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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鋼胚熱進爐節能抵換專案計畫書 

一、專案活動之一般描述 

(一)專案名稱 

1.名稱：中鋼鋼胚熱進爐節能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本專案) 

2.版本與修訂紀錄： 

版本 日期 修訂內容摘要 

1.0 108.10.01 ─ 

2.0 108.10.08 

依文審階段之意見修正專案計畫書格式、補充廠區

配置圖、修改基線年及針對本專案前後實施之內容

提供更詳細具體之說明。 

3.0 108.10.31 

依第一階段現場確證發現修正適用條件敘述、專案

附屬設備排放量計算、各參數之監測計畫及數值，

並補充說明對公眾意見調查結果之因應作為。 

4.0 108.11.14 

依第二階段現場確證發現修正專案活動執行相關

時程、補充說明附屬設備排放量計算方式，並依保

守性原則修正後段製程平均入口溫度採用數值。 

4.1 109.1.31 

依註冊申請專案小組第 1 次初審會議意見補充參

數小數位數選擇原則、依原則修正排放計算結果、

並補充法規外加性及技術障礙分析等相關內容。 

3.減量方法範疇別：類別 4「製造工業類別」 

(二)專案參與機構描述 

中鋼公司位於高雄市，成立於民國 60年 12月，為目前國內最大

鋼鐵公司，市占率逾 50%；外銷主要對象為中國大陸、日本、東南亞。

中鋼公司以「追求成長，持續節能環保及價值創新，成為值得信賴的

全球卓越鋼鐵企業」為願景，積極落實「團隊、企業、踏實、求新四

大精神，以新技術、新管理思維，深耕鋼鐵本業，推動「研發聯盟」

籌設，致力協助下游相關產業升級，以帶動國內鋼鐵業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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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名稱 參與單位性質 角色說明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私人企業 專案投資、規劃與執行者 

(三)專案活動描述 

1.專案活動目的 

全球暖化在世界各國已成為重要的議題，中鋼公司作為我國鋼鐵

業之領導企業，落實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責無旁貸，已陸續進行許多

溫室氣體減量專案，無論是在廢熱回收或公司內部之能效提升，均展

現中鋼公司對於環境及能源議題的高度關心，而中鋼公司不僅考量企

業本身能夠為減緩全球暖化可做的努力，亦將社區永續議題納入考量

重點，透過區域能源整合與其他產業一同減少資源耗用，有效降低環

境衝擊和改善環境品質。 

中鋼公司此次減量專案為增設保溫坑與保溫坑蓋，使煉鋼廠生產

之熱胚進入到熱軋廠後能暫存於保溫設施中，減緩其熱能損失，有助

於提升鋼胚熱進爐率與進爐溫度，以節省加熱爐升溫時的燃料使用量，

降低燃料耗用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2.專案活動地點 

專案活動地點位於本公司（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 1號）軋鋼二廠

之第二熱軋鋼帶工場，軋鋼二廠大門座標以 TWD97二度分帶座標系

統定位[X,Y = 184069,2494289]，位置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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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1號
(XY=184069,2494289)

 

圖 1、本公司軋鋼二廠地理位置圖 

3.資金來源說明 

執行本專案相關工程費用之金額為 37,893,304元，全數由本公司

自行負擔，亦無受任何政府計畫之資金援助。 

4.永續發展之貢獻 

本專案對於環境永續發展之貢獻，包含以下各點所述。 

■ 減緩溫室效應：本公司於加熱爐前增設保溫設施，以降低

鋼胚熱能損失，進而減少加熱爐燃料耗用量，可有效降低

溫室氣體排放，減緩溫室效應發生，降低環境負荷。 

■ 企業環境責任：本公司於發展溫室氣體抵換專案過程中，

對於臺灣鋼鐵業或上下游供應鏈產生影響，期望引發企業

連鎖效應，提倡企業環境責任，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5.預期減量成果 

本專案預計減量成效為每年 14,089公噸 CO2當量，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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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預期減量成果 

單年期間 年排放減量估計值(tCO2e) 

109/07/01-110/06/30 14,089 

110/07/01-111/06/30 14,089 

111/07/01-112/06/30 14,089 

112/07/01-113/06/30 14,089 

113/07/01-114/06/30 14,089 

114/07/01-115/06/30 14,089 

115/07/01-116/06/30 14,089 

116/07/01-117/06/30 14,089 

117/07/01-118/06/30 14,089 

118/07/01-119/06/30 14,089 

總排放減量估計值 140,890 

計入期總年數 10 

計入期年平均排放減量估計值 14,089 

註：計入期將依環保署審議通過日期予以修正 

6.確認非屬大規模專案之拆案 

參考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之小規模專案活動拆解評估工具 

(Assessment of debundling for small- scale project activities, v04.0)規範，

若於下列狀況下，除本專案外存在另一註冊之小規模專案，則本專案

活動將可能被視為大規模專案之拆解結果： 

(1)專案申請者相同；且 

(2)專案活動之類型、技術/措施相同；且 

(3)於過去 2 年內完成註冊；且 

(4)其專案邊界距離本專案邊界 1 公里以內 

本公司並無註冊或申請註冊其他製程整合相關之小規模專案活

動，故本專案非屬某已註冊大規模專案之拆解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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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案活動之技術說明 

1.減量技術 

本公司之第二熱軋鋼帶工場（以下簡稱 Y48）為加速品質提升、

配合高品級鋼種之開發，並同時為了進一步減少加熱爐燃料耗用及節

能，降低生產成本，特執行本專案。本公司之 Y48 於專案執行前，

扁鋼胚經連鑄機出口後會分別罝於冷胚儲區及既有之保溫坑存放，再

依軋延排程順序進入加熱爐加熱後製成鋼胚，由於 Y48 原既有之扁

鋼胚保溫坑為開放式，使保溫坑內熱胚溫降快，故為提升儲區保溫坑

之保溫能力，減少燃料損耗，Y48於民國 102年 1月進行增設保溫坑

蓋計畫之審核，於民國 104年 7月建造完成進行試俥，並於民國 105

年驗收後正式啟用保溫坑蓋設施。 

Y48製程流程如圖 2所示，此次專案活動增設之相關設備清單如

表 2所示，包含保溫坑蓋及其附屬設備（驅動馬達、冷卻風扇及操作

盤），而未涉及其他設備之汰換或改製。 

表 2、專案活動增設之設備清單 

增設項目  Y48 

硬體設備  保溫坑蓋  

附屬設備  保溫坑蓋驅動馬達、冷卻風扇、操作盤  

 

圖 2、本公司軋鋼二廠製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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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案範圍 

本專案之邊界為扁鋼胚由前段煉鋼廠之連鑄機出口開始，經過

Y48之保溫坑暫儲後，再進入加熱爐內加熱，於達到軋延所需溫度後

出爐結束。本專案活動範圍為中鋼公司小港廠之 Y48，廠區配置圖如

圖 3所示，專案邊界示意圖及製程流程圖如圖 4所示。 

 

 

圖 3、廠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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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軋鋼二廠第二熱軋鋼帶工場專案邊界示意圖：專案實施前後及

製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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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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抵換專案應用國內公告之小規模減量方法「TMS-II.017 v01.0

生產製程整合以減少熱能損失」(以下簡稱本方法學)。 

依據本方法學要求，同時應用最新版工具包含： 

1. CDM外加性論證與評估工具 

“Tool for the demonstration and assessment of additionality” (v07.0.0) 

2. CDM小規模基線情境與外加性論證整合工具 

“Methodological tool：Demonstration of additionality of small-scale 

project activities ” (v12.0) 

3. CDM設備剩餘壽齡推估工具 

“Tool to determine the remaining lifetime of equipment” (v01) 

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公告「溫室氣體排放係數

管理表 6.0.4版」 

(二)適用條件與原因 

本專案為中鋼鋼胚熱進爐節能抵換專案，參採環保署規範，本專

案適用小規模減量方法，應用之減量方法為：「TMS-II.017 v01.0生產

製程整合以減少熱能損失」，適用原因如表 3所示。 

表 3、TMS-II.017適用性條件及專案情境描述 

 適用性條件 專案情境描述 

1 

本方法適用於將工廠製程系統

中，因生產造成中間產品需先降

溫再升溫所造成的熱能損失，透

過新增設備或改裝既有設備 (包

括輸送設備、控制系統或其他可

本專案係廠內透過增設鋼胚

保溫設備、優化排程系統，整

合連鑄製程生產之高溫鋼胚

及後端加熱爐，減少鋼胚先降

溫再升溫所造成之熱損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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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性條件 專案情境描述 

達成製程整合之設備)，整合前段

製程與後段製程，減少後段製程

的燃料/電力/蒸汽能源使用，而未

包括後段製程內其他設備(如管線

保溫)之汰換或改裝。 

未包含其他後段製程設備的

汰換或改裝，符合條件。 

2 

專案技術活動如包括製程系統內

其他設備之汰換或改裝，仍適用

本方法，但產生之減量將不列入

計算。 

本專案技術活動係透過增設

鋼胚保溫設備、優化排程系

統，未進行其他設備改裝，符

合條件。 

3 

透過生產製程整合設備連接的前

段製程與後段製程，僅限使用於

實施此減量方法之事業單位(專案

申請者可控制之範圍) ，且專案實

施前後原料種類相同之產品。 

前端連鑄製程及後端加熱爐

製程屬於同一個事業單位所

有，且中間產品(原料)為鋼

胚，符合條件。 

4 

專案實施前後，中間產品/產品進

出專案邊界之製程操作條件應維

持穩定，且後段製程工業熱能設

施應使用相同種類之燃料/蒸汽/

電力運轉。 

專案實施前後，前段煉鋼廠連

鑄連鑄製程皆無改變，且此製

程（煉鋼程序）之固定污染源

操作許可證內容於民國 103

年至民國 107年並無變更；後

段 Y48 之加熱爐設備出口溫

度於專案前後差異小於

0.3%，未有明顯變異，進出

專案邊界之製程操作條件穩

定，且加熱爐設備於專案情境

與基線情境所使用之燃料皆

為焦爐氣，符合此適用條件。 

5 

前、後段製程之設施工業熱能設

施無論是否實施專案，皆能持續

運作。 

本專案無論是否增設鋼胚保

溫設備或優化排程系統，不影

響既有設施設備之運作，符合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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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性條件 專案情境描述 

6 

既有後段製程設備剩餘使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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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受限於既有設備剩餘壽命評估

結果。 

Y48 之加熱爐於民國 85 年啟

用，本公司於 108 年 10 月特

請外部專家進行壽齡評估（如

附件 2），經評估後 Y48 之加

熱爐仍可再使用 15 年以上

（民國 123 年）；因此，本專

案之計入期設定為 10 年（民

國 109年 1月 1日至民國 118

年 12月 31日），符合條件。 

7 

單一專案之年總節能量不得超過

60GWhe，60GWhe 年總節能量相

當於最大為180GWhth的年燃料投

入節能量。 

本專案年燃料投入節能量約

為 56 GWhth，小於本方法學

最大年燃料投入節能量為

180GWhth之限制，符合條件。 

依照以上各項適用性與本專案現況描述之比較，本專案內容符合

TMS-II.017 (v01.0)之適用性條件，因此適用於該減量方法。 

(三)專案邊界 

本專案活動前 Y48 之運作方式如(四)專案活動之技術說明之 1.

減量技術所述，Y48於加熱爐前增設保溫坑蓋設施，使鋼胚離開煉鋼

廠後，由原本保溫效果較差之儲區，改置於良好之保溫設施中。 

本抵換專案，為計算進保溫坑之鋼胚於專案活動後降低之熱量損

失，減少加熱爐燃料使用量，進而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而主要減少

的溫室氣體為二氧化碳。專案邊界內基線和專案的排放來源如表 4所

示，包含加熱爐所使用之焦爐氣以及專案活動附屬設備（保溫坑蓋驅

動馬達、冷卻風扇及操作盤）之電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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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排放源和溫室氣體種類鑑別 

情境 來源 氣體 是否納入 說明 

基線 
後段製程加熱爐燃料使

用（焦爐氣） 

CO2 是 主要排放來源 

CH4 否 估計排放量極小，

故簡化忽略不計 N2O 否 

專案

活動 

後段製程加熱爐燃料使

用（焦爐氣） 

CO2 是 主要排放來源 

CH4 否 估計排放量極小，

故簡化忽略不計 N2O 否 

附屬設備的電力使用

（保溫坑蓋驅動馬達、

冷卻風扇及操作盤） 

CO2 是 主要排放來源 

CH4 是 納入考量 

N2O 是 納入考量 

(四)基線情境之選擇與說明 

依據減量方法之規範，本公司經評估各項與本專案活動對等之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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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扁

鋼胚於不另增設保溫設施前題下，先至冷胚儲區與既有保溫設備放置

後再進加熱爐加熱」即為基線情境，相關分析說明如下： 

1.定義替代方案 

本專案為扁鋼胚進入本廠後經製程整合，先至保溫坑（含蓋及未

含蓋）放置以維持其溫度，減少加熱爐加熱時所使用之燃料，藉以降

低溫室氣體排放，並減少對環境污染。若本專案未執行，則在專案活

動邊界內，可能發生之替代方案如下： 

方案一：扁鋼胚於不另增設保溫設施前題下，先至冷胚儲區與既

有保溫設備放置後再進加熱爐加熱 

方案二：在沒有抵換專案情境下，增加保溫坑及保溫坑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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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決定做為基線情境之替代方案 

方案一：扁鋼胚於不另增設保溫設施前題下，先至冷胚儲區與既

有保溫設備放置後再進加熱爐加熱 

在無法規要求下，本廠可持續進行原操作程序，使用既有保

溫設備或置於冷胚儲區再置加熱爐加熱，其供應穩定，符合公司

既定最佳營運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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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二：在沒有抵換專案情境下，增加保溫坑及保溫坑蓋 

本專案活動在既有腹地空間限制及沒有任何政府法規要求

獎勵誘因下進行，於現有設備位置增設保溫坑或保溫坑蓋，在執

行面將面臨技術障礙（參照外加性分析），故此方案不適用於最

接近基線情境之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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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

案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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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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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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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2.0)之外加性評估流程，並進行障礙分析之論述。 

1.法規外加性分析 

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與規範，並無強制要求加熱爐前需設置保溫坑

或保溫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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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鋼公司為「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

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所要求年平均節能應達 1%之對象，然本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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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非屬「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中定義之節

電措施，故本專案活動優於法規規定，可申請抵換專案。 

2.技術障礙分析 

Y48扁鋼胚保溫坑原為開放式，熱胚溫降快，為提升扁鋼胚之熱

進爐溫度，減少燃料損耗，故計劃增設保溫坑蓋，以提升現有儲區內

保溫坑之保溫能力。 

本專案之保溫坑蓋型式原設計為全蓋式，但因受到進、出料輥台

配置限制，現場可供保溫坑蓋開啟之空間不足，全蓋式設計將須搬遷

天車維護區、備品儲放區及北邊車道，影響層面大；加上保溫坑必需

反覆進行熱胚接收、熱胚備料及鋼胚進料作業，使用頻繁，考量熱胚

接收作業隨時皆有可能進行，保溫坑蓋全覆蓋之時間不多，因此決議

改以非全蓋式保溫坑蓋設計，以原有保溫坑區內進行改造，由 2片馬

達驅動之保溫坑蓋於保溫坑上左右移動，使約 2/3面積之保溫坑受到

保溫坑蓋之覆蓋，達到降低熱量散失的效果。 

因應保溫坑蓋設置，所增設之軟體、硬體設備及安全措施如下： 

(1) 增設操控保溫坑蓋開關之相關軟硬體於執行作業之 4 部天

車。 

(2) 於低溫區設置可快速拆卸機構，使保溫坑蓋故障時，相關人

員可快速拆卸連結件後，再以天車吊離。 

(3) 保溫坑蓋驅動方式設計為馬達損壞時可切換至備用馬達繼

續使用，使可運行至定修時再維護，減少運作中進行故障處

理之頻率。 

(4) 定修維護時，保溫坑內鋼胚將進行集中或清運，並將保溫坑

蓋遠離熱胚，以減少環境高溫，使人員能進行維護。 

(5) 由於保溫坑蓋會移動，故設置活動式維修平台及隔熱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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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發生損害時，讓人員可安全進行施工。 

(6) 進行儲區管理電腦化系統(Slab Yard Management Computer, 

SYMC)之設定，以判斷保溫坑內鋼胚高度，避免保溫坑蓋損

壞。 

在生產操作的部分，原扁鋼胚保溫坑無加蓋時，保溫坑內可同時

有 2部天車進行作業，而新增保溫坑蓋後，作業範圍縮減，僅能以 1

部天車進行作業，若同時需進行備料、進料及接收熱胚，則可能產生

備料不及之情形，而為降低相關設施故障率，在裝設保溫坑蓋後，相

關軟硬體設施皆於高溫環境下經過可靠度測試，避免增加延誤情形。 

除作業範圍縮減外，加上保溫坑蓋後，保溫坑內每個儲位可儲放

鋼胚數量由 15 塊減少為 12 塊，總儲量共減少 51 塊，將導致保溫坑

滿儲情形，必須經常將熱胚吊至保溫坑外，增加作業困難度，而針對

此保溫坑容量減小更易滿儲及延誤的問題，本場將持續優化排程調度

系統，確保作業流程之流暢性及穩定性，使衝擊降至最低。 

由上述說明，於增設保溫坑蓋後，須考量如何降低儲區運作所造

成的影響，使既有產線能順暢運行。因此，本廠之保溫坑蓋設計考量

既有條件限制下，針對保溫坑蓋之設計方式、須增設之相關軟硬體設

備、因應保溫坑蓋增設後之作業模式、設施維護方式等項目皆經過多

次研析與討論，本專案最終共投入 37,893,304元進行硬體設備改造、

軟體系統增修等項目，其中各項目分別投入費用分別為：設備設計部

分，包含機械製作與安裝、土木施工及電氣馬達，約投入 3,500萬元；

於系統控制部分，包含電氣線路與設備、施工材料及人力，約投入

236 萬元；儲區管理系統修改約投入 53 萬元，並於設計至完工驗收

階段共歷時 3年完成，具相當技術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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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減量/移除量計算說明 

(一)減量/移除量計算描述 

本專案採用減量方法 TMS-II.017 及相關計算工具，藉專案實施

前後之中間產品熱量損失差，計算後段製程之加熱爐燃料消耗減量，

以下為本專案所使用的排放減量計算公式及相關說明。 

1.所引用減量方法之公式描述 

(1)基線排放計算 

y 年專案活動之基線排放量(BEy，tCO2e)，係指未進行專案

下，後段製程之加熱爐燃燒燃料以提供製程所需熱能（鋼胚加溫），

過程中產生的排放量。計算公式及參數定義如下： 

BEy=HLBL,y/ηBL*EFCO2,heat,y 

參數 定 義 單位 

BEy y年專案活動之基線排放量 tCO2e 

HLBL,y y年之基線情境下熱損失量 Mcal 

ηBL 專案實施前，後段製程加熱效率 % 

EFCO2,heat,y y年之單位熱能之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tCO2e/Mcal 

其中專案實施前，後段製程加熱效率(ηBL，%)之計算公式及

參數定義如下： 

ηBL=[(t3,BL-t2,BL)*Cp*Phis]/(FCheat,his*NCVBL,heat) 

參數 定 義 單位 

t3,BL 專案實施前，後段製程平均出口溫度 ℃ 

t2,BL 專案實施前，後段製程平均入口溫度 ℃ 

Cp 產品比熱值 Mcal/t℃ 

Phis 專案實施前產品年產量歷史值 t 

FCheat,his 專案實施前，後段製程燃料年用量 kNM
3
 

NCVBL,heat 基線燃料之熱值 Mcal/kN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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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避免因專案實施後，後段製程燃料投入變化導致高估減

量，y年之基線情境下熱損失量(HLBL,y，Mcal)必須分別以 y年之

專案產品年產量(PPJ,y，t)及歷史產量(Phis，t)計算，並取兩者中計

算結果較小之值作為基線情境下之熱損失量。計算公式及參數定

義如下： 

HLBL,y=(t1,BL-t2,BL)*Cp*PPJ,y 

HLhis=(t1,BL-t2,BL)*Cp*Phis 

HLBL,y之決定：HLBL,y=min(HLBL,y；HLhis) 

參數 定 義 單位 

t1,BL 專案實施前，前段製程平均出口溫度 ℃ 

t2,BL 專案實施前，後段製程平均入口溫度 ℃ 

Cp 產品比熱值 Mcal/t℃ 

PPJ,y y年之專案產品年產量 t 

HLhis 專案實施前，熱損失量歷史值 Mcal 

 

(2)專案排放計算 

y年之專案排放量(PEy，tCO2e)，包含於專案情境下，後段製

程之加熱爐燃燒燃料以提供製程所需熱能（鋼胚加溫），過程中

產生的排放量，以及生產製程整合設備（附屬設備）運轉所產生

的排放量。計算公式及參數定義如下： 

PEy=HLPJ,y/ηPJ*EFCO2,heat,y*k+PEa,y 

參數 定 義 單位 

PEy  y年之專案排放量 tCO2e 

HLPJ,y y年之專案情境下熱損失量 Mcal 

ηPJ 專案實施後，後段製程加熱效率 % 

EFCO2,heat,y y年之單位熱能之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tCO2e/Mcal 

k 調整因子 k=min(1；HLhis/HLBL,y) ─ 

PEa,y  y年之專案附屬設備排放量 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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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專案實施後，後段製程加熱效率(ηPJ，%)之計算公式及

參數定義如下： 

ηPJ=[(t3,PJ-t2,PJ)*Cp*PPJ,y]/(FCheat,PJ,y*NCVheat,y) 

參數 定 義 單位 

Cp 產品比熱值 Mcal/t℃ 

t3,PJ 專案實施後，後段製程加熱出口溫度 ℃ 

t2,PJ 專案實施後，後段製程平均入口溫度 ℃ 

PPJ,y y年之專案產品年產量 t 

FCheat,PJ,y y年之後段製程燃料用量 kNM
3
 

NCVheat,y y年之燃料熱值 Mcal/kNM
3
 

y 年之專案情境下熱損失量(HLPJ,y，Mcal)之計算公式及參數

定義如下： 

HLPJ,y=(t1,PJ-t2,PJ)*Cp*PPJ,y 

參數 定 義 單位 

t1,PJ 專案實施後，前段製程平均出口溫度 ℃ 

t2, PJ 專案實施後，後段製程平均入口溫度 ℃ 

Cp 產品比熱值 Mcal/t℃ 

PPJ,y y年之專案產品年產量 t 

 

由於計算基線熱損失量（HLBL,y）時，為避免高估減量故需

以 HLBL,y與 HLhis兩者中較小之值作為基線情境下之熱損失量，

而為確保基線排放及專案排放計算邏輯之一致性，於計算專案排

放量（PEy）時，以 k值調整，k值之決定如下： 

k=min(1;HLhis/HLBL,y) 

另，y 年之專案附屬設備排放量(PEa,y，tCO2e)，是由新設之

專案附屬設備如馬達、鼓風機、輸送帶等電力設備，或其他利用

燃料與蒸氣之設備所增加的排放量。計算公式及參數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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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y＝ECa,ELEC,y*EFELEC,y+FCa,y*EFa,FUEL 

參數 定 義 單位 

ECa,ELEC,y y年之專案附屬設備用電量 kWh 

EFELEC,y y年之電力排放係數 tCO2e/kWh 

FCa,y y年之專案附屬設備燃料用量 kNM
3
 

EFa,FUEL 附屬設備燃料之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tCO2e/kNM
3
 

 

(3)排放減量計算 

本專案活動之洩漏（LEy，tCO2e）不計。故本專案於 y年度

因生產製程整合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減量（ERy，tCO2e）計算

公式如下： 

ERy=BEy－PEy 

參數 定 義 單位 

ERy y年之減量 tCO2e 

BEy y年之基線排放量 tCO2e 

PEy y年之專案排放量 tCO2e 

2.所引用之預設係數與參數說明 

不需監測的數據： 

本專案參數值參採溫室氣體盤查之小數位數選用原則，活動數據

取至小數點後 4位，排放係數取至小數點後 10位。 

數據／參數 FCheat,his 

數據單位 kNM
3（焦爐氣） 

描述 專案實施前，後段製程燃料年用量 

數據來源 量測值 

應用的數值 焦爐氣：259,547.9600 

數據選擇或量測

方法和程序 
透過流量計量測並累計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 取 103年 1月 1日~103年 12月 31日之值 

• 資料來源為 SPC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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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參數 NCVBL,heat 

數據單位 Mcal/kNM
3（焦爐氣） 

描述 基線燃料之熱值 

數據來源 專案實施時，能源局最新公告能源產品單位熱值 

應用的數值 焦爐氣：4,200 

數據選擇或量測

方法和程序 
引用能源局「能源產品單位熱值表」中之焦爐氣熱值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引用 108 年 6 月 28 日能源局最新公告之「能源產品單位

熱值表」檔案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web_book/We

bReports.aspx?book=B_CH&menu_id=145)  

 

數據／參數 t1,BL 

數據單位 ℃ 

描述 專案實施前，前段製程平均出口溫度 

數據來源 以溫度計量測 

應用的數值 821.6667 

數據選擇或量測

方法和程序 
–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由於此前段製程於專案活動實施前後皆無改變，製程操作

條件穩定，且此製程（煉鋼程序）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

證於 103年至 107年對本條件（扁鋼胚連鑄機產出之扁鋼

胚溫度）皆無異動或變更，依許可證內容扁鋼胚連鑄機產

出之扁鋼胚溫度約為 750℃~850℃，與 108年實測值相符

（以溫度計直接量測鋼胚表面溫度分別得 818℃、820℃、

827℃)，故此參數以 108年 10月之實際量測值推算。 

 

數據／參數 t2,BL 

數據單位 ℃ 

描述 專案實施前，後段製程平均入口溫度 

數據來源 生產操作紀錄（SPC 系統） 

應用的數值 202.3043 

數據選擇或量測

方法和程序 

取用 SPC 系統中，基線年以 pyrometer量測每塊鋼胚進入

加熱爐前溫度之記錄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 103年 1月 1日~103 年 12月 31日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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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pyrometer偵測極限值為 100℃，低於偵測極限值之

鋼胚溫度本專案皆以 100℃計算，相較於以鋼胚儲區之

室溫 25℃計算，此方法計算符合保守性原則。 

 

數據／參數 t3,BL 

數據單位 ℃ 

描述 專案實施前，後段製程平均出口溫度 

數據來源 生產操作紀錄（SPC 系統） 

應用的數值 1,173.0140 

數據選擇或量測

方法和程序 

取用 SPC 系統中，基線年以熱電偶量測爐溫並透過模式

計算每塊鋼胚出口溫度之記錄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 取 103年 1月 1日~103年 12月 31日之值 

 

數據／參數 Cp 

數據單位 Mcal/t℃ 

描述 產品比熱值 

數據來源 文獻值 

應用的數值 0.158 

數據選擇或量測

方法和程序 

依據文獻 “Physical Constants of Some Commercial Steels 

at Elevated Temperatures” , The British Iron and Steel 

Research Association, 1953, Butterworths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 

 

數據／參數 Phis 

數據單位 t 

描述 專案實施前產品年產量歷史值 

數據來源 以秤重器量測 

應用的數值 3,423,431.3600 

數據選擇或量測

方法和程序 

取用 SPC 系統中，基線年以秤重器量測每塊鋼胚重量之

記錄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 取 103年 1月 1日~103年 12月 31日之值 

 

數據／參數 HL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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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單位 Mcal 

描述 專案實施前，熱損失量歷史值 

數據來源 以量測值計算 

應用的數值 335,014,456.8117 

數據選擇或量測

方法和程序 
以歷史產量、平均溫度及產品比熱值計算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本參數計算如下： 

HLBL,y=(t1,BL-t2,BL)*Cp*PPJ,y；HLhis=(t1,BL-t2,BL)*Cp*Phis 

• HLBL,y=(821.6667-202.3043)*0.158*3672585.1320= 

359396460.3665 

• HLhis=(821.6667-202.3043)*0.158*3423431.3600= 

335014456.8117 

HLBL,y之決定：HLBL,y=min(HLBL,y；HLhis) 

HLBL,y=min(359396460.3665；335014456.8117) 

=335014456.8117 

 

數據／參數 ηBL 

數據單位 % 

描述 專案實施前，後段製程加熱效率 

數據來源 以量測值計算 

應用的數值 48.17 

數據選擇或量測

方法和程序 

以歷史產量、加熱爐燃料用量、燃料熱值、平均溫度及產

品比熱值計算 

數據用途 計算基線排放 

備註 本參數計算如下： 

ηBL=[(t3,BL-t2,BL)*Cp*Phis]/(FCheat,his*NCVBL,heat) 

=[(1173.0140-202.3043)*0.158*3423431.3600] 

/(259547.9600*4200)=0.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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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量/移除量計算 

在計畫書撰寫及確證階段，專案計畫書乃以說明註冊通過後未來

減量計算的方式，並推估未來減量，基線、專案排放量及專案減量預

估，詳細內容說明如下： 

1.基線排放量 

本專案係以「扁鋼胚於不另增設保溫設施前題下，先至冷胚儲區

與既有保溫設備放置後再進加熱爐加熱」設定為基線情境，而因本專

案之起始日為民國 104年 7月，且於專案實施後原始數據來源僅可追

溯至 103年，故基線排放量乃依據專案活動實施前 1年（103年 1月

1日~103年 12月 31日）之完整數據依照上節所述公式計算，詳細排

放量計算如下： 

(1)基線排放量 

BEy=HLBL,y/ηBL*EFCO2,heat,y 

參數 定 義 單位 數值 

BEy y年專案活動之基線排放量 tCO2e 129,389.953 

HLBL,y y年之基線情境下熱損失量 Mcal 335,014,456.8117 

ηBL 專案實施前，後段製程加熱效率 % 48.17 

EFCO2,heat,y 
y年之單位熱能之 

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tCO2e/Mcal 0.000186  

 

(2)專案實施前，後段製程加熱效率 

ηBL=[(t3,BL-t2,BL)*Cp*Phis]/(FCheat,his*NCVBL,heat) 

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ηBL 專案實施前，後段製程加熱效率 % 48.17 

t2,BL 
專案實施前， 

後段製程平均入口溫度 
℃ 202.3043 

t3,BL 
專案實施前， 

後段製程平均出口溫度 
℃ 1,173.0140 

Cp 產品比熱值 Mcal/t℃ 0.158 

Phis 專案實施前產品年產量歷史值 t 3,423,431.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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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FCheat,his 
專案實施前， 

後段製程燃料年用量 
kNM3 259,548.9600 

NCVBL,heat 基線燃料之熱值 kcal/NM3 4,200 

 

(3)基線情境下之熱損失量 

HLBL,y=(t1,BL-t2,BL)*Cp*PPJ,y ；HLhis=(t1,BL-t2,BL)*Cp*Phis 

HLBL,y之決定：HLBL,y=min(HLBL,y；HLhis) 

HLBL,y=min(359,396,460.3665；335,014,456.8117) 

=335,014,456.8117Mcal 

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HLBL,y 
y年之基線情境下 

熱損失量 
Mcal 359,396,460.3665 

HLhis 專案實施前，熱損失量歷史值 Mcal 335,014,456.8117 

t1,BL 
專案實施前， 

前段製程平均出口溫度 
℃ 821.6667 

t2,BL 
專案實施前， 

後段製程平均入口溫度 
℃ 202.3043 

Cp 產品比熱值 Mcal/t℃ 0.158 

PPJ,y y年之專案產品年產量 t 3,672,585.1320 

Phis 專案實施前，產品年產量歷史值 t 3,423,431.3600 

 

2.專案排放量 

本專案實施後，專案活動之排放量(PEy)分為二部分，分別為後段

製程之加熱爐燃燒燃料產生的排放與生產製程整合設備（附屬設備）

運轉所產生的排放。專案排放量乃依據專案活動實施後之當年度數據

計算，而於計畫書撰寫及確證階段，則採用最近 1年（107年 1月～

107年 12月）之數值依照上節所述公式推算，詳細計算如下： 

(1)專案排放量 

PEy=HLPJ,y/ηPJ*EFCO2,heat,y*k+PEa,y 

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PEy  y年之專案排放量 tCO2e 115,27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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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HLPJ,y y年之專案情境下熱損失量 Mcal 355,930,458.8827 

ηPJ 專案實施後，後段製程加熱效率 % 53.54 

EFCO2,heat,y 
y年之單位熱能之 

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tCO2e/Mcal 0.000186  

k 
調整因子 

k=min(1；HLhis/HLBL,y) 
─ 0.9322  

PEa,y  y年之專案附屬設備排放量 tCO2e 8.0068 

 

(2)專案實施後，後段製程加熱效率 

ηPJ=[(t3,PJ-t2,PJ)*Cp*PPJ,y]/(FCheat,PJ,y*NCVheat,y) 

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ηPJ 專案實施後，後段製程加熱效率 % 53.54 

t2,PJ 
專案實施後， 

後段製程平均入口溫度 
℃ 208.2774 

t3,PJ 
專案實施後， 

後段製程加熱出口溫度 
℃ 1,169.8300 

Cp 產品比熱值 Mcal/t℃ 0.158  

PPJ,y y年之專案產品年產量 t 3,672,585.1320 

FCheat,PJ,y y年之後段製程燃料用量 kNM
3
 248,166.2680 

NCVheat,y y年之燃料熱值 Mcal/kNM
3
 4,200 

(3)專案情境下之熱損失量 

HLPJ,y=(t1,PJ-t2,PJ)*Cp*PPJ,y 

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HLPJ,y y年之專案情境下熱損失量 Mcal 355,930,458.8827 

t1,PJ 
專案實施後， 

前段製程平均出口溫度 
℃ 821.6667 

t2,PJ 
專案實施後， 

後段製程平均入口溫度 
℃ 208.2774 

Cp 產品比熱值 Mcal/t℃ 0.158 

PPJ,y y年之專案產品年產量 t 3,672,585.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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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專案附屬設備排放量 

本專案之附屬設備為用電造成之排放量計算如下： 

保溫坑蓋移動次數（年） 

107年 10/7~10/15之平均移動次數為一天 94次。 

推估保溫坑蓋整年移動次數=(94次/日)*(365日)=34,310次 

每次移動之保溫坑蓋片數 

由於本專案活動所增設之保溫坑蓋共有兩片，約覆蓋保溫坑

面積之 2/3，故會出現保溫坑中間區域無蓋（空中區）、北區無蓋

（空北區）及南區無蓋（空南區）三種情形，而每次移動視當下

需求，會有移動一片或兩片保溫坑蓋共兩種狀況，然而系統僅能

記錄移動次數，故本專案以概率估算每次移動之保溫坑蓋片數，

保溫坑蓋移動情形可區分為以下六種情形： 

指令 

要求 

初始 

狀態 
初始示意圖 

移動後

狀態 
移動後示意圖 

初始

狀態

機率 

移動

機率 

移

動

片

數 

空中區

移動為

空南區 

空中區 

 

空南區 

 

1

3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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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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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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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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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空北區

移動為

空南區 

空北區 

 

空南區 

 

1

3
 

1

2
 2 

空南區

移動為

空中區 

空南區 

 

空中區 

 

1

3
 

1

2
 1 

空南區

移動為

空北區 

空南區 

 

空北區 

 

1

3
 

1

2
 2 

北
區 

空
中
區 

南
區 

北
區 

中
區 

空
南
區 

北
區 

空
中
區 

南
區 

空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空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北
區 

空
中
區 

南
區 

空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北
區 

中
區 

空
南
區 

北
區 

中
區 

空
南
區 

北
區 

空
中
區 

南
區 

北
區 

中
區 

空
南
區 

空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26 

每次移動片數概率=空中區+空北區+空南區= 

(
1

3
×
1

2
×1) + (

1

3
×
1

2
×1) + (

1

3
×
1

2
×1) + (

1

3
×

1

2
×2) + (

1

3
×
1

2
×1) + (

1

3
×

1

2
×2) =

4

3
片 

保溫坑蓋移動用電量（年） 

每片保溫坑蓋移動時，需使用2個馬達及2個冷卻風扇驅動，

馬達功率為 18.64kW(25HP)，冷卻風扇馬達功率為 0.37kW(0.5HP)，

移動時間為 31s（每片保溫坑蓋移動距離為 19m，移動速率為

0.61m/s）。 

年用電量= 

(18.64 kW*2 +0.37 kW*2)*(31s/3600)*34310 次*4/3片

=14,977.9534kWh 

保溫坑蓋操作盤用電量（年） 

操作盤共有21個LED指示燈，其電流為10mA，電壓為24V。 

年用電量=[(0.01A*24V)/1000]*21pc*24hr*365日

=44.1504kWh 

故 Y48之專案附屬設備用排放量=(14977.9534+44.1504)kWh 

*107年電力排放系數 0.000533 tCO2e/kWh =8.0068 tCO2e 

PEa,y＝ECa,ELEC,y*EFELEC,y 

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PEa,y  y年之專案附屬設備排放量 tCO2e 8.0068 

ECa,ELEC,y y年之專案附屬設備用電量 kWh 15,022.1038 

EFELEC,y y年之電力排放係數 tCO2e/kWh 0.000533  

3.排放減量 

ERy=BEy-PEy 

參數 定義 單位 數值 

ERy y年之減量 tCO2e 14,089 

BEy y年之基線排放量 tCO2e 129,360 

PEy y年之專案排放量 tCO2e 11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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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入期計算摘要 

本專案依據「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選擇固定型之專案

計入期（10年），於計入期內各年度之減量計算摘要如表 5所示： 

表 5、專案計入期之排放量估算 

專案計入期 

基線排放量

估計值 

(tCO2e) 

專案活動 

排放量估計值 

(tCO2e) 

洩漏估計值 

(tCO2e) 

總排放減量/ 

移除量估計值 

(tCO2e) 

109/07/01-110/06/30 129,360 115,271 0 14,089 

110/07/01-111/06/30 129,360 115,271 0 14,089 

111/07/01-112/06/30 129,360 115,271 0 14,089 

112/07/01-113/06/30 129,360 115,271 0 14,089 

113/07/01-114/06/30 129,360 115,271 0 14,089 

114/07/01-115/06/30 129,360 115,271 0 14,089 

115/07/01-116/06/30 129,360 115,271 0 14,089 

116/07/01-117/06/30 129,360 115,271 0 14,089 

117/07/01-118/06/30 129,360 115,271 0 14,089 

118/07/01-119/06/30 129,360 115,271 0 14,089 

總量 

(tCO2e) 
1,293,600 1,152,710 0 140,890 

註：計入期將依環保署審議通過日期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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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測計畫 

(一)應被監測之數據與參數 

本專案參數值參採溫室氣體盤查之小數位數選用原則，活動數據

取至小數點後 4 位，排放係數取至小數點後 10 位。所有蒐集之數據

必須使用電子檔的形式保存，並至少保存到計入期結束後 2年。若無

特別說明，則下表所列的數據皆必須 100%被監測。所有的量測值必

須經過有通過相關機構外校量測儀器進行量測。 

參數/數據 FCheat,PJ,y 

數據單位 kNM
3（焦爐氣） 

描述 y年之後段製程燃料用量 

數據來源 量測值 

應用的數值 焦爐氣：248,166.2680 

量測方法和程序 透過流量計量測並累計 

監測頻率 連續量測（由每班紀錄量測值） 

QA/QC 程序 量測所用之流量計每一年半(18個月)校正一次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 資料來源為 SPC 系統 

• 取 107年 1月 1日~107年 12月 31 日之值 

 

參數/數據 t1,PJ 

數據單位 ℃ 

描述 專案實施後，前段製程平均出口溫度 

數據來源 以溫度計量測 

應用的數值 821.6667 

量測方法和程序 以 pyrometer（溫度計）量測鋼胚表面溫度 

監測頻率 每月紀錄統計平均值 

QA/QC 程序 量測所用之 pyrometer 每年校正一次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因此前段製程於專案活動實施前後皆無改變，製程

操作條件穩定，且依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內容，

扁鋼胚連鑄機產出扁鋼胚溫度約為 750℃~850℃，

與 108 年 10月實測值相符（實測三次分別得 818℃、

820℃、827℃)，故於專案計畫書撰寫階段，以 108

年 10 月之實際量測值計算平均出口溫度值，而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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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期後將採每月紀錄後，計算所得之整年平均值。 

 

參數/數據 t2,PJ 

數據單位 ℃ 

描述 專案實施後，後段製程平均入口溫度 

數據來源 生產操作紀錄（SPC 系統） 

應用的數值 208.2774 

量測方法和程序 以 Pyrometer（溫度計）量測 

監測頻率 
連續量測（以 Pyrometer量測每塊鋼胚溫度，並紀錄

為一筆） 

QA/QC 程序 量測所用之 Pyrometer 每年校正一次。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 此 pyrometer偵測極限值為 100℃，低於偵測極

限值之鋼胚溫度本專案皆以 100℃計算，相較於

以鋼胚儲區之室溫 25℃計算，此方法計算符合

保守性原則。 

• 取 107年 1月 1日~107年 12月 31 日之值 

 

參數/數據 t3,PJ 

數據單位 ℃ 

描述 專案實施後，後段製程平均出口溫度 

數據來源 生產操作紀錄（SPC 系統） 

應用的數值 1,169.8300 

量測方法和程序 以熱電偶量測爐溫並透過模式計算而得 

監測頻率 連續量測（計算每塊鋼胚出爐溫度，並紀錄為一筆） 

QA/QC 程序 量測所用之熱電偶每一年半(18個月)校正一次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 取 107年 1月 1日~107年 12月 31 日之值 

 

參數/數據 PPJ,y 

數據單位 t 

描述 y年之專案產品年產量 

數據來源 生產報表統計（SPC 系統） 

應用的數值 3,672,585.1320 

量測方法和程序 以秤重器量測 

監測頻率 連續量測（量測每塊鋼胚入爐前重量，並紀錄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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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QA/QC 程序 量測所用之秤重器每年至少校正一次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 取 107年 1月 1日~107年 12月 31 日之值 

 

參數/數據 ECa,ELEC,y 

數據單位 kWh 

描述 y年之專案附屬設備用電量 

數據來源 設備規格值乘實際運轉時數計算 

應用的數值 15,022.1038 

量測方法和程序 ─ 

監測頻率 每年量測配合生產紀錄時數計算 

QA/QC 程序 每年檢查維護相關附屬設備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附屬設備包含保溫坑蓋與保溫坑蓋操作盤，各項參

數計算方式說明如下，詳細計算請參閱計畫書 p.25。 

• 保溫坑蓋：以移動所需之馬達與風扇規格、年

移動次數、每次移動之保溫坑蓋片數概率與移

動所需時間計算 

• 操作盤：以盤上 LED 燈規格與運轉時數計算 

 

參數/數據 NCVheat,y 

數據單位 Mcal/kNM
3（焦爐氣） 

描述 y年之燃料熱值 

數據來源 專案實施時，能源局最新公告能源產品單位熱值 

應用的數值 焦爐氣：4,200 

量測方法和程序 － 

監測頻率 一年一次 

QA/QC 程序 
每年確認數值是否更新，並採用最近於監測年度之

數據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引用能源局「能源產品單位熱值表」中之焦爐氣與

燃料油熱值 

 

參數/數據 EFCO2,heat,y 

數據單位 tCO2e/Mcal 

描述 y年之單位熱能之二氧化碳排放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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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 IPCC 公告值 

應用的數值 焦爐氣：0.000186 

量測方法和程序 － 

監測頻率 一年一次 

QA/QC 程序 
每年確認數值是否更新，並採用最近於監測年度之

數據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引用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係數管理表」6.0.4 版之

焦爐氣與蒸餘油(燃料油)原始係數 

 

參數/數據 EFELEC,y 

數據單位 tCO2/kWh 

描述 y年電力排放係數 

數據來源 引用政府最新年度公告電力排放係數 

應用的數值 0.000533 

量測方法和程序 － 

監測頻率 一年一次 

QA/QC 程序 
每年確認是否有公告更新數值，並採用最近於監測

年度之數據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引用能源局公告之年度電力排放係數，於計畫書撰

寫階段引用 107 年之排放係數 

 

參數/數據 － 

數據單位 次（保溫坑蓋移動） 

描述 y年之保溫坑蓋移動次數 

數據來源 生產操作紀錄（SYMC 系統） 

應用的數值 34,310 

量測方法和程序 － 

監測頻率 一年一次 

QA/QC 程序 每月定修時維護 SYMC 系統資料 

數據用途 計算專案排放 

備註 

於專案計畫書撰寫階段以 107 年 10/7~10/15 之平均

移動次數（94 次/天）推估整年移動次數，而進入本

專案監測期後，本參數將以實際紀錄值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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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樣計畫 

本計畫依照減量方法之要求進行量測與計算，並無抽樣計畫。 

(三)監測計畫其他要素 

1.監測組織與分工 

本專案主要負責單位為環境保護處，負責專案監測計畫之管理，

包含每月數據彙整及數據品質之確認。在參數監測的部分，本專案邊

界中加熱爐燃料使用量、保溫蓋開闔之用電量、鋼捲產量及鋼胚進出

加熱爐之溫度，將由軋鋼二廠中 Y48 之操作人員進行監測作業並提

供相關資料，而前段製程之鋼胚出爐溫度則由研發部門(T)執行監測

並提供資料。 

本專案之監測計畫執行分工如圖 6所示。上述所有的數據將被妥

善保存至少在專案計入期結束後 2年，以利抵換專案計畫進行，並確

保監測計畫及未來查證順利。 

 

 

 

 

圖 6、本專案之監測單位與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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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量測設備之維護與校正 

(1)流量計每一年半（18 個月）校正一次。 

(2)Pyrometer 每年校正一次。 

(3)熱電偶每一年半（18 個月）校正一次。 

(4)秤重器每年至少校正一次。 

(5)量測設備之檢修、更換、維護與校正應做成記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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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案活動期程描述 

(一)專案活動執行期間 

本公司 Y48 之保溫坑蓋於民國 104 年 7 月建造完成進行試俥，

並於民國 105 年驗收後正式啟用，Y48 加熱爐於民國 85 年啟用，依

外部專家於民國 108 年 10 月進行之壽齡評估結果，加熱爐可再使用

至少 15 年。本專案選擇以第一項減量措施之「建造完成」日為起始

日，故本專案之起始日為民國 104年 7月，故推論本專案執行期間約

為民國 104年 7月至民國 123年 7月。 

(二)專案計入期 

本專案屬非林業類型專案，選擇以 10 年（固定型）之專案計入

期，故由民國 109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9 年 6 月 30 日止，為本專案活

動之計入期。預計申請減量額度共計 140,890公噸 CO2e。另計入期將

以環保署審議通過日期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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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衝擊分析 

本專案於中鋼小港廠區之軋鋼二廠之加熱爐前增設保溫設施，降

低鋼胚之熱量損失進而減少加熱爐之燃料用量，以達溫室氣體排放減

量成果，以下針對施工期間與執行專案活動期間對於周遭活動可能之

影響進行分析如下。 

(一)施工期間 

本專案所增設之保溫設施地點皆在軋鋼二廠內之 Y48 原區域，

施工項目為保溫坑蓋之興建，其開挖與建設工程可能產生之噪音、塵

土、震動等直接影響區域皆僅限於軋鋼二廠，且施工所產生之廢水及

廢棄物等亦符合相關法規規範，對於周遭環境並未造成負面影響。 

(二)專案活動期間 

於完成 Y48 之製程整合改善工程後，煉鋼廠生產之熱胚能暫存

於保溫設施中，減緩待軋熱胚之熱能損失，以節省加熱爐為使鋼胚升

溫所需之燃料用量，不僅能減少燃燒時所產生之空氣汙染物，亦有助

於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提升環境品質並減緩全球暖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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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眾意見描述 

(一)公眾意見蒐集方式 

依本專案實施之直接影響程度可將公眾意見調查對象分為：本專

案之製程操作與管理人員、中鋼公司小港廠員工、小港區鄰近廠家與

廠商以及附近居民共四層級，並以「中鋼鋼胚熱進爐節能之溫室氣體

抵換專案」公眾意見問卷調查表蒐集各類利害相關人之意見，問卷內

容如附件所示，共計發放 40份問卷，包含中鋼公司員工 18份、近廠

家與廠商 14份及附近居民 8份，如表 6所示。 

表 6、公眾意見問卷調查對象 

利害相關人類

別 
對象 發放問卷份數 回收問卷份數 

公司員工 
軋鋼二廠員工 4 4 

小港廠員工 14 14 

鄰近廠家與廠

商 

中鋼小港廠鄰近廠家

與廠商 
14 13 

附近居民 小港區居民 8 8 

(二)意見蒐集與分析 

「中鋼鋼胚熱進爐節能之溫室氣體抵換專案」公眾意見問卷共發

放 40 份予利害相關人，各類別之利害相關人問卷回收份數與如圖 7

所示，合計共回收 39份問卷，回收率為 98%。 

 

圖 7、公眾意見問卷回收情形 

4 

14 

13 

8 
軋鋼二廠員工 

小港廠員工 

鄰近廠家與廠商 

小港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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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7本專案之問卷調查分析結果顯示，所有受訪者皆認為全球

暖化與氣候變遷會造成嚴重的影響，且有多數人了解本專案活動能減

少燃料之使用量，進而降低二氧化碳之排放量，達到節能減碳、提升

地區環境品質與提升企業形象之效益，並有 92%的受訪者贊成本公司

執行鋼胚熱進爐節能計畫，並向環保署提出註冊申請，於問卷中 8%

（3位）勾選不贊成本專案執行，其受訪者經本公司詢問原因後，表

示係因其認為工廠倘有新工程案，即新設置排放源，認為將造成環境

污染，故不贊同，經我方向其說明本案改善內容後，三人皆轉為表達

正向支持之立場。透過此問卷調查發現，僅有約 15%之受訪者如軋鋼

二廠人員與同產業之鄰近廠商知道除中鋼公司外亦有企業執行鋼胚

熱進爐計畫，顯示除相關同業與廠內操作人員外，大部分受訪者較不

熟悉這類資訊。另外，在其他意見的部分，有 3%（1 位）受訪者表

示可將此專案經驗分享予其他耗能大戶，執行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作業。

綜合以上結果，本次受訪人員針對本專案之執行多表示肯定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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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公眾意見問卷調查結果 

(一) 請問您認為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程度為? 

勾選項目 嚴重 普通 沒有影響 無意見/不知道 

統計結果 100% 0% 0% 0% 

(二) 請問您是否知道增設保溫與預熱設施會減少燃料使用量? 

勾選項目 是 否 無意見/不知道 其他(請說明) 

統計結果 79% 15% 5% 0% 

(三) 請問您是否知道增設保溫與預熱設施會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勾選項目 是 否 無意見/不知道 其他(請說明) 

統計結果 79% 18% 3% 0% 

(四) 請問您之前是否瞭解中鋼公司已執行鋼胚熱進爐節能計畫？ 

勾選項目 是 否 無意見/不知道 其他(請說明) 

統計結果 62% 26% 13% 0% 

(五) 
就您的立場而言，請問是否贊成中鋼公司鋼胚熱進爐節能計畫，並申

請環保署減量專案？ 

勾選項目 是 否 無意見/不知道 其他(請說明) 

統計結果 92% 8% 0% 0% 

(六) 
就您的立場而言，請問中鋼公司鋼胚熱進爐節能計畫產生之正面影響

為何？(可複選) 

勾選項目 
提升地區環境品

質 

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 

節能減碳， 

有效提升企業形象 
其他(請說明) 

統計結果 72% 95% 97% 0% 

(七) 請問您是否知道除中鋼公司外，有哪些企業有鋼胚熱進爐節能計畫？ 

勾選項目 知道 不知道 無意見 

統計結果 15% 79% 5% 

(八) 是否尚有其他寶貴意見： 

勾選項目 有意見(請說明) 無意見，尊重專業，全力支持。 

統計結果 3% 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