 1,355,344 390,823,405 -62,092,246 -53,282,839

106 6 0.855 382,594,847 2,166,340 328,815,982 445,596,230 1,257,203 0 1,355,344 380,721,592 -62,092,246 -51,905,610

107 7 0.833 382,594,847 2,166,340 320,316,907 445,596,230 1,257,203 0 1,355,344 370,880,886 -62,092,246 -50,563,979

108 8 0.811 382,594,847 2,166,340 312,037,511 445,596,230 1,257,203 0 362,393,708 -62,092,246 -50,356,197

109 9 0.790 382,594,847 2,166,340 303,972,118 445,596,230 1,257,203 0 353,026,732 -62,092,246 -49,054,614

110 10 0.770 382,594,847 2,166,340 296,115,195 445,596,230 1,257,203 0 343,901,869 -62,092,246 -47,786,675

111 11 0.750 382,594,847 2,166,340 288,461,353 445,596,230 1,257,203 0 335,012,861 -62,092,246 -46,551,508

112 12 0.730 382,594,847 2,166,340 281,005,345 445,596,230 1,257,203 0 326,353,612 -62,092,246 -45,348,267

113 13 0.711 382,594,847 2,166,340 273,742,056 445,596,230 1,257,203 0 317,918,183 -62,092,246 -44,176,127

114 14 0.693 382,594,847 2,166,340 266,666,504 445,596,230 1,257,203 0 309,700,789 -62,092,246 -43,034,284

115 15 0.675 382,594,847 2,166,340 259,773,839 445,596,230 1,257,203 0 301,695,794 -62,092,246 -41,921,955

116 16 0.658 382,594,847 2,166,340 253,059,331 445,596,230 1,257,203 0 293,897,708 -62,092,246 -40,838,377

~116 4,963,637,772 5,795,327,388 -1,032,695,932 -831,689,615

計畫現金流 (PV)計畫現金流 (FV)

專案情境

專案情境成本PV

專案執行成本較高，具有投資外加性

基線情境成本PV

基線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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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事前推估減量之背景資訊 

1.基線數據資料來源 

(1)專案實施前鍋爐/加熱爐(歷史)燃料種類及用量 

編號 歷史年燃料用量 年平均 
NG 

施工時間 

SA-H1 

(M08) 

種類/單位 100/01~100/12 101/01~101/12 102/01-102/06  

102/07/23~

102/08/28 

重油(kL) 865.368 1,476.230 411.721 1,101.328 

燃料氣
(km3) 

- 0.044 0.008 0.021 

SA-H2 

(M08) 

種類/單位 100/01~100/12 101/01~101/12 102/01-102/06  102/07/23~

102/08/28 重油(kL) 45.062 131.380 53.060 91.801  

DA-H1 

(M01) 

種類/單位 100/01~100/12 101/01~101/12 102/01~102/12  

103/11/22 ~ 

104/01/06 

重油(kL) 8,316.748 7,953.740 8,843.792 8,371.427 

OC(kL) - 28.549 487.822 172.124 

DNP(kL) - 42.360 148.370 63.577 

DB-H1 

(M02) 

種類/單位 101/01~101/12 102/01~102/12 103/01~103/12  
104/02完成

燃燒機、預

定 106/12~ 

重油(kL) 24.338 166.627 167.011 119.325 

OC(kL) 4,873.114 4,006.515 4,330.829 4,403.486 

DNP(kL) 223.550 367.428 257.804 282.927 

PD-H1 

(M03) 

種類/單位 100/01~100/12 101/01~101/12 102/01~102/12  

103/11/22 ~ 

104/01/06 

重油(kL) 5,805.934 5,427.813 5,717.711 5,650.486 

燃料氣
(km3) 

6,097.913 6,384.648 5,300.824 5,927.795 

(2)基線燃料熱值 

編號 加權平均熱值(低位) 資料來源 

SA-H1 重油

(Mcal/kL) 
9,357.238 

中油公司提供之重油品質試驗報告，依歷史年用量

加權平均。 

燃料氣

(Mcal /km3) 
4,403.092 

依「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第五

條」規範公式，輸入廠內檢測之組成體積比例計算

而得。依歷史年用量加權平均。 

SA-H2 重油
(Mcal/kL) 

9,365.995 
中油公司提供之重油品質試驗報告，依歷史年用量

加權平均。 

DA-H1 重油
(Mcal/kL) 

9,384.835 
中油公司提供之重油品質試驗報告，依歷史年用量

加權平均。 

OC 

(Mcal/kL) 9,970.989 
聯超公司提供之 OC 化驗報告，依歷史年用量加權

平均。 

DNP 

(Mcal/kL) 8,412.060 
委外(汎美科技)檢測報告，依歷史年用量加權平

均。 

DB-H1 重油
(Mcal/kL) 

9,460.796 
中油公司提供之重油品質試驗報告，依歷史年用量

加權平均。 

OC 9,986.408 聯超公司提供之 OC 化驗報告，依歷史年用量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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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加權平均熱值(低位) 資料來源 

(Mcal/kL) 平均。 

DNP 

(Mcal/kL) 8,412.060 
委外(汎美科技)檢測報告，依歷史年用量加權平

均。 

PD-H1 重油
(Mcal/kL) 

9,383.052 
中油公司提供之重油品質試驗報告，依歷史年用量

加權平均。 

燃料氣
(Mcal /km3) 

3,689.384 

依「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第五

條」規範公式，輸入廠內檢測之組成體積比例計算

而得。依每年(期間)用量加權平均。 

 

摘錄相關基線燃料檢測報告 

重油品質試驗報告(高位發熱量) 燃料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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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 品質試驗報告(低位發熱量) DNP 品質試驗報告(低位發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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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線情境熱媒鍋爐/加熱爐效率 

資料來源：CDM 工具”Determining the baseline efficiency of thermal or electric 

energy generation systems.” 

 

 

2.專案數據資料來源 

(1)天然氣熱值(採用欣雄公司提供 100 年度檢測報告) 

年/月 總熱值 (kcal /kg) 淨熱值 (Mcal/km3) 

100/01 9,948  8,953  

100/02 9,922  8,930  

100/03 9,817  8,835  

100/04 9,950  8,955  

100/05 9,871  8,884  

100/06 9,870  8,883  

100/07 9,815  8,833  

100/08 9,761  8,785  

100/09 9,773  8,796  

100/10 9,786  8,808  

100/11 9,830  8,847  

100/12 9,810  8,829  

平均 9,846  8,862  

 

(2)專案情境熱媒鍋爐/加熱爐效率 

 SA-H1、SA-H2 依減量方法工具選項 D，使用設備商設計值，採 ex ante，註

冊後為固定值 

 DA、PD 採用廠內 105 年實測紀錄，以熱進出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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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 由於尚未完成改善，故暫引用 CDM 工具”Determining the baseline 

efficiency of thermal or electric energy generation systems.”中 old natural gas 

fired boiler 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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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監測計畫之背景資訊 

1.天然氣流量計規格(參考例) 

 

 

 

 

 

 

2.天然氣流量計 QA/QC 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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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公眾意見蒐集紀錄(問卷參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