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度台電公司委託研究主題及其研究重點 

(年度第一次) 

項次 計畫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1 各類型發電機組頻率/電壓電驛設定標準研訂 陳** (02)8078-2460 

2 
塔基設計分析模組標準化及鋼筋續接器應用於供電系統塔基之

可行性評估研究 
簡** (02)8078-2371 

3 智慧資通信系統提升人員職業安全可行性研究 洪** (02)2360-1094 

4 應用混合實境於變電所設備教學之研究 洪** (02)2360-1094 

5 
台電電信網路地理圖資管理系統建構三維圖台暨應用整合研究

開發 
吳** (02)8078-2262 

6 更新既設短路試驗室後營運方針與風險研究 江** (02)8078-2410 

7 建置高壓大容量短路試驗室規劃研究 江** (02)8078-2410 

8 導入氣象大數據資訊與太陽能即時推估之應用模式驗證示範 張** (02)2360-1240 

9 塔山電廠智慧監診計畫 蔡** (02)8078-2278 

10 輔助服務等級用戶群代表制度之研究 張** (02)2360-1236 

11 核一廠廠區 3D互動式場景及資訊平台之建立 蘇** (02)2360-1233 

12 再生能源管理資訊系統與饋線可併網容量視覺化系統整合研究 蘇** (02)2360-1233 

13 非傳統發電機組之輔助服務試行辦法研擬 鄧** (02)2360-1261 

14 輸配電業成立電力交易平台後之調度服務費合理性分析 曾** (02)2360-1266 

15 公用售電業投入 ESCO能源技術服務之培力研究 卓** (02)2360-1267 

16 
台電公司風險管理制度精進研究及轉型控股母子公司後之運作

模式 
王** (02)2360-1263 

17 評估金門地區為因應低碳政策之最適電力結構 曾** (02)2360-1266 

18 AMI資料創新商業應用之研究 楊** (02)2360-1245 



19 需量競價平台資訊系統精進之研究 楊** (02)2360-1245 

20 電力市場開放下公用售電業之用戶服務策略與通路規劃 楊** (02)2360-1245 

21 運用高壓 AMI資訊及人工智慧判斷違規用電研究 朱** (02)2360-1244 

22 用戶互動平台之精進與用戶行為及商業模式研究 賈** (02)2360-1231 

23 節約用電創新推廣策略及應用研究 王** (02)2360-1232 

24 用電健檢中心精進與節約能源推廣研究 黃** (02)2360-1371 

25 非侵入式設備負載監視器(NIALM)之智慧電網應用研究 楊** (02)2360-1245 

26 電費核算開票系統升級及功能擴充執行方案規劃研究 楊** (02)2360-1245 

研究重點： 

項

次 
研究主題 研究重點 

1 
各類型發電機組頻率/
電壓電驛設定標準研

訂 

    鑒於科技進步及政府政策大力推動，再生能源發電發展越趨蓬

勃，發電設備形式越趨多樣化，如分散式電源的大幅增加；傳統發

電機技術日新月異，機組強健性也日益加強。當系統規模與運轉形

態逐漸轉變下，為兼顧發電機組設備保護與系統運轉安全，針對各

類型發電機組，應做不同且具差異性的個別合適設定。在電壓電驛

設定方面，相較於頻率電驛規定較為稀缺，因此本計畫應一併探討

與分析。若有具體分析結果，應配合修訂相關併網規定。 

2 

塔基設計分析模組標

準化及鋼筋續接器應

用於供電系統塔基之

可行性評估研究 

    本研究將蒐集國內外有關鐵塔基礎設計規範及分析流程，並客

製化建構適用供電單位之塔基設計分析模組，並以實驗驗證塔基鋼

筋搭接方式採用鋼筋續接器，及鋼筋端部錨碇引用 T 頭鋼筋之可

行性，以改善及提升現場鋼筋組裝之施工性及安全性。 

3 
智慧資通信系統提升

人員職業安全可行性

研究 

    本計畫擬於示範性場域中導入異質通訊網路架構，運用

License band 與 Unlicensed band，連結各環境感知裝置、電力裝置、

維運人員可攜式裝置等並進行定位、環境監測、人員安全確認、操

作確認，建立一示範性後端監控系統，並以視覺化顯示人員及營運

場域的即時資訊，依不同情境推播訊息予前端作業相關人員，另將

各感知節點所擷取的數據儲存至後端，藉此制定出適合管理與職安

運維策略。 



4 
應用混合實境於變電

所設備教學之研究 

    本研究計畫目標為利用混合實境技術，導入變電所設備訓練，

使同仁身歷其境加深學習記憶，強化專業能力以提升訓練成效，在

台電現階段強調技術傳承之際，有必要導入適當的教學環境以增進

現場人員實作能力，未來如遇設備良窳時，可正確、迅速分析與因

應處理，及防護自身工作安全。 

5 

台電電信網路地理圖

資管理系統建構三維

圖台暨應用整合研究

開發 

    本研究目標為強化原有台電電信網路地理圖資管理系統功

能，建構三維(3D)電信網路地理圖資系統平台，以呈現管線真實分

布，並開發電信設施相關資產管理功能，界接氣象資訊與通信相關

設備及資產結合，即時呈現危害地區通信設備。 

6 
更新既設短路試驗室

後營運方針與風險研

究 

    有鑒於更新既設短路試驗設備後，短路試驗容量變大可能產生

之問題，本研究將探討相關試驗規範，尋找短路試驗潛在市場，並

預知潛在風險。 

7 
建置高壓大容量短路

試驗室規劃研究 

    本研究擬規劃試驗設備規範與土木建設設計圖，目標為建立

「可做 36kV 40kA 以下斷路器所有定型試驗」之短路試驗場，做

為後續建設大容量短路試驗室之基礎。 

8 
導入氣象大數據資訊

與太陽能即時推估之

應用模式驗證示範 

    為準確掌握民營再生能源業者之即時發電量，本研究擬使用地

理位置權重方式，增加即時發電資訊異常排除功能，加入校正推估

參數即時驗證，經統計分析後還原系統真實負載，供未來電源開

發、規劃、調度及資訊揭露用。 

9 
塔山電廠智慧監診計

畫 

    目前塔山電廠柴油發電機組，性能分析採用離線計算。本研究

擬建置即時性能分析與顯示系統，可藉由系統效能分析與顯示作為

機組運轉維護與性能衰退預警之參考指標。 

10 
輔助服務等級用戶群

代表制度之研究 

    本研究目標蒐集國際需量反應方案納入容量市場之機制，作為

我國需量反應方案納入備用容量與備轉容量之參考，並協助即時備

轉需量反應服務採購案之運作，研析國際執行 LaaR 之制度與規

格，以對即時備轉需量反應之後續作法提出建議。 

11 
核一廠廠區 3D 互動式

場景及資訊平台之建

立 

    為使工作人員免於工安及輻安危險，本研究擬結合工程參數與

工程視覺輔助技術，建立完整核能設施之數位模型資料庫，針對所

設定的工程環境呈現相關視覺化模擬，藉提供各項工程資訊數據、

虛擬實境預覽等功能，協助現場工作規劃，達到縮短工期、提高效

率及降低人員輻射劑量等目的。 



12 
再生能源管理資訊系

統與饋線可併網容量

視覺化系統整合研究 

    本研究擬將再生能源管理資訊系統(REMS)現有追蹤、管控功

能，藉由饋線可併網容量視覺化系統以視覺化方式呈現數據，並規

劃整合兩系統功能，進一步提升效益。 

13 
非傳統發電機組之輔

助服務試行辦法研擬 

    為使綠能發電業、自用發電設備或用戶群代表等法定可提供輔

助服務之業者建立及評估其商業模式，本研究預定初期開放容量、

調度運轉方式、併聯技術、通訊傳輸原則以及可能之財務影響預先

評估並擬定試行辦法。 

14 
輸配電業成立電力交

易平台後之調度服務

費合理性分析 

    本研究擬蒐集國外電力市場調度相關服務費收費、規費項目與

研擬相關成本分類、試算方法，並建立台電公司電力系統運轉(SO)
及電力市場運轉(MO)服務費之成本拆分原則，以順利推動電力交

易平台之成立。 

15 
公用售電業投入 ESCO
能源技術服務之培力

研究 

    本研究旨在蒐集與分析國外售電業投入 ESCO 能源技術服務

現況，以及協助用戶節電之作法與發展。同時，培訓本公司能源技

術服務技術團隊、設立示範服務中心及累積服務經驗和實務，儲備

本公司能源技術服務能量，奠定本公司發展 ESCO 能源技術服務

之基石。 

16 

台電公司風險管理制

度精進研究及轉型控

股母子公司後之運作

模式 

    本計畫目標為精進台電公司風險管理制度，整體性規劃現行與

風險管理相關之管理機制(包括議題管理、危機管理等)及未來轉型

控股母子公司之運作模式，並引進外部專家就高階人員進行教育宣

導，以強化本公司整體風險管控及應變能力。 

17 
評估金門地區為因應

低碳政策之最適電力

結構 

    本研究擬藉由開發金門專用之電力資源整合模型，將供給面、

需求面與各類新技術，進行不同情境下之成本效益分析，以作為未

來電力規劃之參考。 

18 
AMI 資料創新商業應

用之研究 

    近年各先進國家積極推動智慧電網的技術開發與建置，我國亦

積極發展智慧電網相關建設與應用，本計畫將引進智庫或產業團

隊，進行創新商業模式及應用評估，以提升 AMI 資料應用效益。 

19 
需量競價平台資訊系

統精進之研究 

    本研究之主要目標為精進需量競價平台資訊系統，協助用戶配

合抑低用電，以提高執行率與抑低實績，實際達成舒解系統及區域

供電緊澀。 



20 
電力市場開放下公用

售電業之用戶服務策

略與通路規劃 

    本研究將透過分析內部競爭優劣勢與外部環境市場，掌握潛在

競爭業者態樣(發電業或售電業，含未來可能之跨領域競爭業者)，
並探討公用售電業供應儲能設施用電之訂價方式，訂定銷售策略與

具體可行規劃方案。 

21 
運用高壓 AMI 資訊及

人工智慧判斷違規用

電研究 

    為協助稽查同仁更有效率地發掘違規用電情形，本研究將運用

高壓 AMI 資訊輔以人工智慧(AI)，以大數據分析方式，自動判斷

是否有違規用電跡象。 

22 
用戶互動平台之精進

與用戶行為及商業模

式研究 

    本研究目標為精進互動平台合作項目，吸引更多用戶加入以提

升用戶滿意度，並結合本公司業務活動內容，強化用戶使用此平台

之頻率與互動效果，進而達到用戶自主節電之目的。 

23 
節約用電創新推廣策

略及應用研究 

    為促進全民參與節電，本研究旨藉由參考國外電業節能案例及

異業結盟策略與節能推廣模式，透過異業結盟方式，規劃及實施具

創意之推廣活動。 

24 
用電健檢中心精進與

節約能源推廣研究 

    本計畫將透過大數據分析、節電行銷宣傳等理論為技術開發關

鍵，以強化用電健檢中心、節電文宣內容產製、文案設計及創新互

動方式，以觸動用戶自主節能，提高互動及參與率。 

25 
非侵入式設備負載監

視器(NIALM)之智慧電

網應用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討 NIALM 之智慧電網應用最佳化可能方向，提

供目前國際應用案例，如利用大數據分析以及 AI 資通訊技術，提

升電器指紋的辨識度，強化 NIALM 方法之精準度及效能，提高投

資價值。 

26 
電費核算開票系統升

級及功能擴充執行方

案規劃研究 

    本研究將升級電費核算開票系統軟硬體，並以流程、功能及資

料等層面規劃未來購電功能的需求，配合需量反應與時間電價抑低

尖峰負載，整合為以用戶服務為導向、以售電資訊為內涵之高效率

及完善的售電業務及客戶服務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