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託調查研究費
項次

計畫名稱

期別：94 年 11 月
研究期程

委託對象

內容摘要
（含計畫總核定金額）

決標金額
（千元）

核准理由
（預期效益）

研發現場運轉條件下使用之沸騰間隙區英高鎳材
料劣化及時評估技術，並安裝於核三廠二號機進行
測試。
設計現場運轉條件下使用之英高鎳腐蝕與結垢分
析管，並安裝於核三廠二號機進行測試。
3. 模擬海水洩漏，實驗室功能性驗證間隙區腐蝕監測
技術之訊號反應。
4. 模擬沸騰間隙區殘留化學處理藥劑，於實驗室進行
功能性測試監測設備之反應，並於現場進行模擬測
試。
5. 實驗室研究沸騰間隙區預先結垢、運轉間結垢兩種
現象，對間隙區水質與腐蝕之差異性比較。
6. 數據分析：現場 ECP、crevice PH、fouling、腐蝕監
測訊號與現場水質相關性分析。
7. 維護前期現場 ECP、間隙區 pH、結垢(fouling)等設
備。
8. 收集國外對結垢監測之資料。
9. 建立『水化學資料傳輸及統計資訊平台』
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為 9,800 千元。

9,713

電廠為更精確地監控蒸汽產
生器熱交換管之劣化因素，故
進行本計畫。第一期工作內容
包括熱交換管間隙區酸鹼值
(pH)及英高鎳管結垢(fouling)
之現場監測儀器開發及數據分
析，其工作已完成。本期將再
更進一步，進行熱交換管間隙
區腐蝕狀況即時監測(前期間
隙區 pH 值量測為腐蝕速率之
間接指標)，結垢方面亦進一步
進行管垢分析用之熱交換管設
計及現場實際結垢，以便日後
分析管垢成份，可做為結垢清
除或減少結垢研究之基礎。

大林發電廠多年來擔負供應台灣電力需求之重任，
基於機組已屆有效運轉年限及環保排放限制，大林發
電廠 1~5 機組將退休除役，本公司為因應未來用電成
長需求，並充分開發利用現有機組退休後之原廠址加
上紅毛港遷村或現有煤場土地，爰依本公司最新之長

5,100

本項研究成果將提供大林發
電廠更新計畫可行性研究及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參據。

1

核三廠蒸汽產生器 941201~961130 財 團 法 人 工 業 1.
技術研究院
(S/G)二次側多功能
狀況監測技術（第
2.
二期）

2

大林發電廠更新擴
建計畫溫排水擴散
研究

941201~951130 國立台灣大學
嚴慶齡工業發
展基金會合設
工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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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1.達成本所研究試驗發展等數
位內容於現有網路架構下，
提供對外網際網路資訊收集
與業務服務等應用之安全性
與方便性。
2.引進資訊科技，建立協助跨
網路內外服務之資通安全作
業平台，以符合本所業務需
求。
3.建立本所資訊系統符合 ISMS
標準之參考範例，以為未來
所內資訊系統參加 ISMS 驗證
之準備。

期負載預測及電源開發方案規劃，計劃在大林發電廠
廠址更新擴建單機容量 800 千瓩之超臨界燃煤火力發
電機組 3 或 4 部，每部機組之溫排水量為 40CMS。
因大林發電廠更新機組溫排水排放結果須符合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公布之水污染防治法中「放流水標準」
水溫規定，即距排放口 500 公尺處之表面水溫差不得
超過攝氏 4 度。另本公司考量採用海水式脫硫設施，
對於排放水之水質擴散情形亦需加以瞭解，故擬委託
學術或專業顧問機構辦理「大林發電廠更新擴建計畫
溫排水擴散研究」。
本研究計畫核定預算金額為 6,000 千元。
3

研發試驗業務應用
於異質跨網分享平
台之安全性與可用
性研究

941117~951116 數位聯合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

就本所網路架構，含企業有線網路、本所無線網路
及對外網際網路資訊收集與業務服務，進行需求調
查、整理分析並研擬改進對策。
研發試驗業務，跨網路(Extranet)對外服務，進行安
全架構準則與作業程序等機制之建立及就分享性數位
內容安全性，引進最新資訊科技，建立資通安全作業
平台。
建立風險評鑑之準則，輔導本所進行網路系統資訊
資產風險評鑑。並對評鑑後風險偏高之資訊資產，研
提改善措施與建立完善管理機制。
本研究計畫總核定預算金額 7,7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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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電公司總管理處
組織架構及管理流
程規劃

5

6

研究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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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201~951130 實踐大學

探討總管理處現在及未來組織定位及功能，並評估
其調整後所可能產生之優缺點，及效率效能。
本研究計畫總核定預算金額 2,100 千元。

1,980

1.就總管理處組織現況進行全
面檢討，俾達成組織精簡與
重組目標，以順利過渡至民
營化後之組織架構。
2.研析本公司總管理處組織調
整之不同階段之準備作業、
具體可行作法，俾供本公司
實作之參考。

鋅二次式電極充放
電性能提昇研究

941201-960531 明志科技大學

1.本計劃擬委託明志科技大學對鋅二次電極的活性物
質(ZnO+Ca(OH)2 以化學方法製備 (超重力或微波
法))進行性能提昇，同時對鋅二次電極製程放大時鋅
極配方、電解液、活性材料塗佈方法、高分子隔離
膜製備、電極活化方法、充/放電方法的精進改良及
異常分析。
2.配合空氣極由綜合研究所與明志科技大學合作進行
庫倫效率、能量效率、循環壽命提昇及異常分析等
並完成單電池的組裝及性能測試。
本研究計畫總核定預算金額 2,900 千元。

2,600

1. 達成 12V/100AH 規格之單電
池製備
2. 達成上述單電池使用之鋅電
極其充放電性能優或等於庫
侖效率 90%、cycle life
200cycle、鋅金屬使用率 80%
之目標，進行所必須之配方
與製程開發。
3. 建立鋅空氣電池應用於再生
能源儲電之核心技術。

試驗部門資訊管理
系統建置之研究

941215-951214 漢翔航空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為使試驗部門生產管理之試驗報告作業、試驗
回報作業、生產入庫、生產紀錄及變更等作業流暢，
俾降低本所管理營運成本，成為有效率的工作平台，
藉由整合及速度優勢帶給本所成長的契機，並進一步
建立試驗部門之核心技術 能力。研究內容包括：1.
試驗部門資訊管理系統整合理論探討 2.試驗部門資訊
管理系統內容研究 3.試驗部門資訊管理系統執行與控

4,400

將本所試驗部門的作業流
程、組織機制與經營策略作通
盤的考量與整合，帶給本所成
長的契機，建立試驗部門之核
心技術 能力，因此本項「試
驗部門資訊管理系統建置之研
究」案實有迫切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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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4.試驗部門資訊管理系統建置與導入 5.試驗部門
「研究發展試驗業務管理資訊系統」與「資訊化互動
式商務客服中心資訊系統」之輸出入介面建置與導入
本研究計畫總核定預算金額 4,900 千元。
7

輸電線路鐵塔用地
取得作業統包或外
包之可行性分析

941201~951130 台灣經濟研究
院

本研究從法令規範與執行成效兩大構面，探討加速
輸電線路鐵塔用地取得，以提升整體業務執行成效。
本研究進行下列探討：
1.針對現行輸電線路鐵塔用地取得所面臨課題進行分
析探討。
2.國內外相關案例之分析探討及國內可能參與統包或
外包廠商之調查分析。
3.從適法性、執行性、效益性分析探討統包或外包之
可行性。
4.規劃可行之統包或外包模式，並提出符合台電公司
採行之因應策略與執行流程。
本研究計畫總核定預算金額 1,830 千元。

1,700

為縮短工期,加速輸電線路
鐵塔用地取得效率，節省用地
取得成本與人力，突破本公司
以往地權業務處理困境，進行
研究線路統包工程含地權業務
或用地取得外包之可行性分
析，以作為本公司未來地權作
業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