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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解說：
台灣大豆在萬大電廠復育



西元1888 年，台灣巡撫劉銘傳透

過小型蒸氣燃煤發電機，點

亮台北城的第一盞路燈起，就開始為台

灣電力業揭開序幕。直到日據時代才開

始有大型的水力發電，因為當時農村生

活用電量有限，所以水力成為了當時最

主要的發電方式。但到了 1960 年代，

工業化時代開始萌芽，小型火力發電逐

漸出現；緊接著經濟快速起飛，水力及

小型火力發電已無法滿足需求，所以大

型的火力發電廠開始陸續成立。不過在

那時候人們的願望，但求吃飽穿暖，對

於環境保護這樣的概念還相當地陌生。

隨著台灣的環保意識開始萌芽的階段，

台電公司的環保進程也開始發生變化。

1986 年之前，台電雖有環保人員設置，

卻分散在不同單位，像是電源開發處設

有環境生態課，發電處設有化學課，總

公司也另設置了「環境保護委員會」。

此外，早期政策環保法規的設置，也還

在發展初期，並不具備完整性與全面

性。但為因應社會的變化與需要，1986

年，台電公司率先成立「環境保護處」，

開始從空氣、水及廢棄物處理等各個專

業面向引進人才。當時台電環境保護處

引入新進同仁，幾乎都是環保相關科系

的碩士畢業生，充分展現了對環保推動

的重視。就在台電公司成立環境保護處

一年之後，1987 年，政府也將當時行

政院衛生署下的環保局，提昇為「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

不過雖有了環保的組織、理念與行動，但

環保工作推動起來並不容易。不但需要

面對地方上的環保抗爭，為了排除民眾

的環保疑慮，還必須拿出專業技術積極

進行改善。更重要的是，要跟民眾充分溝

通，讓他們感受台電公司的努力與誠意。

以台中發電廠為例，當時尚無環評法，

卻是第一個被要求做環境影響評估的示

範電廠。整個規劃，採用當時全世界最

新的環保科技，像是煙氣中粒狀污染物

就是採用最新穎的靜電集塵器，可以

達到 99.79% 的去除效率；氣狀污染物

台灣電力走過
的環保之路

環境保護處處長 蔡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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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硫氧化物，則是用脫硫石膏法，可達

90% 以上的除硫效果；而氮氧化物則採

選擇性觸媒還原法脫氮，也可達到 80%

以上的效果。經過這樣處理之後，煙氣

幾乎只剩白色的水蒸氣，與早期煙囪裡

飄出的「黑龍」，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當時為了因應民間環保團體對台電資訊

透明化的要求，台灣成立了第一個中部

地區平行監測組織，目的就是要來監督

台中發電廠空氣污染物排放情形，以及

對附近環境空氣品質的影響。事實證

明，台中發電廠的發電機組從 4 部機增

加到 8 部機，甚至到 10 部機，所監測

出來的數據，排放總量完全沒有增加，

這不但充分展現了台電處理空氣污染的

成果，也讓由環保團體所組成之平行監

測單位充分認同台電的努力及誠意。

隨著時代變遷，台電公司現階段又有新

挑戰，綠色企業、友善環境是邁向企業

永續經營的一個重要目標，先進國家優

良的企業都在追求，台電公司當然責無

旁貸。除了在風力發電、太陽光電等綠

色能源開發上不遺餘力外，更重要的是，

台電內部從規劃、設計、採購、施工、

運轉等每一個流程，都要有綠色的思維；

不只如此，還要把環境的價值，環境的

利益，全部投入到整個企業經營的策略

裡面。有了這些的價值觀，台電公司才

能蛻變發展成一個永續經營的綠色企業。

30 年使一個嬰兒茁壯成人，台電環境

保護工作經過 30 年的淬煉與成長，截

至 2015 年為止，已拿到超過六十個與

環保相關的獎項，其成果與績效是全

體台電公司相關同仁共同努力與心血的

結晶。台電的環保之路是永無止盡的，

如今我們還得面對溫室氣體對地球的威

脅，因此我們必須更加用心，以綠色企

業、友善環境為永續經營的前提，向全

民推廣能源與生活的環境教育；善盡我

們的企業社會責任，讓台電環保工作的

推動，一棒接著一棒地傳承下去，期待

再創無數個台電環保輝煌的 30 年。

「讓台電環保工作

  一棒接著一棒地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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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的
環保做法與成就

A. 花費鉅資改善空氣污染
B.委託境外處理多氯聯苯廢棄物
C. 環境管理系統的建置與成效
D. 同步進行環評與公園化的電廠
E. 環保成效屢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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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致力改善環境，落實污染物及

廢棄物的減量，從源頭管制，在各個火

力發電廠，汽力機組均裝設高效率的靜

電集塵設備 (ESP)，因此燃煤發電過程

存於煙氣中之飛灰均可透過靜電集塵器

有效收集，不致隨煙氣飄散至大氣中造

成空氣污染，除塵效率達 90~99.8％。

燃油機組並另加裝油灰焚化爐，處理收

集下來的油灰。靜電集塵器吸收煙氣之

粒狀污物，可作為飛灰再利用。此外，

台電公司也在燃煤機組裝設具有相當除

塵效果的煙氣除硫系統來防治。

為了減少硫氧化物 (SOx) 的產生量，台

電公司擴大採用不含硫份的天然氣為燃

料，同時燃油及燃煤電廠均採用低硫份

的燃料，只要空間許可，台電公司都裝

設了煙氣除硫設備 (FGD)，除去 90％以

上硫氧化物的排放。更進一步，也將煙

氣中的硫氧化物，混合石灰石之後產生

石膏，可強化結構物後期強度的作用，

因此具取代部分水泥之潛力，並使若干

混凝土材料性質獲得改善。可用於水泥

原料及建築材料，諸如屋頂、牆板及天

花板等等，用途非常廣泛。光是台中發

電廠內的石膏生產工廠，每年能生產逾

20 萬噸石膏，數量可觀。

為減少氮氧化物 (NOx) 之排放，採用最

先進的低氮氧化物燃燒器，從源頭大幅

減低氮氧化物的排放量。除此之外，新

機組及空間許可的既有機組，亦設置脫

硝設備，可去除可觀的氮氧化物排放

量。

{ 花費鉅資改善空氣污染 }

a1. 為了降低空污排放，電廠耗費鉅資增設先進的靜電集塵設備 
a2. ESP 靜電集塵器，有效收集飛灰，除塵效率達到九成以上
a3. 興達電廠為防治空污，進行靜電集塵器 ESP 增設及改善
a4. 排煙脫硫設備，有效減少有害物質排放
a5. 密封式的輸送帶，讓運送煤炭的過程中，能有效避免揚塵

A.

a1
a2

a3
a4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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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進行空污加嚴防治工程，施工人員在空氣預熱器上接管，進行管壁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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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氯聯苯，在 1881 年首次被合成

出來。因為耐熱性及電絕緣性能

良好，化學性質穩定，不溶於水，

易溶於有機溶劑及脂肪，常用作

加熱或冷卻時的熱載體、電容器

及變壓器內的絕緣液體 ( 變壓器

油 )，應用的範圍很廣。

1978 年 12 月，國內發生米糠油

多氯聯苯中毒事件，全球也開始

淘汰這類產品，台電公司由於使

用大量含有多氯聯苯的電容器與

變電器，因此受到監察院和環保

署的層層監督壓力。由於能夠處

理的國家和廠商不多，台電公司

審慎評估境外處理的可能性，同

時將所有含有多氯聯苯的製品以

太空包包裝，集中儲存，並展開

招標；完成招標後決定運到法國

處理，台電公司全程參與清運工

作，包括押車、監工，甚至在船

運過程中，到過境的港口等船，

為的就是嚴格把關。

為了確保清運廠商會負責到底，

合約中明定分批付款，而且廠商

每次請款，必須檢具每一具電容

器的出入境許可與海關證明，以

及進最終處置場的證明和退運、

工安、運送過程等各項保險的保

險證明。1998 年，我國最終以符

合於巴塞爾公約的方式，將含多

氯聯苯的廢棄物全部送境外清理

完竣，包括台電公司、五大電機

電子製造廠及 23 縣市民營機構多

氯聯苯廢棄物，總處理量為 4,403

噸。

b1. 含有多氯聯苯的電容器，回收之後全部運送至法國進行處理

{委託境外處理多氯聯苯廢棄物}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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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的主要精神，在於鼓勵及促

成企業可以自動自發地持續改善環境績效，進而提升

企業整體營運，透過減少環境污染來強化企業的競爭

力，以及提升企業形象。為了達成台電公司對環境保

護的承諾及目標，有效管理及改善環境績效，台電公

司從 1997 年開始推動環境管理系統的建置，從對環

境影響較顯著的發電部門開始，持續推展至工程、修

護、供電及營業等部門。台電公司最早從台中、大林

以及林口發電廠開始推行 ISO 14001 驗證，並持續推

廣到公司其他單位。

為確保通過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的單位能落實持續改善

的精神，台電公司訂定了「台電公司各單位環境管理

系統績效查核要點」為依據，來進行內部查核。透過

計畫、執行、績效檢核及改善活動的執行，有助於各

單位往明確的環境管理目標前進。此外，系統化的作

業，可以讓台電公司每一位員工認識日常工作對環境

的影響，並了解個人可以透過什麼樣的努力，對環境

保護做出適當的貢獻。

台電公司最早從台中、大林以及林口發電廠開始推行

ISO 14001 驗證，並持續推廣到公司其他單位，截至

2015 年為止，已有 62 個單位通過 ISO 14001 驗證。

{ 環境管理系統的建置與成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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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台中發電廠是最早推行 ISO 14001 驗證的電廠之一
 c2. 台電公司訂定「環境管理系統績效查核要點」，以進行內部查核

c3-c6. 大林發電廠煥然一新

c1

c3 c4

c2

c5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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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進行環評與公園化的電廠}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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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低電力事業相關活動、產品或

服務對環境造成的衝擊，台電公司

落實各項環境友善行動，減低營運

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台電公司對於

關鍵的環境計畫，都會委託專業機

構進行相關研究，為使計畫內容能

兼顧民眾需求，並確實反映開發計

畫對於周遭自然、人文、生態、社

會及經濟的影響，也會徵詢政府機

構、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等利害相

關者的意見。

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工作時，都會

針對開發計畫所在區域進行民意調

查，辦理公開說明會，對當地民意

進行探訪及溝通，並評估當地物理

及化學環境、人文社經環境、生態

環境等，提出環境友善措施，達成

環境保護目的。

推動環境綠化工作一向是台電公司

重要工作的一環，我們對於公司內

各單位的植樹綠化推行更是不遺餘

力，每年均於台電公司所轄發電廠、

變電所、訓練所等電力設施空地進

行造林及綠美化工作，目前已完成

逾 300 公頃。此外，台電公司為響

應減緩地球暖化運動，配合政府節

能減碳政策推行，自 2008 年起與火

力電廠所在地縣市政府展開大規模

合作植樹計畫，由縣、市政府提供

土地，台電公司籌措經費進行植樹

造林工作，希望為溫室氣體減量盡

最大心力。

截至目前為止，已完成與高雄市政

府及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暨步兵學

校於鳳凰山合作植樹 60 公頃約 8 萬

棵喬木，與苗栗縣縣政府合作植樹

造林計畫 49 公頃約 6 萬棵喬木，另

尚有與桃園市政府、苗栗縣通霄鎮

公所及苑裡鎮公所、高雄市彌陀區

公所等亦有合作計畫，總計植樹約

有 134 公頃計 17 萬棵喬木，透過減

碳植樹活動，冀能對環境綠化與台

灣減碳有所助益，並改善國人生活

品質、美化環境景觀。

d1. 台中發電廠興建廣大的休閒公園
d2. 台電公司與苗栗縣縣政府合作植樹

d1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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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舉辦

之「台灣企業永續獎」評選，年年獲

獎，歷年來共榮獲包括：1 金、2 銀、1

銅、1 特優及氣候變遷資訊揭露績優特

別獎，2014 年再獲 1 金 1 創新獎，為

歷年最佳。

2014 年，台電公司在企業績效獎方面

獲得「創新成長獎」，另外台灣 TOP50

企業永續報告方面，在大型企業服務業

組的眾多企業中獲評「金獎」，由副總

統吳敦義頒發獎座予台電公司黃董事長

重球，肯定台電公司重視管理、社會及

環境資訊議題的公開透明及平衡揭露。

大甲溪發電廠為我國最大之慣常水力電

廠，繼連續 2 年獲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企業環保獎」殊榮後，2015 年在環

境保護處等單位派員協助下又獲國家永

續發展委員會之肯定，為國營事業首次

獲獎單位，難能可貴。

台電公司近年來在國內每年均獲得公

共工程品質與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之

之金獎與銀獎等優異獎項，近年在國際

上，台電公司更屢屢獲得好評，如名列

Nucleonics Week 期刊公布之 2010 年全

世界核電廠績效排名世界第二，各項發

電或輸配電計畫亦多次獲得新加坡「亞

洲電力雜誌」金牌獎之殊榮。

2013 年台電公司於亞洲電力雜誌舉辦

之第九屆「亞洲電力獎」榮獲3項大獎，

顯示台電公司掌握核心技術、對防制環

境衝擊及供電穩定度之努力，已獲得國

際肯定。榮獲「年度環境更新計畫」銀

牌獎，以「南部電廠 3 號機組 NOx 減

量計畫」榮獲此獎，透過發展自主性燃

燒調校技術，減少南部火力發電廠三號

機組的 NOx 排放量。

台電公司自 2007 年起開始逐年編製永

續報告書，並自2009年起連續參加「財

{ 環保成效屢獲佳績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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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台電公司在環保方面的努力，連年獲得各種獎項肯定，成果輝煌
e2. 資訊揭露透明化
e3. 台電綠網串起守護環境的心

e1 e2
e3

●台電公司資訊網頁

   http://www.taipower.com.tw/content/new_info/new_info01.aspx

●台電公司綠網網頁

   http://greennet.taipower.com.tw/_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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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處長的話
1987.01.05-1989.10.01

1989.10.01-1994.10.01

1994.10.01-1996.02.29

1996.03.01-2006.09.01

2006.09.01-2010.10.15

環境保護處 30 年有感‧羅光楣

台電公司生涯最值得回憶的一段經歷‧林清吉

推動環境保護‧劉建仁

一項深具挑戰的工作‧杜悅元

工安環保壓力大‧許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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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 1987 年 1 月至 1989 年 8 月擔

任台電公司環境保護處處長，在

這工作之前任教於中興大學環境工程

系，在中興之前則在美國求學及工作約

20 年。1987 年能有幸進入台電公司服

務，在這新成立單位貢獻所知所學是我

人生一個重大里程碑與轉捩點。離開台

電公司已超過 25 年，在老東家成立 30

週年前夕，就記憶所及的人與事簡述如

下，以略表我恭賀祝慶之忱。

台電公司在當時火力電廠空氣污染的防

治，僅限於粒狀污染物控制，由於部份

機組老舊，處理效果並不良好，為了因

應日趨嚴謹的法令，台電公司環境保護

處當時規劃約 400 億之電廠污染改善

工程，在定案之前為了取得主管機關同

意，就曾與當時主管空氣污染防治的沈

世宏科長 ( 現已由行政院環保署署長職

位退休 ) 作多次報告與溝通，該項工程

於多年後完工，使台電公司成為國內空

氣污染防治的模範生。在火力電廠環境

影響評估方面，使我首次接觸到國內民

情抗爭風起雲湧時代的來臨。以蘇澳火

力環評為例，環境保護處對外至少執行

約五場以上公開說明會。記得最後一場

是由當時省議員游錫堃先生主持，由於

游議員秉公主持，終於讓台電公司有機

會可以上台說明。此外，為了有機會向

當時宜蘭縣長陳定南先生報告蘇澳火力

計畫，曾透過當時經建會主委趙耀東先

生以電話聯絡陳縣長，並指派蔡勳雄處

長陪同台電公司同仁拜訪陳縣長以尋求

縣長對蘇澳火力開發支持。此外，為了

台中火力電廠的開發，依當時處內主管

環境監測蔡顯修博士建議，台電公司與

台中地區四縣市環保團體簽定平行空氣

污染監測協定，簽約儀式是由當時環保

署副署長李慶中先生見證主持，此一平

行監測不但當時是國內首例，而且到今

日還在執行之中，成為台電公司與地方

環保團體的互信基礎，足以反應台電公

司在這方面努力，以及各級主管對這方

面的重視與支持。

我在台電公司服務期間的長官，如當時

督導環境保護處的廖東林總工程師、總

經理陳振華先生、董事長傅次韓先生及

王昭明先生，在此致最深的感謝，沒有

長官們指導與支持，當時環境保護處業

務不可能進行如此順利。當然處內同仁

的任勞任怨及求好求善的態度更是不可

或缺的因素。基於以上原因使我在台電

公司 2 年多時光，是我這一生最難忘快

樂時光，深深感謝各位長官及同仁，並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

環境保護處
30年有感
羅光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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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電公司服務三十八年。大部分

的時間在工程單位。1989 年不知何

故被調到環境保護處擔任處長，一待五

年。五年的時間不算長，但卻非常值得回

味。

1970 年代，台灣經濟起飛，1980 年代環

保意識抬頭，各地環保抗爭此起彼落，在

我擔任環境保護處長的時候達到最高點。

台電公司的發電廠、變電所、高壓鐵塔等

等，都是抗爭的標的。我的前任羅光楣

博士，他是雄才大略，有魄力有遠見的處

長，他知道只有徹底改善污染，才是正本

清源，釜底抽薪的策略。他編列龐大環保

改善預算，獲得高層支持，並付之執行。

但改善工程需要時間，在未看到成果以

前，抗爭是不會停止的。

我上任的首要任務就是處理這些抗爭。環

保抗爭的情境往往是被害的民眾指證歷

歷，漫天開價，聚眾包圍 ! 被抗爭的對象

往往無力反駁，也無力解決。接受了抗議

書以後，難以面對。這樣的互動常常使抗

爭升高，終至難以收拾。我覺得處理抗爭

誠意最重要，找出真相是根本，勇氣與溝

通才是手段。在台電公司的環保抗爭事件

中，我們採取正面的評估：一、有無污

染？或污染的程度與範圍為何？二、有無

損害？或受害的程度多少？三、污染與損

害有無因果關係？四、台電公司應負的責

任。這些評估均由公正的第三者來辦理，

並按公害糾紛的處理程序，公開地進行，

終於逐一解決了這些糾紛。如有名的林口

發電廠所引發的北桃不明公害、興達發電

廠的烏林投煤灰污染事件、禮樂煉銅廠的

硫酸外溢事件等等。當然公害的處理不會

以解決紛爭為滿足，而是消除污染的根源

才是治本。

這五年，工作滿檔，豐富而踏實。除了污

染防治工程的陸續完工之外，例如監測資

訊系統的建置，多氯聯苯電容器與變壓器

的最終處置等，都有突破性的成果。尤其

監測資訊系統，後來被環保署引用，做為

監督全台各個排放源的工具。此一系統全

年無休，日夜不停，不會下班，對各個排

放源的排放狀況全程監督、記錄。對台灣

的空污防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多氯聯苯

的處理更是突破了多年汰換後無法處理的

困境，找到了處置的方向，最後，在我的

後任手上，順利處理完畢。

最讓我感念的還是環境保護處的同仁。對

他們而言，我是由別的單位空降而來的處

長，而且是要求很高的處長。他們接納

我，在龐大的工作壓力下，合作無間，幹

得起勁。五年的時間，我懷著忐忑的心情

而來，以充滿溫暖感恩的心情離開。這是

一段值得回憶的彩色歲月 !

台電公司生涯
最值得回憶
的一段經歷

林清吉

16



本人最早接觸環境保護工作

是在 1980 年代初期在電

源開發處擔任環境生態研究課課

長的時候。那時辦理立霧溪環境

影響評估說明書，這是台電公司

最早一份環境影響評估書件之

一，足見台電公司很早就重視電

源開發對環境的影響。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國人環保

意識日益高漲，公司有鑑於環保

抗爭及抗議事件的層出不窮，再

度領先各國營事業，於 1986 年

8 月 15 日成立環境保護處，本

人乃受命擔任籌備工作，並擔任

首任副處長，除針對公司內部有

關環保組織及人力進行整合外，

並依據未來需求招募精英，以當

時環境保護處的人員素質，對於

國內環保業而言都是最優質的。

環境保護處成立後，除全力推動

火力電廠與煤場環境工程及環境

監測工作、汽力機組空氣污染改

善工作等管末處理外，並基於防

範未然，進行事先規劃，著手進

行電力開發計畫之環境影響評估

工作，如：台中火力發電廠環境

影響評估、新天輪水力發電計畫

及明潭抽蓄水力發電計畫等三

項，這三項也被政府列為十項示

範環境影響評估計畫之中。由於

計畫擬定周詳，評估結果客觀

周全，環境影響減低對策落實

執行，其中台中火力發電工程於

1994 年經過全國公民營企業環

境影響評估執行成果考核時，獲

得唯一榮獲甲等的計畫。

非常感謝在台電公司服務期間各

位長官的指導與支持，如張斯敏

總經理、廖東林副總經理、席時

濟董事長、林清吉董事長等，使

台電公司的環保工作都能順利推

動。未來，期盼社會大眾能瞭解

本公司推動環保工作的努力與善

意，繼續給予支持與鼓勵，使得

台電公司的電力開發與環保工作

可以並行不悖，在提供充足電力

的同時，能夠兼顧到環境保護。

推動
環境保護
劉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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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 1994 年調入環境保護處服務，

任副處長，處長，2006 年升任專

業總工程師期間長達 12 年。

初來環境保護處時正值彰化爆發多氯聯

苯污染米糠油事件，政府下令禁用多氯

聯苯。公司因有大量變壓器及電容器等

使用多氯聯苯為絕緣油，需在短期內汰

換並處理，以免多氯聯苯擴散。當時相

關的清運處理法規並未完善，且國內無

處理多氯聯苯的技術及廠家，環保主管

機關及外界對此案十分關注，主辦同仁

壓力甚大。經多方收集資料，擬定委託

境外處理方案，歷經多次波折，終以公

開招標方式將含多氯聯苯廢棄物運送至

法國處理廠家妥善處理完畢，避免了多

氯聯苯危害環境的風險。

電力開發計畫的環評作業，為本處重要

業務開發案，規劃之初即需進行環境背

景調查，評估開發計畫對環境的衝擊，

擬定減輕對策，依法完成環評報告送環

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方能取得開發許

可。任職期間由於同仁們的合作努力，

公司所交付的案件大部份均能完成任

務，惟大林更新計畫原設計四部機組，

只通過了二部，深澳更新計畫，環評已

通過，但因煤碼頭遭地方反對而無法動

工，實屬憾事，有待同仁們繼續努力了。

2006 年 7 月起，台北縣政府 ( 現新北市 )

環保局派員至核一、二廠查核，以核一、

二廠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計畫未依原定

時程完工，違反環評法為由，連續裁罰

1,533 次，裁罰金額累計 22.9 億元。事

實上該兩案正依環評法進行環境差異分

析報告，在環保署審查尚未通過，依法

該兩案均不得進行開發，且其監督單位

為中央環保主管機關即環保署，地方環

保單位並無權開罰。公司據此向環保署

訴願，獲撤銷。後台北縣政府依地方自

治法授權台北縣環保局以同一理由持續

告發，罰單則只能向台北縣政府訴願，

不出意外全數遭駁回。公司只得提起訴

訟，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本公司勝訴，

台北縣政府不服向最高行政法院上訴最

終遭駁回，所有罰單撤銷。此案件在地

方環保單位執法記錄上，可謂一奇聞，

希望以後不會再發生，勞民傷財，不知

為何？

退休已四年多，公司油電雙漲，因福島

事件引起反核，核四封存等的衝擊，

環境保護處的工作一定也越來越有挑戰

性，尤其是未來面臨二氧化碳管制的不

確定性，更是棘手。希望各位同仁在蔡

處長的領導下，努力精進對公司做出更

大的貢獻。

一項
深具挑戰
的工作
杜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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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逢公司成立七十周年慶，環境保

護處成立三十年之際，職以退休

員工之身份來回顧當時的工作點滴 ! 職

於 2006 年 9 月 1 日轉換跑道北上總公

司接任「工安環境保護處長工作」，

接任當時心中可謂惶恐萬分，更感責任

重大。一來台電公司之家大業大，員工

人數及承攬商勞工每日平均有三、四萬

人，從事工作風險性又較高，每年承攬

商之重大工安事故都在兩位數。二來環

保意識的抬頭，不但增加了許多環保方

面的投資，而且時有反對抗爭的舉動，

讓我們疲於應付。

環境影響評估的工作，依據環評法之規

定，台電公司的開發案，幾乎都需環評

審查，其中除了再生能源之太陽光電、

風力發電較易過關外，火力發電開發案

如當時的深澳案，因卸煤碼頭的問題懸

而未決。林口更新擴建及通霄電廠 1-3

號機改建及擴充，經過幾次的環評，好

不容易通過。大林電廠四部燒煤機組更

新，最後變成僅通過兩部，彰工電廠更

是胎死腹中。環保的另一項大議題即是

溫室氣體的減量，京都議定書於 2006

年 12 月 16 日生效後，台灣也促成了

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之出爐。

工安與環保之不同，在於工安是花錢

買不到的，一切安全均需靠自己；經

多管齊下的努力，承攬商每年之重大工

安事故下降到個位數。而環保從規劃、

設計到投資改善，都需花費大把鈔票，

但現今環保之嚴苛，除了投資外，更需

一切遵照環評法、空污法、廢棄物清理

法……等等法規之規定，避免觸法受

罰。「工安零災害」、「環保無污染」

─都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俗語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工安環境保護處係 2002 年 1 月 23 日

公司為簡併組織、精減人力，由原安全

衛生處與環境保護處兩處合併而來，多

年來亦能發揮功效。2008 年當時的勞

委會，對於發生工安事故率較高之公民

營企業、機構，工安組織必須為一級單

位、工安人員必須為專責。也促成台電

公司工安與環保在2010年8月之分家，

職接任分家後首任環境保護處處長，在

位為期僅 52 天，即提早半個月退休，

這可能打破台電公司處長任期最短的紀

錄。

今逢環境保護處成立三十年之際，在此

祝福它事事順遂 !

工安環保
壓力大
許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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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綠色企業邁進

A. 落實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B. 邀請民間嚴格監督  C. 友善環境，從身邊做起  
D. 再生能源的開發  E.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F. 環保策略平台  G. 綠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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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落實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環境影響評估法的規定，一定規模以上的電力設施，

興建前必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的審核程序才能付諸執

行。現階段對於新興電力設備及核能等相關設施的開

發計畫，除依計畫特性擬定周詳的評估工作計畫外，

對於相關之環境污染防治法規、自然保護法規、景觀

視覺、古蹟遺址或是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亦會進行詳

細之規劃及環境保護減低對策之研擬。關鍵的環境課

題，則委託專業機構進行相關專題研究，使評估結果

能更客觀、更周全。為使計畫內容能兼顧民眾需求，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須能確實反映開發計畫對於周遭自

然、人文、生態、社會及經濟的影響，通常都會徵詢

政府機構、學者專家、民意代表、民間團體及計畫區

內民眾意見加以妥善研擬規劃。

新建水力發電廠時，將環境影響的評估列為重點關注

項目，透過制定良好的環境管理計畫，減少因電廠施

工對環境生態造成的影響。興建火力發電機組時，務

求把污染防治措施納入整廠規劃，除了引進創新的防

制設施外，台電公司也從燃料、設備及操作程序改善

等策略多管齊下，全面降低對環境的影響。因此台電

公司在興建相關設施時，除了將環境影響減低措施納

入開發規劃外，在計畫審核通過後，台電公司也配合

執行環境監測計畫，確保不會在施工與營運階段影響

到生態環境。

a1 a2

a1. 台電公司落實環評，電廠不僅發電，也保護 
 鄰近天然環境，與大自然共生共榮
a2. 現興建中的電廠，在初期就要引進綠色思維，
 設計、施工、及運轉都須兼顧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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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規劃台中火力發電廠時，基於環保

理念，並為化解民眾對電廠可能帶來污染

的疑慮，台電公司與由台中縣公害防治協

會、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台中市新環境

促進協會、南投縣生態保護協會等四個環

保團體，新組成的「中部縣市環境空氣品

質平行監測管理委員會」簽訂協議書，針

對台中火力發電廠進行監測工作。

監測工作，從 1988 年起開始進行，環保團

體就監測數據提出討論，集思廣益，要求

電廠防治污染措施去蕪存菁。而監測數據

除函請學術單位研究分析外，並在網站及

相關環保刊物公佈。另對外召開期中及期

末報告說明會，廣邀四縣市環保機關、學

者專家、各鄉鎮市公所、各級民代、鄰近

居民、地方意見領袖、社會賢達與台電公

司等共同檢視監測成果，其監測成果公開

透明化，頗具公信力，而深受中部地區民

眾的信賴。在融入學術單位進行數據研析

下，亦深具學術性，並廣獲環保署、各學

術單位、公民營投資事業所引用。

平行監測工作執行多年來，除督促電廠改

善提升相關措施，努力做好環保外，民眾

亦可從中了解電廠對中部地區所造成的環

境影響，此一平行監測模式深具指標意義。

B. 邀請民間嚴格監督

b1 b2

b1. 高聳的煙囪，每一個排放口都設置監視器，隨時 
 監控排放情況，數據連線環保署，透明公開
b2. 空氣品質測站 24 小時回傳監測數據，監督電廠  
 附近地區空氣品質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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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是海洋中生產力最高、生物多樣性

最高、生物量最豐富的生態系，常被稱為

「海洋熱帶雨林」。台電公司於核三廠建

廠之初即委託學者專家進行相關研究及研

訂保護措施，也在核三廠入水口海域架設

遙控監視系統 (2003 年迄今 )，以網路全

天 24 小時監錄核三廠入水口珊瑚礁生態實

況，並於南部展示館及網站上對外開放珊

瑚即時監測影像。此外，亦委託珊瑚礁學

會進行「龍門核能發電廠海域珊瑚生態調

查監測」，了解龍門發電廠海域珊瑚生態

特性，藉此建立電廠運轉前的基礎資料，

作為保育復育策略研擬的參考。

1993 年台電公司在大甲溪上修築馬鞍壩，

這是國人第一次在水壩上設置魚道。委託

學術單位進行「大甲溪魚類棲地改善研究

計畫」，並委託「大甲溪生態環境維護協

會」進行生態教育及河川巡護工作。為了

維護溪流生態，確保魚類族群數量，1997

年起在大甲溪各個溪段視水域特性進行魚

苗放流復育工作，10 餘年來已放流超過

60 萬尾魚苗。除了維護溪流生態，放流在

水庫中的魚苗還可以抑制水庫優氧化、避

免進水口柵欄苔蘚堵塞，對大台中地區民

生用水的水質頗有改善。

2003 年，台電公司因為萬大發電廠擴充，

以及松林分廠水力發電計畫環評的機緣，

發現了消失多年的台灣原生種─台灣大

豆的蹤跡，而當時找到這珍貴的植物的，

正是當時負責環評的台大植物系黃教授增

泉。事實上台灣大豆有著曲折的身世。

1928 年，台灣大豆由台北帝國大學植物系

C. 友善環境，從身邊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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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島田彌市在新竹縣竹東地區發現，

於是為其命名為台灣大豆原生種，後來又

在桃園縣新屋、苗栗縣、高雄半屏山、南

投縣霧社地區發現蹤影。但光復後，日本

人帶走標本，只留下觀察紀錄，之後就再

無人發現原生台灣大豆的蹤跡。台灣大豆

在野外生長，存活率不高，再加上環境開

發，不少生長區逐一消失甚至滅絕，如霧

社的台灣大豆就消失快五十年。

2004 年，台電公司松林分廠為建廠進行環

境影響評估，黃教授增泉擔任環評委員，

踏勘時，意外在電廠周遭發現台灣大豆植

株。為求謹慎，還特地送到日本鑑定，確

認是在南投消失近半世紀的台灣大豆。

台灣大豆原生種子只有芝麻般大小，無法

直接食用，但與台灣食用大豆基因相似，

如今重現江湖，可稱為「原生種國寶」。

為避免水力發電工程影響當地生態，台

電公司進行長達八年的台灣大豆族群監

測及採種保存，2011 年，收穫種子七萬

七千六百粒，一半貯藏於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種子基因庫，其他的種子，台電公司

就開始在萬大發電廠霧社第二辦公室搭設

網室，進行種苗復育，還為這珍貴的嬌客

成立「台灣大豆生態環境展示中心」。

台大植物系黃教授增泉非常肯定台電公司

為復育台灣大豆所做的努力，他形容：「復

育台灣大豆，就像復育櫻花鉤吻鮭般意義

重大」。

c1 c2 c3
c1. 台電公司長年進行生態監測，於進水口能看見珊瑚與美麗的藍綠光塞雀鯛
c2. 在馬鞍壩修築魚梯，方便魚群跨越
c3. 電廠也能成為小燕鷗的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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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守護潔淨海洋，台電公司 20 多年來每

年均辦理淨灘活動，結合各地臨海電廠、

工程單位及離島區處等單位，動員公司員

工、眷屬，並邀請鄰近國中、小學及附近

社區鄉親與公民團體共同清潔海灘。每年

動員志工約 6,000 至 7,000 人，希望拋磚

引玉，共同為地球環境貢獻一份心力。

擴大植樹減碳效果，每年均編列預算於火

力電廠及其所在地縣、市政府洽商合作植

樹事宜，由縣、市政府提供適當土地，台

電公司籌措經費進行植樹造林工作，另於

變電所、訓練所等電力設施空地進行造林、

綠美化工作，應用生態地景改造與植栽綠

化，除增加減碳效果外，亦可過濾空氣、

降低噪音及調和都市緊張氛圍。

為再造台灣沿近海域豐富多樣的魚類棲生

場所，於 2000 年起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合作，辦理利用退下不用電桿製成

人工魚礁，投放於台電公司各火力及核能

電廠附近海域，人工魚礁區或保護礁區，

截至目前為止共計投放 22 處，為海洋永

續發展貢獻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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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c5

c9

c4
c8
c6

c11
c10

c4. 台電公司致力於植樹造林
c5. 萬大發電廠成功復育台灣原生種大豆
c6. 萬大發電廠環境優美
c7. 台灣大豆開出紫色花朵
c8. 復育成功的大豆果莢
c9. 董事長親自參與年度淨灘活動
c10. 定期舉辦淨灘活動已逾二十年 
c11. 董事長揮汗如雨響應淨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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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於 2011 年公布新能源政策，加速開

發我國再生能源潛能，及擴大各類再生

能源推廣目標，規劃於 2025 年裝置容量

達 995.2 萬瓩，新增裝置容量 660 萬瓩，

提早 5 年達成「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所定

20 年增加 650 萬瓩目標，2030 年進一步

擴大成長至 1,250.2 萬瓩。

台電公司現階段推動再生能源主要以風力

發電及太陽光電為主。2015 年 6 月底止，

國內已建置 324 部風力發電機組，其中台

電公司 169 部，民間 155 部，總裝置容量

為 63.996 萬瓩，累積至 6 月底總發電量

為 7 億 5,947 萬度。由於陸域優良風場大

都開發殆盡，風力發電將朝向離岸發展。

台灣地區因為陽光充沛，日照充足，具備

良好的太陽光發電條件，因此太陽光發電

實為最具發展潛力的再生能源，亦為兼顧

環保、生態之潔淨發電方式。太陽光電初

期由台電公司帶頭設置幾處大型系統，近

期開發主力已移至民間，以達成「陽光屋

頂百萬座」之目標。

D. 再生能源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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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台電公司仍將配合政府推動再生能

源之政策，在考慮目前再生能源之技術成

熟度及經濟性前提下，持續開發再生能源

發電，亦將投入大量人物力評估、規劃及

興建大型離岸風場，至於地熱、海洋能等

新興再生能源，將待技術成熟度與成本

降低之後，適時建置先導型或示範電廠。

為支持再生能源發展，響應民間團體對

綠電的新需求，經濟部能源局自 2014 年

開辦「自願性綠色電價制度試辦計畫」，

讓民眾擁有綠電選購權。民眾自願性購

買綠電，其繳交的綠電費用，由台電公

司代收，再生能源發展基金要撥給台電

公司的補助會先扣除綠電收入，從而將

綠電收入間接納入再生能源發展基金，

用以支持再生能源發展。企業購買綠電，

可降低產品用電的碳排放，有助提升產品

外銷競爭力。購買綠電亦可為企業善盡環

保的社會形象加分，增加企業無形資產。

d1 d2

d1. 台電公司努力推動再生能源，目前主要以風力發電及太陽 
 光電為主。台灣地區因為陽光充沛，日照充足，具備良好 
 的太陽光發電條件
d2. 風力發電機組佇立水濱，絢麗的晚霞中形成別緻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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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為了下一代，台電公司積極開發綠色能源，風力發電是不可缺少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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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已於 2015 年

7 月 1 日公布施行，賦予政府因應氣候變

遷、推行減緩與調適政策的法源基礎，並

明訂長期減量目標為 2050 年溫室氣體排

放量降至 2005 年的 50% 以下，顯示我國

正逐漸邁入減碳及低碳時代。而 2015 年，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1 次締

約國會議（COP 21）在法國巴黎當地時

間 12 月 12 日達成「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將取代京都議定書，期望能

共同遏阻全球暖化的趨勢。在長期目標的

設定上，「巴黎協定」要求簽署國家遏阻

溫室氣體排放，將確保在本世紀結束前，

以不比工業革命開始前升溫 2℃為目標，

此外更宣示力爭維持溫度升幅在 1.5℃以

下的更艱難目標。此項協議將改變幾個世

紀以來，由化石燃料推動的全球經濟型

態。

由於台電公司身為國家的主要電力供應

者，被賦予穩定電力供應的重責大任，為

達成政府溫室氣體減量的遠大目標，台電

公司將依據國家能源政策，致力於提升機

組發電效率、減少線路損失，並積極推動

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等節能減碳工作，善盡

地球公民之責任。

E.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e1-3. 2015 年聯合國氣候峰會於法國巴黎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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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環保策略平台

近年來台電公司積極推動綠色企業的轉

型，由董事會下至基層員工，秉持著「以

人為本、追求卓越」的企業文化，環保理

念已經從過去以符合國家法規為主，到如

今除了自我要求需符合法規、穩定地滿足

電力供應，同時更注重環境倫理、永續發

展，發展生態復育、友善環境，並逐步穩

健地朝向永續綠色企業的目標邁進。

為了達成前述目標，台電公司近年來持續

發起各項綠色行動，並關注各種環境友善

議題，於 2015 年 7 月成立了「環保策略

平台」，邀集專家學者共同針對近來因環

保法規漸趨嚴格，以及外界關切的 PM2.5、

禁用生煤等議題，研擬有關的策略及解決

方案。希望及早因應外界趨勢的變化，藉

由不同的觀點面對環保問題，集思廣益，

作為台電公司後續規劃環保投資或執行之

參考。時至目前，列入本平台報告之議題

包括：

一、電廠廠內用電節約及改善評估

二、電廠環保設備整體規劃

三、儲煤室內化之改善規劃

四、廢棄物 ( 含煤灰、石膏、污泥 ) 實質

　　資源多元化再利用評估

五、善用水資源，將發電用水作整體規劃

六、綠能低碳與節能作為

七、厚植碳權經營能力及降低財務衝擊

八、節電目標及管控機制

九、林口電廠更新擴建空污減排規劃

十、既有火力電廠環保護設備功能提昇
g1. 董事長帶頭參與綠色行動，親自動手製作環保酵素， 
 把廚餘果皮變黃金
g2. 台電公司員工熱烈響應綠色行動，學習環保酵素製作
g3. 環保酵素製作講座，把綠色觀念落實到各個家庭
g4. 瑞穗鐵馬休憩站
g5. 綠色行動起跑，台電公司員工主動響應環保無車日

g2
g3 g5

g4g1

G. 綠色行動

台電公司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所引發

的極端氣候，加強與社會及民眾對節

能減碳之互動，成立「綠色企業創意

平台」，以「建立綠色企業形象」及「推

動最佳化減碳策略」為主軸，研提創

新的綠色行動計畫，為台灣邁向低碳

永續社會盡一分心力。

「綠色企業創意平台」，先從綠色生

活、建物節能、綠色採購、環境友善

及社會公益等五個面向著手，深化每

位員工對綠色環保的觀念與態度，未

來將讓大眾對台電公司產生不一樣的

感受，綠色行動涵蓋的面向廣泛，包

含各式各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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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各項綠色行動均獲得廣大迴響。舉「環

保酵素」為例，它把原本被視為廚餘的果

皮菜渣，透過一定比例的水、果皮及黑糖

混合，經過三個月發酵，製成酸性棕褐色

液體，能在清潔、植栽、淨化水質方面發

揮良好效果。最重要的，環保酵素從製作

到使用的整體過程，始終秉持著「環保、

綠能、淨化、溫和」，對於生態環境正向

而友善。

為推廣環保酵素，台電公司 2015 年於台

北、高雄、台中和花蓮等四地，舉辦「環

保酵素系列活動」，讓大眾了解環保酵素

的製程與效用。由於素材隨手可得、經濟

實惠，很適合在家庭製作，不僅可以讓廚

餘有效利用，也讓資源利用、再生的概念，

落實於個人及家庭。

一、綠色生活－－舉辦台電公司無車日活

動、　 環保酵素推廣、不印寄紙本帳單、

鐵馬休憩站建置。

二、建物節能－－舊有建築物節能改善、台

電公司大樓綠色新思維、綜研所樹林所

區，導入Green Campus 概念、都更建物

融入綠能特色、發展智慧綠社區。

三、綠色採購－－擴大綠色採購、公務信封

採 FSC 認證印製。

四、環境友善－－南灣珊瑚生態培育、修剪

樹木觀念推廣、大型會議碳中和。

五、社會公益－－捐贈舊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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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的
綠色企業之路
董事長黃重球

愛護地球、守護環境，是生活在這

片土地上所有人的共同責任！

台灣，是個天然資源缺乏的地方，98%

以上的能源都要仰賴進口供應；因此電

力成本會隨著進口的能源價格波動，不

僅影響民生物價，甚至影響整體經濟發

展。

台灣電力公司 ( 簡稱台電 ) 在穩定電力

供給的前提下，必須作適度的能源調

配，絕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但

每一種發電方式都有它的優缺點，因此

台電最重要的工作是在考量環境與成本

的利弊得失後，做出最好的能源配比。

未來，因應再生能源的興起，電力事業

必然會有些微結構性的改變，台電也會

積極朝這個方向去因應。

台電除長期致力於提供穩定電力，以因

應國家發展與人民生活所需外，亦肩負

國營事業社會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

不該只是理念，它更需要被實踐。對

於環境，除了這一代要受用之外，還希

望保留資源給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使

用。因此一個企業想要永續，一定要一

肩挑起社會責任，需與國際先進環保思

維接軌。台電爰在國營事業中率先成立

環保專責單位─環境保護處，從各面向

做好環境友善工作，如：

「污染管制面向」：參考國外電力事業

環保措施，引進先進各項環保設備，使

空氣污染物排放值，遠低於當時國家法

規標準值。另將廢水、廢棄物儘量回

收再利用，未能回收的餘量也經妥善分

類後予以排放、清理，再輔導現場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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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確保各項環

保設備或管理措施，均落實執行。

「污染預防面向」：在政府尚未公布

「環境影響評估法」前，參考先進國家

作法，妥善規劃「台中火力發電計畫環

境影響評估」，預先規劃各項先進環保

設備及景觀美化，以營造一座先進公園

化電廠，並輔以環境監測工作，確保電

廠周遭環境品質。

「生態保育面向」：萬大發電廠復育保

育台灣原生植物─「台灣大豆」、核三廠

南灣珊瑚培育工作、植生綠化、魚苗放

流、電桿魚礁、馬鞍壩生態園區、大潭

發電廠「綠蠵龜『卡卡』野放活動」等。

「關懷社會面向」：每年中秋節前舉辦

淨灘活動、並提供基金幫助青少年預防

憂鬱防治工作、擴大綠色採購、公務信

封採 FSC 認證用紙印製、捐贈舊電腦、

設置鐵馬休息站等公益活動。

此外，台電人還進一步做到綠色日常生

活的環保行動，例如：公司同仁把廢棄

的果皮菜渣，用來做環保酵素，台電各

單位的植栽，將來都是用這些酵素來施

肥，以減少化學肥料的使用。透過這些

點點滴滴的努力，讓公司內部每一個成

員可以親自參與，親自接觸，讓每一個

成員有這樣的綠色概念，進而形成公司

的文化，甚至將這樣的信念帶進家庭。

這些綠色行動，並不涉及發電主體的營

運，但只要腳踏實地持續去做，就能展

現台電成員對環境的承諾，傳達給社會

一個訊息，在經濟發展跟環境保護之

間，一定可以取得某種平衡，這也是台

電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台電環境保護處在過去的 30 年裡，不

論是在發電設施環保改善，或推動環境

友善措施的努力，其成果顯著但鮮為外

人所知。所以在 2015 年 3 月台電建構

了「台電綠網」，記錄台電人那份對環

境、對鄉土的用心，我們衷心期盼透過

綠色行動事蹟的分享，將友善環境的熱

情與態度傳遞到每個角落，進而以新思

維改變工作態度與日常作為，更希望藉

由「台電綠網」，讓這樣的精神能吸引

全民共同來參與。

涓滴可以成河、聚沙可以成塔，匯集起

來就能夠形成一股龐大的力量！讓我們

攜手共同為下一代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涓滴可以成河  聚沙可以成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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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

 ‧「台電綠網」上線，透過柔性筆觸忠實記錄台電人友善環境的點滴軌跡，並以多些故事、少
些數據的呈現方式，打造沒有技術藩籬的園地，拉近民眾與台電公司的距離。

 ‧完成「台中發電廠氣候變遷調適研究計畫」，台中發電廠已依據研究報告成果，針對所篩選
出需優先處理之高風險設施進行改善，以提升調適能力。

 ‧舉辦萬大生態電廠環境教育站正式啟用儀式活動，此為台電公司第一個對外開放之環境教育
相關場所，電廠同仁並結合鄰近之親愛國小同學擔任態解說員，有助於對外展示萬大電廠內
豐富生態資源及台電公司致力於台灣大豆復育之成果。

 ‧審查通過「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響評估。

 ‧經濟部能源局舉辦「2015年度能源部門溫室氣體減量成果發表會」，台電公司獲獎單位包括
環境保護處、再生能源處、大潭、大觀、台中、南部及興達發電廠等 7個單位獲頒獎項。

 ‧輔導興達及台中發電廠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發 102年度先期專案減量額度合計 35,051公
噸 CO2e；截至 2015年 12月，台電公司協和、台中、興達及大林發電廠共獲先期專案減量
額度約 681.5萬公噸 CO2e。

 ‧依據「PAS 2060：2014-實施碳中和參考規範」完成 4場碳中和示範會議 (包含 2015年度
第 1期溫室氣體盤查 /查證能力建構班、大潭發電廠 2014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外部查證會議、
總管理處環境教育系列課程及第 32屆台日韓馬燃煤營運會議 )，每案均歷經教育訓練、現場
勘查、碳足跡盤查及減量措施規劃等工作，獲英國標準協會頒發「碳中和典範獎」。

 ‧大甲溪發電廠以順應自然工法復建 921災後受損分廠、落實禮運大同人文關懷精神、及成立
馬鞍壩生態園區積極轉型生態電廠等諸多永續深耕作為深獲評審肯定，獲頒「國家永續發展
(企業類 )」，為國營事業首例。

 ‧完成總管理處、南部火力發電廠、台中區營業處及花蓮區營業處等單位辦理「環保酵素推廣
及種子教師培訓課程」。

 ‧大甲溪、協和與核二、興達、大觀發電廠分別取得水足跡查證聲明書。

2014 年度

 ‧在席捲全球的綠色浪潮衝擊下，環保處邀集相關單位成立綠色企業創意平台，正式開啟台電
邁向綠色企業之路。

 ‧大潭發電廠與台中發電廠成為水足跡盤查的案例電廠，並經 SGS驗證公司查證通過，其結果
顯示該二電廠單位發電量之水足跡分別為 0.82(L/KWH)及 6.24(L/KWH)。

 ‧審查通過「大潭電廠增建燃氣複循環機組發電計畫」及「澎湖低碳島風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環境影響評估。

 ‧推動廢棄果皮製作環保酵素，除應用於總管理處植栽澆灌，並推廣至公司內各單位。

 ‧辦理核三廠「南灣珊瑚培育成果發表會」活動，並展示「南灣珊瑚礁魚類的伊甸園」3D展示
影片，由黃董事長親臨主持，並邀請多位海洋生態領域之專家學者出席見證珊瑚培育成果發
表會受到媒體廣泛報導，成功的呈現了台電公司維護自然生態資源永續經營之決心。

環保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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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

• 辦理萬大電廠「台灣大豆復育成果發表會」活動，由黃董事長親臨主持。台電與台灣大豆的
結緣，起源於 2003年環保署辦理「萬大電廠擴充暨松林分廠發電計畫」環評現勘時，發現當
地有台灣特稀有種植物台灣大豆的蹤跡，為避免萬松水力發電工程影響其生態，台電公司遂
與生態顧問公司合作，嘗試於萬大電廠內進行台灣大豆的復育工作。台電自 2005年起開始對
台灣大豆進行生態監測，並於 2011年秋季進行採種及保存作業，2012年春季進行育苗及試
移植， 2012年秋季已結實纍纍，鑒於復育有成，特舉辦發表會，受到媒體廣泛報導，成功
的展現了台電公司維護自然資源永續經營之決心。

• 輔導大林發電廠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辦理
2005~2010年先期專案，歷經全廠溫室氣體盤查查證、撰寫先期專案報告書及先期專案查證
等努力，終獲核發減量額度 178,661噸 CO2e，為我國第一筆核發之減量額度。

2012 年度

• 協助台電公司「萬松碧海水力發電計畫」及「7.03MW太陽光電廠計畫」溫室氣體抵換專案
通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成為我國前二件由政府認可之溫室氣體抵換專案，預期 7年計
入期內約可取得 188萬公噸減量額度。

• 經濟部能源局舉辦「2012年度能源產業溫室氣體績優觀摩暨成果發表會」，表揚接受輔導溫
室氣體業務之廠家，台電公司計有 12個單位接受表揚，蔡處長代表公司碳足跡試算工作之感
謝狀。

2011 年度

 ‧「環境教育法」業奉總統 2010年 6月 5日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37311號令公布，台電公司
環境保護處據此於總管理處辦理第一場環境教育專題演講 (台灣環保的一些問題 ─從高山到
海洋、台灣的生態、環境保護與氣候變遷及台灣沿海生態系現況與永續經營之道 )，並藉此朝
向讓開發行為與生態保育上取得平衡而努力，並推動相關之補償機制。

2010 年度

 ‧國發會因應氣候變遷成立「規劃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計畫」專案小組，將台電
公司相關調適工作推動納入其「能源供給及產業」領域當中執行，暨減緩之後，台電公司調
適行動正式展開。

 ‧因應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等議題對台電公司所帶來的衝擊，環保處成立溫室氣體組。

 ‧為因應未來溫室氣體減量之挑戰，奉准成立台電公司碳權經營小組，主要任務包括碳權經營
規劃、投資採購、以及減量技術評及引進等，期取得減量額度抵減超額排放量，達成政府所
賦予之減量責任。

2008 年度

 ‧審查通過「大甲溪發電廠青山分廠復建計畫」、「林口電廠擴建計畫第二、三號機」、「通
霄更新擴建及既有四至六號機組葉片改善計畫」及「台灣 ~澎湖 161kV電纜線路工程」環境
影響評估。

2007 年度

 ‧審查通過「新民電力用戶服務及巡修中心暨附設地下配電變電設施聯合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環境影響評估。

2006 年度

 ‧審查通過「深澳發電廠更新擴建計畫」及「林口電廠更新擴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興達發電廠榮獲亞洲電力獎「年度最佳環保電廠金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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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度

 ‧台電公司環境保護處於 2004年導入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BCSD)「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之做法，推動台電公司內部 (約 100個單位 )進行全面溫室氣體盤查工作，為國內辦理溫室
氣體組織型盤查之大型企業首例。

2004 年度

 ‧審查通過「萬大電廠擴充暨松林分廠水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2003 年度

 ‧台中發電廠連續三年獲頒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項。

 ‧台中發電廠為邁入公園化電廠於 2003年舉辦電廠煙囪彩繪全國競圖活動經由專家學者評審及
當地民眾票選定案後，由最優之圖案進行彩繪，此創國營事業先例，將台中發電廠五支煙囪，
繪上候鳥、白鷺鷥、黑面琵鷺等圖案，成為促進地方觀光發展的地標。。

 ‧因「萬大發電廠擴充暨松林分廠水力發電計畫」環評現勘時發現台灣大豆蹤跡，自此開始長
期監測及採種保存。

2002 年度

• 召開「興達煤場煤塵逸散對烏林投地區居民健康之影響」說明會。

• 為回饋地方、增進地方繁榮及保護海洋生態環境，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合作於台電各
核能及火力電廠附近海域放流高經濟價值魚苗，放流時邀請當地縣市府漁政單位、所屬漁會
人員及漁民共同參與放流，以增裕漁業資源及漁民之收益，落實電廠睦鄰工作。

2001 年度

• 台中發電廠三～四號機、大林發電廠三號機及興達發電廠四號機完成氮氧化物改善。

• 興達發電廠完成「雨水與污水分流收集系統工程」驗收工作，系統正式啟動運轉。

• 審查通過「馬祖珠山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2000 年度

• 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安排環保媒體赴核能三廠了解台電公司珊瑚復育之成果。

• 大林發電廠一號機、台中發電廠一～二號完成氮氧化物改善工程。

• 台電公司與漁業署攜手合作進行「海底造鎮計畫」投放人工魚礁記者會，與會來賓包括漁業
署署長、縣政府農業局長、台電公司副總經理、環保處長及林口電廠廠長等長官蒞臨指導，
會後並搭海釣船到淡水魚礁區實地參觀人工魚礁海上投放情形，為海底城造鎮計畫作見證。
以改善漁場環境，培育漁業資源。

1999 年度

• 協和發電廠四號機及興達發電廠一號機完成氮氧化物改善工程。

• 審查通過「高屏電廠竹門機組更新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1998 年度

• 審查通過「澎湖尖山火力電廠擴建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 為改善大甲溪魚類棲地，於馬鞍壩上設置魚道，也是台灣第一座大型水壩魚道。

• 推動「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台電由新天輪施工處、台中發電廠及大林發電廠領銜通
過該項國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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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度

• 台電公司多氯聯苯廢氣物清除暨處理案委託法國 EMC(Tredi)公司清理完竣。

• 審查通過「台中發電廠第九、十號機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1996 年度

• 審查通過「核能二廠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 日本中國電力公司於 1995年 10月發表「利用退下不用電桿製作人工魚礁」之報導，台電公
司基於推動資源化再利用及兼顧漁業永續經營之環保理念，乃於 1996年 7月委託學術單位
進行「利用退下不用水泥電桿製作人工魚礁試驗研究與效益調查計畫」，藉以探討利用退下不
用水泥電桿製作人工魚礁之可行性，以做為未來大量推廣製作電桿人工魚礁投放之參考依據。

1995 年度

• 審查通過「和平溪碧海水力發電計畫」、「核能一廠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計畫」及「大潭燃
氣火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1994 年度

• 台電公司「汽力機組空氣污染改善工程計畫」陳報經濟部核轉行政院審核。本項專案計畫涵
蓋五個電廠十八部機組，預定自 1996 年度開始，於 2003 年度完成，所需經費估計約新台幣
251億元。

• 審查通過「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澎湖尖山火力發電計畫」及「台中發電廠氣
渦輪機增設汽輪機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 響應世界清潔日開始辦理淨灘活動，邀請員工擴及眷屬、當地居民、志工、鄰里鄉親、社區
（團）及中小學師生等共同參與。

• 台電公司環境保護處在 1989~1993年曾委託國內外多個專業顧問 (丹麥 DHI及美國 Dames 
& Moore等 )及學術機構蒐集資料建議環保署作合理適當修訂，兼顧環境品質及產業發展。
歷經數年努力，終於在 1993年間環保署修訂放流水標準時提請訂水溫標準，引用國外相關環
保法規及對海域環境生態之影響有限為訴求，輔以大規模工程造成之環境生態破壞遠超過局
部之水溫上升等，提請環保署修改標準，經多方努力，終於環保署在 1993年修正公告之放流
水標準中，增列 ”放流水直接排放於海洋者，其放流口水溫不得超過 42℃，且距排放口 500
公尺處之表面水溫差不得超過 4℃。”

1993 年度

• 深澳電廠三號機靜電集塵器與脫硝設備、深澳電廠二號機脫硝設備完成改善工程。

• 審查通過「林口發電廠氣渦輪機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1992 年度

• 興達發電廠一、二號機完成煙氣除硫設備 (FGD)增設工程，興達發電廠三號機完成靜電集塵
器改善工程，和發電廠三號機完成靜電集塵器增設工程。

• 審查通過「興達發電廠增建複循環機組發電計畫」及「通霄發電廠複循環第六號機發電計畫」
環境影響評估。

1991 年度

• 興達發電廠完成煤場防風與防塵柵網增建工程，大林發電廠一、二號機完成靜電集塵器改善
工程。

• 審查通過「核能四廠第一、二號機發電計畫」、「鯉魚潭水庫工程發電配合方案」及「南部
發電廠複循環第一至第三號機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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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度

• 協和發電廠一號機完成靜電集塵器新設工程。

• 審查通過「台中發電廠第五至八號機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1989 年度

• 協和發電廠完成綜合廢水處理改善工程。

• 審查通過「馬鞍水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 委託學者專家開啟核三廠進出水口珊瑚培育及生態監測工作，鑒於核三廠南灣珊瑚屬於國寶
級資產，台電公司於核三廠建廠之初即陸續進行珊瑚生態保育相關研究，以及研訂保護措施，
為展現台電公司致力維護電廠周遭自然環境生態之決心，環保處乃委託學者專家針對恆春半
島的南灣地區海域長期進行珊瑚礁調查、監測與培育計畫。

1988 年度

• 台電公司與民間環保團體組成之中部縣市環境空氣品質監測管理委員會簽訂協議書，進行台
中發電廠環境空氣品質平行監測工作。此項平行監測工作開民眾參與電廠監測工作之先聲，
監測過程公開、透明，監測資料也定期刊上網站及「環保聯訊」等刊物，供委員會、學界和
一般民眾複查，以確保結果正確，有助於消除民眾對台中火力發電廠的設置所產生的污染疑
慮。透過此項平行監測的運作，環保團體也開始相信台電公司進行空污改善的誠意及執行能
力。

• 審查通過「大林發電廠第六號機發電計畫」及「通霄發電廠複循環第四、五號發電計畫」環
境影響評估。

1987 年度

• 配合 1993 年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進行既有發電廠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的改善。

• 審查通過「明潭抽蓄水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1986 年度

• 審查通過「新天輪水力發電計畫」及「台中發電廠第（第一至四機）機發電計畫」環境影響
評估，是台灣第一座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的示範電廠。

• 台電公司成立環境保護處，為當時公務機關之首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