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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主火從轉火主水從     

台灣的電力原來水力多於火力發電，

是「水主火從」階段。光復後人口逐年增

加，工商成長迅速，用電激增，民國41

年時水力與火力比為80%比20%，從次年

起，台電進行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計畫之

電源開發，對當時經濟起飛的台灣而言，

電力供應相對不足，水力發電廠在枯水期

無法正常運作，全台也會輪流分區停電，

以民國52年為例，限電達1億8千度，接近

台電售電量的5%，按負載估算，如不力

求擴充，限電尚有增加的趨勢。當時的經

濟部長尹仲容先生認為水力發電的發展太

慢，無法面對快速成長的工業，有鑑於國

外火力電廠機組的成熟，便向當時的台電

黃煇總經理要求興建火力電廠，引進國外

的發電機組，建設台灣的電力設施。因此

民國46年接著第2期、第3期、第4期的4

林口
年經濟建設計劃之電源開發，台電大量擴

充深澳及南部火力發電廠大型發電機組，

逐漸進入「水火並重」階段，民國46年到

民國55年這10年間完成火力發電廠(75萬

1千瓩)，火力發電總裝置容量為99萬5千3

百瓩，完成水力發電廠(33萬9千瓩)，水力

發電總裝置容量為94萬4千9百瓩，該年火

力與水力發電總裝置容量之比為51.3%比

48.7%，火力發電總裝置容量首次超過水

力，電力發展進入「火主水從」(火力發電

廠為主，水力發電廠為輔)階段。民國57年

台電當時最大發電機組─林口火力發電廠

30萬瓩的一號機組完工，火力與水力發電

總裝置容量之比為62.8%比37.2%，拉開

了火力及水力發電廠發電量的距離。火力

電廠的推手，除了當時的台電人之外，首

推當時的經濟部長尹仲容先生。

火力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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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口發電廠的2號發電機組

率領張繼正、朱書麟等人到美國國務院會

商，最後4,000萬美元貸款是保住了，但必

須分配3,300萬美元建設96萬瓩的林口火

力發電廠，作為基本負載之電源，另留給

水力700萬美元，同意達見水庫第一期工

程先進行下達見（青山）水庫的小電力(36

萬瓩)。民國54年1月美援停止後，台電利

用向美國借的第一個貸款3,300萬美元，興

建林口火力發電廠30萬瓩機組，民國57年

7月竣工。而下達見水力發電廠的4個機組

36萬瓩，民國60年全部竣工，改稱青山發

電廠。至於達見(德基) 水力發電廠的3個機

達見與林口

達見壩是大甲溪流域的水力發電廠，

林口是位於台灣北部的火力發電廠，這兩

座發電廠，幾乎是同時期興建，亦有著密

不可分的故事。日治時期日人曾規劃「大

甲溪100萬瓩開發事業計畫」，前協理朱

江淮在民國42年赴美考察美國田納西流域

開發計劃回國後，認為台灣河川以大甲溪

流域水資源最豐富，可以由台電公司集合

各政府機關的力量，仿傚美國田納西流域

開發的先例，共同進行多目標之開發，建

大水力發電廠。他向當時台電公司總經理

黃煇建議，他立刻同意全力支持，台電公

司接著進行研究「達見壩」及「大甲溪電

力綜合開發計劃之電力研究」。經過多年

努力，民國50年6月達見水庫計劃終告定

案，向美國開發貸款基金申請貸款4,000

萬美元，興建達見大壩方正式簽約。不久

美國基金組織改組，美方認為興建達見大

壩工程龐大，收益遲緩，開發中國家應先

建設投資少而收益快的大型火力發電廠，

美國堅持將該經費的82%興建林口火力發

電廠。民國52年經中美雙方一再磋商，政

府派財政部長兼美援會副主任委員嚴家淦

組23萬4千瓩，遲至民國63年才竣工。

林口火力發電廠               

林口發電廠位於目前新北市的林口

區，該地區地形是由林口台地為主體所組

成，地形有42%的平坦台地、57%的丘陵

谷地，還有部分的濱海灘地，適合做火力

電廠的開發。確定可利用貸款3,300萬美元

後，民國54年1月與美國依白斯公司簽訂

工程服務契約，開始興建林口火力發電廠

30萬瓩，以補充民國57年以後系統電源的

不足。林口火力發電廠工程由台電公司火

林口發電廠微藻

養殖場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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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工程處主辦，民國54年10月成立林口分

處，辦理施工事宜。民國56年8月成立林

口火力發電廠，派傅慶騰為首任廠長，次

年7月第一號機組30萬瓩(美國西屋電氣公

司製造)完工，機組為單機制，即一個鍋爐

配合一組汽輪發電機，以燃煤為主，亦可

燃油，在民國57年時是台電最大的單一發

電機組，當時是林口發電廠的輝煌光榮歲

月，首任廠長傅慶騰一肩扛起北部地區龐

大的電力責任，受到先總統蔣公的重視，

民國58年3月專程到該火力發電廠視察。                                 

林口火力發電廠第二號機組依照原計

劃應於民國60年7月完工，因英國製造商

英國電氣公司的汽輪發電機延遲交貨，以

致無法如期完工。後將機械改為空運以縮

短運輸時日，先後包機專送七次，零星空

運300多次，其中重達35噸的低壓汽機內

殼2件，寬度達4公尺以上，非一般民航商

業飛機可承運。由政府洽請美國軍方以當

時最大型的C-5A運輸軍機承運，費時百餘

小時，耗費新台幣1千餘萬元(當時公務員

月薪不到3,000元)。民國60年7月28日上

午抵達台中清泉崗機場，次日經過尖豐公

路，以拖車於下午5時抵達工地，連夜吊上

安裝。經施工單位加倍趕工，第二號發電

機組35萬瓩在民國61年3月正式完工。 

由於林口火力發電廠第二號工程未能

如期於民國60年7月完工，為補救民國60

至61年枯水期間的缺電，立即進行民國60

年度林口緊急供電計劃，在林口發電廠區

內裝設日本富士公司的6,000瓩柴油發電機

13部(民國82年3月除役)，以重油為燃料，

民國59年12月開始動工，先後於民國60年

10月23日至次年月2月23日陸續完工，這

些緊急供電的柴油發電機，解決了台電那

兩年枯水期的缺電危機。根據負載增加趨

勢，估計民國62-64年電力仍將不足，遂購

置施工期較短的氣渦輪發電機，民國64-65

年共完成4部林口氣渦輪發電機共28萬4千

瓩併聯發電(民國91年4月除役)。一般運轉

以效率較高的汽輪機組作為基載發電，氣

渦輪機組則作尖峰能源供應或緊急發電，

民國87年完成2部西門子氣渦輪發電機組

共30萬瓩併聯發電。由於氣渦輪發電系統

有快速啟動、發電容易等優點，民國88年

921地震時，全島電力系統嚴重受損，各

電廠機組都跳機停機，當時林口電廠在黑

暗中緊急啟動備用的氣渦輪發電機組，及

時發電傳送電源至全島各電廠，各地的電

廠機組才得以很快重新啟動運轉，讓全島

電力能在最短時間內恢復供電，那一次林

口電廠團隊合作成功化解停電危機，也得

到總公司的獎金和獎牌的表揚。 

現在林口發電廠的廠區面積53公頃，

發電裝置有4部機組，裝置總容量90萬

瓩，員工從民國87年450多人減至現在338

人。2部燃煤機組運轉均超過30年，已屬

退役期程，台電提出林口發電廠更新擴建

計畫於民國94年奉行政院核准，次年通

過環境影響評估，以先建後拆方式進行更

新擴建，終期設置3部單機容量為80萬瓩

超臨界壓力燃煤汽力機組，預計將於民國

104年7月、105年7月及109年7月完工。                      

能源多角化

民國68年發生能源危機，石油一桶由

美金3元漲到40元以上，各國火力發電廠

紛紛將燃油改為燃煤，而台電為降低營運

成本，以減少對燃油的依賴，達到能源多

元化目的，除繼續原已進行的燃煤及核能

發電計畫外，亦決定再把部分已完成只能

燃油的發電機組再改為油、煤兩用，林口

火力發電廠第二號組即為當時被考慮的對

象。該計劃民國69年8月呈報經濟部，次

年行政院核准。民國75年12月完成燃煤發

電30萬瓩的商業運轉，依當時燃煤與石油

價格比較，改燒煤後每年可節省新台幣9億

餘元。

能源價格飛漲，注重綠色能源，作為

減碳措施，民國95年11月風機二期計劃審

查通過，林口火力發電廠設置6部2,000瓩

風力發電機，民國96年10月招商決標，風

力發電機組製造商為丹麥Vestas公司，已

於民國100年3月完成3部風力發電機商業

運轉，另3部改設於大潭發電廠。

注重環保讓電廠轉為乾淨園

區

林口火力發電廠燃煤為主，在燃煤

發電過程中會產生煙氣，其中會包括硫化

物、氮氧化物、煙灰、二氧化碳與熱能，

早年這些氣體經煙囪排出黑煙，會造成空

協和發電廠專輯YUAN Magazine

現在從海邊遙望林口發電廠，有3部風力發電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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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懸浮微粒及溫室氣體增加，林口發電廠

柴油機組之煙囪原來24公尺高，民國60

年將煙囪高度改為70公尺，以防止煙氣下

沖，影響農作物生長。自民國70年起，

全力謀求改善廢氣廢水排放，民國71年9

月林口火力發電廠一號機增設靜電集塵器

完工，民國76年完成二號機增設靜電集塵

器、林口灰塘工程及廠區周邊排水處理改

善工程完工。民國80年11月台電董事長張

董事長斯敏到林口的電廠召開員工會議，

指示要作好環保工作，並請台電公司主動

協助電廠附近的下福村民裝設簡易自來

水。民國81年一號機組氮氧化物燃燒器改

善工程完工，民國83年一號、二號機排煙

脫硫工程及下福村簡易自來水裝設工程(供

該村民使用)完工。由於完成各種污染防

治，且確實執行，民國86年榮獲經濟部與

環保署頒發1997年污染防治設施操作維護

績優工廠獎、民國86年工業減廢績優工廠

獎及1997年亞太工業減廢成果展覽傑出污

染防治獎，民國88年二號機氮氧化物燃燒

器改善工程完工，並通過ISO14001環境管

理系統驗證，民國90年增設生活汙水處理

設備工程完工，民國97年二期林口灰塘工

程完工，民國100年完成綠色能源風機3部

2,000瓩。以上工程為資源再利用，降低污

染排放，所有之努力，都是為確保發電廠

附近居民之生活品質。                          

火力發電廠燃油或燒煤，都會產生

大量CO2，如何減少CO2為火力發電廠的

「固碳」研究話題，固碳就是將已發生的

CO2以各種方法加以排除。植樹一公頃平

均每年吸收25噸CO2，培養一公頃的藻類

(微藻)每年固碳74噸CO2，多了3倍。在台

電綜合研究所的技術指導下，林口發電廠

製作了一座光合反應器並加入新的24小時

LED光照等技術，以培養藻類(微藻)來固

碳。收成後萃取其中的營養成份，可製成

生技保養品，期望藻類能培養順利。                                

第一任廠長傅慶騰

日治時期，台灣並沒有專門的工業學

院，創立於1923年的台北工業學校（今台

北科技大學）以培養初級技術人才為主，

高級工業人才仍需仰賴日本提供。設立於

1931年的台南高工（今成功大學），在台

北帝大（今台灣大學）工學部成立（1943

年）之前，一直是台灣培育工業技術人才

的最高學府。

光復前台南高工電氣工學科第一屆畢

業生傅慶騰，民國元年1月7日生，是屏東

縣美濃鎮人，其公子傅川隆是筆者台北龍

安小學的同學。傅慶騰因台籍人士就職困

難與薪資歧視，而轉赴東北任職滿州電氣

會社。光復後他在同學周春傳的介紹下，

進入台電服務，傅慶騰運用在滿州電力事

業所學到的實務經驗，在日本人離開後，

負起台電公司的營運責任，讓台灣在日本

人走後，家家戶戶仍然大放光明。

曾任戰後接收台灣電力公司的前行政

院長孫運璿，曾感性的談起成大前身的台

南高工畢業生，是台灣電力發展的幕後英

雄，因為他們曾粉碎日本人所說：「日人

離開後，台灣將進入黑暗時期」。光復初

期台電幕後功臣、成大前身的台南高等工

業學校畢業生有：傅慶騰、周春傳、蕭炯

昌、楊金欉、許炳楠等28人，後面4位曾

任台電副總經理。傅慶騰先生民國39年1

林口發電廠修理

場附近的台灣欒

樹

▲ 夕陽下的林口發

電廠海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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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煤層薄、產量劇減，加上燃煤電廠的

增加，開始進口大量燃煤補充。現在發電

廠燃煤主要來源以進口為主，運輸方式有2

種：一由台中發電廠用卡車運至龍井再以

火車轉運至林口電廠；二為由台中發電廠

以卡車直接運至林口發電廠；民國99年9

月起部分燃煤改由台北港轉運。

林口支線主要運送林口發電廠所需燃

料，包括煤炭、化學品等，另有中油、台

鹽、台泥、嘉泥及大洋塑膠等公司的專用

鐵路側線，是台鐵早期少數賺錢的貨運側

線(筆者早年曾在大洋塑膠等公司服務30多

年，所以對該支線有印象)。近年來因公路

運輸發達、沿線其他公司陸續撤離，支線

貨運業務快速萎縮，中

油側線已於民國96年拆

除。桃園縣政府遂於民

國93年10月起與台鐵共

同推動該支線轉型，讓

貨運變為客運。該線(桃

林鐵路)現除少數工廠貨

運外，每天對開了2班免

費列車，行駛上、下午

交通尖峰時刻，以方便

上班族及通勤學生。

 (2) 電廠的冰棒                  

台電烏來的桂山發電廠及日月潭的

大觀發電廠（二坪）之冰棒，早已膾炙人

口，而林口發電廠的冰棒，亦頗有名氣。

林口發電廠冰棒有2個販售點，除了電廠的

福利社(上班日營業)之外，還可以在台電

新村(位於林口竹林山觀音寺美食區旁)員

工眷備勤宿舍購買，假日也有營業，去買

冰棒記得帶冰桶，既省錢又環保！               

(3) 林口火力發電廠最早電腦化                      

在民國57年時，台電林口火力發電廠

的一號機，除一般之儀控設備外，亦是台

電第一個啟用電腦(當時稱為電子計算機)

的機組。其作用在監視主要設備的運轉、

自動記錄儀表數值、展示危險之趨向，以

及警報越出界限的情況。後又增加跳機事

故次序、跳機事故後之分析、機組運轉效

率計算的資料登錄，其系統是由Leeds & 

Northrup製造。林口火力發電廠早期的電

腦系統，後依樣畫葫蘆複製到後來興建的

大林、協和等大型火力發電廠的機組。

林口發電廠是火力發電史上重要的里

程碑，它提供了北部地區的用電，也致力

於火力發電廠排碳減量的實驗，在歷任廠

長的努力下，共同建立了一個供電穩定及

環保乾淨的廠區，讓假日前往附近海濱遊

玩的居民及旅客們，享受美麗無污染的景

色。

 (感謝台電公司林口火力發電廠陳廠

長金海及福利會總幹事劉東碧提供資料，

並彙整校稿，謝謝）
▲ 火車停在林口發電廠站

筆者曾服務於大洋塑膠公司，該公司早年的鐵路側線即現在

桃林鐵路海湖站

▲

月任台電機電處技術課長，同年8月任松山

修理廠主任兼工務組長，後曾轉任台電北

部發電廠主任、發電處火力課長、機電處

副處長(主管火力)等職。民國58年8月任林

口發電廠第1任廠長，被派到當時最大電廠

創業艱難，建立深厚之根基。民國62年12

月傅慶騰核准退休，遺缺調南部發電廠廠

長程永興接充，後歷經楊紹雄、張萬賜、

周大經、林振隆、周宜城、邱漢經、陳忠

義、沈運生等10位，現在為第11任廠長陳

金海先生。                                           

後記

(1) 林口支線鐵路         

林口火力發電廠位於新北市林口區下

福里海濱，為了該發電廠燃煤的需要，設

廠之初原計劃使用新北市與桃園縣附近的

自產煤（省煤）煤礦，於民國55年開始鋪

設從台鐵桃園站引接到該電廠運煤的鐵路

支線(林口支線)，行經桃園、龜山、蘆竹

至林口火力發電廠，全長19.2公里，該支

線從電廠西南方入廠，繞廠房北面經火車

煤斗到廠區東端，鐵路終點有柴油機車庫

一棟。建築資金9,300萬台幣由台電貸與

台鐵興建，民國57年1月開始營運，貸款

由鐵路運費中扣返。後因臺灣大部分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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