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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溪電力百年有成 
打造水力黃金走廊

1898年日人開始進行全島之三角測量

及地形測量，測量之成果報告顯示：臺灣

山高陡峭、水流湍急、蘊藏豐富的水力資

源。對於這個缺乏煤鐵天然資源的新殖民

地，惟賴以水力電力才能啟動臺灣工業化。

經初估全島約有 23處值得開發，大甲溪即

列名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人為建

立島內現代化工業，亟需豐富廉價之電力，

於是開始推動大型水力發電計畫，日月潭

成為首選拔得頭籌。

根據《八田與一傳》記載，早在調查

日月潭水力發電計畫時，臺灣總督府內部

即有主張開發大甲溪水力發電之呼聲，但

考慮當時未能順服當地原住民取得認同而

放棄 (區域內發生多起原住民抗日事件 )。

1929年八田與一提出在大甲溪上游截流建

設臺灣最大發電能力之大水庫構想；1934

年更利用考察花蓮港口工程之便，實地勘

查後確認大甲溪流域開發水力發電之優越

性；其後並在臺灣及日本宣揚大甲溪流域

開發之構想。1936年起全島設置 32處水

文站及雨量站進行 5年期之水力蘊藏量調

大甲溪發源於中央山脈的雪山及南湖大山等群嶽之間，全長約 124 公里，流域面積達

1,235 平方公里，是臺灣中部重要河川之一，也是臺灣水力資源蘊藏量最豐富的河川；

且因中、上游河床陡峻、落差大，同時具備優越的水力發電條件。大甲溪流域電廠的興

建可追溯到日治時期，明治 38 年 ( 西元 1905 年 ) 即有台中士紳林獻堂先生投資設立的

台灣製麻會社，利用豐原地區葫蘆墩圳東西汴支圳落差裝置 100 匹馬力小水力發電，開

啟大甲溪流域發電新紀元，一場長達百年的電源開發史就此展開，現存最老社寮機組完

成於大正 11 年 ( 民國 11 年 )，年發電量約 8百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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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大甲溪以 18.25%獨占鰲頭；1938

年臺灣總督府發表開發新高港 (梧棲港 )

計畫，新高港周邊工業區需有充足電力供

應，至此修築達見水庫，大甲溪電源開發

計畫乃具體成形，因此處發電量比日月潭

多 4倍，臺灣總督府寄予厚望。

大甲溪電源開發計畫初期受限於當

時日本國內水輪機製造技術 (水頭不超過

200公尺 )及採重力式頭水隧道設計，所

以自達見至石岡長 70公里落差 1200公

尺之河道共規劃八座電廠，預定以 10年

▲ 天輪調整池遠瞰

完成達見 (德基 )、烏來 (下達見、後改

稱青山 )、上明治、明治 (谷關 )、天冷

(天輪 )及豐原第一 (新伯公、後變更為

馬鞍 )、第二 (石岡、民國 60年代因故取

消 )、第三等電廠興建，1941年經檢討後

上明治及豐原第三取消改為六座。現有五

座電 (分 )廠中以天輪發電廠興建過程最

為波折，1941年 1月 19日風風光光在明

治堰堤 (天輪發電廠進水口 )、中坑坪 (天

輪發電廠廠址，後變更至白冷現址 )及新

伯公 (豐原第一發電廠廠址 )同時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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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37年 3月台電公司成立天冷工程處恢

復施工，40年代初期完成天輪電廠，50年

代初期完成谷關電廠，60年代初期相繼完

成青山及德基電廠，其中青山電廠為 50年

代美援最後一個工程，首次引進美式施工

技術及工程管理，大幅提升水力發電工程

品質，除為台電最大之慣常水力發電廠外，

亦是當年舉國上下關心的重大經濟建設。

另德基壩高 180公尺，採雙曲線薄型拱壩，

是臺灣地區最高之水壩，也是臺灣蓄水量

第四大水庫。80年代初期則先後完成新天

輪 (後改稱天輪五號機 )及馬鞍電廠，大甲

溪流域整體電源開發前後歷時約 50餘年終

告完成，順著中橫公路溯溪而上，沿線陡

峻的山勢，可以深刻體會這段水力發電工

程開發的艱辛，順著時間的長河回溯過往，

更可緬懷工程前輩們為臺灣電力所做出的

貢獻。

關聯工程 (事業 )

   (一 )中部橫貫公路西段 (東勢 -德基 )

臺灣總督府為了有效控制山區的原住

民，在 1910年設立了蕃務署，並在山區

大量設立駐在所（警察機關），駐在所之

間則修築可容納一人通行之警備道路，便

於平日聯絡管理，緊急時則可供部隊行軍

然受二次大戰影響，至民國 33年 10月停

工，此時土木工程已完成約 7成。民國 35

年 5月 1日台電公司成立，當時業務以修

復戰後殘破的電力系統為首要，其次則完

成三大未竟工程 (烏來、天冷及霧社 )及繼

續大甲溪電源開發為要務。民國 35年首屆

光復節，當時黃則輝協理寫了一副對聯慶

祝—「電化台灣，晉光復區為模範省；開

發資源，繼日月潭以大甲溪。」—可見大

甲溪電源開發，是台電公司成立當年的願

▲  新伯公刻有天冷工程處之舊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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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馱運火砲之用。天輪電廠開工後，為了

運送日後達見水庫建壩所需設備，1942

年將谷關至達見大甲溪警備道闢建成施工

道路以供汽車行駛 (光復後稱為 (谷 )關

達 (見 )產業道路 )，另東勢至谷關的道

路亦加以改善，至此，東勢至達見約 61

公里的道路均可通行汽車。林獻堂先生於

1943年 5月 5日受邀參訪天輪壩工地，

日記寫到「從台中經豐原、東勢至明治堰

堤 (天輪壩 )亦僅車行 2小時 20分。」路

況大致不錯。

民國 45年開工之中橫公路在選線評

比時，因考慮利用此段道路可節省經費，

遂將中橫公路起點由霧社變更為東勢，民

國 53年開工的青山電廠為配合搬運機電

重件將該段道路由原單車道碎石子路面全

▲ 大甲溪流域各電廠立面相關位置圖

▲ 大甲溪流域各電廠平面位置圖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

各水庫蓄水量 (單位：m3)

德基水庫：1億 7600萬
青山調整池：41萬
谷關水庫：704.5萬
天輪調整池：40萬
馬鞍調整池：56萬

發電水頭高度 (單位：公尺 )

德基分廠：143.1
青山分廠：275
谷關分廠：182
天輪分廠：173
馬鞍分廠：106.85

裝置容量 (單位：萬瓩 )

德基分廠：23.4 
青山分廠：36.8 
谷關分廠：21.78
天輪分廠：19.5 
馬鞍分廠：13.35 

發電用水量 (單位：cms)

德基分廠：217.5
青山分廠：150
谷關分廠：138
天輪分廠：138
馬鞍分廠：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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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拓寬改善為雙車道柏油路面，奠定現代

中橫公路（台 8線）的基石。

另民國 47年開工的谷關電廠自台 8

線 44k處開闢 7公里的施工道路通往谷關

壩址及青山骨材場，民國 51~54年配合青

山電廠工程延伸 10公里至台 8線 61k處

之德基，此段全長 17公里的施工道路於德

基電廠營運後捐給公路局，通稱青山下線

（台 8甲線）。

民國 93 年 72水災肆虐，沿途土石崩

塌造成中橫公路 (上谷關至德基 )處處柔腸

寸斷，行政院決議待地質穩定後再進行中

橫公路復建，然當時谷關正如火如荼進行

復建工程，路不通公路沿線工程勢必停擺；

且公路沿線尚有輸電鐵塔及水壩等電力設

施須進行運轉維護，在徵得公路主管機關

同意後，由台電進行簡易修復，作為小型

施工車輛通行之電力維修便道。民國 97年

行政院核定青山復建工程，原有維修便道

無法提供大型施工車輛通行，遂規劃再作

修復為施工便道，適逢馬總統將中橫公路

(上谷關至德基 )交辦公路局修復，因與青

山復建工程有關，經建會將公路局部工程

(上谷關至青山 )交付台電施作，經日夜趕

工已如期於民國 100年元月開放梨山地區

居民通行。   

(二 )東勢支線火車 (豐原 -東勢 ) 

大甲溪電源開發計畫以上游達見水庫

為樞鈕，建造壩高 200公尺之混凝土重力

壩，蓄水量高達 3.28億立方公尺 (民國

50年代，達見大壩肩負起年間洪枯兩季系

統發電量調節的任務，因應社會變遷改為

年間支援大甲溪各電廠每日發電 6小時尖

峰可靠出力，壩高降為 180公尺，蓄水量

▲ 明治堰堤 ( 現天輪壩 )今昔對照

▲ 位於中橫 35.7k谷關舊 (右 )隧道 (日治末期 )，新 (左 )
隧道 (民國 50年代 ) ，二者皆由台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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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半 )，壩高媲美當時世界第一高壩胡佛

壩 (壩高 220公尺 )，因壩體積達 150萬

立方公尺，將龐大之水泥及機電設備運到

偏遠山區是一項艱難的任務，此時豐原至

石岡雖有輕便鐵路 (可銜接林鐵至谷關八

仙山林場 )，因位於大甲溪南岸，與北岸

的東勢隔河相望，在 1933年大甲溪吊橋

完成前，進出東勢極為不便，且輕便鐵路

除無法提供龐大運能外，更無法與縱貫鐵

路接軌，日人評估後不予採用，重新規劃

以火車運至豐原後轉新建之鐵路支線到東

勢，並以東勢當作集散地，水泥以索道運

搬至達見，其他資材則走道路。1943年

道路通車後，鐵路及索道工程依計畫應於

一年內完工，惟受 1944年發電工程停工

而中止，此時鐵路工程已略具規模。民國

47年政府利用既有設備及基礎，恢復東

勢支線施工，民國 48年元月通車後，陸

續將谷關、青山及達見電廠所需建材及設

備運至東勢轉運工地，完成階段性任務。

(三 )東勢高工 (私立東勢工業技術講習

班 ) 

大甲溪電源開發計畫預定以 10年期

間完成 6座電廠，施工及營運期間均需大

量技術人力，開工初期即有設置工業學校

培養技術人力之構想，然隨工程停工而中

▲ 浴火重生的青山地下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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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光復後，前東勢建設所渡邊秀幸所長

感念東勢名醫劉江性對其獨子救命之恩及

對大甲溪電源開發之關心，出錢出力，支

持劉江性醫師於民國 35年成立東勢工業技

術講習班，聘請電力公司土木工程師及留

日學生為師資，講授電氣、土木等電力相

關課程，為臺灣培育電力人才。後因經費

短絀及當時政治環境因素改由臺中縣政府

接辦，更名為臺中縣立東勢初級工業學校，

後升格為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幾十年

已有數以百計之校友投入水力發電行列，

達成當初創校之目的。

(四 ) 達見堰堤建設部辦公廳舍

達見堰堤建設部辦公廳舍位於臺北市

和平東路，1939年至 1945年作為台灣電

力株式會社達見堰堤建設部辦公室使用，

1945年 5月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本部因受美

軍空襲炸毀，遂疏散至此處辦公；1945年

5月至 1946年，此地成為台灣電力株式會

社本部辦公室；1946年 5月 1日台灣電力

株式會社改制為台灣電力公司，此建物即

成為台灣電力公司總管理處辦公室；1982

年總管理處搬至羅斯福路現址後，改成為

核火工程處辦公室，使用至今。 

▲ 大甲溪秘境 -青山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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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民國 88年 921大地震，導致大甲溪

沿岸崩坍嚴重，遇雨形成土石流，淤積高

於河床。90年桃芝及 93年敏督利二次颱

災襲捲，更造成大甲溪各電廠嚴重受損。

復建期間在大甲溪電廠及水力發電工程單

位努力下，德基機組於 95年、老天輪機

組於 96年、谷關機組於 97年陸續恢復正

常運轉，而復建規模最大、工期最長之青

山機組也已於 104年加入供電行列。考量

日後山區異常天候可能衍生之各項災難，

復建工程已有妥善之設計及對策，大甲溪

電廠應可再安全運轉 50年以上，繼續為

台灣經濟打拼。另社寮機組營運超過 90

年，即將步粗坑、竹門及后里電廠之腳步，

晉升為百年「電瑞」，水力電廠證明只要

友善管理運維，它們的貢獻可以造福後世

子孫。大甲溪是臺灣水力發電的重鎮，它

曾因默默奉獻而幾被人遺忘，如今因綠能

當道而再現昔日榮耀，如果將來水力電廠

轉型走生態觀光的路線，將是見證幾十年

來幾代工程前輩戮力完成的豐富人文史

蹟，也是最好的電力歷史教材。

▲ 蓄水量中部最大 -德基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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