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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案活動之一般描述 
(一)專案名稱 

1. 名稱：IEM 液鹼蒸發罐更新抵換專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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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7.10.19 － 

1.1 107.10.22 
專案單位產品平均蒸汽消耗率計算期間由 107 年

1~6 月，增修為為 106 年 10 月~107 年 9 月，並同步

修正減量計算及外加性分析數據。 

1.2 107.10.23 
補充專案技術活動(改善工程原理)說明，修正燃油機

組蒸汽成本計算數值、中石化 106 年蒸汽排放係數/
熱值及 45%NaOH 成品量測儀器資訊。 

1.3 107.11.22 
依現場確證發現，修正基線/專案蒸汽用量(扣除電解

槽用量)及產品產量(只算繳庫量)，同步修正減量計

算及投資外加性分析說明。 

1.4 108.05.08 

108 年 4 月 23 日「IEM 液鹼蒸發罐更新」溫室氣體

抵換專案註冊申請專案小組第 1 次初審會議 

計算蒸汽用量採用加權平均值   

修正前.SSCRavg,BL=0.421 SSCRavg,PJ=0.239； 

修正後 SSCRavg,BL=0.420 SSCRavg,PJ=0.239； 

預期排放減量由 3,168 tCO2e/y 降低為 3,148 
tCO2e/y 

 

3. 減量方法範疇別：類別 4：製造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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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參與機構描述 

本專案由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稱本公司)提供資金，旗下頭份廠負責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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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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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頭份廠) 私人企業 專案投資者、規劃與執行者 

本公司創立於民國53年，為台聚集團關係企業之一。本公司在石化產業中屬中下游

塑膠原料與製品業，產銷服務範疇包含第一階段生產之聚氯乙烯(英文為Poly Vinyl 
Chloride，簡稱PVC)、 化學品，第二次加工的膠布、膠皮、管材、異押製品等。 
本公司秉持「誠信、關懷、紀律、創新」之經營理念，一向以落實公司治理、善盡

社會責任、追求永續經營為企業發展宗旨。展望未來，本公司將更努力實踐我們的

承諾，落實改善廠區安全及環境、培育優秀人才、維持品質穩定，落實客戶關係管

理、持續作業流程改善、加速新產品開發等目標，以爭取更多利害關係人的認同，

創造華夏更高的企業價值。 
1. 本公司製造流程圖如下圖1。 

      

 

 

 

 

 
 
 
 

圖 1 製造流程圖 
2. 本公司主要產品及用途如下表2。 

表 2 主要產品及用途 
產品 產能(噸/年) 濃度 用 途 

液鹼

(NaOH) 73,000 45% 
水處理、製造食品味精、合成纖維、

肥皂、清潔劑、染料、製紙、紙漿、

皮革、殺蟲劑、煉鐵…等。 

 

鹽酸 
(HCl) 85,000 32% 

化學中間體、食品加工、金屬之酸

洗與清潔、水處理…等。 

 

漂水 
(Hypo) 15,000 12% 

自來水和游泳池消毒殺菌、漂白劑

及清潔消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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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專案活動之目的 

1. 專案活動目的 

為順應世界潮流及公司永續經營目的，本公司引進環境管理系統，執行污染預防、

資能源節用、工業減廢及敦親睦鄰等，降低本公司產品、活動及服務對環境之衝

擊。本公司積極配合政府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自民國 98 年起持續參與經濟部工業

局自願減量推動工作，制定廠區各單位節能減碳方案計畫及各廠節能減碳目標，

透過集團相關企業每季所進行的資源整合會議檢視各項節能方案之成效，並達成

經驗交流之目的。 

近年，因應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要求用

電契約容量 800 瓩以上的能源用戶於民國 104 至 108 年每年平均節電率達 1%以

上，以及行政院環保署於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公布實施「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故集團於民國 105 年訂定每年節電 1%、節能 2%、減碳 1.5%、節水 1%的能源管

理目標。 

本公司 IEM 液鹼(NaOH)蒸發罐製程中，透過液鹼蒸發罐將電解槽出口之 32% 

NaOH 蒸發濃縮至 45% NaOH，以符合客戶和市場需求。液鹼蒸發罐使用多年，

能源熱交換效率不如以往，造成大量能源(蒸汽)使用耗用，增加生產成本及溫室氣

體排放量。故透過更換液鹼蒸發罐以有效利用能源，並提升市場競爭力。 

2. 專案活動地點:位於本公司頭份廠區，苗栗縣頭份市民族路 571 號，TM2 座標

(TWD97)：238824.250，2730914.426，地理位置如圖 2。  

 

 

 

 

圖 2 地理位置圖 

 

 

 

 

 

苗栗縣 

華夏海灣

頭份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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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金來源說明 

本專案執行所需費用，包括蒸發罐購置、基礎製作、儀電配電、管路裝配工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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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活動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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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透過製程蒸汽使用最佳化操作，有效利用投入熱能，

減少單位產品之蒸汽耗用量。 
(2)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藉由節約製程熱能使用及產生蒸汽之燃料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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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增加我國石化產品生產競爭力：減少液鹼濃縮過程之熱損失，利於穩定產

能與產品品質。 

5. 預期減量成果表  如下表 3 所示。 

單年期間 年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 
(單位：公噸CO2當量) 

108/01/01~108/12/31 3,148 
109/01/01~109/12/31 3,148 
110/01/01~110/12/31 3,148 
111/01/01~111/12/31 3,148 
112/01/01~112/12/31 3,148 
113/01/01~113/12/31 3,148 
114/01/01~114/12/31 3,148 
115/01/01~115/12/31 3,148 
116/01/01~116/12/31                 3,148 
117/01/01~117/12/31 3,148 

總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公噸CO2當量) 3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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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8 

               表 3 預期減量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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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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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專案活動類型、技術/措施相同。 
(c) 於 2 年內完成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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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申請之製程效能提升類型抵換專案，並無上列狀況，故非屬某已註冊

大規模專案之拆解活動。 

(四)專案活動技術說明 
專案實施前，液鹼蒸發濃縮製程使用二效蒸發罐，其分散器分散效果不佳，且殼管

式熱交換器設備容易洩漏塞管，造成蒸汽耗用高。 
本專案活動，透過導入三效蒸發罐，有效提升製程系統內部能源使用效率，以降低

產品生產所需熱能，有效率使用蒸汽及達成 CO2 減量之效益。 

1. 專案活動相關蒸汽熱能流向示意，如下圖 4 所示。 

 

 
                 圖 4 相關蒸汽熱能流向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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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改善原理說明 

採用一效蒸發，使用蒸汽作為作為加熱介質，每蒸發 1 公斤水蒸汽，將消耗大約

1 公斤新鮮蒸汽，僅使用一效蒸發不是很經濟，所以可採用一些措施降低蒸汽，

例如採用多效蒸發、增加熱交換器、蒸汽壓縮機(TVR)等。此次改善透過二效殼

管式蒸發罐改為三效(一效殼管式，二、三效板式)，提高內循環使用效率，降低

IEM 製程總蒸汽耗用。第一效剩餘的蒸汽將在二效熱側冷凝，因為所有蒸發進入

熱交換器時，都會有夾帶一些惰性氣體，採用 AlfaCond 板式冷凝器如下圖 5，
這些不冷凝氣體或惰性氣體，將連同蒸汽冷凝水，排放至冷凝水器的冷凝出口，

藉此以提高熱交換效率。熱交換器利用熱幫浦將熱從低溫的地方，送到高溫地

方，藉由熱擴散與對流的方式，將高溫處的熱量帶走。板式熱交換器效率傳統上

優於殼管式熱交換器，佔地面積也較小， 熱交換面積較大，但如果使用於高流

量製程，則較不適合。殼管式熱交換器及板式熱交換器優缺點比較如下表 3。 

 
 

 

 

 

 

 

 

 

圖 5  AlfaCond 板式冷凝器 

表 3 殼管式熱交換器及板式熱交換器優缺點比較 
熱交換器類別 熱能來源 特徵 檢討要點 
管式 氣體或液體 U(傳熱係數)=23.3W/m2k 塵埃、腐蝕 
玻璃被覆鋼管 腐蝕性氣體 用於 Sox 加工問題、耐久性 
細溝管 氣體 傳熱較佳  
蓄熱迴轉式 氣體 最 高 操 作 溫 度 450 ℃ 、 U= 

29.1W/m2k 
漏氣 2%、需迴轉動力 

板式 氣體 安置容易、最高操作溫度 850℃、
U= 23.3W/m2k 

塵埃 

熱管式 氣體或液體 密封性良好、中低溫操作、U= 
58.2W/m2k 

塵埃、腐蝕 

復熱式 燃燒後排氣   

此次汰舊換新蒸發罐專案，增加三效蒸發罐及採用一二效 AlfaCond 板式冷凝

器，總熱傳面積由 121.9 m2 增加至 282.91 m2，藉此以降低蒸汽耗用量，提高

熱交換器效率。液鹼蒸發罐更新前後操作數據比較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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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液鹼蒸發罐更新前後操作數據比較 

操作設定 改善前(二效) 改善後(三效) 
入口溫度 175℃ 175℃ 
蒸汽壓力 8 kg/cm2 8 kg/cm2 

入口蒸汽流量 2,450kg/hr 1,748 kg/hr 
設計產能(NaOH 45%) 9,259 kg/h 10,185 kg/h 

熱傳

面積 

一效蒸發罐 H-501 :29.8m2 H-5001 :40.8m2 
二效蒸發罐 H-503 :42.5m2 H-5003 :34.38m2 
三效蒸發罐  H-5005 :89.88m2 
一效預熱器 H-520 :14.2m2 H-5201/5202:5 / 17 m2 
二效預熱器 H-521 :35.4 m2 H-5203/5204 :18.05 / 77.8 m2 

3.專案實施前後設備規格說明 

項

次 編號 設備名稱 廠牌/類型 耗電功

率(KW) 
功能 涉及專案措施 

1 H-501 一效蒸發罐 Aqua-chem 
 

蒸發 汰換報廢不再

使用 

2 H-503 二效蒸發罐 Aqua-chem 
 

蒸發 汰換報廢不再

使用 

3 H-520 預熱器 Tranter 
 

熱能回收 汰換報廢不再

使用 

4 H-521 預熱器 Tranter 
 

熱能回收 汰換報廢不再

使用 

5 H-522 冷卻器 Alfa Laval 
 

產品冷卻 汰換報廢不再

使用 

6 T-502 一效分離罐 榮勝 
 

蒸發濃縮 汰換報廢不再

使用 

7 T-504 一效分離罐 Aqua-chem 
 

蒸發濃縮 汰換報廢不再

使用 

8 T-505 蒸氣冷凝水罐 Aqua-chem  
收集一效冷凝水至

T01 溶鹽池 
汰換報廢不再

使用 

9 T-506 製程冷凝水罐 Aqua-chem 5 收集冷凝水 汰換報廢不再

使用 

10 P-511 一效輸送泵 Duriron 1 
從一效蒸發罐輸送

45%至儲槽 
汰換報廢不再

使用 

11 P-512 二效輸送泵 Duriron 7.5 
從二效蒸發罐經預熱

器至一效蒸發罐 
汰換報廢不再

使用 

12 P-513 三效輸送泵 Duriron 5 
從一效蒸發罐經預熱

器至二效蒸發罐 
汰換報廢不再

使用 

13 P-514 冷凝水泵 Duriron 3 冷凝水罐至 T801A 
純水儲槽 

汰換報廢不再

使用 

14 F-515 真空泵 Duriron 
5 從冷凝器去除不冷凝氣

體 
汰換報廢不再

使用 



11 

15 FIT-
5501 蒸汽流量計 

EMERSON  
8600DF FIT-
3” 

 
監測流量 

汰換 

16 LG-901 液位計 － 
 

量測液位 
無 
(持續使用) 

17 LG-902 液位計 － 
 

量測液位 
無 
(持續使用) 

18 LG-903 液位計 － 
 

量測液位 
無 
(持續使用) 

19 LG-909 液位計 － 
 

量測液位 
無 
(持續使用) 

             表 5 二效蒸發罐系統設備規格(專案實施前) 

 
項

次 編號 設備名稱 廠牌/類型 耗電功

率(KW) 
功能 涉及專案措

施 
1 H-5001 一效蒸發罐 Alfa Laval  蒸發 新增 
2 H-5003 二效蒸發罐 Alfa Laval  蒸發 新增 
3 H-5005 三效蒸發罐 Alfa Laval  蒸發 新增 
4 H-5204 預熱器 Alfa Laval  熱能回收 新增 
5 H-5203 預熱器 Alfa Laval  熱能回收 新增 
6 H-5202 預熱器 Alfa Laval  熱能回收 新增 
7 H-5201 預熱器 Alfa Laval  熱能回收 新增 
8 H-5205 產品冷卻器 Alfa Laval  產品冷卻 新增 
9 H-5206 循環水冷卻器 Alfa Laval  冷卻真空泵循環水 新增 
10 H-5009 冷凝器 Alfa Laval  冷卻水冷卻三效蒸汽 新增 
11 T-5002 一效分離罐 Alfa Laval  蒸發濃縮 新增 
12 T-5004 二效分離罐 Alfa Laval  蒸發濃縮 新增 
13 T-5006 三效分離罐 Alfa Laval  蒸發濃縮 新增 
14 T-5008 製程冷凝水罐 Alfa Laval  收集冷凝水 新增 
15 T-5007 蒸汽冷凝水罐 Alfa Laval  收集一效冷凝水 新增 

16 P-
511A/B 一效輸送泵 

RICHTER 3.0 從一效蒸發罐輸送 45%
至儲槽 

新增 

17 P-
512A/B 二效輸送泵 

RICHTER 2.2 從二效蒸發罐經預熱器

至一效蒸發罐 
新增 

18 P-513 三效輸送泵 
RICHTER 2.2 從三效蒸發罐經預熱器

至二效蒸發罐 
新增 

19 P-514 冷凝水泵 
RICHTER 2.2 冷凝水罐至 T801A 

純水儲槽 
新增 

20 P-
515A/B 真空泵 

RICHTER 3.0 從冷凝器去除不冷凝氣

體 
新增 

21 FIT-
5501  蒸汽流量計 EMERSON  

8600DF FIT-3” 
 監測流量 新增 

22 FIT-523 質量流量計 E+H  監測流量 新增 

             表 6  三效蒸發罐系統設備規格(專案實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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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EM 蒸發罐更新工程內容說明(如下表 7 所示) 
(1) 三效液鹼濃縮站購置組裝。 
(2) 架台基礎製作製作。 
(3) 三效液鹼濃縮站配電(含三效液鹼濃縮站配管及保溫) 。 
(4) 三效蒸發罐設備組裝完成。 

表 7 蒸發罐更新工程內容說明 

  

(1) 三效液鹼濃縮站購置組裝  (2)設備架台安裝 
  

(3)三效液鹼濃縮站配電(含三效液鹼濃縮

站配管及保溫) 
(4)三效蒸發罐設備組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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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案透過 IEM 蒸發罐更新工程，將可有效提升製程蒸汽使用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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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013 蒸汽系統最佳化 (版本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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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tionally, ver.7.0.0)及小規模專案活動外加性論證工具(Methodological 
tool :Demonstration of addi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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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ipment, v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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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3 版」。  

(二)適用條件與原因 
本專案活動適用 TMS-II.013 蒸汽系統最佳化(版本.1.0) 減量方法原因說明，如下表 8。    

表 8 本專案活動適用 TMS-II.013 蒸汽系統最佳化(版本.1.0) 減量方法原因說明 

項次 適用條件 本專案符合性說明 

1 

工廠內製程 / 單元設備，經由改裝

(modify)/新增(install new equipment)/汰
換(replace)設備等硬體改善，或製程控制

操作等軟體改善，而使蒸汽使用最佳化。 

本公司 IEM 液鹼(NaOH)濃縮製程，透過蒸

發罐由二效式更新為三效式，以及蒸汽管路

更新，以有效利用系統熱能，達到蒸汽使用

最佳化，減少製程所需投入熱源。 (如附件
二、.1(1)) 

2 

在計入期內專案活動製程/單元設備所

投入之原物料應為均質的，且應與基線

情境相同，原料的種類、成份組成、或是

單位產品的原料用量差異不可超過±

10%。 

專案實施前後，45%NaOH 濃縮製程原料相

同，皆為 32%NaOH，其品質(純度)符合本廠

內部規範。 (如附件二、1.(2)) 

3 

在計入期內與基線情境下產出的(中間)
產品應是相同的產品，意謂具有相同的

使用方式、相同的物理性質與相似的功

能，且具有相同或更好的服務與品質。若

該產品有國內或國際相關品質標準規

範，應符合相關規範；若無，則依循相關

行業或廠內品質規範。 

專案實施前後， IEM 液鹼製程產品皆為

45%NaOH，其品質(純度)符合本廠內部規

範。(如附件二、1.(2)) 

4 

專案實施後，邊界內蒸汽利用製程/單元

設備額定產能變化應介於基線情境下額

定產能的 90%~150%之間。 

專案實施後，IEM 液鹼製程 45%NaOH 三效

蒸發罐設計產能為 10,185 kg/h，為原二效設

計產能 9,259 kg/h 的 110%，符合減量方法規

範二效蒸發罐與三效蒸發罐設計產能差異，
非因現有產品市場需求 
而汰換(如附件二、1.(3)) 
 

5 
專案活動製程/單元設備無論是否實施

專案，皆能持續運作。 
IEM 液鹼製程於民國 79 年 6 月開始運轉/生
產，且定期實施維修保養，無論是否進行蒸

發罐更新，皆能持續運作。 

6 

專案活動製程/單元設備剩餘使用年限

應參循 CDM 最新版次之設備剩餘壽齡

推 估 工 具 ” Tool to determine the 
remaining lifetime of equipment”評估，

且專案計入期應受限於剩餘壽命評估結

果。 

參循本公司機械完整性管理辦法 (CM04-
0000-R0)檢查資料，96 年紀錄顯示 T-501~T-
506，僅 T-505(熱水槽)重要評定等級為 III，
III 等級 1~10 年會有發生頻率洩漏;其餘設備

為 IV，IV 等級 10~100 年會有發生頻率洩

漏，判定為非關鍵性設備。 
本專案依 CDM 工具選項(b)，委託專業檢驗

單位，依據 CNS9788 B5085 規範進行二效蒸

發罐關鍵性設備(T-505 熱水槽)剩餘壽齡評

估，評估結果至少可再持續使用 312 年(如附
件二、2.(1))，故可持續使用到民國 419 年，

可大於專案計入期設定期間(10 年) ，符合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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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適用條件 本專案符合性說明 
量方法規範。由於 T-505 其操作環境亦比

IEM 蒸發罐製程其他各設備惡劣，故 T-505
剩餘壽齡評估結果即可代表全二效蒸發罐

殘餘壽命。自 72 年製造至 107 年共 35 年，

期間每年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第一壓力容

器檢查合格核准後使用【第一種壓力容器檢

查結果證明如附件三、1.(3)) 】〪 107 年 9 月

28 日委託理全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採用超音

波測厚，依年腐蝕率計算其剩餘壽命為 312
年〪非因舊設備不堪用換新或為提升效率

及現有市場需量而汰換設備〪 

7 

單一專案的年總節能量不得超過 60 
GWhe，60 GWhe年總節能量相當於最大

為 180 GWhth 的年燃料投入節能量。 

本專案之年總節能量約 9.65 GWhth，未超過

180 GWhth。 

 (三)專案邊界 
1. 評估基線與專案排放時，本專案主要溫室氣體排放為蒸汽使用造成燃料燃燒之 

CO2，專案邊界內之溫室氣體排放源鑑別如下表 9 所示。 

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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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程蒸汽的化石燃

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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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程蒸汽的化石燃

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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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程附屬設備電力

使用 

CO2 否 
專案考量保守性，其節電減碳效益

不納入減量計算 
CH4 否 

N2O 否 

1.1. 專案實施前二效蒸發罐系統設備規格總計 26.5kW (汰換報廢拆除不再使用)。 

1.2. 專案實施後三效蒸發罐系統設備規格總計 15.6kW (專案實施後)，且該些附屬設

備是配合蒸發罐製程運轉，專案實施後不會有挪至其他製程使用而增加用電，故

本專案實施後無附屬設備增加用電之情形。 

1.3. 依減量方法對附屬設備用電量進行計算與監測，由於本專案實施後在附屬設備  
用電部分會節電(也就是不會有用電增加之情形)，故僅於計畫書中說明，不將附

屬設備用電納入未來監測。 

1.4. 專案實施前後附屬設備節電量節電只有 10.9kW，對於本廠 104~108 年節電 1%目

標之影響甚小且未列入節電。 

 



15 

 

2. 專案實施前二效蒸發罐系統如下圖 6 所示。 

 
 

圖 6 專案實施前三效蒸發罐系統 

3. 專案實施後三效蒸發罐系統如下圖 7 所示。 

   
 
 
 
 
 
 
 
 
 
 
 
 
 

圖 7 專案實施後三效蒸發罐系統 

 
 

Ⅰ效 Ⅱ效 Ⅲ效 

HX1 HX2 HX3 HX4 

冷凝器 

蒸發水罐 

冷凝水罐 

Ⅰ效 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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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專案邊界圖，如下圖 8 所示。 

 
圖 8 專案邊界圖             

       製程蒸汽用量=自產蒸汽(廠內#1/#5/#7 鍋爐房)+外購蒸汽(中石化) ，共管後才   

       分配至各製程使用蒸汽。  

     專案實施前後設備規格(含蒸汽產生器)蒸汽產生器納入專案邊界內，若後續專 

     案邊界內設備(含蒸汽產生器)變更，影響本專案基線情境或減量方法適用性相 

     關規定，則應依環保署程序進行「註冊後專案計畫書變更申請」。 

5. 專案數據蒐集監測點，如下表 9 所示。 

監測點編號  監測設備名稱  設備位置  規格廠牌型式 

① 蒸汽流量計 LC-工東側 
EL0122 

Oval 
VXW1100-4” 

② 蒸汽流量計 電解槽西側 
FIT5501 

Emerson 
8600DF FIT-3” 

③ 蒸汽流量計 台達玻璃棉北側 Oval  
VXF9040-2” 

④ 液位計 液鹼液位計 LG902 1/2” 
⑤ 液位計 液鹼液位計 LG903 1/2” 
⑥ 蒸汽流量計 膠皮廠 4” 
⑦ 蒸汽流量計 原料廠 10” 
⑧ 蒸汽流量計 建材廠 10” 
⑨ 減壓閥 電解槽東側 1/2” 

                      表 9 專案數據蒐集監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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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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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M 製程未進行蒸發罐更新前，

所造成的直接或間接排放，說明如下。 

步驟一：定義替代方案 

本專案透過蒸發罐更新(二效式改為三效式)工程，促使 45%NaOH 生產之蒸汽最

佳化利用，藉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並減少對環境的污染。以下為本專案活動邊

界內，可能發生的替代方案： 

方案 1：依既有製程設備及操作模式，進行 45%NaOH 生產，並透過例行性設備

整修或清洗措施等，以降低製程生產所造成之環境污染。 

方案 2：本廠在無法取得減碳額度的情況下，推動 IEM 蒸發罐更新工程專案。 

方案 3：汰換為全新二效式蒸發罐。 

方案 4：僅增加板式交換器，不需汰換整個蒸發罐系統。 

步驟二：決定做為基線情境之替代方案 

方案 1：依既有製程設備及操作模式，進行 45%NaOH 生產，並透過例行性設備

整修或清洗措施等，以降低製程生產所造成之環境污染。 

在無法規要求下，本廠無須導入三效式蒸發罐。既有製程設備狀態良好，

且透過定期維護保養工作，生產狀況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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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抵換專案的誘因下，推動 IEM 蒸發罐更新工程專案。 

在沒有任何政府法規要求或獎勵誘因下，實施 IEM蒸發罐更新工程專案，

包括設備改善及監控管理，需額外投入人力及經費，執行過程可能面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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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換為全新二效式蒸發罐。  

汰換為全新的二效式蒸發罐，一效及二效蒸發罐均為殼管式熱交換器，

熱交換效率不佳且佔地面積大，增加管線修改及設備更新成本而減少熱

能投入有限，無法有效節約蒸汽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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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增加板式熱交換器，不需汰換整個蒸發罐系統。  

因既有一效及二效蒸發罐為殼管式，熱交換效率不佳；若僅增加板式熱

交換器和三效蒸發罐，不僅需增加空間，也需汰換泵浦，所需經費預期

不小於整套系統汰換。且本廠無設計能力，評估無法滿足製程低壓蒸汽

再利用之目的，故本方案不適用於(最接近真實的)基線情境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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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外加性之分析與說明 
依循環保署 107 年 12 月 27 日公告之『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第七條，溫

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量小於或等於二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之專案，符合微型規

模，外加性分析符合法規外加性即有外加性。本專案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量

為 3,148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符合微型規模，故外加性分析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

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1. 法規外加性分析 

本公司具備合法之工廠登記證，專案邊界內IEM製程設備及供應IEM製程蒸

汽之燃煤鍋爐及燃油鍋爐機組符合國內「壓力容器安全檢查構造標準」及

「指定能源用戶使用蒸汽鍋爐應遵行之節約能源規定」等規範，相關生產及

操作亦符合現行環安衛法規。檢視我國現行的法律與規範，並無強制要求化

工製程必須採用高效率蒸發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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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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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S-II.013 減量方法及二之(四)替代方案鑑別結果，以替代方案 1「依

既有製程設備及操作模式進行 45%NaOH 生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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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基線排放量計算 

(1) 基線單位產品的蒸汽消耗率 

mBL,

mBL,
mBL, P

S
SSCR =  .....................................................................................................式 1 

參數 定義 單位 
SSCRBL,m 專案實施前，單位產品 m 月平均蒸汽消耗率 ton/ton 

PBL,m 專案實施前，m 月產品產量 ton 
SBL,m 專案實施前，m 月的蒸汽消耗量 ton 

(2) 基線單位產品平均蒸汽消耗率 

BLw,

Mm

1m
mBL,

BLavg, M

SSCR
SSCR

BLw,

∑
=

== ............................................................................式 2 

參數 定義 單位 
SSCRavg,BL 基線單位產品平均蒸汽消耗率 ton/ton 

Mw,BL 專案實施前，用於計算 SSCRavg,BL 的總月數 月 

(3) 基線排放量 

heatCO2,steamavg.BLyy EFNCVSSCRPBE ×××=  .................................................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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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定義 單位 
BEy y 年之基線排放量 tCO2e 

Py y 年之產品產量 ton 

NCVsteam 蒸汽淨熱值 kcal/kg 

EFCO2,heat 蒸汽單位熱能之燃料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tCO2/Mcal 

Py = min (Py ,Phis)  ........................................................................................式 4 

參數 定義 單位 
Phis 專案實施前，產品歷史年產量 ton 

   1.2 專案排放量計算 

     (1) 專案單位產品的蒸汽消耗率 

mPJ,

mPJ,
mPJ, P

S
SSCR =   ...................................................................................式 5 

參數 定義 單位 
SSCRPJ,m 專案實施後，單位產品 m 月平均蒸汽消耗率 ton/ton 

PPJ,m 專案實施後，m 月產品產量 ton 
SPJ,m 專案實施後，m 月的蒸汽消耗量 ton 

(2) 專案單位產品平均蒸汽消耗率 

w,PJ

Mm

1m
mPJ,

avg,PJ M

SSCR
SSCR

PJw,

∑
=

==  .............................................................................式 6 

參數 定義 單位 
SSCRavg,PJ 專案單位產品平均蒸汽消耗率 ton/ton 

Mw,PJ 專案實施後，用於計算 SSCRavg,PJ 的總月數 月 

     (3) 專案排放量 

         PEy = PEh, y + PEa, y  ........................................................................................式 7 

參數 定義 單位 
PEy y 年之專案排放量 tCO2e 

PEh, y y 年製程/單元設備使用蒸汽造成之排放量 tCO2e 

PEa, y y 年之專案附屬設備排放量 tCO2e 

        heatCOsteamavg.PJyyh EFNCVSSCRPPE ,2, ×××=  ...................................................式 8 

參數 定義 單位 
Py y 年之產品產量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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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定義 單位 
SSCRavg,PJ 專案單位產品平均蒸汽消耗率 ton/ton 

NCVsteam 蒸汽淨熱值 kcal/kg 

EFCO2,heat 蒸汽單位熱能之燃料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tCO2/Mcal 

        PEa,ELEC, y=ECa, ELEC, y×EFELEC, y ÷1,000 kg/t  ...................................................式 9 

參數 定義 單位 
ECa,ELEC, y y 年之專案附屬設備增加之用電量 kWh 

EFELEC, y 專案單位產品平均蒸汽消耗率 kgCO2e/ 
kWh 

       PEa,steam, y=SCa, steam, y×NCVa,steam×EFa,CO2,heat  ..................................................式 10 

參數 定義 單位 
SCa, steam, y y 年之專案附屬設備之蒸汽用量 t 

NCVa,steam 專案附屬設備蒸汽熱值 Mcal/t 

EFa,CO2,heat 
專案附屬設備之蒸汽單位熱能之二氧化碳排放 
係數 tCO2/Mcal 

 1.3. 洩漏量 

   (1) 因專案節省之蒸汽，如導入其它製程使用，應透過蒸汽表計監測計算洩漏量。 

   (2) 若蒸汽產生器為汽電共生鍋爐，汽電共生鍋爐之發電量應被監測以計算洩漏量。  

   (3) 若蒸汽來源為外購蒸汽，應針對外購蒸汽之蒸汽產生器(包含蒸汽鍋爐與汽電共    
生設備)進行監測，洩漏量依據下方公式計算，相關數據依 TMS-II.013 減量方法

數據與參數表 19 (EFLE, CO2,heat)、數據與參數表 20 (SCLE, steam, y)與數據與參數表    
13(NCVLE,steam)進行監測。但若相關蒸汽使用量占外購蒸汽供應商蒸汽產量比例

小於 5%以下，得不納入洩漏排放。 

        LEy = SCLE, steam, y × NCVLE,steam × EFLE, CO2,heat  ............................................ 式 11 

參數 定義 單位 
LEy y 年之洩漏排放量 tCO2e 

SCLE, steam, y y 年之洩漏蒸汽量 t 

NCVLE,steam 洩漏蒸汽之熱值 Mcal/t 

EFLE, CO2,heat 洩漏蒸汽之蒸汽單位熱能之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tCO2/ Mcal 

   (4) 設備之生產、搬運、裝設與廢棄時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不納入洩漏排放。 

1.4. 減量/移除量 

        ERy = BEy – (PEy + LEy)  ................................................................................式 12 

參數        定義 單位 
ERy y 年之排放減量 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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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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L,m 
數據單位 ton 
描述 專案實施前，m 月產品產量 
數據來源 表計連續量測值 
應用的數值 如表 13 

數據選擇或 
量測方法和程序 

 以 45%NaOH 液位計(level gauge)量測(累計)值計算每日產

量，再統計為月產量 
 日產量(ton)=繳庫量(ton)+出貨量(包括自廠使用及銷售) (ton)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 

  
數據/參數 SBL,m 
數據單位 Ton 
描述 專案實施前，m 月的蒸汽消耗量 
數據來源 表計連續量測值 
應用的數值 如表 13 
數據選擇或 
量測方法和程序 

流量計量測記錄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1.蒸汽消耗量=①流量計量-③流量計量-電解槽蒸汽用量。 
1.1.①流量計 LC-工東側 EL0122 Oval –VXW1100- 4"。 
1.2.③流量計台達 Oval-VXF9040-2” 
2.電解槽蒸汽用量=體積 x 密度 x 比熱容 x 加熱溫度÷蒸發熱 x

運轉時數。 
2.1.查 FIT5501 流量計顯示體積 45.5M3/Hr 
2.2.食鹽水濃度 300 g/L(25.5wt%)，密度 1.228 g/ml 

( OPERATION  MANUAL CHLORALKALI PLANT FOR  
CGPC, TAIWAN(華夏鹼氯課操作手冊) 。 

2.3.食鹽水比熱容 0.7865 kcal/kg 〫C(氯鹼工業理化常數手

冊(修訂版) 2013 年 5 月出版 P.38 表-1-1-43) 
2.4.蒸發熱 489.8 kal/kg(查 8kg/cm2 壓力飽和蒸汽表)。 

 
數據/參數 Mw,BL 
數據單位 月 
描述 專案實施前，用於計算 SSCRavg,BL 的總月數 
數據來源 生產操作紀錄。 
應用的數值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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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選擇或 
量測方法和程序 

由本公司原料廠每日抄表統計，並依減量方法 TMS-II-013 第

15 條第(2)項規定，計算產量符合廠內產量目標之月份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資料統計區間：103/1~105/12 
 依 45%NaOH 每日產量目標值，搭配停車紀錄，篩選計算實

際產能達目標值之月份數。 
 104/8、105/1、105/2 因每月產量<每月產量目標時計算 
SSCRavg,BL 時予以排除  

 
數據/參數 Phis 
數據單位 Ton 
描述 專案實施前，產品歷史年產量 
數據來源 生產操作紀錄 
應用的數值 65,011 
數據選擇或 
量測方法和程序 

 以 45%NaOH 之液位計量測值計算每日產量，並累計為月產

量及年產量。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資料統計區間：103/1~105/12。 

  

(二)減量/移除量計算 
 1. 基線排放量計算 

  (1) 基線單位產品的蒸汽消耗率，如下表 13。 

      
mBL,

mBL,
mBL, P

S
SSCR =  

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SSCRBL,m 
專案實施前，單位產品 m 月平均蒸汽消

耗率 ton/ton 如表 13 

PBL,m 專案實施前，m 月產品產量 ton 如表 13 
SBL,m 專案實施前，m 月的蒸汽消耗量 ton 如表 13 

 

年/月 
PBL,m SBL,m SSCRBL,m 產量目標 

符合 V不符合 X (t) (t) (t/t) 
103/1  5,493  2,392 0.436 V 
103/2  5,233  2,306 0.441 V 
103/3  5,284  2,350 0.445 V 
103/4  5,207  2,128 0.409 V 
103/5  5,847  2,224 0.380 V 
103/6  5,577  2,242 0.402 V 
103/7  5,416  2,275 0.420 V 
103/8  5,992  2,147 0.358 X 
103/9  5,021  1,872 0.373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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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PBL,m SBL,m SSCRBL,m 產量目標 

符合 V不符合 X (t) (t) (t/t) 
103/10  5,259  2,170 0.413 V 
103/11  5,617  2,168 0.386 V 
103/12  6,435  2,641 0.410 V 
104/1  6,225  2,547 0.409 V 
104/2  4,546  2,124 0.467 V 
104/3  6,090  2,558 0.420 V 
104/4  5,937  2,345 0.395 V 
104/5  5,697  2,552 0.448 V 
104/6  4,771  2,127 0.446 V 
104/7  5,765  2,462 0.427 V 
104/8  4,490  2,100 0.468 V 
104/9  5,777   2,151  0.372  V 

104/10  5,566   2,131  0.383  V 
104/11  5,233   2,165  0.414  V 
104/12  5,399   2,395  0.444   
105/1 5,175  2,257  0.436  X 
105/2  4,885   2,310  0.473  X 
105/3  4,401   2,269  0.516  V 
105/4  5,072   2,126  0.419  V 
105/5  5,670   2,318  0.409  V 
105/6  5,270   2,220  0.421  V 
105/7  5,022   2,098  0.418  V 
105/8  5,564   2,268  0.408  V 
105/9  4,430   1,934  0.437  V 

105/10  5,976   2,545  0.426  V 
105/11  5,661   2,588  0.457  V 
105/12  6,028    2,883   0.478  V 

                  表 13 基線單位產品的蒸汽消耗率 
註：表 13 中註明 X 不符合者，當每月產量<每月產量目標時，於計算 SSCRavg,BL   

          時予以排除(因 104 年 8 月、105 年 1 月、105 年 2 月，因每月產量<每月

產量目標。 

a. 每月產量依液位計量測值計算每日產量，並累計每月產量及年產量。 
b. 產量目標=設計產量×80%(正常運轉負載)[黃毓涵1]。 
c. 產量目標與數據等佐證資料屬於產業界製程機密，經查驗機構確認數據來 

源無誤。 

 (2) 基線單位產品平均蒸汽消耗率 

        
w,BL

Mm

1m
mBL,

avg,BL M

SSCR
SSCR

BLw,

∑
=

==  

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SSCRavg,BL 基線單位產品平均蒸汽消耗率 ton/ton 0.420 

 Mw,BL 
專案實施前，用於計算 SSCRavg,BL 的

總月數 
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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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線排放量 

         heatCO2,steamavg.BLyy EFNCVSSCRPBE ×××=  

         Py = min (Py ,Phis) 
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BEy y 年之基線排放量 tCO2e 7,335 
Py y 年之產品產量 ton 65,011 
NCVsteam 蒸汽淨熱值 kcal/kg 662.305 

EFCO2,heat 
蒸汽單位熱能之燃料二氧化碳排放係
數 tCO2/Mcal 0.000405 

Phis 專案實施前，產品歷史年產量 ton 65,011 
註：以 106 年 10 月~107 年 9 月產量推估專案實施後液鹼年產量為 70,795 t，

依循減量方法第 16 點，取於預估值與歷史年均產量取小值(65,011t)計
算。 

2. 專案排放量計算 

   (1) 專案單位產品的蒸汽消耗率，如下表 14。 

          
mPJ,

mPJ,
mPJ, P

S
SSCR =  

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SSCRPJ,m 
專案實施後，單位產品 m 月平均蒸

汽消耗率 ton/ton 如表 14 

PPJ,m 專案實施後，m 月產品產量 ton 如表 14 
SPJ,m 專案實施後，m 月的蒸汽消耗量 ton 如表 14 

 

年/月 
PPJ,m SPJ,m SSCRPJ,m 產量目標 

符合 V不符合 X  (t) (t) (t/t) 
106/10 5,971 1,464  0.245  V 
106/11 5,885 1,420  0.241  V 
106/12 6,021 1,628  0.270  V 
107/1 6,398 1,529  0.239  V 
107/2 5,269 1,417  0.269  V 
107/3 6,083 1,533  0.252  V 
107/4 6,128 1,405  0.229  V 
107/5 5,944 1,389  0.234  V 
107/6 6,011 1,367  0.227  V 
107/7 5,889 1,295  0.220  V 
107/8 6,152 1,354  0.220  V 
107/9 5,046 1,116  0.221  V 

              表 14 專案實施後單位產品的蒸汽消耗率 
註： 
表 14 中註明 X 不符合者，當每月產量<每月產量目標時，於計算 SSCRavg,BL   

          時予以排除。 

a. 每月產量依液位計量測值計算每日產量，並累計每月產量及年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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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產量目標=設計產量×80%(正常運轉負載)。 
c. 產量目標與數據等佐證資料屬於產業界製程機密，經查驗機構確認數據來 

源無誤。 

    (2) 專案單位產品平均蒸汽消耗率 

PJw,

Mm

1m
mPJ,

PJavg, M

SSCR
SSCR

PJw,

∑
=

==  

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SSCRavg,PJ 專案單位產品平均蒸汽消耗率 ton/ton 0.239 

Mw,PJ 
專案實施後，用於計算 SSCRavg,PJ 的總

月數 月 12 

註：依循減量方法第 18 點，取穩定狀態生產之 SSCRPJ,m計算。由於計畫書確證

時，以專案實施後最近 12 個月(106 年 10 月~107 年 9 月)量測記錄數值計算。 

(3) 專案排放量 

IEM 製程使用蒸汽造成之排放量(PEh, y) 
        heatCOsteamavg.PJyyh EFNCVSSCRPPE ,2, ×××=  

參數 PEh, y Py SSCRavg,PJ NCVsteam EFCO2,heat 
單位 tCO2 ton ton/ton kcal/kg tCO2/Mcal 
數值 4,167 65,011 0.239 662.305 0.000405 

附屬設備使用電力之排放量(PEa, ELEC,y) 

PEa, ELEC,y=ECa, ELEC, y×EFELEC, y ÷1,000 kg/t 

參數 PEa, ELEC,y ECa, ELEC, y EFELEC, y 
單位 tCO2 kWh kgCO2e/ kWh 
數值 0 0 0 

註： 

a. 專案實施後，蒸發罐附屬泵浦耗電量較改善前減少，基於保守性考量， 

附屬設備節電效益不納入計算。 

b. 專案實施前二效蒸發罐系統設備規格總計 12.7kW (如表 5 汰換報廢不再使

用)， 

c. 專案實施後三效蒸發罐系統設備規格總計 21.5kW (如表 6 專案實施後)， 

該附屬設備是配合蒸發罐製程運轉，專案實施後不會有挪至其他製程使 

    用而增加用電，故本專案實施後無附屬設備增加用電之情形。 

d. 依減量方法 

附屬設備用電量進行計算與監測，由於本專案實施後在附屬設備用電部分 

   會節電(也就是不會有用電增加之情形)，故僅於計畫書中說明，不將附屬設 

   備用電納入未來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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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專案實施前後附屬設備節電量節電只有 10.9kW，對本廠 104~108 年節電 1%
目標之影響甚小且未列入節電措施。 

   專案排放量(PEy) 

PEy = PEh, y + PEa, ELEC,y+PEa,steam, y 

參數 PEy PEh, y PEa, ELEC,y 
單位 tCO2 tCO2 tCO2 
數值 4,167 4,167 0 

  

3. 洩漏量 

    依減量方法 TMS-II.013，本專案洩漏排放量(LEy )計算說明如下： 

(1) 專案節省之蒸汽，如導入其它製程使用，應透過蒸汽表計監測計算洩漏量。IEM
製程設有蒸汽流量計，且各製程蒸汽獨立使用，主要依據其操作狀況及負載設計

供應量，故專案實施後 IEM 製程減少之蒸汽，不會轉嫁至廠內其他製程。IEM 蒸

發罐製程蒸汽進行熱交換後之冷凝水，其將投入 T-101 作為純水回收使用，並無

將剩餘蒸汽轉用於其他製程使用，故無洩漏排放疑慮，LEy =0。 
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LEy y 年之洩漏排放量 tCO2e 0 

  若蒸汽產生器為汽電共生鍋爐，其發電量應被監測以計算洩漏量。本專案蒸汽部分

向中石化公司(頭份廠)購買，且本專案年均蒸汽使用量占中石化公司(頭份廠)蒸汽生

產量之 5%以下，故依循減量方法監測簡化規則，本專案不需監測與計算外購電力之

洩漏排放。 

(2) 外購蒸汽，應針對外購蒸汽之蒸汽產生器(包含蒸汽鍋爐與汽電共生設備)進行監

測。但若相關蒸汽使用量占外購蒸汽供應商蒸汽產量比例小於 5%以下，得不納入

洩漏排放。依蒸汽供應商(中石化公司頭份廠)提供資訊，103 年~106 年中石化公

司頭份廠年均蒸汽產量約 2,419,575 噸；而本專案 IEM 製程年均蒸汽使用量約

26,306 噸，即使全數使用外購蒸汽，占蒸汽供應方蒸汽產量比例未超過 5%(如下

表 15)，故無需計算此部分洩漏排放量。 

年度 中石化頭份廠蒸汽產量

(噸) 
本專案(IEM 製程)蒸汽用量

(噸) 占比(%) 

103 2,307,000 26,910 1.17% 
104 2,449,500 27,653 1.13% 
105 2,473,500 27,812 1.12% 
106 2,448,300 22,848 0.93% 
平均 2,419,575 26,306  

      表 15  IEM 製程蒸汽使用量與外購蒸汽供應端生產量占比分析 

(3) 設備之生產、搬運、裝設與廢棄時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不納入洩漏排放。本

專案新增設備等生產、搬運、裝設與廢棄時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不納入洩漏

排放。 

4. 減量/移除量 

ERy = BEy – (PEy + 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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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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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值 7,314 4,166 0 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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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 月 1 日~117 年 12 月 31 日，

則於計入期內各年度之減量計算摘要如下表 16 所示。未來申請額度時，本專案計入

期將依註冊通過日期後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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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01/01~108/12/31 7,314  4,166   0  3,148 
109/01/01~109/12/31 7,314  4,166   0  3,148 
110/01/01~110/12/31 7,314  4,166   0  3,148 
111/01/01~111/12/31 7,314  4,166   0  3,148 
112/01/01~112/12/31 7,314  4,166   0  3,148 
113/01/01~113/12/31 7,314  4,166   0  3,148 
114/01/01~114/12/31 7,314  4,166   0  3,148 
115/01/01~115/12/31 7,314  4,166   0  3,148 
116/01/01~116/12/31 7,314  4,166   0  3,148 
117/01/01~117/12/31 7,314  4,166   0  3,148 

總 計 73,140 41,660 0 31,480 
計入期總年數 10 
計入期年平均 7,314  4,166   0  3,148 

                 表 16 專案執行期間溫室氣體減量表 
四、監測計畫 
(一)應被監測之數據與參數 
 

數據/參數 PPJ,m 
數據單位 ton 
描述 專案實施後，m 月產品產量 
數據來源 表計連續量測值 
應用的數值 如表 14 
量測方法和程序 以成品槽液位計直接量測 
監測頻率 連續量測(每日記錄、每月彙整) 

QA/QC 程序 
 由操作人員確認液位計之準確性，並進行維護及校正，校正

期間至少每 3 年內進行 1 次 
 依循本廠「量測儀器校正作業程序」辦理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專案計畫書撰寫時，以 106/10~107/9 量測數值計算 

 

數據/參數 SP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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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單位 ton 
描述 專案實施後，m 月的蒸汽消耗量 
數據來源 表計量測值 
應用的數值 如表 14 
量測方法和程序 以蒸汽流量計直接量測 
監測頻率 連續量測(每日記錄、每月彙整) 

QA/QC 程序 
 由操作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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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循本廠「量測儀器校正作業程序」辦理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請詳細說明

公用課流量計有扣

除電解槽用量…) 
專案計畫書撰寫時，以 106/10~107/9 量測數值計算 

 

 

數據/參數 Mw,PJ 
數據單位 月 
描述 專案實施後，用於計算 SSCRavg,PJ 的總月數 
數據來源 生產操作紀錄 
應用的數值 12 
量測方法和程序 － 
監測頻率 每月記錄，每年統計 
QA/QC 程序 －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專案計畫書撰寫時，以 106/10~107/9 量測數值計算 

 

數據/參數 Py 
數據單位 ton 
描述 y 年之產品產量 
數據來源 表計量測值 
應用的數值 65,011 
量測方法和程序 以成品槽液位計直接量測 
監測頻率 連續量測(每日記錄、每月彙整) 

QA/QC 程序 
 由操作人員確認液位計之準確性，並進行維護及校正，校正

期間至少每 3 年內進行 1 次 
 依循本廠「量測儀器校正作業程序」辦理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專案計畫書撰寫時，以 106 年 10 月~107 年 9 月產量推估專

案實施後液鹼年產量為 70,795 ton，依循減量方法第 16 點，

取於預估值與歷史年均產量取小值(65,011 ton)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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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參數 NCVsteam 
數據單位 kcal/kg 
描述 蒸汽淨熱值 
數據來源 依蒸汽壓力溫度對照 steam table(TLV)求得 
應用的數值 662.305 
量測方法和程序 引用製程蒸汽壓力查詢熱值表(steam table) 
監測頻率 每月記錄 

QA/QC 程序  由技術部確認輸入 steam table 之壓力及溫度數值正確 
 相關量測儀器循本廠「量測儀器校正作業程序」辦理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IEM 製程使用蒸汽壓力 8kg/cm2G  

 

數據/參數 EFCO2, heat 
數據單位 tCO2/Mcal 
描述 蒸汽單位熱能之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數據來源  廠內自產蒸汽：以蒸汽鍋爐燃料用量及蒸汽產量計算 
 外購蒸汽：引用蒸汽供應商提供溫室氣體盤查查證數據 

應用的數值 0.000405 

量測方法和程序 

 分別計算廠內蒸汽鍋爐及外購蒸汽之蒸汽單位熱能之二氧化

碳排放係數，再依各股蒸汽投入製程蒸汽用量進行加權平

均:EFCO2,heat = Σ(供應端投入製程蒸汽用量×蒸汽熱值×蒸汽

單位熱能之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Σ(供應端投入製程蒸汽用量

×蒸汽熱值) 
 廠內自產蒸汽：EFCO2,heat = Σ(投入蒸汽產生器燃料用量×燃料

之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Σ(產出蒸汽量×蒸汽熱值) 
 外購蒸汽：以蒸汽供應商提供最新年度蒸汽 CO2 排放係數(t 

CO2/t)，搭配 IEM 製程使用蒸汽熱值計算(Mcal/t)  

監測頻率 
 廠內自產蒸汽：1 年 1 次 
 外購蒸汽：事前(ex ante)，確證後固定 
 公用課確認中石化蒸氣與自產蒸氣的比例、加權平均等計算 

QA/QC 程序 －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參循減量方法監測規範，引用中石化公司頭份廠溫室氣體盤查

/申報數值(由於本公司無法取得中石化公司蒸汽生產相關運

轉數據，故參循減量方法監測規範) 
 專案計畫書撰寫時， 引用 106 年度溫室氣體盤查/申報數值(蒸
汽排放係數 0.360932 t CO2/t；蒸汽熱值 662.305Mcal/t)計算) 

 106 年廠內自產蒸汽用量+外購蒸汽用量比例 11:1 
 專案實施前後設備規格(含蒸汽產生器)蒸汽產生器納入專案

邊界內，變更蒸汽產生器提出申請 
 自產蒸氣係數與熱值(燃油/燃煤)；中石化蒸氣與自產蒸氣的比

例、加權平均等計算 
 每年由本廠公用課確認中石化蒸氣與自產蒸氣的比例、加權平

均等計算蒸汽自產或外購蒸汽量/CO2 排放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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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抽樣計畫 

 
不適用。本專案邊界涵蓋 IEM 製程減量計算參數，將依減量方法要求進行量測  

與計算。 

(三)監測計畫其他要素 
1.測組織與人員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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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 9 所示。  

 
 
 
 
 
 
 
 
 
 

圖 9 本專案監測組織與分工 

2.據蒐集與管理流程，如下圖 10。  

 
       鹼氯課、公用課 工程部/儀電部 工安室 

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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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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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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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數據蒐集與管理流程 

3.數據及佐證資料保存  

專案期程及監測作業規劃 
對外溝通及專案監測資訊

彙總 
不定期實施內部訓練 
專案相關數據及文件資料

保存 

監測作業統籌及數據確認 
(工程部) 

數據彙整及實施 QA/QC 
(儀電課) 

彙總蒸汽用量等數據，進

行熱能計算與分析 
實施製程設備維修保養(向
鹼氯課報告異常狀況，並

採取矯正措施) 
流量計、液位計維護與校

驗 

依監測計畫執行相關作業 
定期進行蒸汽及產品用量

量測與記錄 
定期進行蒸汽熱值量測與

記錄 
確保量測數據之正確性 

設備運轉數據收集 
(鹼氯、工程部) 

專案執行與監測計畫之監督管理 

專案管理者(本廠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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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單位產品之蒸

汽消耗率 

蒸汽流量計 

製程操作壓力、溫度 
蒸汽熱值 

產品液位計 

蒸汽產生器之產量 
(中石化提供) 

蒸汽排放係數 
(自產、中石化) 

自產蒸汽鍋爐燃料用量、

蒸汽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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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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著手製程能源減碳計畫，於 104 年 4 月逐步展開 IEM 蒸發罐

工程提案規劃、可行性評估、招標及施作。本專案共分為 4 階段執行，於第 1 階段

(106 年 5 月)完成架台基礎製作工程，於第 2 階段完成(106 年 6 月)完成設備安裝配

管工程，於第 3 階段完成(106 年 7 月)完成儀電配電配線及公用配管配線工程，於

第 4 階段完成(106 年 7 月)完成設試車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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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完成」(液鹼蒸發罐

更新工程完工日期 106 年 07 月 28 日)作為起始日，相關工作實施期程如下表 17 所

示。           

表 17  IEM 蒸發罐更新工程執行相關期程 
階段 製程 提案規劃 施工 試車 結案/驗收 

I 蒸發罐購置 鹼氯課、工程部 105.7~106.7.28 完成 驗收 
II 基礎製作 工程部 106.4.10~106.5.10  驗收 
III 儀電配電 工程部 106.5.10~106.7.7  驗收 
IV 管路裝配 工程部 106.6.12~106.6.30  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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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委請專業之檢測公司依循國家標準(CNS9788 B5085)針對本專案 IEM 製程關鍵

性設備(T-505)進行超音波測厚檢查，用以計算腐蝕速率與剩餘壽齡，分析結果 IEM
製程設備剩餘壽命尚餘 312 年以上(如附件二、2.(1))。 

此外，各製程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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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性能表現之情況，亦未曾進行汰換，故專案實

施後仍可持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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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 月 1 日

~117 年 12 月 31 日。 

六、環境衝擊分析 
本專案 IEM 製程蒸發罐更新工程，其專案範圍在本廠內，對本廠周遭環境無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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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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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工期間 
本專案為既有設備之改造及增加部份設備，因施工地點皆在 IEM 製程原地，因此

施工期間產生的噪音、震動影響區域僅限於 IEM 製程區域，且施工期間已將製程

完全停車及排空，對於人員安全的影響亦可降至最低，另針對施工期間產生的廢水

由製程溝收集後泵送至廠區內综合廢水廠裡場處理；廢棄物則依廢清法相關規定處

理。 

(二)專案活動執行減量期間 
在 IEM 蒸發罐工程完成後，主要可降低單位產品之蒸汽耗用量以及相對應之溫室

氣體排放量，藉由節能改善案件的執行，實際降低對環境的衝擊，且製程系統改善

後，不會增加廢氣量及廢棄物產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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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本廠內部作業。本廠於施工

期間對於可能產生的噪音、塵土等環境問題亦遵守法規規定及加強防制。在 IEM 蒸

發罐更新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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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之實施影響對象依與專案活動之相關性，可分為第一線「製程

操作、管理人員」、第二線「華夏塑膠頭份廠員工」、第三線「供應商、維修檢測

機構」及第四線「附近居民」，如下表 18 所示。 

表 18 公眾意見調查對象 
類別 定義 對象人員 
第一線 鹼氯製程運轉操作同仁 蒸發製程操作、管理人員 

第二線 於專案活動實施場域內其他人員 華夏海灣塑膠頭份廠員工 

第三線 專案執行者相關人員 供應商、維修檢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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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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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公眾意見調

查表，內容共計有 9 個提問，針對可能影響之對象分別發送填寫。本廠已於 107 年

10 月完成公眾意見調查表發送 210 份，合計收回 180 份，各線人員平均回收率為 
85.17% 。依據回收之意見調查表分析，對象人數方面以第二線華夏海灣塑膠頭份

廠員工占比 56%為最多(如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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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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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問卷調查人員包含華夏海灣塑膠頭份廠員工、附近居民及華夏海灣塑膠公司員

工，受訪人員針對本專案的執行多表示肯定與支持，問卷調查分析結果如下表 19
所示，針對公眾意見 1~4 問題，受訪者普遍聽過全球暖化之名詞，並了解本公司持

續進行的減碳活動，對於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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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華夏海灣塑膠頭份廠員工、附近居民及中石化公司員工大部分皆認為本

專案之執行能提升石化廠製程生產效率，並可減少蒸汽用量及溫室氣體排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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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受訪者所提之負面影響，本廠亦提出相關應對措施如下： 

(1) 已完成進行新增設備/管路與既有系統之相容性評估，並加強維護保養。 

(2) 所有之改善工作皆位於本廠區內，其噪音及震動並不影響週遭居民，而針對

現場施工噪音較大之區域，提供及要求人員佩帶護具。 

(3) 持續推動製程操作改善，如更新 DCS 系統、增加 ESD 系統等措施，有效強

化設備操作安全，並持續進行人員訓練。 

(4) 針對設備載運車輛進行進出管控，避免同時間之車流量大增。 

此外，本公司亦將藉由參予政府成果發表會、安環會議等場合，對廠內及廠

外人員宣導本計畫改善成效及本廠為節能減碳及減少空氣污染所做之努力，

以示本廠善盡溫室氣體減量之決心。  

        表 19 公眾意見調查結果分析 

14%

56%

14%

17%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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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問題 
回答 

是 否 

1 
您是否知道「溫室氣體」排放濃度增加為造成氣候

變遷及全球暖化的主要因素? 170 10 

2 
您是否知道本公司為呼應國內外溫室氣體減量趨勢， 
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於近年來積極投入節能減碳 
及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工作? 

170 10 

3 
您是否知道製程使用蒸汽，係由化石燃料燃燒產生 
，而燃燒過程中會造成溫室氣體排放? 

170 10 

4 
您是否知道透過採用高效率蒸發罐，能提升石化廠製 
程生產效率，並可減少化石燃料用量及溫室氣體排 
放? 

170 10 

5 
您認為本廠實施化石燃料對地方社會、經濟及環境

的影響為何？  170 10 

6 

承第 5 題，您認為可能的正面影響為何? 次數 
複選

項目 
減少 IEM 液鹼製程生產對環境污染 160 
響應節能減碳，提升公司形象 120 
提升 IEM 液鹼製程生產效率 100 
促進產業技術合作 30 

7 

承第 5 題，您認為可能的負面影響為何? 次數 
複選

項目 
蒸發罐更新，增加液鹼製程操作、控制及管

理之負擔 2 

施工過程噪音及震動頻繁 8 
相關設備/管線新增與修改，增加製程系統

運轉風險 8 

施工過程設備運輸車輛進出頻繁影響廠內/
鄰近交通 8 

8 

承第 7 題，您認為在本專案執行時，需注意何種事

項以減輕可能造成之負面影響? 次數 

複選

項目 
進行更新後蒸發罐與既有系統之相容性評

估，並加強維護保養 3 

落實施工噪音及震動管控措施 8 
加強相關設備操作設定程序研訂及人員訓

練 4 

施工期間設備載運車輛進出控制 8 
9 是否尚有其他寶貴意見 1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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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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11686106 

單位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基湖路 37 號 12 樓 

聯絡人 黃肇霖 聯絡電話 (037)623391 分機 5564 

電子郵件 jlhwang@cgpc.com 傳真號碼 (037)613326 

 
實 際 減 量 單 位 

單位名稱 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頭份廠(原料廠鹼氯課) 

統一編號 11686106 

單位地址 苗栗縣頭份市民族路 571 號 

聯絡人 陳柏樹 聯絡電話 (037)623391 分機 5271 

電子郵件 bensonchen@cgpc.com.tw  傳真號碼 (037)61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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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引用減量方法之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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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外加性說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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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事前推估減量之背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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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監測計畫之背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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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公眾意見蒐集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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