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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蘭嶼

蘭嶼孤懸在台東市東南方49海浬的太平洋中。是台

灣東部之第一大島，也是僅次於馬公島而為台灣附屬的

第二大島嶼，面積48.8平方公里。早年稱為紅頭嶼，因

在燈塔附近有塊形似人側臉岩石，在地質學上屬於火山

噴發所形成的，從遠處望去，當夕陽照射在該岩時，反

射出一片紅土色澤的緣故，故稱為紅頭嶼，民國36年以

該鄉出產世界唯一的特產五葉蝴蝶蘭而改為「蘭嶼」。

全島有漁人、紅頭、野銀、東清、朗島及椰油等六個部

落，行政區域劃分為紅頭、東清、朗島及椰油四村。每

年3∼6月的飛魚季是全村出動的大事，飛魚是達悟人的

生命文化之魚，每當新屋落成、新船下水、祭儀(飛魚

祭、鬼神祭、招魚祭、收穫節)時，飛魚、芋頭及豬肉

都是待客的桌上菜。蘭嶼最珍貴的就是熱帶雨林和自然

風光，而中央山區則有神秘和探險的意境，島的四周天

然岩雕令人目不暇給，紅頭岩、玉女岩、雙獅岩、軍艦

岩、龍頭岩等唯妙唯肖，渾然天成，都是觀光的景點，

海底珊瑚及熱帶魚更美不勝收，浮潛及夜賞貓頭鷹(蘭嶼

角鴞)是現在遊客的熱門活動。

達悟(TAO)族(以前稱雅美族)長期居住在蘭嶼島上，

是太平洋島嶼民族在數十世代前遷移來的，似與菲律賓

的巴丹島(Ivatan)有相當的淵源，數百年來少與外界往

來，亦是台灣唯一的海洋原住民。當地用語中，並未有

YAMI一詞，「雅美族」這個稱呼對島上的原住民來說沒

有意義，近年來他們自力推動正名運動──達悟(TAO)

族。蘭嶼早年被日人作為研究台灣、琉球與南洋地區之

土著血統文化、古地理及古生物的重要據點。後發現有

一百多種被植物學家列為稀有植物，而將該島保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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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因而一直採取封島政策，儘量

隔絕外來影響，光復前外人很難進

入，加上與台灣本島有海洋相隔，

開發較遲，因此較其他原住民保持

較多的傳統文化。

戰後蘭嶼到民國70年尚無電力

供應，過著天一黑就點煤燈的日子，塞翁

失馬，焉知非福，沒有電力供應，蘭嶼

開發的晚讓史前文化遺址和文物未遭到破

壞，得以完整的保留下來，蘭嶼的朗島

村、紅頭村曾於民國71年發現了史前遺

物，這些遺物皆暴露於地表，有石斧、網

墬等物。儘管達悟族的人口只有3,000多

人，是台灣原住民中人數最少的一族，卻

有自己一套恪守不渝的文化傳承和生活模

式。由於該島的地理位置與世隔絕，日常

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均採自給自足

方式，而形成獨特的初民文化景觀，尤

精於併板舟(不需要半根鐵釘)、銀盔、

紡織(女子用紡錘編織樹皮加工過的纖

維)、陶製人像及陶瓷(男人用手上拿著

粘土就能捏出，燒成動人的成品)等傳統

技術。他們歡迎觀光客，但也擔憂受到

現代文明之過度衝擊，關於這一點，我

們要多予體諒、關懷和尊重。

農村電氣化及離島供電   

民國39年政府實行耕者有其田政

策，改善農民生活，要想發展農村經

濟，需利用機具，政府乃要求台電公司

開始籌劃農村電氣化工作。民國42年

台電公司朱協理江淮赴美國考察半年回

台，從美國農村電化局（REA）的貸款

辦法得到解決方案，依照該分期專款補

助辦法呈請台電公司轉送政府有關當局

核准。民國43年首次創辦農村電氣化工

程，至民國69年止，已電氣化村里達

2,725村里，受益農戶計167,000多戶，

架設線路達8,800多公里，約為全島南北

長度之22倍，幾乎遍達台澎各地包括山

地僻地。

台灣離島地區，無法由本島引接電

源，除澎湖馬公島外，大都等到民國40

年代後期農村電氣化的實施，才陸續由

合作社、農會、漁會等社團自行裝設獨

立的小型柴油發電系統。惟這種柴油發

電成本昂貴，營運困難虧損連連，各離

島的電廠一再要求由台電公司接辦。台

電公司於民國61年開始策劃辦理離島供

電，民國63年起依照行政院核准「台電

公司接辦台灣省離島電業實施方案」，

為服務偏遠地區民眾，該公司不計盈

虧，慨然接辦全台各離島原有的小型發

電廠，蘭嶼全島當時尚無電力，除了少

數的機關、學校及旅館自備柴油發電機

外，晚上全島都是點著煤油燈呢！

台電公司於民國65年8月調查，

蘭嶼只有580戶，若辦理該島之發電工

程，以當時的幣值及油價計算，完成後

每年至少將虧損280萬元。為配合政府

改善離島居民生活之德政，以謀求蘭嶼

的鄉民福祉，不能僅以盈虧來考量。民

國69年台電開始接辦台東縣蘭嶼鄉電

業，工程費改由台電負擔53%，省政府

47%，用戶無須負擔任何費用。同年1月

▲ 蘭嶼發電廠的廠房外景。

▼ 站在蘭嶼發電廠屋頂，看通往紅頭村的環島公路，右邊為八代灣。

▲ 蘭嶼發電廠的柴油儲油庫（750公秉）二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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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施工隊開始以二年時間在蘭嶼積極進

行農村電氣化，當時稱為「無電燈地區供

電設備工程」，新建了蘭嶼約25公里的線

路。

蘭嶼發電廠

蘭嶼原本沒有電力供應，發電廠於民

國70年9月開工，該廠原擬設於椰油村，

但因未能順利取得土地，改建在蘭嶼機場

東南方500公尺處，為輔導會蘭嶼農場的

土地，因取得容易且臨環島公路。第一期

工程裝置二台500瓩柴油發電機組(德國

M.A.N公司製造，發電機及附屬設備由大

同公司製造)，電廠廠房及發電機組由台

電施工隊辦理，配電路線的架設則由台

東區營業處辦理。民國71年7月15日完工

供電，並成立蘭嶼發電廠，第一任廠長為

劉修道先生，同時設立蘭嶼服務所，初期

每日供電11小時，同年10月20日延長為

13至16小時。蘭嶼的電業其成本每度平

均約13.5元，而台電公司按全省統一收費

每度約2.4元，提供用戶低廉電價，用戶

咸稱便利與實惠。唯因營運成本偏高，接

辦後第1年實際虧損營運費一項之損失即

達數佰萬元，台電公司遵奉政府政策，離

島供電業務為改善居民生活，是政府造福

人民德政，自不能以經濟效益衡量，因此

台電不計虧損，繼續全力積極推行，以貫

徹「服務用戶，提供低廉可靠電力」的目

標。民國73年9月6日監察委員蔡孝義先

生與李存敬先生等人曾到蘭嶼發電廠考

察，由台電台東區處祝經理親自陪同前往

發電廠作業務簡報，將台電公司籌建發電

廠的經過，以及自民國71年7月15日正式

運轉啟用，每月發售電量、用戶數等營運

狀況，作詳細的介紹，使監察委員能深入

而滿意的了解，為台電公司樹立良好的形

象。

民國74年11月1日配合地方發展改為

全日供電，蘭嶼四個村729戶居民都能享

有電氣化生活。民國81年居民生活水準日

漸提高，用戶增加用電器具，且公共設施

不斷擴充，用電有急劇增加之趨勢，夏季

的最高負載已超過發電機單機最佳出力。

因而同年7月9日台電公司進行蘭嶼第二期

工程再裝置二台500瓩柴油發電機組(比利

時A.B.C公司製造，發電機為東元電機公

司製造，配電盤為台安電機公司製造)，同

年10月5日完工。民國87年政府開始實施

隔週休二日，蘭嶼成為台灣國內的旅遊勝

地之一，每逢週休二日或連續假期，湧入

大量旅客，島上住宿、餐飲都供不應求。

蘭嶼最熱鬧的街道是椰油村，每逢假日夜

晚街道兩側熱鬧滾滾，使得用電量大增。

依離島建設條例規定，自民國91年4月份

起蘭嶼地區住宅用電免收電費，用電量增

加負荷過高。蘭嶼鄉周貴光鄉長曾於民國

92年2月12日訪問台電公司林總經理清吉

致意，特贈一艘蘭嶼的獨木舟(併板舟)的

模型，並談起用電量大增一事。同年6月

25日蘭嶼發電廠再增加2台1,000瓩的柴

油發電機組(韓國M.A.N公司製)，現在蘭

嶼發電廠有6台發電機組，總裝置容量為

4,000瓩，每年用電高峰的夏季期間，每

天維持4至5台的機組投入運轉供電，一般

時期則只需3台運轉供電。

蘭嶼發電廠現有員工9人，兼蘭嶼服

務所工作，負責發電機組運轉、維護及配

電線路之設計、施工、維護及油料運補(油

罐車)事務工作及用戶用電相關業務。該

發電廠的員工，除了上述的電廠維護及輪

值24小時的運轉值班外，還要獨當一面的

辦理外勤工作，凡新增設的電桿、改良工

程、桿變吊換，鹽害對策等維護工程均包

括在內。因離島的關係，台電台東區營業

處常因人員調度不便，無法及時支援，故

一切工作盡可能自己辦理，因而他們常以

電廠為家。

▲ 蘭嶼的水芋田，芋頭是該地的主食，對達悟人而言，芋田是他們代代相傳的重要財
產，在蘭嶼遇到重要祭典，如新屋落成、大船初下水、飛魚祭時，芋頭、飛魚、豬肉

都是待客的桌上菜。

▲ 台電公司蘭嶼發電廠的柴油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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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2,000多萬元，以回饋蘭嶼鄉。20多年

來政府與台電公司對地方的回饋，累計

早已超過10億元。

目前台電公司對蘭嶼地方之回饋，

主要分為三部份：一、貯存場土地租用

撥給蘭嶼鄉公所為數甚為可觀的配套回

饋金；二、依據「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

金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饋要點」，由台

電每年撥款約1950萬供蘭嶼鄉公所辦理

社會福利及硬體建設；三、零星補助由

台電公司每年回饋約500萬元：1.學生

(蘭嶼、椰油、朗島、東清小學及蘭嶼中

學)的獎助學金(學業優良、才藝優良、殘

障及清寒等四種)，到台灣島內就讀大專

院校與研究所亦有獎助學金，每年約60

萬元；2.急難救助：補助住院費用或赴

台東就醫的機票費用，每年約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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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的農村電氣化工程及發電廠機

組之裝機，都是由台電施工隊負責，該

隊由前土木、機電工程隊改組合併，具

有悠久歷史、良好信譽的施工隊，擁有

300餘人，可以接辦台電公司一切大小

機械、電機、土木及建築等工程，而協

助各發電廠裝機工程作業，為其中心業

務。先後完成各離島的供電，後於民國

71、82及92年三次在蘭嶼進行裝置柴油

發電機組，台電的施工隊同仁在偏遠的

蘭嶼，生活枯燥、工作辛勞，缺少娛樂

設備，只有過期雜誌，由於風沙大，居

住宿舍差。早年渡輪稍有風浪會令人嘔

吐暈船，每遇風力強大停航時，交通更

為不便，當時來往蘭嶼的台航(或永興)

空中巴士，為一日數班往來的9人座的小

型螺旋槳飛機。在偏遠的離島──蘭嶼

工作，雖然有加班費、差旅費、偏遠加

給，似乎令人羨慕。但身歷其境體會當

地的生活和工作後，勇氣不足者常視為

畏途，也有一些同仁不怕苦，以工地為

家，不畏困難埋頭工作以達成台電賦予

使命。施工隊主任柯德成，是台電公司

前協理柯文德的長男，柯主任德成領導

有方，與各級主管協調良好，發揮團隊

精神，創下無比的輝煌業績，一個接一

個的工程順利達成任務，蘭嶼發電工程

也在他們手中完成。

民國71年7月15日蘭嶼開始供電，

大大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前蘭嶼

沒電的時代，孩童們與大人經常唱歌、

聽故事直到深夜，睏了的小孩也捨不得

離開。但有電以後，孩子們就想看卡

通、連續劇；沒電的時代，每逢月圓的

晚上，部落的婦女常會在各自的涼亭上

唱歌，此起彼落，有時亦會在月光下表

演質樸純的達悟族舞蹈。現在晚上都在

看電視，除非在接近原住民舞蹈比賽前

或節慶前，才能看到為比賽或節慶而練

歌舞；沒電的時代，小孩早上7點以前就

到幼稚園報到了，那像現在快8點時，幼

稚園的娃娃車到村落，還有一些小朋友

尚在睡夢中，因晚上看電視睡的太晚。

蘭嶼有了電帶給鄉民許多生活上的方

便，亦改變了達悟人的生活方式，擴展

了蘭嶼人的世界觀，但也使蘭嶼失去不

少傳統的生活之美。

台電的敦親睦鄰

因蘭嶼為偏遠離島，相關機具維

修、燃料船運、人事等相關成本相對較

高，且依離島建設條例第14條規定，蘭

嶼地區自91年4月份起住宅用電免收電

費，目前蘭嶼的用電戶1200多戶，9成

以上屬一般家庭用戶，因此電費收入與

售電量之成長率不成比例，造成台電每

年在蘭嶼虧損1億多元。為回饋蘭嶼鄉親

全由台電公司自行吸收，提供足夠的電

力，滿足綠島的全部用戶，不僅是政府

的旨意，也是台電公司努力的方針。

依據台電公司的「開發電源捐助地

方辦法」，發電廠的電費收入1%及工程

費用的1%作為地方政府的回饋金，但蘭

嶼發電廠規模小因而提撥金額少。而蘭

嶼東南角端的龍門地區，三面環山一面

向海，有自然屏障且遠離居民，在1980

年代全球決議核廢料不得以海拋方式處

理，原擬海拋的低放射性廢料乃在蘭嶼

暫時貯存。由於蘭嶼貯存場目前由台電

公司負責管理，收受來自全國各界所產

生的低放射性廢料，十多年來每年約捐

達悟族人的傳統家屋深入地底

2-3公尺，大都是在野銀部落，
從外看只能看到屋頂、實際上是

由主屋、工作房和涼台組成，土

層能隔熱，冬暖夏涼，土壤可以

隔音，穴居更能防風、防颱、防

震，建築奧妙頗具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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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補助全鄉性、村里活動及社區(團)活

動，每年約150萬元。此外，從前電基

會亦曾捐助環繞全島的巴士、參加全國

龍舟競賽的部份經費補助，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每年定期為島上的居民免費健

康檢查。

蘭嶼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

場 

民國61年原子能委員會為因應國內

原子能民生用途之日益普及，邀請專家

學者就全國廢棄礦坑或坑道、高山、無

人島與各離島等地點逐一檢討評估，決

定先採離島暫時貯存，同時參考當時先進

國家已在進行之放射性廢棄物海洋處置作

業，積極研發海岸處置技術。經審慎評估

後，提報政府核訂於該地設置國家低放射

性廢棄物貯存設施，於民國67年動工，該

貯存設施由榮工處承包，民國71年正式展

開低放射性廢棄物接收作業，貯存場佔地

約10餘公頃。民國79年該貯存場由原子

能委員會交台電公司管理，自民國85年貯

滿即不再運入，新的廢棄物不再增加，貯

存場早已停止擴建。貯存場目前總共貯存

97,672桶，其中86,380桶來自核能發電

廠，其餘11,292桶來自全國醫、農、工、

學、研等各界。

台電公司除每年執行蘭嶼地區環境

幅射監測作業之外，為培訓蘭嶼鄉親有自

主幅射偵測及判讀幅射數據能力，民國95

年規劃「委託公正第三者辦理蘭嶼地區環

境幅射監測專業服務案」，經台電公司、

蘭嶼鄉公所及蘭嶼鄉民代表所組成之評選

委員會，選出清華大學執行上述專業服務

案。8位來自於蘭嶼六個部落之青年，在

接完幅射監測基礎訓練後，參與執行取樣

及環境幅射監測作業，可確認貯存場的運

作對蘭嶼地區生態環境並不會造成任何影

詳響。多年來蘭嶼的鄉親也從猶疑、懷

疑、質難、排拒，而漸漸諒解和包容。鄉

親們寬厚和友善，更加強了台電對蘭嶼這

片土地的愛護與用心。

台電公司為了徹底消除鄉民之疑

慮，並為未來廢棄物桶遷移預作準備，

對所有的廢棄物桶先進行檢整重裝作

業。依照台電公司的規劃，預定民國99

年底前完成貯存場全部廢棄物桶的檢整

重裝作業，做好遷廠前的準備工作以銜

接廢棄物遷移時程。

政府政策決定排除蘭嶼作為低放

射性廢棄物之最終處置現場，暫存於蘭

嶼貯存場的低放射性廢棄物待最終處置

場完成後即開始遷離。藉著回饋制度及

政策優惠措施，給予場址所在地合理之

回饋，以順利推動處置場之審議，解決

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問題。18年來台

電公司十分感謝達悟(雅美)人的包容和

友善。投桃報李，台電公司也用心、用

情，同時以各種回饋為蘭嶼的便利和進

步盡了十分力量。目前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計畫，已正式進入選址作業，

鑑於政府已積極在設法解決低放射性廢

棄物問題，希望蘭嶼鄉親及社會大眾支

持。原來貯存的台電一直在整修維護，

等到境內、外處置計畫開始實施，台電

就會盡快遷走。不論將來貯存場移到那

裡，台電永遠珍惜現在這段共容共存的

友情。(謝謝黃立三課長、陳福龍課長、

吳勝宗廠長等人提供資料，並彙整校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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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悟族人的地下屋可抗強風，現已愈來愈少，僅剩野銀部落較密集，各地逐漸被
現代化的公寓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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