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能源審議會
105 年度第 1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5 年 6 月 22 日（三）下午 2 時
地 點：經濟部能源局 13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林召集人全能(陳副局長玲慧代理) 記錄：產諮會秘書處陳莉莉
出席委員：
陳共同召集人家榮、曾委員佩如、何委員明錦、陳委員于高(曾副司長東
澤代理)、陳委員詩豪、陳委員謙慈、胡委員耀祖、江委員青瓚、陳委員
何家、鄭委員博文、侯委員勃有、陳委員建東
列席人員：
中華民國能源經濟學會 王理事長運銘(本會顧問)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五所 楊所長豐碩 (本會副執行秘書)
經濟部能源局油氣組

蔡副組長秀芬、彭科長淑美、林科員姵如

產諮會秘書處 孫主任明德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五所 呂副研究員嘉容、王助理研究員增智
壹、主席致詞：(略)
貳、議題簡報：(略)
參、討論議案：
「微電腦瓦斯表推動策略」
肆、會議結論
一、 「微電腦瓦斯表推動策略」之推動，應以提前立法、加強宣導、擴大
推廣並與產業結合等策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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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宣導方面，實為進一步推廣及強制立法的基礎及動力，建議增加預
算，擴大宣導，並與地方政府及瓦斯協會合作，以提高綜效。
三、 推廣部分，建議由中央規劃設計誘因，以"地方政府競賽方式"辦理，
考量地方區域持性、善用自治法規功能、彰顯施政績效等加強推廣。
四、 立法方面，建議在 107 年完成立法，110 年開始實施。因立法後即可
確定國內市場規模，具市場帶領效果。
五、 用戶提出提前更換為微電腦表之需求，宜事先研擬對策，以為因應。
六、 建議能源局協調瓦斯協會，協助國內瓦斯公司人力及換裝技術的統
合。
伍、發言內容（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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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經濟部能源局 陳玲慧副局長(主席)
一、 關於裝置微電腦瓦斯表，六都中以臺北市政府最積極；其次，臺北市
產發局副局長亦親自至能源局來了解，希望我們能設法強制用戶裝置
微電腦瓦斯表，甚至考慮在地方自治條例中規範，但又恐與母法抵
觸，目前尚在研議當中。
二、 本次議題應邀請工業局或技術處共同參與討論。
三、 能源局所討論者係以安全的遮斷功能為主，過去部長也曾提到三個表
的通訊功能可以共用，因通訊的費用頗高。而基本費的問題並不在今
天的討論範圍。
四、 天然氣事業法近期已修法通過，將交由審議委員會每 3 年檢討費率的
合理性。
五、 因微電腦瓦斯表無法在從量費計價公式內反應其成本，才產生每月
40 元的基本費收費成本，且其發展方式亦無法適用於智慧電表，兩
者唯一共通點僅是「通訊」的部分。
六、 本局可與內政部相關單位進行經驗分享。
七、 瓦斯表換裝攸關用戶安全，將再與瓦斯公司協調。
成功大學資工系 陳家榮教授(共同召集人)
一、 今天主要討論具有遮斷功能的微電腦瓦斯表，通訊功能不屬於能源局
的推廣項目。
二、 基本費目前傳統瓦斯表是每個月 60 元，因為微電腦瓦斯表具有的安
全遮斷功能，再增收 40 元，一年增加 480 元，微電腦瓦斯表壽命十
年，共計多收 4,800 元。
三、 目前標準檢驗局已經有瓦斯表的標準驗證功能。
四、 依照立法要求，用戶可視需要自行選擇，但要求所有用戶絕對安全很
難達成。
五、 宣傳推廣的效益頗佳，故經費雖遭刪減，仍需設法爭取經費，持續進
行推廣。且在未強制立法之前，瓦斯業者即應向換裝或新裝用戶明確
說明，提供微電腦瓦斯表的選擇機會，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六、 微電腦瓦斯表之發展期程宜再縮減，以加速立法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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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贊成研擬區域示範之執行方案一「行政指導」
，而執行方案二「示範
補助」恐有公開徵選之問題，不宜採行。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何明錦所長
一、 過去也曾推行智慧三表，但是成效不彰。
二、 建研所設置之 Living 3.0 系統，即包含瓦斯的洩漏與自動遮斷功能，
也是數萬名參觀者最感興趣的地方，所以顯見並非沒有市場。國內智
慧瓦斯表廠商表示，國內雖然具有製造能力，但是關鍵零組件由日方
掌控，更重要的是其中的通信標準，若欠缺規範，未來將造成推動上
的困難。
三、 國內廠商具製造能力，但須制定通訊標準及建置產品之安全檢測機
構。
四、 推廣須考量供應商與用戶之負擔方式。
五、 住宅法已經公布了。當前可配合智慧建築、社區、智慧城市推動方案，
積極推展（尤其公營住宅、社會住宅等）。
六、 「微電腦瓦斯表」最終希能產業化，拓展至國外市場。
七、 名稱可再研究，採用「智慧瓦斯表」或「微電腦瓦斯表」何者較有利
於推動?年長者對「微電腦」瓦斯表較有恐懼感，不如「智慧」友善。
八、 目前應先釐清微電腦瓦斯表之通訊裝置主要目的是安全考量或為計
價方便，或產業的發展？又因其遮斷閥為外掛式，故若為安全考量即
不需要換表。
九、 目前本所推動中之智慧綠建築應可與經濟部之智慧三表計畫整合，以
促進國內相關產業之發展。
太陽光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鄭博文理事長
一、 瓦斯表具有安全防護角色，微電腦表之優、缺點應再具體宣導。
二、 臺製表之信賴度、穩定度似仍有進步空間，表商應提供更多信賴方
針，諸如：延長保固、更換服務等。
三、 未來應將三表（電表、水表、瓦斯表）之共同通信合一檢討，共用通
訊管道，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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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胡耀祖所長
一、 智慧三表(電表、水表、瓦斯表)的推動有其必要性，對大眾使用上也
應以安全為第一優先。
二、 裝置的經濟、成本效益分析，可以再清楚些。且瓦斯表的裝置成本、
技術規格等皆須符合國家安規及國際規範。
三、 外掛式電表一組 2 千多元，每個月收取 10 元通訊費用應可行。
四、 電池部分日本的錶耗電量較低，國內可再加強改進。基本上臺灣在機
械製造部分沒問題，主要困難是電子設計方面，建議與工研院資通所
及光電所合作，縮短技術改良時程。
欣高石油氣(股)公司

陳建東總經理

一、 臺製的微電腦瓦斯表為 3,300 元，通訊子機約 2,450 元，合計為 5,750
元，通訊系統透過中華電信傳送，每月費用 10 元，建構接受器依照
樓層的高低、內部的格局，一個放置於建物中庭花園，一個放置於中
繼層或頂樓、屋頂突出物、陽台等，各個建物的情況都不同。所以裝
置通訊系統，必須於新建築建造時即與建設公司簽約，裝置有通訊功
能的微電腦瓦斯表。
二、 目前簽約的大樓約有 155 棟，共計 1 萬 6 千多戶。但是之前裝置的僅
約 3 千多戶，大部分都屬新建築才能夠建構完整的通訊系統。
三、 有些區域的瓦斯公司，十年換表時也改裝微電腦瓦斯表，但是無法建
構通訊裝置。
四、 用戶不裝微電腦瓦斯表的主要原因，在於微電腦瓦斯表加上通訊子機
的費用將近 6 千元，至於每個月基本費 100 元(傳統表則為 60 元)倒
是其次。
五、 國產瓦斯表的故障率約 3%。
六、 國產表有電池耐用度的問題，尤其電池的耗電量更較預期高，所以無
法維持十年。又因安全因素，將電池置於電表內，無法在現場作更換，
必須將瓦斯表拆下、帶回更換電池。本來主管機關希望電池使用年限
能更持久，但事實上是更短了。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五所 陳詩豪副所長
一、 日本很早以前就強制立法推行微電腦瓦斯表，經過將近 20 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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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普及率幾乎已達成 100%，僅少數房屋因為屋主行蹤不明瓦斯表
沒有更換。
二、 我國因為地處地震帶，所以很早就想要導入微電腦瓦斯表，目前要討
論的是我國如要強制立法，應該在 110 年或 112 年？因為提早立法，
可以提前創造出每年 30 餘萬個微電腦瓦斯表的市場需求，帶動相關
產業的發展，所以建議應該可以朝 110 年即立法強制裝置。
三、 立法強制裝置也是僅規定新裝置和屆齡換表的用戶，不應針對既有用
戶全面強制要求更換。因為假設立法完成後，立法院要求 3 年內國內
瓦斯用戶全面換裝微電腦瓦斯表，雖然在短期內可創造極大的市場需
求，但對產業界反倒是傷害，因為瓦斯表的使用壽命長達 10 年，3
年後市場將會全面萎縮。所以，建議市場的推動應仿效日本模式，新
裝置與屆齡汰換微電腦瓦斯表者才強制裝置微電腦瓦斯表，以維持較
為穩定的產銷供需環境。
四、 根據了解，日本表的電池測試確實可以使用 10 年。
五、 國內瓦斯表已將遮斷閥裝置在內，包含水平儀、漏氣偵測、壓力及超
時遮斷等，各項安全功能已極完備。事實上因為國內部分瓦斯公司希
望也能提供用戶更多保全服務，所以希望各項配備一次裝置到位，如
此必須加裝數個偵測器，以致裝置成本大幅提升往往達數千元以上，
造成民眾因為負擔成本過高不願裝置。然而如果僅裝置具有安全遮斷
功能的微電腦瓦斯表，只要每月基本費較傳統瓦斯表提高 40 元，不
需要額外增加裝置費用，透過近年來的積極宣導，民眾的接受度也已
大幅提高。
健行科技大學電資學院 江青瓚院長
一、 微電腦瓦斯表之推廣，瓦斯公司之配合及積極性占非常重要地位，基
本上瓦斯公司需提供選項，以提高民眾配合意願。
二、 在使用端除了費用考量外，更重要為微電腦瓦斯表之可靠度。
三、 以產業面而言，除技術研發、相關認證及市場配套亦應整體考量。
四、 在宣傳推廣上，建議陳述微電腦瓦斯表與一般機械表之差異，以及目
前市場上各項瓦斯偵測器之功能。
中華電信研究院 陳謙慈研究員
一、 經濟部扶持國內產業立意良善，唯目前國產表僅 2 家，若僅因扶持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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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廠商而延期推廣時程是否妥當？個人贊同 110 年立法之建議。
二、 經濟部規劃之方案一、二，個人認同方案一，因為方案二確實會產生
補助不公平之問題。且人命無價，每月僅花費 40 元即可獲得保障，
且日本已於 1997 年強制立法，我國更應如期推動修法。
中華民國公用瓦斯事業協會 陳何家理事長
一、 換表的確是大問題，雖然宣稱電池耐用 10 年，但仍有部分電池僅耐
用 7、8 年，甚至耐用時間更短。日本表換裝必須送回日本處理，處
理的成本約新表的八成。
二、 微電腦瓦斯表雖然具有增加家庭安全的功能，但也並非絕對安全，所
以還須加上一個成本約 7、8 千元的警報器(偵測器)，才能達到 99%
的安全。因為裝置的單價偏高，是推動時較大的困擾。
三、 其次是「復歸」的問題。目前本公司瓦斯用戶約 33 萬用戶，若發生
地震，只要 1%(3,300)的用戶，要求公司派員協助將瓦斯表復歸，公
司也將疲於奔命，因為公司全體員工數不到 200 名。
四、 民國 103 年國內發生兩起氣爆案，隔年 104 年推動安檢、微電腦瓦斯
表就比較容易。
五、 目前的微電腦瓦斯表功能頗佳，但不含通訊、抄表等功能，且已提供
用戶選擇權。
六、 立法的原意是保障用戶安全，但補助方案爭議頗多，暫不建議執行。
七、 有部分瓦協會員建議希將全面換裝時間延後至民國 112 年或 113 年之
後，且計劃換表用戶，希於立法通過新裝用戶強制使用電腦表後，再
逐年更換為電腦表。
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 曾東澤副司長
未來幾年能源電力有相當的危機，在智慧電表的推動上是否將瓦斯與
電力一起考慮，因為立法委員想到的都是缺電的問題，110 年或 112 年立
法過程中，立法院是否可將兩者整合立法？
經濟部能源局油氣組

曾佩如組長

一、 天然氣用戶 104 年底是 331 萬戶，位於六都的戶數占 82%，所以六都
是本計畫推動的關鍵重點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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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然氣事業法是在民國 100 年年初通過，至今已滿五年，104 年的年
度裝置率 23.3%，即去年每一百戶換瓦斯表的用戶裡，有 23.3 具換
裝微電腦瓦斯表，而 100 年到 103 年這四年平均的年度裝置率只有
8.4%。由於 104 年裝置率的跳耀式大幅成長，所以我們認為這是一個
關鍵突破年，亦表示本局於 103 年及 104 年進行之微電腦瓦斯表之宣
導推廣工作，確具很好的成效。
三、 其實天然氣與電力是兩部不同的法，推行智慧電表是否需要修電業
法？理論上好像不用。而推廣微電腦瓦斯表明訂在天然氣事業法，所
以是兩部不同的法，有各自的規範。民國 100 年(天然氣事業法)母法
第 36 條已經規定要推廣微電腦瓦斯表，目前初步規劃民國 110 年強
制立法，需修母法第 36 條，讓新裝或換裝瓦斯表的用戶都換成微電
腦瓦斯表。
四、 只有瓦斯表與居家安全有關，其他水表與電表並沒有安全面的考量。
全民強制化、普及化，只限於沒有通訊功能的基本款微電腦瓦斯表，
其一之功能可達到 5 級以上地震自動遮斷。根據智庫預估換裝用戶將
逐步成長，估計至民國 110 年微電腦瓦斯表的年度裝置率可以達到
50%，屆時再推動強制立法也是比較好的時機。
五、 另外，考量行政作業流程所需時程，若明(106)年訂定法條，送交行
政院審議，再送立法院立法通過，以過去之經驗，約需 3 年時程。
六、 上周本局曾赴高雄進行業界溝通工作，會後高雄市消保團體也主動要
求我們提供微電腦瓦斯表的宣導海報，因公部門及消保團體對消費者
較具說服及公信力。因此，方案一以行文的方式要求新建案與公共建
築物優先安裝微電腦瓦斯表之作法，應極具可行性。且政策宣導後瓦
斯公司在執行上也較容易。
七、 有關用戶要求提前換裝之需求，根據欣中瓦斯公司說明目前都可以受
理換裝。因為機械表購置成本約 1,000 元，分 10 年攤提，若用戶尚
有 3 年使用期限，約尚有 300 元費用未攤提，瓦斯公司會與用戶協商
處理方式。
台灣經濟研究院 王助理研究員增智
一、 微電腦瓦斯表內有一個鋰電池，而且國家標準局有規定電池的型號與
形式，可以使用大約十年以上，所以不需要另外接電。
二、 若發生遮斷時，用戶可以長按表上的復歸按鈕，即可重新進行復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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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能源局 彭淑美科長
一、 微電腦瓦斯表外掛的通訊子機約 2,000 多元，瓦斯公司需要另建置資
訊交換的通訊平台，約 700 萬元，另外每月還要負擔通訊費用。
二、 工研院電子所於民國 88 年至 91 年間已完成微電腦瓦斯表關鍵零組件
的技術研發，但當時建立的技術沒有完全移轉給業界，故經濟部技術
處目前正進行關鍵零組件的技術能力盤點。
中華民國能源經濟學會 王運銘理事長(顧問)
一、 能源局基於用戶及公共安全提出此「微電腦瓦斯表推動策略」，值得
肯定與支持。尤其在人口老化,居家長照的趨勢下顯得特別重要，贊
成以提前立法，加強宣導，擴大推廣並與產業結合等策略推動。
二、 宣導是要讓用戶「知而選擇，知而支持」，實為推動進一步推廣及強
制立法的基礎及動力，同時亦可減少未來之爭議，爰建議應增加預
算，擴大宣導。
三、 在推廣部分，不宜以中央直接補助用戶之方式辦理，因其副作用甚大。
建議由中央規劃設計誘因，以「地方政府競賽方式」辦理，由各地方
政府考量區域持性、善用自治法規功能、彰顯首長施政績效等加強推
廣，同時也可達擴大宣導的效果。(可參考智慧節電計畫之精神)。
四、 在立法方面，建議在 107 年完成立法，110 年開始實施。因立法後即
可確定國內市場規模，具市場帶領效果，且產業技術門檻不高，不需
延後立法時程。
五、 未來(包括立法前和立法後) 可能有些用戶會提出未使用滿 10 年之
機械表提前更換為微電腦表之需求，建議宜事先研擬對策，以為因應。
六、 建議能源局可事先協調瓦斯協會，協助進行國內瓦斯公司人力及換裝
技術的統合，俾規模較小的瓦斯公司能得到協助，以利未來換裝作業
之順利進行。
經濟部能源局 陳玲慧副局長(主席)
今天再次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各位之建言將納入本策略規劃未來
修正的參考，謝謝。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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