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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能源轉型

傅遞電力環境資訊

推動減緩措施

提升調適能力

規劃設施生態融合

管理生物多樣性

管理空污排放

強化節水及物料控管

發展智慧化管理

整合環境管琿系統

建立循環商業模式

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6.1.1 環境政策與目標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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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因應能源產業面對之電業關鍵環境議題及全球永續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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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以前瞻思維制定《台電環境白皮書》，完整闡述台電從永續共識凝聚與

環境政策承諾，到推動落實的策略目標規劃與未來展望，展現台電對於未來世代所許下的綠色承諾。
透過《台電環境白皮書》揭露環境政策六大策略面向，並對應發展 12 個策略構面，作為台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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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電六大策略面向之 12 個策略構面展開

擴大內外議合 因應氣候變遷

營造生態共融 守護環境品質

精進管理系統 聚焦循環創新

引領能源轉型

傅遞電力環境資訊

推動減緩措施

提升調適能力

規劃設施生態融合

管理生物多樣性

管理空污排放

強化節水及物料控管

發展智慧化管理

整合環境管琿系統

建立循環商業模式

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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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策略精進
台電為落實環境政策，除了於各電廠進行睦鄰活動，舉辦淨灘、魚苗放流、認養綠地、人工魚礁等活動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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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面向 重點策略構面 2021 年目標 ( 短期目標 ) 2021 年達成情形 2022 年目標 中期目標（2025） 長期目標（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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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火力機組淨排放強度較 2016
年減少 6.3%1

火力機組淨排放強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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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護環境品質 管理空污排放 空污排放強度較 2016
年減少 30%

空污排放強度較 2016 年
減少 65%

空污排放強度較 2016 年
減少 55%

空污排放強度較 2016
年減少 60%

空污排放強度較 2016
年減少 70%

聚焦循環創新 建立循環商業模式 循環潛勢物料盤點及可
行發展商業模式試點

完成煤灰海事工程應用手冊，
並辦理說明會，鼓勵台電各現
場單位及業界工程單位推廣將
煤灰使用於海事工程 2

完成循環商業模式試點 落實「循環資源
供應模式」 完成循環經濟體系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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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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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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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智慧化管理及服務覆蓋
率達 55%（包含智慧電
表布建累計達 200 萬戶，
掌握全國總用電量
資訊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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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化管理及服務覆蓋
率達 82%
( 包含智慧電表布建累
計達 600 萬戶，掌握全
國總用電量資訊 85%)

營造生態共融 規劃設施生態融合 至少建置 1 個電力設施
之生態融合計畫

建置 1 個電力設施之生態融合
計畫

完成第 2 件電力設施生
態融合計畫之期中報告

至少建置 3 個電力設
施之生態融合計畫

至少建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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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電力業環境保護資
訊溝通達 56 萬人次

每年電力業環境保護資訊溝通
達 106 萬人次

每年電力業環境保護資
訊溝通達 56 萬人次

每年電力業環境保護
資訊溝通達 70 萬人次

每年電力業環境保護資
訊溝通達 75 萬人次  

台電環境政策 - 短、中、長期目標

註：1. 因 2021 年經濟發展及高溫日數上升影響，用電量成長較為顯著，以致「台電火力機組淨排放強度」上升。2. 煤灰海事工程應用手冊可擴大煤灰於海事工程之應用，屬循環商業模式試點之型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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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環境影響評估
為提供穩定的電力，台電於全台各地持續進行各項電力設備的開發與改建，

以確保硬體設備完善與健全。然電力設施的開發與當地環境及社區高度相關，若
有管理不當則可能造成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動、廢棄物污染及
破壞自然資源、景觀與社會文化經濟環境等。

因此，台電一向謹慎面對自身營運對周遭環境社會造成的衝擊，秉持使環境
負面衝擊降至最小的原則，積極進行有效之環境影響管理。不但於開發前評估溝
通與公開審查、評估後完善計畫、施工中持續監測，力求將開發行為對環境與社
區之影響降至最低。
氣候調適策略與行動

台電電廠、輸供電系統分布於全台高山、海岸、河川流域，電力基礎設施遍
佈複雜的地形，致使因應氣候變遷議題之調適策略與行動至關重要。台電積極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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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自 2013 年自主推動並建立發電、輸電、配電系統之調適策略示範案例，
且已於 2021 年完成示範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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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電規劃將上述示範計畫循序平行展開至各單位，如已於 2020 年啟動發電系
統之氣候變遷調適平行展開計畫。未來，除持續配合能源局辦理之計畫外，台電
亦同步自主展開相關計畫，提升氣候調適之能力。

環境會計
為明確評估台電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自 2008 年起，台電全面實施環境會

計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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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同仁於所屬業務或會計系統進行請、採購或費用報銷時，依活動
目的選填入適當之環會代碼，經環境會計管理系統彙整，俾以統計各單位投入環
境保護之成本。經統計，2021 年「環保資本支出」約為 42.17 億元、「環保經常
性費用」約為 36.88 億元。台電環境會計制度每年持續精進優化，2021 年於環境
會計推動的重大改善如下：

為精進環境會計機制與管理系統，台電分析各事業
單位之環境會計填報數據，並比對實際營運之樣態，
選擇各事業部單位進行訪談，並依據訪談結果，優
化環境會計系統，確保台電環境支出統計之正確性。

台電於 2021 年度辦理 6 場次教育宣導會議，並配
合發放新版環會代碼文宣品，透過多場次的教育訓
練，精進同仁填報環會代碼之正確性。 

環境會計系統持續優化

辦理環境會計宣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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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發電廠內管理 六氟化硫（SF6）減量
台電積極管理火力發電廠內之用電量，不僅訂定廠內用電每年不得大於前 3

年實績平均值之目標，並針對將屆齡之老舊機組進行汰舊換新作業，同時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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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發電效率持續提升，目前全火力電廠毛熱效率由 2020 年 46%（LHV, 
gross）提升至 2021 年度的 46.1%（LHV, gro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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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氟化硫（SF6）為全球暖化潛勢高的溫室氣體，且長期使用會逐漸逸散到大
氣中。但由於 SF6 為電力設備重要的絕緣材料，故其被廣泛應用於台電所屬發電
及輸配電之變電設備中。台電持續不間斷努力推動減少 SF6 排放，由管理變電設
備單位訂定 SF6 維護管理程序書，相關單位於檢修變電設備時則依據程序書先行
進行 SF6 回收及純化工作；待設備檢修完畢，再將純化後之 SF6 回填設備。此舉
可循環使用 SF6，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緩氣候變遷問題，並達到循環經濟、資
源再生的目標。

台電致力於發展高效率發電技術，因應全球能源業低碳轉型趨勢，近幾年積
極進行能源轉型工作，透過開發低碳電力以降低電力排碳係數，亦持續藉由使用
更為乾淨的能源，減少溫室氣體、並提供臺灣產業與個人更為乾淨的電力。針對
火力發電部分，目前台電主要藉由以下三大方向：

提升燃氣比例，2021 年持續「氣主煤從」之趨勢，燃氣
比例高於燃煤比例

逐步汰換燃煤機組為發電效率較佳的超超臨界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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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發展高效率火力發電 103-2 103-3 305-5

燃煤轉燃氣

燃煤機組升級

燃氣機組升級 

2019 ～ 2021 年台電火力發電廠毛熱效率

2019 ～ 2021 年全火力電廠廠內用電狀況

毛熱效率(%)

廠用電量( 億度 )

廠用電率(%)

45.64

54.94
3.76 %

46.00

55.69
3.65 %

46.10

59.04
3.67 %

2019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19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1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