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到 1967年的二十幾年，是孫運璿任職於台電公司

的重要時期，由機電處長、總工程師、協理、總經理，每個階

段都是挑戰。這段期間的幾個規劃，如六個五年的電力計畫、

推動「火主水從」發電策略、農村電氣化等，對台灣社會都有

著重大的影響。孫運璿將與民生息息相關的電力，帶到台灣每

戶人家中。任內不只提高電力的供給量達十五點八倍，更讓輪

流停電在台灣大獲改善，實在為點亮台灣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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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運璿，這位永遠的領導人，於民國九十五年二

月十五日因病辭世，享壽九十三歲。比中華民國

小兩歲的孫運璿一生經歷過許多重要的職位，包

括台電總經理、交通部長、經濟部長、行政院

長等。其中，台電與工研院，被孫運璿視為

是親生子女之外的第五及第六個孩子，可知

孫運璿在台電與工研院所付出的心力與

愛護。

孫
資政

的台電生涯

■資料提供／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

■資料整理／李君星

孫運璿一步步的建立起台電的規模，

並且帶領著台電成為外國人爭相學習的公

司，孫老總除了在推動電力計畫上有顯著

的貢獻，為人處世方面，更展現身先士

卒、無私無我、用人唯才的精神，值得後

進效法。因篇幅有限，本文僅以幾篇孫運

璿在台電生涯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故事，來

緬懷這位台電大家長，並致上最高敬意。

來台從事復電工作

1945年，正值兩大交戰

團體—軸心國與同盟國相互

角力的時期，日本軍閥為了

應付日益困窘的戰爭，拼命

榨取台灣島上的資源。盟國

為了癱瘓補給日軍的台灣，

頻頻出動飛機轟炸島上的重

要軍事、經濟據點。 1945年

八月日本投降，九月國民政

府接管台灣，在資委會派出

接管台灣電力公司的名單之

中，孫運璿是除了劉晉鈺總

經理、黃輝任協理之外的第

三人。

報到後，孫運璿首先面

臨到的是電力設備的損壞，不僅止於戰爭

的破壞，連颱風、暴風這樣的天災也對電

力系統加以肆虐，使得當時的供電力只有

發電設備容量的十分之一，電力嚴重不

足。他了解自己必須儘快去解決難題，恢

復供電。

民國三十四年底，正當要修復之際，

美國麥克阿瑟將軍下命令，日本海外僑民

在五個月內全數遣送回日本。因此，三十

五年三月底，在電力公司服務的三千名日

本技術員工都得回去，這些技術人員一旦

撤離台灣，公司內技術階層產生斷層，電

力接收委員會希望能留下一些專業人員，

都不獲批准。在資源缺乏的困境下，孫運

璿只能帶領台電人自行做好復電的工作。

運
璿

▲ 握住未來希望(翻攝自源雜誌第一期)



台

電

人

物

76

個水力發電廠，主要提供台北地區的用

電。孫運璿的努力，以及烏來發電所的落

成，使得美國人刮目相看，開始支持台

電，後來台電許多大計畫就是靠美國支援

完成的 *。

首開長期計畫

孫運璿在台電任職期間，首開政府風

氣之先，著手規劃六個五年電力計畫，預

估未來三十年的用電情況。

這個計畫從民國四十二年實施到四十

六年，當時台灣雖然落後，興建的電廠卻

有很多項創舉，例如水力地下發電所、亞

洲最高的大壩工程、中歐以外最高落差的

水力發電所。更實際的效果是增加一倍的

發電容量，每度減低發電成本一至兩角，

使我國工業能無後顧之憂盡情發展。

孫運璿在台電的另一項重要決策，是

改變調整台電發電來源，原本台灣以水力

發電為主，但台灣雨量並不穩定，如雨量

不足，或雨季來臨較遲，就會面臨輪流停

電的窘境。因此孫運璿建議從「水主火從」

（水力發電為主）改成「火主水從」（火力

發電為主）。使電力供應不必受天候影

響，逐漸改善輪流停電的問題。民國五十

一年起，火力發電比例正式超過百分之五

十，此後持續成長，「輪流停電」成為歷

史名詞。

推行農村電氣化工程

民國四十一年台電公司調查，發現還

有一百萬居民，千餘村里還沒有電，孫運

璿認為所謂民主，就是要先做到均富、平

等，每一個地方的百姓都應該享受電力，

他開始規劃推行農村電氣化工程。

但執行過程並非一帆風順，當時在偏

僻深山裡架電線不但困難，而且穩賠本，

做幾公里的路線，只有一兩家用電，出毛

病還要修理，孫先生說服電力公司的營業

和財務單位，進行農村電氣化工程，他堅

持「縱使賠，也要做」。而這項計畫使得

全台百分之九十九點七的人口都享受電

力，比日本、韓國還普及。當初農戶用的

幾支小燈泡，也變成冰箱、電視、農業機

械，拉近了台灣城鄉間的距離。

身先士卒塑造台電文化

孫運璿在台電不僅是決策上有重大的

貢獻，對內的管理可是以自己為表率，秉

著身先士卒的精神，帶領著台電這個大家

庭。更塑造起「自動自發」的台電文化。

民國三十六年，大觀發電廠所在的日

月潭發生山崩，孫運璿當時任職機電處

長，一接到總經理電話，馬上召集幾位地

首先，他把公司裡的工程師派下鄉，

但這樣仍不足以彌補大量日本技術人員離

開後人力欠缺的問題，於是他到台南工

專、台北工專跟校長商量，總共派出三、

四百位學生給台電，日以繼夜在戰火的廢

墟中趕工修復，在「沒有零件中找零件」

的困窘下拼湊設備，以五個月的時間修復

全台百分之八十的電力供應設施。

此後孫運璿先後歷任多項政府要職，

統領數十萬公教人員，但每逢接受訪問，

談到最值得回憶的事，最先浮上眼前的仍

是這段在五個月內修復全台電力的往事。

民國三十八年，電力

系統已恢復到戰前的運轉

水準，各廠的機器也隨著

轉動，但是孫運璿的挑戰

並沒有結束，當中共奪取

了中國大陸江山後，大量

各地軍民逃到台灣，使全

台人口驟增了百分之三

十，物資奇缺，在國際上

更是孤立無援。

同年，美國國務院發

表白皮書，認定中國大陸

的失去，國民政府應負全

責，與美國無關，我國政

經情勢更為飄搖，國際大

公司看我國即將破產，都不願與我國做生

意，在此艱難狀況下，孫運璿往來美國，

經過多番努力後，總算向西屋公司借到兩

百萬美金，交換條件是必須買他們的設

備。

這兩百萬美金加上當時台灣省主席陳

誠撥給台電的五十萬美元，才提供了民國

三十八年到四十一年修復遭洪水侵害的烏

來水力發電所、東西聯絡線、立霧發電

所、新竹變電所所需資金。

其中烏來水力發電所的完成最具重要

性，因為這是國人自力設計、安裝的第一

▲ 登高忘遠，立足武界(翻攝自源雜誌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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璿仍不吝付出關心，讓員工都甘心為了老

總、為了公司而拼命。不僅如此，在總經

理任內，感謝員工與其家人的辛勞，孫運

璿跑遍台電在全台各偏遠的服務所，贈送

毛巾、茶葉等禮物給員工眷屬，感謝他們

在背後為台電的義務奉獻，更加凝聚了台

電員工們的向心力 *。

無騣無我

跟過孫運璿做事的人都知道，除了能

學到他的做事方式，領導風格外，其他的

好處一概不可能得到。在台電，孫運璿剛

來台灣時，有很多過去的同學和同事來找

他，希望能安插工作，卻常常被拒絕。即

使有，也先調苦差事給他們做。

例如有位他在天水電廠的同事曾

來找他，希望到台電工作，結果

被派到當時出名的苦缺奧萬大。

但他如果認為是人才，就是

從無交情，他也會把他們請來，

已故前台電董事長的陳蘭皋提到

他進入台電的一段故事。

「我在昆湖電廠時結識劉晉鈺

先生，所以到礦務局報到之前，

便先到台電參觀，在前往基隆參

觀的大卡穆上，遇到隨同前往參

觀的機電處孫運璿，一路上兩人

相談甚歡，孫先生問我前往何處

工作，我一一告知，誰知當天下午，孫先

生即打電話給礦務局主任袁先生，向袁先

生要人，也因此一際會，我轉到台電公

司」**。

因為孫運璿對員工的愛護，以及公正

無私的的態度，使當時的台灣電力公司成

為國家的櫥窗，每當友邦元首來華訪問，

必來此參觀。因為台電的目標管理、工程

進度管理都是最先進的；韓國電力公司在

改組時，還曾派一個龐大的學習團，來接

受台電的訓練。將台電經營的有聲有色，

讓孫運璿在民國四十三年獲頒工程師的最

高榮譽─工程獎章，更成為最年輕的得獎

人。

質專家，趕往山崩現場，查明是否會影響

發電。

當時孫運璿身先士卒，在查看現場外

圍之後，即請員工準備吊穆，親自拿著照

明設備，乘簡陋的吊穆進入黑暗的塔槽

內。發電廠減壓水槽深入地下三、四十公

尺，水流也很急，萬一被急流捲入發電機

的渦輪，將粉身碎骨。孫運璿在險惡的狀

況下，以微弱的照明逐步完成檢查工作。

幸好當時水槽泥壁並沒有因為山崩而造成

龜裂，孫運璿先生也因這種以身作則的精

神，得到台電部屬的敬重。

孫運璿更認為，電力是便民的事業，

在台電服務的人員，要有自動自發的精

神。他經常對員工說：「你們責任重大，

電送不出去，醫院裡病人開刀開一半，生

命會有危險，工廠一兩千個工人，停電就

停工了」。「台電用戶分散全省，員工跟

著電線跑，有些偏遠地區的服務所只有一

兩個人，一個送電，一個管修理，如果萬

一颱風一來，跟總公司的聯絡不通，

等公司來的指示，一個禮拜也到不

了，所以一定要靠員工自動自發的精

神，認為這是自己的責任，颱風不停

就背著東西到外面爬桿子修理去，不

需要總公司講話。」*

他不但和員工宣導，也和員工眷

屬說同樣的話，希望將這種「自動自

發」的台電精神傳承給所有的台電人。他

回憶起某次夜宿屏東楓港，正巧遇到停

電，第二天清晨，孫運璿趕到台電當地服

務所，見到一位同仁的太太正忙著接電話

和登記維修事務，其他家人也全數出動支

援在外搶修的台電員工，孫運璿倍受感

動。

把同事當自家人

民國五十幾年間，電源開發及調整電

價的方案正在立法院上進行，而相關的資

料必須隨時更新，當時身為電價方案負責

人的張斯敏(前台電總經理)回憶，晚上常

和幾位同事一起加班，有次時間緊迫，又

急著寫出電價調整方案。正當大家忙的焦

頭爛額，心力交瘁之際，孫老總忽然出

現。還帶著冰淇淋慰勞同仁們在夏日工作

的煩燥，當時大家都很激動，因為當時已

是晚上午夜之時，而隔天一大早，孫老總

還要去立法院報告。即使公務繁忙，孫運

▲ 鉅工同仁，辛苦了！(翻攝自源雜誌第一期)

▲樸樸風塵、放眼天下(翻攝自源雜誌第一期)



孫運璿資政台電年表

民國34年 32歲 來台復電

• 抗戰勝利，由美國飛回重慶

• 為了接待美國 J.G懷特公司工程師，上機前取消接收東北之行

• 十二月，來台參加電力接收工作，出任台灣區電力監理委員

民國35年 33歲 • 擔任台電機電處處長

• 五個月內，恢復全省80%的供電設施

民國36年 34歲 • 台中日月潭山崩，親自深入地下三、四十公尺，檢查發電廠的減壓水槽

民國38年 36歲 • 大力擴展台灣電力工程

民國39年 37歲 台電總工程師

• 升任總工程師，與同仁合力蓋成烏來電廠，是第一個由國人自力設計安

裝完成的水力發電廠

民國40年 38歲 • 橫貫中央山脈東西聯絡線第一路新建工程竣工，使西部都市有充足電力

發展工業，並完成台灣電力系統整體供電網

民國41年 39歲 • 因建東西橫貫輸電線及天輪電廠有功，獲頒五等「景星勳章」

• 台灣成立火力發電廠工程處

• 立霧發電所修復工程竣工

民國42年 40歲 • 升任協理兼總工程師

• 開始實施第一期電源開發五年計畫，預計增加裝置容量三十萬瓩

• 赴日美接受管理訓練，並參觀企業界

民國43年 41歲 • 獲中國工程師學會頒贈第十九屆工程獎章，為歷年來最年輕的獲獎人。

說服台電財務單位，賠本推動農村電化工程，分期分年實施

民國44年 42歲 • 設立原子動力研究委員會，派任為召集人

• 任大甲溪開發計畫委員會執行秘書，籌建達見水庫

民國45年 43歲 • 屏東枋寮變電所竣工

民國46年 44歲 • 霧社水庫竣工

民國47年 45歲 • 南部火力發電廠第一、二部機裝置完成

民國48年 46歲 • 國防研究院第一期受訓八個月

民國50年 48歲 • 完成谷關、成功發電機組裝置及鉅工嘉義間輸電線路設置

民國51年 49歲 • 升任台電總經理，推行目標管理

民國53年 51歲 • 赴奈及利亞擔任奈及利亞電力公司總經理

資料來源： 楊艾俐，孫運璿傳（天下雜誌出版）*

台灣電源開發史口述史篇 **

我所認識的孫運璿—孫運璿八十大壽紀念專輯 ***

特此感謝前台電總經理張斯敏先生，使本文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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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奈及利亞電力公司董事

長

民國五十三年，遠在非洲的奈及利亞

打算聘請孫運璿去主持他們的電力分司。

這是世界銀行向奈及利亞電力公司推薦的

人選，因美國開發總署發現，接受美援的

世界各地電力系統中，經營最好的是台

電，而孫總經理居功厥偉。

究竟是否要接任是個困難的抉擇，為

求進一步了解，孫運璿在當年四月曾先行

至奈及利亞首都拉哥斯，視察奈電，他覺

得整頓很困難，人事傾軋，組織不健全，

所以給奈電董事長上了十九條建議。原本

以為奈電很難做到他的建議，沒想到不久

後董事長就打電報來，覺得他所提條件中

肯詳實，於是完全同意他的建議及條件，

讓孫運璿感受到奈電誠意。

當時我國與奈及利亞尚無邦交，先總

統蔣中正希望他能促進兩國國民外交，因

此鼓勵孫運璿接任奈及利亞電力公司總經

理。他經過考慮之後，決定接受挑戰，至

奈及利亞任職。

於是他決定告別這個與他相依二十年

的公司，在一連串的辭行之後，孫運璿於

八月二十五日搭機前往奈及利亞，將總經

理的職務交付給陳蘭皋 **。

雖然孫運璿早已離開台電，但在台電

任職期間所樹立的台電文化，至今仍影響

台電人深遠，其後幾乎每位新任總經理上

任之前，都會向孫運璿這位前總經理請

益，而孫運璿也經常向新任的總經理說：

「要以身作則，當年我當台電總經理，跑

遍了所有的服務所、保線所，你要勤跑，

把同事當作你自己的家人，關心他們，台

電才有希望」*** 。隨著孫運璿先生於二

月十五日辭世，未來台電人也將永遠失去

一個最好的諮詢對象。

您曾和孫運璿先生相處過嗎？

歡迎來稿孫運璿相關的故事 1500字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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