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最大慣常水力電廠

台電大甲溪發電廠
青山分廠的故事
文／黃則煜    圖／黃則煜、大甲溪發電廠

▲ 災損前的青山分廠，彷彿是遺世獨立的世外桃源 (大甲溪發電廠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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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甲溪流域各電廠平面位置圖。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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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平方公里，是臺灣排名第 5長

的河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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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總督府土木課 (局 )於

1910年代初期進行了 5年期九大河川的

調查，大甲溪也被列入其中，1915年展開

水位、流量、雨量等調查及河川地形測量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保存大量日治時

期的圖資 )。1910年代後期，日人為建立

島內現代化工業，亟需豐富廉價之電力，

開始推動大型水力發電計畫。參照先前的

調查，中部地區大安溪、大甲溪、烏溪及

濁水溪等均被官方列入發展水力發電的評

估地點。其中大甲溪最為土木局所重視，

多次派遣技師及技手前往勘查。

隨後，日月潭發電工程因各項條件

較受日本政府青睞而雀屏中選，於 1919

年 8月 1日成立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隨即

著手日月潭發電所的準備工作，然大甲溪

的燦爛光彩並未被日月潭完全奪去，反而

成為日本企業家與台電角力的場所。經營

肥料及水泥的淺野財團 (台泥前身 )，在

退職總督府官員的鼓勵下，向官方提出一

大型日美合資計畫，以自家工廠電力使用

為由，要求總督府同意其於大甲溪畔設立

水力電廠，由於財團提出之計畫工期、成

本及效益均優於日月潭工程，引起全台輿

論一片譁然與質疑，此案又牽涉日後電力

供應過剩、財團間利益衝突及政治角力而

紛擾不休，然而此一爭議終因大甲溪流域

爆發一起嚴重的原住民抗日事件而宣告終

止。相較於霧社，大甲溪沿岸居住的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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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與日人接觸時間較晚，因語

言隔閡及文化的認知不同，他

們與日人間之零星衝突不斷。

1919~1920年山區曾爆發流行

性感冒，死了很多族人，當地

原住民歸咎於異族入侵，須出

草消災解厄，遂於 1920 年 9 

月 18 日凌晨發動偷襲白冷及

梨山附近的日警分駐所，釀成

歷史上著名的「沙拉茅抗日事

件」，當時青山地區 (時稱烏

來，泰雅族語：有溫泉的地方 )的魯馬社

也參與抗日活動，直到日警動用「以番制

番」的分化政策後才順利平定。也因為此

一事件的影響，日月潭工程得以全力推動，

大甲溪工程的聲浪也雲消霧散，青山地區

的原住民則被迫往谷關地區遷移。

1929年嘉南大圳完工前夕，總督府土

木部技師八田與一 (はった よいち )提出

在大甲溪上游，建設臺灣最大水力發電水

庫構想。1934年藉考察花蓮港工程之便，

八田與土木部技師等 8人，由花蓮橫越中

央山脈，抵達大甲溪流域的達見，進行實

地勘查，尋找適合建造水庫的地點，其後

並在臺灣及日本宣揚大甲溪流域開發之構

想。

1938年4月總督府發表開發新高港 (梧

棲港 )計畫，規劃中之新高港週邊工業區

有 32萬 7000瓩的電力需求，至此大甲溪

電源開發計畫乃具體成形，且此案評估發

電量比日月潭多出 4倍，總督府因此寄予

厚望而全力推動。

大甲溪自達見至下游石岡 70公里之

間，落差約 1,200公尺，每噸水可發 2.6

度電，經濟效益極高。開發計畫初期受限

於當時日本國內工業之技術限制 (水輪機

水頭不超過 200公尺 )及採重力式頭水隧

道設計 (受限於混凝土施工品質及技術，

對壓力式隧道沒把握 )，此落差無法一次完

全利用來發電，台電規劃分八級接力開發

較為經濟，這八級分別以發電所所在地為

廠名，由上游到下游依次為達見（德基）、

烏來（下達見、後改稱青山）、上明治（上

谷關）、明治（谷關）、天冷（天輪）、

豐原第一（新伯公、後變更為馬鞍）、豐

▲ 沙拉茅事件紀念碑誌 (近人設置，位於台 8線馬鞍壩附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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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二（石岡、民國 60年代因故取消）

及豐原第三，1941年經檢討後上明治及

豐原第三取消改為六座電廠，總容量為 45

萬 8000瓩，遠遠超越日月潭工程。

1943年 5月 5日，台電在天輪壩舉

行盛大的大甲溪事業興工典禮，預定在八

年內全部開發完成，其中天冷發電所建設

工程，已先行於 1941年 1月 19日開工，

至 1944年 10月進度已達 70%以上，當時

並完成東勢至達見的碎石子路面 (谷關至

達見僅可單線通車 )，這段路也是後來東

西橫貫公路大甲溪段的前身，惟因太平洋

戰爭中日本失利，工程不得不中途停工。

建廠經過

臺灣光復後，經濟部於民國 44年 3

月 1日成立了「大甲溪綜合開發計劃委員

會」，後來改稱大甲溪工作處，民國 45

年 6月完成了大甲溪開發的規劃報告。有

別於因應谷關電廠興建而於民國 46年 8

月成立之谷關工程處，台電另於民國 48

年 10月 5日成立達見工程處，負責辦理

達見水庫興建。因美援總署遲遲不批准達

見工程計畫貸款，相關業務無法展開，經

多年交涉未果，乃將達見工程計畫延後辦

理。民國 53年 6月原規劃 4000萬美元貸

款，美方僅同意以 700萬美元於谷關上游

建造一小型水力發電廠，餘移作興建林口

火力 1號機費用，此一小型水力發電廠即

為後來的下達見 (青山 )發電廠。

青山電廠對外交通以公路為主，原單

車道碎石子路面無法滿足日後建廠期間機

電重件之運輸，民國 51年 4月先期工程

開工後，不惜花費 1億元工程費，將東勢

與達見間長達 63公里的東西橫貫公路由

原單車道碎石子路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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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青山工區遼闊，台電自建約 30

公里的施工道路以通達各施工地點。主體

工程於民國 53年 7月開工，#1、#2機及

#3、#4機分別於民國 59年底及 62年完

工發電，總裝置容量36萬瓩，年發電量5.9

億度，總工程費 25億餘元，為台電公司

最大慣常水力發電廠。

因青山電廠為 50年代美援最後一個

▲ 民國 60年 1月 9日，嚴副總統家淦主持竣工典禮 (青
山電廠竣工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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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首次引進美式設計、施工技術及工

程管理，大幅提升水力發電工程品質，與

前一個國人自行設計監造的谷關電廠截然

不同，營運數十年後，從結構物混凝土所

呈現出不同的外貌，可輕易看出施工品質

的差距。民國 98年承攬復建計畫的顧問公

司邀請日本電力專家前來工區勘察災損情

況，他們一致稱讚青山電廠的施工品質較

同年代的日本水力電廠有過之而無不及。

另青山電廠是當年舉國上下關心的重大經

濟建設，除報章雜誌及電視媒體不時報導

外，參訪工區的重要賓客更是絡繹不絕。

經過辛勞趕工，終於在民國 59年 12月完

成 #1、#2機組發電，12月 20日由嚴副

總統家淦正式命名為青山電廠，民國 60年

1月 9日由嚴副總統主持竣工按鈕典禮，

觀禮者有蔣副院長經國，美國大使馬康衛

(Walter Patrick McConaughy, Jr.) 及日本

公使伊藤博教 (いとう ひろぶみ )等重要

官員及外賓，62年完成 #3、#4機組發電，

整個青山電廠終告完成。民國 85年 8月 1

日台電公司因業務需要合併大甲溪沿線各

電廠成立大甲溪發電廠，青山電廠遂改稱

青山分廠。

復建工程

民國 88年因 921大地震及後續颱風

豪雨影響，導致大甲溪河床淤高 20公尺以

▲ 60年代之青山地下廠房 (青山電廠竣工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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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沿線大甲溪各電廠均蒙受大小不等的

災損，其中 93年 72水災造成青山地下廠

房遭高漲溪水倒灌，機組設備遭土石掩埋

而受損。

青山分廠受 72水災影響無法運轉發

電，導致電力系統快速反應備轉容量及頻

率調整備轉容量減少 36萬瓩；嚴重影響

電力系統安全與頻率品質，造成的損失及

影響更是難以估算。

由於大甲溪系列發電廠與水壩對於電

力系統非常重要，並與防洪、灌溉及公共

給水息息相關，青山分廠如能儘早進行復

建，除可恢復青山分廠原有發電功能外，

尚能繼續維護大甲溪整體相關發電設施、

水壩之安全與正常運作，來確保大臺中地

區公共用水供給無虞。

進行復建工程規劃原則為：(一 )大

部分土建設施予以保留再利用，以節省工

程費用。但將發電機組、變電設備等機電

設備全部更新，以確保日後運轉維護之順

暢。(二 )脫離已往「人定勝天」的主觀

意識，採取「順應自然、尊重自然、不對

抗自然」之原則規劃施工，使復建後之青

山分廠與天災影響完全脫勾。(三 )確保

復建後之電廠可再運轉 50年。

復建工程主要工程項目包括︰ (一 )

既有地下廠房之整建、改善及補強。(二 )

新建總長約 240公尺之廠房通風直井，

排放發電產生之熱氣至地表。(三 )開關

場由原地面式移至山腹內並更新為 SF6 

GIS設備。(四 )既有尾水隧道向下游延

長至谷關壩上游左岸，隧道延長段總長約

2,091公尺。(五 )新建廠區對外聯絡通

道，由既有廠房通道向下游延伸至台 8線

44.1k高地處，隧道總長約 5,684公尺。

(六 )地下廠房區裝設豎軸法蘭西斯式水

▲ 93年 72水災洪水及土石沖入地下廠房 (大甲溪發
電廠提供 )。

▲ 93年 72水災洪水沖入青山辦公室區 (大甲溪發電廠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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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開關場區整建。

▲ 地下廠房復建。 ▲ 240公尺通風直井開挖完成。 ▲ 尾水出口結構物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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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機 4部，設計水頭約 275公尺，設計流

量每秒約 150立方公尺，總裝置容量增為

36.8萬瓩等相關工程。

經過 4年冗長的規劃調查及完成法定

程序，復建工程於 97年 6月奉行政院核

准後，台電公司全力推動各項準備工作，

98年 11月先期工程開工，99年 8月主

體工程開工，由於工地位於偏遠山區，施

工環境欠佳，開工前即研擬妥善之因應對

策，如針對工區脆弱之聯外便道；現場除

備有搶通器材外，另建立安全備料制度，

機電重件提早進場，即使天災路斷工地仍

積極趕工。再如引進增加隧道開挖安全及

提高工進之工法；採用昇井工法完成 240

公尺通風直井，鑽設長距離水平排水孔降

低 5.6公里廠區對外聯絡通道及 2.1公里

尾水隧道抽塌風險。其他如工安及防汛制

度之建立；新創門禁管制落實工安管理；

新設雲端水位監測系統杜絕電廠再次淹水

危機。因這些對策在 6年之施工過程發揮

預期之效能，加以施工人員胼手胝足克服

萬難，即使遭逢天災及隧道抽塌等意外，

復建工程亦能提前於 104年 5月陸續運轉

發電，大甲溪流域因天災而缺損之發電版

圖也因青山分廠復建完成而趨於完整，繼

續對臺灣的能源供應奉獻一份心力。

結語

青山分廠雖是位於偏遠山區的水力電

廠，但因工程規模大，環保績效顯著，施

工期間仍有不少工程及學術單位不畏辛勞

前來工地參訪，其中尤以全國第二全長5.6

公里廠區對外聯絡通道及通風直井每分鐘

240公尺的高速電梯為最令人引以為傲。

另外工區有棵高齡 200多歲的楓香老樹，

因員工募款護樹行動而遠近馳名，也是賓

客參訪的焦點。

然而施工期間外來的阻力也不少，差

點造成復建工程功虧一簣。開工初期，環

保人士挾先前撤銷中科三期環評官司勝利

之餘威，向行政法院控告環保署要求撤銷

青山環評不法，施工單位趕工之餘，又要

幫環保署草擬答辯狀內容，心裡背負著沉

重的壓力，所幸勝利官司傳來，陰霾才一

掃而空。 

21世紀是高價能源、低碳電能的時

代，水力發電是符合時代潮流最乾淨及最

經濟的綠能，青山分廠在 104年 5月運轉

發電以來，2年間在最缺電的夏季擔任電

力救火隊，對台電公司夏季用電尖鋒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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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旱象可說是一場及時雨。水力發電也是

島內少數珍貴之自產能源，自 1905年建立

第一座水力發電廠以來，迄今仍有半數未

開發，甚為可惜，如今再生能源當道，更

應積極開發以替代高價進口能源。另外水

力發電在島內已有百年歷史，國內自規劃

設計、施工、製造、安裝以迄運轉維護，

均有能力可自辦，係屬技術自主且可輸出

國外之傳統產業，持續開發可兼具環保及

經濟效益。在電力調度上，水力發電具有

快速啟動 (僅需 3~5分鐘即可滿載，火力

需 2小時 )及維繫電力品質的功能，亦是

島內電力系統全黑再啟動之緊急動力來源

(921大地震全省大停電 )。同時水力發電

也是再生能源中少數具調控能力及最具經

濟效益的綠色能源，發電成本只有離岸風

力的 1/3，而經濟壽齡更是離岸風力的 2.5

倍。如青山分廠復建花費不到 150億元，

在 105年的發電量遠高於台電公司花費

280餘億元的陸域風機產能。

綜上所述，水力發電可說是集各項優

勢於一身的再生能源，既是對抗地球暖化

的利器，也是上蒼賜給島內的珍貴資源，持

續開發可作為留給後代子孫的寶貴資產。

▲ 黃前董事長主持楓香園區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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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起清人鄭板橋在他的「竹石

圖」上題寫的一段話。

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台電人就像屹立在窮山惡水的綠竹，

不畏惡劣生存環境，堅持為理想奮鬥。多

多年後青山的故事終將被喚起，人們將記

得：曾經有一群任勞任怨，不畏艱難的台

電人，努力催生青山分廠，讓水力發電傳

承，為臺灣的永續發展提供一股潔淨而源

源不絕的綠色能源。

▲ 既有開關場區完工照片。

▲ 浴火重生後的地下
廠房。

▲ 看不到盡頭的廠區對外聯絡
通道。

▲ 滿載發電的尾水出口。 ▲ 重建後的殉職人員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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