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電力工會各分會單位範圍一覽表 

112.01組訓處製 

分 會 常務理事 服  務  單  位 電    話 分 會 常務理事 服  務  單  位 電    話

1 彭繼宗 總管理處 (02)2366-7557 36 陳大業 台北北區營業處 (02)2888-1678#208 

2 黃寬雅 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處 (02)2322-9850 37 楊振雄 新桃供電區營運處 (03)577-0766#641 

3 宋連興 台北市區營業處 (02)2378-8111#6155 38 邱聰朝 第一核能發電廠 (02)2638-3501#3661 

4 林宏建 電力修護處 (03)328-1713#4000 39 鄭進德 鳳山區營業處 (07)741-0111#8710 

5 賴建奭 台北供電區營運處 (02)2367-5969#6209 40 林錫輝 南投區營業處 (049)235-0101#2240 

6 王宏智 桂山發電廠 (02)2666-7223#805 41 陳國禎 第三核能發電廠 (08)889-3470#3501 

7 張進益 宜蘭區營業處 (03)935-4800#2391 42 楊憲達 雲林區營業處 (05)532-3927#657 

8 葉永松 蘭陽發電廠 (03)989-3854#233 45 黃勝祥 通霄發電廠 (037)752-054#5050 

9 陳炫愷 台中發電廠 (04)2630-2123#2810 46 林培源 第二核能發電廠 (02)2498-5990#2269 

10 陳翰生 基隆區營業處 (02)2423-1156#7410 48 張永任 台中供電區營運處 (04)2330-7020 

11 李樹興 新竹區營業處 (03)523-0121#194 49 余美儀 嘉南供電區營運處 (06)656-3711#23613 

12 許丕訓 台中區營業處 (04)2224-5131#5436 50 廖吉義 高屏供電區營運處 (07)321-4110#208 

13 黃明祥 大觀發電廠 (049)277-4016#439 51 詹益鴻 苗栗區營業處 (037)266-911#898 

14 顏允賜 彰化區營業處 (04)725-6461#6641 52 張修治 石門發電廠 (03)471-2020#305 

15 蘇暐建 大甲溪發電廠 (04)2594-1574#6031 53 吳昭銘 協和發電廠 (02)2424-8111#640 

16 吳偉業 金門區營業處 (082)325-506#1102 54 呂英仁 興達發電廠 (07)691-2811#2279 

17 林盈年 嘉義區營業處 (05)222-6711#2708 55 王達毅 曾文發電廠 (06)575-2034#133 

18 馮惠敏 台南區營業處 (06)216-0121#2591 56 蕭鉉鐘 尖山發電廠 (06)992-0660#2920 

19 張簡宏錫 高雄區營業處 (07)551-9271#214 57 林萬益 訓練所 (02)2666-5229#1632 

20 陳仁禮  南部火力發電廠 (07)336-7801#3100 58 徐軍偉 花東供電區營運處 (03)823-0023#253 

21 洪宗保 桃園區營業處 (03)339-2121#2455 59 陳從樹 塔山發電廠 (082)323-053#3000 

22 李世家 屏東區營業處 (08)732-2111#208 60 陳嘉恆 萬大發電廠 (049)297-4166#324 

23 徐鴻儀 東部發電廠 (03)835-0161#405 61 許飛勇 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南部施工處 (07)691-2510#3600 

24 陳李承臻 花蓮區營業處 (03)823-0322#3330 62 張瓅云 新營區營業處 (06)633-5481#621 

25 洪安智 澎湖區營業處 (06)921-3111#732 63 許慶文 明潭發電廠 (049)277-6605#310 

26 孫玉雲 綜合研究所 (02)2360-1284 64 阮文俊 輸變電工程處中區施工處 (04)2526-1191#650 

27 賴美琴 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 (02)2322-9651 65 徐聖豐 大潭發電廠 (03)473-3777#6000 

28 王子化 台東區營業處 (089)322-481#215 66 謝忠憲 輸變電工程處南區施工處 (07)367-6979 

30 王瑺宗 馬祖區營業處 (083)626-300#1615 67 鄭宇軒 水力施工處 (04)2656-6366#2700 

31 葉聯璁 林口發電廠 (02)2606-2221#5900 68 張貴懋 電力修護處南部分處 (07)251-0195#390 

32 黃建棠 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中部施工處 (04)2639-6002#6277 69 陳明堂 電力修護處中部分處 (04)736-3666#393 

33 陳志明 大林發電廠 (07)871-1151#3650 71 蔡文傑 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協和施工處 (02)2496-0700#3500 

34 王為民 台北南區營業處 (02)2959-5111#2610 72 潘岱儒 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北部施工處 (03)473-7726#8104 

35 徐清芳 台北西區營業處 (02)2991-661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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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會 秘 書 地      址 傳 真 電 話 分會 秘 書 地      址 傳 真 電 話

1 練瑞愷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42號副樓5樓 (02)8369-1668 36 蕭敏芝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5段380號 (02)2888-1022 

2 劉秀枝 台北市牯嶺街73號 (02)2396-1778 37 王佳秀 新竹市光復路1段681號 (03)567-9637 

3 程  晨 台北市基隆路4段75號配電大樓1樓 (02)8732-4132 38 程維慶 新北市石門區乾華里小坑12號 (02)2638-2111 

4 羅崇瑋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27-1號 (03)328-1006 39 黃富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1段100號 (07)742-7150 

5 王方瑀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190號 (02)2367-8082 40 許家華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1段42號 (049)237-2709 

6 呂世溫 新北市新店區桂山路37號 (02)2666-7270 41 呂恩成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387號 (08)889-5655 

7 簡世雄 宜蘭市舊城西路111號 (03)931-3120 42 楊忠權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3段39號 (05)533-8655 

8 陳嘉元 宜蘭縣三星鄉天山村電力路25號 (03)989-3628 45 林冠勛 苗栗縣通霄鎮海濱路1-31號 (037)760-543 

9 楊美滿 台中市龍井區麗水里龍昌路1號 (04)2630-0470 46 陳韻如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八斗60號 (02)2498-2624 

10 林彥汝 基隆市仁一路301號 (02)2425-6285 48 蕭燿煋 台中市霧峰區民生路193號 (04)2330-0757 

11 邱郁綺 新竹市中華路2段400號 (03)561-5966 49 王辰文 台南市新營區太子路137號 (06)656-5835 

12 王立恆 台中市自由路2段86號3樓 (04)2225-0438 50 蔡佳如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二路320號 (07)315-7479 

13 洪郁修 南投縣水里鄉車埕村明潭巷73號 (049)287-1130 51 紀雅婷 苗栗市為公路236號 (037)268-557 

14 陳子馨 彰化市中山路2段418號 (04)726-1392 52 朱梓全 桃園市龍潭區大平里石門寮石門發電廠 (03)471-3807 

15 詹婉貞 台中市和平區天輪里東關路2段89-1號 (04)2594-2491 53 姜伯宗 基隆市中山區協和里文化路80號 (02)2426-0450 

16 王英群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70號 (082)324-551 54 馮玉銘 高雄市永安區鹽田里興達路6號 (07)691-0751 

17 翁振益 嘉義市垂楊路223號 (05)225-6437 55 謝佳諭 台南市楠西區密枝里133號 (06)575-1584 

18 林美夆 台南市忠義路1段109號4樓 (06)213-1214 56 方志傑 澎湖縣湖西鄉尖山村29-2號 (06)992-0670 

19 陳昭元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39號 (07)532-5201 57 林聖蒓 新北市新店區新烏路3段81號 (02)2666-5241 

20 邱培誠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5號 (07)332-4570 58 林秀怡 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嘉南一街1號 (03)823-0014 

21 蕭智璋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352號 (03)334-0736 59 張振煌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一段2號 (082)323-054 

22 蔡佩玲 屏東市忠孝路329號 (08)734-0062 60 古琪瑤 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大安路1號 (049)297-4756 

23 柏何岡 花蓮市自由街136號 (03)835-5981 61 吳振維 高雄市永安區興達路6號 (07)691-1539 

24 何敏彰 花蓮市府前路95號3樓 (03)822-5781 62 葉雯靜 台南市新營區中正路200號 (06)635-5223 

25 蔡寶儀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120號 (06)921-4410 63 陳柏智 南投縣水里鄉車埕村民權巷125號 (049)287-0952 

26 林群峰 台北市羅斯福路4段198號 (02)2363-7215 64 劉鎧榮 台中市豐原區中山路209號 (04)2529-1281 

27 朱忠正 台北市和平東路1段39號 (02)2391-0216 65 曾新媃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里電廠路1號 (03)473-4499 

28 黃合全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路38號 (089)362-315 66 郭欣銘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93號 (07)367-6984 

30 陳奮龍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259號 (083)623-059 67 林師伃 台中市梧棲區中二路1段9號 (04)2656-7922 

31 廖雲屏 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139-1號 (02)2606-2331 68 鍾德賜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407號 (07)261-1455 

32 趙英琇 台中市龍井區麗水里龍昌路1號 (04)2639-8328 69 陳春松 彰化市金馬路2段643號 (04)736-3673 

33 黃麗惠 高雄市小港區鳳森里大林路3號 (07)872-1563 71 陳清南 新北市瑞芳區瑞濱里台電新村26號 (02)2496-0729 

34 蕭若敏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1號 (02)2956-5863 72 温家均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里電廠路1號 (03)473-8359 

35 吳明濬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135號 (02)2991-8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