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圖／黃芷庭

我家在變電所

「你家住在變電所，沒問題嗎？」，

「可以住嗎？不怕電磁波？」，臺中霧峰

變電所備勤宿舍的住戶，經常被民眾如此

好奇探問。

走進備勤宿舍中庭，被住戶戲稱「無

敵鐵金鋼」的高聳 345kV電塔矗立眼前，

從客廳走出陽台前往，跟變電所的變壓設

備僅僅距離 40公尺，變電所林領班拿著校

正過的電磁波測量儀，測量數據顯示不到

1.6~1.8毫高斯，遠低於環保署所建議的

▲ 81年歷史的霧峰變電所，曾是南北電力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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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3毫高斯，反而走進客廳一靠近電扇

馬達時，測值頓時飆到 140毫高斯以上。

顯見家用電器電磁波的影響遠高於電塔，

居住環境的安全疑慮不攻自破！因此面對

偶有的抗議，宿舍住戶們總認為：「有什

麼好抗議？我就住變電所旁，你們住的距

離，還比我們遠呀！」

霧峰變電所 80年　臺灣電力史
縮影

霧峰變電所設立於民國 23年，已超

過 80年頭。日本撤臺後，電力設施被盟

軍轟炸，以致發電量僅剩 1/10。物資人力

窘迫的時局裡，日月潭水力發電廠率先重

建完成，才將電力轉送到全臺變電所，當

時霧峰變電所就扮演著南北電力樞紐的角

色。民國 98年成立超高壓變電所後，目

前對於中部及北部電力營運，更擔當著重

責大任。台中供電處周元生副處長形容：

「霧峰變電所一打噴嚏，中部就有供電隱

憂。」，因此同仁 365天 24小時待命，

為的就是讓市民享有穩定便利的用電。

高齡 80多歲、在地甲寅里里長林文

卿回憶說：變電所在日據時代就已存在，

之後居民陸續遷住。他回憶兒時曾在台電

吃冰、看電影；當時養牛蒐集草料，就在

變電所人員監督下，到菜瓜棚下 (屋外型

變電所 )下割草，10餘年皆如此。周副

處長說：當時狀況電力不普及，家戶僅有

5瓦小燈泡可用，村里長一廣播—台電要

「牽電火線」(拉電線 )，民眾莫不雀躍歡

欣、甚至熱情邀請台電施工員工到家吃便

飯。

目前霧峰超高壓變電所轄管 7個變電

所，包括霧峰變電所以及6個配電變電所，

負責 345kV系統 4回線、161kV系統 10

回線，以及 69kV系統 10回線等，肩負

中部地區的電力供應重大任務。業務內容

包括設備周期性維護、定期停電作業、現

場巡視等一般維護，活電設備做外部診斷

等，以及環境景觀等等敦親睦鄰的友誼工

作。防止跳電的人為因素可以防患降低，

但像蛇害、鳥害或瞬間雷擊則難以避免，

周副處長表示，過去總能在 10-20秒的時

間內就緊急復電，用戶甚至沒有感覺到曾

經停過電，都是有賴同仁隨時待命、而且

使命必達。

宿舍一牆之隔搶修零時差　上下

班都同心

就是為了能在故障的第一時間緊急搶

修，而不危及用戶的電力需求，變電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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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勤宿舍通常就近興建。與霧峰變電所只

有一牆之隔的備勤宿舍，眷屬宿舍 35間，

單身宿舍 50餘間，目前供應給輸電及變電

系統員工居住。曾榮和課長解釋，因為許

多新進同仁考進台電時還是單身小伙子，

經過一段時間結婚後，就從單身宿舍轉進

眷屬宿舍後，後續生兒育女增加生力軍，

演變成「全家人以變電所為家」。也因此，

電力系統半夜有狀況，宿舍內的電話一響，

員工緊急著裝出勤時，往往是「一人出勤，

全家跟著一起醒。」。

上班工作在一起、下班也生活在一起，

宿舍裡的員工們相處有如家人一般，備勤

宿舍的話題三句不離電力，「革命情感般

的聯繫，讓大家利害休戚與共，全家人都

把台電當成自家老長官！」。烈焰當頭的

假日值勤，熱情的宿舍媽媽就會熬個冰涼

綠豆湯，送給辦公同仁消暑；社區內的太

太們互動良好，在宿舍後方的開心農場種

種菜，白天到外當志工，晚上則散步跳排

舞；宿舍區後方的排球場，不時有友誼賽

登場的加油吶喊聲；而街坊一起看顧著長

大的子女，互相叮嚀提攜少不了，甚至由

員工自開家教班做課後輔導。

以前住慣了霧峰的透天厝住家，唸成

大碩士班的林領班兒子說：父親因為工作

需求、國小時從老家搬進變電所宿舍，他

曾抗拒排斥。但住久了之後，父親工作上

的辛勞，他歷歷在目而能更加體恤，在社

區內還能跟同儕聊興趣一起打球，比以前

更有凝聚力與認同感。

對於外界經常傳言，變電所電磁波過

強，陳文峯督導住家陽台前就是基地台，

他說：「對健康有疑慮的話，自己早就先

害怕了。」，有人說：「住家離變電所太近，

生不出男生！」，然而所長三個小孩都是

壯丁；鄰長搬過來住之後，更在三女之後

添了男丁；還有人質疑「囡仔讀嘸冊」？

不過在此出生長大的第二代，卻不乏有留
▲ 備勤宿舍比鄰「無敵鐵金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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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碩士，甚至執業醫界、法界的醫生和檢

察官，居民笑說：「有電過，卡會讀書！」。

車籠埔斷層就在霧峰鄉境內，921地

震時，位在斷層帶的舊宿舍遭到嚴重損

毀。員工一面要搶救電力、一面要搶救家

園，工作家庭兩頭燒心力交瘁。於是眷屬

們主動出面，負責生活上的伙食、住宿等

調度，無薪義務付出，讓第一線的員工專

心工作搶救電力，終於完成不可能的任

務，讓臺灣在 20天後即復電，一舉打破

日本 3個月才能復電的預言。

日治時期就已經存在的設備已老舊，

加上傳統屋外型變電所，空間占地大且易

受灰塵污染，因此大部分設備已改建為屋

內式。霧峰變電所目前進行 69kV開關設

備改建工程，陸續汰換成面積小、電力營

運更穩定的 GIS(複合式氣封絕緣開關設

備開關設備 )。這項工程以一邊供電一邊

更改的「穿衣改衣」方式進行，雖然突顯

難度、增加挑戰，但卻可以不影響供電，

更省下為數可觀的工程費。

「台電人的妻兒不好當」第二代

投入更見凝聚力

特別的是，變電所隸屬的中供處，有

▲ 工安至上才能零事故。

▲ 工具箱會議確認工作細節。

▲ 變電所工作重要，辛苦卻罕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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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的第二代生力軍，形成多對的父女父

子檔一起上工的特殊現象。像是維護班員

中唯一女性的洪淑貞，可說一家都是台電

人，包括父親、表哥、弟弟與弟媳，皆在

台電服務。兒時曾住過備勤宿舍，她猶然

記得每逢下課後，員工兒女們一起互動的

濃厚人情味。48期首次招考女性員工而進

入台電就職時，她不考慮在辦公室吹冷氣

的行政工作，反而選擇到外場學習現場工

作。她說：初來乍到開始學設備結構，有

如鴨子聽雷，過去從來不知道父親工作的

艱辛，直到自己身臨其境，才知有多危險。

當然外場環境不如辦公室舒服，必須跟著

一堆大男生，在炎炎夏日下狂飆汗水，卻

是很值得的學習成長經驗。

最近喜獲麟兒的維護班員洪世昌，第

1年初試啼聲就考上台電，讓台電老爸洪

貴州課長放下心中大石，因為穩定工作讓

他不再操心兒女前途。他說：「如果像外

界說的很危險，怎可能叫自己親兒子進來

報考。危不危險，他最清楚。」，而近來

更讓洪課長開心的是，家裡添了金孫、他

升格當上阿公。

同樣最近當上爸爸的周旻賢，從小跟

著台電爸爸輪調全臺各地。兒時印象是：

父親總是辛苦工作到三更半夜，他老被母

親抱走叮嚀「別吵老爸，讓他專心！」，

回憶初進台電，剛下單位磨練卻有聽沒有

懂，他一點一滴慢慢克服。父親對他強調

再三、不可輕忽的是「工安」，尤其在高

風險環境中，必須小心專心才能換取安全；

更忌諱的則是「裝懂」，要多請教經驗豐

富的領班。對此他感受深刻，因為第一線

值勤時，有供電壓力的分秒必爭，只能聽

命於領班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但他事後會

針對不懂的步驟，一一再請教前輩。對於

媒體偏頗的報導，讓許多冒著生命危險搶

▲  每個工作細節都是技術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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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台電人相當委屈，周旻賢期許：能夠

透過自己的努力匡正社會觀感。

「台電人的妻子不好當」，陳文峯

督導說：「為了『點光明燈』，半夜出

勤，颱風天冒險外出工作，台電同仁四處

奔波，小孩都給妻子帶。」，「工作優先

於家庭」的原則，讓台電人的妻兒更學會

體恤與擔待。因工作四處輪調的周副處長

說，早年為了工作通勤，太太抱怨 3天才

能看到人；後來老二在屏東出生，看到爸

爸，竟然以原住民語叫父親「阿弟杜」，

讓他相當感慨。

林領班是 35年資深的台電人，同是

在地人的老婆說，懷孕生產時老公缺席好

心酸；後來他輪三班制時，跟同樣上班的

她，時間老是錯開，甚至兩三天看不到一

次面。

白天領班晚上鄰長　敦親睦鄰靈

魂人物

「白天是領班，下班是鄰長。」，台

電備勤宿舍被編設為 1個鄰，擔任鄰長的

▲ 霧峰變電所攸關中部供電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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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林領班。中供處長同樣住在宿舍內，

同事們打趣的說「上班時，處長管鄰長；

下班後，鄰長管處長。」。身為在地人的

林領班無所不知、無人不識，因為和氣勤

快，連續當了 9任被表揚為傑出鄰長。「彌

勒佛，笑嘻嘻」、「土地公，有求必應」

都是對他的形容詞，熱心的他，太太卻揶

揄他「爛好人，人好爛」，因為總是把好

的留給別人，自己使用的就不挑剔。幽默

的林領班，總是妙語如珠，替苦悶的維護

工作，妝點了不少樂趣。「維護班的舞台

在現場」，他以押韻的流利臺語說：「別

人是在辦公室拿筆、我是在現場拿鉗子拿

鈑手。」。工作上名言諸如：苦幹實幹，

才不會被移送法辦，避免工安臉盆效應，

他向班員叮嚀「你要找設備的麻煩，別讓

設備來找你麻煩！」。

里長伯說，他與林家自上一代就已熟

識，林領班為人勤快，敦親睦鄰的活動總

少不了他的幫忙。這天來到里長辦公室，

看到日光燈一閃一閃，他二話不說，梯子

一拿就爬上去幫忙檢查。領班兼任鄰長逾

10年、還額外兼任調解委員，要談甘苦，

他憨笑的說：「幾乎沒有甘、只有苦啦」，

「手機一響，會找你的，都沒好事，小到

割草，大到大修。」，話才說完，手機又響，

推敲是件麻煩事，他又是滿臉笑容的回應

「好、好、好」讓對方安心。

「我家就住變電所」，備勤宿舍與變

電所零距離的設計，完全是出於全民用電

穩定的考量，家眷與員工一家親，衍生許

多獨特的人情趣味。即使公用緊急電話拉

線裝設到自宅，必須忍受半夜響起而驚動

全家人的心理壓力；雖然在風強雨大的颱

風夜裡，宿舍裡的男主人總是必須奪門而

出、無法陪伴守護家人，但這些守護電力

的尖兵們，只有一種想法─「排除萬難，

穩定供電」，以穩重沈著而積極的態度修

復故障電力設施，無盡辛苦只往自己肚裡

吞。言談中，他們輕描淡寫工作點滴心酸，

總以笑容做結論：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設

備恢復正常，復電點亮的那一刻！

▲ 里鄰合作、服務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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