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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規模方案型抵換專案計畫書 

 專案編號 B - 0000279 

一、基本資料（整合管理單位） 

公司/單位名稱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計畫名稱 屏東縣再生能源自用型及微電網設置計畫 

計畫書版本 第4版 製作日期  110 年 8 月 1 日 

減量編號/名稱 

(中英文) 

AMS-I.F 再生能源電力之控制使用及微電網(Renewable electricity generation for 

captive use and mini-grid, Version 3.0，Sectoral Scope:01)  

減量方法版本 第4版 範疇別 
B-1能源工業(含再生

能源及非再生能源)  

二、專案活動描述 

專案計入期 110 年 08 月 01  日 ~ 138 年 07 月 31 日(計入期以專案註冊日通過起算) 

專案類型 ■再生能源類型 □節能類型 □減碳類型 

執行地點 

本專案執行地點為屏東縣(以下簡稱本縣)縣轄區域，本縣共有33個鄉鎮市，

面積約2,776 平方公里，本專案執行地點預計介於 TWD97座標(190377.56，

2530924.13)至(240338.16，2421633.22)間，下圖為本縣範圍與行政區域圖。 

 

減量措施、設備

說明 
一、減量措施與設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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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專案減量措施為藉由自發自用太陽能系統，在不考量天氣因素影響日照

時數情況下，推估可取代市電供電之總度數，進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減緩氣候衝擊，設置自發自用型防災型微電

網，每處規劃上透過太陽能板(配合混合型逆變器)、儲能電池、節能複合式管理

控制系統與生質柴油發電機共同組成，平日主要由太陽能系統供電，日照不足時

由儲能電池與市電供電，當上述電力皆無法供電時，才由生質柴油發電機供電，

並同步對儲能電池充電。 

二、子方案新增條件 

(一) 設備：設置自發自用太陽能板(配合混合型逆變器)、儲能電池與節能複

合式管理控制系統者，則可依循本專案進行子專案申請。 

(二) 對象與地點：本縣易受氣候衝擊之「偏遠地區」、「嚴重地層下陷區」或

其餘易受災區域，且提供 TWD97座標定位。 

1. 「偏遠地區」採內政部定義之「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

之一之鄉鎮市區」，如泰武鄉、春日鄉、牡丹鄉、獅子鄉、來義鄉、霧

臺鄉、三地門鄉、瑪家鄉與滿州鄉(平地原民鄉)等9個原民鄉。 

2. 「嚴重地層下陷區」參考經濟部「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劃設作業規範」，

如東港鎮、林邊鄉、佳冬鄉與枋寮鄉等4鄉鎮。 

(三) 申請條件：子方案需針對本專案之減量方法-適用條件、專案實施前後

示意、計算方法-基線情境、環境衝擊分析與公眾意見等章節(如下)內容

要求進行評估與說明。 

(四) 外加性分析：子專案需依照法規要求進行外加性分析，包含確認是否為

中央法規、屏東縣地方自治條例，或是否納入屏東縣第一期溫室氣體管

制執行方案之減量措施中，若無納入中央法規、地方自治條例與政策、

方案、綱領等，方可提出子專案申請。 

減量方法-適用條
件說明 

子方案需針對減量方法學適用條件進行說明，條件、符合性彙整如下。 

條件 符合性 說明與佐證 

1. 此類別包含再生能源發電供應電力給用戶的

方法，例如：太陽能、水力、潮汐/波浪能、風

力、地熱能源和生質能。此計畫活動將取代電

力配電系統，或至少一個化石燃料的燃煤機

組，即在此計畫下，用戶將從下面列出的一個

或多個來源獲得電力： 

(a) 國家或區域電網（本文稱電網）； 

(b) 燃燒化石燃料的自備電廠； 

(c) 碳密集型微型電網。 

□符合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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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個方法（AMS-I.D、AMS-I.F 和AMS-I.A）

各自情況的說明列於下表。 

□符合 

□不適用 
 

3. 水庫的水力發電廠至少滿足下列條件之一才

有資格適用此種方法： 

(a) 此計畫活動是實施於既存沒有容積變化的水

庫； 

(b) 此計畫活動是實施於既存的水庫，使水庫的

容積增加，且此計畫活動排放的功率密度大於4 

W/m2； 

(c) 此計畫活動會導致新水庫的容積增加，且此

計畫活動排放的功率密度大於4 W/m2。 

□符合 

□不適用 
 

4. 此方法應用在下列類別計畫活動：(a)新設置

發電廠，在計畫活動執行前是處於沒有再生能

源發電廠營運；(b)涉及新增產能；(c)涉及現有

電廠的改造；或(d)涉及現有電廠的替代。 

□符合 

□不適用 
 

5. 如果此計畫活動涉及現有再生能源發電設施

之設置容量的增加，而計畫新增裝機容量應低

於15 MW，且現有的裝置應該是物理上可以區

別的。 

□符合 

□不適用 
 

6. 如果此計畫活動是改造或更換現有的廠房，

其合格的小規模計畫是改造或更換設置後的總

輸出不能超過15 MW的限制。 

□符合 

□不適用 
 

7. 如果增加的裝置同時具有再生和不可再生的

零組件裝置（例如：風 /柴油裝置），小規模

CDM 計畫活動只適用於再生裝置的零組件為15 

MW 的合格限制。如果裝置增加共燒的化石燃

料，整個機組的容量不得超過15 MW的限制。 

□符合 

□不適用 
 

8. 熱電聯產（汽電共生）系統不合適此類別。 
□符合 

□不適用 
 

9. 如果計畫活動產生的電力和/或蒸汽/熱傳遞給

第三方，即計畫範圍內的其他設施，能源的供

應商和消費者之間的合約將要納入確保減量沒

有被重複計算。 

□符合 

□不適用 
 

10. 如果生質能來自專用人工林，則應使用“生

物質種植項目排放量”工具中的適用標準。 

□符合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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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 AMS-I.A.、AMS-I.D.與 AMS-I.F.三者之適用性差異 

序號 適用條件 AMS-I.A. AMS-I.D. AMS-I.F. 

1 提供電力給國家/區域電網之專案  ✓  

2 

取代電網電力消耗(例如進口電網)

和/或在用戶端自備化石燃料發電(可

以提供多餘的電力到電網)之專案 

  ✓ 

3 

透過國家/區域電網(如隨心所欲地透

過合約安排)提供電力給確定消費者

設施之專案 

 ✓  

4 

提供電力給在基線所有發電機專門

使用燃油和/或柴油的一個微型電網

系統之專案 

  ✓ 

5 
提供電力給位於離網地區的家庭用

戶(包括在專案邊界)之專案 
✓   

(修改至 CDM方法學) 

專案實施前後示

意 

專案實施前(由台電電網供電) 

 

專案實施後(由再生能源系統優先供電) 

 



5 

計算方法-基線情

境 

一、基線情況說明 

本專案基線情境係專案實施前由台電供電，基線排放量計算由各處電單統

計，並轉換為碳排放量，由於各處用電量不一，採用將各處分開計算方式呈現，

各處用電量則來源於台電電號查詢或由當地提供電費單。 

二、減量措施說明 

因颱風、豪雨對本縣造成嚴重環境破壞事件，在山區與郊區有野溪暴漲衝

擊，使山區岩層崩滑爆發土石流、道路多處崩塌、電纜損壞，而使部落易淪為與

世隔絕的孤島，本府以提升偏鄉氣候衝擊抗性為原則，延長撤離與救援黃金時

間，故結合太陽能與儲能設備，並設置創能、儲能與節能複合式管理控制系統，

供緊急照明、通訊使用，於市電斷電時，維持照明通訊正常運作，並提供相關權

責局處單位從雲端介面與移動手持式設備APP介面即時掌握避難處所的最新供電

情況。綜上，本專案實施後，可藉由太陽能發電系統減少設置處的部分台電電

力，進而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一) 基線排放量計算，公式：  BEy = EGBL,y × EFCO2,grid,y      

 

本專案基線排放計算，主要透過設置地點之負載端歷史用電量，配合電力排碳係數估算溫

室氣體排放量。 

 

 BEy = EGBL,y × EFCO2,grid,y                                                  公式 1 

 

因台電供電時會有技術傳輸和配電損耗(TDLj,y)，自發自用系統則無此問題，故子方案可

以考慮於基線計算回推減少線損而增加的減碳量。 

備註：TDLj,y ：第 y 年為 k供電的平均技術傳輸和配電損耗 

項 參數 定義/說明 單位 數據來源 

1 BEy 

第 y 年的基線排放量 

說明：對於只使用燃油或

柴油為發電燃料的微電網

系統，基線排放量為再生

能源年發電量乘最佳負載

下運行的柴油發電機組排

碳係數。 

t CO2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實施前，依負載端歷史

之用電量估算。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實施後，將以太陽能光

電之逆變器淨發電量取代計算。 

2 EGBL,y 

第 y 年專案供電網之淨發

電量 

說明：使用能量計進行測

量。校準應按照 “SSC 

MWh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實施前，採負載端歷史

量。 

□預設■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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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方法學通用指南”。

對於售電給第三方的情

形，測量結果應交叉核對

售電與購電紀錄（如：發

票或收據）。淨發電量是

專案供網的總發電量減去

輔助或站用電量。 

說明：專案實施後，將以太陽能光

電之逆變器淨發電量取代。 

3 EFCO2,grid,y 

第 y 年電網溫室氣體排放

係數 

說明：微電網排碳係數應

按照AMS-I.D.提供的公

式計算。 

微電網系統應按照AMS-

I.D.中提供的公式，根據

當前發電組合的加權平均

排放量確定基線排放係

數。 

自備發電的排放係數應按

照最新版本“計算電力消

耗的基線、項目和洩漏排

放的工具”中描述的流程

計算。 

kgCO2e / 度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實施前，採當年公告之

電力排碳係數推算。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實施後，依能源局公告

之排碳係數每年更新。 

4 TDLj,y 

第 y 年度電網的平均技術

輸/配電損耗率 

說明：若最近的數據無法

取得或數據無法確認正確 

型或可信賴時，應使用預

設值0.1。 

％ 

■預設□監測 

說明：參照台灣電力公司電路損失

率均值計算。 

□預設■監測 

說明：專案實施後，依台電每年公

告資訊(如以下連結)更新。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

aspx?mid=201)。 

(二) 專案排放量計算，公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適用 

 

PEy：第 y 年度專案活動產生溫室氣體排放量(tCO2e/yr) 

 

太陽光電系統發電過程並不會排放任何形式之溫室氣體，因此 PEy 為0。 

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單位 數據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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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y 

第 y 年度專案活動產生溫

室氣體排放量 

說明：對於多數專案為

零，但對於以下類別的專

案 活 動 ， 必 須 按 照 

ACM0002 最新版本中描

述的程序考慮專案排放，

包括相關定義： 

1. 地熱發電廠相關的溫室

氣體排放（如：不可凝

氣體、電力或化石燃料

消耗）。 

2. 水力發電所產生的溫室

氣體排放。 

t CO2e/yr 

■預設□監測 

說明：太陽光電發電之電力排碳係

數為0，因此專案活動產生溫室氣

體排放量（PEy）為0。 

(三) 洩漏量計算，公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適用 

 
LEy：第 y 年度排放洩漏量 (t CO2e/yr) 

 

若發電量為由另一設施轉換而來，必須考慮洩漏量，但本專案均為新設備，且以太陽能系

統為主(非使用生質燃料)，無計算公式洩漏部分，故 LEy為0。 

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單位 數據來源 

1 LEy 

y 年度排放洩漏量 

說明：再生能源專案依據

「生質能專案洩漏量指

引」量化排放洩漏。 

t CO2e/yr 

■預設□監測 

說明：若發電量為由另一設施轉換

而來，必須考慮洩漏量，但本專案

使用太陽能(非使用生質燃料)，太

陽能發電時並無任何溫室氣體洩漏

量，故不計算公式洩漏部分，故

LEy為0 

(四) 減量計算=(一)基線排放量-(二)專案排放量計算-(三)洩漏量 

公式： ERy = BEy - PEy – LEy _ 

 

依據 AMS-I.F.ver.3(最新)減量方法規範，本專案之基線排放量由各處用電資料為依據，減

碳量則為太陽能系統之逆變器淨發電量取代之用電量，其排碳係數計算必需透明化，且符合保

守性原則。此計算過程引用之數據，必須以官方公告、可公開取得數據為主。 

 

ERy = BEy - PEy – LEy                                                               公式 2 

式中： 

ERy：第 y 年度的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t CO2e/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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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第 y 年度的基線排放量 (t CO2)  

PEy：第 y 年度專案活動產生溫室氣體排放量(tCO2e/yr) 

LEy：第 y 年度排放洩漏量 (t CO2e/yr) 

三、環境衝擊分析與公眾意見 

環境衝擊分析 

依據環保署107年04月11日公告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第二十九條第七頁規範，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位於重要濕地，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另開發行為屬利用再生能源之發電設備，其裝置容量未達

二千瓩者，免施行環境影響評估。 

雖本專案無需製作環境影響報告書，然而，為使當地居民了解本溫室氣體排

放減量專案活動，屬低度環境衝擊開發行為，需針對下表內容進行評估分析。 

序號 污染類別 分析 

1 空氣污染 
本專案不會排放廢氣至大氣中，而備源發電機，非緊

急時僅用於試機，且需設置於通風優好處。 

2 水污染 
本專案不會產生廢水排放至環境，另需注意系統不泡

在水中。 

3 
固體廢棄物污

染 

本專案之太陽光電系統運行20年後，若村里不在使

用，需依環保署廢太陽光電板回收服務管理資訊系統

公告方式協助回收。 

4 噪音衝擊 本專案運行時，不會產生噪音。 

5 
視覺及土地污

染 

本專案以活動中心或收容中心屋頂為優先考量設置

處，減少山崩、淹水影響，另太陽能系統以最小光害

污染設計，不要造成視覺及土地污染問題。 

6 生態衝擊 

本專案預定建造區域，非處國家生態敏感區或各保留

區內，減少太陽光電系統對鳥類、動物或當地生態之

衝擊。 

7 景觀美化 

本專案太陽能板架設位置為屋頂上方，如有當地獨特

造型處，則採移動式，在不影響整體景觀前提下裝

設，並協助評估做為低碳旅遊導覽或教育運用。 

(1) 

公眾意見 

為使當地居民了解本專案之效益，需於防災型微電網設置前透過現場討論

或會議，如工作坊、說明會與教育訓練等方式，與當地交流，蒐集當地公眾

意見，對象以當地公所、村里幹部為主，減少本府與地方競合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