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並在高雄及台北各設一次變電所，展

開了高壓輸配電工程新的一頁。光復後台

電公司成立時，有日據時代興建之輸電線

路2,707回線公里，一次變電所則有八堵、

台北、霧峰、嘉義、新竹、山上及高雄等7

所，總裝置容量231,000kVA。 

台灣的電力系統在日據時期，全島分

為東西2部，西部電力系統有水力發電廠

17所、火力發電廠5所，發電裝置容量達

22萬瓩，以154kV輸電線，經一次變電所6

處，供應台灣西部用電，其中以日月潭的

第一（大觀）及第二（鉅工）發電廠的發

電量最多，占西部電廠發電量總數的3分之

2；東部電力系統有水力發電廠10所，發

電裝置容量為54,000瓩，以66kV輸電線，

供給東部花蓮一帶電力，其中以立霧溪的

立霧發電廠及木瓜溪的清水第二及銅門等

三所發電廠的發電量最多，其發電裝置容

量總數達44,000瓩，占東部電廠發電量總

數的3/4以上。民國34年時因戰爭、颱風、

洪水等禍害，台灣全島的電力系統破壞殆

盡，台電公司為應付各地用電需求，進行

復舊及實施電源開發計畫。 

東西聯絡線

在昭和17年(西元1942年)時，台灣東

前言

台灣的電力系統在昭和8年(西元1933年)以

前是分區單獨供電，當時分別是台北、高雄台

南、台中彰化、新竹、桃園、嘉義、宜蘭、埔

里、花蓮、台東、恆春及澎湖等12地區，其各

自為政的小系統，互不相連，並無輸電網路。

日月潭第一水力發電所（大觀）於次年7月完

成，為了將電力分送南北各地，建造了154kV

之一次輸電系統，南送至高雄、北送到台北基

部電廠的電力以供應軍需工業的花蓮煉鎳

鋁廠為主，而台灣東部的用電尖峰負載僅

31,670瓩，依當時日人的開發計畫，東部

的發電廠完竣後，除供應東部外，尚有剩

餘電力可提供西部用電的不足。同年日本

人即著手興建154kV的東西連絡線(輸電幹

線)，預定2年完成，但遇到第二次世界大

戰，人力物料極為缺乏，且線路工程艱鉅

未能如期完成。昭和19年(西元1944年)8

月，東部的立霧、清水第一及銅門等發電

廠被颱風的水災淹毀，次年初花蓮煉鎳鋁

廠亦被美機炸毀。台灣光復時僅完成東西

連絡線的線路測量、踏勘路線及木柱材料

的準備，實際的建設工程尚未正式開始。

民國35年起，台電公司首先全力恢復

西部被戰爭破壞的發電設備，其次整理輸

配電系統，接著開發新電源，台電在經濟

極度困難情況下，動工烏來發電廠新建工

程。為擴充電源所需外匯到民國38年還是

沒有撥到，台電不能坐著只等外援，要靠

自力更生才能度過難關，因此決定先重建

未修復的東部發電設備，因當時台灣東部

尚無大規模的工業（花蓮煉鎳鋁廠尚未修

復），如要將剩餘之電力送往西部，則需

要興建東西連絡線。台電總經理劉晉鈺、

協理柳德玉及處長朱江淮等人赴東部實地

台灣
的

文‧圖片提供／朱瑞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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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廠加入系統後另將核一∼汐止之1回

線切入核二，於民國71年9月完成。該

線路工程是首次完全由國人設計施工

之超高壓線，且為當時世界上少數擁

有4導體超高壓輸電線國家之一，首次

引進四導體同時延線之設備。

(3) 第二路南北幹線及興達電廠引出線：

興達火力電廠及第三核能電廠計畫定

案後，著手興建第二路南北幹線及

連接興達電廠與原超高壓輸電系統

345kV之興達~龍崎線。第二路南北

線包括龍潭∼峨眉∼中寮∼龍崎∼高

港∼核三及核三∼龍崎等線，全長約

466公里。於74年5月全線竣工。興

達∼龍崎線計2路，第一路亙長21.6公

里，民國70年11月竣工；第二路亙長

26.7公里，民國74年5月竣工。大大提

高台電公司供電能力與可靠性，提升

供電品質，減少線路損失。此線路工

超高壓輸電線

五十年來，同仁們篳路藍縷，披星

戴月，不但完成各項復舊工作，同時配合

經濟發展，不斷興建各級變電所及輸電線

路，以便將發電廠的電安全的送到變電

所，順利轉送到用戶手中。                     

(1) 第一路南北幹線：民國55年底成立

345kV超高壓輸電系統規劃工作小

組。次年超高壓輸電計畫併入大甲溪

水力開發計畫中，民國57年獲得世界

銀行貸款興建。民國59年3月成立超

高壓線分處，聘請美國康瑪斯公司為

顧問公司，進行審查設計、器材採購

規範及工程招標規範等工作。該工程

為連工帶料的國際標，民國60年6月

由美國飛茂公司得標，該線路從板橋

經天輪到高港亙長330公里，次年7月

開工，民國63年10月全部竣工加入系

統。

(2) 北核相關線路：第一路南北超高壓幹

線興建時，第一核能電廠及協和火力

電廠正在動工中，而第二核能電廠亦

將興建，為能輸送此3大電廠完成後的

龐大電力，於第一路南北幹線完成後

開始興建核一∼龍潭、核一∼汐止∼

板橋、協和∼板橋、核二∼協和、核

二∼汐止等超高壓線。此等線路亙長

共約190公里，民國68年7月竣工。核

餐風露宿，工作人員前仆後繼晝夜趕工，

努力建設。第一線路（木柱線路）於民國

40年11月底完工，次月開始歷史性的輸

電試驗，經過良好，即正式供電，竣工

典禮由行政院院長陳誠親臨主持，對本工

程的完成甚為讚美，對全體施工同仁之不

畏艱辛甚多嘉勉。不久美援的鐵材到貨，

接著進行第二線路的127座細腰轉型鐵塔

及線路，於民國42年9月竣工。至此台灣

東西電力系統合而為一，形成一個完整的

電力網，供電更趨可靠，對台灣經濟貢獻

甚鉅，同時並為國防部的東西橫貫電話線

如期趕築完成，主任蔡瑞唐並獲頒七等景

星勛章一座及陸海空軍褒狀，副主任林月

樵及工事組組長楊金欉亦獲頒陸海空軍褒

狀。先總統　蔣公為紀念此劃時代之建

設，親題「利溥民生」四字，台電公司特

立碑於中央山脈的能高山鞍部作為紀念。

考察，民國38年5月21日返回台北後，決

定修復東部發電廠及興建東西連絡線。

同年9月成立了立霧工程處(主任由土

木處王副處長忠漢兼任)。機電處於民國39

年7月開始全線路設計，同年9月5日台電

公司在南投埔里成立東西線工程處，由輸

電線經驗豐富的線路課長蔡瑞唐兼主任，

副工程師林月樵兼任副主任。東西連絡線

西起萬大發電廠，當地霧社海拔約1,000公

尺，越過海拔近2,850公尺之能高山，東

至銅門發電廠，全長45公里，以66kV電壓

輸送，所經之地，從霧社到屯原之間19公

里，還勉強可通卡車。從屯原到銅門，沿

途峭壁危崖山勢高聳，所經高山大都無路

可通，通行難如登天。工作組組長楊金欉

（後任台電副總經理、台灣省政府建設廳

長、台北市長等職）先修建「保線路」作

為人員通行、器材搬運，並架設通信電話

線。全長75公里，發動了萬餘人的力量，

於民國40年3月底完成了這條行人道，是

專供搬運工程材料、器材及員工糧食補給

之用，為東西連絡線不可缺少的一條交通

動脈。工程人員興建電塔架設電線與大自

然博鬥，高山地區每年12月至次年3月間

經常積雪，且空氣稀薄，工程非常艱難，

 從台南遙望345kV超高壓輸電線▲

▲ 從嘉義的梅山遙看345kV之超高壓輸
電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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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材料運輸之主幹道，並配合多段式

短跨距施工用索道施工，以降低對自然

環境之衝擊，工程至為艱鉅。每回線可

輸送2,000MVA以上的電力。本線路鐵塔

共196座，其中西部段2000公尺以上及東

部段1500公尺以上共77座鐵塔、線路長

度26.8公里採耐冰雪設計，為台電公司首

件345kV輸電線路耐冰雪設計的工程。該

「新東西輸電線」完工後，曾獲前總統李

登輝先生頒發「光華復旦」紀念碑文，與

先總統蔣中正先生頒發「舊東西聯絡線」

的「光被八表，利溥民生」互為輝映。                                           

輸變電的施工

為改善供電品質、保障線路安全、

適應環境變遷、提高工作效率及降低工程

成本，輸配電工程處在工程技術上不斷求

新、求變，亦從國外引進新材料、新工

法、新設備，不但解決公司之需求，亦扶

植並提升國內重電及輸變電相關行業水

準。

民國80年代環保意識逐漸抬頭，在

山區開闢施工道路，以機械大面積開挖，

對水土破壞甚為嚴重，已不為社會所容

許，為減少塔基施工對環境的衝擊，普遍

改為深基礎，增加基礎埋設深度，以減少

基礎開挖面積，並儘量配合原來之地形配

置高低塔腳以減少不必要之地形破壞。施

345kV超高壓線路3,784回線公里，

一次線路6,288回線公里，二次線路

6,081回線公里，總計16,153回線公

里；超高壓變電所21所，一次變電所

46所，配電變電所183所，二次變電

所303所，總計各級變電所553所，對

供電可靠性及改善電力品質有相當大

之貢獻。　

 新東西輸電線

為因應六年國建及產業東移，原計畫

自蘇澳至花蓮興建345kV輸電線，將北部

的電送到東部。惟部分線路必需穿越太魯

閣國家公園邊緣之清水斷崖。為免影響景

觀，乃決定自南投明潭發電廠與大觀第二

發電廠各引一回線以345kV兩回線鐵塔共

架輸送電力至花蓮鳳林超高壓變電所，從

西部的電送到東部，全長約72.4公里。這

條新東西輸電線於民國79年9月開始辦理

線路中心測量，歷時6年在民國87年10月

完成，總工程費50億新台幣，同月29日加

入系統，使得東西部電力得以貫穿連接，

解決花東地區電力供應瓶頸，得以促進東

部地區繁榮。

該線路橫跨中央山脈海拔2,925公尺

的崇山峻嶺，因地形險峻、交通不便，必

須整修丹大林道55公里及萬榮林道46公

里，新開闢丹大林道支線12公里，做為

工後儘量恢復原來之地形地貌，表面且以

植生綠化，以保護鐵塔基地不受雨水沖

蝕，並強化水土保持。民國88年相繼發生

「729」及「921」全台大停電事故，輸電

線路之建設及維護情況備受各界重視，為

改進以往選擇重點塔位進行地質鑽探據以

推估設計之方式，目前每一座塔基均須取

得地質鑽探資料作為設計依據，以加強鐵

塔基礎安全，尤其345kV線路為電力輸送

的大動脈，鐵塔為防止山崩、地層滑動，

並避開斷層帶、舊礦等危險的地域，有時

更與外界地質專業機構合作進行地質分析

及研判，供設計施工的參考，以確保塔基

及送電安全。民國98年3月台電完成「超

高電壓輸電線路故障測距系統」，是全球

首創以數位電驛系統結合網路通訊技術，

取代傳統用人力尋找線路事故位置的方

式，特別是在颱風時期的深山地區，超高

電壓線路故障時，透過此系統可在最短時

間內測出故障點，巡修線路時事半功倍，

有效縮短修復時間，加快台電修復的腳

步。

為配合改善電力系統之通訊品質，民

國76年開始規劃引進具傳輸損失小、傳送

距離遠、不受電磁干擾等優點之複合光纖

地線（OPGW），民國85年首先完成深

美∼冬山345kV線路之架設，其後陸續廣

泛架設，逐步構成光纖網路。除供電力系

▲ 民國87年10月新東西輸電線路竣工，獲前李登輝總統頒發「光華復旦」
紀念碑文

程之特點：經賽洛瑪颱風災情慘重之

教訓，第二路南北幹線的設計風速由

10分鐘最大平均風速改為3~5秒平均

之陣風風速，另為配合政府扶植國內

工業政策，許多原為外購之器材開始

改為內購。             

(4) 第三路南北幹線：北部電源開發計畫

一再受阻，但用電需求仍快速成長，

大量電力須由中、南部送往台灣北

部，而原有南北一、二路已達極限，

因而規劃南北第三路超高壓輸電線。

民國78年9月開始規劃，全線民國91

年5月29日竣工。截至98年6月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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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變電所送電到各種用戶屬於配電業務(電

力系統的下游)，由業務處的各營業區處辦

理。  

電力事業應提供足夠、可靠及優質

的電力，以滿足客戶需求。系統的供電量

要足夠，要維持連續可靠供電，尤其近年

來高科技強烈要求，電壓要穩定且不能停

電，電力系統的頻率亦需穩定。台電對供

電品質的提升，一向極為重視，已列為長

年目標。而輸電系統的平時運轉及維護由

供電處負責，但新建及擴建工程則由輸變

電工程處的各區施工處負責，供電處與輸

工處有密切的關係。

(謝謝台電公司供電處林俊宏組長、

輸變電工程處王添福課長及朱國展課長提

供資料，並彙整校稿。）

時，地權取得是輸工處的重要工作。早年

輸配電工程處辦公室在羅斯福路現台電大

樓地址，為一大片木造平房，民國68年該

址開始興建台電大樓，該處暫遷到長青大

廈(在和平西路中華路口)辦公。民國71年

台電大樓完工，該處移至和平東路原台電

公司總管理處地址，民國82年再遷移至牯

嶺街原台北市區營業處現址。

供電與輸變電

台電早期(含日治時期)電力的供應，

幾乎由機電處(電氣部)一手包辦，包含電

力系統的上游(發電)、中游(供電)、下游

(配電)。後由於社會變遷急遽，電力需求

不斷增加，電力工業迅速發展，電力的供

應系統演變成龐大規模，社會對電力品質

之需求日益殷切。因此民國52年3月台電

修正公司組織章程，將機電處(原處長由副

總工程師錢艮兼任)撤消，同時增設發電

處(處長李式中)、供電處(處長蕭 昌)及電

力調度室(主任張久煦)。各種發電廠發電

送至該廠的開關場(變電設備)，是屬於發

電系統由發電處負責(電力系統的上游)。

從發電廠開關場送出的電經過超高壓變電

所、一次變電所、及配電變電所，或二次

變電所前為止，這些是輸變電系統(電力系

統的中游)，屬於供電處的業務。配電或二

處」)，其主要職責：345kV系統超高壓變

電所、超高壓輸電線路之規劃設計，器材

之採購與調配，各項標準的建立。並新設

北、中、南區施工處(辦理161kV以下輸電

線路系統及一次以下變電所之規劃設計，

各區域輸變電工程的施工，地權取得)及新

東西線施工所(辦理大觀二‧明潭─鳳林超

高壓輸電線路工程監造施工需要)，同時撤

銷超高壓線施工處及中部施工處。自80年

代起環保意思高漲，配合新增電源及負載

成長之需，執行輸變電計劃，依相關法令

規章的規定，新建、擴充及改建變電所及

相關輸電線路，以增進輸變電系統之供電

能力，提高供電品質及供電可靠度，滿足

用戶之用電需求。興建高壓輸電線鐵塔及

變電所時，常常有民眾抗爭，工事進行相

當不易，因而鐵塔與變電所的改建或新建

統保護及通訊使用外，亦將為台電公司跨

足通訊市場預為準備。                                        

輸工處最早於民國57年在高雄地區代

辦興建第一條69kV興邦∼台肥地下輸電一

回路，全長約2.1公里，其大部分採用路

面直接開挖的「直埋式」佈設，先放置電

纜槽，再將電纜逐條延放於槽內疊成三角

形後，其槽內空隙待充填細砂後加蓋，然

後依規定回填路面。此種土木開挖與電纜

延放同時施工是直埋式最大優點，惟其施

工的道路須全面交通管制，早年道路交通

量小，現在若遇有錯綜複雜之地下管線或

遇下雨天時，施工更加困難。因此參考日

本的施設方式，才改以管路式埋設，如今

69kV及161kV系統之地下輸電線路大都以

管路式埋設。民國63年於台北市興建公司

第一條161kV板橋~城中地下電纜線兩回

路即採管路式佈設。接著台北地區都採用

管路式佈設，後來台電公司輸變電計劃於

全省各都市配合屋內式變電所之興建，已

完成無數地下電纜線路，甚至遠到澎湖地

區的69kV尖山∼馬公線。

民國81年4月6日台電公司為配合電源

開發計畫，將加強修建及維護變電所，並

將69kV(不含)以下的配電系統的業務，轉

交業務處的各營業區處辦理辦理，將輸配

電工程處更名為輸變電工程處(簡稱「輸工
▲ 羅斯福路的台電大樓現址原為輸工處，早
年為一大片木造鋁皮屋平房

▲ 台電輸變電工程處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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