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大力推行進行研究「大甲溪電力綜合開

發計劃之電力研究」。民國44年11月經

濟部成立「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將

原來下轄的「大甲溪開發委員會」改組為

「大甲溪工作處」由當時台電公司的孫前

總工程師運璿兼任該處召集人，推動「達

見壩」及「台中港」的興建。也因大甲溪

工程的推動，使得下游台中港的建設相形

重要，因此民國62年，原本荒廢的台中

港重新啟動，為台中地區帶來一股經濟動

能。

與塵土對抗的建廠故事

70年代早期，台電公司的基載發電設

備大多集中於台灣南、北兩端，為平衡區

域電力供需及配合國家長期經濟發展，供

給質優、價廉可靠之電力、平衡基載電廠

的分配，配合台中港第二階段開發計劃，

預定在台中港航道南端，興建台中火力發

電廠。台中火力發電廠緊臨大肚溪出海口

北岸，西臨台灣海峽，面積277.5公頃，

是腹地最大的火力發電廠。這些承載著彩

繪煙囪、發電機組、運煤、卸媒設備的土

地，誰會想到在建廠之初可是看不見土地

的一片汪洋呢？

大甲溪計劃與台中港

台灣中部是連接台灣南北的樞

紐，早在1930年，中部日月潭水力發

電廠的完成，使得中部地區的產業急

速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政

府就相當重視中部地區的開發，1937

年由總督府交通局提出的「梧棲港事

業計畫書」，計畫於10年完成該「東

方大港」，次年改稱「新高港築港計

畫」。5年間投入3,460萬日圓，完成

工程進度60%，後因戰爭炸毀堤防與

倉庫，因此新高港計畫便因此暫停。

直到政府遷台之後，中部地區

的建設才又開始受到重視，民國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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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台中
發電廠
■ 文、攝影／林方君 

 從荷花池看台中發電廠的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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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5年林清吉先生奉派成為「台

中施工籌備處」主任，為了完成填海造地

的計畫，陸續從核火工程處、協和、林口

及興達等施工處抽調工程人員，參與籌備

工作，向港務局租借了鐵皮屋做為臨時辦

公室，著手抽取台中港計劃航道的砂石，

開始了與海爭地的填海計畫。經過半年多

的努力，抽砂填海已完成155公頃土地，

台中施工處於焉成立，沈文瀾接掌首任主

任之位，繼續抽砂填海完成廠地，並完成

臨時辦公室、宿舍、餐廳及倉庫，當地渺

無人煙，廣大的廠區荒漠一片，建廠歲月

是在黃沙滾滾中進行，工程中的施工處同

仁，為避免刺痛的飛沙拍擊，必需配戴護

目鏡，裹著密密的頭罩，在惡劣的環境中

逐步進行工程，民國78年填海完成全部達

約634公頃的土地，其中277.5公頃為電廠

土地，並打樁造基完成電廠架構。工程進

度之順利，多虧了當實在惡劣環境中一同

努力的電廠同仁。但每天在不友善的環境

下工作，難免會影響工作的情緒。沈主任

靈機一動，不妨鼓勵同仁拈花惹草，在宿

舍、餐廳旁種植盆景、蘭花，並在廠區種

植木麻黃，堤防邊築籬笆保護小樹苗，為

廠區增添生氣，同時也讓廠區有些綠化的

植物能夠減少風沙的威力。儘管綠化過程

中，樹苗常被飛沙掩蓋而死亡，經過一連

串的努力及加種草皮後，總算完成6萬棵樹

的栽植，初步解決了飛砂撲面的噩夢。

世界第一的台中火力發電廠

土地、廠房完成之後，於民國78年接

任的謝錦璋主任，則要進行發電機組的組

裝工程，原本預計於民國80年可完成4部

裝置容量各55萬瓩的汽力輪發電機，適逢

台灣工業發展迅速，電源供給呈現吃緊狀

態，為紓解限電危機，台中發電廠必須能

提早供電，因此緊急採購施工時程較短的

美國GE（奇異公司）的7.2萬瓩氣渦輪發

電機組4部，裝置容量共28.8萬瓩。機組

從民國78年9月開始安裝，隔年6月4部機

組全部完成，施工期間不到10個月，也創

下台電公司的紀錄。第1號、2號、3號、4

號緊急氣渦輪機組(每部7.2萬瓩)分別於民

國79年7月16、17、21及18日商業運轉，

解決了民國79年夏天缺電的限電危機。台

中第1號至4號機汽力輪發電機組，則分別

於民國80年3月、8月、81年6月及10月完

工商業運轉，此為台中發電廠的第一期工

程。這批汽力發電機組完工，加入台電發

電行列，當時台中發電廠裝置容量248.8萬

瓩，約占台電公司總裝置容量的13.5%。              

在完成階段性任務之後，台電公司在

民國84年至86年間，為提供全台有充裕的

備載電力，民國79年奉行政院核准，在台

中發電廠繼續進行第2期工程，增設5號、

6號、7號與8號每部達55萬瓩的汽力輪發

電機組4部，分別於民國85年3月、5月、

10月及86年6月完工商業運轉，這使得台

中發電廠總裝置容量達468.8萬瓩，已是台

電最大的火力發電廠。後為確保民國94年

以後全台有充裕的備載容量，再進行第3期

工程，增設第9、10號機的燃煤火力發電

機組各55萬瓩，分別於民國94年8月、95

年6月完工商業運轉。台中發電廠總裝置容

量達578.8萬瓩，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火力

發電廠，裝置容量占台電公司總裝置容量

約20%。

▲ 台中發電廠的靜電集塵器 ▲ 台中發電廠的煤區至第9、10機組的密閉輸送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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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中發電廠的機組容量大、設備

新穎，且環保投資多，績效優良，是個指

標性的現代化電廠，為了讓同業甚至民眾

更瞭解台中發電廠，於民國88年啟用「接

待中心」，由當時的席董事長時濟、發電

處謝處長維錦等長官及地方首長、士紳共

同參與落成剪綵啟用酒會。這棟接待中心

並不只是一般的建築，而是配有再生能源

發電裝置的辦公大樓，接待中心外有容量

1,500w風力發電機及容量1,508w太陽能

發電設備，所發電力白天提供大樓辦公，

夜間則供應周邊景觀照明，「一樓多用」

正是台電公司邁向能源多元化的象徵。而

在台中發電廠20歲生日的當天，陳貴明董

事長更送給台中發電廠：「運轉二十載十

全十美慶有成，發電億萬度精益求精登高

峰」的立石，期望台中發電廠能繼續提供

穩定、足夠的電力。

重視環保及再生能源的運用

保護環境是全民應負的責任，台中

發電廠在空氣污染防制、污水處理、燃煤

飛屑、廠區綠化等環境保護之工作，全都

下足了功夫。早在民國81年台中發電廠完

成第一期工程後(55萬瓩的汽力發電機組4

部)，工程結餘款尚餘152億元，當時擔任

台電環保處長林清吉大力支持將此經費轉

付新增的排煙脫硫設備環保工程及灰塘工

程，也因這筆充足的經費，台中發電廠得

以增設排煙脫硝設備(去除氮氧化物)、靜

電集塵器(將飛灰吸收下來可作為預拌混凝

土的材料)、排煙脫硫設備(吸收硫氧化物

製成副產品石膏)等設備，成為環保設施最

優良的公園化電廠。目前，台中發電廠廠

區所排放的煙氣完全合乎國家標準，透過

250公尺高的煙囪排出，提高排煙擴散效

果。燃燒後的底灰經過淡水冷卻及海水冷

卻之後，前者可供標售作為土建級配，後

者則可再造海埔新生地，既環保又可賦予

廢棄物新生命。

至於汽輪機作完功後的蒸汽，經冷凝

器海水冷卻後的冷凝水再送回鍋爐去循環

使用，熱交換後的海水經過800公尺露天

式導流堤後再排入深海。由於台中發電廠

排水的堤防，正是台中市政府設海釣平台

之處，也是民眾假日休憩的好地方，每逢

假日該處釣客雲集，人手一竿，釣了不少

金光閃閃的魚兒，人人露出滿意的笑容，

這個景象顯示台中發電廠溫排水成功處

理。

發電後產生的各項廢水，則匯集到

廢水處理場，經過處理後的回收水，做為

噴灑煤堆等相關用途，達到工業減廢的

目的。噪音方面，採屋內廠房設計，如鍋

爐安全閥加裝消音設備，減少噪音對周遭

環境的影響。另外還在電廠四周栽植防風

林，以抑制沙塵飛揚，自民國93年起迄今

選種5萬餘棵適合廠區生長之台灣欖李、台

灣海棗⋯等用心養護，存活率超過95%，

臨近海邊常有的風沙問題，在長期綠化的

規劃下成功獲得解決。廢水及噪音之防治

都符合國家標準，這些都是台中電廠對環

境保護所投下的心力。

火力發電廠需要燃料發電，台中發電

廠鄰近台中港的優勢，因此可直接於港口

卸下發電所需的燃煤，透過運輸帶搬運到

儲煤場，由台中港輸入的燃煤，除了提供

台中發電廠發電使用之外，亦轉運林口發

電廠供給所需用煤。目前台中發電廠設有

2座儲煤場，一為占地68公頃的麗水區儲

煤場 (容量230萬噸)，主要供應台中發電

廠10部機組，另一為面積7公頃的龍井區

儲煤場面積7公頃(容量10萬噸)，則以火車

轉運燃煤供應林口發電廠。在運送燃煤途

中，容易揚起煤塵，為配合環保要求，台

中發電廠的煤堆利用再處理後之回收水定

時噴灑，且於煤場四周安裝23公尺高防風

台中發電廠的綠地公園▲

▲ 台中發電廠成立20週年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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柵網，場內另設置4道中繼網，以降低風

速，減少揚塵，不讓廠內的員工身上沾滿

黑漆漆的燃煤飛屑，也避免污染到鄰近地

區的空氣品質。

 以煤、油為燃料，燃燒所排放的二

氧化碳造成地球暖化現象，使生態產生嚴

重問題，民國94年為對抗全球暖化，世界

各先進國家都竭力節約能源及尋求新的替

代能源。台電公司為儘速達成政府綠色電

力政策目標，亦擬定「風力發電10年發展

計劃」(30萬瓩)，並積極設立風力發電機

組，在腹地廣大且具有指標性的台中發電

廠內，因鄰近港邊，具有適合風力發電機

組運轉的條件，因此規劃設置22部風力發

電機組，其中台中發電廠中就有4部，其餘

18台則設立於台中港防風林區，發電裝置

容量共4.4萬瓩，僅次於彰濱風力站。

台電公司在民國97年以前設有多處

太陽能發電系統，台中發電廠因適合太陽

能發電系統的建設，於修配大樓西側，興

建額定出力容量72瓩的太陽能發電系統( 

Photovoltaic system) ，更於去（99年）

年底完成東側外D、E生水池，裝置容量

為1508.64瓩的太陽能發電系統，於12月

25日完工。在這裡可看到7,184片太陽光

電板整齊的排列，一眼望去，從這端幾乎

看不到盡頭，數量很壯觀，總裝置量為

1508.64瓩，直到100年5月興達鹽灘太陽

能發電系統商轉之前，在台電公司為排名

第一的太陽能發電系統。廠區內同時具備

火力、風力、太陽能發電的機組設備，讓

台中發電廠不只是提供穩定電力的火力發

電廠，更是具有再生能源使用意義的環保

電廠。

台中發電廠除了專業技術的研發外，

更注重各種管理制度的推行，先後通過

ISO-9001品質管理系統、ISO14001環境

管理系統、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ISO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及

ISO-14064溫室氣體盤查認證等5個管理

系統的運作，都獲得國際性審核標準的認

可。

眾多的第一及彩色的煙囪

台中發電廠擁有很多第一，是電廠

全體同仁引以為傲之處，但也因此，電廠

同仁更以為持眾多地一為目標，堅守於

自己的崗位上，不趕懈怠。台中發電廠是

全台灣第一座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的發電計

畫，自民國76年開始施工，在逢甲大學建

築系細膩規劃下，使得電廠造型、遠近配

置、色彩質感上都極具視覺美感。當你走

進發電廠大門，要不是有那5根高聳的煙

囪提醒，實在不知已到電廠內，通過屏風

之後，綠草如茵的庭園，花木扶疏，像一

台中發電廠煤倉23公尺高的防風柵網▲

▲ 台中發電廠於民國99年在東側生水池上完成1,508瓩太陽能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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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天然藍色天幕，更有鮮艷的花卉點綴其

間，廠內綠地植栽面積達20%，加上精心

設計的各處休閒設置、造形新穎的涼亭，

漫步在詠蓮池、賞魚區、景觀公園等地

方，清泉流水的公園化電廠，就在眼前，

是第一個贏得「海上花園電廠」美譽的電

廠。每逢黃昏坐在防波堤消波塊上，聆聽

著浪濤拍擊的聲音，望著火紅的落日冉冉

落入海，落霞飛滿天，這個美景令人陶

醉。因而到各電廠寫生繪畫的學童，台中

發電廠的人數排名第一，因這裡的風景實

在太美！行政院環保署公佈民國83年度環

境影響評估第一次追蹤查核，台中火力發

電工程是第一個(也是唯一)榮獲甲等的開

發案。該電廠曾連續3年獲得「企業環保

獎」，環保署於民國92年11月28日頒發最

高榮譽獎，是國營事業中第一次獲此最高

殊榮的單位。

台中發電廠為台電公司第一大的填海

造地之超大型發電廠(277.5公頃)，當然用

煤量在台電亦排第一，根據民國96年德國

Focus網站，該電廠是全世界第一大的火

力發電廠。同年12月19日12.5萬噸級散裝

輪「碧內洛比」輪，裝運將近12萬噸燃煤

從澳洲來台，這是台中港有史以來第一大

的貨輪，進入泊靠第101碼頭起卸，供應

台中發電廠發電所需燃料。台中發電廠的

輸煤皮帶長度高達47,325公尺，亦居台電

第一。另外，台中發電廠內的第3號發電機

組，於民國96年3月8日起至民國98年2月

8日連續運轉703天，創台電公司汽力機組

運轉最久的紀錄，也是當時全世界2年大修

週期燃煤機組第一高紀錄。民國97年10月

2日在肩負夏季尖峰的使命下，台中發電

廠10部汽力機組與4部氣鍋輪機組同時運

轉，創下瞬間581萬8千瓩的第一高發電量

記錄。民國99年7月31日該電廠機組累積

發電量突破6千億度，這也是台電第一。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建置台灣基礎建設網

路博物館，為慶祝建國百年，曾舉辦「百

大建設網路票選活動」，台中火力發電廠

榮獲第7名，的確是電力界的第一。             

放眼未來，台中發電廠的第11、12

號新機組，合計裝置容量合計160萬瓩，

現在政府審查中。隨著發電機組使用逐漸

超過20年，除設備進行延壽以確保運轉安

全，既有機組設備改善以減少CO2 排放量

及提高鍋爐燃燒效率，以確保第一都是今

後刻不容緩的課題。 

拿出舊照片比對今昔的台中發電廠

照片，可以發現4根大煙囪，由過去的紅

白相間，改變為色調活潑的彩色煙囪。仔

細一看，煙囪上的圖案的共通點就是飛翔

的鳥兒，這些圖案可都是由台中發電廠鄰

近的鄉親票選出來的，紅、綠、橙、藍的

顏色，比以前紅白相間的單調圖騰好看的

多，煙囪上的圖案，傳達的是鳥類自然保

育的觀念，4種不同顏色象徵不論春夏秋冬

四季變化，台中發電廠捍衛環保的決心不

變。而在廠區西邊的5號彩繪煙囪，因是

靠近生態豐富並有大量野生鳥類棲息的溼

地，而選擇在地的白鷺鷥和遠來嬌客黑面

琵鷺為主題，期望藉此喚醒民眾對本土鄉

情和自然保育的重視，進而了解電廠對於

環境營造的努力與用心。

儘管台中發電廠擁有許多傲人的成

績，並用心經營環境保護，但再多的榮譽

都只是過去累積的成果，台中發電廠及

全體的員工，絕對會肩負起穩定供電的角

色，並且繼續維持過去的輝煌成果，讓這

個「世界第一」的火力發電廠，站在自身

的崗位上，繼續發光發熱。

▲ 台中發電廠第1、2號汽力發電機組

▲ 連續運轉703天的第3號發電機，是台中發電
廠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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