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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營運勢必對環境帶來影響，但如何才能夠最大化所帶來的正面

影響、最小化所帶來的負面衝擊，是台電身為能源業者必須面對的議

題。隨著經濟發展，台電必須持續追求使用更乾淨的能源，並且進行

低碳轉型，面對碳有價的時代，才能夠與社會以及企業共同尋求更具

能源營運效率的經營方式，以達環境永續。

 友善環境行動者的意涵

6友善環境行動者

 主要投入
 – 2020年已完成建置生態場域推動序位評選指標系統；林口及大林發
電廠建置新版能源管理系統

 – 2020 年「環保資本支出」約為 47.5億元，其中近九成來自於再生
能源的設備資本投入；「環保經常性費用」約為 36.3億元，其中與
空氣污染防制相關之經費高達 9.5億元

 – 2020年台電委託漁業署辦理魚苗放流支出共計 350萬元

為達成環境白皮書對於 2025年的承諾，台電未來將持續致力降低各項電
力設施對環境衝擊，同時強化各類能資源使用效率。為回應空品與氣候議

題，台電透過調整能源結構、增加燃氣、再生能源之能源使用占比，強化

污染防制設備等措施，使得台電於 2019年提前達成 2030年之空污減半
目標，更於 2020年環境月發表會上對外加碼上修承諾目標，將 2025年
減排目標上修至比 2016年減 60%以上、2030年則以 70%為目標，在超
前達標之際，亦自願設定更嚴格的目標，積極實踐環境友善承諾。

 未來規劃

 亮點績效
 – 2020年火力電廠廢水回收比例超越原訂目標值（73%）達到 79%；
火力機組淨碳排放較環境白皮書目標基準年（2016）減少 6.52%

 – 2020年煤灰產量 220.9萬公噸，再利用率為 89.7%；脫硫石膏產量
29.6公噸，再利用率為 98.6%

 – 2020年回收 SF6氣體，合計約減量 109萬公噸 CO2e

 – 完成發輸配單位之氣候風險評估，建置三大系統前期示範場域（台中

發電廠、台北供電區營運處、高雄區營業處）

 – 完成林口海洋牧場之規劃案，進行復育海洋生態保育暨進行海洋牧場

研究規劃 1件

 – 完成電力設施生態融合盤點計畫，提出具體之電力設施領地生態復

育及環境維護願景



落實環境影響評估
電力設施若管理不當，對於當地社區造成的潛在影響可能包括：

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動、惡臭、廢棄物、毒性物質污

染、地盤下陷、輻射污染公害現象及破壞自然資源、景觀與社會文化經

濟環境等。因此，台電秉持使環境影響降至最小的原則，積極進行有效

之環境影響管理，透過開發前評估溝通與公開審查、評估後完善計畫、

施工中持續監測之框架，使開發行為對環境與社區之影響降至最低，台

電 2020年無違反環境法律及法規之情事。台電開發計畫落實環境影響
評估之實績請見QR Code。 

環境白皮書六大策略目標與達成情形
策略面向 重點策略構面 2020年達成情形 2025年 目標值

因應氣候變遷 推動減緩措施
火力機組（溫室氣體）淨排放

強度較 2016年減少 6.52%
火力機組淨排放強度較 2016年
減少 15%

守護環境品質 管理空污排放

提前達成 2025年目標值：空
污排放強度較環境白皮書基準

年（2016） 減少 60%

空污排放強度較 2016年減少
60%

聚焦循環創新 建立循環商業模式 已完成煤灰海事工程手冊編擬 落實「循環資源供應模式」

精進管理系統 發展智慧化管理

智慧化管理及服務覆蓋率達

46%（包含智慧電表布建累計
達 100萬戶，掌握全國總用
電量資訊 69%）

智慧化管理及服務覆蓋率達

65%（包含智慧電表布建累計達
300萬戶，掌握全國總用電量資
訊 81%）

營造生態共融 規劃設施生態融合
完成建置生態場域推動序位評

選指標系統

累計建置至少 3個電力設施之
生態融合計畫

擴大內外議合 傳遞電力環境資訊

提前達成 2025年目標值： 每
年電力業環境保護資訊溝通達

99萬人次

每年電力業環境保護資訊溝通達

70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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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環境白皮書

6.1 精進環境管理
6.1.1 環境政策與目標

電力業經營須兼顧能源品質、能源安全及環境永續，台電依循「以

友善環境及合理成本的方式，提供社會多元發展所需的穩定電力」的

企業使命，和「成為卓越且值得信賴的世界級電力業」的企業願景，

積極因應能源產業所面對之主要環境議題與發展趨勢，如為回應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國際間對於 2050年達成碳中和轉型之展
望，規劃台電環境面遠程發展路徑，並於 2019年 4月由董事長親自
簽署台電環境政策且公開揭露，展現台電對於未來世代所許下的綠色

承諾。

台電透過環境白皮書揭露六大策略面向，並對應發展 12個策略
構面，作為台電後續推動環境永續管理之基礎，並透過發展目標及行

動方案，整合事業部單位，達到「一合（擴大內外議合）、二減（減碳、

減排）、三化（智慧化、生態化、循環化）」之效益，以多管齊下的

方式打造友善環境的電力設施，全面型塑綠色環保、永續共融的發、

輸、配、售電企業體系。

台電環境政策

環境影響評估實績

https://www.taipower.com.tw/upload/1456/2020072311363049674.pdf
https://www.taipower.com.tw/upload/1456/2019032909262879652.pdf
https://csr.taipower.com.tw/tc/2021/ch6-1-1.pdf


6.1.2 環境會計
台電自 2008 年起，全面實施環境會計管理制度，透過同仁於所屬業務系統或會計系統進行請、

採購或費用報銷時，依活動目的選填入適當之環會代碼，經台電環境會計管理系統彙整，俾以統計

各單位投入環境保護、工安及衛生之成本。台電環境會計制度於 2019 年起進行精進優化，將環境會
計分為資本支出（與環保有關之固定資產折舊攤提）及經常性費用（與環保有關費用報銷）二大部

份蒐集環保相關費用，並匯入環會管理系統彙整，以協助台電同仁能夠更便利的進行報銷，並更準

確評估台電在環保支出上面的投入。經統計，2020 年「環保資本支出」約為 47.5 億元、「環保經
常性費用」約為 36.3 億元。台電 2020年於環境會計推動的重大改善如下：

回歸環境保護的管理目的
台電藉由參考國際標竿的環境會計，連結實質的環境管理目的，並改良僅統計環境類支出，

故新版原則優先移除工安與衛生類支出，並新增再生能源支出，讓台電環境會計回歸環境

類，聚焦於環境保護議題。

精簡代碼
新編碼依據環境保護相關類別方式將代碼合併及新增，優化後之環境會計代碼編碼方式，協

助台電同仁在填報時可以更直觀的辨識到正確代碼，減少誤報與漏報的機率。

加入成本中心定義，改善計算方式
過去台電統包工程費用中與環保相關之費用，未納入環境會計，造成台電於環境保護投入的

努力，無法於環境會計中呈現，故新版納入環境會計計算，並依各單位部門屬性，將各個單

位轄下之成本中心區分為環保成本中心與非環保成本中心；建構同仁於請、採購或報銷作業

時將報支費用歸屬於環境保護相關支出之標準流程，強化環境會計計算方式。 

降低人為輸入錯誤與定期除錯
過去環境會計所統計之人事與水電費，需仰賴各單位自行提報與環保相關之費用比例，沒有

統一之計算方式且後續無法追蹤，成為潛在風險。2019 年將人事與水電和環保成本中心連
結，考量單位其業務與環境保護相關程度，由系統直接帶入會計資訊進行計算。環境會計統

計原則進行調整後，同時精進系統功能，如資本支出採環保資產代碼認列方式、環保成本中

心判定等皆由系統後端直接判定，避免人為判定所造成的錯誤。

此外，本次優化統計原則亦設計規劃週期性異常報表產出，由系統每半個月主動發信提醒填

報單位是否有誤填舊代碼的清單，並提醒限期內完成修正，透過此系統除錯與稽核機制，降

低漏報與錯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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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邁向低碳電力
因應全球能源業低碳轉型趨勢，台電致力於發展高效率發電技術，調整發電結構，持續提升再

生能源比重，以降低電力排碳係數。台電主要藉由以下作法達到能源轉型，以邁向低碳電力：

 ▎燃煤轉燃氣： 提升燃氣比例，2020年持續「氣主煤從」之趨勢，燃氣比例高於燃煤比例

 ▎燃煤機組升級： 逐步汰換燃煤機組為發電效率較佳的超超臨界機組

 ▎燃氣機組升級： 舊式燃氣複循環機組逐步汰換為發電效率更佳的新型燃氣複循環機組

台電近幾年積極進行能源轉型工作，除逐年降低電力排碳係數，亦持續藉由使用更為乾淨的能

源，達成減少空氣污染、並提供台灣產業與個人更為乾淨的電力的目標。

火力發電
台電積極管理廠內用電量，訂定廠內用電每年不得大於前 3年實績平均值之目標，並也陸續針

對將屆齡之老舊機組進行汰舊換新作業，同時規劃引進高效率發電機組，透過各項操作及維護措施

提升既有機組設備的能源使用效率。目前全火力電廠毛熱效率由 2019年 45.64%（LHV, gross）提
升至 2020年度的 46%（LHV, gross），近年發電效率持續提升，後續亦將繼續加強國際交流合作，
引進電力及環保科技等相關知識及技術。

2018~2020年台電火力發電廠毛熱效率

項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毛熱效率（%） 44.81 45.64 46.00

2018~2020年全火力電廠廠內用電狀況

項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廠用電量（億度） 55.62 54.94 55.69

廠用電率（%） 3.62% 3.76% 3.65%

台電環境政策 - 短、中、長期目標

 ▎火力機組（溫室
氣體）淨排放強

度較 2016年減
少 7%

 ▎火力機組（溫室
氣體）淨排放強

度較 2016年減
少 15%

 ▎火力機組（溫室
氣體）淨排放強

度較 2016年減
少 20%

短期目標（2021年） 中期目標（2025年） 長期目標（2030年）
策略面向／

因應氣候變遷

重點策略構面／

推動減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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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氟化硫（SF6）為全球暖化潛勢極高的溫室氣體，且長期使用會逐漸逸散到大氣中。

但由於其為電力設備的重要的絕緣材料，且廣泛應用於台電所屬發電及輸配電之變電設備

中，台電為面對此議題，持續不間斷經過 10多年努力推動減量方法，研擬 SF6現地回收排

放減量方法，並於 2020年經過環保署審查通過，並且公開適用於其他電力業者。台電管
理變電設備之單位皆訂有 SF6維護管理程序書，相關單位檢修變電設備會依據程序書先進

行SF6回收及純化工作，待設備檢修完畢，再將純化後SF6回填設備，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亦鼓勵業界一同循環使用 SF6，減緩氣候變遷問題，並達到循環經濟、資源再生的目標。

六氟化硫（SF6）減量

氣候調適策略與行動
台電電廠、輸供電系統分布高山、海岸、河川流域，電力基礎設施遍佈複雜的地形，更使得氣

候變遷議題愈加重要，故台電為因應氣候變遷議題，積極地準備氣候調適行動，以調整電廠體質並

提升電網韌性。台電配合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產業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輔導計畫」之推動，進行台電

發（水火力）、輸、配電系統共 44個單位（不含離島）之強風及淹水之風險評估，並建立發電及配
電系統之調適策略示範案例，且台電於 2019年自主開始推動「高雄區營業處氣候變遷調適研究計
畫」，且於 2020年篩選出具較高氣候風險之電力設備，據此加強各水力、火力發電廠及輸配電系統
的防護能力，降低環境衝擊，為永續經營努力。

此外，台電亦將上述示範計畫循序平行展開至各單位，如建立太陽光電及陸域風電之風險評估

示範案例及啟動發電系統之氣候變遷調適平行展開計畫。台電未來除持續配合能源局辦理之計畫外，

亦同步自主展開相關計畫，提升台電氣候調適之能力。

6.3 能資源使用減量
6.3.1 燃料使用管理

為落實環境友善，台電選擇用低灰份、低硫份、低氮份的燃料，並以穩定燃煤使用，逐步轉用

燃氣為方針，確保火力電廠燃煤許可，同時逐步建置與更新燃氣機組及相關設施，以穩定供電需求，

且將火力發電煙氣中的污染物排放降到最低程度，低於法規規範值。

台電 2018∼ 2020年燃料使用

項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燃氣 （百萬立方公尺） 14,085 13,371 15,075

燃煤 （百萬公噸） 29.009 27.443 26.937

燃料油 （千公秉） 1,601 1,103 758

核燃料 （萬磅） 164.86 116.41 155.5 

註：以上用量為實績值

電廠為降低排放，除機組配合環保需求增設環保設備，煤質亦希望達到高熱值、低灰份與低硫

份的要求。由於各國煤礦屬性不同，電廠以摻配方式來調整，藉由適當摻配，滿足電廠對煤質灰份、

熱值及硫份要求的水準。另外，台電在燃煤採購上亦增列對於煤質的要求，例如印尼煤將灰份由

11%降至 8%，硫份由 1.1%降至 0.9%，並增訂汞含量的規範，台電不僅嚴加管制下游電廠的排放，
更從上游端努力，落實台電對環境友善的承諾。 （台電燃料採購管理與績效請見 2.5 章節）

   興達電廠燃氣複循環機組熱元件
逐步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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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提升台電營運能源效率
生產性資源管理

台電 2020年火力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約 9,266萬公噸 CO2e，其主要溫室氣體排放來源包括火力
發電過程、堆煤場、車輛及引擎等耗油設備、電力開關用的絕緣氣體及冷凍空調設備等。我國雖無

排放限制規範及排放揭露規範，但台電為掌握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每年請相關單位進行盤查工作

及內部查證，此外，亦請第三者公證單位進行火力溫室氣體外部查證作業，並對外揭露台電及其火

力機組（燃煤、燃油、燃氣） 範疇一溫室氣體盤查排放量為 9,335萬公噸。 

台電自 2015年開始辦理發電廠之能源管理系統建置，已協助台中、大潭、興達、南部、大甲
溪及大觀發電廠等 6單位順利取得新版驗證證書，並完成南部、大甲溪、大觀發電廠之能源管理系
統建置，2020年則針對林口及大林發電廠進行建置，預計 2021年建置完成並取得外部驗證證書。

  2018∼ 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 單位：萬公噸 CO2e

年度 CO2 CH4 N2O SF6 HFC

2018年 9,753 25 33 13 2

2019年 9,082 25 31 10 2

2020年 9,266 23 30 13 3

 2018∼ 2020年火力機組排放量統計 單位：萬公噸 CO2e

項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燃煤機組排放量 6,340 6,009 5,934

燃油機組排放量 512 352 244

燃氣機組排放量 2,889 2,720 3,088

非生產性資源管理
台電 2020年度配合行政院「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推動節電工作，訂定年度用

電以較前一年零成長為目標；另依據經濟部「節約用水常態化行動方案」推動節水工作，以總管理

處為中心，透過推動各項措施帶動其他區處、電廠等，落實全面節能減碳行動，每月追蹤能資源用

量（水、電、油、紙）情形，並辦理年度考核評選績優單位。

2018~2020年台電非生產性用電

項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使用量（百萬度） 120.7 119.6 118.1

2018~2020年台電非生產性用水

項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使用量（噸） 1,251,845 1,302,211 1,328,077

非生產性資源管理之成效

• 配合「節約用水常態
化行動方案」，積極

推動各辦公場所、工

地、員工宿舍之省水

器材安裝，汰換老舊

耗水設備，並加強各

單位節水宣導、用水

管理、管線設施漏水

巡檢及雨水回收再利

用等節水措施

2020年台電節約用水、
用電、用油、用紙 

之措施

節紙

節水

節電

節油• 車輛調派推動併車共乘措施、加強車輛
維修保養及檢驗以減少耗油量

• 籌編預算加速汰換老舊耗油車輛與善用
電動車使用頻率

• 2020年較 2019年節油 4,240公升

• 配合「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積極推動各單位辦公場所老舊耗能設備（空調、
燈具⋯等）汰換工作，以提升用電效率

• 各辦公場所室內溫度控管於 26℃∼ 28℃，並配合使用循環風扇，以增加舒適度及減少空調冷
氣用量

• 各單位大樓電梯採節能運轉管控模式，上班離峰及下班、假日停用部分電梯

• 各辦公場所耗能設備及事務機器皆以節能方式運轉，如冷熱飲水機電源，可於下班及例假日
自動時段控制切斷，以節省待機電力

• 高耗能辦公場所如總處大樓，可運用電能管理系統分析大樓用電、設備運轉能耗，以強化節
能管理成效

• 持續推行公文電子交換及線上簽核等減紙措施，績效分別達
70%與 85%以上

• 宣導同仁紙張採雙面列印，2020年節紙達 237萬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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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降低環境衝擊
6.4.1 空氣污染因應

本公司針對火力發電廠訂定空污管理策略，例如在空品不良期間，且供電無虞情況下執行降載；

進行既有防制設備全面盤點，規劃設置高效率空污防制設備，並將分為短、中、長三階段持續精進

火力發電廠空污改善措施，藉由全方位的考量與積極作為，在供電與環境保護間取得平衡點，短中

長期目標詳如以下說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台電於 2020年提前達標，更於 2020年環境月發表會
加碼上修承諾目標，將 2025 年減排目標上修至比 2016 年減 60% 以上、2030 年則以 70% 為目標，
展現台電對於空污改善的努力與魄力。

台電環境政策 - 短、中、長期目標

 ▎空污排放強度 
較 2016年 
減少 30%

 ▎空污排放強度 
較 2016年 
減少 60%

 ▎空污排放強度 
較 2016年 
減少 70%

短期目標（2021年）

原有目標

2020年 
環境月 
更新目標

中期目標（2025年） 長期目標（2030年）

 ▎空污排放強度 
較 2016年 
減少 30% 

 ▎空污排放強度 
較 2016年 
減少 40%

 ▎空污排放強度 
較 2016年 
減少 50%

策略面向／

守護環境品質

重點策略構面／

管理空污排放

近年來霾害議題受到社會大眾關心，台電亦透過各項計畫與管理方法，持續對空氣污染採取

積極管理，配合在空氣品質不佳期間執行環保調度，友善降載。針對硫氧化物（SOX）、氮氧化物

（NOX）、粒狀污染物（PM）則進行最佳可行控制技術處理，為具體管控各電廠運轉所產生的空氣
污染物排放，台電除在燃料的選擇（源頭管制）選用低灰份、低硫份燃料及改燃潔淨能源（天然氣）

外，並在各個火力發電廠的煙囟，裝設了煙氣排放連續監測儀器，確實掌握煙氣中污染物的濃度，

使設備效能維持在最佳狀態，將煙氣中的污染物排放降到最低程度，更甚遠低於法規規範值。

 2016∼ 2020年各主要空氣污染物管控實際值與法規值 單位：公斤／百萬度

PM SOX NOX

實際值 法規值 實際值 法規值 實際值 法規值

2016年 22 77 306 589 308 379

2017年 21 70 296 479 270 360

2018年 20 67 183 403 213 317

2019年 14 61 125 346 158 283

2020年 7 60 102 303 137 264

固定源管理

短期因應－空氣品質不良期間燃煤機組降載，優先調度燃氣機組
為展現本公司友善環境作為，自 2015年起，於電力系統供應無虞之前提下，分別執行燃煤
電廠降載減排；自 2017年 11月開始配合環保署發布修正之「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
法」，在環保署發布隔日空品預報有空品區達預警階段時，於供電安全無虞之下，提前於清

晨執行友善降載，另於空品不良當日，一旦有空品區 1/3以上測站空品惡化達預警階段，即
評估啟動自主降載與減排措施，實施至 2020年 12月底止，合計已執行 3,182次降載減排
作業。

 因應空污分級降載原則

降載行動 行動條件 行動規劃

友善降載

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每天下午 4：
30分發布次日各空品區空氣品質指標
（AQI）預報，如有達紅色一級預警以
上等級（AQI>150）

在評估供電安全無虞之前提下，安排該空

品區內及上風處之燃煤電廠，提前於夜間

離峰時段（如凌晨 0時∼ 7時）執行降載

自主降載

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當日即時監測數

值，各空氣品質區內已有三分之一測站

之空氣品質指標達紅色一級預警以上等

級時

在評估供電安全無虞之前提下，調度指定

空品區域內之燃煤或燃油電廠執行降載

強制降載
當空氣品質達嚴重惡化等級（AQI> 200、
300、400）

各電廠減排須依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

制辦法規定，實際削減量要達日許可排放

量之 10％、20％、40％

2020全年降載實績

台電各電廠 降載次數（次）
降載電量（萬度）

歲（檢）修 非歲（檢）修 總計

友善降載 783 330,841.4 530,260.2 861,101.6

自主降載 89 19,088.5 27,949.8 47,038.3

總計 872 349,929.9 558,210 908,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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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處年報

長期作法－源頭管理，從「煤主氣從」調整為「氣主煤從」
配合國家能源政策，除了全力提升再生能源占比之外，火力發電結構已由過去的「煤主氣從」

調整為未來的「氣主煤從」，即以天然氣發電為主的發電燃料結構。依電源開發規劃，除了

已興建完成之林口計畫及大林計畫為燃煤機組（超超臨界機組）外，其餘皆為燃氣機組，包

括協和、大潭、台中、興達等新增燃氣機組等，如此即可兼顧空氣品質及確保穩定供電，且

台中與興達發電廠之新設燃氣機組完工商轉後，部分既有燃煤機組將陸續除役或轉為備用，

對於維護環境空氣品質具有正面效益。

中期作法－採取管末削減，以燃氣機組排放標準為目標
本公司已進行既有防制設備全面盤點，規劃設置高效率空污防制設備，並利用大修期間進行

防制設備局部功能改善，且透過運轉操作盡可能提升防制設備去除效能；同步引進更先進、

效率更高的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安裝於新建電廠或既有發電廠之設備更新，以有效削減空氣

污染物的排放，並裝設煙氣排放連續自動監測儀器以接受各界有效監督。此外，台電針對粒

狀污染物（PM）、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之空氣污染防制改善計畫如下表所
示，台電亦已於 2015年至 2024年共投入 702.29億元，預期削減粒狀物 398公噸／年、
硫氧化物 7,118公噸／年與氮氧化物 10,319公噸／年，詳細資訊，請參考環保處年報。

空氣污染防制暨改善計畫

空氣污染物 防制措施

粒狀污染物

（PM）

 – 裝設除塵效率達 99.8%高效率靜電集塵器（EP）
 – 在煤場周圍興建防塵柵網，並配置定期灑水系統
 – 採用密閉設施進行運輸及卸煤，經常壓實煤堆及清理路面
 – 對於長期存放的煤堆，使用化學藥劑安定表面，並種植防風林避免煤塵逸散

氮氧化物

（NOx）
 – 設置低氮氧化物燃燒器（LNB）及選擇性觸媒還原設備（SCR）

硫氧化物

（SOx）
 – 設置排煙脫硫設備（FGD），硫氧化物去除 95%以上

移動源管理
依據環保署分析，各類移動污染源之排放量以柴油大貨車為最大宗，據此台電盤點自有符合一、

二期環保標準之大型柴油車輛，配合行政院環保署進行老舊車輛汰舊換新，預計每年每輛汰除之老

舊大型柴油車可減少PM2.5排放量約67公斤，而符合第三期之大型柴油車則加裝濾煙器以降低污染，
預計每年每輛第三期之柴油車可減少 PM2.5排放約 10公斤。

逸散源管理
本公司逸散源包括煤場及營建工地，營建工程部份，台電於 2018年公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綠色環保工地友善環境措施推動管理要點」，本公司工程均須納入本要點，本要點附件「台灣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環境保護施工規定」，要求承攬商製定「環境保護管理工作計畫」，並要求承商

設置環境保護管理人員應專職且具有乙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以上資格（5, 000萬以上 1人、2
億以上 2人），以減少營建工程空污逸散。

煤場部分，早期煤場採露天儲存，並於周邊設置防塵網及定期灑水，抑制煤塵逸散。隨技術進

步及對環境品質要求提升，台電儲煤場逐漸轉為室內存放，林口電廠、興達電廠及大林電廠均已興

建室內煤倉，而台中電廠亦已規劃興建室內煤倉，目前相關工程執行中，待完成後可更進一步抑制

煤塵逸散。

  台中發電廠封閉式生煤輸送皮帶可降低煤塵逸散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43&cid=30&cchk=203b0d86-6759-42c4-8c05-4080862a6cf9#b02


2 0 2 1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永 續 報 告 書 — ඊᕘҘ៊·හኌѯႬ 6  友善環境行動者

109108

6.4.2 排放水管理
水資源管理

台電隨時追蹤環保署廢水排放，遵守法規規範修正進度，並針對可能風險研擬因應方案。如

2017年底放流水標準針對發電廠新增 24項管制項目、2021年新增氨氮管制項目，並加嚴燃煤機組
排煙脫硫放流水之汞、砷、硒管制限值；2019年亦修正「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要求依公告之項目及頻率辦理廢水定期檢測申報，若電廠違反放流水標準，將可依法裁處。

各電廠皆依循 ISO14001管理系統，定期進行守規性查核，針對法令修訂可能造成之風險，研
擬相關方案，如增加檢測頻率、由製程管控進行源頭污染排放減量等措施；長期則評估增設處理設

備之必要性，以提升廢水處理效能。2020年台電無違反用水量／水質法規的事件，另臺灣水壓力小
於 10%，台電並無自基準水壓力高與極高處之取水及用水活動，為減緩用水壓力，台電已於大林電
廠設置一座MED型式海淡設備，於2018年2月移交，目前正常運轉中，設計造水量為每日2,000噸；
台中電廠亦規劃設有海淡設備，目前建置中。

 2020年台電各火力電廠發電用水量 單位：立方公尺

廠別 自來水量 海淡水水量 合  計

火力電廠

協和 254,067.0 0.0 254,067.0

林口 527,112.0 0.0 527,112.0

大潭 435,908.2 0.0 435,908.2

通霄 507,130.0 0.0 507,130.0

台中 4,573,878.0 0.0 4,573,878.0

興達 2,149,171.0 0.0 2,149,171.0

大林 330,814.0 241,636.0 572,450.0

南部 115,245.0 0.0 115,245.0

尖山 0.0 50,926.0 50,926.0

塔山 0.0 15,000.1 15,000.1

總計 8,893,325.2 307,562.1 9,200,887.3

廢水回收再利用
台電秉持節約用水理念，致力追求「廢污水零排放」目標，藉由推動雨水蒐集（包含廠區、宿

舍雨水）及廢污水回收再利用計畫，以整體規劃減少發電事業水資源的使用。

在執行各項節水措施下，2020年廢水回收量如下表所述（因 FGD廢水含鹽份較高，易造成設
備腐蝕及土壤鹽化，故無法回收再利用，未列入廢水量計算）。

 火力電廠廢水回收再利用成效 單位：噸

項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雨水回收 230,087.3 96,557.9 108,959.0

廢水、製程及鍋爐沖放水回收 2,172,782.9 2,605,645.9 2,682,750.82

雨水貯留利用為替代水源的一種，由於不需耗用能源且具無污染、易取得及無水權等特點，為

經濟且實用之水源開發模式。火力電廠推行雨水回收及廢水回收再利用之措施已行之有年，其回收

水之主要用途為綠化澆灌用、靜電集塵器出灰真空泵水封用水、底灰用水及煤場區煤堆抑塵用水，

該措施已為轄屬火力電廠之常態用水原則。台電記錄每日機組運轉除礦水使用量，若有異常即時追

蹤，並宣導及執行節約用水，使員工真心珍惜水資源，養成節水習慣。

 2020年台電各火力電廠回收水量 單位：立方公尺

廠別 雨水回收量 廢水回收量 合  計

火力電廠

協和 214 48,571 48,785 

林口 1,998 312,886 314,884 

大潭 0 167,020 167,020 

通霄 0 158,528 158,528 

台中 8,459 829,532 837,991 

興達 98,024 789,610 887,634 

大林 0 328,248 328,248 

南部 264 42,806 43,070 

尖山 0 5,519 5,519 

塔山 0 31 31 

總計 108,959 2,682,751 2,79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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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廢棄物管理
廢棄物可能產生之環境衝擊

台電針對價值鏈中發、輸、配、售電各階段所產生之主要廢棄物，採取減緩與改善措施，以最

小化廢棄物所產生的衝擊，以下依發電類型說明：

主要廢棄物 廢棄物產生之 
環境衝擊 重大性敘述 減緩與改善措施

火力

為燃料使用後產生之廢棄

物、副產品，如煤灰（飛

灰及底灰）與脫硫石膏

燃料燃燒所產生

的粒狀污染物排

放， 易 影 響 空

氣品質與人體健

康，也可能對附

近生態帶來衝擊

火力發電（包含

燃氣、燃煤）約

占台電總發購電

量達約 78.5%

 ‧台電已針對火力發電廠訂
定空污管理策略，請參考

6.4.1 空氣污染因應，透過
如燃煤火力發電廠設置集塵

設備，去除煙器中粒狀污染

物，另設置排煙脫硫設備，

將煙氣中硫氧化物去除，提

升空氣品質

 ‧硫氧化物利用石灰石漿液，
經吸收、中和、氧化、結晶

等化學反應產生脫硫石膏

（CaSO4·2H2O），可再利
用於水泥業及防火板材業

核能

主要廢棄物可分為高、低

放射性廢棄物，低放廢棄

物包含在核電廠例行運

轉、設備維修或改善工程

執行過程中，產生的放射

性廢棄物（包括放射性的

廢樹脂、廢液、殘渣、輻

防衣物、零組件等），高

放廢棄物則指核電廠運轉

後退出的用過核子燃料

放射性物質半衰

期長，若不慎外

釋，可能影響周

邊生態以及人體

健康，並汙染周

邊土壤、水源

放射性廢棄物若

處置不當，其所

造 成 之 危 害 程

度、影響範疇可

能極大，且放射

性廢棄物依其半

衰期，影響時間

可能達數十、數

百年

台電積極將放射性廢棄物妥

善加以處理、處置與管理，

以有效隔絕於環境。關於台

電針對高、低放核廢料之相

關規劃方案，請參考以下「廢

棄物管理機制」段落

水力、風力、太陽能

除役之機組、設備 發電過程並無廢

棄物產生，機組、

設備產品生命周

期較長，造成環

境衝擊較低

水力、風力、太

陽能機組發電過

程 仰 賴 自 然 資

源，機組生命週

期較長，故目前

不具重大性

針對可能除役之再生能源設

備，台電將委託合規之處理

業者，進行廢棄物清運，並

評估再利用資源，以最小化

環境衝擊

另外，煤灰蓄積狀況亦有其潛在危害，台電對此亦有進行相關管理，以有效控制灰位，滿倉安

息角採計飛灰載重，考量風力、地震力、土壤橫力、倉壁環狀應力、溫度應力等力量進行載重組合，

並考量鄰近一空倉一滿倉之極端情況，分析確認承載力、撓度、位移、沉陷量、角變量等項目安全

無虞，使潛在危害降至最低。煤灰蓄積量依潛在危害程度分類如下表：

各燃煤電廠飛灰倉直徑、高度及實際控制灰位

廠別 林口 台中 大林 興達

飛灰倉個數 2 10 2 4

直徑（m） 16.5 12~15 16 17

高度（m） 36 20 26.6 24

控制灰位（m） 28 10 22 20

廢棄物管理機制
台電成立「副產品資源化利用推動小組」，透過跨單位合作研擬副產品資源利用極大化策略與

因應方案，包含煤灰與石膏去化策略的研擬與執行、各電廠現行煤灰標售規範之檢討、推動飛灰及

石膏產品申請綠色環保標章及規劃相關誘因機制，提升各單位飛灰混凝土使用率。

而核能相關廢棄物則針對高、低放核廢料之處理、貯存與處置，台電依權責完成短、中、長期

之相關規劃方案。

 ▎依循國際主流，先暫貯
用過核燃料池後，將用

過核燃料於乾式貯存設

施貯存。

短期

低放射性 
廢棄物貯存

／處置流程

用過 
核燃料貯存

／處置流程

中期 長期

 ▎1996年以前廢棄物送
至蘭嶼低放貯存場暫

存。1996年以後則暫存
於電廠之低放貯存庫。

 ▎規劃中期暫時貯存
設施，集運至該設

施貯存。

 ▎自短期設施或中
期暫時貯存設施

運至最終處置場。



2021年台電首度舉辦公民咖啡館，故先以內部同仁為主要溝通目標組群，目的在於打
破縱向的管理架構，以橫向溝通模式，集結各單位與系統之組長級以上主管，藉由較輕鬆

但專注的氛圍，匯集各單位同仁智慧，凝聚出台電循環經濟行動方案。未來，台電預期公

民咖啡館將不只是一次性的活動，而將成為未來台電進行永續議題溝通與討論的固定模式，

並持續延伸公民咖啡館之精神，推動永續文化。

為使循環經濟議題能夠充分討論，由董事長於啟始會議給予台電同仁期許及勉勵，並

於事前舉辦多場公民咖啡館桌長教育訓練，在公民咖啡館辦理當天，邀請循環台灣基金會

黃育徵董事長，以及 KPMG氣候變遷與永續服務亞太區負責人黃正忠董事總經理，重點強
調循環經濟的精神以及與永續之關聯，藉由下半場三回合的討論，凝聚具台電特色之循環

經濟行動方案，將循環經濟落實於台電未來營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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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標售
台電營運過程所產出其他廢棄物如廢電纜線及金屬廢棄物等，係採回收後公開標售方式處理，

並按主管機關規定，要求投標廠商必須符合「事業廢棄物處理業」的資格，按法定程序辦理回收作業，

降低廢棄物處理的環境風險。

6.4.4 推動循環經濟
呼應能源轉型國際趨勢與政府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台電近年來將循環經濟列為永續營運重點

推動項目之一，於環境政策中承諾「以循環思維打造高效與永續的能資源利用，落實循環經濟之理

念」，並向下開展「建立循環經濟商業模式」與「提升資源使用效率」兩項構面，推動各項循環經

濟措施，期望從過往線性經濟思維轉換為以永續發展為考量的循環經濟模式。

為落實環境政策之承諾，台電於 2020年 10月舉辦「台電循環經濟策略框架及產品服務化應用
專家諮詢委員會」，針對台電循環經濟策略框架以及產品服務化應用推動方案深入討論，考量電力

業獨特的循環經濟思維，台電需要從規劃設計、資源採購、電力製造基礎建設到電力供售與服務，

乃至於最後的廢棄處理及回收等階段，探討建構循環再利用迴圈（loop）的可能性。該循環經濟策
略藍圖框架，從能源與資源面向切入，以能源面向而言，台電專精並持續致力於最佳化電力生產及

輸配效率，並思考發展電力回收；從資源面向來看，電力基礎設施是台電最大資產，在相關基礎設

短期目標（2021年） 中期目標（2025年） 長期目標（2030年）

 ▎循環潛勢物料盤
點及可行發展商

業模式試點

 ▎落實「循環資源
供應模式」

 ▎完成循環經濟體
系建置

策略面向／

聚焦循環創新

重點策略構面／

建立循環商業模式

循環經濟公民咖啡館

台電環境政策－短、中、長期目標

事業廢棄物應用 
煤灰與脫硫石膏再利用

廢棄物質 再利用做法 2020年 
產量

2020年 
再利用量

2020年 
再利用率

煤灰

台電推動工程單位使用煤灰於管溝回填工程

中，提升煤灰的再利用量及比率，有效減少

環境負擔。

220.9萬噸 198.2萬噸 89.7%

脫硫石膏

為提升空氣品質，燃煤火力發電廠裝設排

煙脫硫設備，將煙氣中硫氧化物去除。利

用石灰石粉漿液，經吸收、中和、氧化、

結晶等化學反應產生脫硫石膏（CaSO4·
2H2O），可再利用於水泥業及防火板材業。

29.6萬公噸 29.2萬公噸 98.6%

施及發電設備的設計／採購、建造、維運使用及除役時，納入「循環營建」概念。台電於 2021年 5
月舉辦環境月，向外界揭露策略藍圖框架（參見本報告書特刊第 10頁）。後續，為將循環經濟精神
落實於台電內部，台電於 2021年 5月以公民咖啡館形式，產出 20個以上的行動方案，未來將與循
環經濟策略框架結合，向下開展台電循環經濟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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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環境永續策略精進
台電致力最小化營運過程中對周邊環境的負面衝擊，並最大化對周邊社會、環境的正面影響，

除了於各電廠進行睦鄰活動，舉辦淨灘、魚苗放流、認養綠地、人工魚礁，同時亦持續進行環境教

育，並在電廠擴建、機組增設前，嚴謹評估環境因素，與當地利害關係人深度溝通，確保合法、合規，

達到社會、環境、台電三贏的局面。

台電環境政策 - 短、中、長期目標
短期目標（2021年） 中期目標（2025年） 長期目標（2030年）

 ▎智慧化管理及服
務覆蓋率達 52% 
（包含智慧電表

布建累計達 150
萬戶，掌握全

國總用電量資訊

69%）

 ▎至少建置 1個電
力設施之生態融

合計畫

 ▎每年電力業環境
保護資訊溝通達

48萬人次

 ▎智慧化管理及服
務覆蓋率達 65% 
（包含智慧電表

布建累計達 300
萬戶，掌握全

國總用電量資訊

81%）

 ▎累計建置至少 3
個電力設施之生

態融合計畫

 ▎每年電力業環境
保護資訊溝通達

70萬人次

 ▎智慧化管理及服
務覆蓋率達 82% 
（包含智慧電表

效益評估可行

後，完成累計

600萬戶建置，
掌握全國總用電

量資訊 85%）

 ▎累計建置至少 5
個電力設施之生

態融合計畫

 ▎每年電力業環境
保護資訊溝通達

75萬人次

策略面向／

精進管理系統

重點策略構面／

發展智慧化管理

策略面向／

營造生態共融

重點策略構面／

規劃設施生態融合

策略面向／

擴大內外議合

重點策略構面／

傳遞電力環境資訊

興達發電廠—降低改建帶來的環境衝擊
興達發電廠更新改建案，為了降低環境衝擊，

劃分出不開發區域，包括濕地區 41.25公頃、
緩衝區 15公頃、滯洪池 5.5公頃、減碳用地
14公頃，及綠帶與保育地合計 13.81公頃，
即把四分之三的區域做為環保用地，因應施

工，也額外設置 1座沉砂滯洪池，避免施工
期間排水或淹水影響魚塭。此外，冬季寒流

期間，要求承攬商的重型車輛於上午 9點後
才能駛進工區，避免干擾魚塭生物作息。

與生態共存的電力設施
彰濱太陽光電場—小燕鷗保育
彰濱光電場在建造時，選擇在東南角保留約 7.4公
頃的土地設置景觀調節池，並規劃以渠道收集雨

水，供小燕鷗與其他生物飲水，同時在景觀調節

池中央，鋪設約 1公頃有台電 LOGO的礫石地，
打造迷你「生態島」，讓小燕鷗在此築巢、產卵、

育雛，旁邊也預留一間賞鳥亭，供學界監測研究

之用。在廠區外圍，則復育防風林綠帶，以減低

風速、過濾鹽分，提供鳥類不受外界干擾的場所。

卓蘭發電廠景山分廠—不搶水的水力發電廠
卓蘭的景山電廠是台電小水力設施電廠之一，因為

規模較小，在施工期間土石開挖及運棄量亦少，不

需另設置土石堆積場，電廠完成後裝設遙控監測設

備、通信線路，由鄰近的電廠以遠端遙控方式監控，

對周邊環境影響相當輕微，除了增加再生能源產

出，也能減少碳排放。此外，水利署要求景山發電

廠進行「生態放流」，設計專門控制管路，依據雨

量、天氣和下游需水量來調控。當下游需水量大於

電廠發電用量，或水量不足供給發電但仍需維持下

游生態所需之水量時，即從該專管供水，兼顧生態

需求，在電廠設計中實屬創舉。

彰化離岸風電一期—能源、漁民與生態三贏

為避免影響養蚵收成，彰化離岸風電廠海底電纜

在近岸部分採「水平導向鑽掘工法」，讓海纜從

海床下 21公尺穿越，原定長度約 380公尺，為
了對環境與養蚵更友善，這段工法後來延長到

950公尺，完全避開養蚵區域。針對解決打樁噪
音則分二部分著手，一是減少噪音，常用方式是

氣泡帷幕，由氣泡船在打樁周圍的海底持續打出

氣泡，利用氣泡往水面逸散的過程吸收部分噪音；

二是聘請鯨豚觀察員在四周警戒，如發現鯨豚，

須暫停打樁，直到鯨豚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