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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溪水力開發第一人

朱書麟

文．圖片提供／朱瑞墉

民國七十四年四月台電完成

從奇萊山麓引水和龍澗擴充

兩大工程，由董事長傳次韓

與朱書麟聯合主持木瓜溪水

力發電工程竣工典禮。

朱書麟父親朱宗良先生是

革命元勳，曾任上海「民

立報」編輯(前排左一朱

宗良、左二陳肇英；中為

于右任；前排右一張維

翰；後排左二羅家倫、左

三程滄波、左四田炯錦；

後排右一谷鳳翔、右二馬

壽華、右三李嗣聰)

一生奉獻給台電的朱書麟，

因卓越貢獻獲獎無數，

卻在總經理任內因購煤案而遭受沈冤，

雖然司法後來還給他清白，

但已讓他退休後的生涯完全變調。

東
部的木瓜溪有龍溪、龍澗、水簾、

銅門、榕樹、初英等一系列的發電

廠，支流的清水溪也有清水及清流二座發電廠。木瓜溪系列發電廠

能完成，要感謝台電前總經理朱書麟先生。

朱熹後裔的工程博士

朱書麟是浙江省海鹽縣人，出生於民國七年十一月，是朱熹文

公第二十二世後裔。朱書麟系出名門，家學淵源，事親至孝，父親

朱宗良先生是革命元勳，曾任上海「民立報」編輯（總編輯是于右

任先生），後擔任浙江監察區監察使、監察院監察委員等職。

朱書麟在南京長大，就讀中央大學實驗中學，後畢業於中央大

學水利工程系，再取得日本大阪大學土木工程博士學位，高考及格

後進入政府機關服務，任職於中央水工試驗所，抗戰後期擔任資源

委員會水力發電勘測總隊第一副隊長。其後為談戀愛，去滇緬公路

鋪設油管，在交通部擔任油管工程處工程隊長、第六工程段代理段

長等職。民國三十四年在昆明接通油管，完成任務。

抗戰勝利時，戀愛的綺夢已成空，因此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

在昆明接到資源委員會的通知到台電公司服務後，就決定追隨老長

官—前資源委員會水力發電勘測總隊隊長黃煇來台。同年十二月至

重慶報到後，次年三月乘海宙輪來台參加

電力建設。

朱書麟到了台電公司，當時的機電

處長孫運璿領他見土木處長裘燮鈞（曾以

監建南京中山陵及廣州中山紀念堂而聞

民國四十一年台電公司

接受美援甄選赴美考察

的同仁合影。(前排左一

朱書麟、左二陳宗文、

左三郭宗太；前排右一

陳豫、右二葉聖鐸、右

三鈕其如；後排左一李

式中、左二陳蘭皋、左

三朱江淮；後排右一王

樹常、右二孫運璿、右

三柳德玉)

木瓜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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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朱書麟來台不久，就

回到南京與山東省蔡自聲

立委的女兒蔡世芳結婚。

婚後他身上經常不帶零

錢，因而每次一領到稿費，陸永明及楊漁訪等同仁要求請客，朱書

麟就將稿費換來數隻雞鴨請大家享用。他做學生時曾竄改先賢名句

道：「有吃萬事足，無考一身輕。」平時最喜歡大快朵頤，蘇東坡

說：「不可食無肉」，深合他的脾胃，愛吃、會吃、能吃，在台電

公司主管中無人能及。雖然常奔跑工地，仍勤於筆耕，自封為「工

程秘書」，文章發表之數量，台電同仁似無出其右者，後來職位升

高責任加重，但他依然對寫作樂而不疲。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到台灣時，曾巡視台電

的日月潭發電所，對該處的維修運轉工作甚表嘉許，並設有「大觀

獎」，此為台電公司的最高榮譽。朱書麟因多次發表論文，以其鼓

吹電源開發之論著於民國三十八年獲頒「大觀獎」。

規劃最高水頭電廠

日據時期台灣電力株式會社，電力技術水準較高，唯只經營台

灣西部電力，東部另有東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負責，其電力技術水準

較低。東部的水壩，未建在岩盤上，而是建在砂層上，所以大南、

清水、立霧及銅門等大壩，都曾被颱風大水摧毀。朱書麟先後擔任

大南工程處主任、立霧工程處副主任及銅門工程處主任工程師，順

利改建完成這些水壩及發電工程。

名），被委派為設計課計劃股長。當時台電

的工程，以修復被美機炸毀的設備為主。

得大觀獎的工程秘書

大甲溪蘊藏的水力豐富，在達見（德基）預定壩址上游，河谷

開展，陂度平緩，有廣闊的扇形集水區，幾近全流域之半，適於蓄

水；下游河川陡峻，水頭巨大且相當集中，有高落差的峽谷，幽谷

深邃地質堅硬，日人選壩址在台中州達見附近，可謂形勢天成，原

計劃壩高二一０公尺。在台灣光復前，日人規劃了十年，並已進行

大甲溪水力開發，主其事的是前台電會社土木部長增谷悠，主辦大

壩設計的是吉越盛次技師，參與電源開發的有生出久也技師。

光復後，當時的台灣科學振興會有各種科學人才，其會員為協

助政府接收，由當時台電會社唯一的本省籍技師（工程師），亦是

台電的監理（接收）專員朱江淮草擬接收的修復運轉電力計劃。而

整個大甲溪計劃的日文資料（包括日方已完成的「大甲溪開發事業

誌」），就由前述的三位技師將他們手中的副本交給朱江淮保管正本

及土木部圖書資料由該部助理工程師尤澄澈保管。

不久之後，朱江淮就向技術協理黃煇報告「大甲溪計劃」，黃

煇很有興趣，就交由朱書麟研究。朱書麟廢寢忘食用心翻譯，以中

文撰寫第一篇的「大甲溪水力開發計劃」，

並刊登於首都南京的資源委員會（台電公

司的上級機關）季刊。朱書麟博覽群書，

學問淵博，他也常在台電勵進月刊及台電

工程月刊上發表有關電力或水壩等專業文

龍澗壩的美

麗身影。

龍澗當時仍是人煙

稀少罕至的不毛之

地，圖為雲海景

像。
先總統蔣公巡視龍

澗電廠工地，與工

程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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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十一年，朱書麟、朱江淮、紐其如、郭宗太、陳宗文等

人接受美援，甄選赴美考察。朱書麟於當年十二月十八日赴美深造

一年，他在美國聯邦墾務局主修造壩技術，該局是美國西部十七州

的水利總局，為世界高壩工程技術的重鎮。科羅拉多河水災嚴重，

治理困難，因當時美國經濟衰退，急需興辦大型工程，振興產業，

乃在此河以空前高壩從事多目標開發，其高壩技術成為世界各國的

典範。

朱書麟回國後，仍任職銅門工程處。民國四十三年初，在海拔

三百公尺的銅門工程水簾壩址(該地原名瀧見，是日文觀瀑之意)，

朱書麟抬頭西望，仰見天際雲端有一懸瀑布，那裡既無土著，亦無

道路，從未有人前往一探究竟。在好奇心下，他開啟了瀧見瀑布的

探勘，就由銅門工程處水簾工程段段長李啟瑞深入探索源頭後，台

電接著動員了大批人員深入這不毛之地，從事水文、地形和地質調

查。瀧見（後

改稱龍澗）是

個無路可通的

高地，山高地

濕又冷，早期

勘測是相當艱

鉅。經由台電

公司的電力勘

測隊主任檀榮

彊及蘇慶芳等

人的勘測，吃

盡千辛萬苦，發現傍依木瓜溪的

龍澗標高三千英尺，是當時東台

灣水力蘊藏最大的，而且也是東

亞乃至太平洋兩岸最高水頭。

有次台電公司協理顧文魁等長官前去視察，上山容易下山難，

最後手足并用，並以屁股滑下山，十餘人屁股都是泥。該壩址甚

高，普通人登山要三小時，朱書麟當年是工地有名的飛毛腿，從標

高三百公尺的山腰，一路領先爬到一千四百公尺的山頂上，只花了

二個半小時，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主任委員鄧祥雲花了六

小時，台電公司董事馮簡老先生花了八小時，不愧為早年中國唯一

北極探險歸來的英雄。因這個計劃投資小而發電效益大，當時經濟

要依靠美援，在總工程師孫運璿，副總工程師陳蘭皋、顧文魁的支

持下，朱書麟奉派負責籌備工作，歷時一年餘，計劃定案，得到政

府核准，並獲得美國援華總署的同意撥款興建。

溫妮颱風肆虐龍澗電廠

民國四十三年四月，台電公司決定以銅門工程處的人馬為班

底，成立龍澗工程處，派朱書麟為處長，汪祖康、張建德、吳登貴

為副處長。是台灣第一個未由日本技師經手，而由國人自行開發的

水力發電工程。工程在困難中進行，沒有索道，沒有道路，一切物

料全靠原住民扛上三千英尺的壩址。龍澗發電廠是一座地下電廠，

由大壩進水口到地下電廠相距約一千七百公尺，工程相當艱鉅，工

程的特色在於高達895公尺的落差，為遠東最高落差的水力發電

廠。

前行政院長孫運

璿(左三)巡視工

地，由朱書麟

(右二)陪同。

龍澗電廠完工的

有功人員授獎後

留影。



第51期
2005年3/4月

6766

興建龍澗獲景星勳章

民國四十八年四月，災後已大致復

原，台電公司董事長楊家瑜到花蓮，連夜

召來朱書麟，要他趕回工地漏夜部署，以

便於次日迎接先總統蔣公蒞臨。次日，楊

董事長一早來到工地，老總統由經國先生

陪同於上午十時許駕臨工地，隨從人員包

括東區防衛司令，攝影師、廚師等，分乘

黑色轎車數輛隨行。一行人先在工程處簡單的外賓招待所略事休

息，由楊董事長介紹朱書麟晉見老總統和經國先生。老總統非常和

氣，精神奕奕，要楊董事長、朱書麟與經國先生陪同乘坐總統座車

前往電廠。蔣府家規甚嚴，在賓客前，子不敢與父並坐，所以楊董

事長及朱書麟隨總統入座後，經國先生敬陪末座，坐在司機座背後

的活動小椅子上，害得朱書麟坐得很不安心。

龍澗地下電廠離地面七百公尺，通行的隧道積水頗深，朱書麟

預備了兩部台車，一部供楊董事長陪老總統乘坐，一部供其陪經國

先生乘坐，由洞口推進到廠房參觀並走到長達一千四百公尺的壓力

鋼管斜洞下端，仰望高水頭電廠獨有的長長斜洞，十分壯觀。參觀

完畢回到招待所，老總統請大家吃中飯，飯前及席間，垂詢工程情

形甚詳，多由楊董事長應對，強調這樣高水頭的電廠我國第一，外

國也很少有，而工程係國人自己設計的，為台灣第一所完全由國人

自行設計的電廠，施工期間，遭受溫妮颱風的災害，經工作人員奮

起修復，完工發電，已可預期。老總統和楊董事長是舊識，聽得很

龍澗電廠

施工期間，於

民國四十七年

七月十五日威

力空前的溫妮

颱風來襲，龍

澗工地首當其衝，因位在颱風行徑上，房屋、橋樑損壞，大樹連根

拔起，洪水暴發。電力斷絕，動力停擺，因地下電廠離地面約七百

公尺，距攔河壩進水口約有一千七百公尺，竟被洪水侵入，機器裝

好一半，為流沙所掩埋。

等洪水稍退，朱書麟和張建德等人攀登進水口實地查看，得知

進水口完好，並未開封，而是施工壓力隧道施工用的橫坑未曾封

閉，因大水飄來三十公尺的巨木堵塞峽谷，小流木隨之堵塞空隙，

溪水高漲，成了洪水流入的進水口。

溫妮颱風後，花蓮全境受災極重，總工程師孫運璿親臨花蓮，

指導災後復舊，並動員全公司的力量，共同克服當地人力、物力、

財力短絀的困難。朱書麟身為處長，防護不週，以致龍澗災情慘

重，特向總工程師孫運璿提出簽呈，自請處分。孫運璿在了解詳情

後，即退回簽呈，並溫言有加，朱書麟感動之下更加奮勉。因風災

重購之機器設備費用高達五十萬美元，增加不少工程經費，因此工

地同仁力求節約，並自動放棄差費津貼，日夜趕工，非外勤的同

仁，也遷離龍澗工地，自動停止支領工地津貼。此外，土木處副處

長宋家治最早進入工地慰問員工，並帶來慰問品，給同仁很大的鼓

勵。

朱書麟(前左三)因

工程成就卓著獲經

國先生頒獎。

朱書麟(右)與孫

資政合影。



第51期
2005年3/4月

6968

達見（德基）大壩的高度，自二三六米降至一八

０米以減少投資金額，而獲得世界銀行同意貸

款，並於民國六十三年順利完成。

民國五十七年朱書麟升任協理（副總經理），

主管電源開發及研究發展，並兼任經濟部水資源

統一規劃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由王忠漢兼

任)，他所策劃督導的工程包括大林火力電廠、大

甲溪德基水庫及電廠、青山水力電廠及三個核能

電廠，以及三十四萬五千伏超高壓電線路的計

劃，這一電力網發展史上的空前壯舉，強化台灣

輸電線骨幹，奠定了日後發展核能的基礎，也因

此朱書麟榮獲政府頒予「特優公務員」，不但為台

電獲此殊榮的第一人，更首次打破由處長逕升協

理的記錄。

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台電公司成立三十週年，楊家瑜董事長，

在公司同仁祝福下，功成身退，陳蘭皋和朱書麟分別升任董事長及

總經理。擁有語言天份的朱書麟，像一塊海棉吸取國外核能資訊，

於九年間規劃了三座核能電廠，並策劃明湖及明潭的抽蓄發電計

劃。他是台電公司總經理具有博士學位的第一人，也是土木工程師

第一個擔任台電總經理的人，任內完成核能一、二、三廠、協和及

興達等發電廠，明湖及明潭的抽蓄發電亦是他所籌劃的工程。曾任

中國水利工程學會理事長，中國工程師學會理事長，先後發表中英

文專業論文一百六十餘篇，並著有《隧道工程》及《水力發電工程》

等著作五冊。

入神，問及何日可以發電，朱書麟報告了預定日

期。離去前老總統邀全體同仁拍照紀念。

屆時總統府電話問楊董事長：龍澗已否發電_得

到肯定答覆之後，即在次日，總統明令發佈嘉許龍

澗工程全體工程人員，譽之為「中國工程師之楷

模」，囑令查報事蹟，以便論功行賞。朱書麟獲得五

等景星勳章，這是台電各工程單位主管所獲的空前

榮耀。在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國工程師學

會第三十五屆年會時，他獲得「國父百年誕辰工程

建設紀念獎狀受獎工程師」，受獎事蹟為「主持龍澗

水力發電工程之興建及電源開發之規劃」。民國七十

四年四月台電完成從奇萊山麓引水和龍澗擴充兩大

工程，使龍澗電廠的裝置增至95,000千瓦，幾乎和日

月潭大觀電廠相近，並由董事長傳次韓與朱書麟聯

合主持木瓜溪水力發電工程竣工典禮。

負責電源開發迭獲殊榮

民國四十八年十月，台電成立達見工程處，朱書麟任副處長

(處長由土木處長王忠漢兼任)，任內完成了大甲溪上的小水力—青

山（下達見）電廠（三十六萬千瓦）。民國五十二年總經理黃煇應

聘出任世界銀行的電力專家，孫運璿繼任總經理，朱書麟任新成立

的電源開發處處長，擔負電源開發規劃及編擬計劃釐訂長期財務之

重責，以爭取國際貸款（當時美援剛停止）。他參與大甲溪開發之

規劃，推動大甲溪多目標綜合開發計劃，經三度赴美折衝交涉，將

台電總經理朱書麟

為提升辦公效率，

蓋了當時最高大樓

的台電總管理處，

卻帶來爾後一連串

的不順。



由世交衡士廉陪伴，離開台電大樓。真是天下無不散的宴席，也應

驗了「官不修衙」的古老傳說。

退休後朱書麟並未能過著平靜的生活，購煤的風波依然困擾

他，為打官司清洗自己的冤屈，他變賣了一幢房屋。抱病前來的老

長官孫資政運璿也無言以對，只能緊握著他的手說：「國家對不起

你！」而前台電總經理黃煇對監察院的購煤糾正案，更大抱不平，

黃煇說：「民國六十八年中美斷交，台灣人心浮動，不曉得台灣局

勢將如何維持，當時政府不但鼓勵，且指示應向美國買煤，以爭取

美國民間對我國的同情與支持，以商業行為做為政府的籌碼。當時

台電已向政府說明，美國煤比澳洲煤一噸貴十多塊美元，台電公司

依指示行事，想不到卻背了黑鍋。檢察官起訴書說當時台電與美國

潘氏公司簽訂高價的購煤合同，檢察官把每年最低的現貨價格與長

期訂貨價格作一比較，此一計算基礎根本不合理。根據統計，台電

歷年來交貨價格與美國電力公司比較，台電的購價每公噸便宜４至

６美元。能源危機過去，石油供應正常，燃煤價格大幅下跌，除非

能未卜先知，否則誰也無法預測，將不可預測的特別情況硬裁定台

電為國家造成重大的損失，推斷台電經辦人一定從中得到好處，真

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朱書麟晚年年邁體衰，疾病叢生，曾經輕微中風，偶會有幻

覺，醫生建議他注射腦下垂體激素，可增強免疫及防老，必須每天

注射針劑。為了方便，夫人學得注射不痛的竅門，親手打針，兩人

鶼鰈情深，在主的恩典中，依然過著快樂的日子。

附註：感謝朱夫人蔡世芳女士，訪談中提供朱先生手撰「與台電共同成長的歲

月」及一些珍貴相片，一併致謝（本文相片由朱書麟及朱瑞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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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衙與購煤風波

古有傳言：官不修衙，楊家瑜董事

長雖跼促於狹窄的和平東路舊辦公舍，

始終無意新建。台電外租辦公處所達二

十多處，不易連絡，影響辦事效率，總經理朱書麟認為台電公司需

建大樓，以便各單位能在同一屋簷下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結構

設計由旅美結構師林同琰（中央研究所院士）擔任，主持建築設計

為旅日建築師郭茂林（民國五十七年設計當年東京第一座高樓三十

六層的霞關大廈），建築工程由中華工程公司承包，中興工程顧問

社擔任細部設計，並負責監造。這座完全由國人自製的台電大樓，

於民國七十一年完成，是當時全台第一座二十七層的超高大樓，雖

提升了國內建築的水準，台電目標本就不小，遷入大樓之後，更加

樹大招風，動輒得咎，台電形象，頗受扭曲。

對朱書麟而言，三十餘年來可謂一帆風順，此時卻有悖逆於心

之事接踵而來。那時台電的電源開發處處碰壁，水力、火力、核

能，無一不遭受阻礙。就水力而言，立霧溪是待開發的最佳地點，

因環保原因，未經謀求兩全之道，雖準備工作進行過半，投資已十

億以上，仍被迫放棄至今。中部的火力發電，亦受到台中港不可作

工業港為由，台中電廠設廠被拒。核四工程當時已審標完畢，正在

進行訂立合約之際，卻以投資龐大為理由被扼殺。凡此種種，導致

後來幾年電源供應吃緊，供不應求，且核能短少，發供電成本上

升，在在均影響國計民生。

朱書麟因剛正不阿，得罪權貴，並以酗酒的罪名，上達「天

聽」，而必須提早退休。在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十九日辦理移交後，

朱書麟伉儷鶼

鰈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