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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協會的歷史、演進與傳承
主動關懷‧教育扎根‧促進電力發展

台灣電力公司成立屆滿 70年，不僅以

服務客戶、確保穩定供電、促進電源開發

為主要職責之外，亦積極參與地方服務來

回饋社會。民國 78年仿效日本電源三法成

立「捐基會」(之後的「電基會」)；92年

改為「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

103年再更名為「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

金審議委員會」(簡稱「電協會」)。業務

執行層面，早期主要是透過促協金的回饋，

幫助地方發展建設、提供社會福利措施。

黃重球董事長到任後，更進一步提出「主

動關懷」的構想，指示電協會以更多具體

友善行動，來表達對社會的關懷。101年 8

月，成立內外溝通平台，由電廠周邊敦親

睦鄰行動開始，創造與周邊共存共榮的美

好生活環境。103年，黃董事長在會議中

明確指示多項目標，以「教育深耕、弱勢

照護、產業促進、社區發展與風貌營造」

為主軸，透過各地電廠，結合在地資源，

深入學校與社區，投入地方公共建設，讓

台電成為民眾的好鄰居、好朋友。

電協會成立 27年以來，在歷任執行秘

書帶領下，奠定深厚穩固的根基，雖歷經

數次轉型，但也累積無數寶貴經驗，他們

任重道遠的傳承精神居功厥偉。本期特邀

3位執祕：黃仁勇、鍾家富與唐志明，分

享其任內的工作概況與心得點滴。

電協會成立的初衷

民國 70年代，台灣經濟正值蓬勃發展

階段，政府亦全力推動各項建設，而「電」

是所有產業的主要動力來源。當時台灣電

力的開發，若跟不上社會經濟成長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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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家整體經濟的發展，都將造成重大的

損失。為使電廠能順利推動能源政策、促

進經濟成長，台電公司遂於 78年成立「捐

基會」，以「協助電源開發，提升企業形

象，實現社會責任」為主要營運目標。此

社會責任不只是股東分股利的概念而已，

而是不計盈虧，回饋行動永不終止；如果

有盈餘才回饋，就不是企業永續經營的理

念了。只要電廠存在，對地方的協助與建

設就永遠存在，要讓民眾感覺受到照顧，

認知電廠設置所帶來的地方繁榮、以及就

業機會提升等正面影響力。

依目前促協金執行要點，促協金可分

為發電年度促協金、輸變電促協金、建廠

前置促協金、專案促協金與所需之睦鄰費

用 5類型。依據不同地區、不同發電、輸

電設施，按規定比例撥付協助金。由電廠

設置前期開始，到電廠建設，落地深耕。

促協金的存在，要讓在地民眾感受到電力

設施的建設及營運是能活絡地方，而台電

公司，是真正關懷在地的好鄰居。

建設電力，也建設地方

促協金的二大協助對象：一是公共建

▲ 台電公司電協會辦理主動關懷活動，各電廠主動出擊，相互觀摩學。朱文成總經理頒發紀念獎座給辦理主動關懷表
現優異之電廠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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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二是社會福利。包括地方政府、農漁

業團體、民間組織、公立中小學⋯⋯，都是

台電公司照顧的對象。台電不僅建設電廠，

也建設地方。電協會的功能，就是在協助建

設、發展台灣電力的同時；還要推動在地化，

將地方發展與電力建設相輔相成，讓民眾感

受到台電的真心與用心，這才是企業永續經

營之道。只要是以公共利益為宗旨，而非個

人利益優先考量，並且符合政府法令，循正

規管道申請，台電都願意伸出援手。尤其電

廠所在的區域，更會獲得優先處理。

對於電廠的設立，民眾最大的疑慮就是

對健康的危害。對此，台電亦做出完整的配

套措施：例如每年固定編列預算，供民眾健

檢；因核電廠的興建，在金山與台大醫院共

同經營金山醫院，提供醫療資源與照護；又

如漁業，台電每年在日月潭放入 100萬元

的魚苗，造福漁民⋯⋯；其他諸如天災、地

震需要的特別協助、獎助學金、兒童福利、

關懷獨居老人⋯⋯，只要通過專款專用的審

核機制，對於社會公益、民眾福祉，都可專

案補助。

秉持無私的原則做事

然而，台電公司體系龐大，回饋金資

源分配的適切性、公平性，是歷任執行秘書

恪守的原則。於民國 85~91年擔任電協會

執行秘書的黃仁勇強調：台電給的是釣竿

▲ 前執行祕書黃仁勇。

▲ 公服處長鍾家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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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魚，這份助力不是讓台電幫地方做

事，而是地方單位要先願意為民眾付出，

電協會再從旁協助。「曾有地方政府想先

取得一筆大金額的補助款，但沒有具體企

畫案，詳列發包、執行等內容，我只好請

對方確實規劃，且工程做多少給多少，做

完再申請，這樣才有助於爭取補助款，相

對的也較公平。謹守此原則，可助有心建

設地方的首長充分發揮；別有居心者則知

難而退。曾經遭受黑函攻擊的黃執祕，談

及這段往事仍一派輕鬆：我沒做虧心事，

就沒什麼好怕的，怎麼調查我都無所謂，

最重要的就是無私，也不能有貪念。回饋

不是給我，地方政府願意多做、多建設，

就能多申請經費；如果計畫做不出來，經

費也會回收。如此大家才會明白，必須有

實質的作為，才有經費。一旦了解執祕的

行事準則，自然以符合政府規定的「正規

管道」來申請經費，電協會的角色就不會

有困擾被制肘，處理事情反而相對單純。

▲ 民國 104年 5月底甫卸任的唐志明執行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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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情況也許較複雜，但絕不能因為怕

麻煩就因噎廢食。執祕處理事情的智慧，

可見一斑。電協會的角色就是把經費花在

刀口上，「充分運用資源，發揮最大效益，

幫民眾解決更多困難。真正做到換位思考，

把自己當作在地人、在地化、將心比心，

如此才能彰顯電協會的功能與存在的意

義。」

現任的公眾服務處處長鍾家富，亦曾

擔任民國 94~99年期間的電協會執祕，

同樣負責對外發聲與溝通協調的角色，差

別在於公服處必須主動對外闡述公司的政

策、理念；電協會則聚焦於促進電力發展，

扮演與地方溝通的橋梁和管道。但最大的

目的都是服務客戶、為民眾解決問題。在

此二個角色之間轉換的鍾處長表示：與時

俱移，隨著網路時代的瞬息萬變，台電整

體的營運方式也逐步轉型，電協會在既有

的基礎上，也朝著「資訊揭露、對外溝通、

強調人文底蘊與新舊世代的傳承及融合」

的角度出發。

從播種、萌芽到結實纍纍

電協會的功能與重要性不言而喻，自

民國 101年黃董事長提出「主動關懷」概

念，由當時的王振勇執行秘書具體落實，

再透過劉聰偉、唐志明兩位執行秘書持續

推動，加強深度與廣度，擴大主動關懷的

層面與規模。台電的文化向來低調，導致

以往即使對地方做了很多事，外界仍不明

▲ 和平國小學童的捏塑作品【魚】，現保存於電協會辦公室內。 ▲ 王振勇前執行祕書 (藍衣左一 )推動主動關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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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如今透過主動出擊，由台電人組成的

志工隊，藉由活動參與社會、走入社區、

貼近民眾—在教育深耕、弱勢關懷、產業

促進與風貌營造各方面，獲得更多民眾的

肯定，更加落實電協會的功能與效益；也

大幅度改善電廠周邊民眾對台電的既定刻

板印象，好感度與接受度皆全面提升。

•教育深耕

從試辦、學習、觀摩到發揚光大，包

含球隊認養、電檢活動、鄉土教學、閱讀

風氣、課後輔導、美術教育⋯⋯等相關活

動。球隊認養是結合台電公司現有球隊，

分籃球、棒球、足球、排球與羽球 5種球

類，於全臺北、中、南、東共認養 18支

球隊。每年舉辦的夏令營與競賽中，都能

驗收到孩子們進步的球技與健康爽朗的笑

容；電檢部分則由台電人進入校園，協助

校方進行全面性的電力檢測，並分享節電

與能源開發的技巧與常識；至於教育扎根，

推行至今成果斐然，例如美術教育：台中

龍港國小長期受惠的學童屢屢獲獎、受到

極大肯定；大甲溪和平國小的雕塑作品

【魚】，風格成熟、專業，展現難得的美

學天賦；苗栗苑裡國小地處偏遠，資源極

度欠缺，為提升孩子們的閱讀能力，校方

▲ 劉聰偉前執行祕書 (右三 )延續主動關懷計畫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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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積極推廣閱讀活動，並四處籌措裝

修圖書館的費用，消息輾轉傳至台電，經

過審議，認為符合主題，並深入了解校方

的努力，只要資金一到位，就能看到成果。

「我們在投入挹注時，也會觀察地方的特

色與成功的可能性，更可激發主事者的熱

情。」，現任電協會執行秘書唐志明表示。

該圖書館不僅專屬於校內師生，因位於校

門口旁邊，假日亦開放給社區民眾使用，

將圖書館的功能發揮到最大。

•關懷弱勢

經由訪視獨居老人、扶助單親家庭到

發放獎助學金⋯⋯，讓民眾感受到台電人

的溫暖。曾多次參與活動的唐執祕語重心

長的表示：電協會的角色是背負著社會責

任與使命感的，目前又增加了人文關懷的

範疇，可以觀照的層面、對象又更多更廣

了。從人本的角度出發，深入社會的每一

個角落，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如果經費

許可，希望能擴大辦理，期待能越做越大、

越好。

•產業促進

北部發電廠舊址，也是現今基隆八斗

子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所在地，台電以贊

助者身分，將舊電廠的沿革、歷史文物、

機具設備等精彩故事作為部分館藏，充實

館內資料收藏與可看性，並具文化教育深

層的意涵；再來結合海科館原有的資源，

盼能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相乘效益。

•社區發展

以通霄鎮為例，一直以來缺乏一個可

▲ 明潭發電廠關懷獨居老人活動。 ▲ 白冷國小的孩子們開心的吃著由大甲溪電廠提供的愛心早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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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遮風避雨的市場，經由台電的經費挹

注，如今已改建為一棟四層樓的多功能市

場。原本必須在路邊擺攤櫛風沐雨的小販

一一進駐，冷凍、倉儲的問題也順利獲得

解決，樓上還可當作聚會所；不僅翻轉城

鎮風貌，更改變當地民眾的生活習慣與提

高購物舒適度。

•風貌營造

藉由「一鄉一特色」的概念，結合

電廠特色、志工專長與學童興趣，將在地

文化與風貌充分展現，塑造美好的生活環

境。選擇一項最具優勢的特色，加強宣傳、

擴大辦理，更易凸顯地方特性、增加魅力

點，做出口碑與風評。譬如大甲溪發電廠

生態園區的建造，石門—「風箏的故鄉」

的催生，核二廠復育國鳥—台灣藍鵲、林

口電廠復育野百合⋯⋯，不僅提升地方生

態保育概念、美化生活環境，更強調電廠

與周邊環境共存共榮的關係，意義深遠。

這些林林總總的成果只是執行的一部

分，其他例如金門塔山發電廠的「一日綠

能行」，與學童一起認識生態、接近大自

然；台電公司分別在北部、中部及南部之

電廠每年辦理「特別助學金得獎菁英學生

生活近況暨年終送暖」系列活動，多年來

已幫助無數學生完成學業，並讓他們進一

步獨立自主、回饋社會。愛的力量需要延

續、需要傳承，未來電協會將更積極的建

設地方、為民謀福祉，克盡企業的社會責

任。

▲ 第二核能發電廠舉辦鄉土教材示範教學活動。 ▲ 北、中、南各區電廠所舉行的「特別助學金關懷菁英學生生
活近況」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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