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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潭發電廠

公司簡介

為配合國家長期經

濟發展及電力負載逐年

增長之需求、紓解北部

地區供電不足，乃選定

桃園市觀音區設立大潭

發電廠，減少南電北送

之電力不平衡問題，降

低線路損失，增進系統

穩定度。

本廠位於桃園市

濱海地區，隸屬於觀音

區大潭里，占地約116
公頃，廠區有西濱快速道路（台61線）及東西快速

道路（台66線）穿越。本廠於93年9月15日正式成

立，裝設6部最新式高效率複循環機組，總裝置容量

4,384MW，以天然氣為主要燃料，具有高可靠度、

低建廠成本、高負載變化率及低污染等特性。

基於政府能源多元化及開發綠色能源政策，本

廠積極推動風力機組建設，於廠內及沿海地區已完

成28部。

Datan power plant was built to solve the power 
shortage problem of northern Taiwan and to meet 
the government energy policy. It reduces long 
distance power unbalance. It also reduces line loss 
and enhances the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Datan power plant, located in Datan village 
Guanyin district Taoyuan city, is around 116 
hectares, separated by No.61 & 66 express ways. 
The plant was established on 15th Sep. 2004, six 
high efficiency units had been installed to contribute 
4,384 MW to the grid. The main fuel is natural 
gas. It has more reliable, lower cost, easier load 
changing and less pollution.

For multi-energy and green-energy policies, 
28 wind power units were built in the plant and 
neighbor coast area.

薛人豪 廠長

基本資料

網　　址：www.taipower.com.tw
行 業 別：發電業

員工人數：296人
地　　址：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里電廠路一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93年9月15日
負 責 人：薛人豪 廠長

聯 絡 人：陳儒豪

電　　話：03-4733777分機2710
傳　　真：03-4737085
環安信箱：u546945@taipower.com.tw
主要產品：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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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薛人豪 廠長

團隊成員／

胡珪渝 副廠長

陳清江 副廠長

王順德 環化經理

 陳儒豪、陳俊丞、張世國、朱金湖、梁輝煌、

黃子玲、李悅慈、陳彥百、林宏益

環保政策及理念

 本廠係以天然氣為主要燃料之發電事業，為

進一步創造良好舒適優美之工作環境、降低環境衝

擊與能源消耗、保障員工與利害相關者之安全與健

康，我們堅守「電力發展使命以及尊重生命安全與

健康」之理念，秉持落實環安衛能各項措施，減少

事故及影響健康情事發生、節約能源並善盡環境保

護職責，信願承諾以下環安衛能政策：

　　　　⊙符合法規  全員參與

　　　　⊙加強溝通  持續改善

環安衛：⊙污染預防  職災預防

　　　　⊙危害鑑別  風險控制

省能源：⊙低碳設計  節能採購

　　　　⊙提供資源  節能減碳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一)  為促進全體員工發揮潛能，群策群力激發創意

及構想，研提具體實施方案，謀求管理與作業

之改進及創新，提高生產力與營運績效，針對

員工提案改善或客戶意見蒐集與檢討改善機制

訂有標準作業程序供同仁遵循。

(二)  本廠行政大樓符合日常節能、水資源指標，94
年獲綠建築標章證書；99年榮獲經濟部能源局

「電廠及汽電共生廠清潔生產輔導暨潔淨電廠

指標制度建置規劃」特優等。

(三)  本廠為通過環境影響評估而建立之電廠，對

環境保護整體規劃尤為重視，通過環境管理

系統（ ISO 14001）、品質管理系統（ ISO 
9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OHSAS 
18001 & TOSHMS & CNS 15506）、能源管理

系統（ISO 50001）驗證。

(四)  在環境管理上，建置環境會計制度與環境會計

管理系統，進行環會資料的登錄作業，另為確

實掌握本廠各項作業及活動之投入與產出量化

數據，本公司亦建置物質流管理資訊系統。

(五)  台灣電力公司於網站上公開永續報告書並揭露

環境資訊，包含空氣污染物排放源、水污染物

排放源、副產物資源化再利用、溫室氣體等，

歷年溫室氣體排放盤查資料亦登錄於環保署

「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臺」，使溫室氣體資訊

透明化，並具有公信力，並經由同仁的努力，

全廠CO2排放強度逐年下降。

(六)  為進一步宣導節能減碳，申請低碳環保活動，

主動減少碳足跡，依國內碳中和規範要求，將

碳足跡予以抵換以達碳中和目標；另亦取得產

品水足跡查證聲明。

(七)  陸續獲得103年、104年度第23屆、24屆中華民

國企業環保獎銀級獎、桃園縣103年度空氣污染

物減量評鑑優等獎、103年政府機關學校暨國

營事業節水評比國營事業生產事業組優等獎、

經濟部104年度節約能源績優優等獎、經濟部

104年節約用水績優單位及節水達人機關組績優

獎、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bsi）2015碳中

和典範獎。

榮獲bsi2015碳中和典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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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廠繼100年榮獲亞洲電力獎「年度亞洲電廠」

銀牌獎，104年再以大潭電廠機組精進燃燒調校

NOX減量計畫榮獲「年度環境升級計畫」金牌

獎，104年NOX排放濃度較103年降低2.06％，

NOX排放強度較103年降低2.45％。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一)  推動用水及廢水減量：總計每年省水28,516
噸，降低CO2排放量44.66噸。

措施類別
效益

水資源績效（噸/年） 環境績效（噸/年）

省水器材換裝

節省自來水使用量：

3,016
節水百分比：0.58％

降低CO2排放量：

0.47

製程設備改善

節省自來水使用量：

21,900
節水百分比：0.58％

可同時節水節電，

共降低CO2排放量

：43.49

用水管理

節省自來水使用量：

3,600
節水百分比：100％

降低CO2排放量：

0.7

(二)  推動雨水或廢水回收再利用：總計每年省水

270,619噸，降低CO2排放量487噸。

措施類別
效益

水資源績效（噸/年） 環境績效（噸/年）

雨水貯留利用

節省自來水使用量：

30,976.1 
節水百分比：100％

降低CO2排放量：

4.84

用水監測設備
回收水再利用

節省自來水使用量：

15,809

可同時節水節電，

共降低CO2排放量

：31.27

製程設備改善
回收水再利用

節省自來水使用量：

223,834
節水百分比：100%

可同時節水節電，

共降低CO2排放量

：451.2 

(三)  推動製程設備節能減碳：機組廠內用電節電率 
1.67％。

編號 方案名稱 年度節能量

01
修復低效率冰水主機及優先運轉高效

率冰水主機
159,651度

02 空調系統操作運轉合理化 416,604度

03
降低#5號機熱回收鍋爐出口排氣溫

度
6,435,195度

04
#3~6機DFS(Debris Filter System)連
續運轉改間歇運轉

727,070度

(四)  本廠機組運轉選用低環境衝擊原料（天然氣）

為燃料，相較於煤、重油或柴油等燃料，其

污染排放相對極為潔淨，可有效降低硫氧化

物（SO X）、氮氧化物（NOX）及二氧化碳

（CO2）等排放，碳排放係數低於0.388公斤

CO2e／度，約為燃煤機組碳排強度的二分之

一。廠區及周圍設置有太陽能及風力發電，102
年-104年太陽能發電2,323,576（kWh），風力

發電133,974,753（kWh）。

機組以天然氣為燃料發電

(五)  95年12月21日成立辦公室做環保推行小組，自

96年1月1日起推行辦公室做環保，以部門為單

位，全體同仁皆加入辦公室做環保，每半年召

開推行小組會議或宣導活動一次；104年資源回

收2,410公斤。

(六)  採用有助降低環境衝擊之方式，包括利用電子

採購網進行採購，推行電子公告、電子公文、

電子招標系統及視訊會議等措施，並於網站上

揭露環境資訊；民眾或團體透過申請可進入本

廠參觀，並由專人導覽及解說，加強宣導環保

觀念，節約能源、節約用電，提醒來賓加強環

保意識及環境保護。

(七)  確實執行環保署「機關綠色採購推動方案」，

作為本廠綠色採購計畫，優先購買對環境衝擊

較少的產品，鼓勵綠色產品的使用，帶動綠色

消費風氣，達到環境保護之效益，104年度總綠

色採購金額965,722元，達成率100％。

(八)  配合經濟部能源局推動「能源產業溫室氣體自

願性減量計畫」，經ISO 14064-2國際標準查證

通過；申請抵換專案計畫，於103年取得由DNV
核發之抵換專案確證聲明書，接續函送環保署

申請抵換專案註冊，98年-107年預估年平均排

放減量為3,440,805噸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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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

(一)  本廠外聘環境教育講師對員工實施環境教育，

上下班提供交通車供員工搭乘，以及自行車、

停車棚供員工於辦公場所及工作現場使用。

(二)  持續辦理淨灘活動、周邊道路認養活動、愛心

義賣（跳蚤市場）活動並推廣環保酵素及實作

教學，藉以減少垃圾量，讓人們可以少用化學

清潔劑，降低對環境的傷害。

(三)  積極推動、贊助及參與環保公益活動，包括

「淨灘做公益-台電董氏攜手關懷青少年」、

永安漁港魚苗放流及協助電視節目製作海洋環

境專題報導，以實際行動來保護環境、回饋地

方。

淨灘活動

魚苗放流

(四)  落實本公司「教育深耕、形像扎根」計畫，邀

集觀音區、新屋區共13所國小約700人共同參

與，結合各校老師進行鄉土教學（電廠簡介、

節約能源及附近景點生態介紹）、編製教案，

繼104年辦理「台電心、鄉土情、鐵馬迎風

行」，105年持續辦理「台電心、鄉土情、綠能

教育行」會師活動。

扎根教育計畫（鄉土教學）

(五)  自103年參加桃園縣「萬人齊心、手護河川」

淨溪認養活動後，至今持續執行「企業河川認

養」，維護河段範圍包括電廠周邊小飯壢溪河

床及出海口，於上班日巡視外並辦理小飯壢溪

兩旁及出海口撿污活動。

企業河川認養

(六)  本廠導入ICC（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國際淨灘行動，協助救援、野放瀕臨絕種保育

類野生動物，讓更多人真實且清楚地看到垃圾

對於海洋的污染，亦充分展現生態保護決心。

綠蠵龜安安野放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