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蘭陽溪古稱宜蘭濁水溪

位於台灣東北部的宜蘭縣，三面環山一面臨

海，南有中央山脈，西北的兩側有雪山山脈，東

側就是太平洋，背山面海之封閉地形，雖阻隔了

蘭陽平原的對外交通，卻阻擋不了先民前來蘭陽

拓墾的腳步。早期，噶瑪蘭（Karalan）人遠從南

方的南洋漂洋過海來到蘭陽平原，過著傍水而居

的優閒生活。原住民的泰雅族，則在二百五十多

年前遷徒宜蘭，大部份都住在山區，他們擁有獨

特的歌舞和編織藝術。

蘭陽溪的流域中，上游多屬「荒溪型」的河

川，平時的流量不大，但每遇到颱風或暴雨時

候，河川的流量在短時間內可暴漲百倍以上，洪

流夾帶大量砂石奔瀉而下，使得溪水總是混濁不

清，故早期稱之為濁水溪（即宜蘭濁水溪，現在

改稱蘭陽溪）。

詩人李逢時就曾以水濁為題吟：

城南之水何重濁？千里泥沙下山嶽。

我來溪上數徘徊瘵頭上有纓不堪濯。

裸河會見千年清瘵嘆息蘭陽一溝瀆。

素衣染來變成淄瘵況復波瀾太翻覆。

滔滔天下綍如斯瘵空將激揚問流俗。

忽聞漁父滄浪歌瘵濯纓不得還濯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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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送埤發電廠

現在走鴭電廠大門，看到美麗的風景

像世外桃源，有涼亭、花木、草坪及水池

等景觀，是蘭陽發電廠在歷任廠長及同仁

們用心的耕耘下之成果。遠處山巒起伏，

風景如畫，古典的發電廠房，挺拔亭立在

圳溪（發電後的尾水）邊，是鳥語蟲鳴，

蝶飛花香的好地方。早年在發電廠大門內

的那片地，種有各種水果，民國 72 年 9

月，朱總經理書麟巡視天送埤發電廠，對

淘汰老舊設備更新機件甚表嘉許。吃了可

口的蓮霧，知道是廠內種植，特於蓮霧果

樹前拍照留念。不過這些果樹易生毛蟲，

現已改植其他花木。

據說兩百年前，吳沙來宜蘭羅東開墾

農地，有一個叫許天送的人與吳沙合作開

墾，於現在羅東三星的電力路附近，利用

天然地形築埤儲水，引水灌溉，大家為紀

念他，就將此池命為「天送埤」。後來，

日本人為了要利用宜蘭濁水溪（現蘭陽溪）

的水發電，建了一座發電廠，利用安農溪

將埤內的水排了出去，埤仔就消失了。

明治 44 年（1912）台灣總督府決定

在新竹、嘉義、馬公、羅東、宜蘭及花蓮

等偏僻的地區，開放民營電廠供電，不久

台灣全島陸續成立了十二家民營電燈（電

氣）會社。宜蘭地區的發電事業始創於明

治 44年（1912），由日人波江野吉太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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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鴭蘭陽發電廠（天埤）大門，可看到一大片花園，有涼亭、花木、草坪及水池等。早年種有多

種果樹，因易生毛蟲，現改植其他花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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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集資 5 萬日圓在宜蘭街設立宜蘭電燈

株式會社，興建宜蘭及羅東火力發電廠，

僅發電 55 瓩，提供宜蘭地區的電燈與動

力之需；大正 10 年（1921）1 月該會社

又為供應台南製糖株式會社的羅東郡二結

製糖工廠用電，計劃興建天送埤發電所

（8,600 瓩），不久因資金調度困難而停

頓，同年日月潭發電工程亦在施工中，公

營的「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原有意收買該

發電廠，繼續施工，但因資金龐大，便與

「宜蘭電燈株式會社」及「台南製糖株式

會社」協調，三社合資並招部份民股，合

計六百萬日圓重新復工。同年九月，宜蘭

電燈株式會社將所持股權讓給「台灣電氣

興業株式會社」經營。次年 6月 28日天送

埤發電廠才告竣工，開始發電。廠內裝有

三部發電機和一部水輪機，裝置容量為

7 , 5 0 0 K V A ，發電力為

6,600 瓩。這是宜蘭縣的第

一個水力發電廠，原設宜

蘭、羅東兩個火力發電廠就

拆廢。昭和 4 年（1929）5

月，分散於全台各地的民營

電廠，台灣總督府積極鼓勵

其合併，同年 7 月 1 日台灣

電氣興業株式會社被台灣電力

株式會社合併。天送埤發電廠後於昭和 8

年（1933）增設 2,500KVA的水輪發電機

一部，發電力增至 8,600瓩。

天送埤發電工程，是川流式發電，在

三星庄（今三星鄉）天山村的宜蘭濁水溪

（今蘭陽溪）設引水口，將該溪水以暗渠

（長 935 公尺）引入九芎湖，出水口在天

送埤，由於落差達 39.39公尺（135尺），

於是日人在此興建水力發電廠，使用水量

27.8 立方公尺/秒，由三條壓力鋼管（長

87.85公尺、內徑 2.2公尺、厚 7.92-9.52

厘米），引水鴭入發電機發電。天送埤發

電廠內裝設橫軸法蘭西式水輪發電機組 4

台， Francis（橫軸、渦輪、油壓式），製

造廠商為日本的電業社。發電機為交流三

相，製造廠商為日本芝浦，年發電量約

4,560 萬度。發電後的尾水流入電火溪，

灌溉附近三星鄉及五結鄉的農田，不僅照

亮了蘭陽平原，也灌溉了 3,200 公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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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民國 71 年時，台灣省主席林洋港將電火溪改

稱安農溪，該溪地理位置接近平地，交通方便，

河道上游窄下游寬，水流型態有緩流、急流及礫

灘等變化，富有觀光遊憩的潛力。政府斥資參億

陸仟萬元辦理河川整治工程，堤防與護岸修護及

河道疏濬，使其水量趨於穩定，安全性提高，因

此近年宜蘭縣政府規劃發展之安農溪泛窠活動，

也就是利用這個發電廠排放流量穩定之尾水。

台電的附屬事業

早年在日治時期，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曾經

經營七大附屬事業，這些非電力本業的附屬事業

是瓦斯事業、木材防腐事業、製鐵事業、製冰事

業、電石製造事業、鐵路事業、修理工廠。其中

有三項與天送埤發電廠息息相關，特加以說明。

(1) 製鐵事業：大正 10 年（1921）9 月間，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為消化日月潭發電所完成後的

大量電力，曾鴭行研究該事業，最初由台灣總督

府中央研究所（台北市教育部現址）化學部門多

道別技師介紹天野益藏以砂鐵原料研究製鐵，並

要求台灣電力株式會社予以授助，如該項事業能

獲成功，對電力消費極大，於是借款一萬五千日

圓作為研究之用，又由台灣電氣興業會社免費提

供松山工廠，天野益藏等遂於同年 9月開始研究，

至次年 5月尚繼續研究中，發覺白鐵的生產技術極

為優良，但成本不合算，不合乎企業化的條件，

尚待鴭一步研究。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於昭和 4 年

（1929）年 7月合併台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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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2年9月，朱總經理書麟前往巡視天埤

發電廠，吃了該廠種植的可口蓮霧，特與夫

人蔡世芳女士在蓮霧樹下合影留念。

▲



個製鐵試驗工廠，就隸屬台電株式會社營

業部。

(2) 製冰事業：製冰事業亦因合併台

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而發生關係，大正 10

年（1921）9月，台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

以資金三百五十萬日圓收買了宜蘭電氣株

式會社的全部的財產及營業權，同時亦獲

得在蘇澳白米甕興建中的蘇澳製冰工廠，

次年 7 月工廠竣工而開始銷售，初期業績

普通，其製冰能力一晝夜不過10噸而已，

主要僅作食用冰而已。翌年蘇澳開設漁

港，整年需用冷凍用冰，冰的需要逐年增

加，大正 14 年（1925）因南方澳漁港改

建完成而更見激增，原生產量已感不敷供

應，於次年擴大設備，業務日趨昌隆，常

常發生供不應求的情況，昭和4年（1929）

台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被台灣電力株式會

社合併，製冰事業改由台灣電力株式會社

經營，昭和 10 年（1935）因日月潭電氣

工程的完成，台灣電力株式會社須全心致

力於電力事業，遂於同年不得不將製冰事

業全部讓與台灣水產株式會社經營。

(3) 電 石 製 造 事 業 ： 經 營 電 石

（Carbide）製造事業亦因合併台灣電氣興

業會社而來，該會社原係利用宜蘭濁水溪

於天送埤發電所發電，其第一期計劃供應

電燈及電力，第二期計劃利用剩餘電力依

空中氮氣固定法製造氮氣肥料、硫酸、阿

摩尼亞、水泥及木材乾餾等，第一期事業

已如期鴭展成功，第二期因明治 4 3 年

（1910）發生經濟不景氣，所以改變經營

方針只鴭行操作極為簡單而本輕利重的電

石製造事業，昭和 4年（1929）歸併台灣

電力株式會社，當時台電株式會社所製電

石佔全台 60顠，昭和 10年（1935）台電

株式會社以日月潭電力工程的完成而不能

兼顧，於是讓台灣電化株式會社經營，這

裡就是後來的台肥公司羅東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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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山發電廠

昭和 4年（1929）7月天送埤發電廠隨著

台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合併於台灣電力株式會

社，到了日治末期，台灣工業逐漸奠定，台灣

電力株式會社亦開始擴充供電區域，因此，各

地水力工程不斷擴大，為擴充電源，復計劃利

用宜蘭濁水溪（蘭陽溪）上游水力，興建圓山

發電廠，於昭和 14 年（1939）興工，次年 8

月所有工程為颱風所毀，致全部工程延至昭和

16 年（1941）12 月才告竣工。該廠位於三星

鄉員山村的蘭陽溪與清水溪交會處，亦是川流

式發電廠，其取水位置在蘭陽溪牛鬥橋上游約

2,300 公尺處，在寬廣河床上以鐵絲籠構築的

臨時壩（石籠構成），總長共約 2,000 公尺以

攔取河水流向取水庭，採喇叭式水槽連接鴭水

閘門，再引至 100 公尺寬 40 公尺的沉砂池，

經 5,457公尺的隧道，送水到容量約 630立方

公尺的前池，再用二支直徑 2.3 公尺的鋼管斜

度 20-48 度，落差 70.5 公尺，以 14,500 馬力

推動 9,000瓩的發電機組（AEG製）兩部（每

部機最大用水量 18.5CMS），年發電量約為

8,600萬度。

由於天送埤發電廠的水源，引自宜蘭濁水

溪本流，每遇洪水，常有大量漂流木及岩石流

入取水口，臨時壩亦常被沖毀流失，維護相當

困難。直至昭和 17年（1941），上游的圓山發

電廠竣工後，天送埤發電廠的水源改以圓山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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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發電廠（天埤）的全

景，山邊有四條引水壓力

鋼管，右上為開關場。而

發電後的尾水灌溉附近三

星 鄉 及 五 結 鄉 的 農 田

3,200公頃

蘭陽發電廠（天埤）的辦公室，

圓山機組現為無人遙控運轉發

電，辦公人員全部集中在這裡。

辦公室邊的水池造景，形成視覺

焦點，充分表達電廠與水之間的

密切關係

蘭陽發電廠天埤機組，裝置橫軸

法蘭西斯式水輪發電機四部，可

發電8,600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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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廠尾水為主，清水溪為輔，因此，取水困難的問題才告解決。

水力發電廠大多在深山中，交通不便，年青人視為畏途，不易招到新人。但圓

山發電廠則為例外，不愁招不到人，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民國五、六十年代初，台

北的圓山飯店，是台北市的地標，也是高級飯店的代名詞；山下的圓山動物園更是

小朋友最想前往的遊樂中心。在當時，圓山是所有中南部人羨慕的一個代名詞。無

獨有偶，在宜蘭三星鄉也有一個圓山電廠，雖然同樣叫圓山，但是二者卻迥然不

同，前者位在車水馬龍的台北鬧區，後者則是位在窮鄉僻野的宜蘭縣員山村。因此

當時有一些剛踏出校門的年輕人，考上了台電公司的基層員工，到台電員工訓練所

報到，當他扛著棉被來到宿舍時，摸著上下舖雙人床，他彷彿在做夢，原來當工人

也可以睡床舖（當時他們在原來工廠所領的月薪較少，且晚上在工廠的地板打地

舖、睡鐵板）。受訓後有些學員都興致勃勃的填下分發志願選擇到「圓山電廠」，而

且都跑到「圓山動物園」去報到，但是他們找不到電廠，只好回到台電總公司詢

問，一問的結果讓他們都愣著了，原來電廠在羅東附近，於是他扛起棉被，又來到

宜蘭。這樣的事情重演了好幾次。有趣的是他們常在逢年過節時，受到附近人家的

邀宴，結果很多的小伙子就娶了當地的小姐成了家，在電廠附近落地生根。

民國 38年時，朱處長江淮兼任台電福利委員會供應部委員，特請該會生產部

加強偏僻地區單位的福利，同年 2月宜蘭福利分會採購在來種仔豚 22隻，分配會

員蓄養，圓山發電廠分到 3 隻，購入當時僅 12 斤， 8 月底經大家同意屠宰一隻，

體重 123斤，全廠員工分食，大快朵頤，

大家吃得不亦樂乎。當時該電廠位於偏遠

的山區無任何正當娛樂，同仁咸感公餘枯

燥無聊，年初曾請公司的總處電影巡迴隊

來廠放映，時隔數月，同仁望眼欲穿，到

了 6 月初才來宿舍區的廣場放映「乘龍快

婿」，當時人山人海，全村都來觀賞，敦

親睦鄰，頗獲好評，可惜一年只來一、二

次而已。而圓山發電廠交通不便，該地多

蛇，且員工多人曾因天災交通中斷，無法

就醫而病危，因而在民國 37 年台電派一

位專任醫師劉新鏞駐廠，對員工及附近居

民的健康大有助益。由於員山村的居民，

有半數是台電的員工，且該電廠對地方上

的公共關係做得不錯，所以圓山發電廠的

廠長，早年就成為員山村的精神領袖。

清水地熱發電廠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義大利的那

陀雷諾谷是一個未爆發火山上的谷，其地

熱發電量曾佔該國的 8% 。現在美國地熱

發電總容量已達 225萬瓩，為世界上地熱

總發電量最大的國家。因此地熱乃繼石

油、煤、水力與核能外，而被稱為第五能

源。地熱是地球內部之熱能，為開發新的

能源，台灣的地熱探勘工作開始於民國 55

年，由濟經部礦業研究所在台灣北部大屯

火山群鴭行探勘，但因熱水具腐蝕性，不

利於做發電試驗用，乃在民國62年轉向宜

蘭清水地區展開地熱探勘研究。行政院國

科會於民國64年底邀請台大、成大、清大

等有關科系教授與台電公司、中油公司以

及礦業研究所等機構人員組成「地熱發電

小組」共同研究該區地熱之利用與經濟價

值，為展開該地區之深層探勘與開發工

作，政府乃將地熱納入中油公司的鑽探業

務中。次年 6月 13日中油公司在台探總處

吳德楣處長主持下，宜蘭縣北橫公路尾端

的清水地區開鑽第一口大型地熱深井（4

號井），同年 7月鑽鑿成功，並在附近鑽鑿

5號、 13號、 14號、 16號等生產井，得

知清水地區的地熱井為高溫熱水型態。行

政院國科會為配合清水地區地熱條件及利

用 4號生產井（地熱），積極籌設試驗發電

廠。民國 66 年 2 月，此試驗發電廠經過

“地熱發電小組”客座專家王大蔚先生及教

授們之策劃、設計、發包、興建及中油公

司、台電公司（台電公司朱協理江淮的四

弟朱瑞庚先生，曾在水力及火力發電廠服

務，經驗豐富，被派兼任該小組的研究工

程師）、台糖公司技術人員之協助，向台

糖公司價購已停用的 1, 500瓩舊機組，同

年 1 0 月經專家及技術人員細心研究裝

配，於民國 66 年 10 月 28 日試車運轉發

電，結果尚屬滿意，建立我國初次地熱發

電開發基礎，並列為世界第十一個地熱發
行政院國科會的清水地熱發電中心，於民國 70年 9月 1日正式交由台電公司營運。當時

站在離電廠很遠的地方就能看見該廠的高大管道上，冒出大量的蒸汽，成為民國70年代

時科學的觀光景點（朱瑞墉翻攝）

位於三星鄉的蘭陽發電廠（天埤）附近種有很多蔥

▲

▲



電開發國家。同年 11 月 6 日中油公司李總經理達海陪同蔣院長經國先生巡視清水

該地熱試驗發電廠。

行政院國科會繼而在附近著手籌建先導型清水地熱發電廠，發電機設計容量為

3,000瓩。民國 69年 9月安裝發電機組，民國 70年 7月 14日台電公司應國科會要

求協同成立運轉小組，調派水、火力廠人員共八名參與此項工作，於同年7月17日

併聯台電系統並做試運轉工作，同年 9月正式交由台電公司營運，我國地熱資源之

利用邁入實際運用階段。地熱發電為國有自產能源，清水地熱發電為我國第一座地

熱發電廠，可為往後我國地熱開發、設計、運轉等之借鏡，使國人獲得實際經驗。

當時站在離電廠很遠的地方就能見到該廠的高大管道上，冒出大量的蒸汽，亦成為

民國70年代時一個科學的觀光景點。

蘭陽發電廠

圓山發電廠直至民國66年9月才與天埤發電廠合

併稱為蘭陽發電廠（原圓山），及天埤分廠。蘭陽發電

廠還包括台灣第一座由行政院國科會研發完成的清水

地熱發電廠，但因運轉問題，民國 72年9月1日由行

政院命令台電公司接管運轉發電，改名為蘭陽發電廠

清水地熱分廠。為配合台電公司實施機組遙測遙控和

自動化的政策，蘭陽發電廠於民國70年成立自動化小

組，更新淘汰老舊設備，成為水力發電系統中，首先

採用最新的現代化、自動化裝置的電廠。蘭陽（圓山）1號及 2號機組改善如下：

（1）民國 76年 5月完成一人控制；（2）民國 77年 12月完成由天埤廠遙控；（3）

民國83年4月完成調速機更新、增設遙測遙控與資料收集系統及銜接ADCS線上作

業（台北調度處連線）。

民國 81年組織重整，分廠分別改稱為圓山機組及清水地熱機組。後者因地熱

井阻塞，民國 82年中油公司停止供氣，清水地熱機組配合停運轉，已於民國 89年

無償捐給宜蘭縣政府作為他用。行政院於民國 91 年 1 月核定「再生能源發展方

案」，將發展地熱發電列為其中之一，協助宜蘭縣政府推動「清水地熱發電計劃」，

作為我國發展地熱發電之示範計劃，並結

合區內可資利用的多項目標及相關周邊產

業，以推動整體性之觀光遊憩。清水地熱

發電計劃已被列為「挑戰 2008 ：國家發

展計劃」之重要領域。而經濟部為鼓勵發

展地熱發電，已於民國 92 年訂立「地熱

發電示範系統探勘補助要點」，地熱發電

再建立指日可待。

圓山機組於民國 91 年改為無人發電

廠，由蘭陽發電廠（天埤）遙控運轉發

電（電廠人員全部駐守於天埤）。蘭陽發

電廠原來共有 110 位員工，民國 81 年組

織重整，員工減為 80 人，民國 91 年圓山

機組改為無人遙控運轉發電，蘭陽發電

廠全部員工精減至 50 人。該電廠近年來

多次榮獲台電生產性節約用電績效考核

評定第一名。

目前兩發電廠發出之電力為 26,600

瓩，均經 66KV 輸電線送至羅東變電所，

供應蘭陽地區使用，同時併入 154KV 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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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系統。近年宜蘭縣用電日增，這兩個

發電廠的供電量總和只佔全縣供電量 5%

左右，除了少數工廠（如台塑）氣電共

生發電售予台電公司外，宜蘭縣大部份

的電力，仍仰賴台電公司的台北南港變

電所輸電供應。因此在颱風災害後，宜

蘭縣是島內輪流停電最嚴重的縣市，這

或許是宜蘭縣近十多年來未新建發電廠

的後果吧！

利用蘭陽溪的川流式水力發電，不需

要興建高大的水壩，對環境生態的衝擊較

小，且發電過程並不會造成空氣、水質及土

壤的污染。而發電後的尾水可以直接作為下

游三星、五結地區農田灌溉之用，範圍廣達

羅東、三星附近3,200公頃土地，是一個促

鴭農工發達的電廠。特別是三星地區水田位

於沖積扇扇頂，地層透水性佳，對蘭陽沖積

扇地下水的補注最為有利。

（感謝葉丁財廠長及前廠長張玉德先

生提供資料，並彙整校稿）

電

廠

之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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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發電廠圓山機組外

觀，發電 18,000 瓩，現

在為無人遙控運轉發電，

由天埤遙控監視

▲

▲ 蘭陽發電廠一向表現優

異，近年來多次榮獲台

電生產性節約用電績效

考核評定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