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變電所在電力系統中的重要角色

變電所在電力系統中是具有舉足輕重的角

色，更是供電單位的主要設備項目之一，變電所

是電力傳輸轉換站，可提高或降低電壓，並分配

電量。變電所主要的設備為變壓器，其目的在將

超高壓或一次輸電線路之高壓或特高壓，經變壓

器降壓後變為一次變電所所需的電壓，再送到變

電所。

發電廠發出的電要先經過變電所升高電壓才可大量輸送，

同樣高電壓需經過變電所降低電壓才可分送各地，並逐段降低中

間傳輸使用的配電電壓。變電所就是從發電廠送電到用戶家中的

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我們將電力輸送系

統比喻為交通系統的話，變電所就好像是

高速公路的交流道，車輛在上高速公路前

須在交流道先行加速；同理，電廠發出的

電要先經過變電所升高電壓才可大量快速

的輸送。車輛要進入市區，必須下交流道

減速慢行，再駛向大街小巷。同樣的，高

壓電須經過變電所降低電壓才可依序分送

各地，並逐段降低到用戶可使用的電壓。

為維持供電品質，避免用戶有電壓下降問

題，變電所應儘量設在負載中心，也就是

說，變電所要儘可能靠近用電多的地方，

像交流道或車站若離市區太遠，就失去設

站的意義一般。變電所若遠離負載中心，

不僅送電損失大，而且用戶電壓降低，頻

率不穩定，會影響用電品質。

變電所可分為屋外式及屋內式變電

所，民國70年代中期以前都興建屋外式變

電所，為屋外式傳統式開關場，大多選擇

未都市化且人口較少的地區，土地遼闊空

間充足，使用油浸式變壓器，藉絕緣油絕

緣、冷卻；其後變電所附近人口密集，為

台電公司電力系統的關鍵轉折

變電所
■ 文／吳天明

■ 圖片提供／台灣電力公司

▲ 屋外式變電所

▲ 屋內式變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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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噪音干擾民眾，引進低噪音變壓器。

而屋內式變電所可建於地上或地下，後者

又稱為地下變電所，變電所的用地若發生

困難，就須利用其他公共設施用地(如廣

場、公園等)地下或地價昂貴之都市中心地

區興建，近年來為充分利用土地資源及考

量經濟效益，變電所用地規劃都朝向多目

標使用，地下層為變電所，地上層興建辦

公大廈或商業大樓等。台電自民國92年起

引進地下配電變電所，已分別設置於台北

供電區處的基信、世貿、信南變電所及台

中區處的自由二次變電所。因地下變電所

的縮小化、帶電體的隱蔽化、高安定性的

設備化等需求，為防災等安全性問題，主

要電源側開關設備都採用不燃性之氣體絕

緣開關設備，氣體開關設備是將消弧特性

優異的氣體吹向電流啟斷時產生的電弧而

消弧之一種設備，避免因環境、天候等外

在因素影響造成事故。氣體開關設備能開

啟或關閉中壓配電線負載電流，當配電線

發生故障時，能迅速啟斷電路。同時變電

所內之消防設施不但符合消防法規定，屋

內式變電所內不同的設備都分層隔間，各

層內之電纜開孔亦以防火延燒材料封閉，

萬一有火災發生亦不會波及鄰室。

變電所新建工程阻力

屋內式變電所造價較高，因其位於

都會區人口密集、土地昂貴地區，並兼顧

景觀與環保，屋內式變電所之建築物在

造型、顏色、設計上也與附近景觀相互配

合，並儘量綠化，以求景觀上予人和諧優

美的感覺。屋內式變電所的建設不僅要考

量環保與美觀，興建過程中還會受環保團

體及附近鄰居抗議，致變電所興建受阻而

無法如期完工。

台電公司曾於民國78年台北市在人口

稠密的松山區興建敦化變電所，但遭到附

近居民反對，讓變電所在即將完成之際臨

時停工，讓供電的重擔落到鄰近的民生變

電所肩上。但民眾的用電量卻持續增加，

時序進入夏季，正是用電的高峰，民生變

電所無法負擔松山及民生兩區居民的用電

量，造成長達10天分區輪流供電。在飽

嚐用電不便之苦後，民生變電所周邊因不

願與敦化變電所居民共享電力，認為敦化

變電所周遭的居民應因抗議而造成變電所

停建的苦果，因而發起抗爭。其後敦化居

民勉為其難有條件接受變電所續建，要求

變電所僅能在尖峰用電時段運轉。時至今

日，敦化變電所早已全天候供轉。隨著經

濟發展用電量激增，部份變電所用電接獲

滿載，夏季變電所只要有任何一台變壓器

故障或線路接地事故跳脫，台電恐怕必須

以分區輪流限電的方式限制負載，變電所

的興建除了讓用電更方，更能免除限電之

苦。

亟待執行的北市變電所建設

工程

近年隨著高科技產業迅速發展，台

北市內湖科技園區進駐廠商增加，大型商

場與新大樓如雨後春筍般興建，各界對

電力品質之需求日益殷切，而前文也提到

過，變電所的最佳設置場所在於用電密集

度高的地區，台北市區因人口密集、用戶

集中，故在此興建變電所是亟待執行的，

然而，反對的聲浪始終沒有平息過。台北

市尖峰負載逐年成長，近年來皆仰賴外縣

市超高壓變電所，隨著都市發展、電力需

▲ 氣體絕緣開關設備，當輸電線發生故
障時，能迅速啟斷電路

▲ 變壓器將較高的輸入電壓轉換成較低的
輸出電壓，提供工廠及一般民眾使用。

電力降壓流程圖

發電廠

345kV
超高壓

變電所

161kV
一次

變電所

161kV
配電

變電所

69kV
二次

變電所

22/11kV
配電設備

220/110V
工廠、辦公

室、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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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節節攀升，區域性供電瓶頸與限電危機

已然浮現。台北市區內並無任何一座超高

壓變電所，供電的可靠度和穩定度大打折

扣，目前電力供應係仰賴台北縣深美、汐

止、板橋等三所變電所，市區內輸電的16

萬1千伏線路容量也呈現不足。若不徹底解

決超高壓變電所興建問題，台北市供電情

況會更惡化，為此台電董事長陳貴明還曾

拜會台北市長郝龍斌，共謀解除供電危機

對策。

事實上，早在民國93年台電即已規畫

在北市新建超高壓變電所、配電變電所及

輸電線路，以因應大台北地區用電需求的

成長；但這張電力建設藍圖卻遭遇重重波

折，目前規劃中的5所超高壓變電所僅有仙

渡一所施工中，規劃新建之46所配電變電

所亦只完成23所，執行進度不如預期，電

網缺口愈來愈大。為因應大台北地區未來

用電需求，台電規劃於台北市興建4座34

萬5千伏超高壓變電所，其中古亭、大安兩

處超高壓變電所均地下化，古亭超高壓變

電所預定坐落在福州街與牯嶺街口，完成

後將供應中正、萬華、大同地區所需上游

電力，地面上為12層商業大樓，創下全國

先例；大安超高壓變電所位於捷運忠孝復

興站附近，為原大安變電所改建地下化，

大安站未來還將設置商務旅館，另2處超

高壓變電所位址規劃在士林基河國宅的松

湖變電所、北投大度路上的仙渡變電所，

均為平面式的變電所，俟整體網路健全之

後，將可解決大台北地區用電捉襟見肘的

狀態。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輔助輸電設備

穩定的供電品質除了依賴發電系統、

輸配電力系統及電力維護系統網路的完善

之外，更仰賴其他輔助系統的相輔相成。

為提升供電品質，台電公司引進了幾項輔

助電力輸送設備，如變電所調度控制自動

化設備、電驛數位化、更新通訊系統等。

1. 引進變電所調度控制自動化

早期電力調度方式係於中央設中央調

度室，負責各個發電廠以及345kV、161 

kV電力之調度，而在地方的各變電所，則

根據中央調度指令，於控制室配電盤執行

現場操作，並且負責監視控制69kV以下的

電力系統。當變電所所數較少、系統較小

時，這種監控方式頗能發揮統一協調的功

能，但是近年來用電量劇增，變電所所數

及輸電線路迅速增加，因此，如果延用原

來的監控方式，將產生調度困難、通訊資

訊收集不易、效率低以及需大量人力的瓶

頸，為符合最具科學時效的管理，電力調

度監控自動化係大勢所趨。

台電公司經多方斟酌，並考量美、

日等先進國家的優點，決定引入最先進的

電腦自動化科技取代傳統以人力為主的控

制系統。民國73年完成調度控制自動化

的規劃，整個工程分兩期，第一期於民國

76年由美國公司得標承製，範圍包括中央

調度控制中心、台北及高雄區域調度控制

中心。第二期於民國87年由國內知名的

大同公司得標、加拿大公司承製，範圍包

括基隆、新竹、台中及新營區域調度控制

中心。第二期自動化工程竣工後，台電即

正式邁入電力調度監控全面自動化之里程

碑，共計有中央調度控制中心1所、6區域

調度控制中心及21個配電調度控制中心，

可監控全系統所有電廠及變電所。

2. 保護電驛進入數位化的新紀元

電驛是供電單位的主要設備項目之

一，設有電驛維護組及電驛標置組，有各

種保護用以防止過電壓、過電流、接地、

電流不平衡、以及設備內部氣體壓力變動

與地震的防護等。台電大規模電力系統概

括發電機、變壓器、匯流排、輸配電線路

等，日以繼夜、長年不斷地供電全台灣用

戶。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

禍福。」電力系統不休不眠地長期運轉同

樣地也會遭遇到「不可預測」的事故。當

系統突發事故之際，相關保護電驛將迅速

發揮預期保護效能，化解異況隔離故障危▲ 台北市區內沒有超高壓變電所，限電可能讓美麗的夏日夜景的遭受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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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降低損耗，使電力系統穩定持續供電，

由此可知保護電驛是電力系統的守護神

祇，是系統維持安全穩定運轉不可或缺的

保護設備。

傳 統 型 電 驛 第 一 代 ， 由 機 電

式 ( E l e c t r o m e c h a n i c a l )或電磁式

(electromagnetical)為代表，統稱E/M電

驛。近年來台電公司為提升供電系統整體

運作發揮更快速靈敏、精準可靠及更多自

動功能用途，積極推展「電驛數位化」汰

換工程，有效增進電力系統供電品質邁向

更穩定可靠。因此擘劃短、中、長期汰舊

換新工程藍圖並配合系統未來需求與實際

可行時機逐步實現「電驛數位化」遠景。

數位電驛結合許多高科技，具有許多優

勢：

(1) 結合光纖或數位通信科技，不受外在

環境惡劣影響仍保有優質通信訊號，

強化百分之百區間保護穩定可靠性。

(2) 搭配遠端存取器可從事遠距下載、設

定、瀏覽數位電驛內部儲存標置、歷

次事故紀錄、事故發生位置等，有效

減少人車往返發(變)電所車程。

(3) 數位電驛內建「自我檢測」功能可不

斷地診斷本體功能運作是否正常，

如為異常時即主動發出警訊通報值勤

運轉人員，轉知電驛工程人員遠距查

驗，再作進一步處理，消除傳統電驛

故障卻無告警之窘況。

(4) 遇電力系統發生重大事故時，電驛工

作人員即時遠距下載紀錄資料，迅速

分析、探討主因，謀求改善方案，提

升緊急處理時效。

3. 通訊系統的演進

為求電力調度指令的傳達迅速，台

電公司依據電業法自備通訊系統，民國49

年完成NEC出品的4路輸電線載波電線，

次年業務處14營業處開始建立搶修用超短

波無線電系統。通訊系統在日治時期為電

氣部工事課兼管，光復後由機電處線路課

通訊股負責辦理。民國51年5月原機電處

線路課通訊股撤銷，另於電氣試驗所成立

通訊課，次年輸配電工程處通信課縮編為

通訊股，另在供電處成立通訊課，負責通

訊系統之規劃與設計。通訊業務分隸二單

位，工作協調難免不周，於民國70年11月

合併電氣試驗所通訊課、供電處通訊課及

微波工程小組，在供電處下成立電力通訊

中心，將通訊的設計、施工及維護合併，

事權統一，該中心主管全公司通訊系統的

規劃、設計、施工及運轉維護等工作，設5

課及6通信維護區。民國73年6月將電力通

訊中心改制直屬總管理處，民國86年4月

改組為電力通信處。近年來，為使輸電線

路全線段之事故能快速隔離故障，以減低

設備損害程度並保持系統之穩定供電，保

護電驛須倚賴可靠的通信媒體配合運用，

電力通信處提供輸電線路兩端保護電驛互

傳訊息，協助研判故障區間。

優良品質  

台電與您共同努力 

台電公司對供電品質的提升向來極為

重視，且列為長年努力的目標。如果說發

電廠是造血的骨髓，為國人生產充足的電

力，那麼變電所就是社區的心臟，是每個

地區的用電加壓站，

而輸電線路就是遍佈

全國的動脈與血管。

如果血管通路受阻，

將導致局部地區癱

瘓，地區發展及人民

生活水準必受到嚴重

限制，況且台電公司

於公共安全向來十分

注重，也希望在提供

電力的同時，能獲得

民眾的支持與肯定，

讓電力品質再提升。

▲ 城中一次變電所（左邊建築）是台灣第一個屋內式變電所

▲ 電力系統不眠不休的運轉，也可能遭
受到不可預期的事故

 （96年台電之美攝影比賽 「電力組」
金牌獎「高空清洗礙子」邱福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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