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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溪
的故事

（攝影／陳敏明）

發源於中央山脈的雪山及南湖大山等群山的大甲溪，

是台灣水力資源最豐富的流域。

自1922年完成社寮角電廠，

並從1939年日本人開始規劃興建達見水庫，

到馬鞍電廠於1998年完工運轉歷時超過76年。

近年來天災不斷，大甲溪山河變色，

期待美麗容顏早日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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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輪廠在大甲溪

最下游廠，最早

完成，民國41年9

月至45年8月陸續

有三部機加入系

統。(圖片提供/

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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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片提供／蔡清源

穿 越 大 甲 溪

時空隧道
人員在深沒及膝的淤泥中前進，移動得花九牛二虎之力，

確實吃盡苦頭。走了約3300公尺，到達離進水口約1600公尺處，

終於找到被衝下的5號攔污柵，傾卡在隧道側壁，流木石頭都擋在這裡，

小流木與淤泥由攔污柵側空隙再往下沖，一直至上閥室，

分歧段數量也很多。勘查了解災害情形後回到豎梯處，

由於來回五、六個小時的泥中行，

大家幾乎已無力氣往上爬。

勢由右側吹過來，有時還隱隱約約可聽到位於對面路側轉角「歐吉

桑哥哥百貨店」，招呼往來行人的高音階招牌聲「歐吉桑、哥哥來

坐啊！」這間不起眼的小雜貨店很有名，煙酒汽水乾糧零食斗笠一

應俱全，這上谷關唯一店舖，加上有很會招呼客人的小姐，開口閉

口「歐吉桑、哥哥」長「歐吉桑、哥哥」短，路人經過難免駐足惠

顧，令人印象深刻。

頭一年，通谷關電廠的一、二號混凝土吊橋尚未興建，還是鋼

索吊橋時，為運搬器材加有台車軌於上游側。曾有一次運送抽水

泵，因吊橋搖晃過劇，整輛台車連同抽水泵翻落大甲溪裡，那位同

事臉色蒼白半天說不出話來，一直到次年第一號吊橋完成後，這種

意外就沒有再發生了。

民國48年，第五（廠房）工務段全面積極趕工，廠房、開關

廠、削坡整地等在在都需要開炸，所以「噹！噹！」響聲加上「砰

石喔！」叫喊聲不絕於耳，一天數次甚至連入夜都有。某日午休時

民
國47年夏天初到「谷關工程處」報到，是與大甲溪的

第一次接觸。

那時谷關工程剛開工不久，辦公室在上谷關，後來青

山、達見（德基）工程處繼續使用。26年後的民國73年底，

竟因緣際會，又回到同一辦公室上班近五年，是當時做夢都

未想到的事。

二十六年再回來處

我在谷關工程處渡過兩個夏天，當時中橫未貫通，豐原

客運只到下谷關，到上谷關車輛很少，除少數工程車進出

外，上谷關給人的印象是安靜。在人不多的辦公室裡，偶爾

會傳來「噹！噹！噹！」警告路人將開炸的敲鐵管聲；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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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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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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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和一位磨修

鑽頭鑽桿師父在

宿 舍 休 息 ，

「轟！」一聲開

炸後，宿舍木板

壁玻璃窗被炸石

擊破一大孔，更

嚇人的是在枕頭

附近竟掉數塊碎

石，之後那個人

再也不敢來宿舍

午睡了。但是有

一位乒乓球打得

很好的高中後輩

陳同予就沒這麼

幸運，當年廠房

開炸，躲避不及

不幸罹難身亡，

他後來也和其他

犧牲的台電人，

列名於一號橋旁

「照亮別人」紀

念碑。

芙安肆虐記

天輪廠是大甲溪最下游廠，早在民國41年9月至45年8月陸續有

三部機加入系統。59年9月7日發生的芙安颱災是天輪的浩劫，洪流

挾帶土石自壓力鋼管側沙蓮溪滾滾而下，不僅浸淹水車室、廠房，

發電機室亦淹了50公分，宿舍區通道成大水溝，數棟宿舍遭埋，慘

不忍睹。

處於缺電時代，

電廠要停機殊屬不

易，連隧道檢查時幾

乎大小電廠均被安排

在深夜至零晨施行。

這次天輪被迫停機，

於是趁機進行幾項必

須停水的檢查。隧道

檢查的結果發現，隧

道內多處大漏水，底

拱湧水上噴，沖蝕岩

盤，側壁襯砌剝落、

龜裂等。經磋商後決

定，趁機組修復時間

進行緊急隧道補修，

原估工期約三星期，

惟電廠要求十二天內

必須將隧道交出，因

其自信可在二星期內

整修機組恢復發電，

補修隧道祇好增加工

作面以「突貫工事」（24小時施工）進行，人員在沈砂池旁兩隧道

口搭臨時工寮帳篷，日以繼夜趕工。有位同仁每晚都呻吟驚叫，經

搖醒後，他餘悸猶存說有很多人在壓他，令大夥兒半信半疑，但連

續幾晚夜夜如此，搞得大家都無法睡覺，最後只好把他送走，但究

竟是什麼東西作怪，無人能說得出來。傳言大甲溪比較不安靜的地

方，一是40公里壩新路口俗稱「早安山頂」，其次是下谷關招待所

的「四號房間」，並非天輪沈砂池啊！

辛苦趕工隧道如期交給電廠，但主要的發電設備乾燥卻不順

興建中的美麗谷關水壩。

(圖片提供/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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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竟延遲

約 3個月，

於12月初才

正常發電，

發電損失慘

重，隧道補

修算是白趕

一陣。

宿舍區

後山坡不久

即築成一道

混凝土擋石

牆以保護宿舍安全，有人戲稱是「柏林圍牆」，亦有人誇大叫它

「天輪萬里長城」。

「發電第一」陪「貝蒂小姐」共舞場記

這次主角是貝蒂小姐。

貝蒂颱災於61年8月17日來襲。當獲悉谷關隧道受堵，隔天發

電處及剛成立的「發電維護中心」（後改修護處）相關人員即赴谷

關趕往壩址。原來洪水帶下大批漂流木，卡在進水口制水門攔污柵

前堵住水流，形成上下游面水壓差大，下游部分真空一吸，上游高

壓水一推，竟將 5號攔污柵衝進壓力隧道，流木、砂石隨著不斷流

入，隧道淤塞導致無法取水發電。

為了解隧道阻塞詳情，小組人員馬上爬約40公尺豎梯孔（僅容

一人）下取水庭壓力隧道內，驚險處令人目瞪口呆，發現越往前

走，淤泥、流木、石塊越堆越高，隧道頂拱空隙漸小，最小處約剩

一半，人員在深沒及膝的淤泥中前進，移動得花九牛二虎之力，確

實吃盡苦頭。走了約3300公尺，到達離進水口約1600公尺處，終於

找到被衝下的5號攔污柵，傾卡在隧道側壁，流木石頭就擋阻於

此，小流木與淤泥由攔污柵側空隙再往下沖，一直至上閥室，分歧

段數量仍很多。勘查了解災害情形後回到豎梯處，由於來回五、六

個小時的泥中行，大家幾乎已無力氣往上爬。在這勘查隊伍中有一

位水力廠廠長，自願參加此苦差事精神可佩。

隧道長4855公尺，直徑6.2公尺，不管用人運、車運或推移均

行不通，最後決定利用放水沖，不失為可行之計，惟搶修工作並不

如預期順利，因而衍生不少問題。

在水沖之前，5號攔污柵先切割再拖至進口水吊起，接著壓力

鋼管前上閥亦吊開，再築臨時回水設施，然後利用上閥室通道，將

水和流木砂石一起排出通道口山壁外的小水溝。雖稱水沖，其實水

量控制、放水時間都得調度處同意。由於沖水效果無法掌握，祇好

先由小水量試沖，每沖一次，人員就得再進隧道從頭至尾，人手一

布袋以檢拾樹枝和小石頭，並觀察隧道內的還有多少流木砂石未被

沖走，效果如何？是否可以取水發電。記得自己數次於晚間被通知

得進隧道「尋寶」。數天後為提高效率就以大水沖，結果，因水太

大差點將上閥室外山壁給沖毀，幸立即喊停，否則上閥室將遭二次

災害。

因沖水效果不如預期理想，為此維護中心張主任決定南下坐鎮

指揮，每次沖水後便和員工彎腰在水中撿樹枝小石，確實很辛苦。

谷關隧道有段地質碎弱帶，當初施工就以鋼板襯砌補強，因外

壓竟有鋼襯被擠凸，亦有一段不知何故竟變成逆傾斜坡，當時該處

在停水後，卻還水深40∼50公分，沈底砂石及樹枝就是無法沖走。

於「發電第一」為目標的年代裡，谷關將近20萬瓩對系統調

度，尤其尖峰供電之重要性不言可喻，但欲速則不達，而未曾至災

害現場，不明災情及搶修狀況的廠長，

無法聽進搶修人員的解釋，一味急著要

取水發電，為此單單上閥就吊進吊出數

次，水車弱點梢一啟動就斷數支，孰知

最後一次認為隧道已清除乾淨，取水啟

動後不久仍被迫停機，因水車被漂流木

卡住，經動手拆水車，清出的大小流木

早期以流籠過河之驚險畫面。(圖片提供/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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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五０年代，外籍

電力專家探訪谷關電

廠。(圖片提供/台電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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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長690公尺的隧道，排洪量每秒少則幾百甚至幾千立方公尺之

使用下，就一公分不到的起伏，施工單位恐沒料到，驗收小組會有

如此嚴格要求，在全台電隧道中可能找不到第二個經磨石機研磨過

的隧道底。

志樂支流取水工程早在57年6月進行青山工程時即提早開工，

卻遲至64年方勉強報驗收，而德基都已開始運轉了。志樂取水乃築

攔水壩，以4公里長隧道引水至德基壩右岸上游，如果志樂取水，

在德基對岸可以看到一個小瀑布灌入水庫。此工程沿途地質不良，

隧道斷面又大部分未襯砌（俗稱素控），抽心、超挖，施工出碴會

車場，甚至走在隧道內最大低落孔洞竟有至胸高的水深，驗收時大

小不同斷面統計有5、6種之多，可以猜想其施工當時的困難度。但

成品既報完工，發電單位和施工單位為接不接管亦曾折騰很久，最

後記得是請出高層長官出面協調後，始勉強結案。私下有人給它取

一個「八年抗戰工程」比喻頗貼切（76∼79年該隧道曾再補修）。

竟用一卡車載不完，著實驚人。拖延至10月4日才終於正常運轉。

如今回想起來「發電第一」加上廠長的態度，確實令人多做不

少虛工，亦多浪費不少工期，維護中心成立後第一次緊急搶修工作

未如期提早交卷，當然無法風光地凱旋，很冤枉！實非戰之過。

驗收報告三兩則

青山廠於59年間，德基電廠於63年，相隔約4年兩廠相繼完

成。在參與兩廠竣工驗收時，有數則趣事略述於後：

驗收青山壩後，驗收小組人員擬就近至正在施工中的德基壩底

隧道參觀，但是被阻於隧道口不准進洞，原來小組中有一位女工程

師，理由是隧道施工的老舊禁忌—「雨傘」、「木屐」、「口哨」加

上「女人」，現場工人就是不肯放行，幾經小組人員交涉堅持，甚

至爭吵後才全員進入隧道工地。那位女工程師據云還是該隧道的審

圖員，當然很不高興。

德基工程由義大利和日本合包施工，工程進度與工程品質確實

好些，但驗收小組根據施工規範嚴格要求，仍列出一大串補修項

目，其中兩項施工單位恐怕想都沒有想到。

小組人員浮舟壩前（已提前蓄水）巡拱壩面查驗壩面see bolt孔

是否有填塞，結果發現水位以上就有不少未填塞（下面無法查）。

德基壩高180公尺，要施工單位補填至壩頂所有see bolt空孔，因須

配合水位上昇或吊人垂下方能檢修，最後補修複驗委託電廠，結果

就不得而知了。

德基排洪隧道最大排洪量每秒3400立方公尺，以五個排洪閘門

控制水量，隧道為直徑11.6公尺變體馬蹄型（當時應屬最大），接

690公尺長隧道排出左岸壩後大甲溪。惟此巨型隧道底拱卻被要求

動用磨石機磨平，因施工規範規定，在每3公尺長度內之凹凸不能

大於5公釐，為此特別準備3公尺長「直木尺」逐段驗收，結果多處

不合格。後來除以環氧樹脂鋪平，還得不祇一次用磨石機來回研磨

修補，費了不少人力和時間。隧道底要求平順，目的為防止高速水

流，在凸出後端形成真空穴蝕，是有其根據，不過於直徑11.6公

木瓜溪的故事

民國93年桃芝颱風帶來土石流與洪水，沖毀進谷關電廠的二號吊橋。

大
甲
溪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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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報到重返上谷關

當民國73年再度來到上谷

關時，原來舊辦公廳和26年前

初報到時完全沒變，祇是門口

「谷關工程處」牌換成「電源

保護中心」，附近多些電廠備

勤宿舍，沿公路傍一排櫻花

樹，貴賓招待所前多一排桃花

樹，初春盛開時增添許多嫵

媚。出入的人比起工程時期少很多，不過中橫已開通，公路上的車

輛明顯多起來，例假日尤甚，那間「歐吉桑、哥百貨店」也不見

了。

「電源保護中心」（簡稱「電保」）主要工作為各水系水庫流域

之水土保持，重點即置於大甲溪德基水庫集水區。德基水庫迴水至

上游松茂約14公里多，包括兩岸數條支流之系統整治、崩坍地處

理、攔砂壩設置，較新潮的「水庫保護帶」之管理等等，工作範圍

非常廣_，工作均依「德基水庫集水區整體治理規劃報告」（行政院

蔣經國院長時親批須「嚴格執行」）內容，分年分項由農牧局、林

務局、公路局及台電等單位分工，「德基水庫管理委員會(德委會)」

主司，而台電是主體。「水庫保護帶」規定水庫滿水線上左右岸30

公尺，納入管制，禁止外人墾植，做為水庫最後一道防線。

水庫成立之初，梨山一帶滿山遍野，不是果樹園就是高冷蔬

菜，調查超限利用坡地竟有一千多公頃，倘依規劃報告必須全部徵

收後造林，期望減少淤積，延長水庫壽命，但實際上徵收的超限及

違規使用面積才40公頃左右，足見現場執行困難，完全談不上「嚴

格執行」。雖然逐年做系統整治；興建十數座大攔砂壩，及穩定兩

岸坡面；處理佳陽附近一塊峭壁大崩山地，每年均花費不少公帑，

惟水土保持工作無法速效奏功，負責統轄工作的「德委會」不被政

府、民代重視，僅台電因切身關係時常唱獨角戲，其成果必然與規

劃報告有落差，但不可諱言，其對延長水庫壽命的貢獻是不容否認

的。

78年底離開大甲溪，同時結束這段5年的相處。其後大甲溪於

85年87年相繼加入「新天輪」、「馬鞍」兩廠，總裝置容量突破百

萬瓩，至此大甲溪系列的開發大致底定，其永續欣欣向榮的營運應

可期。

重創大甲溪水力的殺手群

豈知事與願違，自921地震後，山上的鬆動土石堆積量少說幾

億立方公尺，無形中變成禍源。最近兩三年，每遇颱風豪雨、洪流

沖刷大量土石至下游，先是淤高河床十數公尺，直接阻塞谷關尾水

道，桃芝颱風時再淤高過廠房通道，淹侵廠房，比貝蒂颱風時更

慘。在921後因中橫柔腸寸斷，政府決定放棄修復，德基、青山兩

電廠同仁曾以直昇機或繞霧社、大禹嶺上下班。93年七二水災（敏

督利風災），德基廠尾水倒灌，全機組淹水；泌坦溪山洪暴發，沖

毀派出所及電保房舍；青山廠土石自出風口流入，電廠浸於水中，

開關場亦受損；東卯溪渡槽被沖斷，天輪廠房遭殃；連新天輪進水

口都被堵而無法取水，上游電廠全部淪陷，停止發電，無一倖免，

僅剩馬鞍在運轉。

桃芝及七二水災後，曾特地到谷關災區巡禮，河床高已達廠房

通道，祇好改以繞行隧道直通上谷關舊辦公廳宿舍區，尾水道另以

箱涵接天輪調整池。七二水災，上谷關天輪調整池被淤滿，加上野

溪崩落，土石阻礙進水口，災情更嚴重；下谷關溪側旅館被淹埋；

松鶴部落野溪土石流淹埋民房，幾成廢墟，橋樑流失；天輪東卯溪

之氾濫，白冷村遭殃，亦沖失數棟房屋。真讓人不敢相信，這就是

以前那山明水秀的大甲溪。

經此重創，雖然河川依舊面目卻已全非，實不忍目睹，同時不

禁感嘆，水既載舟，何以又覆舟！

或許是奢望，但願在不久的將來，老兵還有機會看到恢復昔日

時光的大甲溪水力。

大
甲
溪的故
事

民國93年七二水

災，德基電廠尾

水被土石阻擋，

水倒灌進電廠，

再引油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