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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天文學的大霹靂說，或者盤古開天的老神話、乃至聖經上

記載上帝的所謂創世紀，整個宇宙能量的源頭，無不來自陰、陽之間相

吸、相斥的交互作用。

數以億萬計奔跑的電子流，形成廣淼無邊際的電子海洋，它時而

默默潛伏於萬物隱微處，時而奔流掀起波濤洶湧。電－古老而神秘的力

量、卻也是最先進前衛的能源。

遠古時代，我們人類的老祖先，從雷電發放出來驚人的聲與光，

早就感受到自然力量的浩瀚無窮了。這股神秘力量，存在於萬事萬物當

中，天空的雲層、流動的水、飄蕩的風、閃爍的光、乃至生命現象當中

每一個微妙的訊息，遠距離的相互感應、近距離的接觸摩擦，都是電波

能量流動的結果。

電能無所不在，它存在於所有最微小的元素當中。帶著陰離子的電

子，是不肯安分的霹靂小子，一旦擺脫原子核的掌控，就像騎上了風火

輪一般，開始游離、奔跑、位移、轉換⋯然後，爆發出無窮的威力。

▲ 生命現象中每一個微妙的訊息，都是能量的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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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宇宙同樣古老、與自然同時誕生

的電能，始終存在我們的周邊。人類對

它的敬畏與探索，從來沒有終止過。但

是，深入窺探它未知的極限、積極認識

它的宏偉本領、並加以操作、應用，是

直到晚近200年左右才開始的。

今日世界的文明  

是無數電力串接起來的

1753年，美國大政治家兼科學家班

哲明‧富蘭克林，這個不怕死的天才小

子，竟然在大雷雨天，把用鐵絲和絹布

糊成的風箏放上天，想把雲中的電引下

來。還好這位充滿冒險好奇心的小子，

沒有被「電」掉，終於證明空中的閃電

是正、負離子撞擊的火花，因而發明了

避雷針，終能開啟美國新紀元，也才有

電業先驅的美國，這是文字記載人類向

自然界探索電力的初步紀錄。

1831年，集物理、化學專家於一身

的英國人麥克‧法拉第，拿了一塊磁鐵

放在螺旋金屬線圈中間，拉進拉出、動

來動去，竟然使線圈產生了電流，發揮

了感應周邊鐵屑的功力，使鐵屑排列成

半弧形的磁場。這項偉大的創舉，幾乎

就是未來「發電機」的始祖，引領往後

將近200年的發電工程。

內燃機的應用，使得能源之間的轉

換更為順利，帶動工業革命。接著電燈、

電器、電腦等電業應用，在人類史上短短

200年的蓬勃發展，把生活文明，發揮到

了淋漓盡致。

而今日的電力運用，更牽動著人類

世界的重大變遷，今日的所謂「經濟文

明」，可以說是由無數電力的串接建立起

來的。人類的生活，已經到了一時一刻不

能缺電的時候。全面停電，即使只是瞬

間，也將成為難以面對的可怕夢魘。

島嶼的夜晚  

大地一片晶亮璀璨

有一次，我到東南亞一個能源科技

事業尚未大量開發的國家旅行，有一段時

間，住在一個沒有電力的漁村，既是「被

迫」、也是歡喜的「分享」那種隨著陽光

醒來，伴著月光歇息的無電生活，雖然缺

電，讓人不得不放棄某些已經習慣性的生

活享受，但另一種回歸儉樸生活的充實

感，卻盈滿心胸。那一刻也真實體會，詩

▲ 今日世界的文明，是無數電力串接起來
的。

▲ 島嶼的夜晚，大地一片晶亮璀璨。（謝一麟攝）



人所說的：「當燈火熄滅時，星空便燦爛

起來了。」

當我從國外返鄉，飛機恰好在昏暗

的夜晚時刻飛抵台灣。從天空俯瞰，北台

灣的大地以各式各樣的色澤、光輝來迎接

你，眼下連結成串的燈火，閃閃爍爍，好

像滿滿鑲嵌著金銀珠寶。

或者開車上高速公路，綿延的路燈，

在深黑的夜裡指引你來到休息站，徹夜通

亮的豪華大廳，讓你恍如置身繁華都城。

島嶼的夜晚，大地上一片晶亮璀璨，這是

台灣百年電力事業發展趨於極致的具體成

果。電力事業照亮了台灣的夜，轉動了工

商業、帶來舒適與便捷，扣緊生活的每一

個環節，也催動人們流浪的腳程。

水力發電  

是台灣發電之肇始

在台電公司出版的「台灣電力發展

史」序文當中指出，台灣的電業肇始於

1888年，「清領時期，台灣巡撫劉銘

傳，以蒸氣機燃煤發電，為台灣電業之肇

始。」劉銘傳確實曾以燃煤發電機讓台北

府衙內、外發電點燈，但可惜亮了幾天就

結束了，象徵意義大於實質。其實，台灣

真正的電力事業發展，應從日治時期開發

的水力發電算起。

全世界的發電事業，大都從水力開

始，台灣雖然只是島嶼，但是在全世界的

發電歷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地位。1882

年，日本的東京電燈會社成立，1903年台

灣的龜山發電廠，當時是全亞洲第二大水

力發電廠。從龜山

水力發電廠輸出電

力算起，至今足足

百年以上。原本由

日本實業家成立的

台北電燈株式會

社，之後為了因應

大量民眾便宜用電

需求，移轉為日本

總督府營運的台灣

電力株式會社，到

終戰後由國民政府

接管的台灣電力公司，一路走來，不少老

電廠被拆除重建、有的棄置成為廢墟，有

部分老建築被列管為國家重要古蹟，舊機

組淘汰換成新機組，還有許多新電廠加入

營運。隨著電腦工業的開發，分佈在台灣

偏遠深山的水力發電廠，陸續更新為靠電

腦遠距離遙控的無人電廠，水力發電廠從

39座，縮編成為11個發電組織。全台灣各

發電所所產生的電能，全數並聯成為一個

以台電公司為樞紐調控的電力王國，遍及

整個台灣。

電力輸配網路  

綿密有如天羅地網

百年來建構完成的電力輸配網路，

綿密有如天羅地網，無論山區、海岸、離

島，乃至任何最偏

遠的地區，台電公

司均不辭辛苦，翻

山岳嶺、涉水過

海，架設輸配電

塔、纜線，把最珍

貴的電力一一送

達。近年來完成穿

越能高越領古道的

東西向輸配線路工

程，克服中央山脈

的險阻，工程在極

度艱難下完成，讓台灣東部與西部的電力

完全連結，無論是西電東送或東電西送，

在按鈕的瞬間，就達成目標了。

1979年，台電公司點亮在新竹縣尖

石鄉海拔1,500公尺高深山的司馬庫斯部

落，這是台灣最後一處亮燈的部落。管他

山巔或水湄，只要有人家，電力就要到

達，台電的輸配電網路已深入台灣地區每

▲ 台灣水流具有高落差位能，是發電的天然動力。

▲ 龐大的發電機組，正在進行能源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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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角落。

儘管台灣的用電量如此蓬勃發展，但

是台灣人對能源的需求與消耗量，還在直

線上昇當中。

繼水力發電的不斷開發，接著燃煤、

燃油、燃氣的火力發電廠因應需求而生。

靠放射性元素進行和分裂連鎖反應，使之

產生巨大能量來發電的核能電廠，在戒嚴

時期，就已規劃建造，將近40年來，雖然

社會上反核聲浪紛紛擾擾，核能電廠仍陸

陸續續建到第4廠了。

核原料、煤礦、石油、天然氣等等，

都非本土能源，必須仰賴國外購買進口。

體積龐大的煤炭、油料，靠著運輸船，一

船一船載進港、一船一船消耗掉。花蓮港

的擴建，主要功能將成為運煤船出入的吞

吐港。但是煤礦與石油、核原料等外來燃

料，有可能因為船難、戰爭或受到國際制

裁而短缺，依靠該燃料之電廠，運轉無法

持續時，唯有水力發電永遠在ON上，不

會OFF。

2005年施行的「京都議定書」，對於

世界各國CO2排放總量有嚴格的管制。台

灣的火力電廠面對新管制，已經有學者提

出終止火力發電廠的呼聲。然而，台灣還

在不斷推出更大、更多的開發案，耗電需

求顯然只會增不會減，這是台灣社會迫切

需要面對的難題。

台灣電力公司近年來對於能源多元

化開發，有相當積極的努力。在風力發電

事業上，因為台灣的氣象，陣風強弱變動

太激烈，靠風力發電時，容易造成電力搖

擺，使發電機運轉穩定，是風力發電事業

要持續克服的技術，台灣電力公司的風力

發電技術，已經逐漸增進當中。台灣太陽

能板製造事業，也成功的走進國際市場，

位在亞熱帶地區，日照豐富的台灣，更應

該積極開發太陽能發電技術，為台灣能源

的永續利用，找尋出路。

追求舒適與便捷的慾望，任誰也難

以阻擋，滿足生活需求之餘，我們對於更

多彩絢麗的科技新文明，始終停不下追逐

的腳步，好像置身於迴旋的渦流，越陷越

深，難以脫身折返。然而，傳統能源必然

有耗竭的一天，即使循環不已的水資源也

一樣。該是重新思索能源政策，刻不容緩

的時候了。

水力發電的能量源頭

台灣島嶼，是環太平洋沿岸島群之

一，當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相互推

擠，位在板塊交界的台灣，因擠壓而不斷

成長、拔高、成為聳峙的山岳地形，而太

平洋環流年年代來豐沛的雨量，順著高落

差的山岳往下傾洩，充分利用此高低位能

的變化，將位能轉換為推動發電機的動

力。因此「水力」是台灣本土最大的能

源，發展水力發展事業，台灣具有非常優

良的條件。

水力發電的能量源自水流，水的源頭

來自循環不已的天象，河流的故鄉，遠在

荒僻綿延的高山森林區。太平洋海面上豐

富的雲氣，年年隨東北季風而來，多量的

雲氣是上蒼賜予台灣島嶼最珍貴的財富，

水氣造就了蓊鬱蒼蒼的福爾摩沙島。

台灣東半部，因為海板塊擠壓的造山

運動所形成的山稜線，東南面顯得陡峭，

西北面則下坡徐緩，形成逆斷層坡面。蘭

陽平原西北岸的雪山山脈，與西南岸的中

央山脈交錯，彷如一個開展的大漏斗，而

蘭陽平原就位在漏斗心，因此吸納了海上

來的大量雲氣，化成豐沛的雨水，一部份

落在平原、更多落在山脈的坡面上，成為

台灣眾多溪河的水源頭。我們從台灣的風

土人文誌上，讀到「竹風蘭雨」的形容，

就是對蘭陽地區豐沛水文的具像描述。

落在台灣土地上年平均雨量，根據統

計約有950億噸，其中的100億噸水供應民

生、工業用水，其他將近90％的水最後都

流失回歸大海。如何將老天賜予大地的水

▲ 水力發電能量來自水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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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在尚未回歸大海之前，做最充分有

效的利用，在發電之餘，兼具防洪灌溉的

功能，這是台灣電力公司水力發電營運處

的重大責任。

順地勢傾洩而下的水流，隨著位能

變化的落差，轉換為運轉水輪機的動能，

水輪機帶動發電機，發電機反覆進行磁感

應，產生效能無可限量的電流，生產的電

流必須經由變壓器從低壓轉換為高壓電、

經由電塔、纜線，往遠距離輸出，輸出到

了高壓電線末端，再度轉變成為適合一般

家電規格的低電壓，才能輸入人民的生活

絕大步份的水系，已經進行相當詳細的探

勘、規劃，也做了相當充分的利用。

水力發電廠的目標發電量與實際發電

量，有預期與非預期的落差，主要因為水

流量隨天候、水文的變化而產生差異性。

水庫的儲水量、電廠的發電量不見得都能

符合預期目標。那是因為近百年來，台灣

山林遭逢浩劫性破壞，原生林木被大肆砍

伐幾乎殆盡，新植的次生林涵養水源的功

能尚未發展完全，每逢豪雨都帶來土石

流，山坡上大量傾洩而下的土石，堆積河

床使河床升高、水庫淤積，存水量逐年減

少，在在影響水力發電的效能。水流不穩

定、電廠的發電電壓搖擺，造成電力輸配

與應用的困難度。水力發電，固然奠定了

台灣百年來發展的基礎，但是顯然也因為

大量截水、改道工程，擾亂了整個生態的

秩序。已經趨向飽和的水力發電事業，還

剩多少開發空間？

雖然生生不息、循環不已的水，也可

能因為自然生態的變動，有面臨枯竭的危

機。追本溯源，水力發電的永續性，端看

水資源能否源源不絕。而水的源頭，來自

森林，欲檢討水力發電的永續效果，非得

從自然生態保育著手不可。

我們相信文明的便捷與生態的存續，

不見得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撕扯。應該還有

兩全其美的共存模式。但願，「真正高

明」的科技，不應當只是硬體的更新、短

視近利的予取予求，更應該兼顧人文、人

性及眾生靈永續存活的一種創造力，成為

生界未來希望之所託。

回首能量的源頭，除了滿懷尊敬、感

激，更必須深深思索，如何珍惜這樣得之

不易的大自然力量。

圈，由高電阻的電器接受使用。輸出與輸

入的整體運轉工程，牽動整個社會工商製

造業，為人類創新了一波再一波的文明生

活。

水源探勘是長年持續的工作

水力發電是仰賴水流的位能循環，應

該是最純淨的能源，不像燃燒石油、煤礦

等火力電廠，釋放黑煙、二氧化碳、剩餘

煤渣。然而，所有水力發電所都沿河岸建

造，找水源、建引水隧道、開鑿山脈、築

壩堤攔水、建水庫儲水等等土木工程，都

牽動著整個生態環境的大變動。

水力發電整體工程最龐大的部分，

也是耗費成本最多的部分，是在土木建構

上，至於電廠的機電裝置，反而只佔總工

程的十分之一而已。因此，很少人理解，

遠遠在電廠決定建造之前，台灣電力公司

的電源開發處，早已組成「探勘隊」，在

河川上游找水，設立水文站，持續調查當

地的地質、地勢、雨量、水文、生態等等

工程，探勘期間長達數十年，將可資開發

利用的水力資源做彙整、研究，終於才有

新電廠的建造。

水資源探勘工程的預估與規劃、精準

與否，會影響將來新建發電廠運轉效能的

成敗，可說是發電事業的先驅者。在水力

能源發電的利用上，台灣電力公司把台灣

▲ 水的源頭，來自蓊鬱的森林。

▲ 水庫的儲水量攸關水力發電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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