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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
一、經營統計摘要
嘉惠電力於民國 106 年依「購售電合約」獲得台電公司調度發電
時數為 3,285 小時，全年總發售電度數為 2,200,319,836 度，天然氣耗
用量為 405,860,294 立方公尺，全年發電調度可用率為 100%(含歲修
94.20%)。

二、公司簡介
經濟部於民國 84 年 1 月 1 日起，開放發電業由民間經營，為配
合國家經濟發展、產業升級及發電業之開放，嘉惠電力係由三福集團
與美國 Destec Energy 電力公司於民國 84 年組成。民國 84 年 7 月 28
日取得政府開放民營電廠籌設許可，87 年 6 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審查。後因 Destec Energy 國外資產被美國 AES 電力集團收購，但
在 AES 對台灣電力市場缺乏興趣下，由遠東集團所屬亞洲水泥公司
於民國 88 年 6 月接手。亞泥入主後，積極進行建廠工作，包括與台
電、中油分別簽訂購售電合約(PPA)及燃料供應合約(FSA)；向美國
GE 購買 Gas Turbine；與美國 GEII 公司簽訂電廠運轉及長期維護合
約；克服地方溝通障礙；進行先期整地工程及天然氣管線與輸電線工
程之前置作業；選定 EPC 統包商與中華開發等銀行簽訂聯合授信合
約等各階段建廠先期工作。電廠建造工程於民國 91 年 3 月 8 日正式
開工，工程進行相當順利，經台電公司會同性能測試合格後，於民國
92 年 12 月 15 日正式商業運轉。

民國 92 年 1 月日本電源開發株式會社(J-POWER)投資入股本公
司，使電廠之營運能力更加壯大。

目前股東組成有遠東集團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59.59%)，日本電源開發株式會社(J-POWER) (持股比例 39.97%)及其
他個人股東(總持股比例約為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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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國內電力市場及環保現況，嘉惠電廠設立之目的與理念如下：
1、採用先進複循環發電機組，以低污染、高效率、高品質、高安全
性及成熟的發電技術生產電能，供應國內電力的需求。
2、遵循國家能源及環保政策，使用天然氣做為發電燃料，減輕空氣
污染及二氧化碳排放。
3、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
4、增加地方的稅收，有益地方的基礎建設及發展。
5、引進國外先進電廠建造及營運技術，提高國內發電工業水準。
6、遵照安全衛生與環保國內法規，並參考國際標準，實施工作安全
責任照顧制之理念，落實工業安全與衛生規定並以最佳技術抑減
環境衝擊。
遠東集團經營領域涵蓋水泥、石化、人纖、紡織、百貨等十餘
項行業，而嘉惠電廠為其子公司亞洲水泥公司所投資，成為該集團
轉投資事業之一。為謀求民生福祉，促進人類與環境的和諧，遠東
集團所有的經營活動皆以保護環境品質並有效運用地球資源為宗
旨，不但採用最佳製程技術、現代化的經營、提供員工最完整的訓
練、良好的工作環境，鼓勵員工不斷學習以吸收新知，提昇技能，
配合積極的研發創新，以及在環境維護考量的前提下，生產出最好
的產品，並提供最貼心的服務。
如何建造一個安全、乾淨、可靠的電廠，提供國人穩定的
電力供應，為遠東集團投入發電業始終堅持的目標及理想。而嘉惠
公司秉持該信念並持續努力，以便成為發電業界之第一流公司。
J-POWER(日本電源開發株式會社)為日本獨立電力公司，擁有各
式發電廠包括火力、水力、風力共 17,874MW，發電量佔日本全國 7
%，營運管理經驗豐富、績效卓著，為日本第六大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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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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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6 年度重大營運事件
年月日
106/01/17

項

目

具 體 內 容

繳交再生能源發展基金 第四次準備程序庭。
之費用補償行政訴訟案
106 年春節歲修作業

本廠於 106 年春節期間進行發電設備定期
檢修，主要工作為蒸汽渦輪機及其發電機
的 Major Inspection、＃2 機氣渦輪機 Hot
Gas Path Inspection、#2&3 HRSG 廢熱鍋
爐 HTRH Tubes 換管及年度檢查改善工
程，DCS/EHC/AVR System Migration，
GT1 Compressor S5 Stator Vanes
Replacement，GT1,2,3 Borescope
Inspection，GT1,2,3 Intake Filters

106/01/21

Replacement and IBH Support
Modification，CWP、BFP 等大型幫浦或
馬達定期檢修，Main Transformer #1&2
Oil Replacement，GMCB 4 Years
Inspection，MOV、Control Valve 定期檢
修，一般電氣設備檢查及儀表年度校正。
公平會認定 IPP 涉及聯 第 8 次準備程序庭：本案準備程序終結。
合行為違反公平交易
106/01/23
法，裁罰本公司 4 億元
案
106/02/23
106/03/16
106/03/24

繳交再生能源發展基金 第一次辯論庭。
之費用補償行政訴訟案
繳交再生能源發展基金 本案於 106 年 3 月 16 日宣判，判決結果
之費用補償行政訴訟案 為「原告之訴駁回」。
董事會
本公司第八屆第八次董事會

台電損害賠償案
繳交再生能源發展基金
106/4/17
之費用補償行政訴訟案
公平會認定 IPP 涉及聯
合行為違反公平交易
106/4/25
法，裁罰本公司 4 億元
案
106/5/25 公平會認定 IPP 涉及聯
106/4/6

第六次準備程序庭。
本公司於 4 月 17 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第 1 次言詞辯論庭。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5 月 25 日宣判，關於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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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項

目

具 體 內 容

合行為違反公平交易
法，裁罰本公司 4 億元
案
106/6/19 股東常會

定九家 IPP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
聯合行為之規定及命原告立即停止該違法
行為部分均撤銷，嘉惠勝訴。
本公司 106 年度股東常會

106/6/19 董事會

本公司第八屆第九次董事會

106/7/13 台電損害賠償案
第七次準備程序庭。
公平會認定 IPP 涉及聯合 公平會於 7 月 17 日向「高等行政法院」提
106/7/17 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裁 起上訴。
罰本公司 4 億元案
公平會認定 IPP 涉及聯合 「高等行政法院」於 8 月 15 日將本案移送
106/8/15 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裁 「最高行政法院」審理。
罰本公司 4 億元案
本公司第八屆第十次董事會
106/9/22 董事會
106/10/12 台電損害賠償案
第八次準備程序庭。
繳交再生能源發展基金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駁回嘉惠之上訴。
106/10/25
之費用補償行政訴訟案
獲得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106/11/21 ISO 50001
106/12/22 董事會

本公司第八屆第十一次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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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營管理
嘉惠電廠是政府開放民營發電業第一梯次奉准籌設之發電廠，
專營發電業務，依規定所生產之電力除供發電廠區自用外，應躉售
與台灣電力公司統籌調度。嘉惠電力公司與台灣電力公司所簽訂之
購售電合約(PPA)，決定嘉惠電廠之最高調度容量因數(Capacity
factor)，每年最高年總售電度數和售電費率。因電廠於建廠完工，
開始商業運轉時，建廠成本已經確定，是故如何提高經營競爭力及
投資回收率之目標，在於降低發電成本及延長電廠設備生產壽命。
現階段本廠之營運策略除繼續確保設備安全與可靠度，提高
調度可用率、廠發電效率及合理降低生產壽命成本，亦積極推展節
能減碳及減低對環境之影響。
基於建廠財務安排之需要，商轉之前三年的廠區內設備之運
轉維護及隨後六年半的氣渦輪發電機及汽輪發電機組之維修均委
由國際知名公司美國 GE 之子公司 GEII 承包。在此期間雙方在維
修作業配合良好，為確保機組設備能跟上廠家新科技發展而升級更
新，雙方於民國 102 年 6 月重新協議簽訂長期維修合約(Contractual
Service Agreement CSA)，由 GEII 繼續承包氣渦輪發電機部份之定
期維修工作，至於汽輪發電機部份及廠區附屬設備之定期維修及全
廠日常維護工作則由嘉惠自辦。
商轉初期與 GEII 簽訂運轉維護及長期維修服務合約(O&M and
LTSA)之主要目標，在藉助其母公司主機製造廠家 GE 之技術經驗，
能於最短期間內，使電廠達到發電之安全可靠，營運績效維持在一
定水準之上。
雙方運轉維護合約部分於 95 年 12 月 15 日到期後，嘉惠電力
將電廠收回自行發電運轉維護，今年為第 11 年，至於有關主機部
分之計劃性及非計劃性檢修作業，仍在原有之 LTSA 及隨後之 CSA
合約範圍內，繼續由 GEGS 負責(GEII 於 2016 年 8 月改名為 GEGS)。
嘉惠電廠自行運轉以來，不但能繼續保持高可用率及高效率，其成
效亦逐年提升。
嘉惠電廠現階段運轉維護及營運管理之任務如下：
1.營運水準之提升：
(1) 充實電廠人員之培訓、確保人員之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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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整個電廠運轉順利安全，首先要有足夠能力人員負責運
轉維護之工作。商轉前新進人員必須事先接受三到六個月的訓練，
包含直接參加各階段試車，以便熟悉各單項及整廠整合後設備系統
的性能及操作、保養方式，並取得各項專業工作證照。
嘉惠電力在收回自行運轉維護電廠時，亦作妥善安排，將原
GEII 雇用之運轉維護人員轉接雇用並視需要補充合格新進人員。積
極建立在職培訓制度安排繼續接受定期在職訓練，一方面吸收新知，
另一方面提升工作能力。
(2) 建立完整標準作業程序與制度，確保作業品質，各項運轉維護
及管理作業之標準，商業運轉之前，即參考建廠承包商之各項
設備說明書及業界優良作業經驗，完成各項電廠運轉維護及營
運管理標準程序書，隨著運轉經驗之累積，繼續增補必要之標
準作業程序及參加 ISO 及 TOSHMS 之認証，包括：













 作業程序變更管理
 品質管理系統的管制文件紀錄
 品質管理系統的採購紀錄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
 緊急應變計畫
 OHSAS 18001 及 TOSHMS(台灣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標準
作業程序書
 備品管理

品質管理審查
內部稽核
合約審查
文件控管(文件管制)
採購
電廠設備運轉操作作業
電廠設備矯正維修及預
防保養作業
收貨檢驗及物料控管
行政管理
不符合項目的預防與矯
正措施
量測儀器之校正
工具控管與維護

此標準作業程序書，是為電廠各項營運作業之最高依據。為確
保標準作業程序上之精確性，隨時依據現場實際情況、廠家之技術
通告及業界優良作業資訊，做必要修正或增補。
(3) 加強運轉維護作業、確保設備之效能。
運轉維護作業悉依相關標準作業程序書嚴格執行，並強調作業
前充分準備及作業後持續監控追踪。日常運轉中，設備藉由分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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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統(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掌握其運轉情況，並配合值班
運轉人員依情況需要，即時或定時之現場巡察，以確保設備使用均
在運轉之最佳情況。
(4) 充實預防保養制度、確保設備之可靠性
依照設備製造廠家之設備說明書及參考國內外業者優良經驗，
建立並落實預防保養制度，且借助設備運轉及維修記錄、各種線上
及非接觸式監測分析儀器，及早發現設備異常情況及劣化問題，做
必要之維修，以防範設備故障於未然。在預防保養作法上，亦由預
估式預防保養(Predictive Maintenance)擴展至以運轉狀況為基礎之
預防保養(Condition Based Maintenance)，並將預修保養 Proactive
Maintenance 的概念與預防和預知保養相互結合，進行損壞根源分
析，找出肇因並強化改善設備體質，以提高設備使用壽命降低故障
機率，以確保設備之可靠性
(5) 確實事故肇因矯正、抑減設備之故障率。
造成機組跳機或設備重大故障之原因，皆經深入調查檢討，務
必找尋其真正肇始原因及隨後事件演變之因果關係，並對各關鍵肇
事原因採取徹底矯正措施，以防止再發生，確保設備之可用率。
(6) 善用計劃性及定期檢修、以確保機組之可用率。
善用週末及假日等不調度發電時間，執行各種維護檢修工作，
包括矯正保養、預防保養及小規模計劃性或定期保養，減少對機組
調度可用率之影響。每年對氣渦輪及發電機、汽輪機和發電機及廢
熱鍋爐等主機設備，依廠家之檢修標準，於適當時段安排各類停機
大檢修，以確保機組之性能及可靠性。
(7) 定期實施效率試驗、確保機組之效率。
日常運轉時，利用 DCS 之機組熱耗率計算功能，對機組滿載
情況之熱耗率進行比較追踪。每年與 GEII 公司共同進行一次整廠
機組 ASME 熱耗率測試，將測試結果與過去紀錄進行比對，以確實
掌握機組老化之情況及發掘瓶頸之處進行改善，確保機組之熱耗率
在最佳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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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進主機原廠更新配件、提升機組可靠性及可用性。
在 2013 年 6 月 28 日與主機原廠 GE 公司之子公司 GEII 簽定
Contractual Service Agreement (CSA)中，議定引進其原廠 GE 公司新
近開發並已商業化之更新配件之規定，以利 GT 設備系統升級，提
升機組可靠性及可用性，依據與 GE 簽定之 CSA 合約，本廠 GT 三
台分別於 2014 及 2015 年完成 AGP (Advanced Gas Path)安裝工作，
安裝後 GT 單機發電功率於 base load 時可提升發電效率 2.6%，全
廠發電功率於 base load 時可提升發電效率 1.7%。本公司發電功率
受限於台電購售電合約限制，長時間低於 base load，故目前平均發
電效率只提升 0.71%。

(9)積極節能減碳、減低對環境之衝擊。
「節能減碳」已為社會大眾開始重視之議題，可以預見未來產
業結構也將逐步朝低碳產業發展，本公司積極推動技術創新改善發
電程序、運作模式調整及加強設備性能控管，在天然氣、冷卻水、
電力及空調等主要耗能項目上，尋求減少能源耗用，持續降低環境
之衝擊。

本廠 106 年度執行二氧化碳自願性減量成效如下：
廠區因節省用電而減少排放 2,907.8 公噸 CO2 當量，節省天然
氣用量而減少 14,913.4 公噸 CO2 當量，行政大樓節省用電而減少
91.6 公噸 CO2 當量，總共合計減少 17,912.8 公噸 CO2 當量，較 106
年度減量目標 12,000 公噸 CO2 當量為高。
經濟部能源局舉辦「104 年度溫室氣體減量成果發表會」
，本廠
獲選為績優廠家，並由本公司分享電廠設備升級工程及減量效益成
果。
嘉惠電廠為提升競爭力，並持續追求卓越的經營管理，於 93 年
12 月 15 日獲得勞氏 ISO 9001：2000 認証，另環境品質管理上亦
於 94 年 5 月 9 日取得 ISO 14001：2004 認証及 97 年 12 月 25 日獲
得 OHSAS 18001 認証。能源管理方面歷於 106 年 11 月 8 日獲得
ISO 50001 認証。歷年來皆嚴格遵照 ISO 規範運作，獲得勞氏稽核
合格，並分別於 105 年 11 月 6 日(ISO 9001)及 106 年 6 月 10 日順
利獲得換証(ISO 14001:2004、OHSAS 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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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方面，於 99 年 1 月 11 日獲得 TOSHMS(台
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証，並於 106 年 6 月 10 日順利獲得換
証。
另於 106 年 7 月 20 日通過「ISO 14064-1：2006 年版溫室氣體
盤查」查證 105 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工作。

2. 落實睦鄰工作：
為加強與電廠鄰近及相關附屬設施附近之村落關係，增進周邊
地區民眾互動，促進地方和諧，本公司設有專人負責地方溝通、睦
鄰相關事務。並比照台電公司提撥敦親睦鄰基金，由民雄鄉地方成
立「敦睦基金管理委員會」
，統籌敦睦基金運用事宜，對充實地方教
育文化、環境衛生及社會福利有相當貢獻。本公司配合天然氣地下
管線裝設，出資整治民雄鄉主要區域排水之一的「鴨母坔」排水溝，
廠區至中山高速公路段全長約 13 公里，完工後已發揮排水防洪功
能，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深受地方人士好評。

為加強與當地居民良好互動關係，本公司睦鄰措施如下：
(1) 開放附近居民申請參觀電廠，以供民眾瞭解電廠安全及體驗先
進環保與水保等設施，並聽取民眾之意見做為改進之參考。
(2) 配合鄰近學校戶外教學辦理廠區參觀活動，讓學生瞭解發電的
設備與過程，認識先進之發電技術，以達到教育之目的。
(3) 廠工作人員，儘可能優先錄用當地之人才，除可創造就業機會
外，亦可鼓勵在地青年返鄉服務。
(4) 訪村民、村長及地方人士，促進彼此意見交流。
(5) 積極參與及協助地方公益與民俗活動。如廟會、村民自強活動、
老人會活動、急助活動、學校暨社區聯合運動會、村民婚喪喜
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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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災害預防與整備
災害預防包含減災及整備等防救措施，目的為減少因人為因素
造成之災害及防止二次災害，並事先擬定災害預防、應變計畫以加
強災變時之反應及事後復原機制等，本廠災害預防與整備如下：
（1）強化風險評估與工作安全分析(JSA)並提出安全配套措施及方
法，落實危險性工作場所安全管理，提升自主管理效能：針對
高風險性工作及工作環境予以評估及改善,強化虛驚事故之歸
納分析及增設防災設施，鼓勵同仁提出工作場所之潛在危害風
險並持續改善。
（2）廠外管線設施安全機能之確保：依照經濟部能源局之規定，針
對本廠管線訂有「輸電線路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與「天然氣管
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本公司另參照中油公司天然氣地下管
線之安全維護管理，在 2015~2016 年執行「民雄配氣站至嘉惠
電廠 24 吋天然氣地下管線 IP(智慧型)探測儀(PIG)進行管壁腐
蝕損傷情況檢測工程」
，檢測報告結果確認管線正常無洩漏之
情形，並在 2017 年執行「天然氣管線緊密電位測量工程」
，其
目的為檢測天然氣管線之陰極防蝕系統運作狀況及管線防蝕
包覆有無破損，檢測報告結果確認管線陰極防蝕系統運作狀況
正常及防蝕包覆無破損管線無銹蝕之情形。
（3）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宣導：每年與嘉義縣消防局、勞
動部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不定期辦理消防、化學災害
及職業安全衛生等教育訓練。
（4）緊急應變體系之建置：本廠之「嘉惠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已訂
定各種災害防救措施之標準作業流程，作為執行各項災害防救
措施之依據。
（5）本廠整備措施包括：
A.緊急應變機制之建立。B.二次災害之預防。C.災情蒐集、通報
體制之建立。D.緊急醫療救護與緊急運送。E.災害搶修器材之整
備。F.物資儲備相關事項。G.設施、設備之緊急復原。H.二次災害
之防止。I.災害防救相關機關之演習、訓練。J.災後復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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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保護與工安
1. 環境監測
嘉惠電廠 106 年度仍繼續嚴謹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等法令規
定持續辦理「電廠營運期間環境監測」
，每季進行嘉惠電廠空氣、放
流水監測，每半年進行冷卻水放流水、廠內土壤及噪音監測 ，以確
實掌握電廠營運期間環境品質變化之情形，本年度營運期間環境品
質監測資料均符合法規標準，各項環保防治措施亦正常運作，因此
本廠必能達到保護生態環境及維護環境品質之目標。

2. 景觀規劃
為考量與周遭外圍環境之相容性，並具有隔離視覺景觀之緩衝
作用，本廠全面實施植生綠化工程，綠化面積高達 4.14 公頃，占全
區總面積 30%。由於此工程為植生與基礎工程相互結合而成之工法，
利用植生覆蓋坡面，避免表土沖刷，根系深入土中，防止淺層崩塌，
以達水土保持及綠化之目的。至於植生材料之選取，除考慮綠化之
目標、防災效果及植物之適生條件外，並配合電廠整體景觀配置構
想，因此需選取發芽率高、生長迅速、深根性且根系茂密適應性強
且助土壤改善及穩定邊坡之植物，其種類包含嘉義市樹艷紫荊；還
有柳安木、黑板樹、小葉欖仁、羅漢松、蘇鐵、中東海棗、桂花、
楓香等植物。自建廠以來本公司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及財力，整
體景觀規劃和廠區綠化大抵完成，目前持續進行修剪維護等相關工
作。
另在廠外緩衝區內進行生態改善，設置生態池及規劃植裁，朝
公園化努力。

3. 污染防治
(1) 空氣污染防治
嘉惠電廠固定污染源之煙囪排放口採用連續自動監測設施
「CEMS」
，並與嘉義縣環保局空氣監測系統連線，完全符合環保法
令之規定。
本廠 106 年度所測得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不透光率等三項空
氣污染物監測結果，日平均值均低於環評承諾值（氮氧化物：18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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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氧化物：2.2ppm，不透光率：20％）
，單支煙囪氮氧化物月平均排
放濃度介於 10.53～16.26ppm 之間；硫氧化物月平均排放濃度介於
0.00～0.02ppm 之間；不透光率月平均介於 0.52～4.17％之間。 單
支煙囪氮氧化物月排放總量介於 3.064～13.340 公噸之間；硫氧化
物月排放總量介於 0.000～0.018 公噸之間。全年排放總量氮氧化物
為 360.136 公噸；硫氧化物為 0.052 公噸，均低於本廠環評承諾排
放量（氮氧化物：707 公噸，硫氧化物：34.96 公噸）。
由上述監測資料顯示本廠煙囪排煙污染物排放符合標準，對附
近空氣品質未造成顯著的不良影響。

(2) 放流水質
針對嘉惠電廠放流水每季取樣一次進行水質檢測，106 年度放
流水水質均符合發電業放流水標準。本廠發電過程所產生之非接觸
性冷卻廢水除每日回收再利用外，亦作為廠區澆灌水及馬路洗滌水，
大幅降低廢水排放量與達到水資源再利用之環保目標。
為節水節能 106 年進行下列幾項作業：
 減少廢水排放量並促進水資源更有效的利用，將廢熱鍋爐
(HRSG)洩排放等廢水回收約 30,745 噸。
 利用廢水廠回收到冷卻水塔 23,650 噸。
 利用冷卻循環水排放水及雨水回收澆灌 14,889 噸。

(3)事業廢棄物
嘉惠電廠之事業廢棄物皆依環保署「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
物之產出、清除、處理、再利用等項目」之規定辦理清除與申報事
宜，同時持續辦理垃圾分類與資源垃圾回收作業，以符合環保法令
及 ISO14001 之規定，本廠主要事業廢棄物為生活垃圾(月平均產生
量 0.9 公噸)與無機性污泥(月平均產生量 2 公噸)，106 年度清除與
申報作業皆符合環保法令之規定並通過環保署及嘉義縣環保局年
度定期稽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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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業安全衛生
(1)「遵守政府之工安法令與環保法令」
、
「建立員工安全及衛生之工
作環境」
、
「防範工安事故之發生」
、
「促進發電安全性、可靠性、
可用性」為嘉惠電廠之安全衛生政策，並遵照勞動部 106 年度
「勞動檢查方針」之目標，持續改善本廠防災設施，持續保持
建廠至今「工安零災害」及「工安零罰款」的記錄。
(2)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宣導，增進員工防災知能。
(3) 提升安全衛生自主管理制度及責任照顧制度，並配合主動式稽
查、定期稽查及動態稽查，降低職業災害。
(4) 強化維修保養作業管理，有效預防維修保養災害。
(5) 促進職場安全衛生文化，強化安全衛生宣導與健康促進，保障
勞工健康及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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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力培訓與研究發展
人力培訓對公司的永續經營是十分重要的，故本公司依照各部
門人員之專長與需求以及部門目標和公司短中長期經營目標與願
景，每年均安排全廠員工參加相關外部訓練和本集團職訓中心開辦
之相關課程。
每年年初本公司即排定當年度之訓練計畫，以廠務部之訓練為
例，不僅安排員工參加台灣電力公司員工訓練中心舉辦之各項設備
維修及操作技術訓練班，讓員工的專業技術更加純熟並獲得最新的
知識，此外，更商請相關領域知名專業人士到廠為員工授課，並派
員參加業界各研討會，與同業研究討論最新的技術並交換實務經驗。
對於法定專業証照要求之工作皆規定由取得証照之員工負責執行，
並鼓勵員工參加相關專業技術証照訓練之取得及更新以儲備技術
專業人力以應需要。
本公司鼓勵員工參加各種在職訓練，促成員工紮實的專業實力，
在運轉與維護各方面均能研究出各項節省成本，同時兼顧最大運轉
維護效益的方案。
財務部與管理部員工也同樣參加與職務相關之在職訓練，不斷
接收業界最新資訊和更新之專業知識與技能，以最少之時間人力達
到最大的工作效益，使本公司之行政財務相關流程作業極具效率。
除了員工之外，公司也安排主管參加本集團職訓中心所舉辦的
一系列主管訓練課程和各大訓練中心所舉辦之講習，如「合併及單
獨財務報表」
、
「關聯企業投資」
、
「合資投資」
、
「IFRS」以及「亞泥
及其子公司現代化管理幹部培訓計劃」等，以期能發揮最大的管理
效益。
優質的專業人才是企業的資產，進行適宜的訓練以持續提升專
業人才之能力，已成為企業永續經營的重要關鍵，本公司主管及員
工均不斷的進修與學習，提升自我能力，以積極之表現因應時代變
遷所造成的衝擊，創造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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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技術合作
本公司與氣渦輪發電機設備供應商美國奇異公司之子公司
GEII／GECS 於民國 89 年 12 月 27 日簽訂有關運轉維護及長期技
術服務合約，即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ND LONG
TERM SERVICE AGREEMENT(以下簡稱 O&M 合約)，運轉合約三
年，自民國 92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動員階段之訓練課程。
依 O&M 合約第 28 條約定，本公司除指派了四位員工轉任 GEII
接受培訓，為期四年，轉任期間至民國 95 年 12 月 14 日止，其餘
GEII 本地運轉維護人員在晉用時，亦依合約經本公司審查同意，並
安排建廠新進人員技術訓練。在 95 年 12 月 15 日電廠收回自行運
轉時由本公司擇優聘用為正式員工。
GEII 於 O&M 合約期服務主要之項目有：
1. 電廠廠區內運轉維護工作。
2. 電廠廠區內運作程序制度及作業手冊之建立及維護。
3. 運轉維護備品及工具之設置及維持。

此部份 O&M 合約於 95 年 12 月 15 日屆滿，本公司收回電廠
自行運轉維護，但仍與 GEII 維持剩餘之 LTSA 合約關係，LTSA 合
約於 102 年 6 月 27 日結束，並於 102 年 6 月 28 與奇異簽訂 CSA
(Contractual Service Agreement)合約，承擔 3 部 GT 及發電機主機部
份之計劃性及非計劃性檢修工作，確保嘉惠之主機在備品及維修技
術與原製造廠家接軌。
民國 92 年 1 月日本電源開發株式會社(J-POWER)投資入股本
公司，成為本公司第二大股東，並於 91 年 12 月 14 日與本公司簽
訂技術支援服務合約。本公司亦借重 J-POWER 對於建造、運轉以
及維護電廠之豐富經驗，提供本電廠相關技術支援。
於運轉期間 J-POWER 派駐資深技術人員，支援協助本公司運
轉工作、監督 GEII、出席相關協調與技術會議、共同合作解決運轉
及維修之重大技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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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未來展望
嘉惠電力公司在全體員工同心協力的經營下，106 年在年售電
度、調度可用率及重視工安環保方面均創造良好績效。

有關 106 年度各項管理目標執行成果說明如下：
1. 強工安環保、落實植栽綠化
(1) 工安全年無事故。
(2) 嘉惠電廠全面實施水土保持和植栽綠化活動，綠化面積高
達 4.14 公頃，占全區總面積 30﹪。
2. 提高供電品質、加強品質管理

為有效落實本集團「誠、勤、樸、慎、創新」的經營理念並達
成「成為具有卓越經營能力之民營電力公司」的願景，本公司透過
標竿學習的方法，據以建構目標體系，同時藉由責任中心制度向下
推展，將公司的願景逐步實現。
本公司下年度各項管理目標項目包括：
1. 重視環境保護、落實工安衛生
(1) 全面落實 ISO 14001：2004、ISO 9001 ：2000、OHSAS
18001 及 ISO 50001 標準作業管理確立作業品質。
(2) 在環境保護方面，持續辨理環境監測、景觀規劃、污染
防治及落實 ISO 環保及工安作業、品質驗證工作。
在工安方面，「務實為本，工安優先」是本公司工作同
仁作業之座右銘，將「安全」置於首位，以「零災害」為目
標。本公司並於每 2 年辦理健康檢查，以防止職業性疾病發
生，保障全體員工之健康。
2. 落實目標管理、創造公司盈餘
企業價值短期目標主要在追求生產/銷售的利潤與盈餘，
長期目標就是如何永續經營。目前本公司的經營重點是落實
平日保養及維修工作，使事故發生次數降至最低，並能縮短
設備歲修時間，以增加售電產能提高售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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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應電業法修正法案通過後，各項與民營電業相關之規定
及機會。
4. 持續推展節能減碳、抑減環境之衝擊
我們將節能減碳、環保等議題納入營運計畫，並根據實
際的狀況，做為未來的行動依據，努力在營運活動範圍內建
構低碳的事業環境。
5. 展望未來發展、積極籌設第二期擴建
展望未來，電業自由化及民營化為必然的趨勢。由於燃
氣機組仍具有潔淨、環保等優點，所以本公司日後仍將努力
爭取第二期擴建機會，為台灣電業自由化及民營化盡一份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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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業務報告
一、發電業之年度供電報告
主要揭露 106 年度本廠之供電情形及設備狀況，含裝置容量、發
電量、發電設備運作情形（包含容量因數、可用率、最大出力值、熱
耗率）
、燃料耗用量、機組停機容量、空氣污染排放量，以及未來 10
年發電機組設置規劃等項目。
項目
1. 裝置容量

內容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裝置容量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毛發電量、廠用電
量、淨發電量、自用電量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發電設備容量因數、
3. 發電設備運作
可用率、最大出力值，以及各發電機組
情形
之每度低熱值毛熱耗率（LHV Gross）
當年之燃料煤、亞煙煤、燃料油、柴油、
4. 燃料耗用量
天然氣、廢棄物、沼氣、黑液、蔗渣用
量
當年及預計下一年度各發電機組之停
5. 機組停機容量
機事由、停機容量、停機期間
6. 發電機組之空 當年各發電機組之硫氧化物、氮氧化
氣污染排放量 物、粒狀污染物平均排放量
7. 未來 10 年發電 未來 10 年所預計新增、除役、汰換之發
機組設置規劃 電機組規劃及機組規格、性能填報
2. 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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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編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表 1-1 裝置容量
106 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年度差異比較

實績值(瓩)(A)

實績值(瓩)(B)

(A/B-1)*100

1-GT1

166,940

166,940

0

嘉惠電力

1-GT2

166,940

166,940

0

火力(燃氣)

嘉惠電力

1-GT3

166,940

166,940

0

火力(燃氣)

嘉惠電力

1-ST

255,000

255,000

0

太陽能(第三型)

嘉惠電力

1

99.75

99.75

0

755,820

755,820

0

能源別

電廠/發電站名稱

機組別

火力(燃氣)

嘉惠電力

火力(燃氣)

合計(不含太陽能)

合計

備註：
1. 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
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
2. 機組別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4.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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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發電量
106 年度
(1)毛發電量、廠用電量
毛發電量

廠用電量

能源別

電廠/發電
站名稱

機組別

本年度實績值
(度)(A)

上年度實績值
(度)(B)

火力(燃氣)
火力(燃氣)

嘉惠電力
嘉惠電力

1-GT1
1-GT2

481,210,000
486,041,000

509,014,000
514,925,000

年度差
異比較
(A/B1)*100
-5.46%
-5.61%

火力(燃氣)

嘉惠電力

1-GT3

485,374,000

513,879,000

-5.55%

本年度實績
值(度)(C)

上年度實
績值
(度)(D)

年度差
異比較
(C/D1)*100

46,443,000

49,738,900

-6.63%

備註

火力(燃氣) 嘉惠電力
1-ST
802,690,000
855,429,000
-6.17%
太陽能(第三
嘉惠電力
1
130,560
128,520
1.59%
0
0
0
型)
合計(不含太陽能)
2,255,315,000 2,393,247,000 -5.76% 46,443,000 49,738,900 -6.63%
備註：
1. 廠用電量係指發電所內用電，即發電廠因運轉發電機所消耗於各項附屬設備之電能。
2. 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
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
3. 機組別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4.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5.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6. 廠用電量為電表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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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淨發電量、自用電量
淨發電量
能源別

電廠/發電
站名稱

機組別

本年度實績值
(度)(A)

上年度實績值
(度)(B)

自用電量
年度差
異比較
(A/B-

本年度
實績值
(度)(C)

上年度
實績值
(度)(D)

1)*100
火力(燃氣)

嘉惠電力

1-GT1

火力(燃氣)

嘉惠電力

1-GT2

火力(燃氣)

嘉惠電力

1-GT3

火力(燃氣)

嘉惠電力

1-ST

太陽能(第三型)

嘉惠電力

1

合計(不含太陽能)

2,208,872,000

2,343,508,100

-5.75%

130,560

128,520

1.59%

2,208,872,000

2,343,508,100

-5.75%

年度差
異比較

備註

(C/D1)*100

0

0

0

0

0

0

備註：
1. 自用電量係指廠商自行生產，使用於發電所之外，所有其他用途的電量，包括生產設備、辦公室、倉庫、其他附屬或輔助設備
等（即不含發電所內用電）。
2. 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
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
3. 機組別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4.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5.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6. 淨發電量=毛發電量-廠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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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106 年度
(1)容量因數、可用率、最大出力值
容量因數
電廠/發電 機組 本年度 上年度實 年度差異比 本年度
站名稱
別 實績值
績值
實績值
較(%)
(%)(A) (%)(B) (A/B-1)*100 (%)(C)

可用率
上年度 年度差異比 本年度
實績值
實績值
較(%)
(%)(D) (C/D-1)*100 (%)(E)

最大出力值
上年度 年度差異比
備註
實績值
較(%)
(%)(F) (E/F-1)*100

嘉惠電力

1

34.06% 36.15%

-5.76%

94.20%

99.48%

-5.31%

92.22%

92.22%

0

太陽能(第三
嘉惠電力
型)

1

14.94% 14.71%

1.56%

100%

100%

0

82.41%

88.32%

-6.69%

能源別

火力(燃氣)

合計
備註：
1. 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力（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
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類別，進行填寫。
2. 機組別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4.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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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電機組每度的低熱值毛熱耗率（LHV Gross）
項目

電廠/發電站名稱

機組別

本年度實績值(千卡/度)
(A)

上年度實績值(千卡/度)
(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複循環

嘉惠電力

1

1,601

1,603

-0.13%

備註

備註：
1. 機組別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2.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3.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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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燃料耗用量
106 年度
燃氣機組
項目

單
位

期初
存量

進
口
量

國內
採購量

液化天然
氣(NG2)

立
方
公
尺

0

0

405,860,294

毛熱值
淨熱值
(kcal/m
3
(kcal/m
)
3
)
9,873

8,895

使用量

期末
存量

405,860,294

0

備註：
1. 燃料耗用量須包含發電機組試運轉期間所耗之燃料量。
2. 熱值均採加權平均法做計算，並填報低位熱值（LHV）。
3. 若所用燃料未列於上述，請填報於其他欄位並於備註欄填寫燃料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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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表 1-5 機組停機容量
106 年度
機組名稱

停機事由
(填報代碼)

停機裝置容量(KW)

停機期間

GT1

K10

166,940

1/21 ~ 2/17

GT2

K10

166,940

1/21 ~ 2/18

GT3

K10

166,940

1/21 ~ 2/17

ST

K10

255,000

1/21 ~ 2/17

107 年度
機組名稱

停機事由
(填報代碼)

停機裝置容量(KW)

停機期間

GT1

K10

166,940

2/15 ~ 2/23
10/7 ~ 11/15

GT2

K10

166,940

2/15 ~ 2/23

GT3

K10

166,940

2/15 ~ 3/8

ST

K10

255,000

2/15 ~ 2/23

備註：
1. 當機組或電廠遭遇計畫性停機（例如大修）與非計畫性停機（例如機電事故）等非正
常運轉或待機狀態時，需記錄填報。
 機電事故定義：「發、輸、變設備不論待機或運轉中發生不意之障礙，不能正常啟用
或不能正常運轉而需停用時，一律列為事故。但發現設備運轉情況異常尚可繼續運轉
而不影響設備安全，經主管處轉洽電力調度處同意安排停用檢修者或由電力調度處安
排提前停用檢修者不列為事故，強迫跳脫仍算事故。」
2. 機組名稱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停機事由欄位請依下列運轉情況填報代碼：
代碼

代碼

K1
K2
K3
K4
K5

運轉情況
併聯
解聯
待機
跳脫
減載

K13
K14
K15
K16
K17

運轉情況
線路工作
指令試運轉
電力潮流限制
外因跳機
核一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K6
K7

檢修，保養
故障

K18
K19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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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
K9
K10
K10A
K11
K12

竣工試運轉
乾燥運轉
大修
大修逾排程
單獨運轉
線路故障

K20
K21
K22
K23
K24
KK

設備超載
試運轉
爐管破
LNG 用量限制
中油 LNG 管路檢修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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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發電機組之空氣污染排放量
106 年度
硫氧化物平均排放量(kg)
項目

電廠/發
機組別
電站名稱

本年度
實績值
(A)

上年度
實績值
(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氮氧化物平均排放量(kg)
本年度
實績值
(C)

上年度
實績值
(D)

燃氣機組 嘉惠電力
1
101.54
153.46
-33.83%
319222.86 389159.29
備註：機組別欄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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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狀污染物平均排放量(kg)

年度差異比較
(C/D-1)*100

本年度
實績值
(E)

上年度
實績值
(F)

年度差異比較
(E/F-1)*100

-17.97%

12850.26

6019.75

113.47%

表 1-7 未來 10 年發電機組設置規劃
107 年～116 年
火力機組
電廠
名稱
嘉惠
二期

機組型式
／编號
（新增）

燃料
別

裝置容量
(MW)

淨尖峰出力
值(MW)

毛熱耗率
(Kcal/kWh)

廠效率註
3 (LHV)

硫氧化物
(SOX)/ppm

氮氧化物
(NOX)/ppm

粒狀物
(PMX)/ppm

預計併
聯日期

預計商轉/除
役日期

製造商

複循環

燃氣

500
MW±10%

500
MW±10%

1410
Kcal/kWh

61 %

< 0.5 ppm

5 ppm

1.7 mg/Nm3

-

-

GE

（除役）
（汰換）
(淨尖峰出力調整)

備註：
1.
2.
3.
4.
5.

毛熱耗率= Kcal / 廠效率 = 860 Kcal / 61% = 1410 Kcal/kWh。
新增機組請填寫原廠設備之設計值，除役機組請填寫近兩年實際操作平均值。
機組因淨尖峰出力值之調整，亦須填寫毛熱耗率、廠效率、污染物排放量之變動前後數值。
機組型式請填寫超超臨界、複循環、氣渦輪、柴油機。
廠效率請填寫 LHV Gross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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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電業之年度售電報告
主要揭露 106 年度本廠之售電狀況。
項目
內容
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 當年度各能源類別售電量
電量

表單編號
2-1

表 2-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
106 年度
能源別
火力（燃氣）
太陽能(第三型)

本年度實績值
(度)(A)

上年度實績值
(度)(B)

年度差異比較(%)
(A/B-1)*100

2,200,319,836
125,819

2,331,863,242
127,142

-5.64%
-1.04%

合計
2,200,445,655 2,331,990,384
-5.64%
備註：能源別欄位，請依照「抽蓄水力、火力（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力
（須區分自有、承攬）、風力、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
類別，進行填寫。

30

參、財務報告
一、收支實績比較
收支實績比較表
106 年度
本年度實績數
(A)

去年度實績數
(B)

年度差異
(A-B)

1. 營業收入

6,114,715,348

6,003,844,142

110,871,206

電業收入

6,114,715,348

6,003,844,142

110,871,206

0

0

0

2. 營業支出

5,075,730,699

4,513,730,589

562,000,110

營業成本

4,967,340,158

4,435,378,494

531,961,664

營業費用

108,390,541

78,352,095

30,038,446

1,038,984,649

1,490,113,553

-451,128,904

782,583,097

1,203,401,075

-420,817,978

項

目

其他營業收入

3. 營業收益(1-2)
4. 稅後盈餘

備註：發電業如扣除再生能源收入後之純益超過實收資本額 10%，則另需編製下表調整後之收
支實績表。若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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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後之收支實績
配合電業法第六十四條純益規範：
「發電業不含再生能源發電部分之收益超過實
收資本額一定比例部分，依規定提撥相當數額。」故，發電業如扣除再生能源
收入後之稅後純益超過實收資本額 10%，則另需編製下表調整後之收支實績
表。若為再生能源發電業則免附。

調整後之收支實績表
106 年度
項

目

本年度實績數

1. 營業收入

6,113,491,195

電業收入

6,114,715,348

其他營業收入

0

減：再生能源收入

-1,224,153

2. 營業支出

5,075,649,881

營業成本

4,967,340,158

營業費用

108,390,541

減：再生能源成本及費用

-80,818

3. 不含再生能源收益之營業收益(1-2)

1,037,841,314

4. 不含再生能源收益之稅後盈餘

781,439,762

5. 實收資本額

4,700,000,000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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