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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為了因應氣候變遷與能源安全，並落實非核家園的目標，未來較為潔

淨且排碳量較低的天然氣，將成為我國新能源政策中最重要的能源選項，並在

「擴大天然氣使用」及「節能減碳」的政策推動下，到了 2025 年預計天然氣將

占臺灣發電結構 50%的比例。 

臺灣目前自產天然氣相當有限，進口液化天然氣(LNG)的相關政策規劃及

配套措施，將是近期與未來的能源政策重點項目之一。目前臺灣現有液化天然

氣接收站，分別位於高雄永安及台中港，每年接收超過 1,400 萬噸液化天然氣，

並透過海底及陸上液化天然氣管線貫穿台灣西部，供應燃氣電廠發電及民間住

商使用，目前皆由台灣中油公司管理營運。台灣中油公司未來預計在 2019 年完

成台中接收站第二期擴建計畫，可增加 100 萬噸 LNG 供應量；2023-2024 年將

完成永安接收站擴建計畫及第三接收站的新建計畫，可再增加 450 萬噸的 LNG

供應量，屆時我國液化天然氣供應量將可達 1,950 萬噸。 

天然氣從產地出口前須將天然氣從氣態(NG)壓縮液化成液態(LNG)，溫度

降至攝氏零下 162 度，體積縮小為氣態天然氣的六百分之一，再經由液化天然

氣冷凍運輸船運送至臺灣各接收站港口，再透過輸送管線將 LNG 送至儲槽儲存。

LNG 為低溫液態，在使用前需先將 LNG 由「液態」變成「氣態」天然氣，在

LNG 氣化的過程中，將釋放大量冷能，所以在進口 LNG 的同時，亦同時進口

相當數量的冷能可供利用，對於缺乏能源資源的臺灣來說，若能善用LNG冷能，

除了提升相關效益外，同時也能夠對節能減碳及環境保護做出貢獻。 

國際上亞洲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都有天然氣資源缺乏的問題，主要的

天然氣進口國包括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印度及臺灣。因此，在液化天然氣

冷能應用上，以上國家皆有實務應用之經驗，亦值得我國借鏡。國際上在冷能

應用方面，接收站應用項目包括：蒸發之天然氣(BOG)再液化回收、冷能發電

及冰水空調；也可提供鄰近區域進行能資源整合利用，如空氣分離製液氮液氧、

低溫冷藏、燃氣機組進氣冷卻、製作乾冰、低溫粉碎、工廠製程冷卻、低溫遊

憩等應用項目。目前台灣中油公司已實行的 LNG 冷能利用的項目則包含：B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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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液化、冷能發電、冰水空調、空氣分離、低溫養殖等。其中較具有效益的項

目為空氣分離，在既有的永安及台中廠分別設有遠東及藍海氣體公司，提供

LNG 冷能取代原本空氣分離廠所需電力，降低空氣分離的生產成本，為冷能區

域能資源整合之成功範例。永安接收站無償提供低溫海水給周邊漁民養殖高單

價魚種，所供應之冷水亦稱作「鑽石水」，對於促進當地產業發展亦有所助益，

未來在第三接收站也與相關單位評估設置養殖試驗場，期望結合 LNG 冷能創造

高值化養殖產業。 

過去政府設置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時，是以天然氣穩定供應為主要目標，

LNG 冷能利用並非主要考量項目，因此過去冷能利用率被認為尚有改善空間。

然而，既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受限於周邊產業需求不足、土地使用受限、應用

項目經濟效益不足、政策方向不明確等因素，要充分應用 LNG 冷能較為困難。

我國近期有天然氣接收站擴建與第三接收站規劃新建計畫，未來 LNG 冷能將大

幅增加，若能從國際及過去國內經驗中，找到適合的應用項目，或有機會提升

我國 LNG 冷能利用率，對缺乏能源資源的臺灣帶來助益。 

惟現階段 LNG 之冷能應用仍有諸多限制：(1)基於安全考量，LNG 管線須控

制於 1~2 公里內，具有區域性限制；(2)冷能保冷不易；(3)台灣冬季與夏季對 LNG

需求量之差異，致冷能供應量穩定性較低；(4)主要技術及設備須仰賴國外輸入，

提高國內冷能利用成本等，皆阻礙台灣 LNG 冷能應用之發展。因此，如何突破

環境及先天限制，提升既有 LNG 接收站之冷能利用效率，及在新設 LNG 接收站

興建前進行預先通盤規劃，以達成冷能之梯級、高效及綜合利用，係擴大台灣 LNG

冷能應用之重要課題。 

有鑑於此，本社基於公益法人角色立場，今(2016)年度結合台灣綜合研究院

政策規劃的專才，針對不同應用方式，分析其可行性，並配合我國既有/新設接收

站之厰域特性，以「落實能資源整合，貫徹循環經濟」之核心目標，通盤規劃我

國冷能應用策略建議，以茲作為未來我國 LNG 接收站冷能應用規劃之參考。計

畫執行期間，多次訪問台灣中油公司，深入蒐集國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之冷能利

用現況與規畫，以及訪談既有及潛在冷能應用產業。執行期間召開兩場座談會，

第一場主題是「LNG 接收站冷能應用之現況與未來」，由本社余騰耀執行長與中

油陳綠蔚總經理共同主持，邀集業界及學者專家提供冷能利用之看法與建議；第

二場主題是「冷能資源應用展望與未來發展策略」，由本社潘文炎董事長與經濟

部楊偉甫常務次長共同主持，邀集主管機關、中油公司及潛在應用公司討論未來

LNG 冷能政策方向與溝通平台之建置。本專題報告藉由資料研析、專家訪談及座

談會討論，提出未來液化天然氣冷能應用構想之討論，期能提供政府規劃政策時

之參據，同時也提供相關業界 LNG 冷能在能資源整合之研析方向，以期促進我

國冷能資源之利用，達成節能減碳，促進循環經濟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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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國際 LNG 冷能應用作法 

面對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之壓力下，全球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之需求快速增加，促使各國普遍重視LNG冷能之合理利

用。LNG氣化過程所產生之冷量具有相當價值，平均每噸LNG氣化約可

釋放230 kWh能量，若能有效利用，將有其經濟效益，且有助於國家節能

減碳策略之推行。國際上尤其是東亞國家，都有天然氣資源缺乏的問題，

主要的天然氣進口國包括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印度及臺灣。因此，

在液化天然氣冷能應用上，以上國家皆有實務應用之經驗，亦值得我國

借鏡。國際上在冷能應用方面，接收站應用項目包括：蒸發之天然氣(BOG)

再液化回收、冷能發電及冰水空調；也可提供鄰近區域進行能資源整合

利用，如空氣分離製液氮液氧、低溫冷藏、燃氣機組進氣冷卻、製作乾

冰、低溫粉碎、工廠製程冷卻、低溫遊憩等應用項目。 

一、國際LNG冷能應用情形概述 

日本現階段之 LNG 冷能利用率約 50-100%，且應用方式相當多元，包

含空氣分離、冷能發電、BOG 再液化、低溫倉儲、燃氣進氣冷卻、液化二

氧化碳、乾冰製造、冰水空調、乙烯精製等，其中以空氣分離、及自主研

發之冷能發電技術最為普遍應用。 

韓國現階段之 LNG 冷能利用率尚未達 20%，其應用方式主要以空氣

分離及食品冷凍冷藏為主，其中，空氣分離廠透過冷能之利用相較於傳統

方式，可節省約 50%電力，而透過空氣液化後得到之產品(如液態 N2)，除

可用作食品冷藏、保鮮、防腐等保冷用途，亦可作為低溫粉碎相關工程(如

廢輪胎粉碎)之使用。 

中國大陸 LNG 進口尚處起始階段，冷能利用缺乏經驗卻最積極，其發

展進程係隨廣東大鵬 LNG 接收站投產後，LNG 冷能利用價值受中海油公

司及地方政府高度重視，致著手推動 LNG 冷能利用之產業研究與發展規

劃，其境內接收站如廣東大鵬、福建莆田、寧波北侖及上海洋山接收站等，

均有多元之冷能應用規劃。 

至於其他如印度、波多黎各等國之 LNG 冷能利用，主要用以提高電廠

大型燃氣輪機之發電效率，相關國家包括：印度達波爾電廠(Dabho Power)

及 LNG 接收站，每年使用 230 萬噸 LNG；波多黎各之 Eco Elect rica 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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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之 LNG 冷能應用綜整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全球 LNG 冷能利用 

應用領域 國家 

空氣分離 日本(液氮、液氧及液氬) 

低溫倉儲 日本、韓國 

液化二氧化碳 日本 

冷能發電 日本(裝置容量21,000kW) 

低溫粉碎 日本(粉碎產能7,000噸/年) 

燃氣進氣冷卻 印度、日本、西班牙 

乾冰製造 日本(大阪瓦斯於泉北接收站年產能3.3噸) 

BOG再液化 日本、韓國 

資料來源：Gordon Kar-waiNG,Recovery and Utilization of Cold Energy of 

Liquefied Natural Gas, 2012. 

二、國際LNG冷能利用技術現況 

國際間 LNG 冷能利用技術之發展，可分為直接利用及間接利用，直接

利用如空氣分離、低溫倉儲、液化二氧化碳、冷能發電；間接利用如由空

氣分離產出之液氮進行低溫粉碎等。 

(一)空氣分離 

應用冷能進行空氣分離之作法，係於空氣分離裝置中製造低溫，使空

氣液化後利用沸點不同精餾空氣中之氮、氧及氬。而空氣分離裝置利用

LNG 冷能之流程如圖 1-1 為大阪瓦斯公司應用 LNG 冷能於空氣分離裝置

流程圖，其特點是將氮氣作為熱交換之介質(working medium)，並利用 LNG

冷能來冷卻及液化氮氣，液氮介質與空氣換熱後，再由下塔取出已經過熱

交換之循環氮氣，可減少傳統空氣分離程序中，空氣及氮氣渦輪膨脹機

(turbine expander)，以及氟里昂(Freon)製冷機組之設置，循環氮氣量約為同

等容量之空氣分離裝置的 1/5 ，循環氮氣之壓力為 1,960 kPa，其液氧能耗

較一般液態產品之裝置，約可降低 1/2(僅 2,500 kJ/m
３

)。與一般空氣分離裝

置相比，運用 LNG 冷能進行空氣分離之電力消耗可節省 50%以上，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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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空氣分離流程，減少設備建設費用，亦有降低 LNG 氣化費用之衍生效

益。LNG 在空氣分離裝置中，透過換冷後之溫度約為-100°C 左右，剩餘之

冷能宜再考慮其他應用項目。 

 

資料來源：李靜、李志紅、華贲，LNG 冷能利用現狀及發展前景 

圖 1-1  大阪瓦斯利用 LNG 冷能空氣分離系統 

(二)低溫倉儲 

低溫倉儲採用 LNG 的冷能作為冷源，供應給冷藏庫使用，將冷媒經

過 LNG 管熱交換後，透過冷媒管進入冷凍、冷藏庫，維持低溫。另外，可

依 LNG 不同溫度層級，針對不同的溫層使用不同的冷媒，提高冷能利用效

率。採用 LNG 冷能之成本較傳統冷凍裝置，可減少約三成之成本。雖然冷

藏庫使 LNG 冷能幾乎無浪費的得以利用，且不用製冷機，節省大量投資

及操作費用，還可以節省三分之一以上電力。一般冷藏庫只需維持在-50～

-65°C，而若直接採用-162°C 的 LNG 供應冷能，將浪費部分冷能。 

(三)液化二氧化碳 

傳統液化技術將二氧化碳壓縮至 2.5～3.0 MPa，再利用製冷設備冷卻

及液化；LNG 冷能可提供冷卻及液化二氧化碳所需要之低溫，降低液化裝

置之壓力至 0.9 MPa 左右，較傳統液化技術可大幅降低製冷設備負荷，同

時降低耗電量約 30%～40%；惟二氧化碳液化溫度約-70°C，若直接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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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C 的 LNG 供應冷能，將浪費部分冷能。 

(四)冷能發電 

冷能發電之應用相當普遍，惟發電效率仍有提升空間，可分為直接膨

脹式與朗肯循環（Rankine cycle ) 之方式。前者為將 LNG 利用海水加熱，

氣化天然氣（NG）直接膨脹做功。後者則利用另一介質（如：丙烷、HCFC22 

等），吸收 LNG 之冷能，形成郎肯循環作功發電。 

1.直接膨脹法 

LNG 儲槽的 LNG 經低溫泵加壓後，在氣化器受熱氣化為高壓天然

氣後，直接驅動膨脹式渦輪機，帶動發電機發電，如圖 1-2 所示。其冷、

熱能回收量取決於氣輪機進出口氣體壓力比。此方法原理簡單，但效

率不高(冷能回收效率約24%)，發電功率較小，較適用於回收部分冷能，

並可考慮與其他冷能利用方法聯合使用。 

2.二次媒體法(朗肯循環法) 

二次媒體法之發電原理，主要係透過 LNG 與經膨脹之低壓冷媒蒸

氣於冷凝器中進行熱交換，使冷媒凝結成液體；低壓冷媒液體經加壓

泵提高壓力，經加熱轉變為高壓蒸氣；高壓冷媒蒸氣再經膨脹成低壓

蒸氣後，對外輸出動力，以帶動發電機發電，如圖 1-2 所示。 

3.聯合法 

聯合法係綜合直接膨脹法與二次媒體法，其原理為 LNG經壓縮後，

透過換熱器將冷能轉移給冷媒，LNG 經過換熱器成為高壓常溫氣體，

再透過機膨脹帶動電機發電，最後經換熱器轉變為一定壓力之常溫氣

體後對外輸出。而冷媒液化後經過泵壓縮及加熱器轉變為高壓氣體，

再經泵壓縮及換熱器轉變為高壓常溫氣體，最後膨脹式渦輪機帶動發

電機發電，其所釋出之冷媒可循環利用。 

4.混合冷媒發電 

由於 LNG 之溫度在整個過程中是不斷改變的，和單一冷媒比較，

使用混合冷媒可覆蓋低溫天然氣更大溫度範圍之冷能，以使 LNG 冷能

達成梯級利用；惟混合冷媒有不穩定特性，故實際應用遭遇諸多困難。 

5.布雷頓循環法(氣體動力循環法) 

 布雷頓循環之發電原理，主要係於低溫工作條件下，以氧氣為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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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進行布雷頓循環，並透過 LNG 直接膨脹發電。以 LNG 冷能冷卻壓

縮機進口氣體，使溫度降低；壓縮機在達到相同增壓比情況下，所耗

功率降低，高壓氧氣經加熱器加熱，進入氣體膨脹式渦輪機作功輸出

電能，可使熱效率顯著提高。 

本研究整理各種發電方法之優缺點、適用性比較如表 1-2 所示，布

雷頓循環法之發電效率最高，可達 50 %以上，直接法及二次媒體法較

低。整體而言，要選擇適宜之冷能發電方式，除須顧及發電效率外，

亦需同時設備投資、操作難度及冷能利用效率等因素納入考量。 

 

資料來源：中油公司網站 

http://new.cpc.com.tw/division/lngb/information-text.aspx?ID=36 

圖 1-2  LNG 冷能發電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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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LNG 冷能發電技術比較 

發電方式 優點 缺點 適用性 

直接膨脹法 原理簡單 
冷能利用效率低發

電功率小 

用於回收部分冷

能，小型 LNG 汽化

站、低壓天然氣 

二次媒體法 
效率較高，混合媒

體可達 36% 

高於冷凝溫度的天

然氣冷能未得到利

用，流程較複雜 

- 

聯合法 

效率高達 50%，綜

合造價低，有利於

環保 

混合媒體本身不穩

定，實際應用較難 
- 

混合媒體法 

可以覆蓋低溫天

然氣更大溫度範

圍冷能，能夠梯級

利用 LNG 的冷能 

冷卻溫度如在 0°C 

以下，水蒸氣會在

冷卻裝置表面冷凍 

中、大型 LNG 汽化

站 

布雷頓循環法 效率高於 50% 流程較複雜 冷卻溫度 0°C 以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整理。 

(五)低溫粉碎 

冷能之低溫粉碎以廢輪胎粉碎較為常見，粉碎後之膠粉可直接或經改

質處理後，即可用於橡膠塑膠製品、建材、公路鋪設等。廢舊橡膠之粉碎

有常溫粉碎及低溫粉碎兩種方法。常溫粉碎法係常溫下透過機械剪切力對

橡膠塊(片)進行擠壓、切割，使其成為具有一定細微性的膠粉，其優點是

設備簡單，處理量大，缺點是製造的膠粉粒徑較粗， 獲得精細膠粉之難度

大。低溫粉碎法係先利用低溫介質，如液氮，將橡膠冷卻到玻璃化溫度以

下使其脆化，然後再利用機械粉碎將其製成精細膠粉。由於低溫粉碎法須

耗費大量的能量用於製作低溫介質，能耗成本較高。以下為液氮冷凍法和

空氣渦輪膨脹冷凍法的經濟性比較如表 1-3 所示。若改以 LNG 冷能進行低

溫粉碎，可節省大量能耗，降低精細膠粉之生產成本，使低溫粉碎較具有

經濟可行性，亦有促進廢舊橡膠資源循環利用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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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低溫粉碎法技術經濟指標對比 

類別 液氮冷凍法 空氣渦輪冷凍法 

設備投資(美元/公噸) 614.8 307.4 

生產成本(美元/公噸) 922.2 614.8 

能耗(kWh/公噸) 1100 900 

資料來源：熊永強，利用液化天然氣衛星站冷能的廢舊橡膠低溫粉碎裝置。 

(六)燃氣進氣冷卻 

     複循環發電系統主要之組成元件可區分為燃氣渦輪機、熱回收鍋爐、

蒸汽渦輪機等三大部分，一般單循環系統則以氣渦輪機組為主，而複循

環則增加熱回收鍋爐系統與蒸汽渦輪機，其目的為回收氣渦輪機熱量產

生蒸汽，用於推動蒸汽渦輪機，所以一般單循環效率約35%，而複循環效

率則可達50%以上。 

氣渦輪機須利用空氣進行冷卻，以維持較佳的發電效率，一般氣渦

輪機冷卻是引入空氣對渦輪機葉片降溫冷卻，進氣溫度受季節影響，因

此利用LNG冷能，經由熱交換系統可將進氣空氣降至15°C以下，維持氣

渦輪機較佳的發電效率。表1-4整理各種進氣冷卻系統之性能比較。 

表 1-4  各種進氣冷卻系統性能比較 

冷卻方法 優點 缺點 

機械式  可使進氣冷卻至較低溫度  

利用電能驅動，消耗極多尖峰電

力，限制發容量增加量。期初投資

高，部份負載時效率低 

吸收式  
使用廢熱產生冷凍能力，運轉

成本低，無 CFC 問題 

期初投資高，需考慮 HRSG 增加壓

降對發電量的影響 

儲冰水式  
使用離峰電力力，且儲冷時蒸

發溫度高，消耗較少雜峰電力 

使用顯熱儲冷，所需儲冰槽較大，

且需注意冰水供應升溫問題  

儲冰式  

使用離峰電力，可將進氣溫度

冷至極低溫度，使發電容量增

加量達到最大 

儲冰時蒸發溫度低，消耗較多離峰

電力 

LNG 冷能  無主機維修，冷媒洩漏等問題  冷水運送距離長，熱能損失多  

資料來源: 吳勝琪，利用LNG冷能於冷凍冷藏庫與其他節能系統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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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乾冰製造 

傳統乾冰製造技術將二氧化碳壓縮至 2.5~3.0 MPa，再利用製冷設備冷

卻與液化，而 LNG 冷能可提供冷卻及液化二氧化碳所需低溫，將液化裝置

工作壓力降至0.9 MPa左右，與傳統技術相比，不僅耗電量低(0.2 kWh/m
3
)，

而且生產的產品的純度可達 99.99%。乾冰溫度為-78.15°C，此溫度與 LNG

通過空氣分離裝置後的溫度較為匹配，可搭配空氣分離作為 LNG 冷能利用

之梯級應用選擇之一。 

(八)BOG再液化 

LNG 接收站在營運過程中，由於儲槽仍會透過熱傳導使儲槽溫度略微

上升，因此 LNG 會產生些微蒸發現象形成 boil off gas (BOG)，實務上若不

加以回收，則需透過燃燒消耗形成浪費。回收方式係透過 LNG 冷能方式，

將 BOG 降溫使其重新液化為 LNG，其操作程序如圖 1-3 所示，屬於技術

成熟之應用項目。 

 

資料來源：千代田化工建設株式會社。 

圖 1-3 BOG 再液化方式 

三、主要國家LNG冷能利用現況分析 

LNG 以亞洲為主要出口區域，以日本進口量最大，其次為韓國，中國

大陸、印度、台灣，而 LNG 冷能利用以日本最積極與先進，中國大陸雖發

展時間較短，但最積極，因此藉由蒐集兩國之 LNG 冷能利用方式，提供我

國應用 LNG 冷能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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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LNG冷能運用情形 

日本 LNG 冷能隨著 LNG 進口量逐漸擴大，進而發展 LNG 冷能利用

技術，迄今已有 20 多年歷史。目前日本 LNG 冷能利用主要分為 3 類：(1)

供接收站自身使用，如 BOG 再液化及冷能發電；(2)與外部工廠或冷卻系

統連結使用，如空氣分離、液化 CO2及低溫倉儲等；(3)提供接收站外工業

區其他工廠冷卻需求，如大阪瓦斯供乙烯廠使用。此外，日本現行之 23

座接收站，已建有 26 座獨立冷能利用設備，包含 7 座空氣分離裝置、3 座

乾冰製備裝置、1 座深度冷凍倉庫、15 座低溫朗肯循環獨立發電裝置。綜

合整理日本主要冷能利用較佳之 LNG 接收站情形，發現冷能發電及空氣分

離利用情形最為普遍，如表 1-5 所示，而冷能利用率較高的是東京電力及

東京瓦斯根岸工場、大阪瓦斯泉北一廠、中部電力及東邦瓦斯知多共同

LNG 基地。其中空氣分離主要以分離液氧、液氮、液氬為主，如表 1-6 所

示，將根岸、泉北、袖浦、知多基地作比較，泉北基地產能最大，其次袖

浦基地，單位電力消耗也較佳。冷能發電方面以朗肯循環法、聯合循環法、

直接膨脹法為主，其中以聯合法發電效率較高，因此九電新日鐵-北九州

LNG 冷能發電裝置容量達 9,400 kW，如表 1-7 所示，而直接膨脹法及朗肯

循環法設備規模小，裝置容量較為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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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日本 LNG 接收站之冷能利用 

No. LNG接收站 公司名 
儲槽能力

(kL) 

冷能利用 

冷

能

發

電 

B

O

G

再

液

化 

空

氣

分

離 

二

氧

化

碳

液

化 

冷

藏

倉

庫 

其

他 

1 東新瀉基地 日本海LNG 720,000 ○  ○    

2 袖ヶ浦LNG 基地 
東京電力 

東京瓦斯 
2,660,000   ○    

3 扇島基地 東京瓦斯 40,000  ○     

4 根岸工場 
東京電力 

東京瓦斯 
1,155,000 ○  ○ ○ ○ ○ 

5 袖師基地 清水LNG 177,200 ○      

6 知多共同LNG 基地 
中部電力 

東邦瓦斯 
300,000 ○  ○ ○ ○  

7 知多基地 知多LNG 640,000 ○      

8 四日市LNG 中部電力 320,000 ○      

9 泉北製造所第一工場 大阪瓦斯 180,000 ○  ○ ○ ○ ○ 

10 泉北製造所第二工場 大阪瓦斯 1,585,000 ○ ○ ○    

11 姫路製造所 大阪瓦斯 560,000 ○      

12 戸畑工場 北九州LNG 480,000 ○  ○    

13 福北LNG 基地 西部瓦斯 70,000     ○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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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日本 LNG 接收站冷能用於空氣分離現況 

LNG 

接收基地 

生產能力(標準狀況)/(m
3/h) LNG 

使用量/(t/h) 

電力消耗(標準狀況)/ 

(kW‧h/m) 液態氮 液態氧 液態氬 

根岸基地 7,000 3,050 150 8 0.80 

泉北基地 7,500 7,500 150 23 0.60 

袖浦基地 6,000 6,000 100 34 0.54 

知多基地 6,000 4,000 100 26 0.57 

資料來源：金滔等，利用液化天然氣冷能的新型空分流程及其性能。 

表 1-7  日本目前運行中冷能發電廠一覽表 

冷能發電 發電量(kW) LNG流量(t/h) 技術 

泉北2號 1,400 60 朗肯循環法 

泉北2號 6,000 150 聯合循環法 

泉北1號 2,400 83 直接膨脹法 

知多-東邦瓦斯 1,000 40 朗肯循環法 

九電新日鐵-北九州

LNG 
9,400 150 聯合循環法 

新瀉-日本海LNG 5,600 175 直接膨脹法 

根岸-東京瓦斯 4,000 100 朗肯循環法 

東扇島-東京電力 3,300 100 直接膨脹法 

姬路-大阪瓦斯 2,800 120 朗肯循環法 

姬路-大阪瓦斯 1,500 80 直接膨脹法 

姬路-大阪瓦斯 3,700 150 朗肯循環法 

四日市-中部電力 7,000 150 聯合循環法 

資料來源：鈴木淳一，利用液化天然氣低溫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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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 LNG 冷能多為單一項目利用，較少有多種項目進行整合

應用。另部分項目之冷負荷(cool load)與 LNG 熱容(heat capacity)搭配未盡

完善，致大量超低溫位冷能向高溫位傳遞，使冷能損失較大，因而降低整

體冷能回收成效。茲探討日本主要 LNG 接收站之冷能利用情況如下： 

1. 東京瓦斯-根岸LNG接收站：日本最早幾個LNG接收站之一，也是

冷能利用技術開發較全面之接收站，利用LNG冷能發電、製造液

化CO2和乾冰，其冷能利用率達到43%；其中，冷能發電占28%，

液態O2、液態N2、深冷倉庫及乾冰等占15%；冷能發電廠、空氣

分離廠、乾冰製作廠、深冷倉庫等，冷能利用可使電力使用量大

幅下降，節能幅度可達50%。同時，利用周邊煉油廠所排放之CO2

製作乾冰。 

2. 九州冷能株式會社-北九洲LNG 接收站：1982年，由九州冷能株

式會社成立。在北九洲、鹿兒島、大分LNG接收站展開LNG冷能

利用之研究，並利用LNG冷能進行液氧、液氮及液氬製造，透過

冷能利用，大幅降低相同機械設備運行之電力消耗約50%，並節省

設備成本。其產品中液氧供鋼鐵工業、化學工業和醫療單位等使

用；液氮用於冷藏冷凍倉庫；而氬氣用於熔接用途。 

3. 大阪瓦斯：大阪瓦斯於1972年開始進口LNG，目前有三座LNG接

收站，分別為泉北(第一、第二接收站)及姬路接收站，致力於LNG

相關技術研發，並率先實現利用LNG冷能進行空氣分離、冷能發

電、乾冰製造、冷庫冷藏等。目前大阪泉北1廠LNG冷能利用率達

到100%，泉北2廠之LNG冷能用於空氣分離、冷能發電及BOG再

液化，冷能利用率將近50%。大阪瓦斯冷能利用始於1977年之泉北

一廠，後續泉北二廠及姬路陸續開發，如表表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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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大阪瓦斯冷能利用歷史 

年份 冷能利用情形 

1977 空氣分離(已除役) 

1979 冷能發電(丙烷朗肯) 

1980 液化二氧化碳(No. 1) 

1982 冷能發電(丙烷朗肯+直接膨脹) 

1983 空氣分離(No. 1) 

1987 化工廠冷能供應(水/冷卻液供應) 

1987 冷能發電(氟利昂朗肯) 

1989 冷能發電(直接膨脹) 

1993 空氣分離(No. 2) 

1997 BOG 再液化系統冷能儲存 

2000 冷能發電(直接膨脹) 

2004 內燃機冷卻 

2004 液化二氧化碳(No. 2) 

2005 化工廠冷能供應(蒸餾冷凝冷卻) 

2010 化工廠冷能供應(乙烯廠) 

2016 冷能發電(丙烷朗肯) 

資料來源：LNG Cold Energy Utilization at LNG Receiving Terminals. 

大阪瓦斯公司在泉北接收站裝設許多冷能利用設施，其運作情

形分述如下： 

(1) 空氣分離工場(Air Separation Unit)：利用LNG 冷能將空氣液化

得到液氧、液氮及液氬，並運用於食品冷藏、冷凍、塑膠低溫

粉碎與高純度甲烷製造之用途。 

(2) 冷壓能發電工場：大阪瓦斯之冷能電廠整理如表1-9所示，泉北

2廠於1979年開始利用朗肯技術進行冷能發電，各廠另有直接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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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及聯合循環發電，規模最大為泉北2廠之聯合循環發電，可達

6,000 kW，使用之LNG氣化量為150 t/h。 

表 1-9  日本大阪瓦斯冷能發電廠 

項次 接收站 運作日(年) 發電量(kW) 型式 LNG(t/h) 

1 泉北 2 1979 1,400 朗肯 60 

2 泉北 2 1982 6,000 聯合循環 150 

3 姬路 1987 2,800 朗肯 120 

4 泉北 1 1989 2,400 直接膨脹 83 

5 姬路 2000 1,500 直接膨脹 80 

6 姬路 2016 3,700 朗肯 150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整理。 

(3) 二氧化碳(CO2)純化、液化工場：用於製造乾冰，大阪瓦斯泉北

1廠於1980年利用冷能將二氧化碳液化，於2004年又新增日產

120噸二氧化碳及40噸之乾冰工廠，見表1-10。 

(4) 製程冷卻應用，透過滷水介質將LNG 冷能送至低溫需求程序，

將熱能帶走，可減少壓縮機之需求，降低電力消耗。 

大阪瓦斯泉北及姬路接收站，致力於LNG技術研發，冷能利用

技術大多由自主研發，所運用設備多建於接收站內，除泉北一廠乙

烯廠為附近石化廠所運用，同時減少原接收站內氣化設備之需求。

泉北一廠利用率達100%，如表1-11所示，原因為該廠規模小，較

易分配冷能運用用途，以及調節尖峰及離峰天然氣用量，目前大阪

瓦斯亦正著手規劃提高泉北二廠利用率。 



 

15 

 

資料來源：Takayuki Yamamoto,The accomplishment of 100% Utilsation of 

LNG Cold Energy. 

圖 1-4 日本大阪瓦斯利用冷能液化二氧化碳流程圖 

表 1-10 大阪瓦斯液化二氧化碳及乾冰廠 

液化廠 啟用時間 CO2液化量 乾冰生產量 LNG使用量 

泉北一廠： 

CO2液化廠 
1980 140 噸/日 - 5.0 噸/小時 

泉北二廠： 

CO2液化廠 
2004 120 噸/日 40 噸/日 8.5 噸/小時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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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大阪瓦斯泉北及及姬路接收站冷能用途及利用率 

接收站 LNG冷能用途 起始年 位置 冷能利用率 

泉北一廠 

冷氣空調 1978 接收站內 

約100% 

液化二氧化碳 1980,2004 接收站內 

冷卻水 1987 接收站內 

低溫冷凍 1987 接收站內 

燃氣進氣冷卻 1989 接收站內 

空氣分離 1993 接收站內 

乙烯廠 2011 附近廠 

泉北二廠 

冷能發電 1979,1982 接收站內 

約50% 空氣分離 1983 接收站內 

BOG再液化 1997 接收站內 

姬路接收站 

冷能發電 1987 接收站內 

約50% 燃氣進氣冷卻 2000 接收站內 

冷氣空調 2004 接收站內 

資料來源：Takayuki Yamamoto,The accomplishment of 100% utilizationof 

cold energ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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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LNG冷能運用情形 

中國大陸進口 LNG 產業剛起步，因此對 LNG 冷能利用缺乏經驗， 廣

東大鵬 LNG 接收站投產後，LNG 冷能利用價值及如何減輕環境影響，受

到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及地方政府高度重視，致推動中國大陸內部 LNG

冷能利用研究與發展。中國大陸現已有規劃冷能利用接收站，如圖 1-5 所

示，包含廣東大鵬 LNG 接收站、福建莆田 LNG 接收站、寧波北侖 LNG

接收站、上海洋山 LNG 接收站、江蘇如東 LNG 接收站、遼寧大連 LNG 接

收站、唐山曹妃甸 LNG 接收站共 7 座，相關應用如表 1-12 所示。本研

究僅就目前中國大陸較成熟的廣東大鵬、福建莆田、寧波北侖、上海洋山

4 個接收站之冷能利用規劃進行研析。 

 

資料來源：修改自液化天然氣冷能利用技術及其產業化進展。 

圖 1-5  中國大陸 LNG 接收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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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東大鵬LNG接收站：LNG冷能利用的項目包括(1)BOG回收：採

用LNG冷能來冷卻回收蒸發BOG；(2)冷排水利用：接收站冷排水

為東部調峰電廠循環冷卻水進水；(3)空氣分離：中海油集團計畫

向深圳發改局提出專案建議書，準備利用冷能開發空氣分離項目。

(4)冰雪世界：當地政府部門提出利用冷能在接收站附近開發冰雪

世界，在迭福山修建滑雪場和企業會議中心方案。 

2. 福建莆田LNG 接收站：由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承建，成立中海石

油空氣化工產品(福建)有限公司。該項目分空氣分離、發電、輕烴

分離、橡膠輪胎粉碎、冷庫、海水淡化和乾冰製造等7個專案。福

建莆田LNG接收站一期供應量為每年250萬噸LNG，其中冷能利用

專案中，LNG槽車外運約70萬噸，LNG冷能用於空氣分離約50~70 

萬噸；其餘約100萬噸LNG冷能採用冷媒換熱後用於廢舊橡膠深冷

粉碎、低溫冷藏(-42℃、-28℃、-15℃等 3種溫度)、冷能發電以及

燃氣渦輪機的進氣冷卻。福建LNG接收站為空氣分離項目提供

LNG 冷能50~70 t/h，空氣用量(標準狀況)約50,087 m
3
/h。根據裝

置規模，預計液態氮生產量(標準狀況)為9,990 m
3
/h(即300 t/d)，液

態氧生產量(標準狀況)為8,750 m
3
/h(即300 t/d)，液態氬生產量(標準

狀況)為230 m
3
/h(即10 t/d)。 

3. 上海洋山LNG 接收站：洋山接收站已完成LNG冷能綜合利用規劃。

由於考慮上海天然氣主要用於居民燃氣和工業用氣，在規劃冷能

利用專案時留有調峰餘量。規劃70%用於LNG進行冷能利用，30%

作為調峰。結合上海資源(原料、土地等)、市場、配套設施、生態、

環境、安全及項目本身技術和競爭能力等因素影響，適合上海LNG

冷能利用專案包括空氣分離、合成氨、IGCC發電、冷凍膠粉、液

化CO2和低溫冷藏，後續亦將考慮用於海水淡化項目。 

4. 浙江寧波LNG 接收站：已完成「冷能利用專項研究報告」，對浙

江LNG冷能利用市場進行調查分析，並對技術方案、與接收站運

作狀態之搭配、特點、產品市場前景等條件分析研究後，提出空

氣分離是浙江LNG冷能利用首選方案，LNG冷能用於輕烴分離作

為備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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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中國大陸 LNG 接收站冷能利用情形 

接收站 
一期規劃

(10
4

t/a) 

LNG 氣化量 

(t/h) 
冷能利用 

福建莆田 250 325 空氣分離、輪胎粉碎、冷庫 

廣東大鵬 370 462.5 
空氣分離、輕烴分離、發電、燃氣

進氣冷卻、製冰、冰水空調 

上海洋山港 300 375 

空氣分離、發電、輪胎粉碎、冷庫、

煤 IGCC 氣化合成氨、乾冰製造、

海水淡化 

浙江寧波 300 375 空氣分離(600t/a 液態產品) 

江蘇如東 300 375 空氣分離(600t/a 液態產品) 

遼寧大連 200 250 空氣分離、冷庫 

唐山曹妃甸 600 750 
大規模空氣分離、煤氣化、伴生氣

輕烴分離、冷媒循環產業鏈 

資料來源：徐文東，液化天然氣冷能利用技術及其產業化進展 

(三)小結 

綜觀日本與中國大陸之冷能應用經驗，其發展模式包含供接收站自

身使用、工廠或冷卻系統使用、接收站外工業區其他工廠冷卻需求。在

應用項目部分，技術成熟且效益明確之空氣分離項目常被廣泛應用，日

本在冷能發電之自主研發技術多元，應用項目廣泛；中國大陸則嘗試將

冷能應用於海水淡化、低溫遊憩等創新應用項目。無論日本或中國大陸

其各式冷能利用之規劃，係採逐步推動，並配合技術提升，逐漸提高利

用率，惟目前之應用方式多為單一項目利用，較少有多種項目進行整合

應用，冷能回收之成效不一。有鑑於此，未來我國 LNG 接收站在規劃冷

能利用時，可多元考量利用項目整合利用，以充分發揮各溫度區間 LNG

冷能之附加效益，增加整體冷能利用效率，另在實際執行上則應採穩健

模式，配合相關技術之可能演進，分階段進行利用項目推動，以發揮最

佳利用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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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二章  國內液化天然氣進口及冷能應用現況 

台灣液化天然氣進口與輸儲目前由台灣中油公司負責營運，現有兩座

接收站，分別位於高雄永安與台中港，目前每年供應量共計超過 1,400 萬

公噸，預計在 2023 年前除擴建永安及台中兩接收站，亦將於北部興建第三

接收站，總供應量將可達每年 1,850 萬噸以上。因此，液化天然氣冷能將

隨之增加，為因應近期即將擴建或新建之 LNG 接收站，以下整理國內液化

天然氣進口現況，以及目前冷能應用現況。 

一、台灣液化天然氣進口與輸儲現況與規劃 

根據中油公司 2016 年 12 月之網站資料，目前中油公司之液化天然氣

採購來源長約佔 67%，中約比例佔 14%，期貨則為 19%，其長約來源主要

來自馬來西亞、卡達、及印尼。中油公司現有輸儲設施除第三接收站外，

永安廠及台中廠儲槽容量目前合計為 117 萬公秉、3 座卸收碼頭、總計每

年 1,400 萬噸之營運量，如表 2-1 所示。依據經濟部能源局 2012 年 8 月 29

日函告為促進低碳天然氣的合理使用，以保障供電安全，規劃未來國內天

然氣供應量目標及時程如表 2-2 所示，預計 2023 年中油天然氣供應量將增

至 1,850 萬噸，至 2030 年再提升至 2,250 萬噸。由此可知，我國未來天然

氣需求量將逐年增加，LNG 冷能供應潛力甚為可觀。 

此外，中油公司為靈活調度，以達穩定供應市場用氣需求之目標，輸

氣管線之規劃以建構環狀輸氣網路為方向，並於八個供氣中心建構區域性

環狀輸氣網路，將永安廠及台中廠兩座接收站之輸氣幹線海管(約 373 km)

及陸上幹管(約 1,734 km)建構形成 8 字型完整供氣幹管網路，如圖 2-1 所

示。 

表 2-1  中油公司天然氣輸儲設施(2016.7.6 更新資料) 

項目 永安廠 台中廠 總計 

儲槽(萬公秉) 69 48 117 

卸收碼頭(座) 2 1 3 

氣化設施(噸/時) 2,220 1,200 3,420 

現行營運量(萬噸/年) 950 450 1,400 

資料來源：中油公司網頁，最後瀏覽日期 2016 年 12 月。 



 

22 

表 2-2  我國未來天然氣輸儲供應規劃        單位：萬噸 

年度 2018年 2023年 2030年 

新能源政策供應目標 1,500 1,670 2,000 

中油公司供應能力 1,400 1,850 2,250 

永安廠 950 1,000 1,100 

台中廠 450 550 550 

第三接收站 0 300 600 

資料來源：中油公司(2016.7.4)，「國內 LNG 冷能應用經驗與未來規劃」簡

報資料，中技社「LNG 接收站冷能應用之現況與未來」專家諮

詢會議，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中油公司網頁，最後瀏覽日期 2016 年 12 月。 

圖 2-1 中油公司天然氣輸儲設施分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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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冷能應用現況 

永安廠的 LNG 冷能應用現況包括冷能發電、冰水空調、空氣分離及冷

水養殖。應用現況詳述如下： 

(一) 冷能發電：利用丙烷冷媒回收LNG冷能，經加壓氣化後推動膨脹式

渦輪機帶動發電機發電。永安廠LNG冷能發電裝置容量為1,800 kW，

LNG流量90噸/小時。 

(二) 冰水空調：回收LNG冷能製作冰水，供應廠內空調使用，節省空調

耗電。 

(三) 空氣分離：永安廠冷能供應遠東氣體廠，每日生產液氮330噸、液氧

220噸及液氬17.4噸。 

(四) 冷水養殖：冷排水由於事先已經過滅藻與滅菌水質穩定，且夏季冷

排水溫度送至養殖場尚維持在22~24℃間，正符合水產魚類普遍適合

生長的22~28℃水溫環境。中油公司無償供應周邊養殖場使用，除提

高養殖魚之存活率外，還可節省養殖場之電費成本及維修費用。 

三、台中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冷能應用現況 

台中廠的LNG冷能應用現況包括BOG回收及空氣分離為主。應用現

況詳述如下： 

(一) BOG回收：台中廠BOG回收前會先經BOG冷卻器預冷，以降低溫度

節省LNG使用量，以目前3座儲槽正常運作下，每天需回收之BOG

為8噸/時，BOG冷卻器運用之LNG冷能利用量為50噸/時。因應台中

廠第二期計畫新增3座儲槽後，估計2018年每天需回收之BOG約16

噸/時，BOG冷卻器運用之LNG冷能利用量為100噸/時。 

(二) 台中廠之LNG冷能利用廠商，目前有與三福氣體與聯華氣體合資之

「藍海氣體公司」簽訂合約量為85噸/時之冷能供應，其2012至2014

年逐年平均冷能使用及最大使用量如表2-3所示，平均使用量為66-69

噸/時，其冷能利用率相當穩定。透過與藍海氣體公司合作節省空氣

分離程序之用電，共計可節省超過6,000萬度的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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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012 年至 2014 年藍海氣體公司平均冷能使用及最大使用量 

年度 平均使用量(噸/時) 最大使用量(噸/時) 

2012 66 71 

2013 69 73 

2014 69 74 

資料來源：中油公司天然氣事業部(2015)，「台中液化天然氣廠 LNG 冷能

利用規劃報告書(定稿本)。 

綜合上述及配合中油公司目前冷能利用現況發現，為維持 LNG 冷能利

用設備操作之穩定性、安全性考量下，加上天然氣使用時間與季節的變化

影響甚大，因此在保有穩定供應之前提下，現階段永安廠及台中廠之冷能

利用率，以「LNG 冷能利用量/LNG 輸氣基載量」計算分別為 76%及 56%；

若以「LNG 冷能利用量/LNG 接收站全年流量」計算則分別為 24%及 27%。 

表 2-4 中油公司冷能利用現況 

廠區 
永安廠 台中廠 

項目 噸/時 項目 噸/時 

冷能利用 

冷排水 120 冷排水 50 

空氣分離 45 空氣分離 85 

冷能發電 90 

- 空調冰水 7 

壓能軸封氣回收 4 

剩餘 83 剩餘 102 

基載量 349 237 

年平均營運量 1,117 509 

冷能利用率(基載) 76% 56% 

冷能利用率(均載) 24% 27% 
 

註：冷能利用率(均載)之參考值：日本約 50~100%、韓國約 20%。 

資料來源：中油公司(2016.7.4)，「國內 LNG 冷能應用經驗與未來規劃」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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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冷能應用效益之探討 

透過國內外發展情勢回顧可知，冷能應用項目從技術面的角度切入，

大部分已屬可行，但受限於冷能直接利用的距離大約為 1~2 公里內，因此

若未來欲擴大冷能利用，需搭配區域產業，以梯級應用的設計概念，找出

合適的應用項目。以目前應用成熟的空氣分離項目為例，由於節電效益顯

著，氣體廠商投資意願高，也有設備汰舊更新之需求。節省之電力成本則

由接收站與投資者均分形成互惠機制。後續可與冷凍倉儲產業、低溫粉碎

等次級應用項目結合，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其餘應用與既有技術相比，目

前雖未具有理想之效益，未來若能妥善規劃整合周邊應用產業，仍可充分

利用 LNG 冷能，達到區域能資源整合之效益。 

本章將依我國 LNG 接收站鄰近區域之產業發展環境與條件，探討未來

可行應用項目之發展契機、發展模式與發展效益，並分為自主應用項目及

跨產業的整合應用項目兩大類別，自主應用項目包含 BOG 再液化、冷能

發電、冰水空調 3 項，整合應用項目則包含空氣分離、低溫物流、製程、

鍋爐與燃氣進氣冷卻、海水淡化、低溫養殖及低溫遊憩等項目，如圖 3-1

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設計。 

圖 3-1  具發展潛力之冷能應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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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BOG再液化 

(一) 發展契機 

國內目前永安廠、台中廠皆有 BOG 回收再液化之應用項目。透過研

究團隊訪談得知，目前國內每噸的 BOG 平均約需 7~8 公噸 LNG 的冷能進

行再液化，為使冷能應用可發揮最大綜效，在進行冷能應用規劃設計時，

需考慮到中長期是否有在廠內設立燃氣電廠之規劃，將 BOG 可直接作為

廠內電廠之燃料用途。例如依日本的營運案例，係將 BOG 直接引作電廠

作為燃料，則無需裝設 BOG 再液化設備。 

(二) 應用效益探討 

目前台中廠 BOG 回收量 8 公噸 BOG/小時，約需 50 噸/小時的 LNG 冷

量，占目前台中接收站基載量之 21%，BOG 再液化勢必也將作為冷能主要

應用方向。 

表 3-1  BOG 再液化項目綜合評析 

項目 BOG 再液化 未來發展建議 

技術可行性 技術成熟 

須同步考量後續 IPP 電

廠是否有建廠規劃。 

國際應用情形 廣泛應用 

國內應用情形 台中廠、永安廠 

訪談意見 業者投資意願高 

應用效益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二、 冷能發電 

(一) 發展契機 

冷能發電技術目前已屬於成熟技術，可分為直接直接膨脹發電、二次

媒體法、混合媒體法、聯合法、混合媒體法等技術，國內目前永安廠已於

1992 年完成冷能發電裝置設置，主要以廠內備援電力為主，未來若需新設

冷能發電設備，在技術取得層面，工研院雖已掌握部分技術，然而主要設

備仍須自國外購買，因此前期投資之固定成本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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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我國電力政策進行重大變革，包括 2025 年達到非核家園目

標，電力結構將調整為燃氣由目前(2015)的 35.1%提高至 50%，相對的 LNG

接收站營運量也將由現行 1,400 萬噸大幅提升至 2,250 萬噸以上；再生能源

比重則由現行 4.2%大幅提升至 20%，未來冷能用於發電也是節能減碳之應

用選項之一。 

(二) 應用效益探討 

以中油公司 2015 年推動台中接收站二期擴建計畫階段提出的冷能發

電項目財務分析結果進行評估，將冷能發電系統所需之主要設置成本項目

及收益彙整如表 3-2 所示，並摘要說明主要設備之估算方式如下。 

1. 冷能發電之主要成本估算 

(1) 固定成本 

A.設備成本：中油公司永安廠於 1992 年完成之冷能發電系統，

其投入設備成本總計約 348,904 仟元，並考慮 1992 年至 2015

年約 20 年之物價變動，中油公司估計應在 6 億元以上，以折舊

年限 20 年估算每年設備折舊約為新台幣 30,000 仟元。 

B.冷媒費用：丙烷使用約需要 6,700 仟元。 

(2) 變動成本 

A.操作人力成本：粗估全年約需1,080 仟元。 

B.操作電力費用：包括海水泵、冷媒泵等設備用電需求，合計約

1,280 kW，並列為節省電費之減項。 

C.維修成本：預估設備全年運轉約80%時間，約10,427 仟元。 

2. 冷能發電之收益項目估算說明 

(1) 發電量估計：1,800 kW，扣除電力操作費用後，發電效益為952 

kW。 

(2) 節省電費：台中廠使用161 kV特高壓電力三段式時間電價，流動

電價方面依夏月、非夏月之尖峰、離峰、半尖峰、周六半尖峰、

離峰等各種不同電價精算，而基本電費則以經常契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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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LNG 冷能發電之效益 

成本/收益項目 費用(千元) 備註 

一、投資成本   

  1.固定成本 606,700 

包含設備成本及冷媒費用，

並以永安廠之發電設備考慮

物價變動估算 

  2.變動成本 39,157 
包含操作人力、操作電力費

用*及維修等費用 

二、收入 48,211  

  1.發電收入 38,880 發電量 1,800kw，每度 3 元 

  2.節省氣化用水泵電量 
9,331 

節省用電費 432kw，每度 3

元 

三、收入扣除變動成本之結餘 9,033  

四、損益平衡之發電單價 7.63 元/度  

註*：電力成本以平均每度 3 元估算，包含海水泵、冷媒泵等設備用電共

計約 1,280kw。 

資料來源：中油公司 LNG 冷能利用規劃報告書(2015)。 

(三) 評估結果 

依據上述設備投資、操作營運成本及實際發電效益進行估算，結果如

表 3-3 所示。以高壓供電之基本電費與流動電費平均每度電 3 元計算，並

依照前述實際發電效益計算全年運轉 300 天，節省廠內用電為 685 萬度電

(約可節省 2,056 萬元電費)，全年共減少 3,644 公噸 CO2 排放量。若以實

際發電效益而節省的電費，扣除每年冷媒使用費、維修成本及人力操作成

本，收益扣除變動成本之結餘為 903 萬元，中油公司之評估結果指出，冷

能發電之投資以投資回收年限及內部報酬法分析均不符投資效益，損益兩

平之電價需調升 7.63 元以上(現行電價約 2.6 倍)以上，冷能發電始具有經

濟效益。 

然而，由於中油公司(2015)的研究報告係以 1992 年購置之發電設備透

過物價調整方式推估成本做財務評估，可能與實際設備成本略有差異，且

現行的再生能源補助對象也未納入冷能發電項目，收益係以平均電價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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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因而缺乏投資誘因，後續若可比照現行再生能源之部分優惠制度，

並擴大發電量發揮規模效益，中長期應可作為冷能應用示範項目，協助政

府達到擴大再生能源應用的發展目標。 

表 3-3  冷能發電項目綜合評析 

項目 冷能發電 未來發展建議 

技術可行性 技術成熟 

配合擴大再生能源發電

政策納入新設接收站之

中長期規畫項目 

國際應用情形 廣泛應用 

國內應用情形 永安廠(規劃報請停用) 

業者意願 

設備成本較高，作為廠內備援

電力在現行電價下外購電力

比投資冷能發電更有效益 

冷能應用效益 

1.業者投資效益較低 

2.協助政府發展再生能源 

3.CO2減排效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三、冰水空調 

(一) 發展契機 

冰水空調屬於廠內應用項目，提供冷氣空調做為 LNG 接收站廠區內或

鄰近工業區之辦公室使用；為擴大台中接收站冷能之應用，中油公司(2015)

以永安廠之運作模式為範例計算台中接收站使用空調冰水之效益，以全日

運轉空調供應以計算，LNG 最大操作流量為 14 噸/小時，每日可提供空調

能力約為 150 噸。 

(二) 應用效益探討 

在效益評估部分，以冰水空調主機運轉電力計算，依 2005 年 1 月經濟

部能源局公告之空調冰水主機能源效率標準表，假設主機為離心式且冷卻

能力介於 150~300 USRT 間，COP 值為 5.5；電力消耗約為 96 kW，扣除 1

台 10 HP 之冰水泵運轉消耗電力為 7.5 kW，節省電力耗電量為 88.5 kW。

若以系統全載運轉 10 小時，部分負載運轉 14 小時計算，則全日電力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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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505 kWh，並以全年運轉 300 天計算，共將耗費 451,500 度電，以 101

年台電公司公告電價平均 1 度 2.52 元計算，則每年節省 1,137,780 元之空

調運轉流動電費；另電力需量之節約則為 88.5 kW*(223元/kW月* 4月+167

元/kW 月* 8 月)=197,178 元之基本電費。綜上所述，每年共可節省整體空

調系統用電費約 1,334,958 元。 

依據中油公司所評估結果，台中廠自用空調之冷能冰水利用約 7 噸/

時之 LNG，以既有 150 噸/時之開架式氣化器(Open Rack Vaporizer, ORV)

改裝，配合廠外冷能冰水需求且不計入 ORV 建置成本或許仍有經濟效益

可言，但若僅配合台中廠空調使用則可能不符成本。 

借鏡台中接收站之評估結果得知，由於冰水空調所需之冷量較小，若

在接收站建廠完成後始變更設計，僅空調冰水單一項目進行評估可能投資

效益不高，但未來第三接收站興建，若可事前併同整體冷能梯級利用應用

情形進行整體考量，應可增加的冷能應用效益。 

表 3-4  冰水空調項目綜合評析 

項目 冰水空調 未來發展建議 

技術可行性 技術可行 

既有接收站變更設計成

本較高，規劃中之接收

站可列為整體規劃細項 

國際應用情形 廣泛應用 

國內應用情形 台中廠、永安廠 

業者意見 

須在接收站興建前進行整體

規劃，興建後進行變更效益

較差 

冷能應用效益 

僅評估單一項目不具有投資

效益，需配合整體應用進行

規劃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四、空氣分離 

(一) 發展契機 

1. 潛在冷能需求者投資誘因 

    空氣分離項目之潛在投資者將以現有國內三大氣體公司為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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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聯華氣體、三福氣體及亞東氣體等公司，或由三家氣體公司組成之

合資公司為冷能需求者。相較於傳統的空氣分離需消耗大量電力才能

使溫度下降至-100°C 以下，電力成本占生產成本約 55%，而採 LNG 冷

能利用方式則可節省大量能源，因此對於氣體供應業者具有相當大的

吸引性，且國內永安廠、台中廠皆已有成功案例，依現行的計價公式，

相當於氣體公司可節省 26%電力成本，惟氣體公司之投資意願亦受國

內整體對大宗氣體需求之景氣影響。依研究團隊之訪談結果，氣體公

司配合接收站新設或擴建發展空氣分離項目之投資意願極高。 

2. 需求潛力評估 

(1) 國內大宗氣體市場產銷情形 

    國內目前除緊鄰台中接收站(藍海氣體)及永安接收站(遠東氣體)

是以 LNG 冷能法產製液化氣體，剩餘氣體工廠主要是以機械法進行

空氣分離，為供應需求端產業用戶，氣體公司工廠主要集中在桃園

觀音工業區、新竹科學園區、南科園區及高雄小港等地。 

    我國主要工業氣體為內銷導向，依經濟部統計處大宗氣體中長

期之統計資料(見圖 3-2 及 3-3 所示)，國內氧氣自 2006 年產量

1,973,387 千立方公尺降至 2015 年 1,778,353 千立方公尺，衰退約

9.88%；液氮則由 2006 年產量 2,187 千公噸成長至 2015 年的 2,646

千公噸，成長幅度約 21%，平均年成長 2.34%，惟整體而言氣體市

場自 2009 年金融海嘯所造成的景氣蕭條後，產量雖有回升但近兩年

成長腳步已趨緩，主要原因在於氣體工業原料，隨著製造業整體情

勢不佳而表現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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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經濟部統計處。 

圖 3-2  液氧、液氫及液氮產量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經濟部統計處。 

圖 3-3 液氧、液氫及液氮產值變化 

(2) 主要大宗氣體之產出分配部門及鄰近工業區發展動態 

    廠商之氣源流向部門大致可依產業關聯表得知氣體之下游需求產

業，並配合鄰近區域之需求產業發展動態，觀察是否適合發展空氣分

離項目。依主計處最近一次(2011 年)所做的產業關聯調查(見圖 3-4)，

氧氣主要的產出分配部門依序為基本金屬工業 54.1%，其次為化學材料

製造業 30.1%、電子零組件 3.8%，其他產業則占 12%；氮氣主要的產

出分配部門依序為化學材料製造業 47.1%，其次為電子零組件業 36.6%、

基本金屬工業 7.4%，其他產業則占 8.9%；其他工業氣體則以分配至電

子零組件業為主占 65.7%，其次為化學材料製造業 32.5%。 

 

 

資料來源：1.主計處 100 年度投入產出表；2.本研究繪製。 

圖 3-4  國內大宗氣體產出分配部門 

 

其他氣體氮氣氧氣

產量：千立方公尺；公噸 產值：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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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氣體市場景氣與工業成長動態息息相關，近年來雖因整體製

造業景氣欠佳而連帶拖累氣體市場，但由於以 LNG 冷能生產之液態空

氣成本相對較低，若可配合鄰近工業區的發展定位與動態，空氣分離

項目仍具開發潛力。 

以第三接收站設於觀塘工業區為例，彙整鄰近主要工業區的發展

定位及空氣分離之發展潛力如表 3-5 所示，相關工業區的位置分布如

圖 3-5 所示，並分別摘要說明如下。 

(A)大潭工業區：大潭工業區屬於特種工業區，僅電力及相關設備

製造商可進駐，係配合國家電源開發政策及緩解北部區域的電

力需求而設立，目前以台電大潭火力電廠為主要進駐公司。 

(B)觀塘工業區：第三接收站之預定地，已通過環評審查，現由中

油公司主導開發，除接收站相關儲運設施外，目前已保留一部

分作為冷能擴大應用使用。 

(C)桃園環保科技園區：屬地方報編之工業區，位於桃園科技園區

西南側，2009 年竣工，以「產業共生、資源共享、資訊互通、

風險分攤」為規劃藍圖，開創「高級資源再生技術」、「高級環

保技術」及「生態化產業」三大產業發展主軸，積極尋求世界

各地之高級環保科技共同合作，招商對象以資源化產業、水資

源及水污染防治產業、土壤汙染處理產業及醫療生化科技產業

為主。 

(D)桃園科技園區：屬地方報編之工業區，2007 年竣工，提供做為

高科技產業發展全方位之濱海生態工業園區，產業區的招商對

象以電子資訊、精密機電、半導體、電子材料、車輛零組件、

油品摻配、生物科技、汽電共生、運輸倉儲物流為主。 

(E)觀音工業區：屬中央報編之綜合型工業區，目前進駐產業包含

化學材料製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汽車零組件業、電子零組

件製造業、紡織業及鋼鐵業，包含聯華、三福、亞東均在此設

立生產基地，供應工業區內電子零組件、鋼鐵、人纖原料所需

氣體及苗栗以北的氣體需求用戶，雖然工業區內已有主要氣體

公司做為供應商，惟工廠設備採機械式製造且較為老舊，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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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徵詢廠區內業者異地汰舊更新意願，搬遷至鄰近接收站區

域採冷能法生產。 

表 3-5  第三接收站鄰近工業區定位及空氣分離潛力 

工業區 大潭 觀塘 桃科 環科 觀音 

發展 

定位 
電力 

LNG 接收

站及冷能

發展預定

地 

電子精密

機械、半導

體、油品摻

配、生物科

技、運輸倉

儲等 

資 源 回

收、污染防

治 

綜合型工

業 區 ( 化

材、紡織、

鋼鐵、電子

零組件) 

報編 

面積 
183 公頃 1,174 公頃 275 公頃 31 公頃 632 公頃 

已進駐

業者 
台電公司 規劃中 

物流業(好

市多)、化

材業(台塑

化)、能源

業(旭晶) 

環保技術

業(源昇、

中台) 

化材業(聯

華、三福、

杜邦) 

氣體需

求潛力 
－ － 

桃科二期推動中，因主

要工業區均濱沿海四

鄉，另過去地方政府曾

力推整合大桃園科技工

業帶 

屬於發展

成熟型工

業區且已

有氣體廠

進駐 

資料來源：1.工業區年報；2.桃園市桃科環科大潭產業園區聯合服務中心

網站(http://www.tyht.nat.gov.tw/ )；3.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1.工業區年報；2.桃園市桃科環科大潭產業園區聯合服務中心

網站(http://www.tyht.nat.gov.tw/ )；3.本研究整理。 

圖 3-5  第三接收站鄰近工業區分布圖 

觀音工業區 桃科園區 觀塘工業

區 

大潭工業

區 

環保科技園

區 

http://www.tyht.nat.gov.tw/
http://www.tyht.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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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模式 

由於空氣分離業者已建構下游客戶供應網絡，現行空氣分離廠仍由氣

體供應業者經營，依台中及永安接收站的營運模式，接收站僅收取土地租

金及 LNG 使用費，由中油公司及氣體公司各享 50%之節電成本除以氣體

公司之 LNG 合約使用量，作為計價收費方式。 

由於空氣分離尚可向下帶動相關產業鏈，液態氮氣、氧氣、氬氣等除

可供作電子半導體製程、鋼鐵業、化學材料製造業之原料為主，但亦可衍

生食品冷凍、資源回收產業(如低溫粉碎)及相關環保科技等產業，將 LNG

冷能空氣分離項目帶動之產業鏈如圖 3-6 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6  LNG 於空氣分離項目之產業鏈應用聯結圖 

(三) 應用效益探討 

1. 節電效益 

以傳統機械方式液化氣體最大的成本在於電力消費約占 55%，而

以 LNG 冷能利用空氣液化溫度差異分離，則可大幅降低電力成本支出，

整理空氣分離與傳統法生產之每噸空氣成本價差如表 3-6 所示。 

依中油公司(2015)所進行的調查報告，以 2012 年調漲後電費平均

每度電 3 元，每公斤 LNG 冷能可節省電力成本為 0.315 元。根據 101

年二氧化碳電力排放係數 0.532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度估算，每日可減

少 87 公噸 CO2，全年(以 65 噸/時冷能利用量、330 天計)共減少 28,757

公噸 CO2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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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空氣分離機械法與冷能法每噸成本價差 

單位：元 機械法 冷能法 節省率 

電力成本 1.22 0.73 40.2% 

其他變動成本 0.48 0.36 25.0% 

固定成本 0.39 0.43 -10.3% 

  合計成本 2.18 1.61 
26% 

每公斤氣體成本差異 -0.57 

資料來源：1.吳勝琪(2003)；2.楊冠雄(2010)；3.本研究分析整理。 

2. 產業帶動效益 

台灣每年約產生一千萬個廢輪胎，總重量約 10 萬公噸，據環保署

資料，廢輪胎回收再利用每年可創造產值約 2.5 億元，並可減少化石

燃料的消耗與開採。 

然而由於資源回收行業產業生態較為複雜，第三接收站雖鄰近桃

園環保科技園區，然而在招商引資時，投資業者須一併考量風險與不

確定性，而回收再生之市場需求有限，且國內廠商未掌握關鍵製程技

術。若以液氮作為冷能供應介質，中油公司預估冷能需求量應小於 10

噸/小時，即使在日本仍需提供補貼，依照日本之經驗其獲利有限，但

應仍可作為配合當前政府發展循環經濟政策之應用技術之一。 

此外，由於採 LNG 冷能法所生產之大宗氣體，由於具備成本較低

之優勢，後續亦將成為半導體、化學材料等氣體需求產業發展之有利

條件之一。空氣分離項目之綜合評析如表 3-7 所示。 

  



 

37 

表 3-7  空氣分離項目綜合評析 

項目 空氣分離 未來發展建議 

技術可行性 技術成熟 

1.既有接收站配合增設

空氣分離產能 

2.第三接收站可列為短

期冷能應用之亮點項

目，供應北部區域氣

體市場 

國際應用情形 廣泛應用 

國內應用情形 
台中廠(遠東氣體) 

永安廠(藍海氣體) 

業者意見 空分業者投資意願極高 

未來發展效益 
1. 節省電力成本 

2. 產業帶動效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五、低溫物流 

(一) 發展契機 

1. 潛在冷能需求投資誘因 

低溫物流或低溫倉儲潛在投資者，可能包含低溫產品進出口代理

商、貿易商及製造商，便利商店、超市、量販業者、區域型低溫物流

中心等。 

2. 低溫物流中心需求潛力評估 

低溫物流業對冷能之需求業者類別，包含大型量販業、連鎖超商、

農漁產品儲藏用途等產業，以觀塘工業區為例位於交通樞紐，位於台

66 線及台 61 線交會之處，如圖 3-7 所示，具備良好發展利基，在桃園

市升格及大型國家建設計劃相繼推動加持下，勢必帶動區域經濟成長

及人口遷入，對冷能之需求也將可望提升，未來若可進一步結合精緻

農業區規劃及低溫養殖漁業發展，配合桃園航空城引進之人口，應可

透過 LNG 冷能發展出具競爭優勢之低溫物流中心。此外，依研究團隊

訪談結果，永安接收站目前亦積極洽商發展低溫物流之可能性。 

政府近年來積極洽簽國際經貿協定，對冷凍食品進出口需求潛力

大，營運收取之租金成本可較傳統的低溫物流中心低，加上政府過去

幾年推動三業四化，冷鏈物流業務之拓展為主要亮點產業之一，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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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立合作型態，包含企業試點、綜合場域試點等。 

 

資料來源：桃園縣政府「桃園科技工業園區第二期開發計畫暨可行性規

劃報告(含細部計畫)」簡報資料(2013)。 

圖 3-7 觀塘鄰近區域產業用地規劃 

(二) 發展模式 

低溫物流項目倘若由中油公司獨資經營，由於後續涉及物流中心之營

運，包含儲位出租率、需求端的周轉率等都將影響物流費用收益，營運並

非其專業，且低溫物流中心建設成本較高，若非配合政策性需要國營事業

投資涉及冗長的行政與評估流程，故建議後續委由專業物流經營團隊，如

大型量販業、連鎖超商或農漁產品批發商等業者負責營運應較為可行。

LNG 冷能應用於低溫物流產業鏈，如圖 3-8 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8 LNG 冷能應用於低溫物流產業鏈 

依本計畫團隊之訪談結果，北部區域雖屬消費性市場，既有物流業者

多以供應鏈為首要考量，國內型業者針對市場短期發展趨勢已有完整規劃

及建置，如好事多(Costco)為供應北桃園之物流中心，對於低溫物流中心的

內需空間有限；而進口食品則需大型倉庫操作，排擠國內產品存放，並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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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低溫倉庫之租借需求，但市場獲利較低。 

因此未來若欲發展物流中心，北部接收站可能須朝國際型物流方向發

展，並同步與桃園航空城等政策鏈結，以「前店後廠」概念進行物流加工

或淺製造，並以儲存時間長、用地大之品項為主。運作模式繪製如圖 3-9

所示，自由貿易港區(前店)由於發展腹地較有限，面對全球供應鏈對低溫

產品之儲存、加工、轉運需求僅能創造少量服務商機，但若可於透過區外

工廠委託加工(後廠)，活絡跨區連結，將可增加國外廠商之投資誘因，串

聯國內與國際產業供應鏈帶動產業發展。 

而台中接收站及永安接收站，由於發展低溫物流中心亦屬於節電效益

顯著的項目，後續則應配合產業發展情勢及潛在投資者之意願，進行動態

調整，經洽詢目前永安接收站亦有業者表達投資意願，應可做為後續擴大

冷能應用可努力的方向之一。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9 發展低溫物流中心採前店後廠之營運模式 

(三) 應用效益探討 

1. 節電效益：依吳勝祺(2003)、中油公司(2015)所研究調查指出，以

LNG 供應冷能溫度約可節省 50%以上之電力，而節電效益之高低

將與儲藏低溫物品所需之溫度及物品價格有關，因此在計算成本

與收益時，應配合各溫層之建置規模與儲藏物品進行評估。 

2. 產業帶動效益：未來可進一步結合自由貿易港區之規劃，提供做

為農漁產品淺加工及製造之發展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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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低溫物流綜合評析 

項目 空氣分離 未來發展建議 

技術可行性 技術成熟 

永安接收站及第三接

收站可納入短期規劃

考量，並由專業團隊負

責營運 

國際應用情形 廣泛應用 

國內應用情形 無 

業者意見 
永安廠目前有業者表達投

資意願 

未來發展效益 節電效益、產業帶動效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六、燃氣進氣冷卻及工業製程冷卻 

(一) 發展契機 

冷能製作之冷卻水可用於周邊電廠複循環燃氣發電機組之進氣冷卻，

藉以取代傳統冷卻方式，達到提高發電效率。廠外應用將受限於冷卻水的

輸送距離，以第三接收站為例，緊鄰之大潭電廠對於冷卻水有較高的需求，

台中接收站則鄰近石化廠與鋼鐵廠，皆為潛在的冷能需求者，可透過冷能

製作冷水供應製程或鍋爐冷卻使用。 

1. 燃氣進氣冷卻(IPP電廠) 

國內目前 IPP 電廠依電業法自 1995 年起經 4 階段釋照後，如表

3-9所示，國內目前共有 9家民營火力電廠，總裝置容量達 711萬瓩，

2015 年售電量 390.81 億度約占我國電力系統總發電量 17.8%。 

另在區域供電缺口部分，以 2015 年夏季為例，如圖 3-10 所示，

台灣本島北部地區尖峰能力 1,331.4 萬瓩，尖峰負載則為 1,382.3 萬

瓩，供電缺口達 50.9 萬瓩，且後續配合 2025 非核家園政策，核一、

核二及核三廠機組陸續除役，供電情勢將更形緊張，配合未來在發

電結構低碳化、擴大天然氣使用及電業法等政策方向，在環評許可

情況下，建立 IPP 電廠應具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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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台電公司各階段 IPP 之開放條件與訂價方式 

時間 階段 開放條件 訂價方式 開放結果 

民國 

1995.01.01 

1995.08.25 

一、二 

限定地區、年

度及容量之方

式提出購電需

求 

電價競比 

產生零星機組、低價搶得籌

設權及籌設過程遭遇困難而

無法確保電力供應等問題，

造成本階段共核准 11 家，最

後簽約完工商轉僅 5 家，

526.7 萬瓩。 

民國 

1999.01.21 
三 

不限地區、年

度及容量之開

放方式 

公告費

率，一體適

用於參與

躉售電能

IPP 業者 

15 家業者籌劃設廠。 

13 家完成「發電設施計畫」

審查。  

9 家完成「電源線建造計畫」

審查。  

5 家完成簽約。  

4 家完工商轉，238.5 萬瓩。 

民國 

2006.06.06 
四 

經濟部辦理評

選作業後，再

將合格申請者

名單送請台電

辦理競價作業 

電價競比 

8 家業者提出申請。  

6 家參與競價，惟經減價後，

均未能進入底價，故無獲選

業者及獲選容量。 

註：國內 9 家 IPP 電廠燃料類別及商轉日期分別為麥寮電廠(煤；1999、

2000 年)、長生電廠(氣；2000、2001 年)、新桃電廠(氣；2002 年)、

和平電廠(煤；2002 年)、國光電廠(氣；2003 年)、嘉惠電廠(氣；2003

年)、星能電廠(氣；2004 年)、森霸電廠(氣；2004 年)、星元電廠(氣；

2009 年)。 

資料來源：1.經濟部能源局網站；2.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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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電公司「全國長期負載預測與電源開發規劃摘要報告」。 

圖 3-10  2015 年夏季台灣本島區域供需示意圖 

2. 製程冷卻及鍋爐冷卻 

鋼鐵廠、石化工廠等行業由於產業特性，須引用大量冷卻水作

為製程或鍋爐冷卻使用，但會受到冷能供應管線長度之距離限制。

台中接收站雖鄰近鋼鐵業、石化業發展專區，依本計畫團隊實地訪

廠之結果，鋼鐵業者雖對冷卻水有較高的需求，但目前已有再生水

之使用規畫，且再生水廠之供應仍有餘裕，加上冷卻水的供應距離

較遠，短期內的周邊工業區規劃使用冷能冷卻水之意願可能偏低。 

(二) 發展模式 

1. 燃氣進氣冷卻 

由於 IPP 電廠興建勢必面臨環評審查之挑戰，由中油公司自行興

建，恐囿於國營事業身分有預算編列及執行率之壓力，且缺乏相關專

業人員；反之，若由民營發電業者興建，相對較為容易。因此較可行

的發展模式由民間業者合資投資，除可做為廠區之備援電力以因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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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缺電風險，採燃氣進氣冷卻將具有提升發電效率及降低輸送能耗

成本之優勢，發展關鍵可能在於後續電業自由化之規劃期程。 

燃氣進氣冷卻之運作模式，可於接收站內或鄰近區域選擇符合安

全規範及法規限制區域興建燃氣複循環電廠，並參酌日本姬路接收站

之作法，以 BOG 為發電燃料，透過 LNG 冷能作進氣冷卻以提昇發電

效率，並運用熱交換之海水提昇氣化效率，如圖 3-11 所示。 

2. 廠外工業用冷卻水之需求： 

工業冷卻水之發展模式應考量需求端與接收站之距離，以第三接

收站為例，其緊鄰大潭工業區、桃園環保科技園區及桃園科技工業園

區，其中大潭電廠對於冷卻水有較大規模的需求，環科園區及桃科園

區則須配合後續工業區招商情形進行規劃。將製程冷卻、鍋爐冷卻及

燃氣進氣冷卻之發展潛力與應用方式整理繪製如圖 3-12 所示。 

  

圖 3-11 燃氣進氣冷卻之應用方式(本研究繪製) 

 

圖 3-12  製程、鍋爐冷卻及燃氣進氣冷卻之發展潛力與應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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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製程、鍋爐冷卻及燃氣進氣冷卻 

項目 製程及鍋爐冷卻 燃氣進氣冷卻 未來發展建議 

技術可行性 技術成熟 

1.第三接收站短期

冷量可供大潭電

廠新增機組進氣

冷卻用途，中長期

則可配合電業自

由化時程，考慮發

展以 BOG 為燃料

之 IPP 電廠，並引

LNG 冷能作燃氣

進氣冷卻強化能

資源整合 

2.台中、第三接收站

配合未來鄰近工

業區之發展預留

產業引用空間 

國際應用情形 
日本經驗係以 BOG 作為電廠燃料，並

引 LNG 冷能作為燃氣進氣冷卻 

國內應用情形 無 

業者意見 

台中接收站鋼鐵

業者具冷卻需求

但距離較遠管線

敷設成本高，且短

期已有再生水使

用規劃 

觀塘工業區過去

雖有規劃 IPP 電

廠用地並通過環

評，但後續接收

站營運仍將以天

然氣穩定供應為

首要目標；鄰近

台電大潭電廠未

來將新增 4 部機

組則有高度應用

進氣冷卻意願 

未來發展效益 

1.提升電廠冷卻效

率，促進能資源

整合 

2.自建 IPP 電廠可

做為廠內備援電

力，並緩解北部

用電缺口 

提高冷卻效率，

間接降低用水需

求，並降低營運

成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三) 應用效益探討 

1. 燃氣進氣冷卻 

(1) 促進能資源整合：複循環燃氣發電結合應用，有促進能資源整

合之實益。 

(2) 作為接收站備援電力：於第三接收站興建電廠，可作為備援電

力，並供應桃園鄰近工業區之用電需求。 

(3) 緩解用電缺口：緩解北部用電缺口、及中電北送之不環保與成

本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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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製程及鍋爐冷卻：鋼鐵廠、石化廠等行業由於產業特性，須引用大

量冷卻水作為製程或鍋爐冷卻使用，台中接收站位於港區內鄰近鋼

鐵業、石化業發展專區，可提高冷卻效率，若妥善應用亦可間接降

低用水需求。 

七、海水淡化 

(一) 發展契機 

1. 用水需求缺口分析 

現階段我國之海水淡化廠多位於離島地區，主要供應民生用水需

求，營運中之海水淡化廠共 22 座，其中規模最大的海淡廠為馬公第一

海水淡化廠設，其設計出水量為 10,000 立方公尺/每日(CMD)。本島部

分過去雖曾有規劃，但因政策因素而未興建或期程延宕。 

在區域用水情勢部分，依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針對未來水

源供應之推估，如圖 3-13 所示，雖然北部地區的供水情勢相對中部及

南部地區充裕，但桃園地區近年來人口及產業逐年成長，生活及工業

需水量亦不斷提升，又現有蓄水設施受氣候變遷影響，每逢乾旱時即

出現缺水情形，須調度農業用水以供應生活及工業用水。而水源開發

部分，傳統水資源開發計畫遭遇極大阻力，在蓄水設施調蓄容量、抗

旱能力無法提昇下，未來可能無法穩定供水。 

至於中部區域近年因招商引資，預估未來工業用水需求有大幅成

長壓力，相關用水需求如表 3-11 所示。其中最明顯者包括台中港工業

區提出每日 12.4 萬噸需求(目前每日用水約 8 萬噸)、彰濱工業區提出

每日 10.8 萬噸需求(目前每日用水約 1 萬噸)、雲林離島基礎工業區提

出每日86萬噸需求(目前每日用水約 29萬噸)及中科一至四期加上雲林

基地等已核定計每日 24.7 萬噸(目前每日用水約 6.0 萬噸)，再加上其它

工業區用水需求，如全部依開發單位之預估期程及用水量開發，則預

估苗栗、台中、彰化、雲林四個縣市的工業用水總需求成長將超過每

日 124 萬噸，其中已核定用水計畫者至 2031 年用水成長需求量約為每

日 53.7 萬噸，尚未核定新增用水計畫之需求水量則約每日 70.7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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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網站(最後瀏覽日期 2016.12) 

圖 3-13  桃園地區生活及工業用水供需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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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中部地區工業用水需求成長情勢      單位(萬噸/日) 

地區 
2011 年

用水量 

已核定用水計畫 

成長需求 

未核定用水計畫 

之用水成長需求 

2031 年 

用水需求 

2031 年  

用水需

求成長 

主要用水 
2031 年 

需求量 

主要 

用水 
日需求 

年需求 

(億噸/年) 

苗栗 17.88 10.86 

1.竹科四期擴建 

2.竹科竹南基地

周邊特定區

之開發 

－ － 28.74 1.05 

台中 34.52 36.76 

1.中科台中基地

一、二期 

2.中科三期 (后

里) 

3.中龍鋼鐵 

4.台電台中電廠 

3.9 台中港區 75.18 2.74 

彰化 28.9 3.41 

1.二林精密機械

園區 

2.中科四期二鄰

基地 

9.8 
彰濱 

工業區 
42.11 1.54 

雲林 49.22 2.02 

1.雲林科技工業

區 

2.中科雲林基地 

3.長庚醫院雲林

分院 

57 

雲林離島 

基礎 

工業區 

108.24 3.95 

合計 130.52 53.05  70.7  254.27 9.28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中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核定本)(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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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模式 

由於冷能法之海水淡化技術尚未成熟，單位成本較高，可待技術成熟

後或鄰近工業區提出大量用水需求時，進行相關應用。 

(三) 應用效益探討 

表 3-12 彙整中國大陸 LNG 冷能應用於海水淡化之模擬分析結果，以

海水進料量每小時 700 噸，淡水產量每小時 245 噸(相當於 5,880 CMD)之

規模，約可產生節電效益達 125
 
GWh。 

表 3-12  中國大陸 LNG 海水淡化廠之模擬效益評估 

項目 推估 

淡水產量 245 t/h 

冷能利用量 140 t/h 

海水進料量 700 t/h 

節省海淡電能 14.6 MWe(假設 COP=2) 

每年節電效益 125 GWh 

資料來源：LNG 冷能用於海水淡化技術研究與工程化設計(2015)。 

表 3-13  海水淡化項目綜合評析 

項目 空氣分離 未來發展建議 

技術可行性 尚未成熟 

目前技術尚未成熟，

建議列為中長期發展

選項 

國際應用情形 少 

國內應用情形 無 

業者意見 
若作為冷卻水使用 

目前已有再生水使用規劃 

未來發展效益 現階段單位成本較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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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低溫養殖 

(一) 發展契機 

國際上目前僅台灣將冷排水供應養殖漁業使用之案例，以接收站排出

之冷排水養殖石斑魚，已成為中油公司主要敦親睦鄰措施之亮點項目之一。

由於接收站屬於鄰避設施，且引用冷排水所需之管線係由漁業署依漁民需

求規劃鋪設，對於接收站營運成本增加有限，借鏡永安接收站成功之經驗，

未來若能配合當地漁業需求以 LNG 冷排水發展低溫養殖漁業或水產試驗

場域，對應可帶動養殖漁業之發展。 

(二) 發展模式 

由於氣化 1噸 LNG約需 20噸 25°C的海水進行加溫，透過ORV將 LNG

加熱氣化為天然氣(NG)，接收站所引用之海水需去除浮游生物及懸浮物，

須先經過兩道過濾程序及潔淨處理，再輸送至 ORV 與 LNG 進行熱交換，

海水經 ORV 熱交換後，再經由開放式渠道自然回溫排放到海中。由於冷排

水需定期取樣檢測且水質穩定良好，夏季溫度約維持在 22~24℃間，相當

適合進行低溫水產養殖，因此在高雄永安接收站的案例中，中油公司基於

敦親睦鄰及居民福祉之考量，採無償方式提供給鄰近的永安養殖生產區，

所需之供應箱涵管線等則由漁業署鋪設，導引及提供約500公頃的養殖區，

以石斑魚養殖最具代表性。 

惟相較於高雄永安接收站與當地漁民媒合成功之案例，依 105 年 9 月

中油公司所舉辦之第三接收站先期規劃會議，漁業署及桃園市短期尚無大

面積開發養殖魚場之規劃，僅需使用冷排水進行較小規模之水產試驗作業，

而台中接收站依據業者訪談意見，未來則應朝向高單價之魚種養殖發展。 

(三) 應用效益探討 

1. 敦親睦鄰效益：中油公司每年核定之敦親睦鄰費用約 5 億元，用以

提升公司之正面形象及履行社會責任及回饋，冷排水之提供雖屬無

償供應漁民，但永安接收站鑽石水的成功案例，已成為眾多敦親睦

鄰措施中之亮點典範，若未來可應用於台中接收站或第三接收站，

應可謂公司形象帶來正面助益。 

2. 促進水產養殖漁業發展：依據中油公司於 2010 年所進行之永安廠冷

排水風險評估報告，彙整冷排水進行低溫養殖之主要效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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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水質乾淨水溫穩定，可提升魚類存活率(提升15%)，可做為

高單價魚種或水產試驗養殖之場域。 

(2) 水量穩定供應，減少換水機率及節省魚塭抽水電費約25%，以養

殖3公頃為例，平均每月可省5,000元。 

(3) 節省耗費鉅額設備重置費及維修費，依永安廠之案例每戶每3年

約15~20萬元。 

(4) 減少魚池病變，免除施藥風險，確保漁產品質。 

惟目前台中接收站沿海及第三接收站沿海，尚無大規模開發養殖

漁場之規劃，故低溫養殖之應用項目在需求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可列

為中長期之發展選項之一。 

表 3-14  低溫養殖項目綜合評析 

項目 空氣分離 未來發展建議 

技術可行性 僅需鋪設水管 

配合漁業署規畫及其他

民間漁業者洽商之需求

進行規劃 

國際應用情形 無 

國內應用情形 永安接收站 

業者意見 後續可發展高單價魚種 

未來發展效益 

1.敦親睦鄰效益 

2.提供高單價魚種優質養

殖環境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九、低溫遊憩 

(一) 發展契機 

由於台中接收站之腹地有限應已無發展低溫遊憩產業之可能性，以第

三接收站為例，距桃園機場約 30 分鐘車程，配合航空城國際客運量，預估

2030 年可達 6 千萬人次，並搭配觀光資源發展，應具備發展潛力，若結合

航空城規劃及桃園地區之觀光資源，發展成套裝旅遊行程，將開亞洲之先

例成為 LNG 冷能擴大應用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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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模式 

低溫遊憩產業所需冷能是將 LNG 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冷能經載體傳

輸至遊憩區域內，將冷能梯級利用於遊憩區不同功能，替不同的低溫遊憩

設施，如滑雪場、滑冰場等提供冷能，各低溫遊憩區的溫度需求整理如表

3-15 所示。 

然而，目前國外透過 LNG 冷能發展低溫遊憩產業之案例較少，日本、

韓國因緯度高境內已有大型滑雪場，而沒有以 LNG 發展低溫遊憩的必要，

鄰近國家僅有中國大陸深圳大鵬灣接收站，曾規劃應用 LNG 冷能的大型冰

雪世界遊憩區。 

由於台灣的緯度位處熱帶及亞熱帶交界，沒有發展滑雪場或低溫遊憩

之自然條件，透過 LNG 冷能發展低溫遊憩，宜以緯度較相近之低溫遊憩區

作為比較基準，同緯度區間中，國外較具代表性的室內低溫遊憩樂園則以

杜拜 Snow Park 最具代表，冰雪總覆蓋區域約 3 公頃，而台灣的室內滑雪

場則以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為代表，總面積約為 0.25 公頃(約 750 坪)，國

內未來若欲規劃發展低溫遊憩產業，建議應結合周遭觀光資源共同發展。 

表 3-15  低溫遊憩之冷能溫度需求 

功能區 環境溫度(°C) 冷源溫度(°C) 

極度體驗 

-20 -25 至-30 

-40 -45 至-55 

滑雪場 
造雪區 -5 

-22 至-25 
營運區 -3 

滑冰場 -10 -15 

製冰池 -10 

-20 
儲冰室 -10 

冰堡冰雕 -8 -15 

資料來源：中海浙江寧波液化天然氣有限公司(2015)。 

(三) 應用效益探討 

1. 節省能源成本收益：委由國內或國外具有經營低溫遊憩區經驗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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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經營，對接收站經營者而言可依照相同規模之低溫遊憩設施所需

之耗電量，計算使用冷能之節電成本，依現行空氣分離之獲益分攤

方式進行計價。 

2. 觀光產業帶動效益：配合桃園航空城吸引國際旅客及人口遷入，帶

動地方觀光產業之發展。 

表 3-16  低溫遊憩項目綜合評析 

項目 空氣分離 未來發展建議 

技術可行性 技術可行 

結合鄰近 LNG 接收站

鄰近區域觀光資源發展 

國際應用情形 無 

國內應用情形 無 

業者意見 可作冷能教育與示範之亮點 

未來發展效益 帶動地方觀光產業發展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十、液化天然氣冷能供應限制及分析 

(一) 液化天然氣冷能供應限制 

為達 LNG 冷能充分利用之效益，規劃各項冷能應用項目時，除了應用

項目之技術可行性之外，LNG 接收站實務操作時，尚需考量下列應用之限

制與條件。在並分析各種應用項目將遭遇之問題，提供政策推動之參考。 

 尖離峰之基載限制：由於天然氣隨時間與季節的離峰與尖峰用量變

化具有影響，因此為維持其冷能之穩定供應，建議在規劃冷能利用

目標上，以離峰之基載氣化量為基準。 

 安全性限制：LNG 具有可燃性，基於安全考量，不宜以直接輸送出

廠外，應採以冷媒於廠區內熱交換方式取用冷能。 

 距離限制：考量降低管線花費與保持冷能之完善使用，參考日本經

驗目前暫以距離一公里以內較具經濟性，並考量管理及安全風險的，

國內以地下管線運輸為較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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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低壓限制：採低壓供應時，為保留部分 LNG 用於 BOG 回收，可

能限制其冷能供應量；而採高壓方式供應時，因可利用冷能溫度範

圍降低，需要較大 LNG 供應量才能達到原本的冷能供應效果。評估

應用項目時，也需考量高低壓限制。 

 實質效益限制：由於各項應用需考量成本效益、市場及價格等因素，

因此詳盡的產業分析亦為重要的考量因素。 

(二) 液化天然氣冷能應用項目分析 

綜合 LNG 冷能應用限制，以及本章研析之發展效益，綜合分析於表

3-17，分析項目包括國內應用現況、需求潛力、直接應用效益、間接效益

及應用限制等，提供產業投資與政策推動的參考。綜合分析後，依技術

成熟度及需求面，可區分成以下幾種冷能應用類別，後續持續推動冷能

應用時，可再深入研析成本效益及政策需求。 

 技術成熟且效益較高：BOG回收、空調冰水、空氣分離、低溫養殖； 

 技術可行但仍需提升效益或深入評估：冷能發電、低溫物流、製程

或鍋爐冷卻； 

 需評估投資效益或政策推動：IPP電廠、低溫遊憩； 

 技術仍待分析評估：海水淡化、低溫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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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冷能應用項目分析 

利用項目 國內應用現況 需求潛力 直接應用效益 間接效益 應用限制 

自

主

應

用 

BOG 

再液化 

 較加壓回收法具有節

電效益 

 接收站常見單元之一 

 可一併考慮 IPP電廠

進行規劃 
 回收再利用效益顯著 － － 

冷能發電 

 作為廠內備援電力，

廠商投資效益及意願

不高 

 作為工業區內之備援

電力 

 政府已設定再生能源

發電20%之目標 

 不考慮外部效益下之

損益兩平電價為現行

電價之2.6倍 

 或可帶動電力設備

製造業之發展 

 發電效率較低，目

前電價結構難有

經濟效益 

空調冰水 
 應用於接收站廠區空

調系統 

 應用於工業區空調系

統 

 若搭配其他應用項目

整體規劃具節電效益 
－ 

 廠外應用管線距

離長，經濟效益

待評估 

整

合

應

用 

空氣分離 

 具有節電效益，冷能

供需雙方均攤效益有

明確的計價方式 

 氣體工廠汰舊換新 

 工業區發展對氣體市

場之需求增加 

 節電效益顯著且空分

業者投資意願極高 

 提供低成本氣體供

半導體等產業使用 
－ 

低溫物流  尚待開拓  冷凍及冷藏倉儲業 

 文獻探討雖可節省

50%電力，但後續應

用仍須依需求端市場

而定 

 配合自貿港區可採

前店後廠方式帶動

物流產業 

 經營模式能否具

有效益仍未知 

 設備投資成本仍

待評估 

IPP電廠  尚待開拓 

 電業自由化對業者投

資 IPP應具有相當誘

因 

 能資源整合 

 提升發電效率 

 作為廠內備援電力 

 緩解用電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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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項目 國內應用現況 需求潛力 直接應用效益 間接效益 應用限制 

製程或 

鍋爐冷卻 
 尚待開拓 

 鄰近工業區或電廠對

製程及鍋爐冷卻水有

需求，可提升效率 

 降低耗水產業用水需

求 
－ 

 需考量管線鋪設

距離與效益 

海水淡化  尚待開拓 

 目前技術尚未成熟，

主要需水業者已有水

源取得規劃 

 技術成熟後可緩解工

業區供水緊張情勢，

但須配合區域性的供

水規劃 

－ 

 國內缺乏冷能應

用於海水淡化技

術 

 仰賴政策推動 

低溫養殖 
 輸送管線由政府興造 

 具有敦親睦鄰效益 

 需與漁業署漁業規劃

結合，並朝高單價魚

種養殖發展 

 優良水質提供發展水

產養殖或試驗之環境 
－ 

 僅能敦親睦鄰，

以無償方式提供 

 接收站周邊需有

養殖場 

低溫遊憩 
 國內、外尚無應用案

例 

 桃園航空城引進大量

人口及國際觀光客 

 可成為冷能應用於低

溫遊憩產業亮點項目

之一 

 帶動地區觀光產業

發展 

 接收站之土地用

途(工業區)無法

用於遊憩用途，

發展受限 

低溫粉碎  國內尚無應用案例  廢輪胎處理  具環保效益 

 增加空氣分離所生

產液氮之需求，間

接增加冷能利用 

 市場需求有限 

 關鍵技術未掌握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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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冷能資源應用策略規劃分析與建議 

LNG 接收站可提供大量冷能，若有效運用將有助於節能減碳、促進 LNG 相

關產業之發展。現階段國際間有諸多 LNG 冷能應用經驗與案例可依循；惟我國

既有兩座 LNG 接收站之冷能運用，因未能於建廠前進行通盤規劃，致用地取得

受到局限，限縮冷能利用之發展空間。反之，政府刻正規劃興建之北部 LNG 第

三接收站，設址於桃園觀塘工業區內，具龐大腹地優勢，且鄰近區域許多工業區、

多元化產業聚集，倘能妥適規劃，除可提高應用成效，使我國 LNG 冷能更廣泛

之運用，另可藉由 LNG 產業群聚與產業鏈之形成，提升能資源整合效益，有活

絡地方經濟發展之實益。 

然而，LNG 冷能具梯級應用特性，在不同溫度區間有其適宜之應用方式，

且不同應用項目配置，將決定冷能利用成效；因此，若僅考量單一要素(如成本

效益或市場需求)，將可能使冷能應用著重於特定項目，造成冷能利用率偏低；

另若未能與在地化之產業特性與相關政策方向接軌，將使所揀選應用項目缺乏未

來性，不利於區域間產業之整合與政策之推動。 

本研究參酌國際冷能應用經驗，並配合我國既有/新設接收站之廠域特性，

秉持多元考量思維及「落實能資源整合，貫徹循環經濟」之核心目標，通盤規劃

我國冷能資源應用策略，以期作為未來我國 LNG 接收站冷能應用規劃之參考。 

一、基本理念 

(一)促進冷能有效回收，強化能資源再利用 

每噸 LNG經換熱汽化可產生約230 kWh之冷量，一般在汽化器中即被捨棄，

除造成冷能資源浪費外，甚而對環境產生污染，故應回收冷能並充分利用，除可

增加 LNG 冷能之附加價值，並減少機械製冷之大量電能消耗，另可同時增進節

能減碳之效益。 

(二)多元冷能項目配置，完善冷能梯級應用 

LNG 冷能之利用，除應考量能量回收外，亦須考量利用率，故秉持「溫度

對口、梯級利用」原則，從單一項目高效利用及多項目綜合梯級利用之思維進行

規劃，以提高冷能整體利用效率。 

(三)考量當地經濟條件及市場需求，合理選擇應用項目 

冷能可應用項目繁多，部分具有立即成本效益，部分則有潛在需求潛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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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兼顧「市場導向」與「產品導向」；另不同區域亦有其應用特性，應配合所

在地之經濟環境及市場型態，揀選具發展性之應用項目。 

(四)結合地方產業發展，形成完整冷鏈網絡 

冷能利用可帶動冷鏈產業之發展(如空氣分離、發電裝備、冷凍等)，對於地

方產業政策之推廣及活絡地方經濟有具體效益，故應考量當地既有產業鏈及產業

群聚特性，並結合地方產業政策之需要，協力促成冷能產業鏈之建構，方可擴大

整體應用之綜效。 

(五)落實能資源整合，貫徹循環經濟體系 

能資源整合之精神，係以最少能資源使用，創造最大經濟效益，並降低環境

衝擊與負荷；將 LNG 冷能回收，不僅節約再次氣化所需費用，並有節能助益；

另將回收之 LNG 冷能再利用，可提升冷能之附加價值，使能資源再利用發揮最

大效益，形成循環經濟體系。 

二、規劃構想 

本研究擬以 LNG 接收站之「冷能利用區」為發展核心，以同心圓向外圍輻

射方式擴展之概念，如圖 4-1 所示，逐步促成冷能相關產業形成、產業群聚與鏈

結，進而建構冷能產業區域整合網絡；其中，應用項目之選取係參酌各接收站之

興(擴)建計畫、地理特性及國內冷能可能應用之潛力產業，作為規劃區域整合型

冷能應用策略之發展主體。 

 
圖 4-1  區域整合型冷能應用策略規劃構想(本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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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冷能供應量有限，且應用項目之間可能會有排擠效應，為確保所揀選之

項目可有效達成冷能梯級應用，並可同時兼顧成本效益、市場需求、應用項目發

展性及政府政策連結性，故整體策略規劃須依照不同規劃層次，制定項目揀選與

規劃原則。首先，在 LNG 接收站之「冷能利用區」應用項目，應區分為「自主

應用項目」與「整合應用項目」，並在不影響接收站供氣安全之前提進行規劃；

前者係搭配接收站營運之附加項目，須由冷能供給者自行操作，故須考量是否具

有廠區內應用效益及相關運作經驗；後者係建構冷鏈產業之關鍵項目，由冷能主

要需求者營運，故須考量是否有新增市場需求、衍生需求或有政府產業政策推動

所可能之未來需求潛力。 

在決定核心應用項目後，即依循同心圓向外擴展之規劃構想，由個別能資源

整合目標層次，建構鏈結路徑，各層次之規劃作法，皆以「落實能資源整合，貫

徹循環經濟體系」之核心目標為依歸，將所選定項目，透過階段性配比調整或項

目整合，達成有效能資源整合與循環經濟體系之建構，其內涵分述如下： 

(一)第一層(冷能利用區能資源鏈結)：「冷能利用區」之能資源鏈結，係以「自

主應用項目」為鏈結標的，發展初期以應用成熟且較易操作項目為主體，目

標供應廠內基本需求，中長期則以調降(刪減)使用效率、成本效益較低之項

目配比，或新增具有整合效果之應用項目作為替代，進而促成利用區內能資

源鏈結。 

(二)第二層(與毗鄰產業能資源鏈結)：與毗鄰產業之能資源鏈結，係以「整合應

用項目」為鏈結標的，發展初期以冷能主要需求者，如空氣分離應用項目之

氣體供應通路為主體，供應既有冷能次要需求者。中長期則藉由冷能主要需

求者之成熟商品通路，誘發冷能次要需求者及潛在需求者(低溫物流、冷凍

倉儲、低溫粉碎、乾冰製造等)之聚集，形成完整冷鏈網絡。 

(三)第三層(冷能產業區域整合鏈結)：冷能產業之區域整合鏈結，係運用第二層

所建構之完整冷鏈網絡能量，新增具區域整合效果之應用項目，作為能資源

整合動能，促成區域整合鏈結，最終達成循環經濟之總體目標。 

三、目標與策略 

本研究參酌國內外冷能應用經驗，藉由經濟分析揀選優先發展之潛力產業，

在兼顧在地國土規劃、區域產業發展重點、現有產業群聚特性下，搭配地方政府

施政方向，通盤規劃區域整合型冷能應用策略；其中，永安接收站及台中接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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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LNG 產能擴充規劃，然囿於其廠域條件相對侷限，如表 4-1 所示，故可變

動之 LNG 冷能應用項目有限；北部第三接收站則尚處規劃階段，且廠區發展條

件良好，故應盡可能多元規劃應用項目，以擴大能資源整合效益。 

表 4-1  我國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之場域特性比較 

項目 永安接收站 台中接收站 北部第三接收站 

土地

取得 

 永安廠內占地 75 公

頃，剩餘土地有限。 

 既有土地，港務局已有

使用規劃 

 台中廠內占地 54 公

頃，剩餘土地有限 

 如另填海造地，成本將

大幅提高 

 擬填造之土地尚待

規劃使用 

 廠內占地 77.2 公

頃，可擴充性大 

投資

招商 

 高雄港之輔助港，適

用「商港法」相關規

定。 

 受「商港法」及相關法

令規範(如公民營事業

機構投資興建或租賃

經營商港設施作業辦

法)  

 可搭配觀塘工業區

進行投資招商。 

交通

特性 

 至濱海公路約 3.5公

里、中山高速公路約

16.5 公里 

 距市區車程約 45 分

鐘，較為偏遠 

 台 66線及台 61線交

會處，交通便利 

周邊

產業 

 鄰近養殖漁業  鄰近大型發電廠及鋼

鐵廠 

 鄰近 19 個工業區，

多元產業群聚 

施政

連結 

 規劃增建 2 座儲

槽，預計 112 年增加

供氣 50萬噸/年，113

年可增加 150 萬噸/

年 

 台中廠二期擴建計

畫，預計由 108 年起營

運量可由 450 萬噸/年

提升至 550 萬噸/年 

 第三接收站興建規

劃，預計營運量分別

於 112 年達 300 萬

噸、119 年達 600 萬

噸 

 桃園航空城規劃、大

桃園 科技 園 區計

畫、大潭電廠用氣規

劃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整理。 

本研究依據個別廠區特性，規劃發展策略，說明如下： 

(一)永安接收站 

永安接收站自 1990 年開始營運，曾規劃將 LNG 冷能廣泛應用於發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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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分離、冰水空調、低溫養殖、低溫物流、低溫粉碎、低溫遊憩(人造冰雪)等領

域；其中，低溫遊憩囿於可用土地有限，低溫物流、低溫粉碎則因市場規模或

經濟效益之原因，皆未能付諸應用；然而，當前市場環境已有所改變，部分項

目或具可行性。因此，未來欲提高冷能利用效率，除可考量擴大既有之「自主

應用項目」外，可藉由重新洽商具潛力之「整合應用項目」，係較可行作法。 

1.發展目標 

目前永安接收站運用冷能於冷排水低溫養殖，已有良好實績，且近期試

驗之冷排水養藻、高經濟冷水養殖亦有相當成果；另受惠於政府致力推動高

雄循環經濟園區，當地具有良好能資源整合之動能。因此，未來可考量運用

冷能重啟洽商低溫物流體系之強化，將相關農、漁業產銷作進一步整合推動，

除可提高 LNG 冷能利用效率外，亦可與高雄循環經濟園區政策相結合，故本

研究規劃未來永安接收站之冷能發展，擬以「配合循環經濟園區建置，加強

鑽石水之多元運用，並以冷能強化區域低溫農、魚產銷之物流體系」為目標，

並作為相關策略規劃之依循準則。 

2.發展策略 

為確保達成發展目標，本研究綜合考量永安接收站之場域特性，並配合

接收站新增供氣之期程規畫，提出未來階段性冷能發展策略方向，如圖 4-2

所示，並依此方向研擬具體策略，分述如下： 

 
資料來源：本研究設計。 

圖 4-2 永安接收站之冷能資源應用策略規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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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期(2020-2025 年) 

A. 擴充BOG再液化規模：BOG再液化對LNG冷能應用貢獻大，平均每噸

BOG須用8噸LNG冷能液化，除可減少生產天然氣過程中蒸發氣之浪費，

亦有極佳之經濟效益；未來永安廠將增建2座儲槽，有新增BOG回收潛

力，建議可比照現行運作模式，擴大應用規模。 

B. 擴充空氣分離營運規模：目前永安廠與遠東氣體公司合作，將LNG冷

能應用於空氣分離項目，具有良好運作實績；相關氣體公司之部分設

備有老舊或停用之情況，致升氣體產業應用發展之潛在危機，故建議

可擴充營運規模，除可提升冷能利用外，亦有利於南部氣體市場之發

展；惟空氣分離廠商擴廠所需用地有必要協助取得。 

C. 擴大冷排水低溫養殖應用範疇：目前中油公司之綠能科技研究所已利

用永安LNG廠之冷排水養藻，並籌建戶外養殖蠕枝藻絲狀體之試驗工

場；另漁業署則委託臺灣海洋大學執行「冷水性魚類養殖技術開發」

計畫，養殖大西洋鮭魚、大比目魚、仿刺參及鮑魚等高經濟物種。未

來建議可適時針對相關技術研發進行資金挹注，並推動量產工作，以

擴大冷卻水應用效益。 

(2)第 2 期(2025-2035 年) 

A.應用冷能於低溫物流促進農漁產銷：利用永安廠現有土地，發展合乎

國際標準之大型低溫物流中心，與周遭農、魚產品進行整合推動，並

運用冷能以降低物流中心電力成本，提升競爭力，並有減少永安廠LNG

氣化成本之效益；惟須協助經營者取得相關保冷設備(傳統物流製冷之

電力設備係與台電公司合作建置)。 

(二)台中接收站 

由於台中接收站位於台中港區內，受到「商港法」及相關法令（如「公民

營事業機構投資興建或租賃經營商港設施作業辦法」）之規範，故有冷能需求之

業者如欲設廠投資，須經商港經營機構同意，致土地取得不易，若租賃台中廠

剩餘土地，則囿於廠內用地有限；倘以填海造陸方式為之，將提高土地投資成

本，且所取得之土地可能不與台中廠毗鄰，須跨越馬路及經過既有第三者廠商

用地，徒增設廠困難度；此外，填海造陸因鄰近海水，除非防波堤及擋風設施

完備，否則鹽害問題嚴重，甚至冬季無法營運，皆對於不利於新設投資廠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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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因此，未來欲提高冷能利用效率，應著重於擴大既有之「自主應用項目」，

或藉由與潛在冷能需求之業者合作增加冷能之應用，係較可行作法。 

1. 發展目標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前身)於 2011 年 8 月 5 日台中廠

二期投資計畫會議中，即已揭示台中廠 LNG 冷能利用之願景目標為「分年分

期促成冷能充分使用，以提高附加價值、降低環境衝擊，使台中港成為冷能

示範基地」。因此，本研究恪遵前開發展目標，作為後續策略規劃之依循。 

2. 發展策略 

為確保上開目標之達成，本研究綜合考量台中接收站之場域特性，並配

合接收站新增供氣之期程規畫，提出未來階段性冷能發展策略方向，如圖 4-3

所示，並依此方向研擬具體策略，分述如下： 

 

資料來源：本研究設計。 

圖 4-3 台中接收站之冷能資源應用策略規劃架構 

(1) 第 1 期(2020-2025 年) 

A. 擴充BOG再液化規模：目前台中廠一期3座儲槽在正常操作下，可

回收BOG約8噸/時，除可減少生產天然氣過程中蒸發氣之排放浪費，

亦有極佳之經濟效益；未來二期擴建計畫完成將新增3座儲槽，估

計可回收BOG約16噸/時，建議比照現行運作模式，擴大應用規模。 

B. 擴充空氣分離廠營運規模：目前台中廠與藍海氣體公司合作，將

LNG冷能應用於空氣分離項目，具有良好運作實績；相關氣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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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部分設備有老舊或停用之情況，致升氣體產業應用發展之潛在危

機，故建議可擴充營運規模，除可提升冷能利用外，亦有利於中部

氣體市場之發展；惟空氣分離廠商擴廠所需用地有必要協助取得。 

(2) 第 2 期(2025-2035 年) 

A. 冷能發電之應用：依目前國內電價、發電設備投資及操作維護成本

角度而言，台中廠發展冷能發電之應用尚未達經濟效益；另現階段

主要冷能發電設備係由日本購置，其自主研發技術發展最為成熟，

故建議可建立我國與日本技術交流平台，以提升我國研發能量；倘

未來油、電價格上漲，且具效率佳、價格合理之技術設備時，則可

建置冷能發電項目，以提供廠區備援用電，增加整體供氣安全。 

B. 壓能發電之應用：目前鄰近之台中火力發電廠皆為燃煤機組，其供

氣壓力與輸氣管線之操作壓力差異有限，故未有壓能發電之應用利

基；倘未來油、電價格上漲，且台中火力發電廠改為燃氣發電時，

即可考量利用設置膨脹發電機發電，以回收高壓氣體之壓差能並轉

換為電能來加以利用。 

C. 應用冷排水於高經濟低溫養殖：現階段台中接收站沿海尚無養殖漁

場開發規劃，惟冷排水對養殖漁業確有相當助益，故建議先以廠區

內低溫養殖試驗場為發端，待相關配套條件完備後，再擴大利用。 

D. 擴大冷能電解水製氫帶動氫能產業：以LNG冷能進行水電解製氫，

並結合中部地區之太陽光電或彰濱陸域、離岸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

水電解製氫，或鄰近之化工廠、鋼鐵廠工業副產品餘氫，推動未來

氫能生活網之建構；惟目前我國氫能發展尚處於研發、示範階段，

故建議可先由協助氫能運儲設備技術研發、氫能相關法規與標準之

訂定、氫能相關人才培育等，以優化良好氫能發展之環境。 

依據上述短、中長期發展策略，規劃台中接收站之冷能資源應用，

如示意圖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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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設計。 

圖 4-4  台中接收站之冷能資源應用策略規劃示意圖 

(二)北部第三接收站 

目前北部 LNG 第三接收站之施工進程，因相關預算遭立法院凍結而有所延

誤，但各項前置作業仍在進行，應可如期完工；未來若順利營運，預計第 1 期

可供應 300 萬噸天然氣，其所產生之冷量估計約有 251 噸/小時，相較於台中廠

(237 噸/小時)及永安廠(349 噸/小時)有更豐厚之冷能供應潛力，對北部地區冷能

產業發展，提供良好利基。 

1.發展目標 

鑒於北部LNG第三接收站，具龐大腹地優勢，且鄰近區域有許多工業區、

多元化產業聚集，具有促使我國 LNG 冷能更廣泛運用之良好發展契機，故本

研究規劃未來第三接收站之冷能發展，擬以「兼顧在地國土規劃、區域產業

發展重點、現有產業群聚特性，搭配地方政府施政，推動區域整合型冷能應

用發展」為目標，並作為相關策略規劃之依循準則。 

2.發展策略 

為確保上開目標之達成，本研究綜合考量第三階接收站之場域特性，並

配合接收站興建與新增供氣之期程規畫，提出未來階段性冷能發展策略方向，

如見圖 4-5 所示，並依此方向研擬具體策略，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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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設計。 

圖 4-5  北部第三接收站之冷能資源應用策略規劃架構 

 

(1)第 1 期(2020-2025 年) 

A. BOG再液化之應用：配合製程特性，使用低壓LNG回收儲槽蒸發器，

回收後以LNG經二級泵輸出，可再氣化送至下游客戶，可減少生產天

然氣過程中蒸發氣之排放浪費，亦具有極佳之經濟效益。 

B. 冰水空調之應用：利用LNG 冷能生產8℃冰水冷媒，將冰水泵送至大

樓與30℃以上室內空氣進行熱交換，降低室內溫度，可提供廠區內空

調使用，或配合廠外冷能冰水需求建置。 

C. 冷能提供空氣分離廠帶動次級產業：未來冷能應用於空氣分離，可能

因地理特性、成本變化而有新需求產生，惟許多政府政策仍有不確定

性，先期興建空氣分離廠可做為業者既有設備汰舊換新之選擇，惟在

第三接收站內可能面臨相關土地使用及法規限制，須協助業者進行障

礙排除；未來應可透過氣體產業帶動科技業、資源回收業等相關產業

之發展，促進冷鏈產業之建構；惟資源回收業之生態特殊，部分具寡

占特性，故應建立公平競爭機制，以擴大帶動效益。 

D. 冷水提供大潭電廠作燃氣進氣冷卻：目前大潭電廠裝置六部燃氣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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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全球最大燃氣電廠，且有增建機組之規劃，然所採用之進氣冷卻方

式須消耗大量能量；未來倘可將LNG冷能應用於燃氣輪機進氣冷卻系

統中，除可增加燃氣輪機組之出力及發電效率外，亦具有降低CO2、污

染物生成及排放之效益；惟目前針對中油公司冷卻水之排放渠道已通

過環評程序，倘須變更路徑可能面臨環評問題，應協助業者進行障礙

排除。 

E. 冷水提供廠商作製程、鍋爐冷卻：LNG氣化過程中所產生之冰水，可

提供相關廠商作為製程或鍋爐冷卻用水，其效益除節約用水外，更可

降低營運成本，提升產業競爭力；第三接收站之觀塘工業區或鄰近工

業區之廠商，或有大量冷卻水之需求，惟目前針對中油公司冷卻水之

排放渠道已通過環評程序，倘須變更路徑可能面臨環評問題，應協助

業者進行障礙排除。 

F. 應用冷排水於高經濟低溫養殖：現階段桃園之漁業規劃用地所有權隸

屬國有財產局，故實務運作中須進行跨部會協調，先期可先以廠區內

低溫養殖試驗場為發端，建立北部低溫養殖研究中心，待相關配套條

件完備後再擴大利用；惟觀塘工業區內擬建低溫養殖試驗場可能有用

地限制，應協助鬆綁相關用地限制。 

(2)第 2 期(2025-2030 年) 

A. 冷能發電之應用：利用冷能的發電設備，可隨下游天然氣用量起伏改

變其操作量，進而提高冷能利用率。惟現階段主要冷能發電設備係由

日本購置，其自主研發技術發展最為成熟，故建議可建立我國與日本

技術交流平台，以提升我國研發能量，並待未來油、電價格上漲，且

具效率佳、價格合理之技術設備時，建置冷能發電項目，以提供廠區

備援用電，增加整體供氣安全。 

B. 自建IPP電廠並引冷能作燃氣進氣冷卻：近期民營電廠(IPP)之申設，囿

於合約條件，對民營發電業者誘因較低，故現階段欲發展IPP項目可先

協助改善IPP申設之合約條件，並同時推動電業法規鬆綁、電業自由化，

未來電業自由化後，相關法規鬆綁，且售電對象可選擇，營業項目更

廣泛，對於業者投資民營電廠有相當誘因；另第三接收站若可興建IPP，

除可作為接收站之備援電力，並可能供應桃園鄰近工業區之用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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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解北部用電缺口及南電北送之不環保，另亦可減輕落實「廠網分離」

後，南電北送所提高之成本負擔。 

C. 冷能結合冷凍法作海水淡化：桃園地區人口及產業逐年成長，生活及

工業需水量不斷增加，現有蓄水設施供水能力已難以供應未來需求，

因此透過海水淡化方式有增加可用水源之實益；而利用LNG冷能進行

冷凍法之海水淡化，具有高換熱效率之優點，係未來可考量之項目。

此外，運用LNG冷能進行海水淡化之生成水，其水質可符合標準並供

鍋爐使用，若可與發電廠作資源互惠，將可進一步擴大能資源整合效

益；惟目前相關技術之研發以中國大陸最深入，故建議可建立我國與

中國大陸之海水淡化技術交流平台，另同時針對相關技術研發之進行

資金挹注，以加速海水淡化項目之實現。 

D. 應用冷能於低溫遊憩帶動觀光產業：現行地目不允許用作娛樂場所用

途，倘欲發展低溫遊憩項目，須協助投資者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另發

展低溫遊憩可與桃園航空城規劃推動之旅遊產業作結合，若能結合冷

能教育館、生態館(藻礁)之規劃，可強化其教育效益(如東京瓦斯科學

館)。至於營運模式建議夥同娛樂業者共同投資，應為較可行之作法。 

E. 應用冷能於低溫物流促進農漁產銷：冷能應用於低溫物流之投資金額

較大、且回收期較長，相關整體思維應兼顧市場導向與產品導向；由

於國內型物流已相對完備，故建議可經營國際型物流，以「前店後廠」

概念作物流加工或淺製造，並以儲存時間長、用地大之品項為主，並

可結合周邊精緻農業區之規劃、及政府新南向政策，推動花卉、養殖

等農、魚產業之出口。 

依據上述短、中長期發展策略，規劃北部第三接收站之冷能資源應用，

如示意圖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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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設計。 

圖 4-6 北部第三接收站之冷能資源應用策略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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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總結 

一、策略建議 

為促進循環經濟發展，提升 LNG 冷能之附加價值，國際間努力朝向 LNG 冷

能之多元應用；國內兩座接收站因未能於建廠前進行通盤規劃，致國內 LNG 冷

能之應用有限，整體利用率約 20-30%；其中，空氣分離之應用，可節省空氣分

離廠 50%電力成本，係我國 LNG 冷能應用之主要項目，未來應朝其他用途努力，

以使我國 LNG 冷能利用率倍增。本研究參酌國內外冷能應用經驗，藉由經濟分

析揀選優先發展之潛力產業，並配合我國既有/新設接收站之廠域特性，在兼顧

在地國土規劃、區域產業發展重點、現有產業群聚特性下，以「落實能資源整合，

貫徹循環經濟體系」之核心目標，提出我國冷能資源應用策略，建議如下：  

(一)提升LNG冷能利用，須優先處理議題： 

由於促進冷能發展之相關作業涉及中央、地方政府與企業等多重業務，為提

升後續冷能應用策略之推動綜效，本研究建議須優先處理議題：一、建構冷能應

用部會協調機制；二、塑造冷能應用媒合平台；三、訂定冷能計價方式；四、強

化循環經濟教育。惟有效解決前開議題，方可建構更良好冷能應用發展之環境，

擴大整體應用成效。 

(二)既有接收站提高冷能利用率，並規劃朝能資源整合方向： 

鑒於永安接收站、台中接收站已有 LNG 產能擴充規劃，然囿於其腹地有限、

且周遭產業發展成熟，故以擴大既有之廠內應用項目，或與既存之潛在冷能需求

業者合作，以提升冷能利用率為目標；本研究建議永安接收站之第 1 期發展方向

應以擴充 BOG 再液化、空氣分離營運規模及擴大冷排水低溫養殖之應用範疇為

主，第 2 期則可應用冷能於低溫物流促進農園產銷；台中接收站第 1 期則擴充

BOG 再液化及空氣分離營運規模，第 2 期可發展冷能發電、壓能發電、應用冷

排水於高經濟低溫養殖、擴大冷能電解水製氫帶動氫能產業。 

(三)積極興建北部第三接收站，並規劃擴大LNG冷能利用： 

由於北部第三接收站廠區具龐大腹地優勢，且鄰近區域有許多工業區、多元

化產業聚集，故以多元規劃廠內、外應用項目，推動區域整合型冷能應用發展，

擴大冷能資源更廣泛應用為目標；本研究建議短期發展方向應以冷能發電、空調

冰水、BOG 再液化之應用、冷能提供空氣分離廠帶動次級產業、提供大潭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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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氣進氣冷卻、應用冷排水於高經濟低溫養殖為主，中長期則可自建 IPP 電廠並

引冷能進行燃氣冷卻、冷能結合冷凍法進行海水淡化、應用冷能於低溫遊憩帶動

觀光產業、於低溫物流促進農業產銷。 

二、LNG 冷能利用展望 

目前我國能源政策之規劃，須於 2025 年達成非核家園目標，而 2015 年核能

發電仍占總發電量之 14%，且我國亦訂有各階段減碳目標須達成，無論就供給面

或需求面，發展替代能源皆非常重要，故有必要進行全面探討。天然氣是化石能

源中排碳最少的，目前我國每年耗用量約 1,400 萬噸，預計 2030 年可能提升至

2,600萬噸之規模，亦即未來LNG供給量必將越來越多，其可釋出之冷能將更高，

由此催生的 LNG 冷能利用技術將具有光明前景。 

(一)擴大LNG冷能利用，政府政策須全力配合： 

冷能應用之推動須有能源政策支持，前期應先釐清相關疑義，包括如何設計

冷能計價之躉購費率、如何達到既定規模、及各種可能技術之應用等。後續可考

量建立跨部會平台，討論推動冷能應用之補助獎勵方式，或與工業局能資源整合

工作結合之作法；另可考量至日本實地瞭解其冷能利用率達 50%~100%之經驗與

作法。未來應更加重視冷能應用成效，並努力克服在執行面所可能面臨如誘因不

足、土地受限等問題。 

(二)冷能利用方式比較分析，提供選擇的參考依據： 

LNG 冷能利用一般分為直接利用和間接利用兩種方式。其中，直接利用主

要集中於低溫發電、空氣分離、乾冰製造、輕烴分離、超低溫冷凍、海水淡化、

汽車空調和低溫養殖、栽培等方面，間接利用主要是透過 LNG 冷能生產液氮或

液氧，再利用液氮、液氧分別進行低溫粉碎、低溫生物工程、污水處理等技術。

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利用 LNG 冷能的方式，都是透過單一途徑對 LNG 冷能進

行回收利用，從熱力學的角度分析，單一的途徑不能對 LNG 冷能充分利用，且

損耗較大。目前很多業內專家建議應將多種回收方式進行綜合利用，以提高 LNG 

冷能的利用率。 綜整幾種 LNG 冷能的主要利用方式，並分析各種利用方式的

優缺點及冷能需求，對因地制宜選擇冷能利用方式將提供非常有貢獻的建議。 

(三) 國外LNG冷能利用研究進展，值得政府與業者借鏡： 

目前 LNG 冷能回收技術得到了各國政府和企業的廣泛關注，全球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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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 接收站逐步增多，LNG 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將導引 LNG 冷能利用技術的

快速發展。日本 LNG 冷能利用技術走在世界前茅，其低溫發電、空氣分離、液

化二氧化碳、乾冰製造及低溫冷庫技術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我國 LNG 冷能利

用技術起步較晚，發展尚不成熟，總體利用程度不高，目前中油公司亦加緊研發 

LNG 冷能利用技術，具有一定的後發優勢。未來幾十年內，發展 LNG 冷能利

用技術對我國能源的綜合利用具有重要意義。此外，積極拓展新的冷能利用方式

也是目前仍需努力的方向。總之，在 LNG 冷能利用過程中要貫徹循環經濟的理

念，積極探索 LNG 冷能利用技術，實現 LNG 冷能的充分利用，形成整合的能

資源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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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05年5月3日中國石油學會專家訪談會議記要 

壹、 時間：105 年 5 月 3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貳、 地點：中國石油學會會議室(台北市北投區東華街一段 22 巷 8 號 1 樓) 

參、 主席：林茂文總督導                                  記錄：呂政道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職稱恕略)： 

中國石油學會                              朱少華、賴中和、陳明輝 

                                          李智 

台灣綜合研究院                        林茂文、陳建緯、許振邦 

                    蔡宗憲、呂政道、丁俊元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中國石油學會簡報。（略） 

柒、 綜合意見摘要： 

一、 LNG 冷能利用有諸多限制，須考量原料及市場因素。以日本為例，現行

77 座 LNG 接收站僅 17 座有冷能利用，且多用於空氣分離；其中根岸接

收站因鄰近煉油廠，有大量製造乾冰之原料(CO2)，且附近海域盛產黑鮪

魚，故與三井合作，運用冷能生產乾冰，作為生魚片出口所用。 

二、 LNG 冷能運用於空氣分離後即完全氣化，但囿於工業氣體之供需市場已

有其運作模式，故運用 LNG 冷能所產出之工業氣體規模仍有限。以永安

廠鄰近之遠東氣體公司為例，其 LNG 冷能利用約 40 噸/小時，所產出之

氣體多為備用。 

三、 中油公司對氣體廠使用 LNG 冷能之收費，係估算冷能進行空氣分離，較

傳統製程所減少之耗電成本，以收益平分之方式折算單價，再以 LNG 使

用量計算費用。 

四、 現行台中接收站之 LNG 冷能發電效率較低、故障率較高，主要係因發電

與液化系統分離所致；國際間有發電與液化系統合併之技術，惟所需成

本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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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 LNG 冷能之其他運用方式上，過去中油公司曾規劃低溫倉儲，擬結合

中部花卉產業建立低溫物流，且相關業者已進行初期投資，其後因冷能

費用收取問題而終止；另曾與中鼎公司與大聯公司洽談廢輪胎低溫碎化，

然因市場規模小、運費成本過高，因此未能成案。 

六、 未來 LNG 冷能運用於壓能發電較不可行，主要係新型燃氣電廠所需之壓

力較高(約 50kg/cm
2
)，與輸氣幹線之操作壓力(約 60 kg/cm

2
)壓差縮小，故

可能無法透過回收高壓氣體之壓差能，以轉換為電能來加以利用。 

七、 建議可評估 LNG 冷能運用於製造冰塊，由於每個漁會皆有冰廠，且目前

正處汰換過程，如政府有意願補助，改由 LNG 接收站負責供應冰塊，應

可大幅降低製冰成本。 

八、 建議第三接收站之冷能運用，可納入冷能發電(或自建 IPP)之規劃，作為

廠內備援發電系統，以因應缺電風險。 

捌、 散會：下午 5 時。 

玖、 (以上訪談會議紀要由台灣綜合研究院彙整，僅供本專題報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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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105年5月4日永安天然氣廠專家訪談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 年 5 月 27 日(五)下午 1 時 30 分 

貳、 地點：高雄市永安區新興路 1 號之 20 

參、 主席：賴遠忠廠長                                 記錄：呂政道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職稱恕略)： 

台灣中油公司                              賴遠忠、邱文忠、王韻凱 

中技社能源中心                            王釿鋊、郭博堯、邱炳嶔 

台灣綜合研究院                            蔡宗憲、呂政道、丁俊元 

伍、 綜合意見摘要： 

一、 日本 LNG 接收站之廠區多為填海造地，故有龐大腹地(如東京灣、大阪

灣)可發展冷能利用。  

二、 永安廠氣化 LNG 之產量約 1,000-1,300 噸/小時，且隨季節、日夜因素變

化，不同冷能應用項目之使用量有所差異，其中空氣分離約 45 噸/小時、

冷能發電約 90 噸/小時；BOG 再液化對 LNG 冷能應用貢獻最大(平均 1

噸 BOG 須用 8 噸 LNG 作液化) 

三、 國內較成熟之冷能利用方式為空氣分離，目前永安廠提供遠東氣體公司

(占地約 2 公頃)LNG 冷能製造工業用氣，並收取使用費及土地租金。 

四、 目前永安廠冷能發電之因設備效能有其限制，目前所發電力皆為自用，

其發展關鍵在於熱交換器如何兼具安全及高效率。 

五、 針對冷能應用於複循環燃氣機組之進氣口降溫，據了解日本東京瓦斯、

大阪瓦斯公司已有廠區內設置電廠案例，並將所產生電力售予電力公

司。 

六、 海水與 LNG 熱交換後產生冷排水(約 20,000-30,000 噸/小時)，以往皆排入

海水，近年來由主管機關(漁業署)主導於廠內海水渠道興建冷能共同管線，

引冷排水至周遭魚塭供漁民免費使用，雖用量不大，但成效不錯；另近

期漁業署委託台灣大學運用冷排水養殖高價水產之試驗。 

七、 冷凍倉儲屬鉅額投資，且須有市場需求(如魚獲、蔬果)、通路，另交通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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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亦須納入考量。 

八、 目前中油公司針對第三接收站已有考量如何在投資建設階段，將冷能利

用納入先期規劃之計畫。 

陸、 散會：下午 4 時。 

柒、 (以上訪談會議紀要由台灣綜合研究院彙整，僅供本專題報告參考) 

 

  



 

81 

附錄三、105年7月4日「LNG接收站冷能應用之現況與未來」專

家諮詢會議紀錄 

【時    間】 105 年 7 月 4 日(一) 14:00~17:00 

【地    點】 中技社大會議室(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主 持 人】 吳再益院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 

陳綠蔚總經理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余騰耀執行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引 言 人】 陳建緯所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 

方振仁執行長 台灣中油天然氣事業部 

【諮詢專家】 馬小康教授 台灣大學機械系 

李皇章主任 台灣中油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專案辨公

室 

劉俊昌副執行長 台灣中油天然氣事業部 

盧宗益廠長 台灣中油台中液化天然氣廠 

王志遠資深工程師 中鼎工程 

楊敬熙董事長 國光電力(不克出席) 

桑進家副總工程師 聯華氣體 

郭啟榮總經理 漢力能源科技 

徐菘蔚協理 漢力能源科技(不克出席) 

【與會人員】 林茂文總督導 台灣綜合研究院 

鄒倫主任 中技社環境中心 

王釿鋊主任 中技社能源中心 

蔡宗憲組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 

許振邦研究員 台灣綜合研究院(不克出席) 

王尚博組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 

丁俊元副研究員 台灣綜合研究院 

呂政道副研究員 台灣綜合研究院 

郭博堯組長 中技社能源中心 

陳潔儀組長 中技社環境中心 

邱炳嶔副工程師 中技社能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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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目標】探討我國未來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冷能可能應用方向 

【引言重點】 

一、 國際 LNG 冷能應用作法 

二、 國內 LNG 冷能應用現況及未來國內冷能應用方向 

三、 中油公司 LNG 冷能利用經驗 

四、 中油公司第三座 LNG 接收站之冷能利用規劃 

【會議紀要】 

一、 主持人 

【中技社余騰耀執行長】：去年在設定議題時，希望對於天然氣冷能的應用上在

國內還有哪些用途、可使用量及應用潛力作詳盡的探討。若天然氣冷能在國內的

應用上仍有相當的潛力，希望藉由邀請各位專家，以座談會的方式提供在環境、

法令及設施上進行討論，並提出專業的建議。 

【台綜院吳再益院長】：在國內能源來源方面，LNG 是爭議最少、最有共識的能

源生產方式，未來的需求將迅速增加。目前永安與台中兩個接收站的天然氣供應

量，分別是 950 與 450 萬噸的供應容量，總共可供應 1400 萬噸天然氣，但仍然

不敷使用。我國天然氣有 80%是用於發電，其中的 80%是提供台電公司發電，其

他則是提供給 IPP 電廠使用。未來北部的用電需求量大，台電在北部將新設大潭

電廠 4 個機組，通霄電廠 3 個機組，未來在 111 年大潭電廠新設機組就要上線供

電。在今天的報告中可以看到，國際上在日本、中國大陸等國家都有相關的應用

案例，我國兩個接收站的冷能利用率也不錯，希望能夠儘快將北部第三接收站的

應用潛力討論清楚。 

【中油陳綠蔚總經理】：早期台灣的天然氣都是國產，主要用途是工業用燃料，

後來國產的天然氣越來越少，於是就開始計畫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從 79 年

開始輸入液化天然氣。當年國產天然氣越來越少的時候，就希望工業界可以將天

然氣轉為使用燃料油；然而到了現在，隨著生活水準的提升，中油的煉製結構也

逐漸轉變，燃料油產量變得越來越少，於是就勸導工業界將燃料油再改回使用天

然氣。在日本發生 311 海嘯之前，政府提出非核家園之目標，估計天然氣用量將

達到 1600 萬噸，當年個人認為要達成的機會不大。因為在前一年的 APEC 部長

會議中各國達成協議除了要提昇能源效率外就是要增加核電使用，不過在發生

311 海嘯之後，核電又被認為安全性有疑慮，因此非核家園的工作就越來越具體，

未來天然氣的需求量規劃也被重新評估，第三接收站的設置也開始受到重視，討

論議題包括興建地點、由誰興建等。過去國內已有兩個接收站，主要是以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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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穩定供應為主軸，在行有餘力的情況下，才來作一些冷能利用，因此在冷能利

用的規劃上不是十分的完整。在永安及台中接收站，作氣體分離是比較成熟的應

用；在永安過去也有規劃作低溫物流與冷凍倉儲的應用。今天要規劃第三接收站

的冷能應用，應該在接收站規劃時就將冷能相關應用項目納入考量，不要再次成

為可有可無的工作。並且在目前政府推動循環經濟，在能資源的整合的方向上，

妥善利用 LNG 冷能將是很重要的體現方式。未來第三接收站完成，天然氣供應

量可達 2000 萬噸，若冷能無法妥善利用，將非常可惜。希望藉由今天兩位引言

人的報告，以及各位專家的意見，透過討論提供給國家政策的制定或中油公司的

發展策略一些參考建議。 

二、 引言人 

主題ㄧ：國內外 LNG 接收站冷能應用現況介紹  

【台綜院陳建緯所長】 

綱要： 

1. 國際 LNG 冷能應用作法 

2. 國內 LNG 冷能應用現況 

3. 未來國內冷能應用方向探討 

主題二：國內 LNG 接收站冷能應用經驗與未來規劃 

【中油方振仁執行長】 

綱要： 

1. 中油公司 LNG 冷能利用經驗 

2. 中油公司第三座 LNG 接收站之冷能利用規劃 

三、 與談專家發言(依發言順序) 

(一) 聯華氣體桑進家副總工程師 

1. LNG 接收站空氣分離廠現況 

(1) 目前永安及台中 LNG 接收站每日生產液氮、液氧及氬氣總和，分別為

550 及 800 噸，可利用 50 及 80 t/h 之 LNG 冷能。 

(2) 利用 LNG 冷能液化空氣與傳統空分廠相比，可節省約 22%之電能，具

有經濟效益，也是目前國內 LNG 接收站最穩定的冷能應用項目，節能

所衍生之利益由空分廠業者與中油公司均分。 

2. 台中 LNG 接收站新建第二套空氣分離廠：目前台中 LNG 接收站已規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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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第二座空分廠，規模與第一座相同，由於空分廠設有 LNG 燃燒塔(Flare)

用於緊急狀態燃燒，而且兩座空分廠的 LNG 燃燒塔相鄰距離太近，因此

興建之前需提出環差分析報告。 

 【中油陳綠蔚總經理】回應： 

(1) 空分廠的應用，中油扮演的角色是什麼？目前是中油提供冷能，空

分廠降低的成本所獲得的利益由雙方共享，但這樣的經營模式不算

是投資，僅是一個冷能的提供者。而擴廠時中油/政府是否要投資，

則是牽涉到中油/政府對於冷能利用的看法是什麼，中油在裡面的定

位是什麼。目前有三種經營模式可參考：第一種是直接售出、第二

種是與廠商共享利潤、第三種是共同投資(依照股權來分配)。中油

目前非空分廠的的投資者，僅是售出冷能，過去中油公司內部的評

估都是不賺錢的。過去中油內部在談第三接收站的冷能利用專區時，

發現中油再怎麼評估都不賺錢，但卻有廠商能夠賺錢，且願意投入

設廠，甚至擴大投資，差異在哪裡？ 

(2) 台中接收站擴廠環評問題：LNG 燃燒塔應屬於工安裝置，但目前被

認定是環保裝置，以環保裝置來說就需要連線監測、通報等，因此

擴廠會進入到環評、環差的程序中。過去經驗在建廠或擴廠的施工

時程都可以預估，但環評要花多少時間卻是無法預測。 

 【中油公司方振仁執行長】回應：空分廠的 LNG 燃燒塔是緊急排放設

施，非經常或連續排放設施。台中廠擴建將從每年 300 萬噸增加到 500

萬噸，目前準備提出環差分析，將營運量提高到 600 萬噸，空分廠也將

連帶在本次環差分析中一併納入考量。台中港公司(土地持有者)也希望

能夠整合冷能相關應用，若能增加相關應用應是樂觀其成。 

 【聯華氣體桑進家副總工程師】回應：對於中油內部自行評估投資空分

廠經濟效益低，但氣體業者卻能夠賺錢，主要是氣體業者熟悉市場通路，

能夠掌握客戶及潛在客戶，也能夠有效降低管銷成本，無論是遠東或藍

海公司，能夠賺錢是因為母公司管理機制良好，這是比中油自行投資更

容易獲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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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鼎公司王志遠資深工程師 

1. 廢輪胎低溫破碎應用：過去中鼎曾在 2012 年做過低溫冷能破碎研究，由

於廢輪胎含硫量高，可應用的方向受限，也曾諮詢過正新輪胎，但含有硫

的胎粉僅能少量回收再利用。單純就冷能做輪胎粉碎來說，目前應用產值

不高。 

2. 中鼎公司冷能利用案例：中鼎有一些 LNG 應用的案例，以印度案例來說，

由於天氣型態及當地海水水質含沙量問題的關係，LNG 是利用 STV 加 air 

heater 的方式來做氣化，利用冷凍水(乙二醇與水的混合溶液循環迴路

Glycol water mixing loop)與 LNG 作熱交換，再將冷凍水拿去做其他的利用，

包括發電機組煙道氣體的冷卻及冷凍空調，但冬天氣溫較低及 air heater

所需佔地較大，國內可能要妥適評估。此種加熱方式，可避免海水溫差的

生態環境問題，但有永安廠提供當地養殖戶的冷排水應用，開架式氣化器

仍有其適用性。 

 【中油陳綠蔚總經理】回應：過去中油的研究所曾舉辦 R&D 展，即有冷

能低溫破碎的相關技術，而廢輪胎屬於事業廢棄物，可利用冷能低溫破

碎的技術來加以處理，因此處理廢輪胎是否能夠增加收益可加以評估。 

 【台大馬小康教授】回應：目前國內每年仍有約 3 萬噸的廢輪胎，無法

以現有機械式破碎妥善處理，破碎後顆粒僅可達到直徑約 5 cm 的大小，

無法像低溫破碎可以達到 5 mm 以下，利用 LNG 冷能進行廢輪胎低溫破

碎可能是國內廢輪胎環保問題的解決方案之一。而且目前燃料價格偏低，

亦有空汙問題。建議未來第三接收站仍應保留廢輪胎低溫破碎之用地。 

(三) 漢力能源科技郭啟榮總經理  

1. ORC 發電現況：漢力能源科技主要業務是 ORC 發電機組，用於低溫餘熱

發電，也可用於 LNG 冷能發電。日本案例中的發電機組有部分也是 ORC

發電。在冷媒的選擇上，傳統的 R290 可能會有氣爆的危險，目前也有替

代的冷媒如 R507 及 R404A，目前國內有相關技術可以自行開發 ORC 發

電機組。 

2. 漢力 ORC 發電機組規格：過去在工研院任期期間也曾協助中油評估 LNG

冷能 ORC 發電的可行性，在技術上是可行的，若中油未來 ORC 發電相關

評估需求，漢力能源科技也可提供協助。目前有兩種傳動機規格可選擇，

包括螺桿式 10-300 kW 及渦輪式 300-1200 kW 

3. LNG 冷能與燃氣複循環發電整合應用經驗與建議：最佳的 LNG 冷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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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應是與燃氣複循環發電結合，效率應該是比較高的，也沒有基載的問

題，因為本來就要供應電廠這些 LNG。過去這方面的應用也有與台電談

過(永安、大潭)，不過台電方面的回應是，在購置燃氣複循環發電機組時

即要列入設計評估，若是後來才要將 LNG 冷能導入複循環機組應用，將

會導致進氣或排氣狀態改變，台電方面意願較低。若第三接收站要妥善利

用 LNG 冷能於燃氣複循環發電機組上，中油與台電應充分合作，看看燃

氣機組是不是就建在第三接收站內，如此應該可以解決冷能利用的問題。 

 【台綜院吳再益院長】回應： 

(1) 目前大潭電廠的 7-10 號機組已經標出去了，顯示過去雙方沒有在這個

議題上充分討論。 

(2) 在接收站廠區內規劃 IPP 電廠雖然是很好的想法，但發出來的電要能

夠送出去，需進行輸電連網的規劃，應請經濟部協調台電，此構想才

會可行。未來北部電力供應將有很大的缺口(核能除役)，若能有新的

電力來源將有所幫助。 

 【馬小康教授】回應： 

(1) 中油可考慮自行蓋電廠或是以 IPP 電廠的方式來做，才能充分利用

LNG 冷能。從國外的經驗中，LNG 冷能的利用可從 LNG 管線出口到

電廠之間，以不同的溫度區間，分階段利用冷能(梯級應用)。 

(2) 冷能發電有多種形式，除了燃氣複循環發電之外，也包括 ORC、直接

膨脹等多元化發電方式。 

 【中油方振仁執行長】回應：LNG 冷能結合燃氣複循環發電機組應用，應

在第三接收站裡面中油公司自己做會比較單純。第三接收站雖然相鄰大潭

電廠，但對輸送冷能而言距離蠻遠的。自己經營電廠或是與其他廠商合作

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中油李皇章主任】回應： 

(1) 當初台電與中油在爭第三接收站時，雙方都已就已經有在思考冷能於

燃氣複循環機組之利用，但後來發現新增 4 部機組在觀塘工業區南邊

的位置，而第三接收站在北邊的位置，相距 5-6 公里，因此要取用冷

能基本上不太容易，新增 4 部機組的提案也沒有再提到冷能利用的部

分了。 

(2) 目前有達成協議的部分是將來會把電廠的溫排水排放渠道改道，將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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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溫排水給予 LNG 氣化使用，不僅可降低電廠放流水溫度，也可減少

氣化 LNG 之海水汲取量。 

(3) 姬路案例是不錯的冷能利用案例，利用 BOG 作為燃氣複循環發電燃料，

就不需要用 LNG 來回收 BOG，可增加 LNG 冷能的可利用量，若規劃

在接收站廠區內設置燃氣複循環發電機組時，可將 BOG 作為燃料納入

考量，但經濟效益尚待評估。 

 【中油陳綠蔚總經理】回應： 

(1) 當初觀塘工業區的規劃為專用的能源港，除了天然氣接收站，也包含

IPP 電廠。以中油目前的立場來說，IPP 電廠的議題現階段其實不太想

碰觸，因為光是接收站的部分就要跟地方溝通很久了，中油不希望被

其他的因素來影響到天然氣接收站經營的本業，目前的壓力是民國 111

年就要供應大潭電廠新機組天然氣，時程緊迫。 

(2) 目前中油與台電遭遇到的問題不是冷能要如何利用的問題，而是如何

處理當地居民的反對新設機組的問題，因此中油跟台電分別要先專注

完成興建接收站及電廠的主要工作，而冷能利用則是次要問題。 

(四) 台綜院吳再益院長 

1. 冷能利用的經營思維：冷能利用的相關應用在不賠錢的前提下，中油就

可以考慮投入，即使沒有太多的經濟利益，但可附帶創造出一些非經濟

的效益，都是屬於國家的利益，反過來說，不賺錢的事情也只有國營事

業能作。本計畫由台綜院協助中技社研究冷能利用的議題，若可將一些

潛在的應用談清楚，對於 LNG 接收站的冷能作整體規劃，將對國家有所

幫助。 

2. 低溫物流與冷凍倉儲應用：目前台中港的冷凍倉儲業者沒有利用台中接

收站的冷能，除了其地理位置與交通因素之外，台中接收站也無法提供

貨物保稅服務，影響廠商進駐意願。目前北部第三接收站位置優越，交

通條件成熟，附近也已經有產業聚落，應可作為良好的低溫物流與冷凍

倉儲的設置地點。規劃時建議針對進出口貿易法規進行研擬，爭取貨物

保稅服務，增加廠商進駐的吸引力。 

 

(五) 台大機械馬小康教授 

1. 二氧化碳捕獲與再利用：可將電廠煙道氣體利用冷能將 CO2 分離，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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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再利用，例如製作乾冰。未來若燃煤電廠增加，CO2排放量也勢必增加，

在溫室氣體減量的趨勢下，利用冷能進行 CO2分離應是有潛力的應用。 

 【中油方振仁執行長】回應：就製作乾冰之應用而言，中油是不排斥納入

考量，但要視業者有無興趣投入，會在後續舉辦的廠商座談會中收集相關

資訊，再作進一步的評估。 

 【聯華氣體桑進家副總工程師】回應：冷能應用上，除非距離很近，否則

應以優先考量發電，再來考慮 CO2冷卻，因為在長距離的輸送，輸送電力

可能會比輸送液化 CO2成本低。 

 【台綜院吳再益院長】回應：在 CO2減量的議題上，台電目前沒有看到比

較務實的相關規劃，應請台電環保部門來推動相關的規劃。 

(六) 台綜院林茂文總督導 

1. 冷能利用率估算方法：台中廠擴建計畫根據環保署 104 年 5 月 13 日通過

環評初審內容，要求中油提升冷能利用率及建立區域能源中心的可行性評

估，於 108 年利用率達 48%。中油冷能利用率是採用離峰供氣基載為計算

基準，永安及台中接收站的冷能利用率，分別為 46%及 55%。大部分 LNG

接收站，包含日本、中國大陸案例都僅有 10-30%之利用率，宜對國內與國

外的冷能利用率之計算方法差異進行研析。 

2. 冷能利用規劃方向： 

(1) 根據 LNG 接收站的規模、當地經濟條件及市場需求，合理選擇冷能利

用項目。中油可考慮自行投資經營包括低溫物流中心、冷能發電、IPP

電廠及空氣分離廠等。第三接收站建議可分階段規劃，將上述項目依

照經濟效益之優先順序設置開發。 

(2) LNG 冷能利用過程中，要貫徹循環經濟的理念，積極探討 LNG 冷能

利用技術，實現 LNG 冷能的充分利用，結合地方產業，形成完整的工

業網絡。 

 【台綜院吳再益院長】回應： 

(1) 台灣能夠比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等國家冷能利用率還高，探究其原

因竟是用離峰的基載來作計算，在國際上是否有可以引述的計算範

例。 

(2) 而在最離峰的時候竟然還用到天然氣來發電，在發電成本上是不符合

成本效益，一般天然氣是用於中載才合理。若未來 LNG 冷能沒有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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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應用的話，當基載用量越來越大時(台電發電量增加)，冷能利

用率就會隨之降低，會有低於環評承諾的問題。 

(3) 台中接收站的區域是台中港務公司管理，屬於交通部管轄，而觀塘工

業區的工業專用港是屬於經濟部工業局管轄，在這裡面發展相關的冷

能應用技術，會被那些法規所限制，將會影響到後續多角化經營的規

劃。 

 【中油劉俊昌副執行長】回應： 

(1) 當初主管機關審議台中廠二期擴建及環評時，學者專家要求台中廠冷

能利用率在 108 年要達到 48%，故委託學者專家協助評估，由於國際

實務上一般冷能利用約 20~30%左右為上限，尤其需求變動甚大的台

灣天然氣市場，唯有定義以基載為基礎進行估算才可能達到 48%的主

管機關設定目標。 

(2) 關於冷能利用率會隨台電基載發電量增加而降低的問題，目前台中廠

已洽商空氣分離(聯華)、附近可能之冷能利用廠商等洽談冷能利用事

宜。 

(3) 參考日本泉北一廠案例，由於該廠與泉北二廠有管線連通，泉北一廠

全部提供天然氣基載使用，市場變動需求部分則均由泉北二廠供應，

因此泉北一廠 LNG 冷能利用率才可達 100%。 

 【中油李皇章主任】回應： 

(1) 過去台中廠在冷凍倉儲應用方面，曾有銓達公司有意願投入，屬於多

溫層冷凍倉儲的利用，也與台中港務公司談妥用地事宜(6-7 公頃)，但

就如同吳院長所提到的，無法對貨物保稅，因此最後還是取消這個計

畫。 

(2) 除此之外，無論是永安或是台中，由於位置較為偏僻，冷凍倉儲與低

溫物流無法成功設置，位置因素還是佔了大部分。第三接收站的道路

系統非常方便，與都會區的連結都相當便利，對於業者將有很大的吸

引力。在土地的部分，在觀塘工業區中，原本就有規劃冷能利用區，

足以滿足冷凍倉儲與低溫物流業者的需求(6-7 公頃)。 

(七) 中技社王釿鋊主任： 

1. 海水淡化：目前可以冷凍法來進行海水淡化，與傳統利用天然氣壓力的

作法較為不同，目前已有一些規劃案例可供參考，後續仍將持續探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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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海水淡化的應用。 

2. 後續執行規劃：後續會依照本次會議討論結果，依照階段式的冷能利用

方式來提出建議，使計畫成果更具參考性。 

四、 主席結語 

1. 吳再益院長： 

(1) 北部第三接收站具有地利之便，在 LNG 冷能利用技術宜考量空氣分

離、低溫物流、IPP 複循環燃氣發電及冷能發電，並納入冷能梯級應

用，可提升 LNG 之利用效益。 

(2) LNG 冷能利用在上述考量之層面，宜就不同的廠商深入訪談調查分

析，例如低溫物流，可就 7-11 統一集團、萊爾富等廠商意願進行訪

談。 

(3) 中油應規劃冷能利用項目的優先順序，依照經濟效益由高到低排序，

作為內部評估應用項目之依據，並作為未來徵求廠商進駐之評估依

據。 

2. 陳綠蔚總經理：在第三接收站的冷能利用規劃，因為其位置與永安及台

中廠不同，具有良好的地利之便，應主動將冷能利用納入規劃，但以下

幾點事項應先行釐清： 

(1) 中油應事先確定 LNG 冷能的穩定供應量，以及需要冷能的廠商所需

的量與穩定度，以及現在及未來的發展，可投入資源詳加調查與檢

視，對於未來的決策將有所幫助。 

(2) 冷能利用之規劃宜以產業鏈的效益為基準，而非個案性的投資報酬

(IRR)來評估。 

(3) 未來中油在冷能利用之角色是能源供應者、與產業合資或獨資的方

式來推動，投入冷能利用的角色或策略需明確界定。 

(4) 與冷能用戶訂定合理的供應機制，以避免為了穩定供應天然氣，而

將冷能之用途或供應量減少時，造成困擾。 

(5) 應了解各種冷能應用項目需增修那些現行法規，例如台電或 IPP 於

接收站內設置電廠之相關法規。 

(6) 冷能利用率之高低可能會影響環評承諾之執行，因此冷能利用率之

計算方式宜審慎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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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余騰耀執行長：LNG 接收站之冷能利用需事前做好完善評估與規劃，並

且創造具有經濟可行性的應用，以獨立投資或與廠商共同投資的方式，

多角化經營 LNG 接收站，而在篩選投資項目時建議需排列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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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05 年 8 月 5 日低溫物流專家訪談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 年 8 月 5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貳、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台北校區 4 樓第二會議室(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118 號 4

樓) 

參、 主席：林茂文總督導                                   記錄：呂政道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職稱恕略)：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陳穆臻 

好好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馬如龍 

中技社能源中心                             邱炳嶔 

台灣綜合研究院                     林茂文、陳建緯、呂政道 

                                           丁俊元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台灣綜合研究院簡報。（略） 

柒、 綜合意見摘要： 

一、 建議可補充未來冷能之可供給量，並依不同溫度區間(低溫倉儲之溫度主

要係 0 至-40 度 C)，試算節電成本。 

二、 低溫物流產業依產品通路可分國際型與國內型，目前我國物流以國內型

居多，經營模式多為大型量販店依自身產品通路需求所建置，因此，是

否可形成產業聚落係發展國內型物流之首要考量因素。 

三、 低溫倉儲係二次物流，主要存放原生種產品、消費性產品、高科技產業

所需產品，國際倉儲以存放原生種產品為主，國內則以消費性產品居多。 

四、 北部區域屬消費性市場，故既有物流業者之營運多以供應鏈為首要考量；

未來若要發展國際型物流，應考量與桃園航空城、海空聯運、及台北港

海運快遞等政策之連結；倘欲發展國內型物流，囿於相關業者已有完整

規劃及建置，內需空間有限。 

五、 業者若應用 LNG 冷能經營低溫物流，其主要考量應包含營業成本、設備

建置難易度、供電穩定性、是否可形成產業聚落。 

六、 低溫物流之營業成本，以用電成本占比最多；以好好物流公司之營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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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為例，2,800 坪冷庫所需耗用電費約 100 萬/月，占營業成本 1/3~1/4；

若以冷能方式替代傳統作法未能大量節省用電成本，對物流業者必無營

運誘因。 

七、 低溫物流之用電設備建置，須考量成本及便利性，以好好物流公司之建

置經驗為例，倉庫配電室之建設費用約 150 萬元，若含電線裝設，估計

每坪設備建置費用約 3~5 萬元。傳統方式與台電合作建置，相關設備易

於取得；若以冷能方式須確保相關設備可取得。 

八、 低溫物流之供電，須確保持續不間斷，以好好物流公司目前總貨紙 2 億

7,000 萬估算，若斷電 1 分鐘，保險費用需增加負擔 175 萬元；若以冷能

方式須確保 24 小時穩定供電。 

九、 觀塘工業區不利經營低溫物流之原因：(一)地質條件較差。(二)周邊物流

系統不夠，離空、海港較遠，鄰近省道，相較國道增加 1/3 路程，路段效

益不佳。(三)低溫研發、水產品、蔬果產業聚落不易形成。 

十、 目前國內型物流之低溫倉庫稀缺，由於許多進口食品需更大型倉庫操作，

致排擠其他國內產品之存放空間(如大潤發、家樂福)，因此衍生低溫倉庫

之租借需求。若由中油經營，供給倉儲予國內大宗市場，或為可能作法，

惟市場獲利低。 

十一、未來冷能應用於低溫物流，建議應兼顧市場導向(market orientation)與產

品導向(product orientation)；如經營國際型物流，可以「前店後廠」概念

作物流加工或淺製造，並以儲存時間長、用地大之品項為主；如經營國

內型物流則可考量主力供應桃園、新竹市場。 

十二、建議考量將冷能應用於乾冰製造，可供應低溫物流業所需；另建議評估

其他創新應用之面向，如滑雪場之建置，可與桃園航空城規劃推動之旅

遊產業作結合；惟須確認相關技術可行性。 

捌、 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玖、 (以上訪談會議紀要由台灣綜合研究院彙整，僅供本專題報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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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105年8月10日IPP電廠專家訪談會議紀要 

壹、 時間：105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貳、 地點：中技社圖書室(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參、 主席：林茂文總督導、王釿鋊主任                      記錄：呂政道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職稱恕略)： 

國光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楊敬熙 

中技社能源中心                            王釿鋊、郭博堯、邱炳嶔 

台灣綜合研究院                     林茂文、陳建緯、許振邦 

              呂政道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台灣綜合研究院簡報。（略） 

柒、 綜合意見摘要： 

一、 由於電廠之興建須考量安全距離及工安問題，倘第三接收站有規劃建置

LPG 儲槽，將大幅提高於廠區內興建電廠之難度。 

二、 於第三接收站興建電廠，須面臨環評可否通過之挑戰，若由中油公司自

行興建，恐囿於國營事業身分有預算編列及執行率之壓力，且缺乏相關

專業人員；反之，若由民營發電業者興建，相對較為容易。 

三、 近期民營電廠(IPP)之申設，囿於合約條件，對民營發電業者誘因較低；

未來電業自由化後，相關法規鬆綁，且售電對象可選擇，營業項目更廣

泛，對於業者投資民營電廠有相當誘因。 

四、 燃氣機之效率與溫度、密度、壓力密切相關，一般而言溫度愈低、密度

及壓力愈高，效率愈好；LNG 冷能應用於燃氣渦輪進氣冷卻，須克服溫

度過低之結冰問題，過去永安廠即有案例可循。 

五、 燃氣渦輪進氣若結合應用空氣分離廠所產製之純氧，應可提升燃氣機組

之發電效率，惟現行機組可允多少純氧比重，須再與相關廠商(如西門子、

三菱)確認。 

六、 燃氣機之鍋爐用水係經過水質調整之給水，倘運用 LNG 冷能進行海水淡

化之生成水，其水質可符合標準並供鍋爐使用，將可進一步擴大能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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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效益。 

七、 關於 IPP 之成本效益，一般估計內部投資報酬率(IRR)之方式，係採平均

折舊法並以 25 年攤提；然而相關效益不應僅參酌 IRR，而應同時考量外

部效益及可能潛力。 

八、 第三接收站若可興建 IPP，除可作為接收站之備援電力，並可能供應桃園

鄰近工業區之用電需求，緩解北部用電缺口及南電北送之不環保，另可

減輕落實「廠網分離」後，南電北送所提高之成本負擔。 

捌、 散會：下午 5 時。 

玖、 (以上訪談會議紀要由台灣綜合研究院彙整，僅供本專題報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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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105年8月18日空氣分離專家訪談會議紀要 

壹、 時間：105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 

貳、 地點：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 209 號 A 棟 11 樓會議室 

參、 主席：唐靜洲總經理                                  記錄：呂政道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職稱恕略)： 

聯華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唐靜洲、沈欣儒、張重 

                                          桑進家、雷鎮遠、黃聖傑 

                                          陳高明 

中技社能源中心                            王釿鋊、郭博堯、邱炳嶔 

台灣綜合研究院                     林茂文、陳建緯、許振邦 

                                          蔡宗憲、呂政道、丁俊元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台灣綜合研究院簡報。（略） 

柒、 綜合意見摘要： 

一、 國內氣體市場供過於求，許多石化、鋼鐵廠有空氣分離之產能，因營運

變差致剩餘產能增加，將剩餘產品銷售至國內市場，壓低行情；另有國

外業者競爭(如中國大陸 CO2)，提高專業氣體廠經營難度。 

二、 國內液體市場(液氮、液氧)之產能分布，北部 20%、中部 30%、南部 50%，

北部主要是備援，作為氣體廠跳機時之因應，若有額外需求可由中、南

部進行調度。 

三、 國內氣體市場需求以北部為主約 60%，中、南部各占 20%，早期倚重石

化、鋼鐵業，故南部市場需求較多，然已逐漸減少與外移(僅南科有新增

需求)；近期以電子業(半導體)需求為主，故北部需求大量增加，然面臨

成長趨緩情勢；另公共工程使用之乙炔亦減緩中。 

四、 現行氣體供應方式有管線配氣及罐裝配氣，前者因建置成本較高，需有

大量用氣需求方為可行，大多供應科學園區之所需；後者係以拖車方式

送達客戶端，大多供應傳統產業(如煉鋼、食品冷凍)之所需。由於廠區與

客戶端之距離影響運輸成本，因此興建空分廠之選址為重要考量因素。 

五、 影響氣體運輸成本之因素有客戶需要量、車輛造價折舊、司機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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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油公司之汽油運輸成本相似；實務上氣體運送係以區域(北、中、南)

作劃分，倘超過所屬區域多以跨區支援方式進行調度。 

六、 影響氣體市場產品競爭力之要素，主要為電力成本與設備折舊，若以聯

華ASU廠之氣體生產成本結構為例，電力 50%(利用冷能可省一半電力)、

設備折舊 30%，其他成本(如用人、維修、運輸)占 20%。 

七、 台中擬新建空分廠之考量，係為因應部分設備老舊(南部設備多超過 25

年)與停用(桃園廠)，致不利應用發展之潛在危機，並透過冷能應用以節

省電力成本，增加產品競爭力；未選址於觀塘工業區則為時程不能配合

之考量。 

八、 興建一座空氣分離廠工程期至少須 3 年，其各類氣體之產量配比係可依

需求進行設計調整；至於在用人部分，由於相關設備多為自動化，故以

經營 800 噸/天空氣分離廠而言，僅需 9 人即可操作生產。 

九、 針對未來北部氣體市場需求之看法，考量既有產能小且設備老舊，應有

新增建廠需求；然潛在需求則囿於研析範疇為第三接收站周遭工業區(觀

音工業區發展成熟，環保科技園區發展方向未明，桃園科技園區新增需

求規模小)，故需求潛力有限，建議可擴大研析範圍(聯華氣體公司定義之

北部區域包含桃、竹、苗、台北、宜蘭、花蓮)。 

十、 未來冷能應用於空氣分離，可能因地理特性、成本變化而有新需求產生，

惟許多政府政策未臻明確，增加不確定性；如欲透過氣體產業帶動相關

產業之發展，恐面臨整合問題(如土地使用、法規限制等)，應同時納入考

量。 

十一、針對其他冷能應用項目之建議，運用冷能產製液氮，並結合食品冷凍之

整合利用應有市場潛力；另低溫空調應用於雲端伺服器維護以及發展間

接用途之氫能或為可思考之項目。 

捌、 散會：下午 4 時。 

玖、 (以上訪談會議紀要由台灣綜合研究院彙整，僅供本專題報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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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105 年 8 月 31 日冷能應用專家訪談會議紀要 

壹、 時間：105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貳、 地點：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參、 主席：林茂文總督導、王釿鋊主任                      記錄：呂政道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職稱恕略)： 

台灣中油公司                              李皇章、劉俊昌、陳忠庸 

中技社能源中心                            王釿鋊、郭博堯、邱炳嶔 

台灣綜合研究院                   林茂文、陳建緯、許振邦 

                                          蔡宗憲、王尚博、呂政道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台灣綜合研究院簡報。（略） 

柒、 綜合意見摘要： 

一、 冷能設施之設置利用，須考量與 LNG 儲槽之安全距離及法規對工業區土

地之使用限制；前者若參酌日本須保留 195 公尺(最為嚴苛之標準)，後者

則須視所規劃應用項目與所在區域地目是否相符。 

二、 就冷能應用於空氣分離項目，未來北部氣體市場未必有新增需求，但氣

體業者興建空氣分離廠除有市場布局之考量外，亦有更新現行設施之需

求，故應不影響其投資意願。 

三、 就冷能應用於「IPP 電廠(複循環燃氣發電結合應用)」項目，因 BOG 生

成量有限，如欲作為發電燃料，須進一步評估。 

四、 觀塘工業區之廠區內有規劃 IPP 電廠用地(已通過環評)，惟未來大潭電廠

之裝置容量將大幅增加(台電公司擬增加 4 部機組)，是否仍有必要興建

IPP待商榷；另電廠過度集中將產生輸配電問題，且燃氣會造成空氣汙染，

皆為應考量之要素。 

五、 就冷能應用於「滑雪場」項目，若能結合冷能教育館、生態館(藻礁)之規

劃，可強化其教育效益(如東京瓦斯科學館)。至於營運模式建議夥同娛樂

業者共同投資，應為較可行之作法；惟工業區內是否可經營滑雪場等遊

憩產業，須再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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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就冷能應用於「低溫養殖」項目，由於農委會漁業署已表明有冷排水之

需求，故有相當發展空間，惟現階段之漁業規劃用地所有權隸屬國有財

產局，故後續合作事宜刻正由漁業署進行協調中。 

七、 就冷能之次級應用於「廢輪胎」項目，過去台中廠曾與台橡、暉鼎公司

洽商經營，然考量廢輪胎取得不易，且涉及空氣污染之問題，再加上政

府未補助，故評估後不具成本效益。 

八、 觀塘工業區總面積約 232 公頃，其中第三接收站占地有 77.2 公頃，過去

東鼎公司曾進行填海造地(約 2 公頃)，故不須再重作環境影響評估或環境

差異分析。 

九、 第三接收站原訂今年開始動工，惟預算刻正遭立法院凍結階段，雖不至

於影響原供氣目標之達成，然部分環保團體對於接收站興建所造成之環

境生態(藻礁)影響，仍存有疑慮，致形成潛在不確定因素。 

十、 預期未來第三接收站之冷能可利用量會增加，但未必須以基載量作考量，

而須依據應用項目之冷能利用特性進行操作(如滑雪場即可利用尖峰

量)。 

十一、關於冷能利用率之計算，目前國內採離峰時間基載量作為計算基準，其

主因係現行應用項目皆 24 小時持續運作；國際則有採全年平均或同時

考量離尖峰為計算基準之作法。 

捌、 散會：下午 5 時。 

玖、 (以上訪談會議紀要由台灣綜合研究院彙整，僅供本專題報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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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105 年 9 月 23 日製程冷卻專家訪談會議紀要 

壹、 時間：105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 地點：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龍井區龍昌路 100 號) 

參、 主席：潘成偉副處長                                  記錄：呂政道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職稱恕略)：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潘成偉、郭仰哲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吳調原、林明權 

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林發恩 

中技社能源中心                            王釿鋊、郭博堯、邱炳嶔 

台灣綜合研究院                   陳建緯、許振邦、呂政道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台灣綜合研究院簡報、中技社簡報。（略） 

柒、 綜合意見摘要： 

一、 現階段再生水、海水淡化水之成本遠高於自來水，除非缺水狀況相當嚴

重，否則對於耗水企業之營運不具使用效益。 

二、 台中福田汙水處理廠產製之再生水，預定於 109 年供應台中港工業專區

之製程用水，惟終端用戶未臻明確(除中龍公司有環評承諾之使用需求)，

刻正由港務公司規劃中。 

三、 福田再生水雖達放流水之水質標準，然無法直接供廠區使用，須經再處

理；中龍公司初估水處理成本約27-28元/噸(港務公司初估至少30元/噸)，

其中含再生水收取費率約 3-5 元/噸(法規規範再生水使用費有 10 年寬限

期)；相較鳳山溪(水量少、水質差)再生水使用成本(18 元/噸)偏高。 

四、 目前中龍公司廠內補充原水量約 5.1 萬噸/日，而福田再生水約可供應 4.5

萬噸/日(環評承諾 5.8 萬噸經再處理後約 4.5 萬噸)，其餘部分則由廢水回

收補足。 

五、 LNG 冷能應用於海水淡化，目前技術尚未成熟、且成本較高；倘興建海

水淡化廠亦須於 LNG 接收站之廠區內運作，工安問題須進一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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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議可考量將冷能應用於海水淡化或製氫等方向，或可考量與台中港區

內之其他廠商合作，獲得更好應用綜效。 

捌、 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玖、 (以上訪談會議紀要由台灣綜合研究院彙整，僅供本專題報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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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105 年 12 月 19 日「冷能資源應用展望與未來發展策略」

專家諮詢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貳、 地點：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參、 主席：楊偉甫常務次長、潘文炎董事長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職稱恕略)：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             吳豐盛 

經濟部能源局                     陳玲慧 

台灣中油公司                     陳綠蔚 

台灣電力公司                     蒯光陸 

中鼎工程公司                     楊宗興 

聯華氣體工業公司                 沈欣儒 

中龍鋼鐵公司                     陳德勝、潘成偉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楊秉純 

台灣大學機械系                   馬小康 

中技社                           余騰耀、王釿鋊、郭博堯、 

                                 邱炳嶔 

台灣綜合研究院          吳再益、林茂文、陳建緯、 

                                 許振邦、王尚博、呂政道、 

                                 丁俊元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引言簡報： 

主題一：「冷能資源應用展望與未來發展策略」（陳建緯所長） 

主題二：「天然氣接收站區域冷能整合效益分析」（楊秉純副所長） 

柒、 綜合意見(依發言順序排列)： 

一、陳玲慧副局長： 

(一)目前我國能源政策之規劃，須於 2025 年達成非核家園目標，而去(2015)

年核能發電仍占總發電量之 14%，且我國亦訂有各階段減碳目標須達成，

無論就供給面或需求面，發展替代能源皆非常重要，故有必要進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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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二)天然氣是化石燃料中排碳最少的，目前我國用量約 1,400 萬噸，2030 年

可能提升至 2,600 萬噸之規模，亦即未來 LNG 供給量必將越來越多，

其可釋出之冷能將更高。 

(三)冷能應用之推動須有能源政策支持，前期應先釐清相關疑義，包括如何

設計冷能計價之躉購費率、如何達到既定規模、及各種可能技術之應用

等。 

(四)後續可考量建立跨部會平台，討論推動冷能應用之補助獎勵方式，或與

工業局能資源整合工作結合之作法；另可考量至日本實地瞭解其冷能利

用率達 50%~100%之經驗與作法。 

(五)未來應更加重視冷能應用成效，並努力克服在執行面所可能面臨如誘因

不足、土地受限等問題。 

二、陳綠蔚總經理 

(一)中油公司為一國營事業，有任務導向之特性，故進口 LNG 主要係提供

國內穩定用氣，而冷能之利用屬於次要工作，中油公司不會為了提高冷

能利用而影響供氣穩定。 

(二)冷能各種利用方式，其涉及之行業別、專業別不同，而中油公司屬煉化

產業，各種冷能之投資均須符合政府規定的投資報酬率，然許多投資案

需要一段時間才會發揮效益。 

(三)現行冷能應用於養殖漁業之冷排水，因收費衍生爭議大，如計價方式、

須穩定供水、須洽簽合約，且養殖魚若生病亦須負擔責任，故採無償供

應；空氣分離項目則為國際間普遍應用，成效較佳。 

(四)未來第三接收站之環境有所不同，包括能源供應結構中之天然氣大幅提

升，節能減碳面臨挑戰，冷能利用之基載會因天然氣增加而提升；雖然

目前用地僅七十幾公頃，但未來將有兩百多公頃之工業區可利用，故此



 

105 

時規劃較未來執行後再作變更，更具有價值效益。 

(五)至於 LNG 冷能應用於政策面、技術面是沒有問題的，未來第三接收站

在國營會之決議中即要求要擴大利用，另循環經濟園區亦為政府之政策。

反之，每項冷能利用計畫是否皆具有投資效益，則有賴不同業者來評

估。 

三、林茂文總督導 

(一)LNG 接收站自民國 79 年開始運作，於 73 年就已開始規劃，並有規劃冷

能利用，惟因曾發生工安意外致作法趨於保守；但至今已經過 20 餘年，

相關技術有所改變，宜善加規劃。 

(二)台中接收站二期擴建計畫，其冷能利用率目標之設定達 60%以上，目前

係以冬季 LNG 之基載量計算不甚合理，或應考量依冬、夏季分別訂定

冷能利用率之目標。 

(三)若考量連結未來、連結全球、連結在地之思維，及搭配政府「五加二」

產業創新政策等規劃，針對第三接收站之冷能應用規劃，應進一步思考

其連結性；例如將冷能應用於滑雪場之建置，或可連結在地旅遊資源，

進而促進國內旅遊，連結國際。 

(四)中央與地方在政策執行之考量有所差異，地方政府希望相關政策可與在

地連結、促進地方經濟，因此，如何協調尋求共識，進行能資源整合，

以達循環經濟效益，將有利我國整體產業之推動。 

(五)未來台電公司發電結構之燃氣占 50%，而中油公司須負責供氣，故天然

氣相關產業發展與兩家國營事業密切相關；發展初期可著重於接收站之

興建，第 2 期之後如何推動冷能應用，須向地方充分說明。 

(六)LNG 冷能之各項應用基本上都是成熟的，重點在於如何執行，其中，最

重要的經濟面評估，必須有較為前瞻性之規劃。 

(七)LNG 冷能應用若由中油公司主導規劃與執行，有其困難性，故建議應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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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主管單位主導相關整合工作。 

四、陳德勝總經理 

(一)台中接收站與中龍鋼鐵公司距離約 7 公里，若興建冷能運輸管線，估計

須投資 2.5 億元，但效用僅幾百萬元，故現階段尚不符投資效益。 

(二)中龍鋼鐵公司在環評承諾使用福田再生水 5.8 萬噸，目前大致目前大致

滿足全公司的用水規劃，故現階段無引用冷能之冷卻水的需求。 

(三)建議可考量將冷能應用於海水淡化或製氫等較具效益之方向，另台中港

務公司刻正推動區域能資源整合，或可考量與港區內之其他廠商合作，

據以獲得更好應用綜效。 

五、潘成偉處長 

(一)第三接收站之鄰近廠商對純水、蒸氣有需求，然對中龍鋼鐵公司而言，

其距離含廠內部分超過 8 公里，故對中龍公司而言冷能冷卻水之效益不

佳。 

六、沈欣儒副總經理 

(一)聯華氣體公司致力於配合新政策之應用技術，其中，在冷能的部分，本

公司已於永安廠、台中廠設置空氣分離廠，且刻正與中油公司探討有關

土地利用及擴廠之需求。 

(二)冷能應用於空氣分離項目，其所涉及之產業繁多，包括半導體、化學、

鋼鐵產業，可延伸之應用範圍亦最為廣泛。 

(三)運用冷能進行空氣分離可節省大量用電，並反饋於下游客戶之成本節省，

因此若中油公司有意願，本公司亦願意在短期內作產能擴充。 

(四)若未有新政策規劃，我國之氣體需求仍以半導體產業之用氣需求為主，

由於該產業多聚集北部，故第三接收站搭配氣體廠之規劃應可行，惟接

收站營運時間及週邊工業區發展有未臻明確疑慮。 

(五)若可應用冷能於電解水製氫，並搭配相關配套(如補貼)，同時推動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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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運具，或為未來可考量方向。本公司合作夥伴之林德集團，其部

分技術較日本先進，有配合接收站作氫能相關應用之意願。 

七、蒯光陸所長 

(一)台電公司未應用冷能係距離考量，其次為成本。冷能若用於發電，其損

益兩平電價要高過現有電價之 2.6 倍，故若應用冷能於發電，電價及成

本將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二)未來我國能源應用之目標，天然氣、煤炭、再生能源之占比分別為 50%、

30%、20%，若對應過去平均用電成長率 2%，可研判未來天然氣之用

量勢必增加。 

(三)台電公司針對既有電廠之規劃，包括興達電廠將有新的燃氣及燃煤機組、

台中電廠未來機組將由 10 座煤機組改為 6 煤 4 氣並加上 CCS 碳捕捉、

大潭電廠 6 部機組將擴充至 10 部。 

(四)現階段所有電廠之規劃，於電源開發皆有一定程序，故希望針對未來冷

能應用，在可行性評估階段就應納入考量。 

(五)冷能應用策略規劃之選項中，建議可參酌國內 CO2減量排序模式，規劃

各推動項目之排序，以利未來作為各方投資之參考。 

八、馬小康教授 

(一)建議可依冷能利用溫度分布，建立源頭中油公司至台電公司尾端發電效

率提升之規劃管線及行經路徑，規劃如空氣分離(聯華氣體公司)、輕烴

分離、乙烯精製、乾冰製造、液化 CO2、冷凍倉儲等可能參與之廠商及

與桃園機場之連結。 

(二)建議先就第三接收站之冷能應用進行規劃，並由中油公司及台電公司負

責，其優點在於桃園地區各類工業區最多，各類工廠複雜性高，最具有

發展潛力。 

(三)針對冷能利用，宜建立躉購費率制度(Feed-in Tariff,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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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應於環評時加入冷能應用之規劃。 

九、楊宗興總經理 

(一)若要大幅提升冷能利用率，將涉及諸多利害關係人，其複雜度高，故可

考量納入顧問，就利用率與經濟效益之平衡進行評估。 

(二)應考量相關配套措施，以財務配套而言，發展再生能源有 FIT 價格之獎

勵補助，發展冷能應用則較為缺乏；另提出之配套措施若可衡量其對於

經濟效益之提升效果，將對後續推動有相當助益。 

十、吳再益院長 

(一)目前國內冷能利用率以基載計算約有 50-70%，若以國際間普遍使用之

均載計算僅有 25%左右，相較於日本 50-100%，仍有努力空間。 

(二)未來天然氣使用量將大幅提高，冷能供應潛力大，對於冷能之應用，建

議由政府主導推動(Top-down)，並提供資金協助。 

(三)第三接收站所在地之桃園地區，具有良好陸海空交通優勢，且接收站周

邊腹地廣大，可將相關產業引進並進行補貼，至於潛在需求者之盤點應

配合時效性來進行。 

(四)以我國推動循環經濟之角度而言，目前南部已有高雄市政府所規畫之

「綠色材料循環園區」，而北部目前付之闕如，故建議可利用第三接收

站之冷能應用契機，促成北部形成循環經濟之效益。 

十一、吳豐盛副主委 

(一)現行地方政府大多要求減少燃煤電廠之使用(如雲林、台中)，未來在考

量汙染排放降低之情況下將持續降低燃煤之使用。 

(二)依據經濟部能源局之統計資料，未來我國天然氣之用量於 2025 年達

2,489 萬噸、2030 年約達 2,700 萬噸；故設法確保穩定供氣，係中油公

司之首要任務，實不應將冷能利用責任加諸中油公司。 

(三)針對 LNG 冷能應用之責任分工，建議由中油公司擔任冷能提供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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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冷能供應樞紐(hub)，並由民間業者選擇需要冷能投資之項目來應用。 

(四)在未來實務推動上，建議可參酌再生水之推動作法，其透過制定再生水

條例，整合具用水需求之業者(自行取水)，並由主管機關(水利署)負責

整合；因有法令可依循，故可提升推動效率。未來冷能應用推動，如有

主管機關負責整合，應可達事半功倍成效。 

(五)在冷能應用項目上，現行低溫養殖係採無償供應，未來應不易改變；低

溫物流部分若有應用效益，最好係是由民間業者來投資。 

(六)目前第三接收站所遭遇之主要困難為藻礁生態問題，倘可使環保團體與

桃園市政府更加了解冷能應用效益(冷能之冷排水或對藻礁保育有正面

效益)，或可整合相關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十二、余騰耀執行長 

(一)冷能應用於廢輪胎低溫粉碎，在國際間有加拿大之案例，其所製成之廢

橡膠產品，具有高品質水準。 

(二)應使業者了解政府有冷能應用之長遠規劃，方可使潛在需求者提早進行

布局。 

捌、 主席結語 

一、潘文炎董事長 

(一)國際間 LNG 冷能應用作法，以空氣分離項目為較具規模之應用投資，

其他項目皆非大型事業。以冷凍倉儲為例，日本運用-60 度之冷凍倉庫，

透過急速冷凍使鮪魚在解凍時發揮更鮮甜的味道。 

(二)冷能應用未必可發展出具有龐大規模之產業或企業，截至目前為止，主

要國家之冷能應用仍須鄰近於接收站周遭，故在進行相關產業規劃須納

入考量。 

(三)就冷能應用之投資而言，除空氣分離項目中油公司有可能涉入外，其他

項目可能皆非中油公司擅長經營之事業，故應由有意願之民間業者於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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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階段洽商中油公司進行規劃。 

二、楊偉甫常務次長 

(一) 目前政府大力推動再生能源，且第三接收站之建設箭在弦上，然能資

源整合之效益仍待深入探討，故探討此議題深具意義。 

(二) 政府之政策支持是有必要的，諸位專家提到要建立平台，後續或可由

中技社提出建議，建立相關整合平台。 

(三) 整個案子要達到整合型規劃須從能資源整合開始，中油公司之能資源

整合由開始至未來成案還有時間，過程中應如何納入這些想法，或可

由另一計畫、平台就環境面、經濟面、產業面進行綜合考量，以帶入

整合型規劃。其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共同參與。 

(四) 後續規劃須考量產業需求端、供應端作結合，因此在規劃過程中首重

產業之媒合，或可成立相關計畫來執行此工作。 

(五) 應由冷能利用溫度分布進行延伸，並製成 2-3 頁說明文件，呈鈞長知

悉。 

(六) 現行分析內容已闡明可能之機會，但仍有諸多可行性疑慮須再行盤點

(如環評問題)，有進一步分析之必要，且後續亦須針對所遭遇之困難進

行排除，或可由政府單位或中技社成立計劃協助執行。 

(七) 目前永安廠及台中廠之 LNG 冷能應用狀況已大致定型，發展機會較為

受限，故未來是否還有其他可提升冷能利用率之機會，可進一步盤點，

茲作為未來長官政策考量之依據。 

玖、 散會：下午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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