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木瓜溪的故事

台電在奇萊山裡開鑿了一條「水路」，

讓水可以連通木瓜溪的八座電廠，把引進水路的每滴水，

發揮發電、造景、灌溉、飲用等功能，一滴都不浪費。

只要親眼看到了這條「水路」，

就會感受到台電人早期為了建設所付出的心力，

多麼值得尊敬。

柔
軟的水，擁有無窮的力量。水從高處往低處流，具有相當的動

能。因此利用水流落差造成的衝力，帶動水輪機，連接發電機

以水力發電。水力發電並不會造成環境污染，而且發電完後的水還可

以放流供下游使用，是最環保的發電方式之一。台灣一向雨量充沛，

加上河川陡峻，非常適合水力發電。在光復初期，水力發電是東部發

電的主力。

台灣水力電廠最密集的一條溪

生產玫瑰石與風景石聞名的木瓜溪，發源自中央山脈的奇萊山

區，是花蓮的主要河川之一，也是台灣水力電廠最密集的一條溪，共

有龍澗、水簾、龍溪、銅門、清水、清流、初英、榕樹等八座電廠。

橫貫中央山脈東西兩側的「能高越嶺古道」，從南投的廬山溫泉，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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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溪

「水路」探奇

一斧一鑿，
打造出東部發電廠的
川流發電傳奇

文／邱麗文 攝影／林枝旺

天池、能高山區、天長斷崖而抵達木瓜溪上游，是許多

登山愛好者常走的路線。這條古道也是台電公司的「保

線路」，從木瓜溪下游的銅門發電廠，沿途架設高壓電

塔將台灣東西部的電力系統聯結，把早期的東部剩餘電

力輸往西部使用。

民國四十年十月成立的台電「東部發電廠」，為了

讓水力資源的運用更加落實，陸續在木瓜溪中、下游興

建電廠，並在奇萊山裡開鑿一條連接各電廠的「水

路」，讓上游的水力能夠經由水路繼續提供中、下游電

廠發電。為了興建深山裡的水路，台電早期的工程人員

可真是吃盡了苦頭。在沒有道路、沒有運輸工具、沒有

先進器械的五十多年前，他們背著沉重行囊徒步走進深

山裡，一斧一鑿，打造出東部發電廠的發電傳奇。而我

們現今透過四輪傳動車上山，還會感覺到道路蜿蜒崎嶇

的暈眩，真難想像過往那些背負鋼枝的山青們，是如何將這些材料

背負上山？

在飛往花蓮的班機上，聽聞了「水路」的故事。老實說，怎麼

聽都不太懂。深山裡有一條專門讓水流通過的隧道？實在有點像是

電影《七寶奇謀》的傳奇。同行的台電李甘常副總強調，「只要親

眼看到了這條『水路』，就會感受到台電人早期為了建設所付出的

心力，多麼值得尊敬。」在點頭的同時，心中還是沒有半點感覺。

東部發電廠的「水路」，究竟擁有多麼奇特的樣貌？我開始有點好

奇了。

早春銅門的微寒氣息

抵達花蓮已近傍晚，一夥人趨車前往銅門發電廠的宿舍休息，

準備隔天清晨的「水路」探奇。夜宿在這山區裡的小屋，不時聽到

窗外傳來蟲鳴鳥叫與風吹葉搖聲響，讓我始終無法入睡。總覺得聽

慣了車聲川流的催眠曲，不習慣這樣的清新自然，這也是久居都市

的新人文氣象，挺諷刺的！

一大早起床，就趁著天剛亮出去走走。早春的銅門，帶著一股

微寒氣息。透過社區矮牆上的壁畫，讓人感受到泰雅族的文化氣

水壩通常極為偏僻，

交通不便，有些靠吊

橋才能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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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水帶來源源不斷的電力

回宿舍途經一條無名溪，上面掛著一塊「封溪護魚」的告示

牌。今年四月底，歷經保育休養的溪流又能夠以清新的面貌展現在

人們面前。

上午七點半，我們從銅門出發前往奇萊山區。同行的除了台電

李甘常副總、胡榮生廠長、蔡萬枝股長，還有熟悉木瓜溪歷史與地

質的康武吉先生與幾位拍攝紀錄片的成員。車過銅門不久，遇清水

橋，橋下便是水質清澈的清水溪。清水溪是木瓜溪支流，河床上到

處可見大理石，溪水反射著翠綠的色澤，沿岸奇景綿延不絕，是許

多溯溪者心中的頂級路線。因擔心早春氣候不穩，加上山區午後易

起濃霧，影響視野與行車安全，所以安排先直達奇萊山區再往下游

探訪。

一行車隊直開往上游，沿途飽覽木瓜溪流域景觀。從高處看著

木瓜溪的下游河谷，只見一片裸露的碎石，還有長到約莫膝蓋的雜

草，實在很難想像，這溪水的源頭，竟能為東台灣帶來源源不斷的

電力。在管制站辦理入山許可證後，我們正式進入山區，沿線風景

如畫，手機已收不到訊號，可見山路的蜿蜒與層層山勢的橫阻。在

息。當地早年盛產銅門刀，曾是「番刀」的重要產地。三百多年

前，一群泰雅族的獵人，在木瓜溪谷建立了部落，在這片山區獵取

飛鼠、白鼻心、山羊等，繁衍代代子孫。銅門電廠附近，有一片墓

園，到處可見用磁磚拼貼成的十字架，也說明了當地居民的主要信

仰。墓園旁，有一片土石流肆虐過的殘跡，據聞當地多年前曾受到

颱風侵襲，導致土石流淹沒村落，迫使村民遷居。昔年興盛的番刀

業已漸式微，如今，僅存一兩戶番刀店，遊客需碰運氣才有機會購

得遠近馳名的銅門番刀。

路旁的山櫻花，粉嫩中帶著羞怯，躲進了薄霧中，彷彿訴說著

「不願被打擾」的心曲。此時，灰灰的水泥牆邊，穿著藍色夾克的

學生陸續出現，準備上學了。

多年前，這裡沒有學校，想唸

書，必須長途跋涉走幾個小時

到山下求學，這股求知的毅

力，眼前低頭走過的孩子，應

該是完全無法感同身受了。現

在的銅門社區，已經擁有寬敞

的道路，隨處都能讓轎車通

行，過往徒步走山路的辛苦，

早已翻落成為老人家們話說當

年的英勇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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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的銅門，帶著一

股微寒氣息。透過社

區矮牆上的壁畫，讓

人感受到點點泰雅族

的文化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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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輪傳動車的帶領下，走過一路雲霧

繚繞的碎石路，還偶有土石崩落且鋼

筋裸露的危險路段。眼看著連車行都

充滿驚險，早年沒有車路的行走，將

會是什麼樣的辛勞？

早春的枝芽，在帶著寒意的山區格外顯得生氣盎然，特別是遠

方的奇萊山頂依舊白雪冰封，更讓我們感受到山區中的旺盛活力。

每當車子行經彎道，就能看見遠方的水壩身影，聳立在一片荒石

中，實在很難想像這些水壩的興建過程，必須克服多少難以想像的

困難？

搭上牽引機進入引水隧道

保線所，一直是台電在山區重要的據點。除了提供前往工地現

場的員工們休息，也造福了許多登山客。因為時間與蛀蟲，讓歷史

悠久的保線所不再堅固如昔，卻仍然能夠提供山區中的庇護功能。

在盤石保線所短暫休息後，繼續往木瓜溪上游前進。銅門至龍澗屬

柏油路面，一般汽車均可抵達，龍澗至天長隧道口屬碎石路，路況

極差，需開高底盤越野車。

在龍溪電廠附近，有個眺望「天長斷崖」的絕佳

地點，看著在雲層間若隱若現的斷崖，感覺既縹緲又

神秘。天長斷崖路段由於難行且行進危險性高，在隧

道啟用後即荒廢。早期，台電人員都必須冒險通過這

條狹小險路。想像一個個如逗點般的身影，穿梭在這

片天險中，不難體會其驚險的程度。

天長隧道從天長斷崖的下方貫穿開鑿，受到崩山

的影響，原本就脆弱的地質多處坍方，因而封閉了好

長一段時日，近兩年才又重新通車。隧道封閉期間，

台 電 的 工 作 人

員，必須多花五

個小時以上的時

間繞路上山。到

了天長隧道的入

口，看著這段充

滿 積 水 的 隧 道

口，不時還有小石塊掉落下

來，有人說，「應該改叫『天

險』隧道比較適合吧！」

隧道內十分狹窄，兩側是

凹凸的山石，前方則是一片幽

暗，彷彿朝向永無盡頭的黑洞

挺進。到了曾坍塌的路段，只

見一根根鮮紅色的鋼條支撐著

整個隧道，讓人不自覺戒備了

起來，彷彿危險無處不在。眼

天長隧道從天長斷崖

的下方貫穿開鑿，受

到崩山的影響，原本

就脆弱易崩塌的地質

因而多處坍方。

銅門電廠建於山

腹內，靠吊橋與

外界聯繫。

龍溪電廠的通行

鐵橋下方為其水

壩。



水。從檜溪壩頂往下看，清澈的水反映出大理石青綠色的光澤，奔

流的水花，組成了抽象的水石畫面，讓人看得心曠神怡，忍不住大

力呼吸這裡的清靈氣息。水壩的鐵柵欄，用來阻攔砂土與垃圾，每

隔一段時日就要疏通，讓水道保持暢通。隨行的山青告訴我們，

「冬天時，幾乎凍到沒什麼感覺，好像一直住在冰箱裡面。」參觀

了木瓜溪最上

游的檜溪壩與

林溪壩，水路

的巡禮也算告

一段落，我們

又搭上牽引機

回到原來的地

方。

平時，這

條水路總是快

速奔流著，發

揮發電的無窮

力量。如今碰

上了水路維修

的日子，我們

才能走進這條

藏在山裡面的

河，真是非常

難得且幸運。

保留了沿

線的自然

與人文景

觀

卸下青蛙

裝，大夥都覺

得又累又餓，

原來早過了午

餐時間，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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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鮮紅，似乎也象徵了台電人的熱情活力，畢竟

在這山裡不斷開鑿出路，沒有旺盛的鬥志，真的很

難。

抵達了引水隧道的入口，大夥換上了專門用來

涉水的青蛙裝，戴著頭盔與頭燈，穿上雨衣，並將

照相機用塑膠袋保護好，隨後疊掌大喊「全程零工

災」，便搭上牽引機進入引水隧道，開始了水路的旅

程。專門管理水路的蔡萬枝股長，每個月都會進入

水路保養維修，他表示，「每次檢修都要先將水排

掉，也必須停止發電，所以工程人員都必須把握時間提高效率，才

不會讓發電的進度中斷太久。」用手電筒照著水道岩壁的上方，看

見許多鐘乳石狀的石柱，下方則有長期經過沖刷的岩石水紋，自成

的紋理，透著一股神秘的美感，看得令人心動不已，大自然，真是

最棒的藝術家。

走進這條藏在山裡的河

水路中有兩條遙控電纜，一條專門用來遙控水門用的電話線，

一條則是專門用來操作水門開關。橫在水路上的，是一個個石碑狀

的消力塊，隧道底部的水池塘，則是消能池，兩者都是為了減緩水

力破壞隧道的設計。蔡股長說，「匯集水的時候，不需要太多的力

量，只要能集水就好。等到了發電需要的壓力管，才需要水流的力

量。」沿著水路慢慢走下去，黑暗卻讓我們看不到盡頭。

坐著牽引機抵達檜溪壩，工程人員也開始進行例行的維修工

作。水道雖然已經排放了水，水深仍然到膝蓋的位置，走在水中除

了感覺冰涼，還有一股氣壓緊縮膠鞋的壓力，走得很吃力，卻是相

當難得的經驗。蔡股長表示平常他們例行維修時，水還深到腰部，

走起來更吃力。據說，這條水路已落成近五十年，在那個沒有公

路、沒有先進設備的年代，如何將這隧道一吋一吋鑿開？實在令人

感佩台電人的奮鬥精神。

檜溪壩是木瓜溪最上游的水壩，引水工程的進口。穿著過大的

膠鞋，手抓著細鐵架爬上壁岩，總覺得像隨時都要掉入湍急的溪

我們就是搭這部號稱

「水路賓士」的牽引

機在幽黑的隧道路走

了二個小時。

從檜溪壩頂往下看，

清澈的水反映出大理

石青綠色的光澤，奔

流的水花，組成了抽

象的水石畫面，讓人

看得心曠神怡。



輕微的平衡點。

老員工話家常

回到了位於花蓮市的東部發電廠，碰到幾位曾經參與水路工程

的台電人，與他們聊了起來，感受一下他們那段水路開鑿的艱辛歷

程。廖李鑑目前已經退休，過去擔任機電課課長，是蔡股長的老長

官。廖先生從18歲進台電到65歲退休，總共在台電服務47年，算是

資歷相當深厚的台電人。他回想銅門電廠的主變壓器從花蓮港拖到

電廠，底下用木頭滾動了 20天才運到。還有山青搬運鋼枝的驚人

體力，都讓他深感難忘。此外，為了龍溪霸的漏水問

題，他還請了美國的顧問來指導，用了成千上萬包的水

泥還徒勞無功，都讓他難以忘懷。

退休後的廖李鑑變成了業餘畫家，還舉辦過畫展，

生活充實且回憶豐滿。談到水路的回憶，他先想起了林

忠義。據說，林忠義一個人在山上25年，自己種菜、釣

魚，每天在水壩頂上跑步，算是相當傳奇的台電人。還

有，曾經有人在山上被毒蛇咬到，為了搶時效，套上游

泳圈，從水路滑下來，趕快送醫，因而撿回了性命。

擔任品管課長的陳秋明，大學剛畢業就從台北來到

花蓮，一晃就25年，如今已是後山的女婿。「那時沒有

先進的設備，靠的是人的技術與經驗。」對他來說，進

入台電最大的收穫，就是體悟了「謙卑」。「多年來，碰

到許多同仁遭受工傷的憾事，讓我深感人在大自然面

前，應該更謙卑，不可以用人為的力量將大自然破壞，

以為人定勝天。」

水路股的工作要負荷比較大的體力，所以大部分的組員都是原

住民。蔡萬枝股長負責水路的維護，所以對「水」的感受特別深。

他表示，「發電量的多寡，取決於水的多寡，所以能夠多取得水

源，就能多發電。颱風來的時候，組員要不辭辛苦，以求電力供應

正常；颱風過後，又要馬上進行扒污、取水的危險工作。」

東部發電廠的員工平均年齡近五十，平均年資近三十。說起早

年興建電廠的過程，年資深的同事就有說不完的話。透過一斧一

鑿，這群忙碌又充實的台電人，打造了川流水力發電的傳奇，也豐

富了各自的人生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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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奇萊山莊用餐。所謂的「山莊」，並不是想像中的旅店，而是

一個工作人員歇息的所在。我們在這裡自己煮泡麵，感覺別有滋

味，好像回到學生時代登山的感覺，冷冷的天，喝著熱熱的湯，感

覺到一股幸福的暖流圍繞著。

由於抵達奇萊山莊已近兩點，比預期晚了兩小時，接下來的行

程都必須縮短時間，以免傍晚前無法順利下山。於是，加快行程，

先瞻仰了萬善堂、經過了東西輸電線最關鍵的奇萊變電站、俯視了

奇萊壩，抵達了天長壩，再經過天長隧道ˇˇ，直到木瓜壩。隨後，

參觀龍澗發電廠，實際感受這片隱沒在山林中川流式的水壩工程，

究竟是如何運作起來的。

龍澗發電廠是在光復初期開始興建。上方的龍溪抽水站匯集木

瓜溪上游的溪水，導入水路，引入龍溪電廠發電，再將發過電的水

引進下一段水路，再入龍澗電廠發電。龍澗電廠的水位落差有855

公尺，是遠東之最，再加上另外六座電廠的發電量，讓木瓜溪成為

最富水力資源的溪流。

現在我知道「水路」是什麼了，台電人在奇萊山裡鑿出一條引

水的隧道，連通木瓜溪的八座電廠，讓每滴引進水路的水，發揮了

發電、造景、灌溉、飲用等功能，一滴都不浪費，這樣運用大自然

的資源，已經邁向環境保護的一大步了。此外，因為沿岸有電廠、

水壩、攔沙壩，便實施山地管制措施，也因此保留了沿線的自然與

人文景觀，可算是在生態平衡與電廠建設的兩難中，取得了傷害最

大夥換上了專門用來

涉水的青蛙裝，戴著

頭盔與頭燈，穿上雨

衣，並將照相機用塑

膠袋保護好，隨後疊

掌大喊「全程零工

災」，便搭上牽引機

進入引水隧道，開始

了水路的旅程。

負責維修設備

的山青穿雨鞋

帶番刀，披荊

斬棘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