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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會關懷的參與活動 

一、宣導溝通，傳遞訊息 

(一) 以多元創意的開放態度，製作節能減碳及再生能源等主題之平面及電子

文宣，綜合考量訊息內容、媒體屬性與宣導效益，選擇適當媒體刊載，

使宣導內容能更貼近群眾。 

(二) 廣泛運用各種廣告媒體，擴大宣導觸角與影響範圍。 

(三) 於網站設置資訊揭露專區，以誠懇的態度、客觀的角度，提供經營、發

電、 電力供需、用戶、環境、工程等六大類、29 項資訊忠實表達。 

(四) 完整記錄各類電力設施與活動照片，並建置數位典藏系統以有效管理與

運用。另為善盡社會教育之責，製作各類型宣導影片，各種民眾用電安

全、節約能源等相關資訊。 

(五) 以 Youtube 為平台成立台電影音網，用影片紀錄台電的真、善、美，

藉由畫面讓散布在全台的員工更瞭解彼此，民眾更了解台電。 

(六) 成立 Facebook「電力粉絲團」，利用虛擬主角的方式經營，並透過社群

網路分享的特性，讓更多人得知台電訊息。 

二、敦親睦鄰，造福居民 

為增進本公司電力設施與周邊地區良好關係，善用促協金相關經費，主動辦

理社會關懷相關活動，辦理項目包括：頒發獎學金及特別助學金、推動一鄉

一特色產業、辦理「扎根教育計畫」、認養電廠周邊國、中小學球隊、主動

關懷獨居老人及低收入戶、適時辦理急難救助、提供學童課後輔導、愛心早

餐及推動電廠環境教育計畫等。藉由與民眾加強互動及參與社區活動、友善

環境等，促進地方和諧，提升電力設施周邊居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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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保育，珍惜自然 

(一) 培育沿海漁業資源 

由於台灣沿海漁業資源日漸減少，台電公司體認全民對海洋資源的依賴，

基於回饋地方，增進地方繁榮及保護海洋生態環境，於所屬電力設施附

近海域放流高經濟價值魚苗，積極參與台灣沿海漁業資源的復育工作，

以回饋地方，善盡企業之社會責任。 

(二) 造林減碳、綠美化 

台電公司為電力供應機構，對於植樹減碳極為重視，為因應地球暖化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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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所轄變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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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降低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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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潔淨海灘環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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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鄉親共同清潔海灘。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共同為地球環境貢獻一份心力。

更與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攜手合作，導入國際淨灘行動，將淨灘活動與

國際接軌，讓更多人了解垃圾造成海洋污染之嚴重性。為了提升淨灘活

動的公益能量，102~107 年加入環境關懷活動，結合董氏基金會將淨灘

活動融入社區公益，以撿拾 1 公斤垃圾換算捐助 10 塊錢的方式，提供台

電睦鄰補助的資源，作為導入發電廠附近校園的青少年憂鬱防治基金，

以期達到淨灘又淨心之效益。 

(四) 中部各溪河流域魚苗之孵育及放養 

台電公司為保護河川生態，分別於大甲溪及大安溪流域中的馬鞍壩及士

林攔河堰設置魚梯，提供洄游魚類經由魚梯逆游而上繁衍；且每年均於

大甲溪、日月潭等水域辦理魚苗孵育及放養，計有青魚（烏鰡）、鯁魚、

大頭鰱魚、曲腰魚、草魚等魚種，以維護生態平衡及善盡自然生態保護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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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性充電，歡迎蒞臨 

(一) 台電公司為讓社會大眾了解發電、變電設施之必要性與安全性，開放部分

火力、水力、核能電廠供各界免費參觀，並派員簡報、解說相關電力營運

資訊及知識。歡迎民眾闔第光臨，享受一趟電力饗宴與知性之旅。 

(二) 「開放」參觀電廠：除控制室及發電廠房等管制區外，民眾蒞廠不須事先

申請或預約，僅須換證即可進入廠區參觀。 

台電公司「開放」參觀電廠地點一覽表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地址 參觀時間 

A.火力發電廠 

1.台中發電廠 
(04)2630-2123 

轉 2660 

台中市龍井區麗水里龍昌路

1 號 

週一至週日， 

09:00～15:30 

(國定假日除外) 

2.興達發電廠 
(07)691-2811  

轉 3353 

高雄市永安區鹽田里興達路

6 號 

週一至週五， 

09:00～15:30 

B.水力發電廠 

1.大觀發電廠 (049)277-4065 
南投縣水里鄉車埕村明潭巷

73 號 

週二至週日， 

09:00～15:30 

2.明潭發電廠 (049)277-6605 
南投縣水里鄉車埕村民權巷

125 號 

週一至週日， 

09:00～15:30 

C.核能發電廠 

1.北部展示館 (02)2498-5112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八斗 60

號 

週二至週日， 

08:20～16:20 

2.南部展示館 (08)886-7630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里大光路

79 號之 64（後壁湖漁港旁） 

週二至週日， 

08:30～17:30 

備    註 

北部、南部展示館： 

免費參觀，不須換證，假日照常開放，每逢週一休館，農曆除夕、年

初一及初二休館；人數眾多時，請事先聯絡預約，以便安排專員接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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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參觀電廠：民眾蒞廠參觀前請事先逕向參觀電廠辦理申請，經本

公司核可後，進入指定區域參觀。 

台電公司「申請」參觀電廠地點一覽表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地址 參觀時間 

A.火力發電廠 

1.協和發電廠 
(02)2424-8111 

轉 630 
基隆市協和里文化路 80 號 

週一至週五 

09:00～11:00、

13:30～15:30 

 

2.通霄發電廠 
(037)752-054 

轉 503 

苗栗縣通霄鎮海濱路 1 之

31 號 

3.南部發電廠 
(07)336-7801 

轉 3040 

高雄市前鎮區鎮北里成功

二路 5 號 

4.大林發電廠 
(07)871-1151 

轉 3032 
高雄市小港區大林路 3 號 

5.尖山發電廠 
(06)992-0660 

轉 2621 

澎湖縣湖西鄉尖山村 29 之

2 號 

6.大潭發電廠 
(03)473-3777 

轉 2950 或 2951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里電廠

路 1 號 

7.林口發電廠 
(02)2606-2221

轉 3470 

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 139

之 1 號 

8.塔山發電廠 
(082)323-053 

轉 1100 

金門縣金城鎮金水里西海

路一段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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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水力發電廠 

1.蘭陽發電廠 
(03)9893-854 

轉 215 

宜蘭縣三星鄉天山村電

力路 25 號 

週一至週五 

09:00～11:00、

13:30～15:30 

 

2.桂山發電廠 
(02)2666-7223  

轉740 

新北市新店區龜山里桂

山路 37 號 

3.卓蘭發電廠 
(04)2592-1293 

轉 351  

苗栗縣卓蘭鎮景山里 1 鄰

電廠1號 

4.大甲溪發電廠 
(04)2594-1574 

轉 624 

台中市和平區天輪里東

關路2 段89 之1 號 

5.萬大發電廠 (049)297-4167 
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大

安路1 號 

6.東部發電廠 
(03)835-0161 

轉 393 
花蓮市自由街 136 號 

7.高屏發電廠 

竹門機組 

(07)685-1079  

轉 31 或 32 

高雄市美濃區獅山里竹

門 20 號 

8.明潭發電廠 

鉅工分廠 
(049)277-6605 

南投縣水里鄉鉅工村二

坪路7 號 

C.核能發電廠 

1.第一核能發電廠 (02)2638-3501 
新北市石門區乾華里小

坑 12 號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13:30～16:00 

2.第二核能發電廠 (02)2498-6352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八

斗 60 號 

3.第三核能發電廠 (08)889-3489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

387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