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無遠弗屆的服務網
一、各區處服務據點
星期一至星期五：> 營業時間：08:00～12:00、13:00～17:00
> 繳費時間：08:00～17:00
星期六、日及國定例假日休假
台電公司各區營業處服務地址
服務單位

地址

服務電話

基隆區營業處

基隆市仁一路 301 號

台北市區營業處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 4 段 75 號

台北南區營業處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 1 段 287 號

台北北區營業處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 5 段 380 號

台北西區營業處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 135 號

桃園區營業處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 352 號

新竹區營業處

新竹市中華路 2 段 400 號

苗栗區營業處

苗栗市為公路 236 號

台中區營業處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 2 段 86 號

台中區營業處豐原分處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 599 號

南投區營業處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 1 段 42 號

台電客服

彰化區營業處

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418 號

雲林區營業處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 3 段 39 號

嘉義區營業處

嘉義市垂楊路 223 號

新營區營業處

台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200 號

專線：1911
（免付費，公
共電話除外，
通話時間限制
5 分鐘）

台南區營業處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路 1 段 109 號

高雄區營業處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 39 號

鳳山區營業處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 1 段 100 號

屏東區營業處

屏東市忠孝路 329 號

台東區營業處

台東市正氣路 38 號

花蓮區營業處

花蓮市中山路 238 號

宜蘭區營業處

宜蘭市舊城西路 111 號

澎湖區營業處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 120 號

金門區營業處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77 號

馬祖區營業處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25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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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戶服務專線，專人為您服務
(一) 為服務用戶，台電公司設立北部及中部客服中心，民眾只要撥打「台電客
服專線 1911（免付費，公共電話除外，通話時間限制 5 分鐘）」
，客服中
心即提供 24 小時全年無休服務，服務項目包括電費及業務查詢、受理用
電申請、供電線路設備報修及受理用戶意見反映等。
(二) 再生能源諮詢窗口
服務單位

部門/窗口

基隆區營業處

設計組規劃課長

(02)2423-1156 轉 5921

北市區營業處

設計組規劃課長

(02)2378-8111 轉 5601

台北南區營業處

設計組規劃課長

(02)2959-5111 轉 2722

台北北區營業處

設計組規劃課長

(02)2888-1678 轉 720

台北西區營業處

設計組規劃課長

(02)2991-6611 轉 531

桃園區營業處

設計組規劃課長

(03)339-2121

轉 330

新竹區營業處

設計組規劃課長

(03)523-0121

轉 320

苗栗區營業處

電務組規劃課長

(037)266-911

轉 210

台中區營業處

設計組規劃課長

(04)2224-5131 轉 5501

南投區營業處

設計組規劃課長

(049)235-0101 轉 2301

彰化區營業處

設計組規劃課長

(04)725-6461

轉 6301

雲林區營業處

設計組規劃課長

(05)532-3927

轉 272

嘉義區營業處

設計組規劃課長

(05)222-6711

轉 2201

新營區營業處

電務組規劃課長

(06)633-5481

轉 361

台南區營業處

設計組規劃課長

(06)216-0121

轉 2515

高雄區營業處

設計組規劃課長

(07)551-9271

轉 221

鳳山區營業處

設計組規劃課長

(07)741-0111

轉 5011

屏東區營業處

設計組規劃課長

(08)732-2111

轉 341

台東區營業處

電務組設計課長

(089)322-481

轉 310

花蓮區營業處

電務組設計課長

(03)823-0322

轉 330

宜蘭區營業處

電務組規劃課長

(03)935-4800

轉 2341

澎湖區營業處

電務組設計課長

(06)921-3111

轉 310

金門區營業處

電務組設計課長

(082)325506

轉 1111

馬祖區營業處

電務組電務經理

(0836)26300

轉 601

業務處

電能收購組

(02)2366-8489

配電處

配電自動化組

(02)2366-6680、2366-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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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電話

三、用電申請，便捷快速
台電公司在台、澎、金、馬地區成立了 24 個區營業處，下設 24 個服務中心、
268 個服務所及 2 個客戶服務中心，形成完整周密的服務網，可隨時掌握用戶需
求的轉變趨勢，並針對顧客多元需求提供多管道用電申請方式：
1.臨櫃、 2.郵遞、3.電話、4.傳真、5.網路、6.APP 申請。
(一) 櫃檯一元化服務
設置單一窗口「多功能式服務櫃檯」
，另為方便用戶辦理用電申請，開放跨
區處受理，用戶只需選擇鄰近、方便據點，即可完成各項業務申辦、費用試
算、用電諮詢等服務，各區處服務中心、服務所櫃檯均可綜理各項用電服
務，一處收件全程服務。
(二) 網路申請櫃檯，服務不分時差
台電公司為便利用戶申請各項用電，用戶只要上網連線至台電官網之【網
路櫃檯】—【線上申請】項下，點選使用或不使用自然人憑證及工商憑證
項目後，再鍵入相關用電資料，即可線上申辦，後續作業由台電公司主動辦
理。另於【表單下載】項下提供申請單下載及填寫範例，方便用戶自行列印
所需表格填寫簽章後，寄送台電公司當地服務單位辦理。
(三) 【台電 e 櫃檯】APP，申辦方便又快速
台電公司為提供更便捷之服務，開辦【台電 e 櫃檯】APP，現在只要運用智
慧型手機下載【台電 e 櫃檯】APP，就能使用用電申請、申請案件管理查詢、
繳納搬家結算電費與線路設置費等服務，讓您透過行動裝置輕鬆掌握案件資
訊並享有個人化與無時差的即時服務。提升用電申請之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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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費服務多元化
(一)多元管道繳費措施
台電公司總用戶數約有 1400 萬戶，為滿足用戶多元管道繳費需求，除已
提供 16 種收費措施，於 107 年度新開辦「行動支付繳費」及「高壓專屬
匯款帳號」兩項服務。

(二)電子帳單服務
用戶於台電網站【網路櫃檯】項下點選【電子帳單服務系統】進入後，可
選擇身分證字號、自然人憑證、工商憑證或自設 10 位英文、數字或英數
字組合之帳號註冊，並完成約定電號註冊程序，即可線上彙總查詢各期
詳細電費資料、用電圖表分析，並以 E-mail 接收每期電費明細電子檔案、
提醒電費未繳通知…等多項貼心便捷的服務，歡迎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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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便捷查詢，簡化手續
(一) 臨櫃、電話查詢
用戶可親洽各區處營業處或撥打電話，即時查詢電費、用電申請及停電等
資訊。
(二) 客服中心查詢服務
客服中心提供 24 小時全年無休之服務，用戶可利用互動式語音系統或透
過客服員查詢電費、用電申請及停電等資訊，並索取申請表單、業務說明
等各項傳真文件。
(三) 網路查詢
1. 用戶只要連線至台電官網之【網路櫃檯】點選【線上查詢】
(1) 選【申請案件進度查詢】
鍵入申請戶名及受理號碼後，即可查詢申請案件處理情形。
(2) 選【電費查詢】
A. 鍵入「電號」及「驗證碼」，即可查詢當期繳費狀況。
B. 輸入「用電戶名」
，除了提供當期用電金額、度數、繳費狀態及用電度
數與金額圖表分析，供用戶立即瞭解長期用電波動情況，另提供尚未繳
費之代收用戶相關網路銀行繳費資訊，供用戶快速查詢相關服務。
C. 點選「下一步」
，提供與用戶互動式選項，輸入用電人數、坪數、冷
氣機、冰箱等設備數量之用電相關資訊即連結本公司節電資訊供用
戶參考運用，達到與用戶雙向溝通之目的。
2. 用戶只要連線至台電網站之【電子發票平台】
(1) 選【發票查詢】
，便利用戶繳款後以載具號碼查詢電子發票資訊，或選
【營業人查詢】，便利營業人以統一編號查詢載具號碼憑以報稅。
(2) 選【載具歸戶】
，每期輸入載具號碼，以提供「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
務平台」自動兌領獎服務。
(3) 【代繳戶發票獎金匯入原扣款帳戶】
，宣傳代繳戶發票小額獎金直接匯
入原扣款帳戶，用戶兌領獎更便利!
(4) 【電子發票懶人包】
、
【常見問與答】
、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提供電子發票最新相關資訊。
(四) 【台電 e 櫃檯】APP 查詢
1. 免費下載 APP 並開通帳號後，由【用電申請】點選【案件進度查詢】，
輸入申請戶名及受理號碼後，即可查詢申請案件處理情形。
2. 由【個人專區-電號管理】輸入戶名與電號後，即提供當期用電金額、度
數、繳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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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視用戶需求，維護顧客權益
(一) 滿意度調查
1. 於各區營業處服務中心（所）置放滿意度調查表，提供用戶反映申辦各
項業務的滿意度，並定期公布統計結果，作為改進參考。
2. 每年由專業民意調查機構辦理顧客滿意度調查，採電話訪問方式對一般
用戶及 100 瓩以上之中大型用戶進行量化調查。調查結論與建議皆深
入檢討分析，並由權責單位擬具執行方案，以滿足用戶需求與期待。
(二) 設置用戶意見電子信箱
於本公司官網設置「意見信箱」傾聽用戶心聲，針對電子郵件之各種來函
如：宣導、經營、政策性資料之索取、陳情函、各種案件處理及其他個人
理念陳訴或用戶個人情緒抒發、批評與建議，均透過本信箱予以回覆。本
信箱亦有發送滿意度調查郵件功能，以加強用戶意見處理之回饋檢討機
制，落實用戶意見之處理。
(三) 妥適處理陳情案件
受理民眾陳情案件之管道
1.書面來函－郵寄、傳真、用戶意見信箱、輿論報導等。
2.電話或現場－用戶來電、親洽、現場查訪等。
3.電子信箱－用戶電子郵件、用戶意見電子信箱等。
台電公司體察社會變遷及民意自主意識之興起，為維護顧客合法權益，訂
定「用戶陳情處理要點」
，並為符合社會需求，適時檢討修訂該要點。各
類陳情案件經受理後，均建檔列管追蹤處理情形，並予以回饋分析，作為
經營改善及政策釐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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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廣節約用電，提供技術服務
(一) 辦理各項節約用電宣導會(如學校、社會團體節約用電宣導會及社區節電
服務等)：
配合政府推動節約能源政策，持續辦理節約用電宣導及諮詢服務，鼓勵
用戶使用高效率電氣器具，養成良好用電習慣，並透過相關節電管理措
施，達到節電目的，以及促進社會節約能源風氣。

(二) 100 瓩以上用戶節約用電技術訪問服務
加強用戶訪問服務，現場提供照明、空調、電熱及電動機等電氣設備諮
詢服務及節電改善建議，如適當空調溫度設定，良好設備維護、使用高
效率用電設備、裝設能源管理系統，以及改善電氣設備功因等相關節電
措施及手法，以利用戶節電。
(三) 用電健檢中心
為協助用戶瞭解用電情形，台電公司網站設置用電健檢中心，透過類似
健康檢查方式來檢查用戶之用電行為，針對家庭及小商店、商辦服務業、
製造業等科別，依不同用戶類型，提供不同的需求面管理宣傳資訊，並
提供節電百寶箱功能，收集一般用戶最需要的使用功能(如節電諮詢服務
預約系統、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試算評估等)，以方便用戶快速使用。
(四) 成立節電服務團訪視用戶
為推動高壓以上用戶訪視，107 年 12 月各區營業處成立「節電服務團」
，
運用智慧電表資料分析與簡易診斷問卷，盤點用戶節電潛力及推廣需量
反應措施。
(五) 更多節電資訊可點選台電公司網站之電力生活館中省電專區。
(六) 電費單據揭露同區域平均用電量比較
表燈非時間電價用戶之電費帳單中增加列示「同棟大樓」或「同郵遞區
號 5 碼」之平均用電度數，以喚起用戶節電意識，讓用戶能更貼切的知
道其用電量與鄰近用戶之比較，以達主動性節約用電，提升節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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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專人服務，推動負載管理
(一) 推動專人服務用戶措施，定期拜訪高壓以上用戶、村(里)辦公室及全國性
同業公會，提供用電諮詢服務，深入了解用戶需求，協助解決用電問題，
並利用電腦系統，處理與追蹤用戶反映之問題與需求，建立與用戶直接溝
通管道，主動關懷用戶。
(二) 台電公司為確保供電可靠及提高電能使用效率，自民國 68 年起推行負載
管理，陸續實施下列各項需量反應措施，對電力系統負載之均衡甚有助益。
1.「時間電價」:
以價格訊號差異引導用戶降低尖峰用電，移轉至離峰用電，縮小電力
系統尖離峰負載差距，迄今各類用電共實施 10 種時間電價，包括：2
段式、3 段式、尖峰時間可變動及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等。
2.「季節電價」:
夏月電價較高，非夏月電價較低，引導用戶於夏月期間儘量撙節用電，
目前除包制用電外，其他用電等皆已實施季節電價。
3.「儲冷式空調系統離峰用電」:
引導用戶設置儲冷式空調系統，將尖峰時間空調用電移轉至離峰時間
儲冷，其離峰時間用電之流動電費按適用電價 60%計收。
4.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
(1)「減少用電措施」:
以電費扣減引導用戶於尖峰時間或供電吃緊時減少用電，分為事
前約定之 3 種計畫性措施(月減 8 日型、日減 2 時型、日減 6 時型)
及臨時通知之 2 種臨時性措施(限電回饋型、緊急通知型)。
(2)「需量競價措施」:
由用戶就其願意減少的用電自訂價格，與台電發電機組相互競價，
得標後若確實減少用電，就可獲得電費扣減，目前有經濟型、可靠
型及聯合型方案。
(3)「空調暫停用電措施」:
以電費回饋引導用戶於 6 至 8 月以中央空調每運轉 60 分鐘暫停 15
分鐘、箱型空調每運轉 22 分鐘暫停 8 分鐘之方式抑低尖峰用電。

九、簡訊即時通知
台電公司為維護用戶權益，開辦行動電話簡訊提醒未繳電費通知，用戶可
至台電網站之【網路櫃檯】點選【線上申請】之【簡訊提醒繳費通知】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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