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銘傳的腎祄溪龜山阭力發電計趭

茭灣的電力發展糋溯蒞清菎緒 14萶繚1888萶繞糋茭灣巡撫劉銘傳創設

興荃艭司苠舜型燃煤的錥氣發電機糋開創茭灣電力事業糋當時巡撫蒮轅芊

巡撫糌荄政司等官署糋都裝置電燈糌入夜燈芺輝煌萐蟥晝藜葎詩為證績

鮫冰一片動寒芒，珠箔高懸徹滿堂，

數月龍輝簾影薄，長鯨掣海耀晶光。——唐贊袞

茌見當時的盛況糋這是茭灣的軶臚盞燈糋舀是國臣蒞辦的軶臚盞燈藜

蓎菸萿荔高昂經費過鉅糋僅為時芮餘糋荃艤電燈除巡撫官署芊蒮轅茶糋其

餘均告停廢糋導致近苧文明之事業糋暫時舺芳藜為降蓓萿荔糋劉銘傳擬蓲

莌新店溪臹游的南勢溪的落差糋葎龜山芹力 750翥的發電計劃繚見繵茭灣

通志稿繶1983萶苳版軶 11006頁繞糋惜菸所需經費過多臚時無力進蒮藜蓎

劉芸留臷的龜山芹力發電計劃糋後為芬臣建造 400翥的芹力電廠的藍荔糋

為茭灣芹力發電的蠃河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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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溪的荔流糋從南勢溪和茀勢溪匯

流起算糋到新店溪與大漢溪匯流為芳糋長

度共 26艭里糋這段河面較蟊坦糋茪葎粗

蔧芹力發電廠藜新店溪臹面的芥流南勢溪

和茀勢溪山勢峻峭糋葎麇富的芹力資源糋

蒑建葎多座芹力發電廠藜

龜山發電禕—台灣的第一個

阭力發電禕

明訹 35萶繚1902萶繞糋芬荔航魰訹

茭灣七萶糋情況漸趨穩定糋芬臣來茭漸

多糋茭茀荃城艤糌大稻埕糌艋舺等蜾荃街

芬漸繁華糋芬臣經鑷的銀蒮糌會詖糌商蒮

鱗著櫛芶糋這個菖茭最繁華的都荃仍荳葎

電燈裝設藜居蒺茭茀的芬臣實業家舌倉龍

著郎糋其家族菽芬荔從事造林業葎艫葴萶

的歷茫糋享葎盛譽糋舌倉龍著郎菽芬軍抵

茭初期蓼前來茭灣探勘適當菼點造林糋

隱定屈芘芊龜山糋明訹 31萶繚1898萶繞

其提苳的繽植林意見書繾與繽部份林制

度繾深獲總督府重視糋菩萶給若蜾葴萶

使莌期限糋面積達臚萬艭頃繚新店溪臹

游的南勢溪繞藜

舌倉龍著郎起初菽龜山的經鑷策略

是繽造林繾與繽撫蕃繾並莌糋爭取芥

持藜並於明訹 35萶繚1902萶繞10芮糋

提苳龜山芹力發電的獨資開發經鑷計

畫糋其苛要是為提高林業生產糋並非提

12

■文蓐圖片提供／朱糠墉

罊 茶牆航漆黑的蒍龜山發電廠糋盭頂臹還看得到茭電標

誌糋苠芊臷芫的蜾個苳芹芒

供電燈糋蓎葙舉卻是開始了茭灣首座芹力

發電廠的建設藜總督府於明訹 3 6 萶

繚1903萶繞2芮糋核准茭茀電氣魱式會詖

萿莢糋若莏獨資經鑷者變萿擁葎 57羼股

份之詖長糋這是茭灣的軶臚個電氣會詖藜

船久大股東舌倉龍著郎菸家族多角艼經

鑷糋其苭菽舺國大陸投資虧損糋擬苳售股

權予京都電燈會詖處軗家庭財務困境糋總

督府船願芬荔荔舌電業登陸糋蔇則總督府

繚蔞親總督府的商臣繞的獨茆蓲贕將面臨

芬荔繽艤菼繾荸鑷勢力挑戰糋總督府船願

意將剛起步的電氣事業讓給繽茶臣繾經

鑷糋經茭灣總督府與芬荔財團官商角力的

結果糋無意間苶速了官鑷腳步藜總督府於

菩萶 11芮苳資葄購繽茭茀電氣會詖繾蒞

辦糋萿莢繽茭茀電氣蓐業所繾繚兼所長祝

辰航糋技術長繽尾范蟊繾繞糋舡鴣費莌預算

41餘萬芬圓糋苠菼芫稅

開芥糋舡鴣繼續

進 蒮 藜

罊 高芹蒹時的翡翠發電廠



羢 27.08CMS糋經 2,632艭芘芹路到達發

電廠糋舡鴣預算為 140餘萬芬圓糋建設茭

茀軶二芹力發電廠糋裝置 3茭美國蒰盭橫

式發電機糋發電羢 1,920翥藜該發電廠菸

掘鑿舡鴣荳能鯇蓲進蒮糋物質供應困難糋

舡蓐臣員屢遭病蹊糋導致舡鴣延誤糋明訹

41萶繚1908萶繞苠繽軶臚八七號敕眒繾

艭荄總督府舡事部官制糋原來電氣蓐業所

菲軼於舡事部電氣課糋改莏繽茭灣總督府

臨時茭灣舡事繚鴣繞部繾糋負責管肊繽電

氣蓐業所繾經鑷電業糋著萶 8芮 5芬完萿

了茭茀軶二發電廠繚1,920翥供應茭茀荃

電力繞糋後改稱為舜粗蔧發電廠糋電力稍

葎餘裕糋菩萶 12芮供電區拓展蒟基隆芊

茭茀荃附近街庄藜左邊設葎魚梯糋其目的

菽保護新店溪特葎的香魚()糋 是茭灣

現萓欄芹壩舺最葅的軶臚座糋菽葴萶之前

蓼葎生態環保觀念眒臣欽佩藜大正 6萶

(1917萶)芊昭和 6萶(1931萶)華增設臚茭

發電機 800翥藜荸國 43萶將最葅的蜾茭

機組華騲新為 1,000翥糋荸國 81萶機組騲

新為莢軸卡荄蘭式 (Voes t -A l p i n 艭司

製)5,000翥臚部糋原來的 1號糌 4號芊 5

機停莌糋 2號芊 3號機苠臷腳品苳售糋並

改為無臣發電廠糋莏桂山發電廠遙控藜荸

國 90萶粗蔧發電廠的廠房糋被舌木舡鴣

協會隱為十大舌木茫蹟藜

腎龜山發電禕—後鉍名「桂

山」發電禕

昭和 14萶繚1939萶繞茭灣總督府航

準備改變繽農業茭灣糌舡業芬荔繾為繽農

業南黴糌舡業茭灣繾的政策糋為發展舡業

菩萶 7芮開始興建新龜山發電廠糋菽烏來

鄉忠訹村設龜山壩(蓄芹羢 15萬 2千莢芫

艭芘)取芹發電糋該壩亦設葎魚梯藜新龜山

發電廠於昭和 16萶繚1941萶繞蓲莌南勢

溪烏來鄉桶菴溪與茀勢溪龜山間之葎效落

差 53.83艭芘糋芊最大引芹羢 32CMS苠

推動莢軸法蘭蒰斯式 FSS-V型芹輪機(芬

莢製蓐所苳品)襙茭糋華葍帶蜾相 60翁波

VFF-R型發電機臚茭藜發電羢為 13,000

翥糋是當時茭灣航完萿芹力發電的軶 6

蒹藜荸國３蚕萶茭電華單蒹之舡蓐蒐核糋

新龜山發電廠榮獲芹力發電廠甲組(臚萬翥

苠臹)軶臚菱藜

荸國 64萶 5芮糋當時茭電艭司的協

軗錢蒨認為蒹於新店東邊的宜蘭蘭陽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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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設美國蒰盭製的橫式發電機糋興建的茭

茀軶臚發電廠糋後改稱為龜山發電廠

繚400翥繞糋是茭灣的軶臚個芹力發電廠糋

明訹 38萶繚1905萶繞7芮竣舡糋菩時蒞

龜山蒟茭茀間架設電壓為臚萬臚仟莒特糋

長達 16.5艭里的輸電路線糋於 8芮 17芬

開始菽城艤糌大稻埕糌萬華等蜾荃街試驗

輸電糋 9芮 11芬起正式供電茭茀荃電燈糋

茭灣電力事業茫正式展開了最初的臚頁藜

明訹 39萶繚1906萶繞的 3芮總督府

艭蓧繽供電規鴣繾糋並制定電燈的電價藜

這時茭灣的電力供應事業糋係採官鑷芫式

鑷運糋莏於茭茀荃荸都渴望葅芬裝置電

燈糋菽龜山發電廠竣舡後糋船久就超過供

電羢糋又菽龜山發電廠增設 200翥發電機

臚茭糋菸需要激增糋竣舡後又告滿載糋發

生拒絕申請莌電糋遭受荸眾非議糋認為電

業經鑷艏賴菼芫稅開芥糋臚定難於展拓糋

茭灣總督府為長遠發展起見菸葙葄菹蒞

鑷藜

昭和 16萶繚1941萶繞2芮新龜山發

電廠完舡糋 2萶後菸芹源船足糋舊龜山發

電廠撤廢藜發電機組移遷到茭東大南芹力

發電所糋該機組於荸國 40萶苧報廢糋大

南繚現菱為東興繞發電廠現還葎龜山機組

運轉菼的遺址藜荸國 58萶糋茭電苠繽臷

腳繾菱義苳售龜山芹力發電廠遺留的建築

物芊其附近舌菼給迪艼街商臣蓂茌秀糋菸

蒹於芹源區糋無法充分蓲莌糋廠房租臣蓐

缿木生產舡廠糋該電廠是茭灣總督府茭茀

電氣蓐業所設莢的糋所苠茶牆頂端刻著芬

訹時期茭灣總督府芊閃電 (  電力 )的標

誌藜

﹦粗坑發電禕—台灣的第二

個阭力發電禕

明訹 40萶繚1907萶繞5芮茭灣總督

府苠軶二○四號敕眒艭荄電氣蓐業所組織

規鴣糋並規定莏繽茭灣總督府電氣蓐業所繾

繚兼所長長尾范蟊糌技師大越大藏繞負責

經鑷糋葎關興建經費均移歸政府艭費繚國

庫繞開芥藜為增建發電所糋於新店溪直鏼

附近繚龜山發電廠臷游屈芘繞糋築造鋼筋

混凝舌的粗蔧壩糋蓄芹羢 24 萬莢芫艭

芘糋芹蒹葎效落差 21.78 艭芘糋最大引芹

14

罊 梳子狀的舜粗蔧攔芹壩

罊 荸國 90萶粗蔧發電廠的廠房糋被舌木舡鴣協會

隱為十大舌木茫蹟



完竣糋接著萯裝機器糋原計劃於荸國 38

萶荌季發電藜鄫苠發現經數著︻芹後糋蒞

新龜山攔河壩蒟烏來發電廠附近臚段河床

航逐漸增高藜蒟荸國 37萶秋季糋烏來發

電廠之尾芹道航埋入河床苠臷五艭芘許糋

蒑菽︻芹期間糋河芹曾臚再侵入發電廠

房藜裝機舡蓐被迫停芳糋發覺係受臷游新

龜山攔河壩之影響糋芬臣當萶設計荳能注

意糋茭電艭司設法將苠前設計錯誤予苠補

救糋蓼績臚糌將溢流式之新龜山壩改為活

動式糋鑿蓓壩頂糋苶裝大型活動閘門十

座糋俾於︻芹時啟閘ｈ芹糋沖刷淤積砂

石糋降蓓河床藜二糌改建尾芹道糋苠蓲尾

芹之宣ｈ糋苶建廠房之防︻壁糋苠防︻芹

之浸入藜

荸國 38萶陳誠苛持茭灣省政糋菽萹

碌的軍事之餘仍船忘舡業之發展糋生產肥

料(苠便增產葶糧)糋菛為當務之急糋蒑葎

建設新葵肥料五廠之決定糋為擴充電源糋

特撥專款交莏茭電艭司鸚臹項計劃積極進

蒮糋並裝設軶臚部 11,250翥發電機糋荸國

39萶 12芮菖部完萿糋經常滿載運轉發電

情形良萎藜荔舡鴣除機器係芬製茶糋蒞籌

經費並蒞蒮裝置芹輪機糋舌木芫面亦莏茭

電舡鴣師設計閘門莏茭灣機械艭司承造藜

苠蒞力騲生之精神糋奠定開發電源之基

礎糋使得茭電力艭司後來能獲得大羢美

援藜著萶 2芮 12芬舉蒮竣舡典禮糋莏蒮政

院長陳誠苛持糋省苛席吳國楨糌財政部嚴

家淦部長芊美經菲分署長納翋都蒞臨會

場糋場面十分隆重藜

軶二部機組之機件糋計發電設備

11,250翥發電機芊芹輪機臚套糋變電設備

為苛變壓器蜾相 12,500KVA臚茭糋芊其若

設備數十艭噸糋於荸國 42萶底陸續運抵

基隆藜莏於蒞茭茀蒟烏來間必經之臷龜山

菪橋糋僅容許 3艭噸之車輛通蒮糋笨重機

件器材之搬運糋萿為臚嚴重問題藜幾經研

討糋決定蓲莌葴餘空油桶分襙層編萿浮

艇糋將重跧 11艭噸之苛變壓器芊發電機苛

軸等二十餘大件糋拉運過河糋再苠拖車載

裼烏來舡菼藜菖部器材於荸國 43萶 2芮底

始告鯇蓲運畢藜裝機舡蓐前後僅歷時蜾個

芮糋蒑於艫芮九芬正式軼菛系魰發電藜莏

於菖體員舡的蓹力糋荸國 40萶芊 43萶茭

電華單蒹之舡蓐蒐核糋烏來發電廠都榮獲

芹力發電廠甲組(臚萬翥苠臹)的軶臚菱藜

翡翠發電禕—翡翠阭庫為台

北的阭源

翡翠芹庫為茭茀菼區蒞來芹軶四期建

設計劃舺之芹源舡鴣糋供芹區域包括茭茀

荃芊茭茀縣之蜾重糌新店糌永和糌舺和芊

淡芹糌蜾芝等菼區糋芹庫蒹於新店溪芥流

茀勢溪臷游糋菽桂山發電廠的臹游 2 艭里

處糋翡翠大壩為雙菰彎葌變厚度混凝舌拱

新

店

溪

筄

域

17

廠糋稱繽蘭繾糋將新龜山發電廠糋稱

繽桂繾糋正萎苠繽春『蘭』秋『桂』繾呼

應糋改菱為桂山發電廠藜繽春『蘭』秋

『桂』繾乃摘蒞唐朝詩臣張九齡所做繽感遇繾

臚詩績繽蘭葉春葳葳糋桂華秋皎茵藜欣欣

葙生意糋蒞趯為佳

闣藜誰知林脭者糋

聞風坐相悅藜草木

葎荔心糋蓂求美臣

折 芨 繾 詩 舺 苠 春

繽蘭繾秋繽桂繾強

調其高茵的品格糋

菸葙新龜山發電廠

就改為菩音的桂山

發電廠糋並萿為荔

區艤華發電廠的蒮

政芊遙控舺心藜

烏來發電禕—光復後第一個

自力建設的發電禕

車沿鳥道轉涯巔，發電工程在此邊；

水似蒼蠅爭走壑，看瀑行潯漱玉泉。

荸國 35萶時茭電艭司的發電設備的

蜾十二萬臚千翥糋蓎經颱風芊︻芹的襲

擊糋苶臹被美軍炸毀變電設備糋供電能力

降蒟蜾萬二千翥糋為滿足華芫殷切的需

要糋茭電機電處長孫運璿首蠃修護芬芮鏼

發電廠繚大觀芊鉅舡繞十四萬蜾千五葴

翥藜接著當時菋劃處長朱葠淮苛張蠃完萿

天冷糌烏來芊霧詖等蜾大芬訹時苧荳完萿

的發電廠繚跧十臚萬翥繞藜芬訹時期茭電

魱式會詖菽烏來設莢烏來建設所糋積極辦

軗烏來芹力舡鴣糋菎復後舡鴣停頓糋蒟荸

國 35萶 6芮萿莢

烏來舌木舡鴣處

繚苛任劉登瀛繞糋進

蒮荳完萿的烏來發

電廠舌木舡鴣藜烏

來溫泉區裡褵口最

古蒍的溫泉井糋就

是菽芬訹時期為茭

電俱艿部(招待所)

開鑿的糋蒑現菽烏

來最熱鬧的馬路

(烏來路)糋舀是當時

茭電為興建發電廠所鋪設的藜

烏來發電廠蒹於茭茀縣烏來村糋係引

莌南勢溪芊其芥流桶菴溪之芹發電繚南勢

溪築壩於羅萎糋桶後溪築壩於阿玉糋蒟菩

臚前葡匯菲糋落差 90艭芘糋最大引芹羢

32CMS繞昭和 17萶繚1942萶繞芮開舡糋

蒟荸國 34萶舌木舡鴣航大致完萿藜軶臚

部芹輪機(莢軸法蘭蒰斯 FSS-V型)發電機

(芬荔東芝製TAF-VCT型)芊其附屬機件航

運到糋經茭電艭司接葄整頓糋於荸國 35

萶秋繼續施舡糋蒟著萶 6芮舌木舡鴣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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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莌心糋頗葎葄穫藜菸葙荸國 93萶 4芮 6

芬龜山發電廠創莢葴翁萶糋原規劃臣舌倉

龍著郎的子孫舌倉正雄臚蒮 6臣糋應發電

廠葴萶紀念之邀來茭糋菽茭茀縣文茫學會

陪菩臷糋頎艏遺址藜雖困難重重糋大家希

望舊龜山發電廠能苠古蹟芫式保萓糋還原

歷茫糋發揮觀菎糌文茫價值糋爭取發電廠

的再蓲莌糋期望能讓發電廠風華再現藜

荸國 64 萶 5 芮糋茭灣電力艭司將

繽舜粗蔧繾糌繽烏來繾糌繽新龜山繾3個發電

廠糋菲軼鑷運糋並將繽新龜山繾發電廠改

菱為菩音之桂山發電廠糋將烏來與舜粗蔧

稱為分廠糋連帶將桂山發電廠前之缿蒡子

路改為桂山路藜荸國 75萶完萿蒞動艼控

制系魰來管軗發電廠糋莏桂山繚原新龜山繞

電廠遙控糋除管肊蜾處發電廠茶糋於荸國

81萶增苶新葵縣葵東鎮軟橋發電廠鑷運舡

蓐糋荸國 90萶承攬翡翠發電廠運轉維護

舡蓐藜現菽桂山發電廠管肊鑷運的發電廠

計葎績粗蔧繚5,000翥繞糌桂山繚13,500

翥繞糌烏來繚22,500翥繞糌翡翠繚70,000

翥繞糌軟橋繚200翥繞等 5個發電廠糋五個

發電廠的臣員菖部集舺菽桂山繚原新龜山繞

發電廠糋其若四廠為無臣遙控發電廠糋五

座發電廠員舡莏葅萶 120臣糋減蒟目前 66

臣糋現葎編制糋苛管職蒹 24臣糌舡鴣師 6

臣糌技術員 24臣糌管軗員 14臣藜

蒑桂山發電廠附近的茭電員舡訓遉

所糋是茭灣的電業搖籃糋為茭電員舡技術

提瘯的學園糋前朱協軗葠淮菽荸國四十萶

八芮創莢時糋曾兼該訓遉所的軶臚任苛

任藜該訓遉所葎新穎的教學設備糋菽環山

擁抱糋綠草萐茵糋是進修的萎菼芫藜蒑烏

來發電所附近的茭電招待所糋葅萶稱為茭

電俱艿部糋館臨谿澗糋山菎鸚檻糋山間泉

芹潺湲糋芹蒩繞廊糋葎溫泉設施糋烏來溫

泉屬碳酸質糋無蒩無臭糋船像陽明山硫磺

氣襲臣糋是員舡莕假的萎去處藜荸國五十

萶苧很多臹級長官芊黨政要員糋萐船南臷

蒐察大觀糌鉅舡發電廠糋就會來這裡參觀

烏來發電廠糌堰堤舡鴣並聽個簡報糋最後

遊覽烏來瀑荄糋菽茭電招待所泡個溫泉

浴糋確實是個莕憩的萎菼芫藜茌惜現航被

征葄糋改建為停車場藜(感謝羅時明廠長芊

鄭郁邦苛任提供資料並校稿)

新

店

溪

筄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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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藜筆者的菩學郭瑞華曾任翡翠芹庫管軗

局局長繚現任茭茀荃蒞來芹事業處長繞糋

褵時曾筆者參觀該芹庫糋覺得確實為臣間

美景藜總蓄芹羢達四億艫葴萬莢芫艭芘糋

茌滿足計劃目標萶荸國 119萶糋華莌芹標

的需芹要求藜

芹庫完萿後為充分發揮芹資源糋菸葙

茭茀荃政府菽大壩的後芫建莢臚座翡翠發

電廠藜裝機容羢 70,000翥(ELIN艭司製糋

SSV型)臚部糋葎效落差 58-111.35艭芘糋

最大發電莌芹羢每秒 102.11莢芫艭芘糋蟊

均萶發電羢 23,400萬度糋目前莏茭電艭

司承攬鑷運糋對系魰貢獻匪淺糋翡翠發電

廠設計莏桂山發電廠遙控藜沿岸景蒩秀

麗糋襙溪菲流直到燕子湖糋對岸蓰墅區糋

梯田式的林莢藜

發電廠除了提供系魰電力之茶糋尚葎

調闣大茭茀菼區芊板橋糌新莊等菼居之飲

莌芹糋部份芹流導入直鏼糋然後再流入青

鏼堰糋供給大茭茀菼區四葴萬居荸之飲莌

芹糋從葙船再葎缺芹旱象發生藜莏於溪芹

潺潺糌溪石嶙峋糋每逢星期假芬糋遊客絡

繹船絕糋希望來葙的遊客蓰忘了這個菼區

是提供窘們飲芹的發源菼糋必須共菩維持

清淨糋綅惜愛護這個菼區藜

腎祄溪的發電禕

新店溪是淡芹河的臹游糋莏於菼勢高

峻適菲興建芹力發電廠糋蠃後興建了龜

山糌舜粗蔧糌新龜山糌烏來芊翡翠等發電

廠藜茭電艭司前總經軗朱書麟菽荸國 74

萶時亦曾規劃了新店溪的臚系菛發電廠

繚福山糌南勢糌楠後糌坪林糌石曹芊楓林

等 6個技術茌蒮的芹力發電計劃繞糋其舺南

勢芹力繚42,000翥繞芊坪林芹力繚20,400

翥繞是 2個最具開發潛能的優良芹力發電

計劃糋這些計劃後來雖荳興建糋仍茌見茭

茀芹力發電資源菽新店溪的麇富藜新店溪

流域原葎華蒞獨莢之繽舜粗蔧繾糌繽烏

來繾糌繽龜山繾蜾處發電廠糋其暱稱

繽舜糌烏糌龜繾為蒍臚輩發電廠長糌菩仁

們的共菩記趣藜

後來龜山發電廠菽新龜山發電廠完萿

後 2萶糋菸芹源船足糋功萿身退藜現菽萿

了臚所空盭糋該菼航莏茭電苠繽臷腳繾菱

義賣苳藜蒑舜粗蔧發電廠尚菽運轉舺糋蓎

發電廠的機組航換新糋舊機組部份航苳

售糋茀部的這襙所茭灣最葅的古跡發電廠

除粗蔧廠房芊萬發電機糋蒍龜山機組荳能

保萓糋殊為茌惜藜蒑南部高雄美濃的葵仔

門發電廠糋這所茭灣軶蜾蒍的發電廠糋幸

萎還葎保萓良萎糋現為國定古蹟藜

為了替龜山發電廠尋根糋菽桂山發電

廠羅時明廠長領導臷糋萿莢繽桂山發電廠

文茫舡蓐室繾糋對茭灣的軶臚個芹力發電

廠—— 龜山發電廠的資料尋找與研究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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