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塔狂想曲

專訪「台電輸電鐵塔創意造

型設計競賽」得獎者 文 /王新偉  
圖 /台電公司輸變電工程處

在中央山脈主脊 2,800公尺左右的能

高北峰與卡爾賀山之間，有一處地勢緩平

的鞍部，在這座鞍部的兩側，是臺灣東西

部兩條最重要的河流－木瓜溪與濁水溪的

源頭。

台電東西向輸電線路的紀念碑「光披

八表」也矗立於此，這條在前台電總工程

師孫運璿先生督導下完成的東西向輸電線

路，是國民政府遷台後最重要的一項輸電

工程。它沿著日治時期的能高越嶺古道，

架設了當時東亞海拔最高的電塔，將臺灣

東部生生不息的水力發電，輸送至西部。

為紀念這條東電西送工程將光明帶至八方

地表，造福大眾民生，因此修建了這座紀

念碑，並由蔣中正總統親題「光披八表、

利溥民生」8個大字。因這裡也是花蓮縣

與南投縣的分界，山裡人遂將此紀念碑視

為兩縣的界碑。

對登山客來說，來到此處可遠眺台灣

最美的高山稜線，也可以看到一座座輸電

鐵塔屹立於崇山峻嶺之間。俯仰之間，當

年這些為台灣帶來光明的輸電鐵塔，如今

已功成身退，但儼然似一個個守護台灣山

林的巨人，挺直著高大的身軀，吸收來自

陽光的動能與熱力，感應大地的脈動，一

甲子風雨不搖，見證那段東電西送的輝煌

歷史，也為台灣電力寫下最動人的一頁。

為了讓世人記住電塔為臺灣建設和民

生所做的貢獻，同時也為了彰顯輸電鐵塔

是傳送充裕電力、改善生活品質不可或缺

▲ 電塔設計第一名作品─森森不息‧蓄勢待發。

▲ 台電輸電鐵塔創意造型設計競賽頒獎，朱文成總經理 (中前 )與得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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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構造物，台電於去年舉辦了「輸電鐵塔

創意造型設計競賽活動」，公開邀請大專

院校設計相關科系的師長或學生，以及相

關專業社會人士參與，希望透過創意設計，

打破傳統鐵塔設計的窠臼，並結合地域文

化特色，為新世代輸電鐵塔提供更多創新

的設計概念。還有另一個重要的目的，則

是為了消弭一般社會大眾對電塔的排斥，

藉此活動來傳達台電重視環境的理念，以

期為輸電鐵塔與環境景觀的共存共榮善盡

一份心力。

台電為了使所有參賽者在設計時有

所依歸，特別選定宜蘭縣南澳鄉鄰近和平

溪出海口做為此次設計競賽的情境參考標

的，而此地也是正在進行的蘇花改工程新

架設電源線路的基地，所以未來這些競賽

獲獎作品將有機會開發成型，因而對參賽

者來說，作品除了要以創意取勝，還要考

量和兼顧實際建造的可行性。

隨著徵選活動的展開，各路設計人才

在紙上展開競逐，最後評選結果出爐，計

有 10件作品雀屏中選，而台電也將這些入

選作品以縮小比例的實體模型公開展示，

讓社會大眾得以先睹這些將來可能成為新

建電塔的設計藍圖。

本刊專訪到此次競賽獲獎的前三名設

計者，分別是第一名「森森不息、蓄勢待

發」的設計者鄭文正先生、第二名「台電

之劍」的設計者吳晨隆先生，以及第三名

「海洋之星」的設計者羅義霖先生。

首獎得主鄭文正先生目前任教於致理

科技大學，是該校多媒體設計系的助理教

授，他同時也在攻讀北科大的博士班，既

是一位教授，也是一位學生，這樣的特殊

身分讓他更能體認教學相長的重要性。在

課堂上，他常常鼓勵學生去參加校內外的

各項設計競賽，他認為：透過競賽不但能

激發出個人創作的潛力，也能從競賽中獲

得更多的知識和經驗。他將設計競賽視為

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一種嗜好，10多

年來參加競賽得過 150多個設計獎項。

我問他參加競賽最大的收穫是什麼？他倒

是淡淡一笑的說：能從創作中獲得成功或

失敗的經驗遠比得獎更重要，因為這些經

驗是無法從書本上獲取的。教學上，他樂

意跟同學分享每件設計作品從發想到完成

的過程，也把每次設計比賽當作是教學的

輔助教材，然後通過課堂討論來激勵學生

的創作設計慾望。他最津津樂道的一句話

就是：比賽是我的教材之一，他認為老師

親自動手參加設計競賽的作品對學生來說

更有說服力，如果設計系的老師只注重

「教」，卻忽略「學」，就無法讓學生對

設計產生興趣，更不可能讓學生得到進步。

▲ 電塔設計第二名作品─台電之劍。

此如《禮記．學記》所言：「是故學

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

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

曰：『教學相長』也。」。

鄭老師認為設計不是高屋建瓴，

設計的創意其實來自日常生活。他以

這次獲得創意電塔設計第一名的「森

森不息、蓄勢待發」為例，其樹形結

構的靈感就是來自他每天去上課的臺

北科技大學，北科大生態校園曾獲北

市都市景觀大學及世界綠能大學全球

第 18名的榮譽，她美麗獨特的綠樹

校門，常令路人眼睛一亮，當各種植

物的綠葉攀著大樹結構的校門往上

爬，校門就會變成一棵「大樹」。於

是，鄭老師靈機一動，把高大的電塔

也化身成一棵棵大樹，「森森不息」於焉

誕生。

鄭老師將「森森不息、蓄勢待發」創

意概念融入到電塔設計，加之該電塔位於

宜蘭縣南澳鄉的和平溪上，而南澳鄉是泰

雅族山地原住民之鄉，所以電塔的設計採

用泰雅族狩獵用的弓箭圖案，以及南澳鄉

高大的原生樹形，作為電塔的主要結構造

型，藉此表現在地文化的特色，整體電塔

並以紅、白、黑三色來表現泰雅族的文化

傳統，同時強調保護在地自然環境森森不

息。

鄭老師以 H型作為電塔的主結構，並

結合三角力學為樹形骨架構，藉高大的松

樹形狀來美化電塔造型，十分巧妙的配合

電塔的導線和地線的運用。

鄭老師也對電塔的材質做了詳盡的說

明，如使用「樹脂纖維複合材料」、「角

鋼鍍錏結構材料」、「鐵片烤漆的材質」

等，兼具質輕、耐酸蝕的材質及抗潮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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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委員就電塔設計討論中。

相較之下，獲得第二名的設計作品就

顯得童趣十足，名為《台電之劍》，乍看

之下，電塔宛若一支刺向蒼穹的劍。但其

實作者的設計發想來自童玩，是台灣早期

頗為盛行如今已漸漸式微的劍玉，劍玉非

常難上手，屬於高難度的童玩，玩劍玉者

往往需要比別人更多的耐心。

設計者吳晨隆先生目前就讀東南科技

大學創意產品設計系，會有童玩這樣的主

題構想，當然跟宜蘭與童玩的不解之緣有

很大的關係，舉辦多年的宜蘭童玩節，讓

宜蘭有了「童玩之鄉」的美名，而位於宜

蘭的國立傳藝中心更是展現臺灣傳統技藝

的舞台，童玩使人看到宜蘭人童心未泯和

熱情的一面，吳同學由此產生靈感，但在

那麼多童玩中，吳同學為何會選擇劍玉這

種幾近失傳的童玩呢？

當我提出這個疑問，吳同學說，那

是因為劍玉的構造與電塔的外型很相似，

劍玉的握柄是一圓柱形，下寬上窄，原

本置於頂部的木球，吳同學將其翻轉放在

底部，就變成了電塔的基座，如此一來，

不但可增加底部的重量和穩固性，同時也

象徵著太陽；而劍玉上部的盛皿則變身成

可架設電纜線的鋼架，由其形狀會讓人聯

想到月亮，由此日月同輝來代表光明，也

象徵著源源不絕的電力照亮大地。在設計

上，吳同學考量到電塔的安全性和減輕其

重量，所以整座電塔以鏤空的設計來減少

風阻，同時藉三角形的造型來增加電塔本

身相互支撐的張力，使其能承受強大外力

的侵襲。

將古老童玩劍玉這樣的巧思融入到

電塔的設計中，不但讓人看到設計者的童

心，也改變了電塔長期以來給人的刻板印

象，讓觀者由電塔聯想到童玩，頗有一種

回到童年的意外驚喜。

當我問吳同學這次設計得獎會不會為

他的學校成績加分，他笑著說，是有特別

受到老師的「關照」了，那就是上課時再

不敢打瞌睡，要認真聽講，不然可是會被

老師當場「點名」的。

獲得第三名的設計作品名為「海洋之

星」，設計者羅義霖先生目前從事室內設

計的工作，他也突發奇想的將燈塔的概念

融入到電塔的設計當中，使電塔多了可以

指引方向的功能。

羅先生談到幼時遇到家裡停電，周遭

漆黑一片，不能看電視聽廣播，而且會令

人很不安，所以特別期待來電的那一刻。

這種記憶延續至今，讓他覺得每一戶家

庭，乃至每一個人，都無法在沒有電力的

情況下生活。因此，擁有穩定、不中斷之

電力，實為生活的基礎，然後才能為幸福

天候，可延長電塔生命週期。鄭老師的取

材並非閉門造車，他從巴黎羅浮宮廣場上

的金字塔建築獲得啟發，並向北科大的建

築與工程相關科系的老師請益取經，使其

電塔設計更符合建造的基本技術條件，如

構件材質、安全係數等，同時又有專業的

理論作為依據，從美學設計與在地文化、

建築結構、土木工程、材料運用正是一個

跨領域的整合設計。

這次台電亦將電塔夜晚發光這一構想

納入設計考量，所以鄭老師特別設計了沿

著電塔樹形邊緣裝置 LED燈環繞，並利用

裝設於電塔底部的太陽能板提供 LED照明

的電力來源。當夜晚點燈，結合夜間光影

美化的素材，如彩虹般的光景，讓設計提

案的規劃有更為整體的效果，勢必將成為

南澳未來的新地標和新亮點。

鄭老師也對這次台電先提供一段關於

目前國外電塔設計的拍攝影片給參賽者做

參考的做法大表贊同，因為影片對設計者

有所觸動，不致產生盲點，如此設計出來

的作品才能引人共鳴。

鄭老師從事設計的相關領域長達 20幾

年，雖出身業界卻因緣際會進入教育領域，

這樣的學經歷讓他覺得要從美學的角度審

視當前的公共建築與工程設計，兼容並蓄

在地文化背景，唯有清楚了解文化的意涵，

才能做到美學、文化與設計完美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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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打拼，而電塔正是在傳送電力中扮演著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也因為電塔是傳送

充裕電力、改善生活品質之構造物，所以

更要予人堅固可靠和值得信賴的特質。於

是，他想到了愛的信物，那就是象徵「承

諾」的指環，把指環送給最心愛的人，也

意味著要把幸福送給對方。電力的供應者

向每一位用電者承諾傳送充裕、不中斷之

電力，就是在傳送幸福給千家萬戶，進而

成就每個家庭的幸福生活，這就如同走入

神聖殿堂戴上指環的那一刻—「我願意，

給你幸福！」。

羅先生指環造型的電塔設計頗為簡

單，構造輕巧且幾乎無風阻，首尾相連的

3條弧形鋼管賦予電塔想像的空間，而電

塔頂部鑽石造型的燈光設計，也讓電塔具

備了燈塔的功能，加之電塔座落於和平溪

的出海口，當夜晚開啟照明，就可為海上

航行的船隻提供方向之指引，「海洋之星」

寓意深遠，這種發想創意更是令人驚艷。

由這次台電輸電鐵塔創意造型設計競

賽所引發的迴響效應，再經過設計者的精

心醞釀和發酵，讓我們對生活周邊那些看

似突兀的電塔有了一種新的認識。設計者

從環境美化、景觀生態到風土文化等各個

層面關照，導入設計思維，透過景觀改造，

恍若將電塔變身成一件件大型裝置藝術，

為公共設施賦予美學的創新意涵，也讓公

眾從日常生活中體會到設計的價值，進而

感受台電的求新求變和處處給人意想不到

的驚喜。

▲ 電塔設計第三名作品─海洋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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