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源》20，台電 70，
生日快樂！

感謝「有電」的人生

台電是國營企業，有完善的資源、制

度與自主權力，70年來以維持全台正常供

電品質為企業經營的首要之務；台電也是

民營企業，對所有與「電」相關的事務，

幾乎概括承受。尤其因颱風、豪雨、地震

而發生災變時，即時爬上電線桿或衝往第

一線進行搶修的往往都是台電人，因為盡

快恢復供電永遠是台電人責無旁貸的使

命。

幾 10年來，我們過慣隨時有電可用的

現代生活，只要停電數小時就覺得苦不堪

言，盛夏吹冷氣、寒冬開暖爐，平日坐電

梯、搭捷運⋯⋯，電與人類的生活早已密

不可分。不論民生、商業或工業，全部都

與電力的供應息息相關。然而我們通常只

要求供電無虞，卻很少探究電源供應的處

境，很少深入想過「電從哪裡來」的問題。

這麼多年來，台灣電力公司就是「供電」

背後最重要的支柱與守護者。

理性與感性的人文之旅

人生 70才開始，那麼企業呢？台電

公司走過 70個寒暑，如今即使體系龐大，

仍企圖轉型改造，不斷注入新思維，積極

推動組織變革，除了持續強健台電本業，

更啟動內部組織電協會的支援系統，透過

《源》雜誌等媒介，將「主動關懷‧睦鄰

政策」背後的故事，以文字形式報導出來。

《源》是一份融合文學、藝術、生態、保

育等多面向的文化刊物，不僅以生活化、

深入淺出的文字介紹台電公司的營運狀況

與重要活動、分享各類節能與核電訊息，

更結合電廠資源，進行在地文化之旅。透

過紙上導覽，閱讀之際彷彿帶著廣角鏡般

拓寬了視野，捕捉到每個角落的面貌；也

文／林蔓禎  圖／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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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顯微鏡般，一一解開企業的神秘面紗。

藉由紀實報導與真實故事的呈現，讓更多

人更了解台電、也更親近台電。對筆者而

言，每一次採訪都是一次成長，許多感動

的片刻無法一一記述，卻能長留心中成為

印記。以下略述一二與您分享。

新舊武界引水隧道的傳承與融合

南投法治村的武界部落，徜徉在高山

與溪流之間，如夢似幻，仿若人間仙境，

因而有「雲的故鄉」之美譽。當地擁有最

原始珍貴的林相與完整的生態環境，卻也

是全鄉對外交通最封閉最困難的地方。當

筆者親自踩踏過武界壩的土地，聆聽領班

講述當年遭逢強颱、地震時，協助村民逃

離的情形，更能感同身受，彷彿身歷其境。

登上新武界引水隧道、遠眺武界壩的全貌

時，對於當年建造過程的艱鉅、歷經 921

的考驗，一再印證台電人的堅韌與毅力。

從災難中看見希望

回顧高雄氣爆事件，高雄區營業處

在地基掏空、斷路殘礫、管線裸露種種極

度惡劣環境下，民眾一碗熱湯、一塊麵包

▲ 徜徉在高山與溪流之間的南投法治村 (《源》第 1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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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出來的溫度，足以鼓舞台電人的信心

與意志。在不眠不休的輪班搶修下，終於

完成 7日復電的承諾；南部發電廠為配合

高雄市政府下水道箱涵復建工程的施作，

忍痛進行天然氣管線部分切除工程，之後

為了管路原地更新復原工程及回應市政府

「石化管線不回埋」的政策，多次召開說

明會，分別向市府、中油公司和居民詳述

天然氣管線的安全性，是做為發電之用的

民生管線，而非石化管線，以此釋疑。經

過 3個多月的努力，終於在 102天之後完

成天然氣專管原地更新並恢復使用，這就

是台電的傳統，也是台電人拚搏奮戰、堅

持到底的精神。

愛的力量無遠弗屆

在睦鄰政策上，各電廠結合電廠志工、

家扶中心或地區協會的力量，以協助學童

課後輔導、說故事活動、愛心早餐、關懷

精英學生等方式，落實主動關懷的內容。

透過實際參與活動，筆者深感做公益的企

業很多，但真的出錢出力，付出真心、愛

心與耐心的，台電是典範之一。累積一次

次的參訪，我發現「誠懇、樸實、認真、

負責」是台電人共有的特質，或許是工程

師個性使然，但更可能是企業文化長期相

濡以沫的結果。堅守工作崗位、使命必達

的台電人是這樣，做公益、默默行善的台

電志工亦復如此。而來自受助人的反饋，

▲ 高雄氣爆事件周年回顧，讓我們看見台電人拚搏奮戰、堅持到底的精神 (《源》第 1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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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台電人點滴在心、樂於付出的最大動

力。

點亮每一盞燈

猶記 104年 4月走訪大甲溪電廠供應

「愛心早餐」的和平國小，天真無邪的學

童以手繪圖片表達對電廠的無限感激；江

政文校長以愛為出發點，隨時機會教育，

告訴孩子們是因為企業的善心，他們才能

天天享用好吃的早餐，所以用餐的當下必

須飲水思源，感恩企業的關懷。校長的身

教、言教與無私奉獻，是記者參訪過程中

最大的收穫與感動！

祈願台電公司繼續守護台灣、守護人

民，為每個夜歸的人照亮回家的路。

同時祝福台電公司，朝向第二個、第

三個⋯70年邁進⋯。

▲ 台電公司與台電志工，共同落實主動關懷內容 (《源》第 109期 )。

 採訪大甲溪愛心早餐過程中所遇活潑可愛的幼兒園孩童，讓

採訪過程多了份童真 (《源》第 111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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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雙月刊雜誌於民國 85年 1月

1日創刊，到今年剛好歷經 20年，當年是

由「促進電源開發基金管理委員會 (簡稱

電基會 )」所創辦，該會是台電公司仿效

「日本電力會社」成立的組織。以主動參

與、關心地方的活動，建立彼此感情，協

助地方完成軟硬體之建設，既是回饋地方，

也是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為宗旨。該雜誌

取名《源》應是本著「電力」就是一種能

「源」，另外取自「飲水思源」的美意，

俗諺說吃水果要拜樹頭，所以用電要飲水

思「源」。民國 91年 7月立法院決議裁撤

電基會，改由「台電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

審議委員會 (簡稱電協會 )」執行電廠回饋

業務，受立法院監督，《源》雜誌就改由

電協會編輯，《源》的出刊報導，改變了

民眾對台電的認知，近來對促進電力開發

協助不遺餘力，發揮極大功效，成績斐然，

歡喜迎接《源》20 周年
文、圖／朱瑞墉

▲ 筆者與孫運璿資政女兒孫璐西博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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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評極佳。

筆者是讀化學系的，曾任職塑膠公

司，因喜歡動筆桿，早時《源》雜誌的主

編林枝旺先生，向筆者邀稿。自 2005年

起開始投稿《源》共達 45篇文章，其中

41篇都是有關台電的文章。

筆者執筆家父《朱江淮回憶錄》時，

已對台電做過有關研究。接著投稿《源》

雜誌時，每寫一篇文章時，都要閱讀相關

資料、書籍，再詢問有關人員、或訪問現

場，寫了近 50篇之台電文章 (含《台電

月刊》、《同心園地》)後，對台電的人、

事、物已有相當了解，後來筆者對甚至對

其他歷史文物也產生濃厚興趣，因而被稱

為「文史工作者」。下述幾樁小故事和讀

者分享：

(1) 台電黃重球董事長曾邀請筆者擔任台

電員工訓練所的高階及中階主管培訓

班之講師，講授「台電人文知識講

座」，他們發覺台電居然有這樣多的

歷史與文物，是他們前所不曉，聽的

津津有味，筆者也覺得很有成就感。

(2) 前行政院長孫運璿的重慶南路官邸，

已整修完成於民國 103年 10月 30日，

舉行「孫運璿紀念館」落成開館。筆

者曾經參與孫運璿紀念館之台電歷史

部份規劃，台電部分的影片，有筆者

的講解。

(3) 因高中通訊錄筆者的地址被印錯，40

年來與高中同學失聯。但《源》雜誌

的文章都可上網可瀏覽，而筆者的 40

多篇上傳文章，被高中同學上網點閱，

看見筆者的姓名或電廠名，很容易就

與筆者連絡上。因投稿《源》雜誌，

找回不少失聯的同學及朋友。

為了撰寫電廠的文章，除了找尋資

料，大都要實地去採訪，發覺有不少情事

值得一提，而撰寫電廠的文章時，也會發

現一些值得回憶的過往：

(1)撰寫「新店溪的發電廠」 (刊於《源》

第 61期 )，這篇文章寫到「烏來發電

廠」時想起：民國 39年 5月企劃處長

朱江淮升技術協理，主管機電處、土

木處、企劃處。當時朱協理大部分的

時間在視察發電廠，這年 7月烏來發

電廠 1號新機組裝機完成，他站在該

發電機上留影。這是第一位台籍協理

(副總 )領導機電處 (後改發電處 )完

成發電廠 (烏來 )。

(2)2011年初撰寫「林口發電廠」(刊於

《源》第 87期 )時，去參觀該電廠，

看到 1號發電機組，想起先父朱江淮

協理 (副總經理 )早年談的一件往事：

早年台電公司供電量不足，為公平起

見，新工廠的核准用電量，一律經建

設廳電力供應審核小組審核，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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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新工廠的供電量。他是廳長兼任建設

廳的「電力供應審核小組」召集人，身

為台電員工，卻必須決定限制用戶用電

之事，覺得很慚愧，每次參加開會，頭

都低低的，覺得非常難過，這是他一生

最不好意思的事。民國 44年台電缺電

嚴重，經濟部長尹仲容曾指示興建大型

火力發電廠，民國 57年 7月林口發電

廠 1號機組 30 萬瓩竣工後，這台當時

全台最大的發電機組，就徹底解決台電

的缺電危機，新工廠申請供電從此不再

限制，建設廳的「電力供應審核小組」

亦解散。

(3 ) 2011年 7月撰寫「台中發電廠」(刊於

《源》第 89期 ) 時，去參觀該電廠，

這座世界最大的火力發電廠，廠地是填

海造地 127公頃而成，為解決臨近海

邊常有的風沙問題，經過長期綠化的規

劃下 (近年種植 36萬餘棵臺灣欖李及

臺灣海棗等 )成功獲得解決。從大門右

邊可看到近萬坪景色優美的景觀公園，

綠草如茵的庭園，花木扶疏，像一片天

然藍色天幕，更有鮮艷的花卉點綴其

間，加上精心設計的各處休閒設施，有

造型穎的涼亭，可以漫步在詠蓮池、賞

魚區、景觀公園等地方，整個廠區像是

一座賞心悅目的清泉美麗公園。要不是

有那 5根高聳的煙囪的提醒，實在不知

是在電廠內，難怪是第一個贏得「海上

花園電廠」美譽的電廠，也是近年國內

第一個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的公園化

電廠 (園區綠化占全廠地的 46%)。

(4) 刊於《源》第 103期的台電勵進餐廳

文章，執筆時想起早年在福州街 15號

▲ 朱江淮接任省建設廳長，家鄉大甲鄉親為表歡迎舉行遊街
慶祝。

▲ 詠蓮池清泉流水、綠草如茵的庭園，花木扶疏映涼亭的景觀
公園 (台中發電廠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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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電勵進餐廳，該餐廳為台電公司

勵進會 (員工福利委員會 )轄下一個

單位，台電勵進會（現為經濟部借用

改建辦公大廈），早年有各種專門社

團；也有圖書室、閱報室、會議室、

教室、勵進餐廳等。另有一個中庭，

是籃球場兼網球場，亦作教育訓練、

講習場所或戶外教學，是非常理想的

地方。置有探照燈，夜間亦可舉辦電

影聚會或康樂活動，民國 34年 12月

底政府請美國懷特顧問公司顧問來台

協助修復電力，當時就在這裡辦公，

聖誕節在勵進餐廳舉辦歡迎會。民國

44年經濟部借用福州街台電勵進會房

地辦公，台電勵進會 (福利會 )於是遷

到和平東路一段 39號舊辦公室的車庫

附近。

(5)「孫運璿夫人─俞蕙萱女士」 (刊於

《源》第 91期 )，這篇文章寫到「孫

夫人俞蕙萱女士甚為儉樸，廉潔自持，

絕不收禮不收回扣。」就想起先父朱

江淮協理所敘述的一個故事：日治時

期的台電沒有收紅包貪污這回事，民

國 34年 12月臺灣剛光復時，台電仍

由日人 (社長松木虎太 )管理，由國

民政府的台電監理委員 (先父亦是監

▲ 民國 57年 7月林口發電廠。 January 2016 51



理委員之一 )監督，聖誕節時松木社長

為搏得監理委員們 (31位 )的歡心，遣

人餽送獎金 3萬元及火雞到台電第一

宿舍 (大部分監理委員住在這裡 )，當

時 3萬元這數目相當 200位台電職員

的月薪。晚餐時八寶火雞上桌，監理委

員 (只有家父是台籍員工，孫運璿亦是

監理委員 )互語曰：「我們來臺為國家

接收整個電力，豈為 3萬元哉！」火雞

收下錢退回，出乎社長松木意料之外。

翌晨下令未經監理委員批准，不准動用

台電任何財物。台電廉潔的風範，肇始

於火雞事件，這些監理委員共同奠下的

台電廉潔風氣，至今台電依然以清廉自

許。

(6) 2011年 7月撰寫「大觀發電廠創立 80

年老當益壯」 (刊於《源》第 107期 )，

這篇文章寫到「日月潭風雲」，首任總

經理劉晉鈺因洩漏電廠情資而去職被槍

斃，1950年 5月協理黃煇升任總經理，

先父朱江淮處長升任協理 (副總經理 )，

他覺得這是最幸運的一件事，這時他主

管電廠，去大觀發電廠巡視，當時日月

潭最著名的景點是湖中的光華島，全家

就在此留影。他是當時台電台籍的第一

位協理 (副總經理 )，也是當時全台國

營事業的第一位協理。但民國 37年初

廖文毅自任台獨大統領時，其副手黃紀

男 (秘書 )曾任台電業務處管理課交際

股長，當時先父任業務處副處長，是間

接主管，因而也被列為關係人，曾被警

備總部約談多次，他覺得是最無辜的一

件事。

(7) 2009年 7月撰寫「台電公司電力系統

▲ 早年的台電勵進會 (福利會 )在福州街 15號，台
電公司勵進餐廳亦在那裡，後被經濟部借用而改

建為經濟部大廈。

▲ 1950年 5月父親朱江淮剛升協理，次月視察日
月潭發電廠後與筆者及家姐攝於光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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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周

年

特

輯

東西聯線的幕後人物─蔡瑞唐」(刊

於《源》第 78期 )。這篇文章寫到

「二二八事件」當時暴動擴大，台電

職位最高的台籍業務處副處長朱江淮

任代「代總經理」，與蔡瑞唐 (機電

處線路課長 )及柯文德 (業務處管理課

長 ) 共同執行台電公司業務，在艱危

時期，台電公司仍維持全台正常供電

沒停電。二二八事件後，民國 36年 4

月 10日與柯課長文德奉派考察國內電

業 80天，考察天津、北平、青島、上

海、南京各地電廠後，民國 36年 5月

18日要去東北，因共軍破壞平壤鐵路

而作罷，未能考察當時亞洲最大的大

豐滿水力發電廠，深感為人生的一大

遺憾。

由於《源》雜誌是台電公司的刊物，

以知性和感性記錄刊載台電相關人、事、

物；亦是電協會主辦的事務，電協會與地

方民眾的互動、關懷、協助、回饋、敦

親睦鄰等事務亦有詳實介紹；此外，大部

分文章刊登臺灣各地方之習俗、景色、民

風、手藝、古蹟及臺灣在地的故事等，成

為台電公司員工及電廠好厝邊讀者之精神

糧食。感謝《源》雜誌編輯團隊用心策劃，

並期望繼續追隨現代雜誌編排潮流，永遠

保持日新又新的活力。歡度 20周年慶的

同時，也藉由雜誌搭起的溝通橋梁，祈願

讓電業的建設更為順利。

▲ 民國34 年美國懷特顧問公司顧問來台協助修復電力，聖誕節 (12 月25 日 ) 在福州街勵進餐廳舉辦歡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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