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朱錫璋

 圖片提供／朱錫璋、台灣電力公司通霄發電廠

電在民國53年3月選定在苗栗的通霄建立

台灣第一座燃天然氣發電廠。中油公司配

合興建自通霄鐵砧山油井至通霄發電廠的

巨大管線。同年11月11日新成立台電火力

發電工程處通霄分處，興建發電廠，也是

我們以自產天然氣為燃料之發電廠，展開

我國電力建設史上創新的一頁。

  通霄發電廠位於通霄溪出海口北側

海濱，通霄古名「吞霄」，廠址附近就是

發電廠

首座天然氣發電廠

萬家燈火映全台，天然氣體能發電。

民國50年代台電公司正在仿傚美國田

納西流域開發（TVA）的先例，黃輝前總

經理、孫運璿前總工程師及朱前協理江淮

大力推行研究「達見壩」及「大甲溪電力

綜合開發計劃之電力研究」，興建達見大

壩。後美國建議在大壩完成前須先裝置火

力發電機組，作為基載電源，通霄發電廠

即是其中之一，於是在苗栗的通霄建立5-6

萬瓩的燃天然氣發電廠。

民國50年代初期，中油公司在通霄鐵

砧山鑽獲豐富油氣，開採大量天然氣，除

供應苗栗慕華肥料廠（現台肥苗栗廠）、

新竹一帶工業及家庭用戶，尚足以用來發

電。而氣渦輪機組裝機時間短，且建廠成

本低，為解決民國54年枯水期之供電，台

▲ 通霄發電廠的全廠景。

▲ 通霄發電廠舊廠氣渦輪發電機組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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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的「吞霄漁港」，早年苗栗八

景之一，亦是當時觀潮的好景點，詩人

謝錫光(光緒11年舉人)曾吟詩：〈吞霄漁

艇〉。

倒旗招處百川朝，萬里驚濤一虎消，

此氣吞霄還吞海，吾儕觀水亦觀潮；

來如驟雨聲成嘯，勢撼豐林尾欲搖，

把酒臨風頻眺望，興來直欲挾山超。

通霄火力發電廠

民國53年11月開始基礎及土木工程，

次年4月開始機組安裝，民國54年12月15

日正式成立通霄發電廠，由火力發電工程

處通霄分處陳迪沂主任，轉任該電廠首任

廠長。廠址位於通霄溪出海口北側海濱，

北邊與通霄海洋生態園區(原為通霄海濱浴

場)接壤，此舊廠區面積3公頃。民國53年

初委託中央信託局以國際標採購，由美國

GE（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公司得

▲ 林口發電廠的2號發電機組

標，台電並派蔣傳禮、陳榮慶、詹德隆及

朱雲塘等同仁赴GE公司學習氣渦輪發電

機。GE氣渦輪發電機組4部及主變壓器1

台，各主要機電設備均為包裝型，即各包

裝件內部發電設備均已由廠商裝妥，故安

裝極為簡便省時，對於彌補電源不足，頗

能爭取時效。惟最大配件達85公噸，對當

時台灣陸路運輸而言，是一項大考驗。民

國54年4月6日氣渦輪發電機到達基隆港，

包括重達85公噸的巨大發電機，龐大又沈

重的的設備有10件之多，以當時的鐵路或

公路無法運送至通霄廠區，幾經考量後，

決定由船隻運送到後龍鎮外埔附近海岸搶

灘上岸，續接32輪大拖車承載。由於機組

沈重的重量，加上必須安全的運送到目的

地，來回通霄及後龍一趟約費時10個小

時，可見運送之謹慎。通霄發電廠初期4台

氣渦輪發電機是燃燒天然氣，分別於民國

54年6月至8月陸續完工併聯發電及商轉，

共計56,000瓩。在當時缺煤嚴重時期，這

座天然氣發電 的完成頗具經濟價值，該

廠當時在豐水期僅作尖峰運轉，枯水期則

作基載運轉。各種工業快速發展，用電日

益增加，對於電石、燒鹼、鋼鐵工業之供

電仍感不足，附近鐵砧山礦場天然氣蘊藏

豐富，故台電公司另再增設義大利飛雅特

(FIAT)公司的燃天然氣氣渦輪發電機4台，

分別於民國57年3月至5月完工併聯發電及

商轉，共計 60,000瓩，全廠裝置容量共計

116,000瓩，對緩和當時供電不足情勢有莫

大助益。當時筆者的表兄李哲男先生，曾

任職該廠，民國68年離職，他也很懷念通

霄發電廠的老同事。

天然氣為台灣寶貴的家庭燃料及石

油化學原料，直接燃燒天然氣發電不符合

經濟，前台電公司協理朱江淮認為天然氣

是化學工業的寶貴原料，建議政府應將電

廠改燃油。因此民國66年起中油天然氣優

先供應台肥公司苗栗第二液氨尿素廠及民

間用氣，減少供應台電天然氣。同年10月

6日起停供台電天然氣，通霄電廠機組全

停。當時有人倡議關閉該電廠，但通霄發

電廠廠長蔣傳禮先生分別請原製造廠GE與

FIAT，提供改燃天然氣技術並購買相關器

材，民國69年將8部機組改為燃燒輕柴油

恢復運轉，對紓解民國69年至70間電力供

應幫助頗大。民國84年5月第1與第4號2台

氣渦輪發電機奉令拆至澎湖發電廠，支援

澎湖電力系統，剩餘6台氣渦輪發電機已

分別於民國89年4月19日與98年9月7日除

役。              

首座複循環發電廠

廢熱循環再利用，通霄效率奪第一。

民國60年代後期，台灣經濟大幅邁入

經濟擴張期，用電增加迅速，為改善電源

不足情況，避免造成停電、限電而不利於

經濟發展，決定在通霄發電廠(前述8台氣

渦輪發電機組的舊廠區)西側海濱抽砂填

海，開發新廠址，廠區東西寬630公尺，

南北長688公尺，新廠區面積43公頃，興

建新型高效率燃油複循環發電機組。該廠

距鐵、公路車站約半公里，交通方便。複

循環發電機組近30年來成為火力發電主

流，其特點為：(1)建廠成本低；(2)裝機時

▲ 通霄發電廠民國69年蒸汽輪發電機組安裝。 ▲ 通霄發電廠民國69年發電機安裝。

▲ 通霄電廠( 舊廠) GE氣鍋輪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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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短(3)起動、停機及負載變化快速；(4)熱

效率高(因將氣渦輪機排出的廢熱由熱回收

鍋爐再回收，不用燃料經汽輪機可以再發

電，約增加一半的發電量)。行政院核定3

部機組總容量共 90萬瓩，初期以輕柴油為

燃料。第1、2部機組向美國GE訂購，第3

部機組向瑞士BBC（Brown Boveri Electric 

Company）購買。通霄複循環發電機組工

程依其施工性質可分成二階段，第一階段

工程，為氣渦輪機發電機9台分別於民國

69年底完工併聯發電，該階段氣渦輪機組

適時納入系統，對紓解我國69年至71年間

電力供應幫助甚大。每部機組包括3台氣渦

輪機，每台氣渦輪機配置熱回收鍋爐1座，

將氣渦輪機排出之廢氣回收再利用，3座熱

回收鍋爐產生之蒸汽供1部汽輪機發電之

用。第二階段工程為汽輪發電機3台分別於

民國71年完工併聯發電，係台灣第一座複

循環發電廠，熱效率可達42%以上，為台

灣電力公司當時系統熱效率最佳之火力發

電廠。          

在通霄複循環機組建造當時，世界各

著名之氣渦輪製造廠，都是燃燒輕柴油，

對氣渦輪機燃用重油，雖已研究，尚缺乏

實際運轉經驗。而3號BBC機組已裝設有

重油處理設備，因此決定最先予以試燒，

民國70年8月25日第一次之試燒，確定改

燃重油並無問題，但略有缺點。因而更換

第一級噴嘴等氣渦輪及增設重油處理設

備，在次年8月完成，效果及效益極佳。接

著民國72年3月第1、2號GE機組亦全面改

燃重油。第1、2號機組原設計係使用輕柴

油為燃料、第3號機組原設計係使用輕柴

油、重油為燃料，台灣電力公司為節省燃

料成本，改燃重油工程，亦是台電研發並

完成複循環機組改燃重油之創舉，燃料費

從3.64元/瓩降為0.94元/瓩，勇奪氣渦輪機

組燃燒重油世界第一美譽，當時世界知名 

家紛紛派員來觀摩、考察，實在是通霄電

廠之光榮，亦是台電公司的榮耀。民國70

年代以後因環保意識抬頭，當年新建的南

火、興達等電廠新建燃煤、燃油火力發電

廠亦改建複循環機組代替，因而有人稱：

通霄發電廠為複循環機組始祖。

通霄發電廠民國79年增設第4、第5號

2台瑞士ABB（ASEA Brown Boveri）公

司註 複循環渦輪機組共60萬瓩，經施工處

工作人員不分晝夜、輪流趕工，終於如期

完工，其中渦輪機組分別於民國79年6月

6日至8月29日完成併聯發電，由於當時夏

季系統供電備載容量率曾多次降至1%以

下，此時通霄第4、第5號渦輪機組適時加

入運轉發電行列，對解除台電公司供電困

難，減免造成限電危機，很有貢獻。而第

4、第5號複循環渦輪機組分別於民國81年

3月與5月全部完成併聯發電。不久用電大

幅成長，而各地電源開發計劃重重阻力，

通霄發電廠順理成章從尖峰緊急電廠轉型

為中載電廠，任務更吃重。民國86年為因

應用電需求持續成長及電源開發土地取得

不易，乃利用該廠西南角有效空間，增設

第6號複循環機組，以天然氣為主要燃料，

裝置容量31萬2550瓩，民國88年第6號氣

渦輪發電機組商業運轉，次年5月第6號複

循環發電機組商業運轉。民國93年5月及

民國95年3月分別將複循環第4、第5、第

6號氣渦輪機陸續升級，以提昇效率及增

加發電量，通霄發電廠現在全廠的熱效率

(LHV)約46.44% 。為汰換舊機組，台電公

司已積極辦理更新擴建計畫，將在油槽區

新建72萬瓩的複循環機組4部。目前全廠

複循環機組裝置容量為180.6萬瓩，員工從

民國88年489人，減至358人。通霄發電廠

經營績效良好，要感謝歷任廠長之領導及

全體員工長期的辛勤耕耘，他們的努力對

台灣經濟發展史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             

由於氣渦輪發電系統有發電快速啟

動的優點，民國88年7月29日輸電鐵塔崩

▲ 通霄發電廠第1、第2、第3號汽輪機。

 通霄發電廠行政大樓前景觀。

▲ 通霄發電廠第4、第5號機氣渦輪發電機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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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造成全台大停電，通霄發電廠立即全

面起動緊急柴油發電機，接著起動氣渦輪

機組，經由161KV通霄豐原線，供電台中

電廠迅速恢復供電。而921地震時，全島

中北部大停電，中部水力機組受損非常嚴

重，當時通霄發電廠亦同樣在黑暗中緊急

起動氣渦輪發電機組，及時發電傳送至台

中電廠起動機組，供電中部地區及新竹科

學園區。當時韓國預估新竹科學園區的半

導體業需3個月才能復電恢復生產，但通霄

發電廠第2日即供電至新竹科學園區，頗受

國際肯定。

改燃天然氣工程

（邁向新紀元）

台島經濟起飛顯亨通，

電業宏圖騰展衝雲霄。

早年說到通霄發電廠一定會想起天然

氣發電，但民國67年該電廠停用天然氣。

民國80年代為降低進口石油及煤的依賴、

分散風險，改以進口鈾為燃料的核能發

電，亦開始考慮再進口液化天然氣為燃料

的燃氣發電。通霄發電廠原有天然氣發電

經驗，民國88年新增的第6號機複循環渦

輪機組，以天然氣為主要燃料。當時為符

合日趨嚴格的環保標準、改善空氣品質、

執行台電分散能源政策、提高機組出力、

精簡維修工作及提升競爭力等考量因素，

進行複循環1至5號機組改燃天然氣工程，

於民國91年6月全部完工。天然氣從中油

永安天然氣接收站，經海底管路輸送到通

霄溪出海口南岸的通霄配氣站，輸送到通

霄發電廠內供機組燃燒使用。通霄發電廠

總裝置180.6萬瓩，每年約用150萬噸天然

氣，天然氣是潔淨能源，更具低污染(CO2

排放量低)，這些特性，有助於台灣溫室氣

體的總量管制。通霄發電廠較同容量的燃

煤機組減少CO2排放約46.2萬噸(同容量燃

煤機組每年需排放CO2約103萬噸)。這座

台灣第二大的天然氣發電廠（僅次於大潭

發電廠），當時傳統之火力機組，效率達

到36-37%就算不錯，但通霄發電廠的複循

環機組，效率約高達42%。台電為儘速達

成政府綠色電力政策目標，及配合未來全

球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規範，台電擬定「風

力發電10年發展計劃」(30萬瓩)，通霄發

電廠98年接管6部風力發電機組(西班牙

Gamesa公司製)，設置於新竹香山地區，

發電裝置容量共1.2萬瓩，分別於民國95

至97年完工商轉，全廠發電總裝置容量計

181.8萬瓩。

環境保護與回饋社會

注意環保電傳四方，敦親睦鄰燈照萬家。

近年來國內環保意識高漲，政府亦

制定嚴格的環保標準，各舊型電廠不易符

合新標準，台電為有效改善既有電廠的空

污問題，曾在民國80年斥資新台幣280餘

億元，興辦「火力電廠及煤場環保工程計

劃」，通霄發電廠當時進行「煙囪改建加

高及氮氧化物改善」，將原來22公尺低

矮的煙囪，增建加高至120公尺，符合政

府頒布的民國82年環保法規排放標準，此

外亦進行空氣及水污染防治措施，有排煙

檢測設施、一般廢水處理設備、含油廢水

處理設備、噪音監測及空氣品質監測設備

等，來保護環境、防治污染，並美化、綠

化景觀，以提供大眾美好的生活環境。通

霄發電廠為配合政府及公司政策，亦參加

經濟部能源局推行「96年度能源產業溫室

氣體盤查、登錄與驗證試行計畫」，於民

國96年11月19日順利通過ISO14064-1國

▲ 通霄發電廠的開關場控制室。

▲ 通霄發電廠民國81年通霄電廠複循環第
1、第2、第3、第4、第5號發電機組。

▲ 民國86年6號機氣渦輪發電機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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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驗證認可登錄。另配合能源局推行「95

年度能源產業溫室氣體自願性減量協議示

範計畫」，推動複循環發電機組氣渦輪機

效率提升，將第5、6號機發電機組3部氣

渦輪機葉片升級提升發電效率，減少燃料

耗用，藉以達成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可

減少溫室氣體CO2排放量共240,951公噸，

順利通過14064-2國際驗證認可登錄。並

獲頒ISO14064-1暨14064-2的2項證書。

為響應世界清潔日活動，通霄發電廠與台

電苗栗區處員工每年配合辦理淨灘或環境

清潔活動，鄰近環保義工、部分地方人士

及相關單位亦共襄盛舉，共清理數噸的垃

圾，讓整個電廠周邊及海灘煥然一新。這

種環境清潔活動，讓大家共同疼惜台灣得

天獨厚的海洋資源，讓更多的民眾親近海

洋。                          

通霄發電廠為與鄉親保持良好和諧關

係，一直以扮演通苑(通霄苑裡)地區的好

鄰居自許，將地方之特色通霄鎮的鎮徽、

牧場及西濱海洋生態園區彩繪於煙囪上，

促進地方觀光事業。該電廠盡力做好公關

睦鄰，關懷地方事物，或捐贈通霄鎮遭遇

重大變故致生活陷入困境的貧困家庭，或

捐贈急難救助金給生活困苦家庭，或發放

慰問金給因病需長期治療的低收入戶，藉

此拋磚引玉，喚起社會大眾對弱勢團體或

個人主動伸出援手，適時協助他們渡過難

關，以落實台電對社會的關懷，提升台電

形象。通霄發電廠對通苑地區的地方建設

或教育補助，不遺餘力，對通苑地區有實

質的助益。每年在該廠舉行台電促進電力

開發協助獎助學金頒發典禮，分學業優秀

類及低收入戶類合計1,000餘名，由廠長主

持，貴賓有通霄鎮長、民意代表、各級機

關首長及校長。這些及時雨的急難救助金

或獎助學金，讓窮困學童或急難戶得到溫

馨的協助，充分顯示台電公司發揮關懷社

會的經營理念。

通霄發電廠為提高員工生活、美化家

關懷之意。

通霄海域闢電廠，燃氣點燈民造福；

四六歲月聚光熱，量能供給興百業。

通霄發電廠的氣渦輪機組，在火力發

電中是反應快、方便性高的機組，在關鍵

時刻總是能發揮及時的救援角色，更彰顯

其重要性。而通霄發電廠與在地鄰里的良

好關係，更是電廠長久經營的不二法門。

廠區內6根大煙囪的彩繪圖案，正說明了通

霄的觀光特色。不論這6根煙囪上的圖案如

庭，福利會每年舉辦各種活動如：球類訓

練與比賽、登山健行活動、長程旅遊、文

藝參觀活動等。為表揚敬老尊賢之美德，

該廠經常於重陽節派員專程前往向年滿80

歲以上的員工父母致崇高之敬意，並致送

每位一份紀念品，以表達電廠對同仁眷屬

何變化，通霄發電廠都盡責的擔任著火力

發電系統中的發電角色。

▲ 走進大門看到通霄發電廠是綠油油的一片。

▲ 從通霄發電廠行政大樓上看公園化的道
路。

▲ 通霄發電廠98學年度促進電力開發獎助學金
頒獎典禮湯廠長與受獎學子們合影留念。

註： ABB集團成立於1988年，由瑞典Asea和瑞
士BBC Brown Boveri兩家公司合併並更名
為ABB。Asea公司成立於1883年，BBC 
Brown Boveri公司則成立於18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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