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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部長戶水昇，研究後發覺大甲溪的電力開發和新高港(台中港)相

關，且大甲溪的水力極為優秀，落差高，水路短，水量豐富。台灣

總督府交通部技師佐佐木英一，乃於昭和15年(1940)12月19日向日

本中央提出報告。

報告中指出，台灣天然資源貧乏，除了水力資源尚稱豐富外，

其他資源均極匱乏。台灣本島全部大小河川之水力理論上雖達1,200

萬瓩，但技術上可開發水力僅約500萬瓩，其中大甲溪即占140萬

瓩，為各河川之冠。大甲溪流域的雨量豐沛，年平均為3,000公厘。

較本省平均雨量2,400公厘，尚多出600公厘。其洪水量根據推算高

達每秒10,600立方公尺，洪水期與枯水期之平均比為250倍，而在雨

量分布較平均年份平均比為40倍，優於本省各大河川(平均比1,000

倍)。大甲溪水量均勻豐富，水質清澈明淨，河床陡峻，落差巨

大，是發展水力最優良的河流。

達見形勢天成

壩址原選在台中州東勢郡蕃地大久保附近，後來發現達見更理

想。達見壩址上游河谷開展，坡度平緩有廣闊的扇形集水區，幾近

全流域之半，適於蓄水；中游河川坡度陡峻，水頭巨大相當集中，

有高落差的峽谷，幽谷深邃地質堅強，可謂形勢天成。

昭和16年(1941)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前夕，台灣總督府為

配合南進政策，向日本內閣提出以電源開發為主之「大甲溪開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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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31日台電會社成立20週年，在台電大廈(今台北市博愛路)門口拍照，

朱江淮亦在其中，當時大甲溪電源開發計劃選定在達見建壩，台電已有台灣最大

會社的氣勢。(圖片提供/朱瑞墉)

大甲溪組曲

大甲溪流育德基，

觀光給水利群黎；

彎延毓秀舒雲漢，

環保養生兩合宜。

—張俊彥

文／朱瑞墉

圖片提供／台電公司 日
據時代，台灣總督府土木部的技師八田與一在昭和4

年(1929)，曾有在大甲溪上游，建設台灣最大水力發

電水庫構想，但僅只是紙上作業。昭和9年(1934)在花蓮港召

開水利大會之後，八田與土木部名取技師、台南州土地課長

木田技師、台電會社隅田技師等八人，由花蓮橫越中央山

脈，抵達大甲溪流域的達見，實地調查，尋找適合建造水庫

的地點。

開發大甲溪

二次世界戰爭，台灣成為日本南進基地，為確保台灣重

化學工業所需電力，昭和12年(1937)6月，台灣總督小林躋造

與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一郎簽訂大甲溪開發預算分

擔合約。八田與一擬進一步調查，但台中州水利組合(水利

會)及日本國內相關官廳均未撥經費，勘測工作因而停頓。

次年，台灣總督中川健藏交內務局及交通部研究，交通部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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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計劃」，包括開發

新高港(台中港)工業

區，決定改變「農

業台灣、工業日本」

為「農業南洋、工

業台灣」的戰略規

劃。由於國防工業

的需要，此計劃得

到日本中央及軍方

的大力支持，並獲

得日本國會通過開

始興建。

1941年6月，台灣總督長谷川清與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增田

次郎締結承包大甲溪開發工程基本協定。由於大甲溪開發計劃，除

發電外，尚有防洪、灌溉等效益，所以台灣總督府與台電會社商討

工程預算的分攤比例，並委任台電會社經辦。預算1億3,500萬日圓

(其中台電負擔3,500萬日圓)在大甲溪上游達見興建一座210公尺的

重力式鋼筋混凝土水壩，儲水3億2,800萬立方公尺的水庫(相當於石

門水庫)，水庫常水位標高1,420公尺。

八級開發大甲溪

自達見至下游石岡65公里之間，落差達1,160年公尺，此落差

無法一次完全利用來發電，經台電會社土木部長增谷悠規劃，主辦

大壩設計吉越盛次技師、參與電源開發生出久也技師等人研究的結

果，分八級開發方為經濟，這八級分別以發電所所在地為廠名，由

上游到下游依次為達見（德基）、下達見（青山）、上明治（上谷

關）、明治（谷關）、天冷（天輪）、豐原第一（馬鞍）、豐原第二及

豐原第三。這八個發電所，由台電會社籌建，總容量為45萬8000

瓩，超越日月潭水力(17萬8,700瓩)。

昭和17年（1942）5月，台電會社舉行大甲溪事業興工典禮，

預定在八年內全部開發完成。為了執行這個計劃，台電將建設部擴

大為建設局，增設資材部(採購建材及設備)與企劃部(用戶及電源的

調查)。其中第一步天冷（天輪）發電所之建設工程，已進行到70%

以上。達見大壩工程亦已開支費用約達美金800萬元之多，惟因日

本南侵戰爭失利，不得不中途停止。另外，當時亦已完成東勢至達

見的碎石路面(谷關至達見僅可單線通車)，這段路面是後來東西橫

貫公路的前身。

未境全功

民國34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無

條件投降，台電會社的營業課技師朱江

淮，由社長松木虎太提升為課長，是台電

本省籍職位最高的員工，且對會社裡的情

形熟悉，當時柯文德、蔡瑞唐、陳臣呈、

顏朝邦等人都不在台電本社（總公司）服

務，所以同年十月九日，中央政府前進指

揮所第一批官員黃朝琴、陳尚文、李佛續

等人到達台北後，朱江淮即主動開始與負

責籌備接收電力方面之官員李彿續接洽交

接事宜，並從旁協助解決所有疑難問題。同年11月9日，政府成立

台電監理委員會，朱江淮亦被任命為該會專員，協助辦理接收工

作。

當時大甲溪電力工程進行一半，因戰事而停頓。大甲溪電力工

程計劃是由土木部長增谷悠（也是台電的理事《董事》）負責，他

將所有工程相關資料（包括已完成的「大甲溪開發事業誌」），依政

府規定交由該部助理工程師尤澄澈保管。增谷悠怕這些資料不慎遺

失，很慎重將手中保存的副本交由朱江淮保管，增谷悠流著淚說：

「朱樣(先生)，這個孩子（達見）交給你，希望你能順利把他生下

來。」由於早年日本人不願將重要工作交台籍員工，所以台電的發

電、設計、運轉都由日籍員工負責，但朱江淮是由前台電社長松木

幹一郎介紹入社，曾服務於企劃課，所以對這些計劃略有所知，就

接下這些資料。

朱江淮看了兩天，發覺真是好計劃，就寫了簡介，呈台電監理

委員會副主委黃煇，他也很有興趣，就交由土木處的朱書麟研究，

大
甲
溪的故
事

民國45年邀請法國高

壩專家柯英博士來

台，實地勘查大甲溪

水力開發計劃及達見

水壩，九月四日到台

中縣議會，受到大甲

溪綜合開發促進委員

會的歡迎。後排自左

而右：台電公司蔡哲

傳、楊漁訪、王忠

漢、戴之焌、顧文

魁、孫運璿；前排左

一朱江淮、左三黃

煇、左五王蓬(美援

會秘書長)、左六柯

英博士、左七李晨

鐘。(圖片提供/朱瑞

墉)

柯英博士和台電

相關人員探查達

見工地(前排左

一為朱書麟，右

一王忠漢，後排

右四為柯英，右

一孫運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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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廢寢忘食用心翻譯，寫成第一篇「大甲

溪水力開發計劃」，刊登於南京發行的資源

委員會季刊第六卷三、四期。

朱江淮向技術協理黃煇建議，先修復

戰時被炸毀的電力系統，以日月潭大觀、

鉅工兩發電所為主，其次完成日人未完成

的三大工程—烏來、天冷和霧社發電所，

遠程則是大甲溪綜合開發計劃。黃煇有同

感，在民國35年台灣光復節，親撰對聯，

裝在參加慶祝遊行的台電花車上：

電化台灣，晉光復區為模範省；

開發資源，繼日月潭以大甲溪。

當時台灣剛光復不久，很少人稱台灣

為模範省，同時日月潭水庫傲視全台，被

誇稱為「水力王國」。當時台灣工商業不發

達，很少人想到日月潭之外還可有規模更

大的大甲溪的開發計劃，當時黃煇的這幅

對聯，實屬先知先覺(台電公司在28年後才

完成德基電廠)。

因天冷發電所的土木工程已完成70%，

雖然當時百廢待舉，物資極度缺乏，但仍

決定繼續進行。民國37年3月25日大甲溪事務所改為天冷工程處

（處長顧文魁），次年一月著手興建，民國41年9月竣工發電，是台

灣光復後首座完成的大甲溪流域電廠（最早的是完工於1922年的社

寮角發電所）。天冷發電所獲先總統　蔣中正題名為「天輪發電總

廠」，所謂「總」者，以示政府開發大甲溪之遠志，所以台電公司

於民國42年10月，成立大甲溪電源事務所(主任檀榮疆)，繼續辦理

勘測及調查工作。由於當時政府開始推動四年經濟建設，財源短

缺，大甲溪開發計劃並未列入四年經建計劃，使得大甲溪開發計劃

的完成遙遙無期。

仿TVA綜合開發

工程艱鉅耗資宏，河谷圍來水庫成；

發電供水效益偉，頌呼達見潤民生。

出身大甲的朱江淮在民國42年赴美考察Ｔ

ＶＡ計劃回國後，認為台灣河川以大甲溪流域

水資源最為豐富，可以台電公司為中心，集合

政府各機關力量，仿傚美國田納西流域開發先

例，共同進行多目標開發。同時感於台灣經濟

發展快速，對外貿易不斷擴展，原有基隆、高

雄兩港不久後可能不敷使用，認為應在台灣中

部另闢新港，並列在大甲溪綜合開發計劃中。

朱江淮除向台電總經理黃煇建議外，另並邀請

中部地區選出之省議員及地方人士（李晨鐘議

長等人），共同推動此項工作。

民國43年7月，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二屆

第一次大會時，十五位省議員提出洋洋千言的

臨時動議，並通過建議政府刻速進行「大甲溪

綜合開發計劃」，主要項目包括開發電力、擴

充灌溉、水庫蓄洪、發展農業、增建交通、重

建台中港及區域計劃（包括工業區建設）等七

項，以充分利用大甲溪所蘊藏之豐富水資源。

省議會將該決議案送省政府轉呈經濟部研究。

朱江淮協理和李晨鐘議長(大安人)利用地緣人和關係，於民國

44年1月，邀集中部各縣市首長、正

副議長、省縣議員、鄉鎮長及水

利、電力專家等七十七人發起籌

備，於同年3月3日下午三時正式成

立「大甲溪綜合開發促進委員會」，

李晨鐘為主任委員，朱江淮被聘為

顧問。並由該會領銜，發動台中縣

市、彰化、南投等縣市長、正副議

長、省縣議員、鄉鎮長等一百二十

二人聯合建議行政院、省政府，力
孫運璿(左三)與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官員探查達見壩址。

大
甲
溪的故
事

大甲溪開發的重要水壩壩址選在達見，其形勢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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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需要二、三億，共約需四十億元。因本益比在二以上，值得開

發。民國45年6月，工作處提出「大甲溪綜合開發規劃總報告」呈

報經濟部。

民國45年7月，經濟部部長江杓的辦公室掛上了大甲溪綜合開

發計劃大地圖。同年8月邀請法國高壩專家柯英博士等一行來台實

地勘測大甲溪水力開發計劃及達見水庫。12月朱江淮提出「大甲溪

綜合開發規劃報告」，呈奉行政院批准。民國46年時，台灣省政府

主席嚴家淦非常重視此開發計劃，也在省主席辦公室掛了一幅巨型

的「大甲溪多目標開發地圖」。詳細規劃工作開始分頭進行，灌溉

計劃交由省水利局，台中港交由省交通處委託基隆港「台中港工程

處」進行，達見大壩則交由台電公司進行。朱江淮於46年8月16日

出任台灣省建設廳長，足見大甲溪綜合開發計劃受到政府的重視。

達見命運多舛

民國47年9月，台電公司成立達見探勘處（處長檀榮疆），次年

9月設立達見工程處（處長王忠漢）。民國48年10月，台電會同水資

源統一規劃委員會，在國外專家與顧問工程師協助下，建議薄形拱

壩高237公尺，水庫容量增至二億餘立方公尺，其常水位1460公

尺，稱為「一四六０案」。民國56年6月，達見水庫計劃定案，向美

國開發貸款基金申請貸款四千萬美元，中美兩方並在美國華盛頓正

式簽約，同時亦獲美國援華公署准貸相對基金新台幣十三億二千萬

元。

不意次年一月，美國政府為精簡組織，將美國開發貸款基金撤

銷，業務移交國際開發總署兼理。國際開發總署不太贊同達見案，

美國援華公署（署長郝樂遜）建議將達見水庫壩高略予降低；並取

消輔壩，同年三月達見計劃第五次諮詢會議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決

定降低壩高30公尺（常水位1430公尺方案），不作輔壩，而將節省

的資金用來開發下達見（青山）發電廠，工程費用較單獨開發達見

增加430萬美金，裝置容量由36萬瓩增至68萬瓩。

朱江淮聞悉，邀李晨鐘與大甲溪綜合開發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晨鐘、台中縣長林鶴年、議長王子癸、國策顧問楊肇嘉先生等人

聯袂於1963年8月向台灣省政府、立法院、經濟部、農復會、美援

陳大甲溪資源豐富，具有六

大效益，極應從速開發，以

利國計民生。

民國44年3月1日經濟部

成立「大甲溪綜合開發計劃

委員會」，由經濟部水利司司

長鄧祥雲任主任委員，下設

電力、綜合、區域計劃、防洪灌溉、農林開發、港埠等六組，台電

公司總經理黃煇擔任該委員會委員參與決策，他在對日抗戰期間曾

擔任資源委員會全國水力發電勘測總隊總隊長，是我國水力發電專

家，洋人還送他一個雅號「Hydro Huang」。

當時台電有五位協理，就投入三位，僅柳德玉和徐承燠兩位因

掌總務及財務，而未參與工作。孫運璿任該委員會委員兼秘書，襄

助鄧祥雲綜理全局。顧文魁擔任電力組組長，他曾主持過烏來和天

冷二大水力工程，當時正主持霧社及石門水庫大壩工程；朱江淮擔

任綜合組組長．負責綜合研究規劃多目標開發及其他不屬於各組之

事宜。

統一水資源

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鑒於水資源開發，應為多目標統一規

劃，考慮長期政策開發的完整性與全省水資源之統一活用，於民國

44年11月1日在經濟部下成立「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由於大甲

溪有良好條件，該委員會重點仍在大甲溪綜合開發，因而將原「大

甲溪開發計劃委員會」改組為「大甲溪工作處」，直隸「水資源統

一規劃委員會」（民國85年改組為經濟部水資源局）。當時台電公司

總工程師孫運璿擔任工作處召集人，朱江淮任大甲溪工作處綜合組

組長，其他成員有陳蘭皋、顧文魁、王忠漢、薛履坦、王裕鯨、陳

世璨、范純一、沈嵩華、朱光彩等人。

大甲溪綜合開發計劃在民國45年1月17日的大甲溪工作處綜合

組座談會中，確認工作重心有二：即達見壩之興建與台中港之重

建。大甲溪綜合開發計劃，是台灣第一個多目標之水資源開發計

劃，大壩約需要九億元，港埠約需要十億、電力系統約十八億、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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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調查小組在達

見壩址留影(前左王

忠漢，右朱書麟，

後中為孫運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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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等機關陳情，要求遵守中美合約，照原計劃進行。達見計劃迂迴

曲折，不知何時能定案，當時達見工程處副處長朱書麟先生前往天

后宮求籤，籤云：

數年奔波途無功，今爾安心事可通；

貴人來自萬里外，消息便在下月中。

果然不久華府派主管來台，經中美雙方一再磋商（我方派財政

部長兼美援會副主任委員嚴家淦率領張繼正、王蓬、朱書麟等人到

美國國務院會商），最後四千萬美元保住了，但需分配給林口火力

發電廠三千三百萬美元，留給水力七百萬美元，並同意將達見水庫

工程分兩期完成，先建下達見（青山）水庫。

不朽之作的德基

「達」觀四壁松山堅貞為「德」；

「見」道一池鑑水光永力「基」。

—達見工程處長 陳宗文

民國54年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就經濟性對壩高及電力

運用進行研究，台電公司電源開發處處長朱書麟則以大甲溪開發計

劃確為本省優秀的水力計劃，提出應予優先利用，同時鑒於台電系

統中基載容量不斷擴充，可靠電力需要已不如前迫切，故水庫容量

可以減少，壩高降低至能供應各下游電廠可靠尖峰容量為度（原來

達見水庫是擔任枯洪兩季系統發電量調整任務，後改為經常支持大

甲溪各電廠約六小時的尖峰可靠出電力），乃以常水位一、四０八

公尺方案，向世界銀行貸款五千萬美元。

經多年努力，民國57年4月2日立法院院會通過決議，請行政院

依大甲溪多目標計劃，加速興建達見水壩，達見工地的工程正式展

開。12月2日台電總經理陳蘭皋於華盛頓的世界銀行完成簽約手

續。此一重大開發計劃，因受客觀環境變遷影響，計劃一再變更，

經多年波折，由台電公司正式負責興建。

達見大壩於民國58年6月2日在台北召開國際標，參加投標廠商

共有六家，最後由義大利土努諾（TORNO）公司與日本熊谷組

（KOMAGAI）公司合組之公司以最低價得標。同年10月8日在台電

公司簽約，總價十八億五千二百餘萬元，為當時台電公司有史以來

最大的商業性合約，達

見大壩也終於在同年12

月8日動工，五年後大壩

完工，民國63年6月26日

達見電廠竣工開始發

電。

達見水庫自日人開

始計劃興建以來，經三

十多年迂迴曲折，方見

實現，其間經台電細心研究規劃，三任總經理（黃煇、孫運璿、陳

蘭皋）的努力爭取，及友邦人士協助，才得以順利開工。

達見施工期間，先總統 蔣中正多次蒞臨工地巡視，他有感於

台電公司同仁工作熱忱，乃親賜錫嘉名曰：「德基」，諒係寧波官

話達見二字讀音之轉，而諳味雋永。石隆先生以「達見」為始，

「德基」為終，綴成崁字聯，用申賀忱：

「達」世界規模，集團隊精神，飛崖玉砌工，同心同力同宏

「德」；

「見」群山岸偉，開一湖坦蕩，點水珠坪量，萬斛萬鈞萬業

「基」。

德基大壩是這一代不朽之作，水庫位於台中縣和平鄉大甲溪上

游，靠近梨山風景區，在中部橫貫公路旁，高山夾峙，深谷曲折，

茂林翠綠，風光怡人，一彎拱壩橫攔著萬頃碧波，非常壯觀。大壩

蓄集大甲溪上游溪水，除供發電外，尚有灌溉、防洪、給水、觀光

之效益。遇到颱風豪雨，德基水壩都可以調節流量，並可將大水截

留，以供德基及下游的青山、谷關、天輪、新天輪、馬鞍、社寮等

電廠使用，使大甲溪流域的發電量達到預定目標110萬瓩。

德基壩在遠東首屈一指，亞洲則為第二（當時僅次於日本的黑

部第四），世界排名在十名內。水壩高度一八０公尺，為一美麗的

雙曲線薄形拱壩，水庫長達十四公里，集水區面積四．五四平方公

里。德基電廠建於地下，發電量共有234千瓩。大甲溪的水在上游

的電廠用完，尾水到了下游電廠成為頭水再用，最後匯流入浩翰的

台灣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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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運璿陪同副總統

陳誠與外國專家訪

達見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