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淨高效率的

通霄火力發電廠
文／編輯部   圖／通霄發電廠 ▲ 通霄電廠廠景。

火力電廠的新主力─天然氣發電

廠

火力發電機組提供臺灣地區近 8成發

電量，而臺灣地區幾乎無法自產火力發電

所需的石化燃料，因此台電公司在考量國

內能源價格波動、取得穩定性及能源安全

性的因素下，設置不同類型的發電機組。

目前台電公司火力發電的燃料包括燃煤、

燃料油、柴油與天然氣。

台電的幾座電廠其中天然氣在火力發

電的燃燒過程中，不產生粒狀汙染物及硫

氧化物的排放，汙染較燃煤電廠低。在降

低汙染及減少核能電廠發電量且不影響供

電量的前提下，天然氣在火力發電的重要

性逐漸升高。

然而臺灣地區自產的天然氣相當稀

少，絕大多數的天然氣仰賴國外進口，儘

管購氣、儲存、運輸天然氣都需要大量成

本，為了顧及供電及環保的平衡，台電公

司仍在北、中、南部設立燃氣機組，如桃

園大潭、苗栗通霄、高雄的興達、南部及

大林發電廠等，共有 23部燃氣機組供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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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遠處眺望通霄電廠夜景。

全臺用電。

前文提到，臺灣自產天然氣數量相當

有限，然而臺灣的第一座燃氣發電廠，卻

是因民國 50年初，台灣中油公司在苗栗

鐵砧山地區開挖到大量的天然氣。為了解

決當時國內經濟起飛，紡織、食品、電子

零件組裝等勞力密集工業興起，成為電力

需求的大用戶。過往的水力發電已無法滿

足電力需求，台電公司因而尋求短期間能

夠供應發電的電力設施，通霄發電廠便是

因應此時期的電力需求而起。

天然氣渦輪機組的緊急任務

位在通霄車站旁的通霄電廠，只要

搭乘海線的臺鐵列車，經過通霄往車外一

瞥，就能看到通霄的知名地標─電廠彩繪

煙囪。

通霄電廠可說是全臺第一個利用天然

氣發電的電廠及機組，53年底建廠的通

霄電廠，短短一年中，建置 4臺燃氣機組，

陸續於 54年 6月到 8月完工，完成商轉

及併聯發電任務。短時間內快速組裝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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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組並完成商轉發電，歸功於所使用的氣

渦輪機組，係由採購廠商先行安裝內部零

件，待機組運送至通霄電廠時，僅需組裝

並設置機組後，即可試車運轉，便利又省

時的方式，為當時用電吃緊的臺灣經濟，

扮演著救火隊的緊急任務。這是通霄電廠

處理的第一個緊急任務。

民國 57年，通霄發電廠再度擔任救火

隊的任務，廠內增設 4部氣渦輪發電機組，

提供全臺供電。以通霄電廠當時 8部機組

共 116,000瓩，儘管占全年度供電只 6%，

但在民國 50-60年缺煤時期，天然氣發電

紓解因經濟發展而逐漸緊繃的電力供給，

通霄電廠成為當時電力運用的一枚活棋。

首批進駐通霄電廠的燃氣機組中，其

中 1號及 4號機 2臺機組，在民國 84年

移至澎湖電廠支援供電任務，於 91年報

廢。其餘 6台機組在 1999年 921大地震

扮演全黑啟動的角色後功成身退，2號及 3

號機於 89年除役，5到 8號機則於 93年

報廢，完成階段性任務。

設置高效能的複循環發電機組

臺灣經濟在民國 60年代後期進入經

濟擴張期，此時用電需求增加迅速。在經

濟起飛的年代，台電公司的重大挑戰即改

善電源不足情況，避免造成停電、限電的

狀況。通霄電廠繼利用天然氣發電機組開

始供電任務後，於民國 67年，利用原廠區

西側海濱抽沙填海擴建廠區，開發東西寬

630公尺，南北長 688公尺，面積 43公

頃的新廠區，在此設建置 3部機組新型高

效率燃油複循環發電機組，並以輕柴油為

燃料。

複循環發電機組 (Combined Cycle 

Gas Turbine, CCGT)是由數臺氣渦輪機

組與 1臺汽力機組組合之發電方式，利用

氣渦輪機高溫排放之熱氣經過熱回收鍋爐

回收部分熱量後排放廢氣，熱回收鍋爐產

生之蒸汽則送至汽輪機帶動發電機再次發

電。而通霄電廠的 3部 (#1至 #3號機 )複

循環機組，是由 3臺氣渦輪機組與一臺汽

輪機的組合。

複循環發電機組若設計有旁通煙囪

者，可停用熱回收鍋爐及汽輪機，讓氣渦

▲ 通霄發電廠運轉中的複循環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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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機組單獨運轉供電，稱為「單循環發

電」；若加入汽力循環則為「複循環運

轉」。複循環發電機組的建置成本較低，

裝機時間短，且具有高效率、起停快速、

負載反應快之優勢，另複循環發電機組透

過熱氣回收的方式再發電，不僅提高效

能，也可增加發電量，並以天然氣或輕柴

油為燃料，具環保排放優點。發電成本較

燃煤汽力機組及核能發電高，故在發電系

統中，以扮演著可彈性調節的角色，也近

30年來火力發電的主流機組。

通霄電廠複循環發電機組 #1至 #3號

機，在民國 72年正式商轉，係臺灣第一

座複循環發電廠，熱效率可達 42%以上，

為台灣電力公司當時系統熱效率最佳之火

力發電廠。

民國 79年通霄電廠再增設 2部 #4、

#5號複循環機組，並於 81年全部完成併

聯發電。民國 86年為因應系統持續成長

之用電需求，於通霄電廠西南側增設 #6

號機複循環機組，燃用天然氣與柴油，目

前通霄電廠以天然氣為主要燃料。

多種燃料發電老手

通霄發電廠在不同時期，都適時扮演

著供應電力的救火隊。通霄電廠在燃料多

元化上，也相較其他火力電廠有更豐富的

經驗。正如前文所述，通霄電廠建廠初期

的 8部機組，是運用天然氣為燃料發電。

其後於通霄新廠建置的 1-2號複循環

機組，原廠的設計係以輕燃油作為燃料，

然當時石油價格高漲，各國為降低複循環

機組發電成本，考慮以價格較低的重油替

代輕燃油作為燃料。因此通霄電廠採購的

第 3號複循環機組，便選用可燃燒輕燃油

及重油的發電機組。輕燃油與重油發電，

▲ 通霄發電廠現正建置更高效、更環保的複循環機組，一號機組預計於106年10月商轉，紓緩供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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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調教不同油料的使用量，並增設重油

處理設備。在通霄電廠同仁不斷的試驗下，

民國 70年進行首次試燒，隨後持續調教發

電機組，3號機於 71年 8月正式燃燒重油

發電，其後通霄電廠複製 3號機成功的經

驗，順利讓 1、2號複循環機組由燃燒輕燃

油改為燃燒重油發電。通霄電廠的成功經

驗，成為國際首例，各國電廠人員、發電

機製造廠商，紛紛前來觀摩學習，台電公

司秉持資訊交流、教學相長的心態，無私

的分享成功的經驗及技術。

通霄發電廠改採重油發電的經驗，大

幅降低台電公司的發電成本，順利度過石

油危機。然而台灣電力的需求仍大過電力

供給，民國 77-78年間，在供需不平衡下，

全臺限電 8次。通霄電廠在空間許可下，

民國 79年通霄電廠再增設 2部 4、5號複

循環機組，並於 81年全部完成併聯發電，

再次補足供電缺口。

民國 86年為因應系統持續成長之用電

需求，於通霄電廠西南角增設 6號機複循

環機組，可燃用天然氣與柴油，目前通霄

電廠以天然氣為主要燃料。

通霄複循環機組先燃輕油，再改燒重

油，最後改燃天然氣，發電隨經濟調度之

燃料成本有所變動。

環保更有效率的通霄電廠

通霄電廠位於北、中部之間，電路系

統併聯全台。通霄電廠多次在全台大停電

時期，扮演快速復電的關鍵角色。火力電

廠的發電機，是需要連接電力後才能啟動，

但通霄發電廠的氣渦輪機，不須外部電力

便能開始發電。因此，氣渦輪機動作後，

帶動複循環機組發電。發電完成之用電，

經過電網往南北輸送，提供火力、水利機

組快速啟動發電。921地震時，通霄電廠

的快速供電，讓全台在最短時間復電，減

少科技業、工業廠商的損失。平常時期，

通霄電廠提高出力，可減少峨眉、天輪超

高壓變電所主變流向 161KV轄區載流，可
▲ 鄉土教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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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起，通霄電廠與鄰近的國小合作，

用互動遊戲、演唱歌謠、知識百科等多樣

化方式，呈現通霄地方特色、歷史建築、

景觀生態文化、環境教育及能源教育等內

容。今 (106)年，這份鄉土教材已成為通

霄鎮內小學 1至 4年級的補充教材。讓孩

子透過學習，更親近、認識居住的土地。

此外，通霄電廠在暑假期間舉辦的羽球夏

令營活動，也提供了通霄學生暑假運動的

好去處。

除了深耕教育，通霄電廠對於鄰里獨

居老人的關懷也不遺餘力。由電廠志工隊

組成的守護關懷，不定時到府問候。且安

排於三節時期，邀請長輩到電廠進行基本

的健康檢查，追蹤健康狀況，用行動力陪

伴長者。

海線旁的通霄電廠，不僅是乾淨、有

效率的火力發電廠，也是關懷通霄的好厝

邊。

提升南北 345KV超高壓輸電幹線北送能

力，增強電力系統穩定。

目前台電通霄電廠正進行更新複循環

機組，新一號機預計 106年 10月商轉，

將是繼日、韓，全世界第三個擁有單機容

量達 89萬瓩的燃氣複循環機組，也是全

臺最大容量、效率最高、氮氧化物排放僅

5ppm為全國最低的複循環機組，並具備

孤島運轉能力。

在台電核能、火力機組陸續適逢退役

之際，通霄電廠低汙染的天然氣新機組，

將陸續完工並加入發電行列，再次扮演解

決缺電之苦的要角，持續為臺灣供電。未

來的通霄電廠，會以更環保、更有效率的

方式發電。

回饋鄰里 再造通霄

通霄電廠新機組預計於今年並聯商

轉，除了用電，通霄電廠也將持續與鄰里

互動。通霄電廠首重與在地文化的傳承，

▲ 106年度舉辦的羽球夏令營，提供學生暑假去處。 ▲ 通霄電廠關懷獨居老人，不定期邀請醫師至電廠為長者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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