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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張立宇　編輯／日創社團隊　協助／大潭發電廠、北部施工處　

低碳能源旗艦廠

大潭發電廠

不管是天然氣為燃料的發電方式，

或是更環保的風力發電，

大潭發電廠都在節能減碳方面，做了最良好的示範，

也成為台電公司引以為傲的低碳能源旗艦廠。



台電月刊  JUL.   2009   5596

觀音鄉這裡曾經有「魚米之鄉」美譽，祖先們落地生根、胼手胝足開墾出這裡

的農業發展。

民國73年，「高銀化工廠」排放含鎘廢水造成鎘米事件發生，一夕間給這塊土
地判了死刑，被以報導社會運動、關懷環境的前《人間》雜誌，形容受污染嚴

重的大潭村是「一塊死去了的，即將被遺棄的大地」。

但民國90年1月，台電公司北部施工處進駐桃園縣政府徵收土地正進行開發的
「大潭濱海特定工業區」，並於民國93年9月在這塊土地豎立起第一支的廠房
鋼構，從此改變了觀音鄉乃至整個桃園縣的產業樣貌。

現今的觀音鄉濱海區，由被暱稱「風車」的風力發電機帶起的「綠色能源海

岸」，成為不少遊客的觀光取景地點；大潭發電廠的進駐，高標準的環保要

求、環境植生綠化，改變了周遭居民對這塊土地的印象。

觀音鄉夏日遍地散發著清郁的蓮花香，陂塘文化轉型成功的蓮花季，你將可以

聽見更多這塊土地、電廠與能源之間的精彩對話。

咱ㄟ大潭鄉  話說從前
「在大潭還沒有開發前，我曾來這裡看過，那時候看到的景象是廢耕的田

地，矮矮的、枯萎的防風林，房子零零落落的、一間間幾乎沒人住，那時想說

這樣荒涼的景象，如何將他從一片荒地變成電廠呢？」台電公司北部施工處工

程管理組的陳經理朝旭，緩緩道出他對大潭當時的印象。

本身是桃園人的陳經理，對大潭這塊土地並不陌生，但之前僅是從報章雜

誌上看到這塊土地發生的事，卻在確定大潭即將興建電廠後，成為與他生命中

相關聯的事。

大潭電廠開工。 一號機廠房鋼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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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經理提到，在電廠興建

前與當地居民接觸時，他心中有

很多感觸。因為他知道這塊土地

的居民，許多是民國51年時，因

石門水庫的興建，而從淹沒區遷

居至此；對這些居民而言，原本

以為可以就此落腳觀音鄉，沒想

到民國73年大潭村發生因「高銀

化工廠」所排放含鎘廢水，使農

地遭受污染而種出鎘米的污染事

件，政府要求農民休耕，讓他們

被迫不得已再次遷徒。

陳經理以將心比心的態度表

示，他了解居民對鄉土情感一定

會覺得不捨，但他同時也告訴他

們，這塊土地當時幾乎沒有任何

發展希望，種出來的作物，也沒

人敢買，與其如此，還不如好好

利用土地被收購後的錢當經費，

給自己有一個新的發展。另一方

面，北部施工處的進駐，也可以

讓此地重生，對這塊土地來說是

個轉捩點。

透過開門見山及誠懇善意的

溝通，許多居民多能接受電廠的

興建，進而使大潭發電廠得以創

造出在當地的雙贏局面。

民國90年，榮工處將整理

好的土地交給北部施工處時，當

時黃土在風勢的助長下，整個廠

區風沙滾滾、黃沙一片。但儘管

作業環境困難，負責施工的北部

施工處卻一點都不以為意，「我

們曾經歷過比這更困難的工地，

甚至得整天帶著口罩作業。」北

部施工處黃處長樹培自信的笑著

說，他們想到的，只是如何在完

工的同時，還能兼顧環評要求，

讓這塊土地變得更有價值。

終於，在北部施工處同仁的

合作下，自95年底陸續完成6個

天然氣複循環發電機組商轉，以

及新能源施工處建造的23部風力

發電機組也加入商轉，達成當初

承諾的環保最高標準要求，大潭

發電廠的出現，從此成為觀音地

區產業重生的樞紐。也讓這塊桃

園的「信義計劃區」，有了更多

發展可能。「那就像是媽媽懷孕

時雖然辛苦，每一步都有每一步

的心情，但等到孩子生出來時，

那些辛苦都過去了，所有參與人

員不僅很有成就感，更是與有榮

焉。」陳經理的心情，道出了所

有北部施工處人員的一致心聲。

陳經理朝旭：「參與大潭發電廠的興

建，所有參與人員不僅很有成就感，更

是與有榮焉。」

大潭發電計畫工程施工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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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鄉的時光隧道
電廠的出現改變了這塊土地

的風貌，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這塊土地的故事，遠從2,000多

年前就開始。

1937年時，日本人庄司久

孝氏在今草漯一帶發現的「草漯

遺址」，揭開了2,000年前，原

住民平埔族在這裡的生活軌跡，

其中出土的除草器具，都可以想

像當時台灣必然是遍地荊棘，雜

草叢生的未開發景象。

之後，直到清初漢人前來

開墾前，這塊土地都還是荒煙漫

漫的不毛之地，僅有少數墾戶在

此與環境奮鬥著。清朝咸豐10年

（1860），一位農家傭工黃等成

在回家時經過了一條小溪（觀音

溪），忽然在溪流中發現一塊酷

似佛像的石塊，他將石塊揀起後

放在路邊，附近僅有的9戶居民

則將該石像供為觀音佛祖，稱之

「石觀音」，並築草奄祀奉。從

此這地區被稱為石觀音，廟宇更

因頗有神蹟，從此香火不斷，之

後改名為今日的甘泉寺，而甘泉

寺迄今已成為觀音鄉居民的信仰

中心。

日據時期，觀音鄉在海邊

種植了大片的防風林，鎮住了當

時飛沙走石的景象，進而擴大了

農業土地的耕作，一直到台灣光

復後，觀音鄉已成為一個以農業

為主的鄉鎮，包括蓮花、西瓜、

洋香瓜、向日葵、火龍果、牧

草等等，均為這一帶著名的農作

物。其中蓮花在縣政府與當地居

民的推廣下，與台南縣白河鎮的

荷花齊名，享有「北觀音、南白

河」的美譽。每年6月的「蓮花

季」，整個觀音鄉內到處可見蓮

花搖曳的身影，不少農莊更推出

相關行程及餐點，吸引無數觀光

客前來一探究竟，讓整個夏天遊

客如織、熱鬧非凡。

台電助陣 願景可期
觀音鄉面積8 7 . 9 8平方公

里，海岸線長，東北季風強，海

岸邊形成沙丘景觀，是地形上一

大特色。在濱海地區踏浪、玩

沙，欣賞夕陽美景，顯得好不愜

意。而最近桃園縣政府就看上這

裡的觀光資源，打算從北到南興

建自行車步道，將這裡打造成桃

園的黃金海岸，其中大潭發電廠

將扮演主要的樞紐角色。

怎麼說？順著觀音鄉海岸線

由北往南走，以往活動的範圍多

從觀音海水浴場開始，但現今，

綠色奇蹟
許你一個未來

觀音這塊土地，擁有許多豐

富的歷史人文及自然風貌，

也成為桃園的黃金海岸中，

一個值得停留的觀光重鎮。

其中大潭發電廠正好位居其

中，更能有效串連起桃園南

北部的觀光動線，為發展地

方產業盡更多心力。

永安漁港旁的綠色隧道，是單車行的絕

佳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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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北端從大園鄉開始有了新的觀

光景點—風車。抬頭往天際線一

看，高聳的白色風力發電機在蔚

藍的天空中緩慢轉動著，你也許

覺得這熟悉的場景似乎在哪裡看

過？沒錯，這裡曾是由周杰倫主

演的電影《不能說的秘密》中的

拍片場景，而今卻成為許多觀眾

的朝聖地，紛紛前來攝影取景、

感受一下這塊土地的神奇魅力，

從白天到夕陽，風車展露不同姿

態。

往南走，經過觀音海水浴場

後，可轉往觀音市區的甘泉寺參

拜，離市區不遠處，則同時可以

看到頗負盛名的百年古蹟—白沙

岬燈塔，這座創建於1899年、完

成於1901年的燈塔，是全台灣最

西邊的燈塔，曾獲選為「台灣歷

史建築百景」。特殊的雙層磚石

耐震構造，歷經兩次大戰及多次

天災，依然屹立不搖，裡頭更有

許多日據時代遺留至今的歷史文

物，值得一看。

若往東改往市區走，許多

精緻的農場、農莊，正用滿園的

花卉招呼你，挑對時令前來，光

拍照就夠你忙個不停。轉而往南

再前進，大潭發電廠正好成為往

新屋鄉永安漁港與綠色隧道間的

休息站，電廠大門附近現規劃有

台電的接待中心（展示中心），

屆時不僅鐵馬族可以在此休憩停

留，更可以趁機作為介紹台電為

綠色能源、節能減碳努力經營及

與電力、能源相關資訊的窗口，

可謂一舉數得，也更令人佩服台

電公司一開始在規劃園區時的遠

見。

結合觀音的觀光動線，讓大

潭發電廠擺脫純粹電廠的定位，

扮演更多功能的角色。更可以說

明台電公司不僅是被動的敦親睦

鄰，反而以主動積極的態度，為

電廠周邊盡最大的心力。

大潭發電廠附近的永安漁港，是桃園黃金海岸中必訪的景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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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天然氣發電的穩定與提高效率，是大潭發電廠員工最堅持的。

台電系統為一狹長的特殊

系統，大部份的電源集中在中、

南部，北部電源約僅佔全系統電

源的31.4%，但負載佔比卻為全

系統的43%左右；北部地區用電

多，但是發電少，以往均須倚賴

輸配電工程，但隨著人口越來越

稠密，輸配電投資牽涉到民眾、

土地等問題的配合，困難度逐漸

增高。形成長期「南電北送」的

供電方式，此運轉方式除容易造

成較多線路損失外，遇各種偶發

事故時更容易導致系統不穩定，

因此在北部地區開發新電源，改

善區域供需平衡，成為確保系統

供電安全與穩定運轉的重要課

題。

為解決這個問題，台電公

司決定在北部設立大潭發電廠，

並選擇以天然氣燃料為主的發電

模式，除了是配合政府實施能

源多元化、分散化政策，包括核

能、火力、風力發電等各方面的

發展，也期待以天然氣燃料污染

性低的特性，爭取民眾支持。北

部施工處於民國90年進駐大潭工

地，95年6月20日第1號機開始

接受調度，至97年11月19日完

成第6號機接受調度，現今大潭

電廠裝置容量已佔系統總裝置容

量10.7％，提供北部地區約35％

的用電，逐步舒緩南電北送的問

題，更成為火力發電的燃氣旗艦

電廠，同時也是繼台中發電廠後

具多功能身分的公園化電廠。

大潭發電廠目前共有6部以

天燃氣為燃料的複循環發電機

組，透過管線將天然氣送到氣渦

輪機，藉壓縮空氣點火後，推動

氣渦輪機產生動能發電，接著再

大潭是系統中
最大的燃氣發電廠

「電源開發多元化、能源分

散化」為台電公司積極發展

的目標，以天然氣為燃料的

大潭發電廠，正可證明台電

這方面的努力。但台電還不

以此為滿足，開發屬於綠色

能源的風力發電比例，才能

為地球盡更多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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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燃燒過的高溫熱氣，利用熱回

收原理，將爐水變成水蒸汽，再

推動汽輪機轉動發電機來發電。

其中1、2號機為可兼燃高級柴油

的雙燃料機組，主要供應161KV

系統，3～6號機則輸出345KV系

統，總裝置容量達438.4萬瓩，

已是北部地區最大的發電廠。  

這個電廠是因為完全使用天

然氣，所以是一個高效率、低污

染的，這個效率可以達到57%；

一般傳統的複循環機組，大概效

率是51%。天然氣發電的好處雖

然很多，但天然氣發電的成本畢

竟是燃煤發電成本的2倍，而且

供氣方面還受限陸管供氣量小、

海管供氣受氣候影響容易造成儲

氣量不足的問題尚待解決，如何

開發其他的再生能源如風力發

電，也就成為大潭發電廠另一個

努力的目標。

迎風飛舞的綠色能源
台灣位於地球上最大陸塊與

最大海洋交界處，受到獨特地理

位置影響，有明顯的東北季風與

西南季風交替的豐富風能資源。

而風能產業是近年來十分熱門的

綠色能源主力，不僅因為風能是

乾淨的再生能源之一，既不產生

二氧化碳，也不會污染空氣與產

生溫室效應，更重要的是，風力

的來源不虞匱乏，幾乎沒有用盡

的可能。也因此當政府積極推動

再生能源政策時，就在民國93年

7月17日訂定再生能源發電裝置

容量配比自5.8％，要在民國99

年提升為10％之目標，其中風力

發電佔215.9萬瓩，而台電公司

需完成51.9萬瓩的目標。

歸屬於大潭發電廠的23部風

力發電機，其中大潭風力發電站

的3部在廠區內，其餘20部位於

大園鄉及觀音鄉海濱交界的觀園

風力發電站，均已在民國95年全

面商轉。平均每部風力發電機一

年可發電450萬度，23部一年可

發電約1億度，對於取代高排碳

的燃油或燃煤發電，減碳效益已

十分顯著。

大潭發電廠陳廠長禎南就

表示：「風力發電的發電量雖然

佔不到大潭電廠發電量的1％，

但所花費的人力、資源卻是一點

都不少。但這是一個走向綠色能

源的指標，不能不做，這不僅牽

涉到台電形象，而且你現在不跨

進去，以後更難進入綠色能源領

域。」

陳廠長禎南：「風力發電是一個走向綠

色能源的指標，不能不做。」

6部已商轉的複循環機組，提供北部約35％的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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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海岸線豎立起的一座座大型「風車」，為桃園海岸線帶來不一樣的景致。

爬上65公尺高的風力機艙 
有夠勇！

大潭發電廠電氣組風力機課

的劉課長德順，最能了解其中的

甘苦。

當初向美國GE公司買來的

23台風力機組，是適用於歐洲大

陸型氣候的寒帶機型，對於台灣

北部夏季高溫、冬季潮濕及沙灘

地區的沙塵與鹽分無法適應，經

常因風機保護條件動作而頻頻跳

機，或因機件遭沙塵侵入產生故

障，使得許多風力機組，都需要

劉課長與同仁，到現場進行維修

工作（可參考本期p.29—風機維

護甘苦談）。  

但要進入風力機組內，就已

經是一項挑戰。

劉課長表示，通往觀園風力

發電站的4條維修道路，經常積

沙嚴重到車輛根本無法進入，有

時甚至連四輪傳動的吉普車都開

不進去，若沒有特別租沙灘越野

車，幾乎都要靠維修人員徒步進

入。於是劉課長與同仁，經常要

背著包含安全帶、維修工具等十

幾公斤的裝備，翻沙越嶺的走到

風機下，若還要帶上24公斤的馬

達，如何扛到風機，更是體力的

一大考驗。

抵達風機，考驗還沒結束，

他們必須爬65公尺高（幾乎有20

幾層樓）的樓梯，到風機機艙做

檢查，機艙內惡劣的環境，從精

神到體力都是一項考驗。「剛好

第一期採購的風機沒有電梯，之

後的就有了。」劉課長開玩笑的

說，但在這樣的環境下待上好幾

個小時，著實十分辛苦，萬一問

題機組不只一個，更得有長期抗

戰的心理準備。

「有時若要維修外部輪轂，

還得打開機艙小門，從機艙上方

凌空攀爬前往維修，那時全身僅

有一條安全帶，需要十分注意安

全。」雖然劉課長說起來十分輕

鬆，但光想像他們在風中搖晃著

將機具故障排除的模樣，就令人

不禁要為他們的辛勞致上一份敬

意。「新的綠色能源技術，我都

有興趣去了解投入。越困難的越

有挑戰性的，我越有興趣去克

服。」劉課長簡單的結語，著實

展現出台電人積極主動的一面。

劉課長德順：「新的綠色能源技術，我

都有興趣去了解投入。越困難的越有挑

戰性的，我越有興趣去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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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綠色環境的現場
走進廠區內，舉目望去盡是

一片片的綠意，這些樹木及草皮

都是從無到有，讓人幾乎感受不

出身處在一個電廠內。但當初為

了做到綠化的承諾，可是花了北

部施工處許多心力才完成。

北部施工處水工組的楊經理

淑祥就表示，大潭一帶，原本就

有強烈且飽含鹽分的海風吹襲，

一開始發包的設計公司在規劃園

區綠化時，並沒有考量到這一

點，選擇的是單價較高的樟樹、

菩提樹、黃蓮木等等，反而無法

存活。北部施工處在發現這個問

題後，當機立斷，決定改種耐風

性較佳的台灣原生種，如宜梧、

黃槿、厚葉榕等等，才初步解決

了植栽存活的問題。而為了讓這

些小樹能成長茁壯，北部施工處

更不惜成本，在冬天來時讓許多

僅剩下枝幹的單株喬木穿上防風

網，可說是無微不至的照料這些

樹木。

很多經驗，都是邊做邊學

才知道。原來當初榮工處在整

地時，從林口台地搬來了許多

黃土。這些黃土下雨時滲透力不

佳，容易積水；太陽大時又整塊

硬梆梆，雖然北部施工處積極灑

草種、除塵，但植物生長狀況仍

不佳。後來了解到是土壤出了問

題，因此將土壤表面15公分都換

成有機土，大幅提高樹木的存活

率，而這些經驗，都是一開始不

知道的。

另外，大潭發電廠也可說

是個沒有圍牆的電廠，電廠與外

界之間，種有15公尺的綠色緩衝

帶，除了更添綠意，也有防風的

實質效果。

環保成果  聚沙成塔
從廠區的規劃、施工到經

營，大潭發電廠在環保承諾

方面均採最高的標準來要

求。廠區內不僅綠意盎然，

在各項環保設施上更是小心

運作，只希望這裡成為真正

的綠色電廠。而當全球紛紛

尋找綠色能源時，台電更要

勇敢嘗試，走在時代之前。

廠區內有綠色生態池區，是員工平時休息時的首選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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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做好綠化工作，

是因為一開始環評就規定廠區要

有25％的綠化面積，但在北部

施工處的努力下，不僅目前已超

越標準，到明年6月，更將達到

30.45％，也就是102.4公頃的廠

區，將有31公頃的綠化，可說為

公園化電廠立下最佳的示範。

景觀方面，大潭發電廠除了

在6根大煙囪彩繪上最具當地特

色的蓮花，展現台電敦親睦鄰的

貼心。員工生活區裡，則規劃出

一塊有涼亭綠蔭的生態池區，裡

頭蟲鳴鳥叫，兼具賞景與休息功

效。同時，台電公司還認養了流

經廠區旁的小飯壢溪，兩旁種了

柳樹，每年還會清理溪流一次，

可說達到環境與自然結合的生態

電廠。

榮獲第9屆公共工程金質獎
大潭發電廠是環評通過的

電廠，所以在環保方面的承諾，

是比法律規定的還要嚴格。例如

排放的煙氣，其中的氮氧化物濃

度，就必須做到低於25ppm的標

準，比法令規定的40ppm還嚴

格。負責環保方面工作的大潭發

電廠環保課尚課長偉賢就表示，

天然氣本身就是個很乾淨的能

源，例如其他燃煤發電會產生的

硫氧化物或粒狀物等，在天然氣

燃燒排放的煙氣中就含量極微。

但為了達到氮氧化物更嚴格的排

放標準，就在每個機組上面裝有

「低氮氧化物燃燒器」，以有效

降低排放濃度。

另外在廢水的處理方面，則

設有「連續沖放水系統」，先過

濾水中雜質，再透過熱交換器將

溫度降回常溫，然後除去水中磷

酸鹽後，將水再利用，使得廢水

再利用的程度達到70％，而這套

標準也將成為台電公司日後建廠

的標準配備之一。

而冷卻水的排放部份，複循

環機組造成的溫排水量原本就較

小，再以渠道引至外海排放，排

放口500公尺處的表面水溫昇溫

均在攝氏4度內，完全符合環保

標準。而這個負責提供發電機組

冷卻用水的「大潭發電計劃循環

水泵設備製造安裝工程」，不僅

榮獲第9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優

良的品質，還得到交通大學土木

工程研究所賴教授宇亭帶領20位

學生前來參訪，並由賴教授致贈

「品質卓越」獎牌（可參考本期

p.26—交大同學參訪記要）。另

外，大潭發電廠計劃修配廠甲棟

也獲經濟部97年度公共工程優質

獎，整個計劃之執行連續4年榮

獲經濟部施政計畫評核優等。

噪音方面，電廠排氣口及

噪音量較高的設備朝向海洋防風

林，遠離村落，機組則採室內安

裝，加強控制。

溝通充滿著行動力與熱忱
但再好的環保控制，還是

需要與附近居民有良好的溝通。

北部施工處陳經理朝旭就舉了例

子，說明溝通的重要性。一開始

電廠設立時，仍有部份居民反對

大潭發電廠是環評通過的電廠，在環保方面的承諾，比法律還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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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配合政府能源多元

化、開發自產能源、環保以及再

生能源政策等要求除了繼續做好

傳統能源效率的提升外，有產能

卻又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的綠色

能源，如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

等，都是未來積極發展的方向。

  大潭發電廠陳廠長指出：

「結合觀光與能源發展，大潭發

電廠的綠色能源主要是天然氣、

還有的風力發電，以及未來會加

入的太陽能發電，將來與北部的

桃園航空城、桃園科學園區連成

一氣，構成桃園的黃金海岸，地

方發展宏圖預期可見。」

BOX

複循環發電有那些特點？

1. 裝機時間短：主要的構成設備如氣渦輪發電機等均為套裝式，可縮短建構時間。
2.  供電可靠性高：若部份氣渦輪機組運轉中故障僅造成總發電量略降，不需所有機
組停止運轉。

3.  發電效率高：整部機組發電效率可達58.75％以上，較一般傳統火力機組的平均
效率33∼35％高出20％以上。

4.  「起、停及負載變化」均相當快速，可在短時間內做動態的調配電力，增加整體
供電系統的穩定度。

電廠設置，當時在村莊內設置了

監測器，原本想了解空氣落塵

量，但卻有居民到監測器附近灑

灰塵，造成監測數值高得異常。

當時陳經理發現了，就去與居民

溝通，表示誠意並取得鄉親的信

任與諒解，之後才不再有這種情

形出現。

北部施工處黃處長就提到用

「誠懇」溝通的重要性：「任何

一個鄉親的意見都不要藐視，而

是當作貴賓，就要去處理。不管

能做到或做不到，都要誠懇跟對

方說，讓他們氣呼呼進來，高高

興興出去。」也就是這種誠懇的

精神，讓北部施工處一直以來均

與居民維持良好的關係，甚至還

有地方人士反映，希望可以加蓋

機組，這是全世界幾乎沒有發生

過的事，可見台電在這方面努力

之深。

能源的明日世界

行政院在今年將綠色能源列

為6大新興產業之一，可見政
府對能源政策的重視。今年

的6月12日，立法院更通過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擘

劃未來20年內，我國再生能
源發電裝置容量將新增650萬
瓩至1,000萬瓩，以大幅提升
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不管在

促進能源多元化、溫室氣體

減量或帶動新興再生能源發

展上，均有正面幫助，也代

表台灣將進入永續能源國家

之林。

大潭發電廠是環評通過的電廠，在環保方面的承諾，比法律還嚴格。 煙囪的彩繪，成為廠區內醒目的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