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甄試單位名稱 招考名額 單位地址 業務聯絡人 聯絡資訊

營建處(簡章) 3 10016臺北市羅斯福路3段242號16樓 張課長 (02)2366-6972

資訊系統處(簡章) 1 10016臺北市羅斯福路3段242號4樓 鍾專員 (02)2366-6991

基隆區營業處(簡章) 2 20001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301號5樓 陳經理 (02)2423-1156#6510~6513

台北市區營業處(簡章) 2 10673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4段75號 林專員 (02)2378-8111#5802

桃園區營業處(簡章) 5 33066桃園市復興路352號 歐專員 (03)3392121#381、388

新竹區營業處(簡章) 4 30060新竹市中華路2段400號 呂專員 (03)523-0121#264

台中區營業處(簡章) 4 40010臺中市中區自由路2段86號 朱課長 (04)22245131 #5331

彰化區營業處(簡章) 3 50065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8號 曾經理 (04)7256461#6510~6512

嘉義區營業處(簡章) 4 60043嘉義市垂楊路223號 陳課長 (05)222-6711#2511、2512

台南區營業處(簡章) 2 70045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1段109號 方課長 (06)216-0121#2621

高雄區營業處(簡章) 4 80446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39號 吳專員 (07)551-9271#290、261

屏東區營業處(簡章) 5 90060屏東縣屏東市忠孝路329號 黃專員 (08)732-2111#331

花蓮區營業處(簡章) 2 97058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95號 沈經理 (03)8324101#580、582

宜蘭區營業處(簡章) 2 26045宜蘭縣宜蘭市舊城西路111號 程經理 (03)935-4800#2322

澎湖區營業處(簡章) 1 88052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120號 謝課長 (06)921-3111#610~613

台北南區營業處(簡章) 2 22063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1段287號 劉專員 (02)2959-5111#2603

台北北區營業處(簡章) 3 11141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5段380號 馬專員 (02)2888-1678#253

台北西區營業處(簡章) 2 24216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135號 陳課長 (02)2991-6611#711

南投區營業處(簡章) 2 54261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1段42號 潘經理 (049)235-0101#2800

鳳山區營業處(簡章) 2 83069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1段100號 邱課長 (07)741-0111#2111

雲林區營業處(簡章) 4 64049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3段39號 羅課長 (05)532-3927#572~575

新營區營業處(簡章) 2 73060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200號 侯專員 (06)633-5481#550、551

苗栗區營業處(簡章) 2 36041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236號 陳專員 (037)266911#711

萬大發電廠(簡章) 1 54651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大安路1號 張專員 (049)2974166#302

東部發電廠(簡章) 1 97053花蓮縣花蓮市自由街136號 蘇經理 (03)8350161#430

曾文發電廠(簡章) 1 71544臺南市楠西區密枝里133號 陳專員 (06)5752034#113

大甲溪發電廠(簡章) 2 42445臺中市和平區天輪里東關路2段89-1號 黃經理 (04)25941574#550

林口發電廠(簡章) 3 24442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139號之1 簡課長 (02)26062221#5610

興達發電廠(簡章) 3 82842高雄市永安區鹽田里興達路6號 周課長
(07)6912811#3371

(07)6911881#3371

第三核能發電廠(簡章) 2 94648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387號 莊專員 (08)889-3470 # 3110、3100

龍門核能發電廠(簡章) 1 22844新北市貢寮區研海街62號 陳課長 (02)2490-3550#4260

協和發電廠(簡章) 2 20345基隆市中山區文化路80號 張課長 (02)2424-8111#591

通霄發電廠(簡章) 4 35741苗栗縣通霄鎮海濱路1之31號 林經理 (037)752-054#500、501

台中發電廠(簡章) 4 43401臺中市龍井區麗水里龍昌路1號 楊課長 (04)2630-2123#2210~2212

大潭發電廠(簡章) 4 32841桃園市觀音區大潭村電廠路1號 姜專員 (03)473-3777#2050、2051

台北供電區營運處(簡章) 1 10091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190號 蔡課長 (02)2367-5969#6120~6123

台中供電區營運處(簡章) 3 41346臺中市霧峰區甲寅里民生193號 蘇課長 (04)2369-3032#431、432

嘉南供電區營運處(簡章) 2 73044臺南市新營區太子路137號 張經理 (06)656-3711#130

高屏供電區營運處(簡章) 3 80752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二路320號 許課長 (07)321-4110#234

花東供電區營運處(簡章) 2 97141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嘉南一街1號 鄭課長 (03)823-0023#246、247

電力修護處(簡章) 2 11551臺北市南港區向陽路80號 蕭組長 (02)27853199#120

電力修護處南部分處(簡章) 4 80748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407號 梁專員 (07)251-0195#221

綜合施工處(簡章) 3 11680臺北市文山區景隆街22號 張專員 (02)2934-0505#270

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

北部施工處(簡章)
3 24442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139-1號 廖專員 (02)2606-1140#5632

輸變電工程處

北區施工處(簡章)
4 10078臺北市中正區牯嶺街73號 葉專員 (02)2322-9968

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

中部施工處(簡章)
2 43401臺中市龍井區麗水里龍昌路1號 張課長

109年1月24日前：(037)758288#3361

109年1月25日起：(04)26396002#6259

再生能源處(簡章) 2 43542臺中市梧棲區頂寮里大智路2段332號 康課長 (04)26580151#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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