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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報告為「高效能地熱發電技術研究計畫(1/3)」之期末執行成果，計

畫主要分成三個部分，包括:(1)地熱潛能評估與開發技術研發；(2)

資源調查與評估及(3)產業推廣與國際合作等，採技術研發與推廣齊頭

並進，期有效促進我國地熱發電產業之發展。本計畫年度之目標達成

情形說明如下:(1)在地熱專家決策輔助系統方面，持續更新大屯火山

調查資料，並完成新增潛能估算與財務分析模組，建置功能更完整的

開發決策分析系統；(2)技術研發方面，本年度採用陶瓷複合鍍層方式

以增強金屬材料的耐酸腐蝕，經改良後材料完成實驗室內鹽霧試驗及

腐蝕電流試驗，相關試片送至現地測試成效良好；(3)四磺子坪探勘井

完成深度 1300 公尺鑽鑿、地層井壁影像探測與產能測試，可更充分掌

握四磺子坪地區之資源分布及發電潛能，降低業者投資之風險；(4) 在

國際合作方面，協助外交部完成與菲律賓共同簽署「地熱合作備忘

錄」，加快我國地熱發電產業發展；(5)產業推廣方面，本年度輔導並

協助 4 家業者投入我國地熱發電產業。 

 

---------------------------------------------------------------- 

關鍵字：地層井壁影像探測、耐酸腐蝕技術、地熱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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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port-“High efficient geothermal energy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1/3)” is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fiscal year 2016. This project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1) technology develop of geothermal potential estimation and 

exploitation; 2) potential site geothermal resource exploration and estimation; 3) 

geothermal industry promo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year described as follows: 

1. Develop both store heat method and financial analysis modules to the 

geothermal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system which is powered by this 

project. Keep updating database which is newly conducted in this year.  

2. A nickel base multi-layer cement coating material is developed. Both salt 

spray test and Tafel curve showed good characteristics of anti-corrosion in 

laboratory. A field test has been conducted under a low pH value (about 1~2) 

and high temperature (about 80 ℃) hot spring area in Beitou, Taipei. 

3. A 1300 m depth exploration well is conducted while highest temperature is 

about 136 ℃ and the pH value between 2 to 3.5. A Formaiton Micro 

Imager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dedicate fracture strike and dip. Production 

test, fluid chemistry analysis to get generation potential and reservoir 

characterization are also conducted.  

4.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and 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on Geothermal 

Cooperation” has signed to speed up the geothermal generation industry in 

Taiwan. 

5. There are more than 4 corporations involved in geothermal generation career 

this year showed the geothermal industry has been promoted during the 

effort of these years.  

-----------------------------------------------  

Key Words: Formaiton Micro Imager survey, anti-acid corrosion coating 

technology,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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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政府部門科技計畫年度摘要報告  

計畫名稱：高效能地熱發電技術研發計畫(1/3) 計畫編號：105-D0101 

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局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計畫主持人： 柳志錫 協同主持人：李奕亨、郭泰融   計畫聯絡人：顏君揚  

聯絡電話：03-5916324 傳真號碼：03-5820017 

年度期程：自105年01月01日至105年12月31日 

經費：新臺幣      81,500      千元 投入人力：       14.33          人年 

執行進度 

（%） 

期 間 預   定 (A) 實   際（B） 比   較（A-B） 

當 年 100 100 100 

經費支用 

(新臺幣千元) 

期 間 預   定(C) 實   際(D) 支 用 率(D/C)（%） 

當 年 81,500 79,221 97.20 

主要執行成果： 

一、計畫內容概要 

根據本年度工作架構主要可分為評估與開發技術研發、資源調查與評估、產業推廣與國

際合作等三項，期有效促進我國地熱發電產業之發展。本年度計畫之內容如下: 

1.開發地熱資源資料庫專家系統及高效能地熱田管理技術，以突破地熱開發之障礙。 

2.進行場址資源調查與評估，並透過鑽井工程以評估大屯山地熱潛能，掌握潛在地熱區資

源分布及發電潛能。 

3.進行產業推廣與國際合作，以具備地熱發電潛能之大屯火山區、宜蘭與台東地區為對象

，從事小型酸性發電廠示範、小型電廠推廣與BOT招商規劃。 

二、計畫執行成果 

(一) 評估與開發技術研發 

1 專家決策輔助系統 

1.1 地熱專家知識庫更新與維護 

本工作項目主要持續進行專家知識庫更新與維護。本計畫持續收錄今年度執行之反
射震測資料、井壁影像分析資料土壤氣體採樣分析資料、岩心(屑)鑑定與薄片分析等
資料。 

1.2 潛能評估與分析資訊化技術 

(1)完成三維虛擬曲面模型建置與體素成像繪圖演算技術等功能開發，提升本系統之三

維數值視覺化展示能力。 

(2)完成蒙地卡羅法蘊熱潛能與發電量估算功能開發，輔助使用者進行決策參考。所開

發之TOUGH2數值模擬軟體功能連結，簡化地熱模型與模擬網格建置之整合流程。 

2.地熱田開發關鍵技術 

2.1 耐酸蝕複合鍍層材料技術 

(1)耐酸蝕複合鍍層材料技術 

建立鎳鉻合金沉積技術，改變錯合機制，顯著降低沉積電流，有降低成本及避免鍍
液快速分解之功效。鍍層鉻含量可提升至 80 at%，鎳鉻合金腐蝕電流密度大多落在
1*10-5A/cm2 左右，可作為底材及陶瓷鍍層之附著層。採用多層陶瓷(底層陶瓷+抗蝕
陶瓷+表面薄陶瓷)結構，經過 Tafel 曲線分析、鹽霧測試及實地測試，沒有見到明顯

的腐蝕點。 

(2)耐酸蝕結構雙層複合金屬管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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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電化學實驗結果得知外層材料中S32205 雙相不鏽鋼之耐腐蝕性相較於SUS410不

鏽鋼及NH48MV 非調質鋼優異，而內層材料選用之Hoganas 1560 鎳基合金，鎳、鉻

含量遠高於外層材料，其於混合酸液中能多次產生保護層，因此表現出優異的抗腐

蝕性能。經評估後，外層材料中的S32205 雙相不鏽鋼與內層Hoganas 1560 鎳基合金

有潛力做為雙層金屬管材料選用。 

2.2 地熱流體成像技術(學術分包) 

(1)完成雙工監測系統之軟硬體設計與建置，其硬體部分主要包括電源供應器、電流與

電位電極迴路控制、資料擷取器等三大部分。使用Linux系統的可程式化自動控制器

資料採集系統，內建網路，可全時傳輸與即時監控。 

(2)完成模擬地熱場址砂箱實驗槽體之設置，並測試雙工監測系統與主動式放大電極之

功能與成效。測試結果顯示，雙工監測系統在相同的電極排列上，可獲取更大量的

量測資料，準確定位出地下異常電阻構造。而主動式放大電極能有效量測到微弱的

電位變化訊號。 

 (二)資源調查與評估 

1.地熱場址潛能評估 

1.1 試驗井鑽鑿 

今年度加深探勘井深度至1304公尺，並下放7”@ API L80生產槽孔管。洗井完成後

之地下水位面在深度420公尺處，井下最高溫為134℃，熱液pH介於2.5-2.9間。 

1.2 產能測試與發電潛能評估 

恢復試驗觀測到井下600及1040米處有較高之溫度波峰，分別為131及131.2 ℃，推測

此兩處可能為地熱水連通帶。以氣提法進行注氣導噴，最大導噴流量25.5m3/hr，地

熱流體pH值介於2.5~2.9之間，井口溫度88℃，推測若持續導噴井口溫度可再上升。

透過回注試驗及Horner Plot分析法求得此口井鄰近儲集層導水係數kh值為0.77。 

1. 3 井下採樣與分析 

本分項計畫設計與製作之鈦合金(耐酸蝕)井下採樣器已於實驗室進行200 bar試壓完

成，並於E-303井完成採樣功能試驗。本年度並完成井下取出之地熱流體在地表分樣

步驟、製具與分析方法，未來可實際應用於井下地熱流體採樣分析。 

2.地熱場址監測 

2.1 微震觀測網設置及監測 

(1)完成四座監測站址之3G/4G通訊設備建置工作及軟硬體系統整合。透過無線傳輸系統

，微震監測訊號可即時傳回地震資料處理平台進行儲存，並依據自動資料處理模組

調控進行地震訊號波相處理與初步定位工作。 

(2)依據本年度新增監測資料完成微震重定位及區域速度模型成像更新。微震重定位結

果，地震叢集於七星山、擎天崗附近及磺嘴山西側三處持續發生，外圍金山、萬里

地區雖有零星地震發生但未有顯著叢集性，研判現生構造地熱活動主要位於陽明山

國家公園內。 

(3)速度模型更新結果呈現兩個東北-西南向高速條狀分布，平行於主要區域構造方向。

部分低速構造發生位置與現生地熱中心和地表熱液換質帶分布相近，推測與地表地

熱活動有關。 

(三)產業推廣與國際合作 

1.地熱電廠推廣 

1.1 地熱發電機組研發平台 

(1)完成清水地熱300kW等級發電機組測試平台建置，並藉由200kW發電機組現地運轉測

試，以實際發電輸出，驗證此發電機組研發平台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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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北市商業電廠 BOT 推廣 

104年度計畫已完成新北市商業電廠BOT案之可行性評估與先期規劃報告初稿，本

(105)年度針對開發範圍，考量國土保安用地、溫泉露頭保護區、民間租用等用地取

得的困難度，重新修定開發面積，並依能源局及新北市對財務參數調整的建議，重

新修訂報告內容。 

2.國際合作與推廣 

2.1 深層地熱開發評估技術 

(1)完成與菲律賓能源開發公司(Energ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EDC)技術交流，赴大屯

山金山區進行現地採樣與分析，並與EDC就與大屯山相近環境之Apo Mt.進行地熱儲

集層地化模式與耐酸蝕材料交流。 

2.2火山型地熱深鑽技術 

(1)參加2016冰島地熱研討會(The Iceland Geothermal Conference ,IGC 2016)，蒐集分析冰

島與其他國家地熱能源開發政策、法規與技術之發展現況，作為國內地熱能源開發

之策略修訂、技術與產業推動之參考。 

(2)依據冰島地熱開發經驗，開發地熱電廠主要挑戰包括(A)缺乏資金無法進行大量開發

；(B)投資者不願承擔鑽探風險； (C)沒有量身訂作獎勵措施，均為後端獎勵如FIT( 

tax-credit) ；(D)即使已在探勘階段也無法確保後續之開發是否具有可行性。上述種

種風險，使得全球之地熱產業成長不如風能與太陽能產業般蓬勃發展。 

三、預期產業效益 

宜蘭縣清水地熱 2016 年 BOT 招商已於本(105)年 11 月完成招商，初步電廠規模 1MW

以上，產業效益達新台幣 2.3 億，未來將擴大至 3MW，產業效益可達 7 億；大屯火山

區四磺子坪地熱區預計 BOT 招商電廠規模 10MW，產業效益達新台幣 23 億；綠島地

熱台電公司預計開發 2MW 電廠，產業效益達新台幣 4.6 億，合計未來 5 年內地熱發電

總產業效益達新台幣 35 億。 

計畫變更說明：  

1.原計畫書劉仁賢2 人月、李惠容10人月、劉力維10人月，於第二季變更為劉仁賢3人

月、劉力維9人月、李惠容9人月，新增鄭錦鳳1人月。 

2.查核點異動:查核點13: 完成BOT招商契約文件草案，預定完成日期105年06月，變更

至105年12月；查核點 BOT文件草案之擬訂，原規劃由 BOT主管單位(即新北市)編列

預算進行BOT文件整備，由於105年度新北市未編列經費，查核點因故展延，目前由

工研院變更經費增列預算協助執行中(文號：20160627工研能字第1050009945 )。 

3.能源局同意本計畫擴充工作項目及增加經費案，包括：（1）、同意「地熱田開發關鍵

技術」子項項下，增加「耐酸蝕複合管材先期研發」工作項目。（2）、同意「地熱場

址潛能評估」子項項下，增加「四磺子坪探勘井壁電阻影像探測」工作項目。（3）、

同意「地熱電廠推廣」子項項下，增加「四磺子坪地熱電廠BOT招商前置作業」工作

項目。（4）、同意「地熱電廠推廣」子項項下，增加「協助臺東縣延平鄉紅葉溫泉地

熱資源評估」工作項目。並同意增加經費新臺幣650萬元(文號：20160816能技字第

10504032260號 )。 

4.原計畫書林鎮國0.5人月、謝佩珊0.5人月、張育德1人月、陳興華0.5人月、謝宏元3.6

人月、李文錦0.5人月，於第四季變更為陳興華0.9人月、謝宏元4.5人月、李文錦1.2人

月。 

落後原因：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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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對策（檢討與建議）： 

1.四磺子坪地熱試驗井鑽進過程中數次遭遇破碎帶導致泥漿洩漏問題，若沒有即時補充

水源與堵漏措施，將會造成井噴或卡鑽事故。為兼顧產能與目標深度，目前採取遭遇

漏漿時立即停泵起鑽，緊急調配運送水源至井場，並實施暫時性堵漏作業，由於暫時

性堵漏作業必須待井漏工況確實排除後才能繼續下鑽鑽進，因此排除井漏之工況所需

時間通常耗時較長。 

 
（請以兩頁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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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 研究背景 

地熱為淨潔之再生能源，發電技術成熟且已商業化，自 1960 年代起蓬

勃發展，迄今已有廿餘國擁有地熱發電廠，全世界地熱發電裝置量以平均

每年 6.2%成長(Lund, 2005)。根據 IGA (2014)的統計，全球的電裝置容量已

達 11,700 MWe，較 2013 年裝置容量成長了 530 MWe。地熱專家預測，由

於相關技術將持續精進，因此未來地熱發電的成本將持續下降(Fridleifsson, 

2001)，成為所有再生能源中投資成本最低的。美國、菲律賓、墨西哥、印

尼、日本、紐西蘭、冰島等地熱發電先進國家，其發電裝置容量具相當規

模，發電成本已與一般電價接近，加上供電品質穩定，對舒緩尖峰用電壓

力助益很大，為極佳之替代再生能源。以環境保護角度觀之，地熱發電所

釋放之二氧化碳及硫化物遠比其他火力發電為少，對環境影響之衝擊相對

較低，國內蘊藏地熱資源豐富，應該加以重視並積極開發利用。 

利用再生潔淨能源來發電已是世界各國明顯的發展趨勢，地熱能源是

所有再生能源中最有效率且低成本的項目之一，全球的地熱能源的開發與

發電技術的研發也正蓬勃發展當中。我國位於太平洋火環帶，具備開發地

熱發電的先天優勢條件，為配合全球的趨勢發展，政府在研擬「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階段，即已明列地熱發電為再生能源發展的一環。除了展開相

關政策制訂之規劃與檢討之外，並在 95 年度啟動了清水地熱區的地熱發電

潛能評估與電廠籌設的前期技術研發與規劃工作。「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在 98 年 6 月立法院通過後，為改善發展再生能源的投資環境，再生能源躉

購電價目前已在 99 年 1 月 25 日公告並定期修訂之，預估未來相關的法案

與措施逐漸完備後，可有效促進民間企業投入發展各種再生能源產業的意

願。 

台灣本島除大屯火山區屬火山型地熱，餘皆屬裂隙熱水型地熱，雖具

備溫度條件，但對於蘊藏量與分布範圍仍須進一步調查與研究，方有利於

地熱能源與發電的永續經營。國內過去曾於 1981 年在宜蘭縣的清水地熱區

建構一座 3 MWe 先驅試驗發電廠，由台電公司負責電廠運轉試驗、中油公

司負責地熱井場管理。該發電機組為單閃發蒸汽發電方式，僅利用地熱總

產量中 10~20%之蒸汽，大量之高溫熱水則排放未用，因供汽條件(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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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未能滿足發電機規格，發電效率始終偏低。清水地熱區因地熱產量逐

年衰減以致發電量亦隨之遞減，於 82 年 11 月停止發電試驗，累計運轉時

間長達 12 年有餘。產能衰減原因主要為未充分掌握儲集層特性，生產過程

未達最佳生產管理及過度生產造成生產井結垢所致。為開發我國地熱發電

產業，除政策之鼓勵措施外，在資源調查與開發技術方面亦應著墨，除針

對過去地熱產能不穩定性的問題，開發相對應的技術外，亦應積極投入潛

能區的資源調查評估工作。此外，深層地熱發電為未來地熱能源的開發區

式，我國應盡早投入相關研究，以符合 2030 年地熱發電裝置容量 250MW

的政策目標。 

 (二)研究目的 

本年度計畫延續 99-101 年度執行的「地熱能源永續利用及深層地熱發

電技術開發」計畫執行成果，從技術面及政策面具體促進我國傳統地熱發

電的實現與永續利用之達成，並逐步展開國內深層地熱開採技術發展與發

電潛能評估等工作。計畫研究目的如下： 

1.地熱發電與其它再生能源項目相比，具有不受天候影響、可作為基載

電力的優點。全世界地熱發電以平均每年約 6 %的速率成長，地熱專家

預測，由於相關技術持續精進，未來地熱發電的成本將持續下降，將

是所有再生能源中投資成本最低的。如何擷取地球深部的熱能並將其

轉化成電力，是目前國際上探討地熱發電的前瞻議題，如歐盟 Soultz 

Hot Dry Rock 計畫、美國能源部 EGS 計畫。台灣深層地熱(3000-5000m

或更深)具有 GWe 級之發電潛能，若能有效開發利用，不僅能大力挹助

國內的電力與經濟成長，並可降低對進口石化燃料的依存度，減少溫

室氣體的排放。台灣地區缺乏傳統能源，但擁有豐富的地熱能源，若

能突破關鍵之開發條件，估計傳統地熱將具有近 1000 MWe 之發電潛

能；若考量 3000-5000 公尺的深層地熱能源，則有數個 GWe 的發電潛

能。若能將此清潔的地熱能源加以開發利用，對能源之自主性、二氧

化碳減量及環境保護等均將產生重大效益。 

2.地熱資源開發初期將遭遇投資成本高、資源不確定性高的問題，為加

速我國地熱資源開發，本計畫從資源探勘與評估、人工儲集層工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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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與地熱資源調查與產業推廣等三方向著手，透過資源探勘技術的研

發提升對地熱資源的掌握度、人工儲集層工程技術研發解決火山型地

熱酸腐蝕問題及變質岩區地熱結垢問題，進行潛能地熱區資源調查以

建置我國地熱資源資料庫為目標，從技術研發與資源調查兩方面進

行，加速我國地熱開發腳步，達到我國地熱發電再生能源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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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應用之情境  

(一)應用情境與衍生之技術需求 

1. 地熱專家決策輔助系統 

(1) 地熱概念模式建立往往需整合地表地質資料、地球物理調查、地

球化學分析、鑽井與產能測試等資料，以獲得一個較合理的地熱

概念模式。為整合不同特性資料及其在空間中的位置資訊，本計

畫研提地熱專家決策輔助系統，透過不同特性調查資料在空間中

的分布情形，提供地熱概念模式的重要參考資訊。 

(2) 地熱專家決策輔助系統除可將不同特性資料以三度空間的方式

展現以外，亦增加發電潛能評估的蒙地卡羅統計分析模組以及串

連 TOUGH2 模擬軟體的相關模組，提供更完整的分析工具，以

加速我國地熱發電產業。 

2.地熱流體傳輸四維成像技術 

(1) 地熱流體成像技術乃利用地熱流體經過地層裂隙後產生流動電

位與電阻變化的特性，透過精密量測系統的開發與三維數值逆推

所獲致的不同時間切片圖，以精確估計裂隙分布位置的變化，可

提供地熱蘊藏潛能評估與地熱田監測的重要參考資訊。 

(2) 地熱流體成像技術將開發一套可同時量測自然電位與人工電位

的自動雙工監測電探系統，運用於地熱田環境上，以既有的金屬

井孔為線性場源，可突破解析度與探測深度無法兼得之限制，提

升國內地熱資源開發能力。 

(3) 自動雙工監測電探系統可依不同之探測目的需求，提供適度的資

料收集與電極配置模式變更，除了應用於地熱開發與監測上，亦

可多方面應用於海水入侵、地下水污染、邊坡滑動面監測等領域。 

3.耐酸蝕井管金屬材料技術 

(1) 針對特定區域的地熱環境，除了高溫之外，水質亦處於極酸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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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因此地熱發電所使用的金屬管件及閥件，必須是具備耐酸蝕

的特性。已知的金屬材料中，鈦合金、Inconel 或是 Hastelloy 雖

然具有極佳的抗蝕能力及機械強度，但是成本極高。在兼顧成本

及材料特性的考量下，開發適合於高溫環境下的抗蝕鍍層成為本

計畫的重要項目之一。 

(2) 含鉻合金由於表面會形成一層鉻的鈍化膜，阻擋腐蝕介質的浸

入，當鎳鉻合金鍍層中鉻含量超過 20％時，其表面形成的非晶態

鎳鉻合金結構具有較高的抗腐蝕性。在金屬材料表面沉積一層含

鉻鎳合金，能提高基材抗腐蝕性，甚至優於含鉻量近似的不鏽鋼。 

(3) 在金屬基材表面形成陶瓷鍍層的修飾，在合金表面生成緻密的腐

蝕產物保護膜，如含矽化物或 Al2O3的陶瓷膜，來增加抗氯離子

及強酸之侵蝕性，同時提高鍍層之抗刮耐磨強度。透過高分子層

降低外力對陶瓷層的衝擊。 

 (二)專利佈局說明 

1.抗腐蝕技術 

為了解決大屯火山地熱開發之強酸腐蝕問題，開發低成本耐酸腐蝕

材料為本技術之重點。鑒於過去以塗料方式進行，生產井的抗腐蝕

無法達到抗刮的效果，使防蝕能力大打折扣。未來在專利布局方向，

將朝抗蝕複合鍍層、複合沉積設備設計(大型地熱管件)及抗腐蝕複合

鍍之製程等方向規劃。在產業方面，除地熱發電與溫泉產業外，將

布局至電鍍產業、化學產業及石化產業等方向。 

2. 四維地熱流體監測技術 

掌握地熱流體為地熱開發最重要的工作，為充分掌握地下地熱流體

分布，本計畫研發整合地熱探勘井與地表量測的分析方法與硬體設

備，以獲得高解析度的分析資料。由於地層流體的電位訊號較微弱

且監測與量測的距離較長，遠距離傳輸電路雜訊能量與量測所得之

電位能量大小相似，使得真實地層電位訊號被傳輸電路雜訊掩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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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判斷。因此，本計畫研發主動式放大電極之構想，提出「用於

分離地層電位訊號及量測電路雜訊之電子裝置」之專利申請。 

(三)產業化佈局 

1.本計畫所開發之地球物理併合成像技術、微地震監測技術、結垢抑制

技術與模擬技術，未來將以地熱電廠開發為主要的產業佈局方向。其

中，地球物理併合成像技術、微地震監測技術與模擬技術未來還可朝

二氧化碳捕獲封存、溫泉開發等方面佈局。 

2.耐酸蝕塗料及合金技術除應用在酸性地熱發電產業外，未來將朝營建

業、電鍍、管線製造、化學工業及石化等產業發展。 

3.地熱專家決策輔助系統除可應用在地熱概念模型建置外，未來可朝二

氧化碳捕獲封存、石油探勘產業及汙染場址調查與整治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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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執行情形  

(一) 計畫實際執行內容 

1. 實際工作內容與進展說明 

本計畫高效能地熱發電技術研發為期三年度的第一年，各重要工作項

目之完整執行成果請參考本報告附件二至附件九，根據本年度工作架構主

要可分為評估與開發技術研發、資源調查與評估、產業推廣與國際合作三

大項，各項工作執行內容與進度如下： 

1.1 評估與開發技術研發 

大屯火山區為我國最具傳統地熱開發潛能之地區，過去雖有許多地

熱調查研究資料，但大部分集中在國家公園範圍內、且地熱流體之酸性

高，開發困難。為加速我國地熱資源發展，本年度計畫在技術發展部分

選擇專家決策輔助系統及耐酸腐蝕技術進行發展，以順利開發我國地熱

發電潛能最高之區域。 

1.1.1 專家決策輔助系統 

本工作項目為完整且正確地呈現地熱概念模型，並建立屬於國內的地熱

評估技術，持續蒐集廣納所有不同性質的地熱相關研究資料，包含地球

物理、地球化學、地質、地形、鑽探資料等，以數值資料庫的形式保存，

提供完整之知識庫系統給三維模型建置系統，彼此交互驗證，提高地熱

概念模型的可靠度。 

除建置完整的資料知識庫，在實用進階仍需靠視覺化三維數值分析功能

協助，才能有效發揮輔助決策功能。因此，同時規劃二、三維資料連動

展示、參數特性分區及空間體積估算等功能，結合影像金字塔功能提昇

顯示效率，建立高度客制化之地熱專家輔助決策系統。期能兼顧準確且

快速的獲得各目標岩層的空間分佈與平面位置，協助地熱評估專家架構

地熱概念模型及提供正確的輔助決策建議，進而順利完成評估目標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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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開發潛能以及合適的開發場址之任務。 

以下將分別針對地熱專家知識庫更新與維護以及三維數值視覺化分析

技術執行進度進行細部的說明。 

1.1.1.1 地熱專家知識庫更新與維護 

大屯火山地區與地熱資源探勘相關研究報告與資料，每年仍舊持續增

加。本項工作持續進行計畫區研究報告文獻更新，並納入資料庫。其

中包含 104 年度在研究區內完成的反射震測資料；大屯山地熱區的土

壤氣體採樣分析結果外，此外，另一重要資料是已於本年度完工之地

熱探勘井鑽鑿工程所得到的資料，包含探勘井的產能測試資料，以及

孔內溫度/壓力曲線、孔隙率、震波速率、地球化學分析、岩心記錄、

薄片分析、大地應力分析資料等，將會是評估研究區地熱蘊藏量與發

電潛能之重要依據，目前四磺子坪一號井的井測工作仍然在進行當

中，本節將依現有收錄之工作成果進行說明如下。 

(1) 地球物理資料 

104 年度曾在研究區內以計畫探勘井為中心，進行兩條近似互相垂直

的反射震測測線施測(見圖 1)，本年度沿著相同測線位置，但利用不

同方向的布線方式，使用不同震源及間距以提高解析度，與去年成果

進行對比，其成果如圖 2所示，相關成果與震測資料同步納入專家知

識庫中。 

(2) 地球化學資料 

104 年度針對大屯火山地區的土壤氣體採樣分析，在大屯火山群內進

行 5 條測線共 46 個採樣量測點，將較具有地質代表性的資料繪製在

數值地形模型圖上，包含二氧化碳逸氣通量(soil CO2 flux)、二氧化碳

碳同位素 (13C/12C)、氡氣濃度 (Radon)以及過量氦氣濃度 (excess 

Helium)。數值地形模型圖中的地體構造位置：山腳斷層和唭哩岸線

型以藍色線標出，四磺子坪地熱井位(E303)，熱液換質帶以粉紅色區

塊表示。針對大屯火山地區的土壤氣體採樣分析結果，除氦氣濃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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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成三類如下: 

(a) 土壤氡氣濃度(Rn) 

調查結果顯示，土壤氡氣的變化巨大由 300 至 37,000Bq m-3，平

均值為 9,600 Bq m-3。在線形構造以及北投區亦出現高值，但有些

高值並不是出現日前已判定的地表構造上，這些地區值得我們在

未來去探討其高氡氣濃度之原因(見下圖 3)。 

(b) 二氧化碳逸氣通量(CO2 Flux) 

樣本分析結果顯示，二氧化碳逸氣通量變化由最小值 1 g m-2 d-1

至最大值 196 g m-2 d-1，平均值為 24.5 g m-2 d-1。由圖 4中顯示高

於平均值的點位分佈和熱液換質帶以及唭哩岸線型相關。由於通

過山腳斷層的測點不易到達，導致測量點較少，使得結果並未能

表現出山腳斷層對於土壤氣體的影響。整體而言，在研究區西南

邊的北投地區較東北邊的金山地區具有較高的逸氣通量，最高值

出現在硫磺谷地區，該區域為一地勢較為低漥的谷地並有斷層通

過，谷中散佈著許多大大小小的噴氣口，地表也滿是被火山氣體

高溫所強烈換質過後的白色高嶺土，暗示著硫磺谷地區下方可能

存在一破裂面，提供了通道使深源的火山氣體得以順暢地遷移到

表面逸散出來。 

(c) 二氧化碳_碳同位素比值(
13C) 

由碳同位素 (13C)氣體的比值 (13C/12C)結果可以提供氣體的來

源，岩漿來源的氣體同位素比值介於-4 至-9 ‰；生物作用來源之

同位素值範圍從-15 到-26 ‰。因此，結合二氧化碳逸氣通量和碳

同位素空間分佈圖，可指出高二氧化碳逸氣通量的氣體是由火山

來源氣體所提供，見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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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鑽探井錄資料 

本年度於四磺子坪探勘鑽井，規劃鑽鑿深度由 600 公尺開始繼續往下

加深，目標深度是 1300 公尺，已取得之岩心深度為 732.42 至 733 公

尺、853 公尺至 863.5 公尺、968 公尺至 971.5 公尺、1269 公尺至 1272

公尺(見圖 6)，目前已完成岩屑觀察與岩心鑑定工作。岩屑觀察為每

5 公尺取一次岩屑，洗淨待乾燥後放入岩屑盒中保存。觀察時將記錄

其深度、岩色、岩類、組織、特殊礦物與備註、風化與地質現象以及

岩屑形狀，並將結果以柱狀圖形式表示，如下圖 7所示。 

岩心鑑定方面則是根據岩石性質、不連續面和其他備註欄進行描述，

其中岩石性質包含顏色、結構、沉積構造、岩理(組織)、風化情況以

及換質作用/銹染。不連續面包含其種類、角度、粗糙度和充填物等

項目進行記錄，岩心鑑定成果將如下圖 8所示。最後在岩石礦物組成

鑑定方面，則是盡可能在重點深度部位將採集之岩屑或岩心磨成薄片

觀察(見圖 9)，以了解岩層的礦物組成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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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4 年度研究區反射震測剖面示意圖 

(A 剖面為西南-東北向，B 剖面為西北-東南向，X 為探勘井位置) 

 

 

圖 2、105 年度研究區反射震測剖面示意圖 

((1)為 105 年度測線分布，(2)為測線所對應之地質剖面，(3)為震測

資料判釋結果) 

 



12 
 

 

圖 3、研究區土壤氣體氡氣濃度分布示意圖 

 

 

 

圖 4、研究區土壤氣體二氧化碳逸氣通量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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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研究區土壤氣體碳十三同位素通量比值分布示意圖 

 

圖 6、四磺子坪一號井岩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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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鑽井岩屑描述分類結果 



15 
 

 

圖 8、岩心鑑定分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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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光學薄片岩石礦物組成鑑定圖 

1.1.1.2 潛能評估與分析資訊化技術 

前期計畫已完成包含大部分資源調查評估相關工作，例如地質、地球

物理、地球化學、地下水文調查，其評估成果已匯入系統中建立空間

資訊，以協助地熱概念模型建立。部分已開發之輔助決策功能，包含

地籍空間資料套疊、三維參數模型視覺化展示、虛擬井位規劃、參數

特性分區及空間體積估算等功能，並結合影像金字塔功能提昇顯示效

率。本期計畫工作重點著重於提供地熱開發目標區蘊熱潛能評估，以

及三維模型與後端分析工具之銜接。完整的地熱專家決策輔助系統規

劃功能如圖 10所示，執行成果說明如下 

(1) 三維數值視覺化分析技術 

A.體渲染技術 

體渲染技術(Volume Rendering Technique)又稱為體繪製技術，為

一用於表示離散三維採樣資料集的二維投影技術，普遍使用在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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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斷層掃描方面；一般的斷層掃描便是一張一張拍攝二維平面影

像，若將這些平面影像按照順序堆疊起來，便可集合建立一個三

維的影像體素資料。而體渲染技術就是一種新型繪製這種三維影

像資料的技術，透過計算使用者視角中，由材質累積至眼睛的顏

色與視覺強度效果，依據每個體素三軸的灰階梯度及其介面係

數，進行繪製。其優點相較於傳統三維繪製方法，不需要以多邊

形架構當作中間介質，擁有較高的繪圖彈性以及混合資料展示辨

別能力。圖 11為本系統原先採用的傳統三角網格等值面繪圖結

果，與體渲染技術繪圖結果比對圖。體渲染技術明顯具備漸層透

視感的視覺化效果，對於地熱專家輔助決策系統，將有助於提昇

三維數值視覺化展示精緻度，利於釐清不同材質的空間關係，後

續也可做為改進目標體積與儲熱潛能估算之參考依據。 

B.三維虛擬曲面模型建置功能 

本系統所開發之三維斷層曲面模型功能，可提供使用者一虛擬地

質構造模擬解釋功能，利於進行地質構造解釋視覺化展示，亦可

輔助震測解釋層面，或鑽井岩心層面判釋結果進行比對或模擬展

示。操作方法由使用者依據地表調查或地物資料解析結果，於二

維電子地圖上進行初始位置點選，再採用拖曳的方式進行調整。

決定虛擬斷層地表分布位置後，進一步進行斷層傾角及延伸深度

設定。系統將依據輸入的傾角資料，自動計算並於三維展示系統

中，繪製出一虛擬平滑斷層面，該曲面具有十個可調整之節點，

可透過側向投影功能，調整斷層曲度並回饋至三維展示系統中，

以達成虛擬斷層曲面建立之目的。圖 12為一演示案例，依據鑽井

位置的地層剖面圖，進行鄰近三個斷層面模型模擬，由圖中可見

三維斷層曲面模型結果，可與地質構造剖面圖良好吻合，便於後

續鑽井資料與構造對比。 

(2) 統計模擬蘊熱潛能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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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地熱開發先進國家，在進行地熱蘊熱潛能評估時，經常採用蘊

藏熱能法(Stored Heat Method)。本計畫擬參考紐西蘭進行蘊熱評估

時，所採用之計算公式(SKM, 2008)，並假設熱液型地熱系統於封閉

地層壓力時，均以液態存在且無蒸汽儲熱量，故其總熱蘊藏量表示如

下， 

 (1) 

其中，Q 為總蘊藏熱(MJ)，Qr 為岩石儲存熱，Qw 為水儲存熱。若將

(1)式細項展開如下， 

  (2) 

其中 A 為儲集層面積(km2)；h 為儲集層平均厚度(km)； 為儲集層溫

度下岩石比熱(kJ/kg/℃)； 為岩石密度(kg/m3)；∅ 為岩層孔隙率；

為儲集層液體體積百分比(飽和狀態下=1)； 為儲集層初始溫度

(℃)； 為基準溫度(100 ℃)； 為儲集層溫度下水之熱焓(kJ/kg)；

為儲集層基準溫度下水之熱焓(kJ/kg)。 

發電潛能便能依據總蘊藏熱(Q)進行推估，其計算公式如下 

 (3) 

其中 E 為發電潛能(MWe)；Rf為熱源回收率；Ec為能源轉換效率；F

為電廠運轉率；L 為電廠壽命。 

本工作項目採用統計模擬方式，又稱為蒙地卡羅法(Monte Carlo 

method)，透過機率的概念運用電腦大量運算試驗中事件發生的概

率，對影響可靠度的隨機變數進行大量隨機抽樣，並將抽樣結果代入

功能函數式，來確定最終運算。該功能操作界面設計如圖 13所示，

使用者則能針對各個參數，設定參數分布上下界，而非單一假設數

值，進而針對所有可能參數進行機率運算分析。本系統目前可提供常

見之機率分布：常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或三角型分布(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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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未來仍可視特定需求增列，且可依據機率分布參數特

性，推估不同參數的信賴區間，最後依據不同信賴區間的結果計算平

均值，同時提供發電潛能評估參考。 

(3) 數值模擬分析流程串聯 

本項工作之目標為連結本系統三維資料模型與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國

家實驗室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所主導開發之

Transport of Unsaturated Groundwater and Heat 2(TOUGH2)程式。該程

式為一裂隙多孔介質中的非等溫多相流模擬軟體，可計算岩層間流體

傳輸行為，所需輸入之岩性參數除了必要的格點設置外，還可包含密

度、孔隙率、滲透率等，而模擬結果輸出參數，則包含地下水溫度、

壓力、流量等。然而 TOUGH2 運算操作模式為指令文字界面，缺乏

直覺的視覺化展示界面，雖有商用格點建置軟體可以支援格式，但仍

需耗費時間與人力，額外重新依據場址建立運算網格，若能藉由本系

統產出運算所需使用之輸入資料檔，將有效簡化流程並提昇效率。 

由於 TOUGH2 輸入資料類別及所需參數繁多(如表 1)，僅憑本系統

所建置之參數模型，尚無法完整含括所有參數選項，故功能開發的目

標率先針對 TOUGH2 必要輸入參數(表 1中*星號所標示之欄位)，如

網格空間配置、網格空間連結性、熱源或指定起始條件設置等進行開

發。本年度執行成果已完成上述模型對連結 TOUGH2 輸入格式開

發，操作流程首先選定系統中已建置之目標參數網格空間配置以及網

格空間連結性，直接產出符合 TOUGH2 輸入格式之檔案(圖 10)。 

其次，配合所開發之三維虛擬曲面建置功能，考量斷層與周遭岩體的

差異，可能做為構造封阻或流通管道，故進行網格加密功能開發。針

對三維模型中斷層所截切之網格位置，採取縮小網格間距及增加網格

數量設定，並標記為不同岩性，以提供 TOUGH2 進行模擬之網格配

置。以下為一示範案例，圖 15中深藍色平面為模擬之斷層面，半透

明淺藍色與淺綠色經半透明曲面為低電阻等值面，而紅色粗線段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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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井柱。系統可自行判斷模擬之斷層是否與網格交集，並將所交集的

網格進行格點加密及標示岩性類別。若以支援 TOUGH2 格式之第三

方軟體(TIM, Yeh et al., 2013)進行格式驗證，展示如圖 16所示，該程

式可正確辨識及讀取本系統所輸出之何式，且斷層截切過之網格已經

局部加密並標註不同岩性(紅色)，可據此岩性類別個別設定滲透率，

以提供給 TOUGH2 進行熱流模擬運算進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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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地熱專家決策輔助系統功能一覽表 

說明：黃色框標示今年度所執行之功能開發項目，其餘白色框則為已開發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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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傳統三角網格與體渲染技術繪圖結果比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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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TOUGH2 輸入資料表 

類別 內容及功能 

TITLE (first 

record) 
one data record (single line) with a title for the simulation problem 

MESHM optional; parameters for internal grid generation through MESHMaker 

ROCKS hydrogeologic parameters for various reservoir domains 

MULTI 
optional; specifies number of fluid components and balance equations per grid 

block; applicable only for certain fluid property (EOS) modules 

SELEC used with certain EOS-modules to supply thermophysical property data 

START optional; one data record for more flexible initialization 

PARAM computational parameters; time stepping and convergence parameters;  

DIFFU diffusivities of mass components 

FOFT optional; specifies grid blocks for which time series data are desired 

COFT optional; specifies connections for which time series data are desired 

GOFT optional; specifies sinks/sources for which time series data are desired 

RPCAP optional; parameters for relative permeability and capillary pressure functions 

TIMES optional; specification of times for generating printout 

*ELEME list of grid blocks (volume elements) 

*CONNE list of flow connections between grid blocks 

*GENER optional; list of mass or heat sinks and sources 

INDOM optional; list of initial conditions for specific reservoir domains 

*INCON optional; list of initial conditions for specific grid blocks 

NOVER 

(optional) 

optional; if present, suppresses printout of version numbers and dates of the 

program units executed in a TOUGH2 run 

ENDCY  

(last record) 
one record to close the TOUGH2 input file and initiate the simulation 

ENDFI 
alternative to “ENDCY” for closing a TOUGH2 input file; will cause flow 

simulation to be skipped; useful if only mesh generation is desired 

(*註記為必要輸入內容。節錄自 TOUGH2 USER’S GUIDE, VERSION 2.0，Pag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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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三維斷層曲面模型建置功能演示案例 

說明：(a)圖中的紅框為選定之目標區域，紅、藍、綠線分別標示斷層線分布位置；(b)為

目標區域中的地質縱剖面圖；可依據 (b)的斷層走勢進行三維斷層曲面模型建置。 

 

 

圖 13、蒙地卡羅法蘊藏熱能發電量評估功能與操作界面 

說明：左側視窗展示統計分析數據。右上圖為發電量評估結果。右下圖為各參數設定範圍

與機率分布模式選取，黃色資料格為可修改參數，紅色資料格為不可修改之展示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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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系統產出符合 TOUGH2 格式之部分檔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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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模擬斷層面與低電阻等值面分布圖 

說明：圖中深藍色為模擬斷層面，半透明藍色與綠色曲面則為使用案例等值面，

紅色粗線段為虛擬井柱。 

 

 

斷層頂部網格配置橫切面 斷層底部網格配置橫切面 

  
圖 16、斷層截切位置網格加密示意圖 

說明：本系統依據斷層分布位態，選取斷層截切網格(紅色)進行格點加密，並各

別標示註記不同岩性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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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地熱田開發關鍵技術 

1.1.2.1 地熱流體成像技術 

當地熱流體生產時會造成流動電位，同時使地層導電率發生變化，地

熱流體成像技術透過自動電位與地電阻監測系統對地熱場進行精密的量測

與監測，利用三維數值逆推以獲致的不同時間切片圖，可精確估計裂隙分

布位置的變化，以應用在地熱資源的開發與監測管理上。本計畫規劃三年

時程，透過發展相關理論推導與電腦程式之模擬，並進行量測系統設計與

開發，研發一套符合地熱田場址流體成像與監測所需之技術。第一年(104

年)已完成相關理論推導與電腦程式之模擬，本年度(第二年)則進行量測儀

器系統之設計與開發，建置一套可適用於地熱流體監測工作的儀器軟、硬

體系統，並建置大型砂箱槽體進行儀器功能測試與砂箱實驗，以提供後續

第三年度進行野外現場測試與應用可行性研究。 

(1) 自動雙工監測系統開發 

本年度計畫完成一套符合地熱田場址流體成像量測與監測所需，可同時

進行自然電位(Self-potential，簡稱  SP）與地電阻影像剖面(Electrical 

resistivity tomography，簡稱 ERT)法的連續量測儀器系統。自然電位法接

收的是自然界地面以下地球本體就存在的電壓差，屬於被動源（Passive 

source）訊號。而地電阻影像剖面法則是在地表向地面下通入電流，另行

製造出一人工電場，並據此收集地表各處因該人工電場而反應出之人造

場電壓差資料，屬於主動源（Active source）訊號。 

自動雙工監測系統係使用同樣的電極、電纜與資料蒐集設備，將所量測

的混合電壓訊號中進行主動源與被動源之訊號區分，並將分離後之資料

分別進行處理，將可大幅縮短野外物探作業時間，並可進行長時間的監

測作業，提昇對地下地質構造與流體運動之檢測能力。整體的自動雙工

監測系統包括儀器硬體的設計組裝與測試，以及監測系統的處理流程與

軟體設計開發，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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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雙工監測系統儀器硬體設計與組裝 

雙工監測系統之硬體儀器主要包含了直流電源供應器、主動源電流電

極切換迴路、被動源類比電壓資料擷取裝置三大部分。另外，為使進

行被動源電壓紀錄工作時，可以有效率地抑制雜訊、提升信噪比，設

計使用類比訊號電壓放大迴路。而考量野外現地之觀測，由於戶外環

境易受落雷襲擊，於被動電壓類比輸入端則加裝防雷迴路。前述電源

供應器、電流電極切換迴路、資料擷取器等三大部分屬於必備裝置，

而電壓放大迴路與防雷迴路則可視實測場地之需求與否，適時地裝

載。 

電源供應器部分，考量一般直流電阻法施作情境，選用功率達 200 瓦

之單組輸出供應器，其最大電流可為 1 安培。 

資料擷取器部分，為一可程式化多波道之監測記錄器。紀錄器可透過

遠端進行控制，方便使用者可於遠地室內，透過電腦程式軟體控制資

料擷取硬體卡，抓取由感測器量測之電壓訊號。精確度方面為 24 位

元類比數位訊號轉換模組，使得電壓量測之精確度至少可達微伏等

級。 

上述電源供應器與資料擷取器兩部分硬體由於市面商用模組已經極

為常見，在執行時效之考量下，係由本研究進行整體原型設計，再委

託廠商依研究結果與需求供應硬體，進行客製化的組裝。 

電流電極切換迴路、電壓放大迴路與防雷迴路等部分，則為本研究進

行開發與設計之重點。電流電極切換迴路為以 16 通道之電極自動切

換模組為基礎，可視測勘設計需要進行倍數擴充，並由使用者設定電

流與電位極位置，最大可同時接收 80 組通道之量測資料。 

本計畫完成相關迴路中之電路系統設計與開發，其開發成果與過程之

記錄如圖 17所示，說明如下：照片 A 為類比電壓放大電路圖、照片

B 為手動電流切換電路模擬板、照片 C 為電流電極切換運作時紀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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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曲線，照片 D 為多波道電壓電極收極模板、照片 E 為電流電極

切換用簧片繼電器電路板、照片 F 為電流電極切換用固態繼電器電路

板、照片 G 為自動電流切換電路模擬板、照片 H 為雙工監測系統電

路架構概念圖、照片 I 為多波道自動電流切換電路測試情況、照片 J

為地下地層等效電阻物理模擬板、照片 K 為電流切換電路作業電腦

板。 

 

 

圖 17、雙工監測系統研發過程中各類電路設計及試驗品照片 

完成組裝之監測系統如圖 18，圖中 A 為電流電極切換迴路系統，B

為直流電源供應器，C 為電壓資料擷取系統。其主要規格為：資料採

集系統為 Linux 系統的可程式化自動控制器，內建網路，可全時傳輸

與即時監控。A/D Converter : 24 bit，輸入電壓範圍±10V，最大輸出

電流 1 A，功率 200W，電壓量測的精確度:10-6 V ，多通道發射電流

電極自動切換模組，最大可達連接 80 波道，且具防雷擊功能。本雙

工監測系統可結合傳統地電阻剖面施測陣列或多重電極陣列配對，進

行野外現場的電極排列，也可適應各類探測目的（如地熱開發、海水

入侵、地下水污染、邊坡滑動面等）之需求。此雙工監測系統具備遠

端控制能力，更可透過不同時間之地電阻影像剖面結果分析比較，得

出地下電阻率隨時間或雨量、溫度、流體含量等因素影響所造成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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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另外，自然電位之監測亦可分析地下電場源隨時間之改變。結合

此兩項地下電性構造探查技術在同一時間所採集的數據，可具體提高

野外現場所調查資料的數量，於後續地下電性構造之解算，可以有效

率且同時地擁有兩種數據進行分析，提高電性模型的可信度。 

 

圖 18、組裝完成之雙工監測儀器系統 

B. 雙工監測系統軟體開發與設計 

雙工監測系統之具體監測作業流程如圖 19，包含了：(一)測線位置

規劃與非極化電極埋設；(二)SP 及 ERT 觀測設備參數設定，包括電

流電極放電排列順序、電極放電時間序列排程、資料壓縮及回傳程

序；(三) SP 及 ERT 觀測資料收集；(四)將所收集的數赫茲(Hz)至數十

赫茲高頻率之 SP 及 ERT 混合資料，進行資料格式轉換程序，以便分

離 SP 與 ERT 混合信號；(五)將分離後之資料分別進行反演算處理，

ERT 資料經逆推後可完成地電阻影像剖面，SP 資料則可繪製成各電

極每小時電位變化以及鄰近電極每小時電壓差變化之剖面，亦可另外

進行地下電流源分布之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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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自動雙工(直流電阻與自然電位)監測系統作業流程 

雙工監測系統主要之資料處理重點在於主動源ERT與被動源 SP混合

信號之拆離，分離後之資料則可運用市面上有許多 ERT 與 SP 資料逆

推的商用軟體進行處理。因此，本研究之軟體開發著重於建立主動源

ERT 與被動源 SP 混合信號之分離演算。 

主動源與被動源訊號分離演算法 

主動源 ERT 與被動源 SP 混合信號拆離之細部流程，詳如圖 20所示。

包括了數據平滑(data-smoothing)、背景擬合(background fitting)、主動

電壓拆解(active potential retrieving)等相關解算程式之開發，說明如

下： 

假設觀測到的原始電壓 V 時間序列中包括三個部分，即 

V=C+S+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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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 為人工源產生之電位，S 為地表原有之自然電位，N 則為各

式雜訊干擾。 

圖 20、自動雙工監測系統主動源與被動源訊號之計算流程 

演算方法係先利用對原始數據 V 進行五點移動平均的平滑化計算，

嘗試大量降低 N 對電壓訊號的干擾。然後假設背景自然電位 S 可以

用一四階多項式來擬合，再進而將平滑電壓數據扣除此四階多項式，

即可分別得出人工電位 C 與自然電位 S，完成兩者的拆離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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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然電位與人工電位之解算實例，如圖 21所示。圖 21的上圖為

220 秒的原始電壓 V 之實測訊號，此訊號同時混合有主動源之電壓

C 與背景自然電壓 P，雜訊 N 在此例中則相對地微量。中間圖為訊

號拆解後解算之主動源地電阻法某一對電位電極所接收到之電壓

訊號。下方圖則為同一對電位電極所測得之背景自然電壓。本案例

於前 110 秒為主動源地電阻法施測人工電場發射時之電壓變化情

形，後 110 秒則停止人工電場發射，系統自動切入自然電位法連續

監測模式所測獲之天然地表背景電壓。 

圖 21、自然電位與人工電位解算實例 

在上圖的案例中，具有三組不同供電電流極的人工供電循環，分別

出現在 0 至 40 秒間、40 至 80 秒間及 80 至 120 秒間，此三組供電

循環皆重複地送出了五回的開-斷方波訊號週期。透過重複放電的

過程，可將人工電位 C 精準地量測出來，也可因而得到其量測誤

差範圍。甚至在解算程序中，引入「去離群點」的計算步驟，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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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資料的信噪比。一旦解算出人工電位 C，則可對應地將 ERT

幾何參數，併入計算流程中，得出特定電流極與電位極條件下之視

電阻率值，供後續進行地層電阻率結構之逆推解算。 

(2) 砂箱實驗與雙工監測系統功能測試 

本研究透過先期數值模擬與大型實驗槽體的設置，模擬地熱場以鑽井金

屬套管為線源之情境，以瞭線源建立之電場對於目標物的解析能力，並

對所研發之雙工監測系統進行功能測試。 

A. 砂箱實驗槽體設置 

針對地熱流體監測所需，本研究模擬地熱場址設置一砂箱槽體，並設

計了一組電極陣列設置於大型砂箱實驗槽體內，以便於後續相關試驗

之進行，此一陣列設計上，主要採取了電流極與電位極相間的設置方

式，並結合井下電位極與地表電位極的觀測方式。砂箱實驗槽體與電

極陣列佈置如圖 22所示，槽體尺寸為長兩米、高一米、厚度 30 公分。

電極陣列包含了電流 C 極與電位 P 極，彼此相間排列，並同時分布

於井下與地表。在槽體中央則另行設置了一口金屬鋼管，以做為線源

發射電位極。土槽內部同時埋置有 PVC 管與金屬鋼環，分別做為一

個高電阻異常坑洞與低電阻異常體。 

 

金屬管(井孔)
電極

監測井與孔內電極

低電阻異常體

高電阻異常體

 

圖 22、砂箱實驗槽體與電極陣列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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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雙工監測系統功能測試 

利用上述砂箱實驗槽體之表面電極配置，本研究實際以所研發之雙工

監測儀器系統進行量測，以確認其對槽體內已知構造之解析能力，評

估與其功能與成效。同時，亦使用市面上常用的商用地電探測儀器

(Profiler-4, OYO)進行量測，比較兩者量測成果之差異。 

圖 23所示為分別使用商用地電探測儀器 Profiler-4(上圖(a))與本研究

之雙工監測儀器系統(下圖(b))所量測之視電阻率資料。由圖中顯示，

傳統地電阻陣列所能測獲之視電阻率數據極為有限(上圖(a)黑點)，相

較之下，本案開發的儀器可測獲極為龐大之數據點(下圖(b)黑點)。此

視電阻率資料為槽體電性特徵的綜合反應，需經過逆推運算，以顯示

為真實的槽體電阻構造分布。 

圖 24所示為經過逆推運算後之電阻構造剖面。由圖中顯示，傳統陣

列數據有限，故難以解析實驗槽體中埋置之低阻異常體 A 與高阻異

常體 B(上圖(a))。而本案開發之儀器數據反演後，可準確定位出實驗

槽體中所埋置之高、低阻異常體構造(下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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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砂箱槽體量測之視電阻擬似剖面圖 

(上圖(a)為 Profiler-4 儀器之量測資料，下圖(b)為本計畫雙工儀器之量測資料) 

 

圖 24、砂箱槽體之電阻構造剖面圖 

(上圖(a)為 Profiler-4 儀器之量測資料，下圖(b)為本計畫雙工儀器之量測資料，A 圓圈標示

為低電阻異常體位置，B 圓圈標示為高電阻異常體位置)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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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動式放大電極研發與測試 

由於地層流體的電位訊號較微弱且監測與量測的距離較長，常受到兩

種雜訊影響，此兩種雜訊包含背景雜訊與遠距離傳輸電路雜訊，背景

雜訊可以使用濾波器去除，遠距離傳輸電路雜訊因傳輸距離長且雜訊

能量與量測所得之電位能量大小相似，即使使用濾波器也難以完全去

除，使得真實地層電位訊號被傳輸電路雜訊掩蓋而不易判斷。因此，

本研究研發主動式放大電極，用於分離地層電位訊號及量測電路雜

訊。在電位差訊號在傳送至記錄器之前，先經過一訊號運算放大器，

將所得電位差訊號放大後輸出至訊號記錄器，便可區分出能量經過放

大的電位差訊號與未受放大之電路傳輸雜訊，同時有效地去除雜訊，

再將此訊號縮小回原始狀態，即實際量測之電位差訊號，降低遠距離

傳輸所產生的電路雜訊，還原真實量測所得之電位。 

本研究利用所建置之砂箱實驗槽體，對所研發的主動式放大電極進行

測試，實驗結果如圖 25，說明如下：於實驗槽內分別插入數根主動

式放大電極探針與一般電極探針後，開始記錄各探針所量得之電位

差。上圖(a)為使用放大電極，下圖(b)為使用一般電極之記錄結果。

其中，時段 A 係對槽體試樣通入強脈衝電壓訊號，確認兩種電極皆

可量得槽體內試樣對外加電場之反應，但一般電極((b)圖)的測量訊號

中，背景雜訊明顯遠高於放大電極((a)圖)。時段 B 則是對土壤試樣改

通以一顆三號電池之微弱電壓訊號，此時一般電極完全量測不到電池

的微弱訊號變化，但放大電極則明顯有電池碰觸土壤試樣時的電壓起

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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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主動式放大電極測試結果圖 

D. 井間地熱流體之解析模擬 

模擬地熱場以兩口金屬井孔為線源，兩井孔間具有一低電阻異常構造

體之假想情境，以瞭解低電阻異常體隨時間改變其所在位置與深度

時，人工線源訊號對其解析的程度。模擬模型中的低電阻異常構造

體，可比擬為地熱開發時流體存在的景況。 

圖 26所示為假設一背景地層電阻率為 100Ωm，其間有兩口相距為

200 公尺，長度達一公里深的金屬長直井孔，分別作為線源之高、低

電流極。地層內有一長、寬、高為 50m x 50m x 50m 的 10 歐姆米異

常體電阻率模型，當通以 500mA 的電流時，所建立之人工電場分

布。根據上述情境，我們模擬 10Ωm 低電阻異常體分別處於三種不

同位置、深度時的人工電位分布與於地表所量到的電場變化，結果如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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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圖 27所示的三個異常體位於（x，z）座標分別為（50，100）米處、

（0，200）米處、（-50，300）米處。此模擬情境可以比擬為右井位

於灌注上游區，而隨著灌注作業，流體不斷往左井移棲，並且逐漸往

淺部地層湧升。依據地表所量測得到的電場值（即單位長度的電壓差

值）顯示，低電阻異常體可以引起電場強度的降低，而隨著低電阻流

體由深部往淺部地層移棲時，電場變化益發明顯，甚至可以直接從電

場隨時間的變化，清楚判斷異常體所在位置的改變。 

 

 

圖 26、雙井孔線源模型與其所建立之人工電場分布 

(圖中顏色色階標示地層間之電位大小，單位為伏特；兩條黑色直線為長度

1km 線源；黑色方框表低電阻異常體，長、寬、高為 50m x 50m x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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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不同深度位置之低電阻異常體在地表各處所量測之的電場變化 

(曲線與低電阻異常體位置：紅色為距離-50m，深度 100m；黑色為距離 0m，

深度 200m 處；藍色為距離 50m，深度 300m）。 

此現象係由於外加兩長直線源在井間建立了一個均勻的人工電場，使

得一旦地層中的流體有移棲現象時，可以直接地反映在電場觀測上，

在目標體的定位上，相較於點源條件下的逆推解算顯得簡單許多。圖 

27中之電場差量之計算，皆是相對於地層的背景值，顯示連續監測工

作的重要性與必要性，透過即時連續的監測，地層背景值可以直接且

容易的求得，一旦流體產生時，將可即時由電場的變化瞭解其位置。 

E. 井下電極觀測模擬 

除了地表的觀測以外，近年來許多大地電場量測工作多已進展至井下

觀測，我們因此進一步地假想，地熱場址可以建構井下電極觀測陣

列。如圖 28所示，即為在水平-75 米處位置，鑽鑿一深 500 米之電位

觀測井，井間不同深度皆布置了電位電極，在與前述三種模型相同的

情境條件下，於井下各不同深處所觀測獲得之電位值。同前述地表觀

測情形相似，電位曲線之峰值分布幾乎可直接地反映低電阻異常體出

現的深度，且隨著低電阻異常體逐漸逼近觀測井所在之-75 米處（亦

即由藍至紅線之結果），電位變化越發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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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所示，則為同前述之情境與條件下，將觀測井設置於水平位置

25 米處的模擬計算結果，其中清楚地顯示低電阻異常體在觀測井兩

側，可引發出極性相反的電位變化。此一模擬結果再次確認了在線源

條件下，可簡單地根據電位異常分布定位流體所在之相對位置。同時

井下電極觀測之模擬，也強調了相較於地表電極觀測之優點。 

 

 

圖 28、井下電極對低電阻異常體於不同深處所量到的電壓值 

(井下電極位置於-75m 處，曲線與低電阻異常體位置：紅色為距離 -50m，深

度 100m；黑色為距離 0m，深度 200m 處；藍色為距離 50m，深度 3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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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距離 25m 處井下電極對低電阻異常體於不同深處所量到的電壓值 

(曲線與低電阻異常體位置：紅色為距離 -50m，深度 100m；黑色為距離 0m，

深度 200m 處；藍色為距離 50m，深度 300 m) 

 

(3) 結論 

本項技術研發完成了雙工監測系統之軟硬體設計與建置，其硬體部分

主要包括電源供應器、電流與電位電極迴路控制、資料擷取器等三大

部分。其主要規格為： Linux 系統的可程式化自動控制器資料採集系

統，內建網路，可全時傳輸與即時監控。24 bit A/D Converter ，輸入

電壓範圍±10V，最大輸出電流 1 A，功率 200W，電壓量測的精確

度:10-6 V ，多通道發射電流電極自動切換模組，最大可達連接 80 波

道，且具防雷擊功能。軟體部分則建立了雙工監測系統之作業流程與

資料處理流程，進行包括數據平滑、背景擬合、主動電壓拆解等相關

解算程式之開發，完成主動源與被動源訊號分離演算法之程式開發。

並透過大型實驗槽體，測試雙工監測系統與主動式放大電極之功能與

成效。 

根據雙工監測系統與主動式放大電極之功能測試結果顯示，雙工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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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有別於傳統的地電阻探測儀器，在相同的電極排列上，可獲取更

大量的量測資料，因此可更準確定位出地下異常電阻構造。而主動式

放大電極能有效量測到微弱的電位變化訊號。預期此監測系統將可結

合傳統地電阻剖面與自然電位探測技術，在同一時間進行資料數據的

採集，可具體提高野外現場所調查資料的數量，於後續地下電性構造

之解算，可以有效率且同時地擁有兩種數據進行分析，提高電性模型

的可信度與解析能力。 

從模擬地熱場設計之數值模擬結果顯示，藉由兩組直長金屬井為線源

所建立之電場，其對地熱流體移棲(低電阻異常)行為，可以直接從觀測

地表電場隨時間的變化，判斷流體移動所在位置的改變，相較於點源

條件下需進行逆推解算顯得簡單與直接，亦顯示即時且連續監測工作

的重要與必要性。若進一步使用監測井設置井下電極陣列，其具有更

加顯著的電位變化，並可根據電位異常分布定位流體所在之相對位置。 

 

1.1.2.1耐酸蝕井管金屬材料技術 

本計畫在耐酸蝕管材之研發方面以複合鍍層與雙層複合管材等兩種技

術同時進行。 

(1) 耐酸蝕複合鍍層技術 

在鍍鎳的基礎上添加鉻，鍍層中鉻含量不同，其性能有很大差別。含鉻

合金由於表面會形成一層鉻的鈍化膜，阻擋腐蝕介質的浸入，當鎳鉻合

金鍍層中鉻含量超過 20％時，其表面形成的非晶態鎳鉻合金結構具有較

高的抗腐蝕性。在金屬材料表面沉積一層含鉻鎳合金，能提高基材抗腐

蝕性，甚至優於含鉻量近似的不鏽鋼。另外以鎳鉻合金代替金屬鉻層，

使鍍層具有較高的耐高溫硬度。而鉻層在較高溫度會變軟。300℃時硬

度便開始下降，510℃鍍層已處於完全退火狀態。 

將三價鉻-鎳合金鍍在相對不耐腐蝕的黃銅基材上，以模擬地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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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0.76M，SO42-:0.29M，NH4+:0.42M 水溶液)的混酸環境進行 Tafel 腐

蝕電流試驗。由於微觀形貌上裂紋的存在與否影響抗蝕能力的高低，採

用最後一批經顯微鏡確認無裂紋的試片實測腐蝕電流密度。在溫泉水之

中再鈍化的現象並不明顯。平衡電位持續地下降暗示鍍層中的成份比，

可能隨著浸泡時間的拉長而有所變化。鍍層中 Cr 成份比與腐蝕電流密

度(icorr)的關係可見於圖 30所示，Cr 成份比在 15~40%之間對於最終腐

蝕電流(icorr)的影響並不太顯著，然而 Cr 成份比高出 40%之後，腐蝕電

流則有迅速爬升的現象。綜合以上觀察的現象推測，鍍層中除了鈍化阻

絕的機制之外，恐有其它的作用同時在發生：鍍層中的成份隨時間改變

暗示鍍層中可能有成份不均勻的問題，因而導致有如電池自放電一般的

加凡尼電流產生。氧化還原電位較高的金屬造成電位較低的金屬在電解

環境下溶出，也就抵消掉原本所應有的雙重防蝕阻絕的保護。而這個成

份不均的現象在 Cr 成份比愈高的鍍層中可能更加地顯著。由於鎳鉻合

金腐蝕電流密度大多落在 1*10-5A/cm2~1*10-4A/cm2的範圍，從目前的狀

態看來，較適合作為底材及陶瓷抗蝕鍍層之附著層。 

 

圖 30、、三價鎳-鉻合金中 Cr 的成份比與腐蝕電流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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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陶瓷結構，透過 Al2O3與 SiO2微米粉體混合塗佈於基材之上，經過

300℃以上的燒結，形成均勻的鍍層於基材之上。為增加鍍層在不銹鋼

(或黃銅片)上之附著力。基材表面先經過噴沙粗化處理。再根據不同配

比之 Al2O3 與 SiO2，分別製成底層陶瓷及抗蝕陶瓷。將試片以電化學 

(Tafel plot) 分析，陶瓷鍍層僅出現背景電流資料，顯示不發生腐蝕反

應。經過 21 天實地測試，沒有見到明顯的腐蝕點。如圖 31所示，僅有

側邊因保護之 epoxy 脫落，側邊無陶瓷層之不鏽鋼披覆之區域，因直接

接觸到地熱液體，出現發生腐蝕。多層結構陶瓷鍍層明顯有助於抗蝕。 

同步對相同之陶瓷鍍層進行鹽霧實驗評估，根據 ASTM  B-117 測試標

準，以 5% 鹽水進行測試。試片四周以蠟封，留下正中區域進行測試。

經過 734 小時，表面並未出顯任何腐蝕點(參見圖 32)。整體而言只要被

陶瓷鍍層保護的區域皆能抵擋酸性介質的侵蝕。 

但實際應用在熱交換器上，卻面臨機械強度不足的問題，部分區域在壓

力壓迫下發生碎裂現象，在接續研究中開始結合高分子材料，強化耐受

壓力之性質，提高其實用性。 

 

 

 

 

 

 

圖 31、陶瓷板材於實地測試中，測試面未曾受到酸性介質腐蝕，僅周邊因保

護之 epoxy 脫落，導致邊緣未披覆鍍層區域因裸露而產生銹蝕，圖中

黑色膜為測試時封住邊緣及背面之 ep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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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陶瓷鍍層進行鹽霧實驗評估，經過 734 小時，表面並未出

顯任何腐蝕點，圖中黃色殘痕為測試蠟封所造成，並非鏽斑 

 

矽氧烷聚合物具有高熱穩定性、低化學活性以及彈性等特點。這些性質

使得矽氧烷聚合物應用於耐蝕材料上有高度的潛力。本計畫嘗試利用矽

氧烷共聚物作為塗料，塗布於不鏽鋼管件上以增強其在地熱環境下之耐

蝕性。此方法能讓金屬材料在高溫酸性環境可靠度增加，其成本相對於

使用貴金屬管件也較低，對於提升地熱能開發之效益有顯著的幫助。在

耐蝕塗層開發上先製備交聯矽氧烷在做疏水性改質雖能得到耐蝕力佳

之塗層，在室溫下，樣品放置一週後，腐蝕電流仍只有 10-7 A，遠小於

304 不鏽鋼板的腐蝕電流(10-4 ~ 10-5 A)，證明經過一週後抗蝕塗料仍然有

效保護基材。但其成膜時的表面裂縫卻無法解決。因此，為減低塗層裂

縫情形發生，改以先製備疏水性矽氧烷共聚物，再讓其交聯形成網狀結

構。由於疏水性改質 DPhDMS 分子帶有較堅硬苯環官能基，利用 

ATPMS 較柔軟特性作為緩衝，再以 GLYMO 交聯應能得到較不易脆裂

之塗層(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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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高分子膜塗於不鏽鋼在模擬溫泉水中室溫下不同時間觀測之電化學腐

蝕電流  

(2) 耐酸蝕結構雙層複合金屬管材技術 

在酸性地熱流體中，氯含量超過 1,000ppm 且溫度超過 100℃，加上氧

氣的入侵會形成熱、氧化及氯氣同時存在的惡劣腐蝕環境，pH 值約為

1~1.3，長期浸漬在這種強酸環境，易對管件造成強烈腐蝕，而耐溫耐蝕

材料除了造價較高，克服管件配置過程中所造成的磨耗也是一大挑戰。

國外研究結果顯示在上述環境下鈦合金、鎳基合金(Inconel 625)、29-4 不

銹鋼展現較佳之抗腐蝕性(一般腐蝕、孔蝕及間隙腐蝕)；碳鋼、合金鋼、

316L 不銹鋼、鈷基合金則會產生輕重不等之腐蝕現象，地熱設備結構

金屬之腐蝕情形受地熱泉水成分及溫度的影響而有異，本計畫為因應以

上惡劣的使用環境，提出新型地熱井雙金屬管材之構想，於耐磨耗之管

材內以離心鑄造之方式結合耐溫耐蝕材料，以期克服目前地熱管材所遭

0 min,  

icorr= 5.2*10-9 A 

2 hr  

icorr= 4.5*10-9 A 

3 day  

icorr= 1.5*10-7 A 

7 day  

icorr= 3.7*10-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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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之困難，材料選用評估則為開發關鍵因素。 

由於國際上可應用於耐酸耐腐蝕之金屬材料種類繁多，並針對地熱環境

及可用於離心鑄造之成分進行評估，而後選定之內層材料使用 Hoganas 

1560-00 鎳基合金(以下簡稱 1560)；外層管件材料採用 SUS 410 不鏽鋼 

(以下簡稱 410)、S32205 雙相不鏽鋼(以下簡稱 2205)以及 NH48MV 非

調質鋼(以下簡稱金十字)。以對火山地熱可能遭遇的環境 (0.76M Cl- + 

0.29M SO4
2- + 0.42M NH+) 配置成 97%H2SO4(aq)+37% HCl(aq)+8.9g 

NH4Cl(s)之 400ml 混合酸溶液 pH 值<1，進行混合酸浸置模擬測試(浸

泡實驗及電化學實驗)，了解長期浸泡之腐蝕電流、極化曲線及腐蝕損

失等性質。 

本計畫在雙層複合金屬管材施作上，以粉末離心鑄造的方法將欲製作為

內層之金屬粉末封入經過除油除鏽之外管內，兩端封口後抽真空至 10-3 

torr 左右，接著把管材送入加熱爐加熱至預定溫度，並在高溫下持溫一

段時間，而後將管材迅速送至離心機進行離心成形，經冷卻後切除兩端

並對內外徑進行加工，以得到符合需求之內外管徑，其製程如圖 34 所

示。採用離心鑄造的優點在於鑄件鮮少缺陷，良品率高，得料率高，有

更佳的機械特 

性，可應用材質廣泛，並且組織、晶粒較細緻，成份分佈較均勻。獲得

這些優點之最主要因素為金屬鑄模之急冷效果，及其澆鑄溫度可較一般

鑄造法低，而仍可達到理想之金屬流動狀態。本計畫藉由適當材料之選

用，結合外層管承受壓力與管道剛性，而內層管承受腐蝕並適合於高溫

環境使用的材料特性，以粉末離心鑄造技術進行耐蝕雙層金屬管材研發

製作，目標製作出管長 1 m，高均勻度內層厚度 1.0-1.5 mm 之 4”耐蝕

雙層金屬管材，未來能夠使用在 250 ℃之地熱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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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雙層複合金屬管材之離心鑄造製程 

研發與試驗結果如下： 

A. SUS 410 不鏽鋼(410) 

當 410 浸泡實驗之試片浸泡於 97% H2SO4(aq)+37% HCl(aq)+8.9g 

NH4Cl(s)之混合酸溶液中，即可於試片表層觀察到氣泡的生成，亦

即代表 410 不鏽鋼與混合酸溶液產生反應。圖 35顯示為浸泡 24 小

時至 336 小時後之試片與腐蝕溶液外觀，可發現浸泡 24 小時後試

片表層出現數個孔洞且相較於原材料顯得較為粗糙，而在經過 336 

小時浸泡後，腐蝕溶液明顯混濁，推測為有部分試片與腐蝕溶液中

的離子產生腐蝕反應並剝離試片。經由清洗去除試片表層之腐蝕物

後，以電子天平量測重量，可發現試片由原始重量 11.824 g 變為

11.794 g，其損失重量為 0.030 g，約為 0.25 %。而在浸泡 336 小時

後試片由 12.923 g 減少為 12.580 g，減少量為 2.65 %。由此可判斷

410 浸置於此混合酸溶液中發生腐蝕現象。其試片損失重量顯示於

表 2。 

表 2、 SUS410(410)浸泡實驗各測定時間之腐蝕損失 

時間(hr) 

腐蝕量 
24 72 168 336 

損失重量(%) 0.25 2.03 2.4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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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試片經過動電位極化試驗後，試片表面沒有觀察到腐蝕皮膜的

存在，但外觀與原材相比較下顯得凹击不帄且無金屬光澤。圖 36

為電化學試驗前後 410 外觀比較圖，圖 36(a)為原材，(b)為電化學

後之試片。由開路電位對時間量測的結果得知其開路電位約為

-0.871V，且電位隨時間增加而逐漸向負電位方向趨於穩定。試片經

過極化曲線的量測結果，如圖 37所示，依塔佛曲線測得之腐蝕電流

密度(icorr)為 2.47×10-7(A/mm2)。於圖中可發現 410 於此混合酸溶液

內可產生一鈍化層，其可些微保護材料壁面酸液侵蝕，而後亦發生

孔蝕現象(pitting)，其電位約為-0.769V。 

 

 

圖 35、由左至右為 410 浸泡實驗 24、72、168、336 小時後之試片外觀(左)

與腐蝕溶液(右) 

 

 
圖 36、410 電化學實驗後與原材比較圖，(a)原材，(b)電化學後試片 



51  

 

 

圖 37、410 電化學實驗極化曲線 

B. S32205 雙相不鏽鋼(2205) 

將 2205 浸泡實驗之試片浸泡於 97% H2SO4(aq)+37% HCl(aq)+8.9g 

NH4Cl(s)之混合酸溶液中，於試片表層並無觀察到氣泡的生成，即

代表 2205 雙相不鏽鋼與混合酸溶液產生的反應較小。浸泡 24 小時

至 336 小時後之試片與腐蝕溶液外觀如圖 38所示，浸泡 24 小時的

試片與原材相比較下，可發現試片表層呈現凹凸不平顆粒狀，顯得

稍微粗糙，浸泡 336 小時的試片同樣略為粗糙，與前者外觀相似，

並沒有觀察到明顯的腐蝕狀況。經由清洗去除試片表層之腐蝕物

後，以電子天平量測其重量，可發現試片由原始之 6.404 g 變為 6.403 

g，其損失重量為 0.001 g，約為 0.02 %。而在浸泡 336 小時的實驗

結果顯示試片重量由 5.865 g 降至 5.864 g，損失重量同樣為 0.02 

%，以此判定 2205 浸置於此混合酸溶液中亦發生腐蝕現象，但相較

於 SUS410 緩和。表 3 為損失重量變化量。 

圖 39為電化學試驗前後 2205 外觀比較圖，圖 39(a)為原材，(b)為

電化學後之試片。2205 試片經過動電位極化試驗後，可發現試片之

檢測面受到混合酸液侵蝕，外觀失去原材應有的金屬光澤。由開路

電位對時間量測的結果得知其開路電位約為-0.815V。圖 40 為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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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極化曲線量測結果，依塔佛曲線測得之腐蝕電流密度為 5.93 

×10-7，從圖中可發現明顯的鈍化區域出現，其是因為表層出現一層

保護膜，藉此保護試片避免繼續受到混合酸液侵蝕。隨著電位的增

加，突破其保護皮膜所能承受之大小，即發生孔蝕現象，其電位約

為 0.536V。 

 

圖 38、由左至右為 2205 浸泡實驗 24、72、168、336 小時後之試片外觀(左)

與腐蝕溶液(右) 

 

表 3、 S32205(2205)浸泡實驗各測定時間之腐蝕損失 

時間(hr) 

腐蝕量 
24 72 168 336 

損失重量(%) 0.02 0.02 0.02 0.02 

 

 

圖 39、2205 電化學實驗後與原材比較圖，(a)原材，(b)電化學後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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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2205 電化學實驗極化曲線 

C. NH48MV 非調質鋼(金十字) 

當金十字之試片浸泡於 97% H2SO4(aq)+37% HCl(aq)+8.9g NH4Cl(s)

之混合酸溶液中，即可於試片表層觀察到氣泡的生成，亦即代表金

十字與混合酸溶液產生反應。圖 41 顯示為浸泡 24 小時至 336 小

時後之試片與腐蝕溶液外觀，可發現浸泡 168 小時後腐蝕溶液顏色

開始產生變化，並且有沉澱物產生，推測為有部分試片與腐蝕溶液

中的離子產生腐蝕反應並剝離試片。浸泡 24 小時之試片經由清洗

去除試片表層之腐蝕物後，以電子天平量測其重量，可發現試片由

原始重量 4.513 g 變為 4.485 g，其損失重量為 0.028 g，約為 0.62 %。

而在浸泡 336 小時後試片由 4.038 g 減少為 3.754 g，減少量為 7.03 

%。由此可判斷金十字浸置於此混合酸溶液中發生腐蝕現象。其試

片損失重量顯示於表 4。 

金十字之試片經過動電位極化試驗後其外觀比較圖顯示於圖 42，圖 

42 (a)為原材，(b)為電化學試驗後之試片。可發現試片之檢測面明顯

粗糙，表層變為顆粒狀凹凸不平，外觀已觀察不到金屬光澤。由開

路電位對時間量測的結果得知其開路電位約為-0.933V。圖 43為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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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經由極化曲線量測結果，依塔佛曲線測得之腐蝕電流密度為 5.36 

×10-7，孔蝕電位為-0.749V。 

 

 
圖 41、由左至右為金十字浸泡實驗 24、72、168、336 小時後之試片

外觀(左)與腐蝕溶液(右) 

 

表 4、 NH48MV(金十字)浸泡實驗各測定時間之腐蝕損失 

時間(hr) 

腐蝕量 
24 72 168 336 

損失重量(%) 0.62 1.52 3.48 7.03 

 

 
圖 42、金十字電化學實驗後與原材比較圖，(a)原材，(b)電化學後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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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金十字電化學實驗極化曲線 

D. Hoganas 1560 鎳基超合金(1560) 

將 1560 浸泡實驗之試片浸泡於 97% H2SO4(aq)+37% HCl(aq)+8.9g 

NH4Cl(s)之混合酸溶液中，於試片表層並無觀察到氣泡的生成，即

代表 1560 鎳基超合金與混合酸溶液產生的反應較小。浸泡 24 小時

至 336 小時後之試片與腐蝕溶液外觀如圖 44所示，浸泡 24 小時的

試片與浸泡 336 小時的試片皆沒有觀察到明顯的腐蝕狀況。經由清

洗去除試片表層之腐蝕物後，以電子天平量測其重量，可發現試片

由原始之 0.894 g 變為 0.893 g，其損失重量為 0.001 g，約為 0.11 %。

而在浸泡 336 小時的實驗結果顯示試片重量由 1.452 g 降至 1.447 

g，損失重量為 0.34 %，以此判定 1560 鎳基超合金浸置於此混合酸

溶液中亦發生腐蝕現象。表 5為損失重量變化量。 

圖 45為電化學試驗前後 1560 外觀比較圖，圖 45為原材，(b)為電

化學後之試片。1560 試片經過動電位極化試驗後，可發現試片之檢

測面由光亮金屬面變為粗糙無金屬色澤。由開路電位對時間量測的

結果得知其開路電位約為-0.870V。圖 46為試片經由極化曲線量測

結果，依塔佛曲線測得之腐蝕電流密度為 3.61×10-6，從圖中可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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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鈍化區域的出現，其代表抗腐蝕性能優異，能持續避免合金受

到混合酸液的侵蝕。其發生孔蝕現象之電位約為-0.737V。 

 

 
圖 44、由左至右為 1560 浸泡實驗 24、72、168、336 小時後之試片外觀(左)

與腐蝕溶液(右) 

 

表 5、1560(鎳基超合金)浸泡實驗各測定時間之腐蝕損失 

時間(hr) 

腐蝕量 
24 72 168 336 

損失重量(%) 0.11 0.2 0.43 0.34 

 

 
圖 45、1560 電化學實驗後與原材比較圖，(a)原材，(b)電化學後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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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1560 電化學實驗極化曲線 

E. 浸泡實驗與電化學實驗綜合討論 

依照各試驗材料浸泡於 97% H2SO4(aq)+37% HCl(aq)+8.9g NH4Cl(s)之

混合酸溶液後，可發生程度不一的腐蝕情形，其腐蝕重量損失率與

時間的關係圖如圖 47所示，而計算腐蝕速率則可了解並比較各材料

於混合酸液中的抗蝕性。其可依照下列腐蝕速率公式計算出各材料

於酸液中每年的腐蝕量(mm/year)。經浸泡 24 小時之實驗結果來計

算各材料之腐蝕速率顯示於表 6，由此結果可知 2205 於此混合酸溶

液中的腐蝕速率較 410 及金十字腐蝕速率慢，因此選定之外層材料

中 2205 於此混合酸溶液之抗腐蝕性能較為優異。此結果與材料成

分含量相呼應，2205 相較於其他外層材料成分中含有鎳、鉻、鉬等

提升抗蝕性的元素且含量比例較高，因此抗腐蝕效果最為良好。 

各試驗材料經由電化學實驗後，我們可藉此判定於此混合酸溶液內

之抗腐蝕性，各選定材料之電化學極化曲線疊合比較圖如圖 48 所

示。於圖中可知，內層材料選用之 1560 鎳基合金對於此混合酸溶

液呈現良好的耐腐蝕性，隨著電壓的增加出現了階梯狀之圖形，由

此可解釋為其出現了多個鈍化層，進而導致材料可持續受到保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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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以避免受到酸液侵蝕。在外層材料的電化學腐蝕實驗結果中，

可以觀察到材料之腐蝕電位。當兩曲線相交時，也就相當於曲線之

低谷處，其反應速率即達到最大值，而交點之電位代表腐蝕電位。

當腐蝕電位越大，則代表其活性愈低，較不易被腐蝕；而腐蝕電位

越小，則表示活性愈高，腐蝕也較容易發生。因此，由圖 48 可以

發現 2205 之抗蝕性較為優異，因其腐蝕電位明顯大於 410 及金十

字。綜合上述兩種腐蝕實驗，選定的外層材料是以機械性質優劣程

度而非以耐腐蝕性能作為優先考量，因此測定的三種外層材料之耐

腐蝕性質均劣於內層管件之材料。 

 
圖 47、腐蝕重量損失與時間關係圖 

 

 
圖 48、各測定合金之電化學極化曲線疊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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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各材料浸泡實驗之測定時間與腐蝕速率(mm/year) 

時間(hr) 

材質 
24 72 168 336 

410 14.02 36.96 19.00 10.32 

2205 0.62 0.2 0.09 0.04 

NH48MV 23.53 19.21 18.77 18.97 

1560 1.77 1.04 0.94 0.37 

F. 雙層管離心鑄造試作 

本研究針對使用環境評估後經資料蒐集評估後選定之內層材料使用

Hoganas1560-00 鎳基合金(以下簡稱 1560)；外層管件材料採用 SUS 

410 不鏽鋼 (以下簡稱 410)、S32205 雙相不鏽鋼(以下簡稱 2205)

以及 NH48MV 非調質鋼(以下簡稱金十字)，進行雙層管離心鑄造試

作，以下為試作過程介紹： 

選購外層管材後，因考慮離心鑄造內層材料之厚度，經計算後得到

內層材料之預留厚度，並以此為參考針對管材進行鑽孔以達到內徑

尺寸需求，如圖 49 所示。 

回推內層材料厚度、體積、密度等條件後，得到一內層材料之重量，

並將相當之內層材料粉末填入內徑加工後的管材，兩端封口後抽真

空至 10-3 torr 左右，接著把管材送入加熱爐加熱至預定溫度，並在

高溫下持溫一段時間確保內層材料之粉末熔融，而後將管材迅速送

至離心機進行離心成形，如圖 50 所示。 

冷卻後依據管材設定之長度(本計畫為 1 m 長)切除兩端，以利後續

對管材內外徑進行精修，如圖 51所示。 

切除頭尾之餘料後，針對管材之內部進行搪孔，以去除內部之多殘

料並確保管材內部之尺寸及帄整度，如圖 52所示。 

最後針對管材外徑進行加工，去除外部銹皮並精修外徑尺寸，如圖 

53所示。完成管長 1 m，內層厚度 1.0-1.5 mm 之 4”耐蝕雙層金屬管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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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預留內層材料厚度後針對管材進行鑽孔以達到內徑尺寸需求 

 

 
圖 50、放入內層材料後進行加熱針對內層材料重熔，自加熱爐取

出後進行離心製程 

 

 
圖 51、離心鑄造製程後，針對雙層管材頭尾進行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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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針對去頭尾之後的管材進行搪孔去除多餘材料並精修內徑尺寸 

 

 

 
 

圖 53、最後針對管材外徑進行加工，去除外部銹皮並精修外徑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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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源調查與評估 

1.2.1 地熱場址潛能評估 

1.2.1.1 四磺子坪E-303試驗井鑽鑿進度說明 

(1) 目的 

本計畫以地物、地質、地化等相關調查技術與綜合判釋所建立之四磺

子坪地熱概念模式，藉由地熱試驗井鑽鑿方式加以驗證，並經由鑽井

後產能測試獲得之溫度、pH 值與地下熱液地化特性進行分析，可作為

後續開發磺嘴山地熱區發電潛能評估之依據。 

(2) 選址 

A. 經濟部及工研院早期在大屯火山群地熱區進行之探勘工作中將大屯

山地熱區鑽井分為工研院鑽鑿之測溫井(編號 G 開頭地溫梯度井)與

委託中油公司鑽鑿之探勘井(編號 E 開頭探勘或生產井)，並將大屯

火山群地熱區依順序分成四區；依序包括北投地熱區、七星山馬槽

地熱區、磺嘴山地熱區及金山地熱區等四區，而四磺子坪屬磺嘴山

地熱區為第三區，本區早期完工之探勘井為編號 E-301 與 E-302 兩

口，為延續資料之連慣性及便於分析，因此本計畫在四磺子坪地熱

區鑽鑿之地熱試驗新井，將其編號為 E-303。E-303 地熱試驗井之位

置如圖 54所示，位於新北市金山區，為符合我國國家公園法規限

制，選址時井址設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外圍之地熱潛能區範圍內。 

B. 經由圖 55之地物、地質、地化等相關技術所綜合判釋，加上現有法

規分析(土地、國家公園、道路可及、民眾影響最小等)，選取圖 54

之開發地點。 

C. E-303 探勘井位置套用本計畫之地質概念模式如圖 56，鑽鑿深度

1300 公尺，預期可獲得高溫且孔隙較大之五指山砂岩(推估具有導水

裂隙)地熱儲集層與熱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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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四磺子坪地熱區 E-303 試驗井之地表位置 

火山噴氣分析圖

鑽探井位與電阻剖面比較圖

DD’剖面

四磺子坪地區地質構造分析圖  

 

新北市金山區頂中股段硫磺子坪小段148地號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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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hm-m isosurface

Possible Clay Cap Distribution  

圖 55、四磺子坪地熱區之地物、地化與地質綜合判識 

 

圖 56、四磺子坪地熱區 E-303 試驗井之地質概念模式與預期溫度 

(3) 試驗井設計規格 

A. FY104 鑽鑿至 600m，9-5/8”套管規格為 0-30m 鈦合金、30-600m 為

API L80(圖 57)。 

B. FY105 由 600m 鑽鑿至 1300m，7”套管規格為 API L80。 

C. 於地表處裝設 9-5/8” ANSI #300 鈦井頭與 2 顆 10” ANSI #300 鈦閘

門，以抵抗酸蝕熱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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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套管設計由 580-1300m 生產襯管所組成，每支長度約為 9-11 公尺且

開孔率大於 5%，槽孔管割孔方式如圖 58所示，套管技術參數如表 7

與表 8所示。 

 

 

圖 57、四磺子坪 E-303 地熱試驗井規格 

 

圖 58、7”槽孔管開孔示意 

表 7、580-1300 公尺 7”之 23lb/ft  API L-80 套管規格 

套管標稱規格 
安置深度

(m) 

尺寸(mm) 
單位重(kg/m) 

外半徑 內半徑 厚度 

7” API L-80 580~ 1300 88.9 80.85 8.05 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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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7” 之 23lb/ft  API L-80 套管開孔規格 

布縫類型 
尺寸(mm) 

密度(條/圈) 開孔率(%) 
縫寬 縫長 間距 

交錯式 2 ± 0.1 80 ± 3 20 21 大於 5 

 

(4) 重要結果說明 

A. 鑽井歷程與紀錄 

今年度鑽井自 5 月 1 日起始進行 600 公尺以下鑽進工作，至 8 月 31

日完成深度 1300 公尺鑽井作業，並於鑽進過程中進行岩心取樣，總計

九次取程為 27 公尺(一次取程 3 公尺)。相關鑽井歷程如圖 59與表 9

所示。 

 

 

圖 59、鑽井歷程之漏漿量與深度 

 

表 9、鑽井時程紀錄表 

日期 日夜班 累計深度(m) 進尺 備註 

5 月 1 日 日班 600.00 0  

5 月 3 日 日班 615.69 15.69  

5 月 4 日 日班 630.22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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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5 日 日班 639.88 9.66  

5 月 6 日 日班 649.57 9.69  

5 月 7 日 日班 659.02 9.45  

5 月 9 日 日班 668.69 9.67  

5 月 10 日 日班 678.38 9.69  

5 月 13 日 日班 690.55 5.67  

5 月 14 日 日班 705.74 15.19  

5 月 15 日 日班 724.92 19.88  

5 月 16 日 日班 732.42 7.5  

5 月 17 日 日班 732.42 0 更換鑽頭 

5 月 18 日 日班 732.42 0  

5 月 19 日 日班 732.42 0 岩心取心 

5 月 20 日 日班 732.42 0 岩心取心 

5 月 21 日 日班 732.42 0 岩心取心 

5 月 27 日 日班 780.00 13.5  

5 月 28 日 日班 793.16 13.16  

5 月 29 日 日班 808.79 15.63  

5 月 29 日 夜班 815.91 7.12  

5 月 30 日 日班 827.91 12  

5 月 30 日 夜班 829.00 1.09  

5 月 31 日 日班 832.18 3.18  

6 月 1 日 日班 832.18 0 更換鑽頭 

6 月 2 日 日班 837.48 5.3  

6 月 2 日 夜班 845.50 8.02 微幅漏漿 

6 月 3 日 日班 849.50 4 持續漏漿 

6 月 3 日 夜班 853.51 4.01 持續漏漿,補漿作業 

6 月 8 日 日班 859.00 3 漏漿持續,補漿作業 

6 月 9 日 日班 859.00 0 岩心取心 

6 月 10 日 日班 862.00 3 岩心取心 

6 月 11 日 日班 862.00 0 岩心取心 

6 月 14 日 日班 866.13 2.63  

6 月 14 日 夜班 880.00 13.87 持續漏漿 

6 月 15 日 日班 894.81 14.81 持續漏漿 

6 月 15 日 夜班 904.36 9.55 持續漏漿,漏漿量大 

6 月 16 日 日班 910.67 6.31  

6 月 16 日 夜班 910.67 0 堵漏作業 

6 月 24 日 日班 931.00 11 漏漿持續 

6 月 24 日 夜班 947.00 16 堵漏,補漿作業 

6 月 25 日 日班 957.00 10 漏漿嚴重 

6 月 25 日 夜班 968.64 11.64 漏漿持續，堵漏作業 

7 月 4 日 日班 968.64 0 岩心取樣 

7 月 5 日 日班 968.64 0 岩心取樣 

7 月 6 日 日班 968.64 0 岩心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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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 日班 968.64 0 續下管串,防颱準備 

7 月 9 日 夜班 980.00 11.36  

7 月 10 日 日班 990.00 10 漏漿，堵漏作業 

7 月 15 日 日班 990.00 0 溫度井測 

7 月 19 日 日班 997.24 7.24  

7 月 19 日 夜班 1008.00 10.76  

7 月 20 日 日班 1018.00 10  

7 月 20 日 夜班 1019.06 1.06  

7 月 21 日 日班 1019.06 0 更換鑽頭,堵漏工作 

7 月 25 日 夜班 1025.00 7  

7 月 26 日 日班 1028.54 3.54  

7 月 26 日 夜班 1028.54 0 更換鑽頭,漏漿 

7 月 27 日 日班 1038.54 10  

7 月 27 日 夜班 1048.54 10  

7 月 28 日 日班 1055.61 7.07 漏漿嚴重,堵漏補漿作業 

7 月 28 日 夜班 1064.16 8.55 持續漏漿 

7 月 29 日 日班 1073.73 9.57  

7 月 30 日 日班 1079.73 6 漏將嚴重，堵漏作業 

8 月 5 日 夜班 1081.84 2.11  

8 月 6 日 日班 1096.50 14.66 添加潤滑劑 

8 月 6 日 夜班 1109.50 13 漏漿持續 

8 月 7 日 日班 1115.00 5.5  

8 月 9 日 夜班 1119.15 4.15 漏漿持續 

8 月 10 日 日班 1123.89 4.74 漏漿持續，堵漏作業 

8 月 17 日 日班 1133.89 10  

8 月 17 日 夜班 1140.00 6.11 漏漿,調漿堵漏作業 

8 月 18 日 日班 1145.00 5  

8 月 19 日 夜班 1160.17 17.14 漏漿,調漿堵漏作業 

8 月 20 日 日班 1177.96 17.69  

8 月 20 日 夜班 1185.61 7.65 漏漿,調漿堵漏作業 

8 月 21 日 日班 1194.50 9.64  

8 月 21 日 夜班 1194.50 10.58 持續漏漿 

8 月 22 日 日班 1195.00 0.5  

8 月 23 日 夜班 1205.28 10.28  

8 月 24 日 日班 1215.76 10.48  

8 月 24 日 夜班 1218.00 2.24  

8 月 25 日 夜班 1230.53 12.53 持續漏漿，漏漿狀況嚴重 

8 月 26 日 日班 1250.98 20.45 持續漏漿 

8 月 26 日 夜班 1255.76 4.78 持續漏漿 

8 月 28 日 日班 1256.00 0.24 持續漏漿 

8 月 28 日 夜班 1260.26 4.26 持續漏漿 

8 月 29 日 日班 1260.26 0 持續漏漿，堵漏作業 

8 月 30 日 日班 1260.52 0.26 持續漏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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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 夜班 1269.32 8.8 持續漏漿，堵漏作業 

9 月 4 日 日班 1269.32 0 溫度井測 

9 月 5 日 日班 1269.32 0 岩心取心 

9 月 9 日 日班 1285.5 16.18  

9 月 9 日 夜班 1295.50 10  

9 月 10 日 日班 1305.50 10  

9 月 10 日 夜班 1308.66 3.16  

9 月 11 日 日班   7”生產襯管安裝作業 

9 月 12 日 日班   7”生產襯管安裝作業 

9 月 13 日 日班   7”生產襯管安裝作業 

9 月 14 日 日班   7”生產襯管安裝作業 

9 月 19 日 日班   溫度井測 

9 月 20 日 日班   溫度井測 

9 月 21 日 日班   清水洗井，泥漿置換 

9 月 22 日 日班   清水洗井，泥漿置換 

9 月 23 日 日班   清水洗井，泥漿置換 

9 月 24 日 日班   清水洗井，泥漿置換 

9 月 25 日 日班   清水洗井，泥漿置換 

9 月 26 日 日班   空壓機洗井 

9 月 27 日 日班   空壓機洗井 

9 月 28 日 日班   工區檢整 

 

B. 井口鈦套管頭裝設 

為控制酸蝕熱液噴發，需於井口端裝設耐酸蝕 10" ANSI Class 300 之鈦

套管頭，下端與原 9-5/8 鈦套管相接，上端則連接防噴器，套管頭構造

由 Class 10"法蘭接頭及 30 mm 管厚之鈦管相組立而成，相關施工過程

彩照如圖 6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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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鈦套管頭安裝 

C. 鑽頭磨耗 

E-303 探勘井自 600 公尺下地層以中新世五指山層為主，岩性為石英

砂岩，硬度高，因此鑽頭磨耗甚鉅，依據地層特性選用合適規格之三

錐鑽頭進行鑽進，鑽頭規格與耗損量如表 10所示。 

D. 岩屑與岩心鑽取 

本計畫於鑽進期間，於泥漿震動篩取出隨泥漿循環至地面的地層岩

屑，每 5 公尺取一次岩屑。現場岩屑採樣流程與照片如圖 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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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鑽頭規格與耗損量表 

尺寸 鑽頭型號 數量 

8-1/2" 三錐鎢碳鋼鑽頭(IADC537) 8 

8-1/2" 三錐鎢碳鋼鑽頭(IADC437) 3 

8-1/2" 三錐鋼齒鑽頭(IADC237) 2 

8-1/2" 三錐鎢碳鋼鑽頭(IADC517) 2 

8-1/2" 三錐鎢碳鋼鑽頭(IADC617) 2 

 

岩心取樣共進行四個深度的岩心鑽取，取樣深度分別為 732.42 公尺、

853.5 公尺、968 公尺與 1269.32 公尺，取程總計九次，累積取樣岩心

27 公尺。岩心取樣深度與取程如表 11所示，現場取心情形如圖 62所

示。 

 

 

裝取後，填表記

錄時間與鑽進

深度 

將岩屑帶回

工區存放 

開 始 鑽 進

時，自震動篩

裝取岩屑 

等待鑽進深度

達下一次裝取

岩屑之深度 

 
圖 61、鑽井岩屑取樣流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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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岩心取樣深度與取程 

項次 PQ 岩芯採樣 日期 起始深度 取程(每次取程 3 公尺) 

1 第一次 5/21 732.42 共兩次取程 

2 第二次 6/5 853.5 共四次取程 

3 第三次 7/3 968 共兩次取程 

4 第四次 8/7 1269.32 共一次取程 

總計 四次   九次取程，累計取程 27 公尺 

 

 施工照片記錄

項目說明 第一次取樣第一個取程 項目說明 第二次取樣第二個取程

項目說明 第二次取樣第三個取程 項目說明 第二次取樣第四個取程

項目說明 第三次取樣第一個取程 項目說明 第四次取樣第一個取程

 

圖 62、岩心取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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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完井作業-井下電測與環狀電阻影像探測 

本計畫於 1300 公尺鑽井完成後，隨即進行井下電測-環狀電阻影像作

業，環井電阻影像(Borehole Image)為一高解析度之影像電測，可繪製

井下井壁展開彩像，經進一步挑選其線性分布與明暗分布形式，用以

解析裂隙構造、沈積地層、沈積構造與人為誘發井壁破裂。環狀電測

影像施作過程彩照如圖 63所示。 

井下電測結果包含井孔水平方位角與鉛直偏角資料，圖 64為 E-303 井

孔三維軌跡圖。井孔偏角以東北向傾斜為主，並於深度 1100m 處略微

轉折。圖 65為井孔軌跡三維向投影，結果顯示井孔隨深度增加逐漸向

東北偏斜，偏移情形於鉛直-向東剖面較為明顯。雖井孔於 1100m 處略

有轉折現象，惟井偏資料顯示偏角(與 Z 軸夾角)介於 0.5 與 1 度之間，

轉折非常小。方位角與井偏結果顯示井孔幾乎完全鉛直，顯示井孔相

對穩定安全。 

圖 66為環狀電阻影像解析成果，今以 860 公尺與 985 公尺二段為例說

明(本段鑽進過程中遭遇嚴重漏漿處)。本階段鑽鑿深度在 800 公尺

-1300 公尺處為高裂隙密度石英砂岩層，分析結果顯示地層位態為北偏

東 50°向東南傾斜 20°-24°，裂隙位態呈北偏東 45°走向傾角向東南約

70-80°。本鑽井整體構造位態分析結果如圖 67所示，主要裂隙位態

70-80∘向東南傾斜，其餘裂隙偏北/西北，較離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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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說明 影像成果1 項目說明 影像成果2

項目說明 環狀電阻影像測棒1 項目說明 環狀電阻影像測棒2

施工照片記錄

項目說明 環狀電阻影像井測設備1 項目說明 環狀電阻影像井測設備2

 
 

圖 63、井下電測-環狀電阻影像施測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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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井孔三維軌跡圖 

註：藍色線為井孔軌跡圖，每 100m 有紅色圓形以標示其深度。 

 

 

 

圖 65、井孔軌跡投影 

註：藍色線為井孔軌跡於各二維剖面上的投影。每 100m 有紅色圓形標示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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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

裂隙

860M

861M

 

圖 66、井下電測與環狀電阻影像分析-以 860 及 985 公尺為例 

 

 
 

圖 67、構造位態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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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完井作業-生產襯管裝設作業 

依據前述井下電測與環狀電阻影像分析之結果與恢復試驗之溫度/深

度剖面與膨潤石含量(判別是否為熱水換質帶)資訊(圖 68)，並考量前

述岩心與岩屑資訊，決定槽孔管深度如圖 69所示。 

 

20160716
停泵約30hr
留點溫度計
Tmax~133℃

-925pH些微下降溫度上升
-950m大漏漿

-829~-847m小漏漿
-869m白泥

-780m斷層泥?

-990m大漏漿與氣體噴發(非H2S)

-1140~-1169m漏漿

溫度轉折點

溫度轉折點
-1210~-1220m大漏漿
-1250~-1260m大漏漿

-1050m漏漿

膨潤石含量
均低於1%

 

圖 68、E-303 停泵後恢復試驗與膨潤石含量及周遭井位之溫度剖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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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7”套管/槽孔管下管作業與其裝設深度 

 

G. 完井作業-洗井作業 

洗井作業分為清水注入與噴流洗井共兩種。如圖 70所示，以鑽桿置入

深度 600 公尺與 1300 公尺，進行清水注洗作業，共注入約 300 立方公

尺之水體，初始注入洗出之水體由右上圖與左下圖的泥漿顏色至最終

右下圖接近注入清水之顏色，約共計 300 立方公尺。 

由於 E-303 之地下水位深為 420 公尺，無法自噴，因此需要利用圖 71

所示之空壓機進行導噴流作業。將鑽桿置入深度 600 公尺處，以 24bar

之空氣壓力進行導噴，共計導噴流洗井約 300 立方公尺。但，隨著裂

隙內之泥漿洗清後，熱液流入井體內，此口井之 pH 也隨之下降至

2.5-2.9 間，屬於酸性地熱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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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井用清水儲槽 清水洗井作業 

   

地層水取樣檢驗 清水洗井作業 

 

 
圖 70、清水注入洗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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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噴管路與鈦套管相接合 溢流管線裝設 

   

泵送空壓機組 導噴流洗井作業 

 

 
圖 71、利用空壓機組導噴流洗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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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產能測試與發電潛能評估 

地熱井產能測試是地熱井鑽探完成後必須進行之測試程序。產能測試之

目的為快速獲取地熱井生產特性資訊，包括孔內溫度/壓力曲線、地熱流

體之熱水/蒸汽流量、地熱流體熱焓、儲集層參數以及地熱流體之地球化

學特性，藉以了解地熱井之生產特性與行為，作為發電潛能評估、發電

廠初期規劃設計、結垢抑制/酸鹼中和系統設計之依據。 

產能測試工作於 105 年 9 月鑽抵目標深度 1300 公尺後開始進行。工作

項目包括恢復試驗、噴流試驗、地熱流體採樣與分析，工作流程如圖 72

所示。孔內之量測設備為地熱井專用，可供高溫連續記錄之高解析度與

精確度電子式 PT(壓力、溫度)探測棒(圖 73)。相關測試作業詳如以下說

明。 

 

 

圖 72、產能試驗規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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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地熱井專用之電子式 PT(壓力、溫度)探測棒 

 

(1) 恢復試驗 

恢復試驗(Recovery test)之目的為獲取井口至井底之溫度/壓力曲線。地

層溫度(Formation temperature)是地熱儲集層的重要參數之一，由溫度隨

深度及時間的變化，可初步推估熱水儲集層或主要透水層的深度範

圍，作為地熱井槽孔管安放深度規劃之参考。 

圖 74為四磺子坪地熱探勘井鑽鑿深度達到 1300 公尺時所進行之四次

恢復試驗，結果顯示在井下約 600、1100 米及 1236 米三處有溫度上升

波峰，推測可能有熱液通道，量測到最高溫度位於 1236 米處為 123.8 

℃；在井下約 810 米處有溫度下降波谷，量測溫度為 116.6 ℃，推測可

能有低溫流體流入，整體結果可提供篩管設置規劃參考。 

圖 75為四磺子坪地熱探勘井下放完畢套管及篩管之實際設置規劃，以

及於洗井後 73 及 214 小時所進行之井孔內溫度量測(圖 75)，停泵 214

小時後所量測到之溫度剖面，觀測到井下 600 及 1040 米處有較高之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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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波峰存在，分別為 131 及 131.2 ℃，推測此兩處可能為地熱水連通

帶。 

 

 

圖 74、四磺子坪地熱探勘井洗井前恢復試驗溫度剖面 

 

 

圖 75、探勘井洗井後恢復試驗溫度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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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噴流測試 

因探勘井地下水位深度達 420 米處，儲集層壓力不足以令該井自噴，

故產能測試方式目前以氣提法(圖 76)進行注氣導噴(圖 77)。本院於

2016/10/27 完成地表噴流測試(Discharge test)，井內水位面深度 420 米，

注氣導管下至井下 608 米，產能測試時間 6.5 小時。全程注氣壓力及流

量變化顯示於圖 78中，最大噴流量為 25.5 m3/hr，整體平均流量為 23.2 

m3/hr。 

試驗過程進行不同時間點 pH 值及導電度監測，pH 值介於 2.5~2.9 之

間，導電度介於 7.60~7.98 ms/cm；井口生產流體溫度隨時間變化，由

78℃上升至 88℃，推測溫度尚有機會持續上升，注氣導噴生產紀錄見

表 12。注氣導噴生產結束後 24 小時，以留點溫度計於井下 585 米量

測到 134℃。 

 

表 12、注氣導噴生產紀錄 

採樣時間 
注氣壓力 

(PSI) 

溫度 

(℃) 
酸鹼值 

導電度 

(ms/cm) 

TDS 

(g/L) 

流量

(m3/hr) 

累積生產體積

(m3) 

11:30 180 83 2.51 7.89 3.95 25.5 57 

13:00 185 85 2.97 7.9 3.95 22.0 90 

14:00 205 87 2.55 7.6 3.8 22.0 112 

15:30 180 88 2.45 7.98 3.99 22.0 147 

 

 

圖 76、氣提法導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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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探勘井氣提法導噴現地照片 

 

 

 

圖 78、探勘井產能測試連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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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表化學採樣分析 

於 2016/10/27 完成地表噴流測試過程，不同時間點進行地熱水採樣並

送至國內學術單位進行分析。表 13為探勘井熱水陰陽離子組成分析結

果，將分析結果主要陰陽離子組成，投影至 Piper 圖(圖 79)以及各項水

質特性上顯示出本區是受到火山地區地下水和海水來源混合。表 14為

探勘井熱水溶解氣體組成分析結果，溶解氣體組成以氮氣和氧氣為

主，而火成岩區溫泉溶解氣通常是以火山氣體(氮氣和二氧化碳)為主，

因此推測所採取樣本因注氣導噴而受到空氣混染嚴重。 

 

表 13、探勘井熱水陰陽離子組成分析 

採樣

時間 
F- Cl- Br- NO3

- PO4
3- SO4

2- B+3 Si+4 Na+ NH4
+ K+ Ca+2 

11:30 2.22 1171 n.d. n.d. n.d. 4503 10.0 50.1 99.1 23.7 30.2 62.0 

13:00 3.60 1451 n.d. n.d. n.d. 5170 11.8 48.8 114 25.2 27.5 67.3 

14:00 4.12 1493 n.d. n.d. n.d. 5089 10.2 33.6 132 25.0 31.7 71.4 

15:30 5.36 1732 n.d. n.d. n.d. 5774 17.6 37.0 122 21.6 30.9 62.5 

 

 

 

圖 79、四磺子坪探勘井(E303)熱水陰陽離子組成 Piper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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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探勘井熱水溶解氣體組成分析 

採樣時間 Ar N2 CO CH4 CO2 C2H6 C3H8 He H2 O2 Total S HCl note 

11:30 15.8 980 n.d. n.d. 2.9 n.d. n.d. n.a. n.d. 70.6 n.a. n.a. 溶解氣 

13:00 10.4 894 n.d. n.d. 1.9 n.d. n.d. n.a. n.d. 44.3 n.a. n.a. 溶解氣 

13:00 重複 12.0 977 n.d. n.d. 2.8 n.d. n.d. n.a. n.d. 67.2 n.a. n.a. 溶解氣 

14:00 13.2 970 n.d. n.d. 1.3 n.d. n.d. n.a. n.d. 54.8 n.a. n.a. 溶解氣 

14:00 重複 11.5 1002 n.d. n.d. 1.7 n.d. n.d. n.a. n.d. 60.7 n.a. n.a. 溶解氣 

15:30 16.4 1051 n.d. n.d. 1.9 n.d. n.d. n.a. n.d. 68.1 n.a. n.a. 溶解氣 

單位：μmole/mole。 n.a.：not analyzed (未分析);   n.d.：no detected (未檢出)   

 

(4) 產能測試結果與討論 

A. 四磺子坪地熱探勘井 E-303 於鑽鑿到預定深度後進行四次恢復試

驗，發現在井下 600、1100 及 1236 公尺三處有溫度上升波峰，研判

可能有熱液通道，1236 公尺處量測到最高溫達 123.8 ℃；在井下約

810 公尺處則有溫度下降波谷，溫度為 116.6 ℃，推測可能有低溫

流體流入，整體結果可提供篩管設置規劃參考。下放套管及篩管完

井後進行洗井，於洗井停泵 214 小時後所量測到之溫度剖面，觀測

到井下 600 及 1040 公尺處有較高之溫度波峰存在，分別為 131 及

131.2 ℃，推測此兩處可能為熱液連通帶。 

B. 由於現階段屬於初步測試結果，探勘井產能及儲集層安全出水量仍

需後續試驗評估確認。本報告為計劃中執行四磺子坪地熱探勘井產

能測試之初步評估結果，後續將利用本井所獲得參數，持續進行四

磺子坪地區發電潛能評估。 

 

1.2.1.3 四磺子坪E-303試驗井井下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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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山型地熱區流體地球化學調查研究對象可分成三類：來自岩漿庫的

火山氣體、溫泉液體以及廣泛分佈的土壤氣體。傳統對地熱流體與氣體

的分析研究，係在井口採取自地下湧出的流體進行分析。由於流體在上

升的過程中，溫度與壓力會隨著深度改變而改變，導致地熱流體的各項

特性產生變化，在地表所蒐集分析的資料為變化後的結果，無法了解在

地層原始狀態下的物理化學特性，使生產井的酸腐蝕(或結垢)無法有效

地抑制。為了解地熱流體在地下深處高溫、高壓環境下的物理化學特

性，利用自行研發可耐 200bar 壓力之鈦合金井下流體採集裝置(圖 80)

於大屯山四磺子坪地熱井中，進行井下地熱流體採樣分析。 

(1) 井下取樣方法與原理 

考量到地熱井的深度以及儲集層可能的環境，選擇鈦合金作為井下流

體採集裝置的材料，以抵抗儲集層可能的嚴苛環境。井下採樣相關設

備包括：井下地熱流體取樣器、重錘、捲揚機與至少可達 1000 公尺之

1/4”採樣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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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錘或採樣器

¼”_1200m之316L無縫鋼管

井下壓力~200 bar

井下溫度~220℃

 

圖 80、井下採樣示意圖 

 

該井下地熱流體取樣器需由不銹鋼 shut-in value、樣品瓶(至少 500 cc)

及其保護套管所組成。透過特殊設計的採樣系統，在採樣器置入井下

地熱儲集層目標深度後，利用氮氣瓶驅動開啟採樣器閥門使地熱流體

進入採樣器中，待壓力平衡後再關閉閥門，並將採樣器回收至井架作

業平台。採樣系統中放置一個留點溫度計，以記錄井下最高溫度。且

在取樣前以及取回地表後都將進行秤重，記錄其流體重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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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鈦合金井下採樣器與作動方式 

 

採樣工作將於所有產能測試工作完成且地層回復初始狀態下進行，於

地熱儲集層預計深度進行水質採樣。取樣完成後，分析熱液特性，包

括: 酸鹼度、電導度、氧化還原電位、各項陰離子與陽離子組成。經分

析後的結果，預期可獲得未解壓深層地熱流體地化組成與特性；其相

關數據，未來可透過地化模式計算，進行井下酸腐蝕(或結垢)潛勢分析

及地熱來源探討評估。 

流體樣本將利用分樣管線在密閉的環境下將樣品取出進行分析，以獲

得最完整的樣品進行分析。將裝有地熱流體的鋼瓶與壓力計、真空玻

璃瓶或吉氏瓶串連，利用抽氣泵將採樣瓶和管線中的氣體抽掉達真空

井下流體入口 

井下流體入口 

井下流體入口 

向下時閥門開啟 

氣動閥 

氣動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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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將裝有地熱流體之鋼瓶的氣體與液體進入分裝樣本的管線，利用壓力

計紀錄氣體壓力，裝有地熱氣體的玻璃瓶將用來分析氦同位素與氣

體，地熱流體的液體部分，則液體部分將直接流出裝入採樣瓶中，以

利進行後續分析以推估儲集層的溫度和化學特徵協助了解儲集層環

境。 
 

 

 

 

 

圖 82、地熱流體分裝樣本之管線配置示意圖 

 

(2) 分析原理與儀器方法 

A. 氣體組成成份 

國際間火山氣體研究學者廣泛利用吉氏採樣瓶(Giggenbach Bottle)

來採集火山氣體並分析其氣體成份，當氣體進入吉氏瓶時，鹼液便

可以富集火山氣體中的 H2O、CO2、H2S、SO2、HCl 等氣體，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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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於鹼液中，而其它不易溶解於鹼液的氣體，如 CH4、N2、H2、

He、Ar、CO 等，則可相對富集於採樣瓶上方部分的空間中。本研

究也使用此種採樣與分析方法，並為了區分硫化物中 H2S 和 SO2

的個別含量，另外使用碘液來收集火山氣體，藉以得到 H2S 和 SO2

的比例。火山噴氣採樣流程如下： 

a. 在容積約 200 ml 的吉氏採樣瓶中置入調配好的 4N NaOH 溶液

50 ml，將採樣瓶抽成真空後倒置，避免空氣進入污染。 

b. 在採樣前先測量此時吉氏採樣瓶重量，採樣之後再測量一次重

量，便可以得到所採集的標本重量。 

c. 以手動幫浦先將導管內的空氣抽淨，減少空氣污染的比例，待

火山氣體充滿導管後，便可打開吉氏瓶閥門收集氣體帶回實驗

室分析。 

d. 在離心管中裝入約 20 ml 0.05M 的碘液，當火山噴氣通過碘液

時，便可將 H2S 和 SO2 收集下來。將樣品攜回實驗室，以氣相

層析儀和離子層析儀和滴定儀分析氣體組成。 

先使用氣相層析儀來分析非溶解性氣體，之後再把瓶中鹼液取出。

使用的氣相層析儀(GC)型號為 SRI 8610C，其中共有 3 個偵測器；

火焰離子化偵測器(FID)與 2 個熱傳導偵測器(TCD)。其中 FID 和 1

個 TCD 偵測器使用 H2 作為載流氣體，管柱分別為 MS-13X 和

Hayesep-D，可分析樣品中 CH4、C2H6、CO、CO2、Ar 和 N2 的成

分；另 1 個 TCD 偵測器則是使用 Ar 作為載流氣體，管柱為

MS-5A，可用來分析 H2、He 和 O2。 

當分析完非溶解性氣體後，將吉氏瓶中的鹼液取出。鹼液中主要的

溶解氣體成份有 H2O、CO2、H2S、SO2、SO3、HCl 等。在鹼液中

分次加入 5 ml H2O2並放置一晚使其可以充分反應，再加熱趕出過

多的 H2O2。之後將溶液稀釋至 100 ml，以離子層析儀(IC, Metro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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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3

332

COHHCO

HCOHCOH

790 Personal )來分析溶液中的氯離子和硫酸根離子濃度。 

鹼液中的 CO2 的濃度是使用自動滴定儀來測定，型號為 Metrohm 

702 SM Titrion。CO2在鹼液中會溶解形成 CO3
2-，因為 

 

當 pH 值介於 3.8-8.3 時，反應以(1)為主，CO2 在溶液中以 HCO3
-

存在。而當 pH 值>8.3 時則以(2)反應式為主，CO2在溶液中以 CO3
2-

形式存在。我們使用 0.1N HCl 來滴定 pH=8.3 至 3.8 的 HCO3
-含量，

因此可以推算出溶入鹼液中的 CO2的含量。 

B. 氦同位素 

氦氣(Helium)屬稀有惰性氣體，化學性質極不活潑不易與其他元素

進行反應形成化合物；具有兩個穩定的同位素，分別是 3He 與

4He。氦同位素比值（3He/4He）在大氣中為（1.382±0.005）×10-6 （1σ）

(Sano et al., 2013)，一般當成 1Ra 來當作比較基準。地殼富含鈾釷

元素，故 3He/4He 比值為 0.01Ra。全球的中洋脊玄武岩(MORB) 比

值十分均一，3He/4He 比值為 8±1Ra 而由下部地函的來的地函熱柱

（plume）3He/4He 比值大於 30Ra。在不同端源的地體構造上

3He/4He 比值有著明顯的差異，故 3He/4He 比值最適合當作地體構

造的判定上指標，以探討大氣、地殼、地函等三大端成分。使用稀

有氣體質譜儀（型號為 MM5400），已及人工合成的 HESJ（Helium 

Standard of Japan），為 20.63±0.10 倍 3He/4He 大氣比值標準氣體

(Matsuda et al., 2002)及標準空氣進行校正，在稀有氣體量充足的條

件之下，分析誤差皆在 5%以下（1σ），適合用於所有的稀有氣體同

位素之測定(楊燦堯，2000)。整個純化管線一共配置了二個活性碳

冷卻阱(Cold trap with charcoal)、一個 400℃銅-氧化銅高溫爐、二

個 700℃鈦金屬棉高溫爐、一組鋯鋁合金吸附幫浦(Zr-Al alloy 

getter)，分別為 400ºC 及常溫 25ºC 及一組超低溫冷凍吸附幫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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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ogenic pump with charcoal trap），吸附並去除氣體樣本中的活

性氣體（active gas）。 
 

C. 水化學 

地熱井下流體中液體部分之水化學樣本主要分析水中陰陽離子成

分以及氫氧同位素。將部分原液裝入高密度聚乙烯廣口瓶中

(high-density polyethylene, HDPE) 進行溫度、pH 值、總溶解固體

量(Total dissolved solids, TDS)、導電度(Conductivity)等基本性質量

測。次外，在現地以 Nylon 47mm 0.45 µm 的過濾膜進行過濾後分

裝為兩瓶並以封口膜(Parafilm)將瓶口密封以防側漏，帶回實驗室放

置於 4℃冰箱恆溫保存直到分析前，一瓶做陰離子分析、其中一瓶

會加入純濃硝酸約 1 毫升將樣本酸化，以測量陽離子濃度。 

 

(A) 離子層析儀及滴定儀 

使用離子層析儀(IC，型號 Metrohm 882 Compact IC plus 以及

883 Basic IC plus)，搭配自動進樣系統，總計可分析鋰離子(Li+)、

鈉離子(Na+)、鉀離子(K+)、鎂離子(Mg2+)、鈣離子(Ca2+)、矽離

子(Si4+)、硼(B3+)、銨根(NH4
+)等陽離子，以及氟離子(F-)、氯(Cl-)、

溴離子(Br-)、硝酸根離子(NO3
-)、硫酸根離子(SO4

2-)、磷酸根離

子(PO4
3-)等陰離子。 

離子層析儀的原理是使待測的容易通過充填樹脂之分離管，離子

會與樹脂發生交換作用吸附在自由基上，藉由流洗液不停的沖

提，離子有機會變成自由離子，在不斷的被吸附和沖提。此時，

對樹脂親和力越大的離子越容易依附在交換基上，越難沖提，因

此親和力越大的離子通過分離管的時間就越長。測量每個離子的

波鋒面積便可以做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同樣的經過標準品的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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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誤差在 3%範圍以內。 

此外，碳酸氫根離子（HCO3
-）則使用 Metrohm 877 Titrion plux

自動滴定儀搭配 0.1N 鹽酸來測定。自動滴定儀是利用電極量測

水中電壓改變，測定離子當量點，較傳統人工判斷滴定方法要更

為精準許多。本實驗的校正自動滴定儀是以 pH 值為 2、4.01、7、

9.21 及 11 的標準溶液校正，校正結果在<2%誤差範圍以內。 
 

(B) 感應耦合電漿放射光譜儀 

感應耦合電漿放射光譜儀(ICP-OES)的原理是利用電漿提供熱

能，原子吸收熱能激發至激態後，根據能量守恆定律，以發光的

形式釋出熱能回到基態，經由分光儀獲的發射的光譜，藉由光譜

可進行元素的定性及定量分析。 

感應耦合電漿放射光譜儀主要部分包括進樣系統、電漿放射及光

學系統三部份。樣品經霧化器霧化之後，進入感應耦合電漿中，

因在高能量電漿中氣化、原子化進而游離化；當離子化離子受到

更高溫度時游離化離子在激發狀態不穩定之情況下必回到基態

離子能階；在此過程中所有元素皆有其特定之光譜線且離子濃度

越高其光之強度越強。利用 ICP-OES 進行分析水中樣品的鐵和

鋁離子濃度，誤差小於 5%。 
 

(C) 水同位素分析儀 

水同位素是利用 LGR-LWIA 液態水同位素分析儀進行地熱水之

氫氧同位素分析，樣本先以 0.22 µm 濾膜過濾，取 1 毫升樣本裝

入進樣瓶並以含有 PTFE/silicone 墊片的螺旋蓋密封。不需在進

行其他繁複純化過程，原液直接進樣後會被加熱氣化，再以光譜

法中離軸積分腔輸出光譜技術同時測定水樣之氫與氧同位素。 



96  

 

(3) 結果與討論 

依據監測井地下水採樣方法(NIEA W103.54B)，為取得代表性地下水樣

本應在取樣前進行洗井，抽換井中的滯留水。探勘井 E303 的儲集層壓

力不足以使本井自噴，故在井下取樣前以空壓機將井內的滯留水強制

排出，以期採集新鮮的地層水。本口井水溫度約為 88℃，酸鹼值約 2.5。 

本工作項目於 2016 年 10 月 28 日進行第一次取樣，現地工作照片圖 83

至圖 86所示。下放中空鋼纜的兩端分別與氮氣鋼瓶和採樣器連接，下

放至目標深度後，再開啟氮氣鋼瓶以開啟採樣裝置的閥門。 

恢復試驗在深度約 585 公尺處溫度達 134℃，推測可能有高溫地熱流體

流入，故本次取樣針對該處深度進行採集 3 次，針對深度 430 公尺、

585.8 公尺和 582.8 公尺進行採樣，其中 430 公尺之地熱流體最高溫約

96℃，585.8 公尺和 582.8 公尺之最高溫皆為 134℃。不過，兩個深度

的取樣瓶重量皆沒有變化亦未取到水樣，而氣體組成，是以氮氣和氧

氣為主，且氦同位素(3He/4He)及氦氖(4He/20Ne)比值近乎於空氣比值；

由於探勘井 E303 的地下水位面為井下 420 公尺處，故推測兩次取樣的

採樣裝置閥門並未正常啟動，所分析的氣體可能是原本存在採樣器裡

的地表大氣，推斷此兩深度之井下採樣不成功。而深度 430 公尺之井

下採樣，經調高井下採樣器驅動壓力後，已順利取得該深度之樣本，

目前 430 公尺之樣本正送化驗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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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井下採樣裝置於取樣前進行現地整備 

 

 

圖 84、井下採樣裝置於取樣後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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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取樣後秤量取樣裝置的重量 

 

 

圖 86、井下流體分樣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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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地熱場址監測 

1.2.2.1 微震觀測網設置及監測 

(1) 大屯火山微震網即時監測系統開發 

本項工作分為無線通訊系統建置及自動資料定位處理系統程式發展兩

部分，系統建置架構如圖 87所示。即時監測系統即是將地震網端地震

儀所蒐集之地震訊號，經由無線通訊系統，即時回傳至自動資料處理

端，亦即資料處理中心，回傳後即時進行資料備份與自動分析，因此，

無線通訊品質的優劣便成為即時監測系統開發的首要調查項目。本項

工作已針對本計畫所執行建置之微震觀測網進行 3G/4G 網路測速及電

力設備可行性確認，成果說明如表 15所示，由於地震自動定位程序需

使用至少四站以上之可辨識初達 P 波進行運算，考量通訊品質、用地

許可及具有 FRP(玻璃纖維強化塑膠)站房之站點以妥善保障設備運作

狀態，最終選擇 DT01、DT06、DT07 及 DT08 四站進行系統建置與開

發測試，四站現地情形與通訊設備布置狀態如圖 88及圖 89所示。 

 

 

圖 87、微震網即時監測系統硬體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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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大屯山微震網3G/4G網路測速成果 

 

 

 

 

圖 88、3G 通訊設備布置狀態 

說明：(1) 3G 路由器內含 SIM 卡，使用 3G 訊號進行資料傳輸；(2) IP 分享器；(3) 太陽能

充電控制器將太陽能電力儲存至備用電瓶中；(4) 工業電腦同步備份地震資料及進行遠端

傳輸；(5) 地震儀系統規格皆為 Guralp CMG-6TD 寬頻地震儀；(6) 每組 3G 通訊設備皆配

置兩個電瓶(12V/75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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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01 

 

DT06 

 

DT07 

 

DT08 

 

 

圖 89、DT01、DT06、DT07 及 DT08 四站現地情形 

 

自動資料處理端為即時監測系統程式(圖 87)的一部份，程式內包含即

時震波波形監看及地震事件即時定位系統。當震波訊號藉由無線通訊

設備回傳至自動資料處理端後，始能進行震波資料備份及分析，並完

成自動地震定位、規模估算等地震事件資訊。本項工作目前已在 Linux

系統環境下，完成 Earthworm 地震資料處理平台的建立，此軟體由

Instrumental Software Technologies, Inc. (ISTI)所開發，作為資料接收、

交換與傳輸的媒介，並能透過無線通訊系統傳輸而進行即時地震監

測，目前國內政府單位如中研院地球所、中央氣象局等也使用此資料

處理平台進行地震資料處理，其程式在 Linux 系統中實際啟動狀態如圖 

90所示。關於即時波型展示功能，考量圖形介面的易用性，本項目另

使用 Seismic Wave Analysis and Real-time Monitoring (SWARM)即時波

形展示系統，將 Earthworm 內所產生的波形資訊以封包形式匯入至

SWARM 系統中，並實際演示震波訊號 (圖  91)。此外資料回傳

Earthworm 的資料自動處理系統後，所使用的系統模組流程如圖 92所

示，其中有關各式資料儲存類型，可分類為測站資料(SCN_RING)、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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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資 料 (WAVE_RING) 、 波 相 到 時 (PICK_RING) 以 及 定 位 資 料

(HYPO_RING)，並採用 P 波偵測模組(pick_ew)偵測初達波到時，再使

用到時資訊及一序列之地震定位模組 (eqproc、 eqbuf、 eqverify、

hyp2000_mgr)，並視測站背景雜訊微調參數，參照假設一維速度模型，

最終完成初始定位處理及儲存。 

  

 

圖 90、Earthworm 系統程式啟動狀態 

 

 

圖 91、Swarm波形演示介面展示 

說明：大屯山微震網 DT01-DT08 各測站於同一時間段的垂直向地震波形。圖中以 2016 年

5 月 1 日部分地震訊號紀錄作為演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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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Earthworm系統模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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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震監測網維護及資料前處理 

為完整研究大屯山火山系統之構造特性及鄰近微震活動行為，本計畫

整合部分大屯火山觀測中心(Taiwan Volcano Observatory–Tatun, TVO)

走時資料，及本院所建置之微震網(含本計畫測站)共 35 站所收錄之微

震資料，透過資料整併針對研究區域共同進行解析，並藉由微震監測

系統資料庫的共享，了解大屯山岩漿活動後期的微震及熱液氣活動分

布情況及可能的發生機制，提供岩體物理特性之資訊。 

A.微震監測網維護 

由於本項工作項目為前案延續工作，每兩個月定期進行測站例行維

護及現地微震資料下載，除因山區天候因素影響外，均依規劃定期

執行，目前已完成至 2016 年 11 月，測站維護情形良好，地震訊號

皆持續 24 小時正常記錄中，實際運行觀測紀錄如圖 9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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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微震網實際觀測紀錄 

說明：微震網各測站於同一時間段的垂直與水平方向地動波形。以 2016-188-UTC 時間

02:42:02 的記錄為例，取一 38 秒的視窗，可觀測到大部分測站皆有明顯的 P 波及 S 波的

訊號，且 P 波及 S 波到時差小於 2 秒，為網內之微震活動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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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微震資料處理 

微震資料前處理包含地震資料庫建置、波形判釋及震源初始定位工

作。目前所有微震資料處理流程均匯入中研院協助維護的 Antelope

地震資料蒐集系統中進行處理，可進行即時波形資料的接收、交

換、儲存、測站狀況以及地震活動的監測工作等。為方便 Antelope

軟體進行資料交換與使用，上傳資料時遵行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Digital Seismograph Networks(FDSN)國際組織所發布的地震資

料標準交換格式 Standard for the Exchange of Earthquake Data(SEED)

為最終的資料格式。 

Antelope 可建置完整的觀測資料庫，除波形資料外，亦包含有關儀

器型式、頻率響應、測站資訊等基本資料。因此，在處理觀測所得

之資料時，將依據軟體所需之檔案關聯資料庫架構，進行資料庫建

置，並進行自動及人工波形判釋、地震規模估算，以及相關 QC 檢

測流程。而資料庫建置處理後需完整記錄及備份，系統亦提供包括

地震事件波形資料剪輯、濾波、P 波及 S 波到時、震源初始定位、

計算地震規模等功能。其中，波形判釋需使用 Antelope 所提供之

dbpick 模組功能，進行到時誤差視窗參數評估，並紀錄至 Antelope

參數設定檔案中，以利後續分析流程進行權重值劃分。最後，進行

震源初始定位時，至少需使用測站數四站以上的可辨識初達 P 波資

料，始得以採用該事件進行定位及後續處理，另需提供一維地層速

度構造模型，始能將所挑選的到時依據速度構造模型換算成距離並

進行初始定位。 

本年度延續前案執行成果，監測大屯火山地熱區(含陽明山國家公

園及金山、萬里地區)所發生之地震事件，初步定位結果顯示地震

叢集大致可分為四群，其地震叢集位置分別位於七星山、擎天崗附

近及磺嘴山西側，震源深度均淺於 3-4 公里，主要分布於山腳斷層

與唭哩岸線型之間，而另一群叢集地震則位於北投地區附近，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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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4-5 公里處(圖 94)，為 2014 年 2 月 12 日士林地震之餘震序列。

所收錄之地震資料亦依據地震分布位置，訂定逆推網格中心於七星

山、馬槽一帶，進行高精度微震定位速度成像，成果如圖 95所示，

可觀察到主要特徵為兩個東北-西南向高速條狀分布，同時平行於

主要構造線。其一位於山腳斷層與唭哩岸線型之間，於七星山西側

約高程水平面下 1 至 3 公里處 (圖 95；藍色區塊)，遇馬槽、大油

坑地區波速明顯降低，過後再往東北方向延伸；其二則位於唭哩岸

線型與崁腳斷層之間且連續性較佳。由於速度構造變化與岩體裂

隙、化學換質作用、溫度梯度、孔隙水壓以及孔隙率均相關，若遇

地熱高溫、岩體裂隙或熱液換質作用，均可能降低波速，考量低速

構造位置，與現生地熱中心和地表熱液換質帶分布相近，推測應與

近地表之地熱活動有關。 

此外，本項目亦嘗試藉由目前所收錄之地震事件及波形紀錄求得震

波衰減因子(Qp)並進行成像，此工作需擷取包含 P 波到時之時間

窗，先以非線性擬合逆推求得路徑衰減運算子(t*)及拐角頻率(fc)，

以探討了解震波經過岩體時之衰減程度，常與速度成像進行綜合討

論。惟 Qp 值分析受微震分布位置及數量多寡所影響，且須使用波

形資訊進行擬合，本分項工作所蒐錄之波型資料，僅有 54 筆地震

事件中得到 300 餘個 t*值，且 Qp值逆推演算過程又受逆推格點及

波線分布控制，故現階段成果如圖 96所示，僅能粗略表示 Qp值在

區域內之相對變化，尚不具構造代表性，未來將持續收錄地震訊

號，並改善 Qp值成像之解析度與可信度後再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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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大屯火山區微震分布圖 

說明：上圖為大屯火山區震央分布圖，圖中標示山腳斷層、唭哩岸線型與崁腳斷層地表分

布位置；下圖則為 TWD97 二度分帶 X 軸(東-西向)剖面側向投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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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5、高精度微震定位速度成像與微震活動分布圖 

說明：此圖為高程橫切面，自地表 0 公里至高程-5 公里，每 1 公里由一張橫切面展示；紅

色方塊為測站分布位置；黑色線段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三條線型構造由北至南分別標

示出山腳斷層、唭哩岸線型以及崁腳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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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6、震波衰減因子高程剖面圖 

說明：此圖為高程橫切面，自地表 0 公里至高程-5 公里，每 1 公里由一張橫切面展示；黑

色三角形為測站分布位置；黑色線段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三條線型構造由北至南分別

標示出山腳斷層、唭哩岸線型以及崁腳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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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產業推廣與國際合作 

1.3.1 地熱電廠推廣 

我國已投入地熱相關技術研究數年，並在清水地熱區建置小型發電示範

電廠，傳統地熱開發技術已漸趨成熟，對於蘊藏量更大的深層地熱則尚

在起步階段。為加速我國地熱開發的腳步，本年度將以深層地熱的資源

評估及開發地熱所需的鑽探技術為目標，進行國際合作與推廣工作，說

明如下: 

1.3.1.1地熱發電機組研發平台 

藉由原宜蘭清水地熱 50kW 發電示範發電系統旁，建置 300kW 等級

發電機組研發平台，其中包含：土建鋼構工程(鋼棚)、1000 RT 冷卻水塔、

IC-21 管線銜接、控制電力盤體、控制室、回注系統、軟水系統及 450kVA

受電設備建置等(請參考下圖 97)。本研發平台沿用 50kW 之軟水蓄水桶、

IC-21 地熱井及 9 噸蓄水槽，另將原受電設備 90kVA 升級為 450kVA、冷

卻水塔由 200RT 升級為 1000RT，以提供較大型發電機組進行運轉測試(參

考下圖 98)。 

發電機組研發平台於 10 月建置完成，現場照片請參考圖 99所示，本

測試平台藉由發電機組實機運轉進行測試(請參考圖 100)，以 19.2TPH 之

地熱水供應(地熱出口溫度 142℃、壓力 331kPa-G 條件下)，發電機組發電

量達 208kW，即時運轉數據請參考圖 101所示。透過發電機組現地測試及

實際發電輸出，以驗證此發電機組研發平台之功能性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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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清水地熱發電機組研發平台設計圖 

 

 

 

圖 98、冷卻循環、控制系統及受電設施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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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9、300kW發電研發平台 

 

 

 

圖 100、發電機組運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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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發電機組運轉數據(左圖:發電系統數據；右圖:環控系統數據) 

 

1.3.1.2 新北市商業電廠BOT規劃 

大屯山地區溫泉徵兆強烈，噴氣孔、硫氣孔及泥泉分布甚廣，區內有

51 處溫泉露頭。依據鑽井資料，大屯山地熱所鑽獲之最高儲集層溫度約達

293℃，該井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馬槽地熱區。大屯山區生產井蒸氣

含量約 60 ~ 90%，地熱流體熱焓量約 600 ~ 2,300 kJ/kg，為臺灣本島唯一

火山型地熱系統，發電潛能高達 514 MWe，約佔臺灣淺層地熱發電潛能

50%。大屯地熱區大部分位於國家公園內，宥於國家公園之開發限制，大

屯地熱之開發將排除國家公園，以國家公園邊界之外圍潛能區為標的。 

大屯山四磺子坪地熱區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邊界外東北側之秀磺坪

附近(圖 102)，為新北市政府管轄地，離人口稠密之金山區中心約 6 公里，

位置適中，地熱區之潛能面積約為 104 公頃。場址之聯外道路可由陽金公

路之三重橋北側，經天籟飯店後，沿產業道路約 2 km，抵達場址之西邊

入口，進出交通便捷。大屯山基地用地皆位於非都市計畫區，屬山坡地保

育區，使用地類別有礦業用地及未編定或未登入等土地。鑑於私有土地取

得之困難度，開發範圍將以地熱潛能範圍內之國有、市有、未登錄等公有

地為標的，並將其內之私有地全數排除，開發面積約 49.5 公頃(圖 103)。

經以蘊藏熱法評估，初步推算之發電裝置容量約為 10 MWe。考量開發用

地之完整性，進一步將開發範圍內被租用的保安林用地、溫泉露頭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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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排除後，四磺子坪地熱電廠基地面積調整約為 20.22 公頃(圖 104)，土

地相關資料詳見表 7。根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本計畫屬前六

款以外開發之土地且面積達二公頃以上，倘若全區均被視為開發區域，則

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四磺子坪地熱開發場址所在地屬新北市管轄，新北市對四磺子坪地熱

開發表達正面與積極之態度，並與工研院於 104 年 5 月 14 日簽署「新北

市金山區地熱發電開發計畫合作」，新北市同意協助本計畫鑽探井用地之

取得並主辦該場址之地熱發電 BOT。本計畫在 104 年即著手進行 BOT 之

開發可行性評估與先期作業規劃，並鑽鑿地熱探勘井以確認產能，以提供

新北市公告招商作業之所需。由於四磺子坪場址附近僅有 11,400 伏特高壓

系統桿線通過，依規定可申請 5 MWe 併聯；但若欲申請 10 MWe 併聯，

須採輸電線路併聯方式併聯至約 10 公里的基隆、汐止地區之 22,800 伏特

高壓系統併聯點，考量「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之限

制，本 BOT 案之裝置容量以 5 MWe 與 10 MWe 進行規劃。 

本年度工作目標為可行性評估報告的修正，修正內容主要專注在「財

務可行性分析」。報告書以上年度(104 年)內容為基礎，僅針對興建期建置

成本中的「先期規劃與申設行政作業費」以及「電廠系統設施」進行財務

參數的調整，使估算成本能更接近實際狀況。參數調整內容說明如下: (1)

「先期規劃與申設行政作業費」項目中，納入 7 千萬的能源局前期投入費

用；(2)在 10 MWe 開發方案中納入 5 億的併網費用(5 千萬/公里，約有 10

公里)於「發電系統設施」項目中。根據調整後的參數，本計畫估算出方

案一(10 MWe)的興建期投資成本約為 23 億 50 萬元，方案二(5 MWe)約為

9 億 8,450 萬元。各項目估算費用詳見表 17。 

在營運收入方面，主要係為躉售所得，其除了取決於廠商的裝置容

量、運轉率及電廠用電率等因素，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央主管機關所

訂定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電能躉購費率，此費率將逐年依成本、需求、發

電技術等主客觀因素，由專業人士檢討訂定的。假設電廠營運前 20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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躉售費率係依(當前 105 年度)地熱能的躉購費率 4.9428 元/度，並加上 2%

物調估算簽約日(預估民國 106 年簽約進場)之費率價格來計算，其次，電

廠營運自第 21 年開始，每五年依目前公告之迴避成本 2.07 元/度，並加上

2%物調估算換約其後各年迴避成本，方案一(10 MWe)的營運首年售電收

入為 3 億 2,505 萬元，方案二(5 MWe)為 1 億 6,253 萬元。不同裝置容量方

案的營運假設條件項目及營運首年預估發電收入綜整如表 18。 

財務效益分析係以本計畫興建期成本、營運成本及營運收入等規劃資

料進行現金流量試算，並估算計畫自償能力及各項財務指標報酬率，再據

以評估民間參與投資之財務可行性。整體財務計畫經財務試算出之計畫內

部報酬率、計畫淨現值、計畫還本年期、自償能力等財務評估指標，彙整

如表 19所示。自償能力分析方面，本計畫以 BOT 方式辦理，興建期間投

資金額龐大，兩方案之自償能力分別為 81.05%及 92.23%，顯示兩方案均

不具有完全自償的能力。而在民間投資可行性研判方面，在不計入開發權

利金及營運權利金的條件下，經財務試算後，方案一之計畫內部報酬率為

2.02%，股東內部報酬率則無法計算求出，顯示在計畫設定民間機構要求

之報酬率為 7%時，方案一不具有民間投資財務可行性；方案二之計畫內

部報酬率為 4.03%，股東內部報酬率則為 4.42%，顯示在計畫設定民間機

構要求之報酬率為 7%時，方案二亦不具有民間投資之財務可行性。由上

述分析可知，就財務觀點兩方案均不具有其財務可行性，並且就其股東內

部報酬率之試算結果顯示兩方案亦皆不具有收取權利金的空間。 

是以，整體而言，本計畫之開發若有政府承擔部分成本，以降低廠商

興建成本負擔，提高廠商投資意願，仍有民間參與之可行。尤其是對於目

前政府正積極推廣綠色再生能源政策，未來實可藉政府強力之市場導向策

略，改善整體發展環境，活絡地熱發電產業發展，提振整體之競爭力。基

於財務之可行性及建設時程的考量，本計畫可設定開發規模與範圍後，以

投資風險較保守的 5 MWe 方案來辦理後續 BOT 方式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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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開發範圍土地使用編定與權屬綜整表 

鄉鎮 地段 小段 地號 使用分區 類別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公頃

金山區 頂中股 大孔尾 0065 山坡地保育區 礦業用地 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061

金山區 頂中股 大孔尾 0056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482

金山區 頂中股 大孔尾 0061-7 山坡地保育區 暫未編定 市 新北市政府 0.301

金山區 頂中股 大孔尾 0061-5 山坡地保育區 暫未編定 市 新北市政府 0.058

金山區 頂中股 硫磺子坪 0151 山坡地保育區 暫未編定 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51

金山區 頂中股 硫磺子坪 0144 山坡地保育區 暫未編定 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957

金山區 頂中股 硫磺子坪 0147 山坡地保育區 暫未編定 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510

金山區 頂中股 硫磺子坪 0144-2 山坡地保育區 暫未編定 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612

金山區 頂中股 硫磺子坪 0146 山坡地保育區 暫未編定 國 林務局 0.049

金山區 頂中股 硫磺子坪 0147-1 山坡地保育區 暫未編定 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065

金山區 頂中股 硫磺子坪 0148 山坡地保育區 暫未編定 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251

金山區 頂中股 硫磺子坪 0150 山坡地保育區 暫未編定 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722

金山區 頂中股 硫磺子坪 0149 山坡地保育區 丙種建築用地 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091

金山區 頂中股 硫磺子坪 9017 山坡地保育區 暫未編定 未 0.411

金山區 頂中股 大孔尾 0064 山坡地保育區 暫未編定 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98

20.219總計  

 

表 17、興建期投資成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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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電廠營運假設條件項目及電能躉售收入假設 

項次 項目 單位
裝置方案1

【10MW】
裝置方案2

【5MW】

電
廠
營
運
假
設
條
件

電廠裝置容量 MWe 10 5

地熱井總產能 tph 150 90

電廠壽命 yr 30 30

電廠運轉率 % 92% 92%

電廠用電率 % 20% 20%

裝置容量因數 % 73.6% 73.6%

年淨發電量 kWh/yr 64,473,600 32,236,800

地熱生產井數(全部) 井 6 3
地熱生產井數(成功) 井 5 3
回注井井數 井 2 1

營運首年售電收入 千元 325,054 162,527
 

 

表 19、各項財務效益指標 

方案
財務評估指標

方案一【10MW】 方案二【5MW】

BOT BOT

特許年期 26年 26年

營運權利金(佔營運收入) 0% 0%

開發權利金 0千元 0千元

開辦費 300萬 300萬

計畫內部報酬率 2.02% 4.03%

股東內部報酬率（現金流量基礎） NA 4.42%

計畫淨現值 -615,556仟元 -93,181仟元

股東淨現值（現金流量基礎，折現率7%） -519,281仟元 -81,016仟元

計畫回收年期（名目法） 22 19

自償能力 81.05% 92.23%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率 5.01%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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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四磺子坪地熱電廠場區位圖 

 

 

圖 103、四磺子坪地熱電廠開發範圍(49.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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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四磺子坪地熱區排除被租用地後之開發範圍 

 

1.3.2 國際合作 

1.3.2.1 深層地熱開發評估技術 

(1) 臺美合作 

A.FORGE 計畫 

美國為世界最大的地熱發電國，傳統地熱發電的裝置容量達

3450MW(Bertania, 2015)，除持續發展傳統地熱發電外，潛藏在地

下深部的高溫熱能更是美國積極開發的目標，麻省理工學院(MIT, 

2006)初估未來 50年內美國本土深層地熱具備經濟開發價值的深層

地熱發電量可以達到 100 GW。 

FORGE)計畫主辦單位為美國能源部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辦公室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Office, EERE)轄下的地熱

能源技術辦公室(Geothermal Technology Office, GTO)負責，由國家

能源技術研究室(National Energy Technology Laboratory, NETL)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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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規劃與實施，組織架構如圖一所示。FORGE 計畫主要分成 3 個

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經費 200 萬美元，為期 12 個月，選出 5 個潛

在場址提出的研發計畫與初步地熱概念模式建置；第二階段總經費

2900 萬美元，由第一階段的 5 個場址中選出 1~3 個條件較優場址

進行，並於第 2 階段結束前選出最優場址進入第 3 階段。第 2 階段

再細分為 3 個小階段實施，以達到計畫目標(圖 106)。各階段目標

說明如下: 

a. 第 1階段:由選出的 5個計畫團隊分別依據場址特性與技術能力撰

寫計畫書與概念模式，階段結束時將選出 2~3 個團隊進

入下一階段。 

b. 第 2 階段:共分成 2A、2B 與 2C 三個小階段，說明如下: 

2A 階段:主要進行背景環境與地震資料蒐集，以決定是否繼續進

行 2B 階段。 

2B 階段:進行環境法規評估資料蒐集、如何降低製造人工儲集層

所誘發之地震及初步場址特性調查，依據前述資料評選出 1 個最

佳團隊，進入 2C 階段。 

2C 階段:進行場址特性調查、背景資料量測及研發計畫撰寫等，

並決定是否進入第 3 階段。 

c. 第 3 階段:進行鑽井、製造人工地熱儲集層、長期生產監測與具競

爭力技術研發等，並進行實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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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5、FORGE 計畫組織架構圖 

 

圖 106、美國 FORGE 計畫發展藍圖 

(摘自 FORGE 網站) 

美國的 FORGE 計畫目前進行至第一階段，計有 5 個國家實驗室參

加，詳如下表:愛達荷國家實驗室(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在愛達

荷州斯內克河平原(Snake river plain)場址、西北太平洋國家實驗室

(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在奧勒岡州紐貝里火山區

(Newberry Volcano)、桑迪亞國家實驗室(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y)

在內華達州的佛倫場址(Fallon)、桑迪亞國家實驗室在科索西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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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flank of Coso)場址及猶他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Utah)能源與

地球科學研究所(Energy & Geoscience Institute)在猶他州米福場址

(Milford)等五處進行評估(圖 107)。 

 

表 20、實施時程 

階段 目標 工作內容 
預定實施

時程 

經費 

(佰萬美元) 

1 
篩選 3 個潛

在場址 

1.研發計畫書研提 

2.初步概念模式建立 

2016.09. 

(已完成) 

2 

2 

2A Go/No Go 
1. 環境背景資料蒐集 

2. 背景地震監測 

2017.04 29 

2B 
選出 1 處最

佳場址 

1. 環境法規所需資料蒐集 

2. 降低誘發地震計畫 

3. 初步場址特性調查 

2017.12. 

2C Go/No Go 

1. 場址調查與分析 

2. 資料蒐集統開發 

3. 組成研發領導團隊 

4. 基本資料量測 

5. 提出研發計畫 

2018.08. 

3 
持續 5 年運

轉測試 

1. 鑽探 

2. 人工儲集層製造與測試 

3. 場址監測 

4. 具競爭力技術研發 

2023.08 未編訂 

 

B.場址評選標準 

理想的 FORGE 場址定義為”a dedicated site wher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will be able to develop, test and accelerate breakthroughs in 

enhance geothermal system (EGS) technologies and techniques.”，中文

的解釋為”一個可以讓科學家與工程師開發、測試及加速增強型地

熱開發科技與技術的場所”，在這樣的基礎下， Faulds et al. (2015)

與 Hinz et al. (2016)列出了數項標準包括(1)條件良好的結晶母岩

(Crystalline host rocks; well characterized)；(2)溫度介於 17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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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標儲集層的深度在 1.5~4 公里深；(4)低至中滲透率，大約在

10-16 m2；(5)非位在運轉中的地熱電廠(Not within an operational 

geothermal field)；(6)儲集層不是位於沉積盆地；(7)土地擁有(或出

租者)出具同意書(commitment)；(8)場址附近的基礎設施條件；(9)

環評影響評估及許可等 9 大要項(圖 108)。依據上述條件，FORGE

計畫於 2016年 8月 31日評選出位於內華達州的Fallon場址(圖 109)

及位於猶他州的 Milford 場址。 

未來 FORGE計畫的研發活動將鎖定在如何於母岩中製造裂隙及裂

隙的維持，這些關鍵技術研究也必須用於大規模的場址現地驗證、

經濟評估及熱交換系統的長期穩定等，以便為未來 EGS 商業化鋪

路。這些研發內容將包括先進的鑽井系統、儲集層激勵、井間裂隙

連通與流量測試等。此外，試驗的同時也必須在地表進行地球物理

與地球化學的連續監測，除此之外，動態的地熱儲集層概念模式修

訂將扮演重要的腳色，以預測、確認儲集層的特性及效能。 同時，

這些研發活動將會開放給科學界與工程界競標。 

研發技術的優先排序將視 FORGE 計畫進行的情況，適時調整。

FORGE 計畫將是一個動態、彈性的計畫，將隨技術研發的進展與

速度進行調整，以面對最先進、最艱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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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7、美國 FORGE 計畫第 1 階段場址場址分布圖 

 

 

 

圖 108、FORGE 選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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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9、Fallon 土地權屬與調查資料分布圖 

C.未來做法 

深層地熱為世界未來地熱發電產業的趨勢，如何利用有限資源將國

外相關研究成果導入國內為我國現階段之目標。國際合作為可行之

方式，本計畫目前正積極掌握美國 FORGE 計畫的最新進展，並視

FORGE 計畫的進展情況，於適當時機加入相關的研發計畫，以加

速我國深層地熱產業開發。 

 

(2) 臺菲合作 

2016 年 4 月 19 日至 22 日，菲律賓能源開發公司(Energ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EDC)來臺進行技術交流，赴大屯山金山區進行現地採樣與

分析，並與 EDC 就與大屯山相近環境之 Apo Mt.進行地熱儲集層地化

模式與耐酸蝕材料交流。並於同年由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於 10 月 27 日與 28 日共同簽署「臺菲地熱合作

備忘錄」，內容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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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臺灣現有及未來地熱發電潛在場址開發之技術合作

與資訊分享。  

B.  地熱資源開發管理法規上之經驗分享，以鼓勵民間廠

商投資地熱能源開發。臺灣及菲律賓參與合作單位可

以提供相關法規資訊及架構建議以促進地熱能源開

發與產業發展。  

C.  為促進商業交流機會，將成立專案工作小組 (Project  

Working Group,  PWG)。專案工作小組成員應由臺灣

與菲律賓雙方具備地熱能源探勘開發專業知識與經

驗之單位與人員組成，分享彼此之專業知識、專業與

經驗；必要時，協助研究人員進入場址進行探勘與數

據資訊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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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研發技術之實際應用情形 

2.1 研發技術實際應用情形 

(1)  運用本計畫所開發專家輔助決策系統之異質維度資料連動展示功

能，透過平面地圖控制三維虛擬井柱的操作方式，可協助地熱探勘

井位選址及潛能區域評估，並實際應用於本年度試驗井鑽鑿選址評

估，有效達成本系統階段性開發目的。 

(2)  為了降低地熱發電系統設置成本及有效維持地熱發電系統設備之使

用，使用防腐蝕塗料及鍍膜在一般不銹鋼或銅金屬上是可考慮的方

式。本年度評估鎳鉻合金共鍍的電鍍塗層，在含強還原混酸且高溫

的地熱井中，發現使用鈍化膜保護的鍍膜來抗蝕的可靠性仍不足，

需考慮陶瓷或高分子材料作為最外層之接觸層，而鎳鉻合金材料則

可作為接合底材與陶瓷/高分子層的接合層。本年度所評估之陶瓷材

料具有良好的抗蝕能力，可以承受嚴苛之酸蝕及鹽霧，但實際應用

在熱交換器上，卻面臨機械強度不足的問題，部分區域在壓力壓迫

下發生碎裂現象，在接續研究中將會結合高分子材料，強化耐受壓

力之性質，提高其實用性。最終目標仍是能以不銹鋼或銅金屬上做

噴塗防酸腐塗料處裡取代鈦金屬或鎳基合金使用且能維持相同使用

年限，期待降低一半以上地熱發電系統設置成本。 

(3) 提供本計畫研發之抗高溫酸蝕材料及相關評估技術，協助大地資源

公司進行功能性鍍層及表面處理技術評估，協助該公司進行地熱資

源應用材料開發之評估與諮詢。 

2.2 地熱業界合作洽談之情形 

(1) 本計畫研發之抗高溫酸蝕材料及相關評估技術，協助大地資源公司

進行功能性鍍層及表面處理技術評估，協助該公司進行地熱資源應

用材料開發之評估與諮詢，簽約地熱儲集層工程技術-耐高溫抗酸腐

蝕材料先期授權，簽約金額 50 萬。 

2.3 地熱產業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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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Y105 台電與工研院簽訂「綠島地熱發電機組試驗性計畫」合作意

向書，依其內容由台電負責 2 口地熱試驗井鑽鑿及地熱井產能測試

工作，工研院依產能測試結果設計及建製地熱發電機組，進行長期

運轉測試。今年度工研院以 990 萬標下台電「綠島地熱發電機組試

驗性計畫」委託技術服務工作，今年度將整合地質、地球化學、地

球物理等調查結果，透過「地熱專家輔助決策系統」模擬，進行 2

口試驗井鑽鑿孔位的選定與評估。 

(2) 協助玖臻建設有限公司(威聯有限公司籌備處)申請臺東紅葉溫泉場

址「地熱能發電系統示範獎勵」設置服務，規劃在調查區內進行自

有地開發 1MW 地熱發電廠，以發展其地熱發電事業。 

(3) 協助宮園顧問有限公司申請臺東金崙溫泉場址「地熱能發電系統示

範獎勵」設置服務，規劃在調查區內進行自有地開發 1MW 地熱發

電廠，以發展其地熱發電事業。 

(4) 協助大地資源工程有限公司之 10kW 耐酸蝕地熱溫差發電系統技

術，以地熱及溫泉為熱源，提供北投溫泉區之電力自主，並作為耐

酸蝕地熱電廠建置之示範，解決酸腐蝕熱源無法有效利用之困境。 

(5) 協助全利能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競標宜蘭清水地熱發電 BOT 案，提

供宜蘭清水地熱發電潛能與儲集層工程技術評估技術資料，簽約金

額 180 萬。 

 

3. 分包研究計畫執行說明 

本分包研究計畫係委託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執行「4D 地熱流體成

像技術發展」，預定時程為期三年，第一年(104 年)旨在建立理論與數值模擬

工具，第二年(本年度)為量測儀器系統之建置，開發相關的介面軟體。研究

成果摘述如下： 

(1) 雙工監測系統主動源電極迴路控制研發 

雙工監測系統之硬體儀器主要包含了直流電源供應器、主動源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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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極切換迴路、被動源類比電壓資料擷取裝置三大部分。其中電源

供應器與資料擷取器部分，以可使用商用模組進行客製化組裝，而

針對電流電極切換迴路，則須進行自行開發、設計相關迴路中之電

路系統，相關之開發包括：雙工監測系統電路架構概念圖、類比電

壓放大電路圖、多波道電壓電極模板等之設計；電流電極切換用簧

片繼電器電路板、電流電極切換用固態繼電器電路板、自動電流切

換電路模擬板之組裝、手動電流切換電路、電流電極切換之電壓曲

線測試與紀錄、多波道自動電流切換電路、地下地層等效電阻物理

模擬板等測試及建立電流切換電路作業電腦板。 

(2) 雙工監測系統主動源與被動源訊號分離演算法 

假設觀測到的原始電壓 V 時間序列中包括三個部分，即 

  

其中，C 為人工源產生之電位，S 為地表原有之自然電位，N 則為各

式雜訊干擾。針對觀測資料進行包括了數據平滑(data-smoothing)、

背景擬合(background fitting)、主動電壓拆解(active potential retrieving)

等相關解算程式之開發。首先對原始數據 V 進行五點移動平均的平

滑化計算，嘗試大量降低 N 對電壓訊號的干擾。然後假設背景自然

電位 S 可以用一四階多項式來擬合，再進而將平滑電壓數據扣除此

四階多項式，即可分別得出人工電位 C 與自然電位 S，完成兩者的

拆離解算。 

(3) 雙工監測系統電極陣列研究與室內槽體測試 

A. 設計針對地熱流體監測所需的特殊電極陣列，並將此陣列設置於大

型實驗槽體內，以供後續相關試驗之進行。陣列設計上，主要採取

了電流極與電位極相間的設置方式，並結合井下電位極與地表電位

極的觀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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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利用砂箱實驗槽體之電極配置，使用所研發之雙工監測儀器系統進

行量測，以測試評估與其功能與成效，確認其對槽體內已知構造之

解析能力。根據測試結果顯示，雙工監測系統在相同的電極排列

上，可獲取更大量的量測資料，準確定位出地下異常電阻構造。 

 

4. 技術引進計畫執行說明 

1. 在菲律賓國際合作方面，102 年於菲律賓舉行的「第 19 屆台菲(菲律賓)

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中菲律賓表達願意地熱開發技術專長，共同與

台灣合作開發特定地熱區。本計畫協助外交部「中華民國駐菲律賓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在 105 年「第 22 屆台菲(菲律賓)部長級經濟合作

會議」中，與「菲律賓駐臺北馬尼拉文化辦事處」簽署地熱合作瞭解

備忘錄，促使兩國在地熱開發合作上更進一步。 

2. 105 年 4 月由計畫主持人柳志錫博士前往冰島參加「2016 冰島地熱能

源研討會議」，瞭解冰島地熱開發現況及世界其他各國促進地熱發電的

政策與措施，其中土耳其因 2007 年地熱專法通過後，使該國的地熱發

電裝置量呈現跳躍式成長。該國地質條件與我國類似，相關的開發法

規與獎勵措施，可以做為我國地熱開發的借鏡。 

3. 105 年 10 月由協同主持人郭泰融博士前往美國參加「2016 美國地熱能

源研討會」，藉由研討會之便蒐集美國先進地熱發電系統計畫(Frontier 

Observatory for Research in Geothermal Energy, FORGE)相關進展，做為

我國未來開發深層地熱的參考依據。美國 FORGE 計畫場址篩選原則

標準包括 (1) 條件良好的結晶母岩 (Crystalline host rocks; well 

characterized)；(2)溫度介於 175~225℃；(3)目標儲集層的深度在 1.5~4

公里深；(4)低至中滲透率，大約在 10-16 m2；(5)非位在運轉中的地熱

電廠(Not within an operational geothermal field)；(6)儲集層不是位於沉

積盆地；(7)土地擁有(或出租者)出具同意書(commitment)；(8)場址附

近的基礎設施條件；(9)環評影響評估及許可等 9 大要項，選出位於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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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州 Milford 場址與位於華達州的 Fallon 場址，進入環境背景資料調查

與背景地震監測階段。由於我國地質條件與美國不同，在中生代基盤

下方是否有高溫結晶岩層(花崗岩)?未來要開發深層地熱，可以循美國

FORGE 計畫進行的模式，先邀集學者專家針對我國地質環境建立場址

篩選的標準，以利後續開發與技術發展的遵循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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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際進度與預定進度比較 

工 作 項 目 

工
作
比

重
（%） 

年 
 

月 
 

 
 
 

 
 

 
 

(%) 工
作
進

度 

105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評估與開發技術研發 24 預定進度             

1.1專家輔助決策系統 12 實際進度 
            
            

1.1.1知識庫更新與維護 4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1.1.2評估分析資訊化技術 8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1  

1.2地熱田開發關鍵技術 12 實際進度             
            

1.2.1耐酸蝕複合鍍層材料 6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2      3  

1.2.2地熱流體監控技術 6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4     5  

2.資源調查與評估 50 預定進度             

2.1地熱場址潛能評估 42 實際進度 
            

            

2.1.1試驗井鑽鑿 35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6     7     

2.1.2產能測試與潛能評估 3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8   

2.1.3井下採樣與分析 4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9  

2.2地熱場址監測 8 實際進度 
            

            

2.2.1微震即時監測技術 8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10     11  

3.產業推廣與國際合作 21 預定進度             

3.1地熱電廠推廣 15 實際進度             
            

3.1.1機組研發平台建置 8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12  

3.1.2新北市電廠BOT推動 7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13       

3.2國際合作 6 
實際進度             

            

3.2.1深層地熱評估技術 4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14  

3.2.2火山型地熱深鑽技術 2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15       

4.報告撰寫 5 預定進度             

4.1季報 2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16   17   18   

4.2期中報告及執行報告 3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19     20 

合     計 100 累計 25 50 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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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查核點說明 

查核

點  
預定時間  查   核   點   概   述  實際時間  差  異  說  明  

1 105.11.30 完成蘊熱潛能評估功能統計模組開發 105.11.30 符合進度 

2 105.05.31 

耐酸蝕合金材料製作，150°C 下腐蝕電流

<10-5A/cm2，鹽霧試驗>48 小時，面積

10cm*10cm 

說明: 

抗蝕鎳鉻鍍層開發。以多配位劑混搭的做

法，改變錯合機制，顯著降低沉積電流，

有降低成本及避免鍍液快速分解之功效。

雖然可在較低電流密度下得到高鉻成份比

的鍍層(鍍層鉻含量可提升至 80 at%)，可增

加評估範圍，然而鍍出來的成品外觀不如

先前的檸檬酸鍍浴，裂紋較多，使抗蝕效

果減弱。調整後可獲得含 23at%鉻含量之

鎳鉻鍍層。評估 23 at% 鉻含量之抗蝕效

果，腐蝕電流密度約在 7*10-6A/cm2。優於

不鏽鋼 304。根據 ASTM  B-117 測試標準

進行 5% 鹽水之鹽霧測試。試片四周以蠟

封，留下正中區域進行測試。經過 734 小

時，表面並未出顯任何腐蝕點。 

105.05.20 符合進度 

3 105.11.30 

耐酸蝕合金複合材料製作評估，150 度 C

下腐蝕電流<10-6A/cm2，鹽霧試驗>196 小

時面積大於 10cm*10cm。 

說明: 

以陶瓷鍍層搭配鎳鉻附著層，施作於不鏽

鋼基板，腐蝕電流密度約在 1*10-7A/cm2。

優於不鏽鋼 304。根據 ASTM  B-117 測試

標準進行 5% 鹽水之鹽霧測試。試片四周

以蠟封，留下正中區域進行測試。經過 196

小時，表面並未出顯任何腐蝕點。 

105.11.30 符合進度 

4 105.06.30 完成雙工監測系統設計 105.06.30 符合進度 

5 105.11.30 

完成雙工監測系統軟硬體設計與建置，其

硬體部分主要包括電源供應器、電流與電

位電極迴路控制、資料擷取器等三大部

105.11.30 符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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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點  
預定時間  查   核   點   概   述  實際時間  差  異  說  明  

分。完成模擬地熱場砂箱實驗槽體之設

置，並透過大型實驗槽體，測試雙工監測

系統與主動式放大電極之功能與成效。 

6 105.03.31 完成鑽井發包作業 105.03.31 符合進度 

7 105.08.31 完四磺子坪探勘井鑽鑿工作 105.08.31 符合進度 

8 105.10.31 

恢復試驗觀測到井下 600 及 1040 米處有較

高之溫度波峰，分別為 131 及 131.2 ℃，

推測此兩處可能為地熱水連通帶。以氣提

法 進 行 注 氣 導 噴 ， 最 大 導 噴 流 量

25.5m3/hr，地熱流體 pH 值介於 2.5~2.9 之

間，井口溫度 88℃，若持續導噴井口溫度

可再上升。 

105.10.31 符合進度 

9 105.11.30 完成地熱井流體地化採樣分析 105.11.30 符合進度 

10 105.05.31 完成無線通訊與即時監視系統建置 105.05.31 符合進度 

11 105.11.30 
完成無線通訊及自動資料定位處理系統程

式開發 
105.11.30 符合進度 

12 105.11.30 
完成清水地熱 300kW等級發電機組測試平

台建置。 
105.11.30 符合進度 

13 105.06.30 

完成BOT招商契約文件草案根據調整後的

財務參數及開發面積完成可行性評估報告

修正。本查核點變更為新增工作項目，並

委託鼎漢公司規劃完成。 

展延至

105.11.30 

已於第二季季

報中變更  

14 105.11.30 

完成深層地熱國際合作交流並與EDC就與

大屯山相近環境之 Apo Mt.進行地熱儲集

層地化模式與耐酸蝕材料交流。 

105.11.30 符合進度 

15 105.05.31 
參加 2016 冰島地熱研討會(The Iceland 

Geothermal Conference ,IGC 2016) 
105.04.30 符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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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點  
預定時間  查   核   點   概   述  實際時間  差  異  說  明  

16 105.04.20 提交第一次季報 105.04.18 符合進度 

17 105.07.20 提交第二次季報 105.07.18 符合進度 

18 104.10.20 提交第三次季報 104.10.20 符合進度 

19 105.07.25 提交期中報告 105.07.25 符合進度 

20 105.12.31 提交年度執行報告 105.12.25 符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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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目標達成情形說明 

計  畫  目  標  達   成   狀   況  差  異  檢  討  

文獻數值資料庫建立 完成大屯山含地質、地物、地化、

鑽 井 資 料 之 文 獻 數 值 資 料 庫 建

立，其中主要的地物及地化資料

已於報告前文 1.1.1.1 中說明。  

符合目標規劃  

潛能評估與分析資訊

化功能建立 

完成潛能評估與分析資訊化系統功能

開發，主要達成內容已於報告章節

1.1.1.2中說明。 

符合目標規劃  

腐 蝕 速 率 小 於 0.1 

mil/yr，耐磨耗， 10nt

施力下硬度≧4H。 

小型陶瓷/金屬鍍層試片（>1cm*2cm）

目前滿足設定目標，腐蝕速率小於

0.1mil/yr，硬度高於 500HV，亦滿足

10nt施力下硬度≧4H 

符合目標規劃  

地熱場線源理論之建

立與數值模擬 

因應地熱流體監測需求，研發結合自然

電位(SP)法與地電阻(ERT)法之自動雙

工監測系統，完成工作流程制定與初步

設計。 

符合目標規劃  

可行性評估報告修訂 完成相關參數修正後的可行性評估報

告撰寫。修正參數有: (1)基地面積由 49

公頃修正為 20.2 公頃；(2)納入能源局

前期投入費用 7 千萬於「先期規劃與申

設行政作業費」項目中；(3)納入 10MWe

併網費用(5 千萬/公里，約有 10 公里)

於「發電系統設施」項目中。 

符合目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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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延長或變更執行情形 

1.原計畫書劉仁賢2 人月、李惠容10人月、劉力維10人月，於第二季變更

為劉仁賢3人月、劉力維9人月、李惠容9人月，新增鄭錦鳳1人月。 

2.查核點異動:查核點13: 完成BOT招商契約文件草案，預定完成日期105

年06月，變更至105年12月；查核點 BOT文件草案之擬訂，原規劃由 

BOT主管單位(即新北市)編列預算進行BOT文件整備，由於105年度新北

市未編列經費，查核點因故展延，目前由工研院變更經費增列預算協助

執行中(文號：20160627工研能字第1050009945 )。 

3.能源局同意本計畫擴充工作項目及增加經費案，包括：（1）、同意「地

熱田開發關鍵技術」子項項下，增加「耐酸蝕複合管材先期研發」工作

項目。（2）、同意「地熱場址潛能評估」子項項下，增加「四磺子坪探

勘井壁電阻影像探測」工作項目。（3）、同意「地熱電廠推廣」子項項

下，增加「四磺子坪地熱電廠BOT招商前置作業」工作項目。（4）、同

意「地熱電廠推廣」子項項下，增加「協助臺東縣延平鄉紅葉溫泉地熱

資源評估」工作項目。並同意增加經費新臺幣650萬元(文號：20160816

能技字第10504032260號 )。 

4.原計畫書林鎮國 0.5 人月、謝佩珊 0.5 人月、張育德 1 人月、陳興華 0.5

人月、謝宏元 3.6 人月、李文錦 0.5 人月，於第四季變更為陳興華 0.9 人

月、謝宏元 4.5 人月、李文錦 1.2 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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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績效說明 

 

 

「不提供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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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要成果清單 

1.專利權 

(1)專利申請一覽表 

項次 申 請 編 號 專     利    名    稱 申請日期 國 家 類別 

1 105141243 用於分離地層電位訊號及量測電路雜訊之電子裝置 105.12.13 中華民國 發明 

2 201611161705.7 用於分離地層電位訊號及量測電路雜訊之電子裝置 105.12.13 中國大陸 發明 

3 15/250,945 
ELECTRICAL DEPOSITION APPARATUS(電沉積

設備) 
105.08.30 美國 發明 

(2) 專利獲得一覽表 

項次 專 利 證 號 專    利    名   稱 獲證日期 國 家 類別 發 明 人 專  利  時  間 

1 I541353 

產生嗜熱性鹼性蛋白酶生產

菌屬(Tepidimonas)之胞外

蛋白的方法 

105.07.11 中華民國 發明 
韓吟龍 ,張嘉修 ,

羅泳中 ,鄭捷倫 ,

柳志錫 

105.07. 11~123.12.24 

2 I510618 
抑制鹽類生成的方法及高溫

廢水的處理方法 
105.01.22 中華民國 發明 

韓吟龍 ,郭泰融 ,

張嘉修 ,周儀如 
104.12.01-121.11.21 

3 M522954 
電沉積設備 

105.06.01 中華民國 新型 
呂春福 ,周雅靜 ,

劉力維 ,陳興華 
105.06. 01~114.12.02 

4 I530454 
改質碳材與其形成方法及塗

料 105.04.21 中華民國 發明 
辛玉麟 ,張智光 ,

葉筱均 ,施希弦 105.04.21~122.12.30 

(3) 專利運用一覽表 

表四：研究成果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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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專 利 證 號 專     利    名    稱 運用廠商 效     益    說    明 

1 無    

2.論文 

(1)論文一覽表-期刊 

項次 論    文    名    稱 刊出日期 期刊名稱 / 期別 國  家 起迄頁數 

1 清水 IC21地熱探勘井產能測試研究 2016.03 臺灣鑛業 68 卷第 1 期 中華民國 49-57 

2 
Modeling studies for production potential 

of Chingshui geothermal reservoir 
2016.04 Renewable Energy Vol. 94 英國 568–578 

3 

Experimental study on heat transfer of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in a long 

silicabased porous-media tube 

2016.08 
Heat Mass Transfer 

Vol.52,No.8 
德國 26-30 

(4) 論文一覽表-研討會 

項次 論    文    名    稱 刊出日期 會議名稱 / 期別 國  家 起迄頁數 

1 耐高溫生物水中除鈣技術 2016.05.16 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  

2 四磺子坪地熱探勘井特性初探 2016.05.17 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  

3 
利用亞甲基藍吸附法進行地熱系統膨潤石含量

研究 
2016.05.17 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  

4 從電阻特性評估四磺坪地區地熱構造 2016.05.16 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  

5 
台灣北部大屯火山群土壤氣體地球化學之時空

變化 
2016.05.17 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  

6 涵蓋硫磺谷與龍鳳谷區域之地熱儲集層模式探 2016.05.17 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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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7 
酸性溫泉區多目標利用之小型發電示範系統-臺

灣北投 
2016.05.16 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  

8 大屯火山地熱區微震監測與分析 2016.05.18 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  

9 地熱專家輔助決策系統 2016.05.17 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  

10 

台灣北部大屯火山群地熱區之氣體地球化學特

性 Gas geochemistry characteristics in 

geothermal areas of the Tatun Volcano Group, 

Northern Taiwan 

2016.10.17 

海峽兩岸地質災害防治學術研

討會 
5thinternational Geo-hazards 

Research Symposium 

中華民國  

3.研究報告 

項次 報    告    名    稱 類別 完成日期 語言 機密等級 頁數 

1 地熱專家輔助決策系統功能擴充 技術報告 2016.11.30 中文 非機密 87 

2 耐酸蝕合金複合材料製作評估技術報告 技術報告 2016.11.30 中文 非機密 47 

3 四磺子坪探勘井鑽鑿工作說明 技術報告 2016.09.30 中文 非機密 52 

4 地熱井流體地化採樣分析技術報告 技術報告 2016.11.30 中文 非機密 47 

5 臺東縣延平鄉紅葉溫泉地熱資源評估報告 調查報告 2016.09.30 中文 非機密 30 

6 4D 地熱流體成像技術發展分包期末報告 分包報告 2016.11.30 中文 非機密 67 

7 
大屯山四磺子坪地熱區地熱發電開發可行性評估與先期規劃結案

報告 
分包報告 2016.11.30 中文 非機密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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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報    告    名    稱 類別 完成日期 語言 機密等級 頁數 

8 耐酸蝕管材關鍵技術研發計畫期末報告 分包報告 2016.11.30 中文 非機密 45 

9 105 年度高效能地熱發電技術研發計畫(1/3)執行報告 執行報告 2016.12.25 中文 非機密 190 

10 
參加 2016 冰島地熱研討會(The Iceland Geothermal Conference 

2016) 出國報告 
出國報告 2016.06.17 中文 非機密 54 

11 參加 2016 美國地熱能源研討會出國報告 出國報告 2015.12.27 中文 非機密 55 

4.業界合作 

項次 合 作 項 目 名 稱 廠商名稱 
配合款 

(新臺幣千元) 

先期技術 
授權金 

(新臺幣千元) 

權利金 

(新臺幣千元) 

技術服務費 

(新臺幣千元) 
合作方式 成 果 及 效 益 說 明 

1 

地熱儲集層工程技術

-耐高溫抗酸腐材料

先期開發 

大地資源

工程有限

公司 

0 500 0 0 先期參與 

地熱儲集層耐高溫抗酸蝕

金屬鍍層材料開發技術報

告，開發耐高溫抗酸蝕金

屬鍍層材料，有助於酸性

溫泉、地熱區產業發展。 

 

5.促進投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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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投   資   項   目  名  稱 廠商名稱 
投資金額 

(新臺幣千元) 
內  容  及  效  益  說  明 

1 
10kW耐酸蝕地熱溫差發電系統技術 大地資源工程

有限公司 16,800 

1.以地熱及溫泉為熱源，提供北投溫泉區之電力自主。 

2.作為耐酸蝕地熱電廠建置之示範，解決酸腐蝕熱源無

法有效利用之困境，並推廣至國外。 

2 
宜蘭清水地熱發電潛能與儲集層工程技術

評估(地熱 BOT發電案) 

全利能源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1.建立清水地熱地質模型、儲集層工程、發電系統。 

2.促使清水地熱 BOT 發電案 4 家投標廠商，共計投入

2000萬。 

3 

臺東紅葉溫泉場址「地熱能發電系統示範獎

勵」申請設置服務 

玖臻建設有限

公司(威聯有限

公司籌備處) 
20,000 

1.開發台東紅葉溫泉地熱資源，建立民間地熱發電廠，

推廣再生能源。 

2.促進臺東溫泉業者有意投資地熱發電者增加，為配合

電業法需先完成環評工作，帶動相關產業。 

4 

臺東金崙溫泉場址「地熱能發電系統示範獎

勵」申請設置服務 

宮園顧問有限

公司 6,000 

1.開發台東金崙溫泉地熱資源，建立民間地熱發電廠，

推廣再生能源。 

2.促進臺東溫泉業者有意投資地熱發電者增加，為配合

電業法需先完成環評工作，帶動相關產業。 

5 

進行地熱儲集層工程技術從事耐高溫抗酸

腐材料先期開發之研究 

蘭陽地熱股份

有限公司 1,200 

1.進行地熱儲集層工程技術從事耐高溫抗酸腐材料先

期開發之研究。 

2.促使溫泉產業業者，進行儲集層工程技術之研發，加

速區域性小型電廠與溫泉取供之投資意願。 

6.促進就業 

項次 投   資   項   目  名  稱 工作內容 人 數 內  容  及  效  益  說  明 

1 

10kW耐酸蝕地熱溫差發電系統技術 

進行發電測試 3 

1.以地熱及溫泉為熱源，提供北投溫泉區之電力自

主。 

2.作為耐酸蝕地熱電廠建置之示範，解決酸腐蝕熱源

無法有效利用之困境，並推廣至國外。 

2 
宜蘭清水地熱發電潛能與儲集層工程技術

評估(地熱 BOT發電案) 建置小型地熱電廠 6 

1.建立清水地熱地質模型、儲集層工程、發電系統。 

2.促使清水地熱 BOT發電案 4 家投標廠商，共計投入

2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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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東紅葉溫泉場址「地熱能發電系統示範獎

勵」申請設置服務 
「地熱能發電系統示

範獎勵」申請設置服

務 

4 

1.開發台東紅葉溫泉地熱資源，建立民間地熱發電

廠，推廣再生能源。 

2.促進臺東溫泉業者有意投資地熱發電者增加，為配

合電業法需先完成環評工作，帶動相關產業。 

4 

臺東金崙溫泉場址「地熱能發電系統示範獎

勵」申請設置服務 
「地熱能發電系統示

範獎勵」申請設置服

務 

6 

1.開發台東金崙溫泉地熱資源，建立民間地熱發電

廠，推廣再生能源。 

2.促進臺東溫泉業者有意投資地熱發電者增加，為配

合電業法需先完成環評工作，帶動相關產業。 

5 

進行地熱儲集層工程技術從事耐高溫抗酸

腐材料先期開發之研究 材料先期開發之研究 1 

1.進行地熱儲集層工程技術從事耐高溫抗酸腐材料

先期開發之研究。 

2.促使溫泉產業業者，進行儲集層工程技術之研發，

加速區域性小型電廠與溫泉取供之投資意願。 

7.技術引進 

項次 技   術   名   稱 技術來源 
引進金額 

(新臺幣千元) 
效    益    說    明 

1 無    

8.一般技術授權 

項次 技 術 授 權 項 目 名 稱 廠商名稱 簽約日期 
授權金 

(新臺幣千元) 
權利金 

(新臺幣千元) 
合 約 期 間 

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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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技術服務 

項次 技  術  服  務  名  稱 
技術服務費 
(新臺幣千元) 

服務對象 項次 技  術  服  務  名  稱 
技術服務費 
(新臺幣千元) 

服務對象 

1 
10kW耐酸蝕地熱溫差發電

系統技術 
857 大地資源 2 

宜蘭清水地熱發電潛能與

儲集層工程技術評估 
1800 

全利能源實

業 

3 

臺東紅葉溫泉場址「地熱

能發電系統示範獎勵」申

請設置服務 

944 玖臻建設 4 

臺東金崙溫泉場址「地熱能

發電系統示範獎勵」申請設

置服務 

1048 宮園顧問 

10.分包研究 

項次 分  包  項  目  名  稱 分包對象 主持人 
簽約金額 
(新臺幣千元) 

實際執行 
(新臺幣千元) 

簽約日期 執 行 期 間 

1 4D地熱流體成像技術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

科學系 
陳建志教授 1,800 1,800 105.04.28 

105.02.01-10

5.11.30 

2 
四磺子坪地熱電廠 BOT 招商前置

作業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 徐肇章 500 500 105.10.26 

105.08.16-10

5.11.30 

3 耐酸蝕複合管材先期研發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

中心 
黃漢淞組長 3,000 3,000 105.09.29 

105.08.16-10

5.11.30 

11.研討會及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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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活  動  名   稱 舉辦地點 主 辦 單 位 舉 辦 日 期 人次 形 態 

1 召開清水地熱發電 BOT＋ROT 案公聽會 
大同鄉公所村

民活動中心 
宜蘭縣政府 2016/05/12 20 說明會 

2 
臺東縣延平鄉紅葉溫泉復振工程計畫協

調會 
立法院 孔文吉委員辦公室 2016/02/25 10 座談會 

3 105 年度業合說明會 
集思台大會議

中心 
工研院 2016/03/09 10 說明會 

4 紅葉地熱再生能源計畫工作協調會 
延平鄉公所鄉

史室 
延平鄉公所 2016/03/31 12 座談會 

5 宜蘭清水地區地熱開發專家討論會 
中央研究院地

科所 
NEPII 地熱主軸 2016/06/13 27 座談會 

6 105「地熱探勘暨發電推動業界座談會」 能源局 工研院 2016/06/28 13 座談會 

7 再生能源週_綠色能源展覽會 台北 經濟部 
2016/8/25~2016/8/2

7 
- 推廣活動 

8 2016 TWTM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世貿一館 經濟部 
2016/9/29~2016/10/

1 
- 推廣活動 

9 高雄國際海事船舶暨國防工業展 高雄展覽館 經濟部、國防部 
2016/9/16~2016/9/1

8 
- 推廣活動 

10 地調所 105 年度員工教育訓練參訪事宜 四磺子坪井場 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6/10/28 - 推廣活動 

【備註】型態包含研討會、座談會、示範觀摩會及推廣活動等。 

12.人才培訓 

項次 課程名稱 舉辦地點 舉 辦 日 期 人次 金額(新臺幣千元) 

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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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才培育 

項次 學校名稱 系/所 姓名 博士/碩士 畢 業 日 期 

1 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王子賓 博士 105.08 

2 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 莊詠傑 碩士 105.08 

14.環保效益 

項次 技   術   名   稱 應用領域 CO2 排放減量 效    益    說    明 

1 200kW 雙循環地熱發電示範系統運轉測試 再生能源 0.29 公噸 
配合宜蘭縣「清水地熱綠能園區」地熱平台，

進行地熱 200kW 地熱發電系統運轉發電。 

【備註】CO2減量成本=2,967 NT$/t《梁啟源，2007 年 10 月，能源稅及其配套對台灣經濟之影響，石油市場雙周報。》 

1 kWh = 0.536 kg CO2排放《100 年度電力排放係數(能源局，2012)》 

15.能源效益 

項次 技   術   名   稱 應用領域 
增加節能供應 
或節能量(KLOE) 

效    益    說    明 

1 200kW 雙循環地熱發電示範系統運轉測試 再生能源 5.3 

配合宜蘭縣「清水地熱綠能園區」地熱平

台，進行地熱 200kW 地熱發電系統運轉發

電。 

16.宣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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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手   冊   名   稱 數量 出 版 日 期 
金額 

(新臺幣千元) 
備註 

1 無     

 

17.媒體露出 

項次 廣告或活動主要內容 宣導方式 託播對象 刊登或播出時間 檔    次 預計瀏覽人數 備註 

1 

地熱發電專題報導:研究

地點清水、北投及四磺子

坪，以製作地熱專題。 

電視媒體 TVBS 2016.04.24 1 3,000 
3/23日協助拍攝

以製作地熱專題 

2 
新聞大解密 -探討台灣

地熱資源深度報導  
電視媒體  台視新聞 2016.05.18 1 2000 

台視新聞大解密

深夜 11時 

3 
北投溫泉發電  年底供

應 2 公園  
平面媒體  聯合晚報 2016.02.28 1 1,000  

 

18.性別主流化推動成效及投入經費統計 

計畫類型：■技術研發 □政策研析與決策支援 □效率管理與服務推廣□查核輔導與行政支援 

類別
註 1 

業務執行事項及性平成果推動說明 

(視計畫屬性及計畫推內容填寫，若無該項填報，可說明原因) 
性平使用經費

註 3(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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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註 1 

業務執行事項及性平成果推動說明 

(視計畫屬性及計畫推內容填寫，若無該項填報，可說明原因) 
性平使用經費

註 3(仟元) 

性別統計 

業務執行事項： 

(1)本計畫之參與人數 36人之中，女性有 6位，約占 16.7% ;男性有 30人，約

占 83.3%。在計畫工時之比例上，女性約佔 15.9%，男性約占 84.1%。 

(2)本計畫預計培訓人才共計博碩士共二位，其中，男性有共二位。 

(3)本計畫中雖然只有 6位女性，但是二位子項或孫項計畫負責人，有多項專利

之產出並負責業界合作工作項目開發創新研究，帶領另四位女性同仁共同研

究，都是計畫不可或缺之角色。 

性平成果推動說明：鼓勵女性參與各種專業領域，並加強計畫參與人員性別意

識培力，並以女性觀點更加仔細來做各項硬體規劃設計考量，營造女性友善就

業環境，以確實達成性別平等的最終目標。 

750 

性別意識培力 

業務執行事項：傳閱台綜院所提供之性別主流化資訊，供內部同仁參考，以提

升同仁性別平等意識: 

1.由勞動部、衛生福利部、台北市政府性平宣導影片如下： 

勞動部─「走不開篇」、衛生福利部─「二分之一的力量」、「拒絕性騷擾-公共

場所篇」、台北市政府─「網路性騷擾違法必罰」 

2.上開 10部影片皆提供所內同仁公開播放。 

性平成果推動說明：通過各種方式宣揚性別平等觀念，將使得兩性同仁都更能

尊重彼此，了解不同性別之間的差異與優點，計畫執行更和諧順暢。 

80 

強化能源相關資

訊提供之可近性 

業務執行事項： 

(1) 為瞭解能源局委辦計畫近四年是否曾與民間團體(如非政府組織、民間公

司、學校、協會、教會、社區等等)合作辦理相關活動及其方式，配合台灣

綜合研究院性平團隊進行問卷調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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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註 1 

業務執行事項及性平成果推動說明 

(視計畫屬性及計畫推內容填寫，若無該項填報，可說明原因) 
性平使用經費

註 3(仟元) 

性平成果推動說明：會中簡報能源領域性別主流化推動情形與後續規劃之辦

理，將性別平等觀念及辦理情況帶回執行之地熱計畫時宣導。 

(2) 參加能源局於 105年 5月 30日(一)假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柏拉圖廳召開「105

年度能源領域性別主流化推動說明會」。 

鼓勵女性投入與

決策參與 

業務執行事項： 

(1)本計畫之女性韓吟龍博士帶領其研究團隊於本年度提出專利構想與申請專

利 1 件，並於今年獲得專利共 2件，專業領導綠色除鈣研究團隊。 

(2)本計畫之女性韓吟龍博士與同仁共同接洽新北市政府金山萬里地區地熱發

電 BOT 計畫之推動及與台電公司合作開發綠島地熱潛能台電工研院合作評

估與先期作業規劃。 

性平成果推動說明：鼓勵女性參與不同專業領域之工作，發揮性別特點。 

720 

培育民間社團、

結合民間力量 

業務執行事項：無 

性平成果推動說明：本計畫業務尚無與民間社團接觸之場合。 
0 

其他 

業務執行事項：  

(1)依據 103年 12月 11日修正公布「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相關

規定辦理，女性人員妊娠期間給予產檢假五日，產檢假期間薪資照給。 

(2)女性人員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全年請假日數未

逾三日，不併入普通傷病假計算。性平成果推動說明： 改善女性工作環境 

50 

總計性平使用經費(仟元) 1612 

占計畫總經費比例（%） 1.97 
註 1：六大類別係將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與能源領域相關之 24 項具體行動措施，整併成六大類成果，包括「性別統計」、「性別意識培力」、「強化能

源相關資訊提供之可近性」、「鼓勵女性投入與決策參與」、「培育民間社團、結合民間力量」及「其他」等類別。 
註 2：「業務執行事項」係指本年度計畫應執行之工作內容；「性平成果推動說明」係依據上開「業務執行事項」如何融入性平觀點進行成果推動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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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要績效指標 

表五：重要績效指標(KPI)統計 

註 1：專利權請提報具應用價值之專利權項數。  註 2：成果項目經費金額以未稅計算 

成 果 項 目 預 定 實際達成 說 明 

一、專利權 

（項數） 

申

請 

國 內 1* 2 1.用於分離地層電位訊號及量測電

路雜訊之電子裝置。 

2.電沉積設備。 
國 外 1* 1 

獲

得 

國 內 1 4 
1.產生嗜熱性鹼性蛋白酶胞外蛋白 

2.抑制鹽類生成的方法 

3.電沉積設備 

4.改質碳材與其形成方法及塗料  國 外 0 0 

運

用 

國 內 0 0 
 

國 外 0 0 

二、成果運用獲得

之總收入(含授權

金、權利金、技術

服務費、合作研究

配合款及其他衍生

收入等) 

金 額 

( 新 臺 幣 千 元 ) 
7500 5149 

1.業合 1 項 1 家：地熱儲集層工程

技術-耐高溫抗酸腐材料先期開發

金額 50 萬。 

2.技術服務 2 項 4 家：威聯公司台

東紅葉溫泉場址發電示範獎勵申請

94 萬、台東金崙發電示範獎勵申請

105 萬，大地資源公司 10kW 耐酸

蝕地熱溫差發電 86 萬及清水地熱

發電潛能評估 180 萬。 

三、技術移轉金(含

技術及專利之授權

金及權利金) 

金 額 

( 新 臺 幣 千 元 ) 
500 0  

四、促進投資生產 

件 數 2* 5 

1.大地資源工程 10kW 耐酸蝕地熱

溫差發電技術投資 16,800 千元。 

2.宜蘭清水地熱 BOT 發電案 4 家投

標投入資金 20,000 千元。 

3.威聯公司籌備處「地熱能發電系

統示範獎勵」申請促投 20,000 千元。 

4.宮園顧問「地熱能發電系統示範

獎勵」申請促投金額 6,000 千元。  

5.三聯科技建置構造儲集層觀測誘

發微震自動觀測 3,000 千元。 

6.大地資源公司進行儲集層工程技

術之研發投資 1,200 千元。 

項 數 2 2 
1.地熱知識庫及蘊熱評估 

2.地熱儲集層工程技術 

金 額 

( 新 臺 幣 千 元 ) 
60,000 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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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重要成果說明 

 1.「具應用價值之專利權數量」、「成果運用獲得之總收入(含授權金、權

利金、技術服務費、合作研究配合款及其他衍生收入等)」、「技術移轉

金」(含技術及專利之授權金及權利金)及「促進投資生產」等 KPI 之預

期目標及達成情形。 

(1) 「具應用價值之專利權數量」:本年度提出發明專利申請共國內 1

項、國外 1 項，達成預期目標，本年度獲得專利共國內 4 項，未

來可應用於地熱發電技術與相關工業生產。 

(2) 「成果運用獲得之總收入」：本年度計畫所開發之儲集層工程技術

與地熱發電系統技術成果運用於 5家業者，簽約金額 359.8萬元，

其中，耐高溫抗酸腐蝕材料技術，可協助廠商評估投入高功能性

材料發展可行性，推廣至國內溫泉及地熱產業。另微震監測系統

與高精度定位成像技術，有助於廠商建立誘發地震控制及環境監

控系統技術，測試平台建置地熱發電系統技術-宜蘭地區地熱井產

能分析暨地熱發電系統評估。 

2.專利產出與應用說明 

(1) 申請專利名稱: 用於分離地層電位訊號及量測電路雜訊之電子裝

置 

掌握地熱流體為地熱開發最重要的工作，為充分掌握地下地熱流

體分布，本計畫研發整合地熱探勘井與地表量測的分析方法與硬

體設備，以獲得高解析度的分析資料。由於地層流體的電位訊號

較微弱且監測與量測的距離較長，遠距離傳輸電路雜訊能量與量

測所得之電位能量大小相似，使得真實地層電位訊號被傳輸電路

雜訊掩蓋而不易判斷。 

(2) 申請專利名稱: 電沉積設備 

權利申請範圍: 一種電沉積設備，包括刷鍍頭。所述刷鍍頭包括

多個通道，且每一通道在刷鍍頭的同一面具有一開口。由於刷鍍

頭內的通道能暫存電鍍液，所以可即時提供被鍍工件所述電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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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年度獲得專利 4件；為國內專利 4件：專利名稱用於培養嗜熱

性鹼性蛋白酶生產菌屬(Tepidimonas)之菌的培養基以及方法(專

利證號 I490333)、有價金屬回收的方法(專利證號 I487790)、井

下清除裝置(專利證號 I484090) 、可調式濾光元件及其製作方(專

利證號 I502176)及國外專利 2件：有價金屬回收的方法(專利證

號 8968687)、地溫熱交換系統及其地溫熱能發電與地溫熱泵系統

(專利證號 ZL201310119779.4) (專利證號 I507648)。 

3.其他重要成果 

(1) 由工研院專業研發團隊打造國產自製的 50kW 雙循環地熱發電系

統，所產出的電力提供給宜蘭清水地熱公園全區，成為臺灣第一

座 24小時自主發電的觀光園區。本年度計畫執行期間持續利用修

復之地熱井，接管提供熱水給宜蘭縣政府建置之休閑遊憩區使

用，並完成清水地熱 200kW 等級發電機組測試平台建置，並藉由

200kW 發電機組現地運轉測試，以實際發電輸出，驗證此發電機

組研發平台之可行性。 

(2) 持續與國科會能源國家型計畫(NEP-II)合作，與中油公司從事宜

蘭地區深鑽計畫合作，協助計畫 2 口深井進行產能測試。與台電

公司合作開發綠島地熱潛能，並簽訂合作意向書、與新北市合作

開發金山地熱發電，並簽訂合作意向書，並提供四磺子坪公有地

進行地熱探勘作業。 

(3) 持續協助台北市政府進行「泉源 47號公園進行安裝與測試耐酸蝕

取熱發電試驗系統」，作為臺灣之溫泉取供與發電多目標利用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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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設備使用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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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性別主流化推動成果說明 

計畫類型：■技術研發 □政策研析與決策支援 □效率管理與服務推廣□查核輔導與行政支援 

類別
註 1 

業務執行事項及性平成果推動說明 

(視計畫屬性及計畫推內容填寫，若無該項填報，可說明原因) 
性平使用經費

註 3(仟元) 

性別統計 

業務執行事項： 

(1)本計畫之參與人數 36人之中，女性有 6位，約占 16.7% ;男性有 30人，約

占 83.3%。在計畫工時之比例上，女性約佔 15.9%，男性約占 84.1%。 

(2)本計畫預計培訓人才共計博碩士共二位，其中，男性有共二位。 

(3)本計畫中雖然只有 6位女性，但是二位子項或孫項計畫負責人，有多項專利

之產出並負責業界合作工作項目開發創新研究，帶領另四位女性同仁共同研

究，都是計畫不可或缺之角色。 

性平成果推動說明：鼓勵女性參與各種專業領域，並加強計畫參與人員性別意

識培力，並以女性觀點更加仔細來做各項硬體規劃設計考量，營造女性友善就

業環境，以確實達成性別平等的最終目標。 

750 

性別意識培力 

業務執行事項：傳閱台綜院所提供之性別主流化資訊，供內部同仁參考，以提

升同仁性別平等意識: 

1.由勞動部、衛生福利部、台北市政府性平宣導影片如下： 

勞動部─「走不開篇」、衛生福利部─「二分之一的力量」、「拒絕性騷擾-公共

場所篇」、台北市政府─「網路性騷擾違法必罰」 

2.上開 10部影片皆提供所內同仁公開播放。 

性平成果推動說明：通過各種方式宣揚性別平等觀念，將使得兩性同仁都更能

尊重彼此，了解不同性別之間的差異與優點，計畫執行更和諧順暢。 

80 

強化能源相關資

訊提供之可近性 

業務執行事項： 

(1) 為瞭解能源局委辦計畫近四年是否曾與民間團體(如非政府組織、民間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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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註 1 

業務執行事項及性平成果推動說明 

(視計畫屬性及計畫推內容填寫，若無該項填報，可說明原因) 
性平使用經費

註 3(仟元) 

司、學校、協會、教會、社區等等)合作辦理相關活動及其方式，配合台

灣綜合研究院性平團隊進行問卷調查。 

性平成果推動說明：會中簡報能源領域性別主流化推動情形與後續規劃之辦

理，將性別平等觀念及辦理情況帶回執行之地熱計畫時宣導。 

鼓勵女性投入與

決策參與 

業務執行事項： 

(1)本計畫之女性韓吟龍博士帶領其研究團隊於本年度提出專利構想與申請專

利 1 件，並於今年獲得專利共 2件，專業領導綠色除鈣研究團隊。 

(2)本計畫之女性韓吟龍博士與同仁共同接洽新北市政府金山萬里地區地熱發

電 BOT 計畫之推動及與台電公司合作開發綠島地熱潛能台電工研院合作評

估與先期作業規劃。 

性平成果推動說明：鼓勵女性參與不同專業領域之工作，發揮性別特點。 

720 

培育民間社團、

結合民間力量 

業務執行事項：無 

性平成果推動說明：本計畫業務尚無與民間社團接觸之場合。 
0 

其他 

業務執行事項：  

(1)依據 103年 12月 11日修正公布「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相關

規定辦理，女性人員妊娠期間給予產檢假五日，產檢假期間薪資照給。 

(2)女性人員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全年請假日數未

逾三日，不併入普通傷病假計算。 

性平成果推動說明： 改善女性工作環境 

50 

總計性平使用經費(仟元) 1612 

占計畫總經費比例（%） 1.97 
註 1：六大類別係將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與能源領域相關之 24 項具體行動措施，整併成六大類成果，包括「性別統計」、「性別意識培力」、「強化能

源相關資訊提供之可近性」、「鼓勵女性投入與決策參與」、「培育民間社團、結合民間力量」及「其他」等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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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檢討  

本年度高效能地熱發電技術研發計畫為期一年，以下為各項工作期末執

行進度之結論與檢討： 

(1) 專家輔助決策系統 

A. 本工作項目完成大屯山區，歷年來相關領域的研究文獻收集工作，

包含大屯火山地區的地質資料、鑽井井錄資料等。本年度將新增之

大地電磁量測、四磺子坪鑽井岩心(屑)判釋、薄片分析、井壁電阻

影像掃描、溫度與壓力、產能測試等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更完整

的資料進行地熱概念模試修訂與開發可行性參考依據。 

B. 開發潛能評估與分析功能，完成體素成像繪圖演算技術功能開發，

提升本系統之三維數值視覺化展示能力，釐清各材質空間關係。三

維虛擬曲面模型建置功能，則可輔助斷層構造、震測解釋或鑽井岩

心鑽遇層面之比對與空間視覺化展示。 

C. 提供蒙地卡羅法蘊熱潛能與發電量估算功能，可依據機率分布參數

特性，推估不同參數的信賴區間，最後依據不同信賴區間的結果計

算平均值，同時提供發電潛能評估參考，輔助使用者進行投資決策

參考。TOUGH2 數值模擬軟體功能連結，可簡化系統中之地層參數

模型與模擬網格建置之整合流程。  

(2) 地熱田開發關鍵技術 

A. 本計畫年度目標為建立耐高溫高酸之鍍層材料。於實驗室中通過

Tafel 曲線分析評估其腐蝕電流小於不鏽鋼 304 之腐蝕電流值，才會

進 入 實 地 測 試 。 由 於 鎳 鉻 合 金 腐 蝕 電 流 密 度 大 多 落 在

1*10-5A/cm2~1*10-4A/cm2 的範圍，從目前的狀態看來，較適合作為

底材及陶瓷抗蝕鍍層之附著層。陶瓷鍍層保護的區域皆能抵擋酸性

介質的侵蝕。但在熱交換器應用上，卻面臨機械強度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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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區域在壓力壓迫下發生碎裂現象，已嘗試在接續研究中開始結

合高分子材料，強化耐受壓力之性質，提高其實用性。目前製備疏

水性矽氧烷共聚物，讓其交聯形成網狀結構。由於疏水性改質

DPhDMS 分子帶有較堅硬之苯環官能基，利用 ATPMS 較柔軟特性

作為緩衝，再以 GLYMO 交聯，能得到較不易脆裂之塗層。此高分

子材料腐蝕電流在長期測試中始終維持在只有 10-7 A/cm2。 

B. 本計畫製作 4”直徑、1 公尺長之耐酸蝕雙層複合管材，經電化學實

驗結果得知外層材料中 S32205 雙相不鏽鋼之耐腐蝕性相較於

SUS410 不鏽鋼及 NH48MV 非調質鋼優異，而內層材料選用之

Hoganas 1560 鎳基合金，鎳、鉻含量遠高於外層材料，其於混合酸

液中能多次產生保護層，因此表現出優異的抗腐蝕性能。經評估後，

外層材料中的 S32205 雙相不鏽鋼與內層Hoganas 1560 鎳基合金有

潛力做為雙層金屬管材料選用。 

(3) 四磺子坪試驗井鑽鑿 

A. 四磺子坪井最終鑽鑿深度為 1304 公尺(原目標深度為 1300 公尺)，

鑽鑿過程中循環泥漿均未加入鹼劑進行泥漿酸鹼中和，待洗井完成

後儲集層內酸性流體流入井內，pH 介於 2.5-2.9 間，熱液具有酸蝕

性，耐酸腐蝕管材仍為未來大屯火山區地熱開發的重要課題。  

B. 恢復試驗觀測到井下 600 及 1040 公尺處有較高之溫度波峰，分別為

131 及 131.2 ℃，推測此兩處可能為地熱水連通帶。以氣提法進行

注氣導噴，最大導噴流量 25.5m3/hr，地熱流體 pH 值介於 2.5~2.9 之

間，井口溫度 88℃，推測若持續導噴井口溫度可再上升。透過回注

試驗求得本口井鄰近儲層導水係數 kh 值為 0.77。 

C. 本分項計畫設計與製作之鈦合金(耐酸蝕)井下採樣器已於實驗室進

行 200 bar 試壓完成，並於 E-303 井完成採樣功能試驗。本年度並完

成井下取出之地熱流體在地表分樣步驟、製具與分析方法建立，未

來可實際應用於井下地熱流體採樣分析，並可與井口採取的流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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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比對，充分掌握地熱流體的特性。 

(4) 地熱電廠推廣 

A. 本計畫於清水地熱建構 200kW 等級發電機組測試平台，以擴充原有

之受電設備、冷卻系統等級及測試場址新增，以提供較大型之發電

機組進行測試。本計畫並透過發電機組現地測試及實際發電輸出，

以驗證此發電機組研發平台之功能性及可行性。發電測試結果顯

示，由 IC-21 井提供 19.2TPH 之地熱水 (地熱出口溫度 142℃、壓力

331kPa-G 條件下)，發電機組發電量達 208kW。 

B. 本工作項目在財務參數調整下，完成「大屯山四磺子坪地熱區地熱

發電開發」BOT 案之可行性評估報告修正。在不計入權利金的條件

下，經財務試算後，股東內部報酬率(IRR)低於民間機構要求之 7%，

就財務觀點分析，本 BOT 案不具財務可行性。建議本計畫部份興建

成本需轉為政府承擔的成本，以降低廠商興建成本負擔，提高廠商

投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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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附件一、研究成果照片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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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大屯山四磺子坪鑽井採樣工作現場施做情形 

 

 

照片 2、清水地熱 200kW 渦輪發電示範系統現場測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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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9 月 23 日蘇組長由計畫主持人陪同現勘延平鄉紅葉溫泉區 

 

 

 

照片 4、辦理 105 年度「地熱發電機組試驗性計畫」第 1 次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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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四磺子坪探勘井現場採樣實況 

 

 

照片 6、冰島地熱研討會開幕典禮場景 



167  

 

附件二、分包計畫摘要說明 

 

分包計畫名稱：4D 地熱流體成像技術發展 

分包對象及主持人：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陳建志教授 

摘要：地球物理探勘技術已經被廣泛應用於監測地熱流體的問題上，其

中又以電法應用最為普遍。當地熱流體生產時會造成流動電位，同時使

地層導電率發生變化，本計畫旨在研發一套符合地熱田場址流體成像監

測所需，並可同時量測自然電位與人工電位之儀器系統，以提升國內地

熱資源開發能力，相關物理條件下之理論推導與電腦程式模擬，也將於

本計畫執行過程中陸續研究並建立。目前已初步展開了適應出現於多數

金屬套管鑽井場址的長線型電流極條件下的電場數值模擬，模擬結果最

大不同於點電流源條件處，在於源場的衰減相對緩慢，因此長線型電流

極提供了極為強大的源場能量，將有助於後續地層電性變異過程地偵測。 

（關鍵詞：地熱流體、成像技術、自然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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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節能與環保成效自評說明 

附錄 FY105 期中工業技術研究院節能與環保成效自評說明 
部門：ASC 設施工程組                  

政策／規定名稱 105 年度期末成效 

壹、節約能源相關措施 

電力負載管控降低電費。 

 

1. 中興院區較 FY104 1-10 月同期用電度增加

1,608,000kWh，但因 FY105  4 月起電費單

價調降，電費較 FY104 1-10 月同期減少

20,705,122 元。 

2. 光復院區較 FY104 1-10 月同期用電度節省

346,000 kWh。 

執行 PDCS 節電。 1. 中興院區各館空調主機陸續改善為高效變

頻機型後，不再納入 PDCS 管控，目前僅執

行 51、52、53 館空調電力負載管控 1-10 月

較 FY104 同期減少 3,260 kWh。 

2. 光復院區今年 1~12 共超約 3 個月超約罰款

為 10.3 萬元，較去年減少超約費用 24.1 萬

元。 

光復院區部分建物(6、7 及 17 館)建置空調溫度

控制器聯網(設定溫度下限)管控。 

節省用電度數約 67,380 kWh。 

空調系統：(低效率冰水主機汰換、系統併管改

善及提昇能源效率。 

1. 51、52、53 館空調電力負載管控。 

2. 24、62、77、館老舊箱型冷氣更換為高效

變頻機型及既有箱型冷氣加裝變頻器改

善。 

3. 77 館中央空調智慧情境管理系統建置。 

4. 22館新增 20RT熱泵，今年開機率達到 85%

以上，以熱水盤管取代空調箱電熱器。 

5. 58 館新增 80RT 熱泵系統，今年開機率達

到 90%以上，以熱水盤管取代空調箱電熱

器。 

6. 22 館 AHU1&2 增設節能風門 2 台，可控制

0~25%回風不經過冷排，節省 20KW 電熱

加熱用電 25%。 

7. 22 館 10RT 冷凍機 3HP 冰水泵增設壓力控

制變頻節能。 

 

 

1. 1~10 月較 FY104 同期減少 3,260 kWh 

2.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48,340 kWh。 

 

3.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17,700 kWh。 

4.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43,200 kWh。 

 

5.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234,108 kWh。 

 

 

 

6.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28,800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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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規定名稱 105 年度期末成效 

8. 46 館綠能所 136、137 室 9KW 分離式冷氣

*2 台更換為 1200CFM 小型風機*2 台。 

 

9. 14 館冰機系統處理(改善冷媒洩漏及冷凍

油殘存在冷凝器問題)冰機運轉電流已明

顯降低 5%以上。 

10. 各種空調設備室內溫度設定 26℃以上(全

院)。 

7.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3,200 kWh。 

 

 

8.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4,778 kWh。 

 

 

9.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1,500 kWh。 

 

 

10. 中央、獨立空調皆已設定為 26°C。 

分散獨立空調系統互相備援整合，提昇能源使

用效率。(光復院區) 

1. 8館：量測 40RT+50RT 及生醫 20RT+20RT+ 

+30RT+15RT空調主機→(磁浮主

機)90RT+40RT、50RT、30RT(備援)。 

2. 19、31館：19館 40RT*2(12 小時)及 31館

35RT*2(24小時)空調主機→(磁浮主

機)90RT+35RT*2 (備援)。 

 

 

1. 截至 11/208 館節電約 1,460 kWh。 

 

 

 

2. 截至 11/2019、31館節省用電度數約 44,895 

kWh。 

 

照明設備節能改善 

中興院區： 

1. 77 館樓梯間 LED 照明節能改善。 

2. 77 館其他照明節能改善。 

3. 14 館機車停車場 LED 照明節能改善。 

 

光復院區； 

1. 路燈節能改善。 

2. 母愛室照明節能改善。 

3. 走道照明節能改善。 

 

中興院區： 

1.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12,530 kWh。 

2.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992 kWh。 

3.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70 kWh。 

 

 

光復院區： 

1.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480 kWh。 

2.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140 kWh。 

3.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1,500 kWh。 

 

壓縮空氣系統節能改善 

中興院區 

1. 77 館#2 30HP 效率差容調式空壓機汰換變

頻式空壓機。 

2. 44 館#3 30HP 效率差容調式空壓機汰換變

頻式空壓機。 

 

 

中興院區： 

1.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64,580kWh。 

 

2.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32,196kWh。 

 

 

光復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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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院區 

1. 10 館#1(15HP)效率差往復式空壓機汰換變

頻式空壓機。 

2. 廢水室(20HP)空壓機效率差往復式空壓機

汰換 20HP 變頻式空壓機。 

3. 7 館(15HP)螺旋式空壓機效率差汰換 15HP

變頻式空壓機。 

 

4. 17 館 5HP 往復式空壓機 3 台(15HP)效率差

汰換 10HP 螺旋式空壓機 2 台(20HP)。 

1.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 18,000 kWh。 

 

2.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 12,790 kWh。 

 

3.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 670kWh。 

 

 

4.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 680 kWh。 

 

超高效率馬達汰換 

中興院區： 

實驗廢氣處理系統及排氣節能效率改善提升  
77館中央廢氣系統#1、#3~#9PID節能改善。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195,646 kWh。 

 

超高效率馬達汰換 
1. 77、78館風車馬達共 7台汰換為(IE3)超

高效率馬達。 

2. 光復院區 13 館老舊效能不佳 15RT 主機及
小型送風機汰換成備用 20RT 氣冷空調主
機，並進行管路重整修改(集水管)、主機運
轉模式調整(回水溫過高→10RT 支援運轉)

及個別冷風機溫度控制等改善。 

 

1.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16,181 kWh。 

 

2. 截至 11/20 節省用電度數約 13,920 kW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