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水資源‧電力科技‧生態走廊

位於臺中市的大甲溪為臺灣本島主要

河川之一，發源於海拔 3,500餘公尺高的中

央山脈雪山及南湖大山等群嶽之間。由東向

西流經梨山、佳陽、德基、谷關、白冷、馬

鞍、東勢、石岡等地，流域面積約為 1,244

平方公里。大甲溪迴旋於淺山之間、貫穿高

峻地塊、地壘、山地，橫切台地、盆地、最

後形成扇狀平原而入注臺灣海峽，由上游至

下游，約有 100多公里，高度落差約 1,707

公尺。河流的垂直變化使溪谷有寬有窄，溪

流有緩有急，且有化石河、峽谷、河階、角

階、平坦肩狀陵，變化多端。也因流域涵蓋

範圍長，海拔高度落差近 1,700公尺流，使

流域呈現亞熱帶、暖溫帶到冷溫帶等各個不

同之氣候帶。年平均流量約 31立方公尺／

秒，河川坡度陡急，平均坡降為 2.6%，由

於落差極大，水量均勻且豐沛致使其單位河

長蘊藏水力高居全國河川首位，為臺灣水質

源最豐富的河川，亦為水力發電的重心。

民國 85年台電將大甲溪主流沿線德

基、青山、谷關、天輪 (包括新天輪 )、馬鞍、

社寮及引用大安溪水的百年后里電廠等 7座

電廠及機組，合併成大甲溪發電廠 21部機

組，發電 142萬瓩。因九二一震災復建後的

青山電廠更獲得 ISO2000認證。102年台

電公司為關懷地方發展，決定將大甲溪電廠

轉型為生態電廠，首先整理馬鞍壩區環境，

與林務局、臺中水利會等單位合作，結合谷

關溫泉及下游之八仙山、馬鞍壩、白冷圳，

形成一個可以「輕車客運、鐵馬重機、老少

皆宜、漫步健行、知性觀景、山水攝影、溫

泉泡湯、名泉泡茶」的「森林‧水資源‧

電力科技‧生態走廊」，成為生態及能源

教育的知性旅遊環境。

水力電廠轉型生態電廠

由大甲溪發電廠規劃設置的生態園區，

主要範圍在天輪發電廠及馬鞍壩兩區，位

在上游處的天輪社區前的大甲溪天輪發電廠

和白冷鐵馬補給站，是單車族最愛的補給中

心。這裡不僅提供飲料、水及食物等物資，

還有以大甲溪發電廠發電尾水製造的白冷冰

棒。白冷冰棒是利用該地區優質水源製作而

成的冰棒，單吃清冰口味，味蕾就能感受甘

甜的水質；更有特製五葉松口

味，入口的松香味和蜂蜜的芳

文、圖／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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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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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甲溪發電廠生態園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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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搭配得宜，入喉清爽值得一試。因白冷冰

棒平價實在的口碑，每到假日補給站總是門

庭若市，也為白冷社區聚集更多人氣。

補給站旁的天輪發電廠，不僅是大甲

溪電廠的控制中心，電廠內景觀更是別有洞

天，由舊 KV高壓開關場轉型而成的電廠花

園，剛硬的外觀中，意外地看得到充滿詩意

的小橋、流水、魚池，以及充滿禪意的發呆

(待 )亭。大甲溪電廠的同仁，總說這是一

座充滿「愛」的花園。原來花園中的照明燈

具和入口造境，都是利用舊開關場淘汰的礙

子 (註 )為媒材的裝置藝術。原是 KV開關

場中絕緣裝置的陶瓷礙子，在電廠改為 GIS

開關場後，舊有的礙子拆下用不著，堆積在

舊開關場中，為處理這些礙子，電廠還找了

資源回收商來估價，業者考量陶瓷材質需

打碎後再回收，整批礙子估價後竟只值 800

元。鄭廠長實在不捨這些長年奉獻台電的材

料被廉價收回，同仁靈光一現，提議將舊碍

子拿來布置電廠，礙子特殊的紡錘式造型，

意外的契合造景藝術布置。於是愛情公園中

的燈座、裝置藝術，都將礙子造型發揮得淋

漓盡致。社區里長看到天輪電廠將礙子運用

得有聲有色，也提議電廠將剩下的礙子提供

給鄰近社區，作為社區造景統一意象，又因

「礙」與「愛」諧音，讓白冷、天輪社區，

到處充滿愛的力量。電廠花園

的愛情步道、愛情廣場、社區

意象、公車候車亭等地方，只

要稍加留意，都可看到造型獨

樹一幟、模樣完整的礙子。原

本要被淘汰的陶瓷礙子從此獲

得新生命，由原本 800元的回

收價，成功變身為無價藝術，

也讓更多人了解看到發電器材

與藝術創意無縫結合的新生

命。

電廠公園一旁的白冷圳取

水口，是個不折不扣的百年古

蹟，白冷圳的開發早溯到 1913

年日治時期，日本人為了發展台灣糖業、繁

殖蔗苗，在台灣各處尋找「蔗苗養成所」。

新社河階台地的位置及氣候良好條件，被日

本人相中，設立「大南庄蔗苗養成所」。為

將大甲溪水引入新社灌溉，由當時在臺技

師磯田謙雄 (いそだ かねお )先生設計倒虹

管式取水，順利將和平白冷

地區的溪水，引至新社、石

崗、東勢等地區。白冷圳全

長 16.6公里，天輪分廠的對

岸，就是白冷圳的取水口，

取水口起於海拔 553公尺，直

到終點新社「圓崛」分水池，海

拔 530公尺，23公尺的高低落

差，讓白冷之水向外灌溉約 790

公頃的田地，解決了當時的民

生、農業用水問題。

集電力科技與生態廊道

於一身─馬鞍壩

下游端的馬鞍壩魚道、白

冷吊橋、生態彩繪、綠能發電展

示、動輪實體、生態科技展示

館、發呆亭、鷺鷥島的馬鞍壩，

更是結合電力知識、生態教學的

重要廊道。

馬鞍壩生態魚道早在民國 87年就已設

置完成，直到92年設置魚道 (梯 )水中攝影，

將魚類的游動情形與影像回傳，提供學術及

生態的觀察。馬鞍壩攔水發電，對魚類棲地

確實會造成部分影響，隨著生態魚道 (梯 )

的完成及使用，讓水壩的建

置對生態的衝擊降到最低。

魚道 (梯 )的開放參觀，不外

乎讓人看到大甲溪電廠在環

境保育與維持生態的努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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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台電白冷鐵馬休息站，除提供補
給物資外，白冷冰棒也是熱門商品

③ 天輪社區入口意象與景點標示
牌，是以礙子裝飾而成

④ 舊開關廠中隨處可見淘汰礙子的
身影

4

註： 用於輸電系統之中，連接電線桿、鐵塔與傳輸高壓電的懸掛電纜之間的絕緣體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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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水池式階梯及丹尼爾式 2種魚道 (梯 )

沿著馬鞍壩體平行建置而成，提供臺灣原生

種魚類洄游，透過兩扇透明觀景窗，可看到

魚道 (梯 )水位的高低變化，碰上魚類洄游

時，更可近距離觀察逆流而上的魚類。大甲

溪豐富的水文及綿延的流域，孕育了許多魚

種，大部分為臺灣鏟頷魚、臺灣石 、溪哥

仔等等。九二一震災前，大甲溪的魚群種類

多樣且數量繁多，是釣客們的最愛，假日晚

一點出門，大甲溪沿岸幾乎都被釣客們的車

給停滿。然而，隨著地震、水災等天然災害

的威脅，大甲溪水文的變化不復以往，魚類

數量亦急速銳減。每年 9月，大甲溪電廠

在馬鞍壩舉辦魚苗放流活動，為大甲溪注入

新生命，也希望在魚道 (梯 )中可持續見到

如俗稱苦花的臺灣原生淡水底棲魚類臺灣鏟

頷魚、石 等魚類的身影，隨著溪水在魚道

(梯 )中跳動洄游。

馬鞍壩的上方，有座大甲溪電廠的同仁

暱稱為鷺鷥島的沙洲，其實鷺鷥島是馬鞍壩

調整池中央的一個小島，島上茂盛的林木成

為白鷺鷥、黃頭鷺、夜鷺等鳥類的棲息地，

每天清晨總有成群的白鷺鷥、黃頭鷺迎風飛

翔，傍晚時分更是熱鬧，除了白鷺鷥、黃頭

鷺的歸巢，還可見到夜鷺成群出動，盤旋

在馬鞍壩上方。隨著水位的高低，鷺鷥島的

周遭會有小野鴨繞著鷺鷥島游泳，悠游自在

的，從早到晚都有不同鳥類進駐，顯示鷺鷥

島早已自成一個生態圈。正如馬鞍壩一旁馬

賽克拼貼而成的生態彩繪內容一樣，白鷺飛

翔、魚躍馬鞍。鄰近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的馬鞍壩除了可觀賞到魚類、鳥類之外，植

物的多樣化也吸引許多動物棲息，如常可觀

察到的寬青帶鳳蝶、大鳳蝶、白紋鳳蝶；猴

子、山豬甚至保育類動物的山羌等，都藏身

其中，在馬鞍壩一旁的生態展示中心，便訴

說著有關大甲溪的生態故事。若想好好觀察

馬鞍壩的鳥類生態，不妨利用由舊辦公室改

造而成的「發呆亭」，沒有多餘擺設、簡單

素雅的空間，是一個可遮風避雨觀察鳥類的

好地方。

除了自然生態景觀，馬鞍壩更結合電力

教室的概念，展示微水力發電機、水輪機動

輪實體、風力發電機與太陽能發電等設備。

來到馬鞍壩，也看到台電如何將自然能源轉

為電力，以微水力發電機為例，參觀者可以

親自操作供水控制閥，體驗由水力推動水輪

發電機運轉進而轉化為電力的情況，微水力

發電機的最大發電量為 200瓦，約可點亮家

7

⑤ 沿著馬鞍壩大甲溪沿岸所建的水池式階梯魚
道 (梯 )(右 )及丹尼爾式 (左 )魚道 (梯 )

⑥ 微水力發電機組，最高可發電 200瓦

⑦ 由舊開關廠改建而成的電廠花園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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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維護能再次活絡在地

觀光，觀光人數增加後，

在地人力需求增加，用人

在地化，更能吸引流浪在

外的年輕人回流，中橫沿線的暢通及繁榮或

許是指日可待的。鄭廠長希望用大甲溪生態

走廊的觀念，串聯大甲溪沿岸多點觀光，讓

外地遊客能駐留於大甲溪，大甲溪電廠所做

的發引，是人類與自然間的和平共存，然而

在鄭廠長心中，認為環境、生態的保護，最

終還是回歸到人類身上。

大甲溪生態園區，於 5月底完成所有

工程，今 (104)年暑假將正式對外開放參觀。

屆時，在台電退休員工、八仙山森林遊樂區

導覽志工們的解說下，以在地、非台電人的

用日光燈 4-5盞，與一旁由青山分廠退役直

徑 2.94公尺，最大輸出動力為 109,000瓩

的水輪機動輪相比，顯得更加微小，也凸顯

台電水力發電機組的發電實力。

電廠獲肯定  用心經營創造地方繁
榮

大甲溪是臺灣重要河流之一，大甲溪電

廠豐富多元的生態，在水力電廠中，也具有

象徵性意義。然而，將大甲溪生態電廠的概

念推廣落實的，是現任的廠長鄭郁邦。鄭廠

長 102年度接掌大甲溪電廠後，認為電廠可

朝向更親近自然、更多元、更開放的方式來

角度，深入大甲溪，認識

大甲溪電廠。走一趟大甲

溪生態園區，親自體驗「森

林、水資源、電力科技」

的生態走廊，接觸大甲溪流域的鳥、魚、蝶

以及植物生態，感受環境與電廠的共生共

存。

經營。在廠長與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大甲

溪生態走廊由原本的藍圖，逐漸轉變為一個

個有形的展示實體。大甲溪電廠的堅持與努

力，除了獲得 103年度企業環保獎殊榮外，

也獲得臺中市林務局、林管處以及臺中市和

平區在地人士的肯定。更有和平地區經營農

場多年的羅濟貴先生，於晚年時將畢生收藏

之蝴蝶標本全數捐贈給大甲溪電廠，希望大

甲溪電廠繼續照顧他的畢生心血，可見在地

人士對電廠用心經營之肯定。

「廣義的來講，環境保護並不是只有保

護動植物，人與動物、植物的互動，在生態

圈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鄭廠長說。若

10

⑧  羅濟貴先生捐蝴蝶標本給大甲溪電廠

⑨  由青山電廠退役，直徑 2.94公尺的水
輪機動輪

⑩ 馬鞍壩中的鷺鷥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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