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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橫沿線水庫逐年由下游往上游
拆壩對發電及產業經濟影響與相
關替代方案研究
完成報告
摘

要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資源與產業組相關「國家永續發展會
議」結論，檢討中橫沿線水庫之破壞河川生態情形，研議逐年由下往
上拆壩之可行性。經濟部水利署依據上述結論於民 95 年 10 月 30 日
召開會議，請台電公司就拆壩對發電及產業經濟影響與相關替代方案
進行檢討。
台電公司在大甲溪流域間興建水壩，自下游往上游計有石岡壩、
天輪壩、谷關壩、青山壩與德基水庫等五座，除石岡壩屬低壩以公共
給水為主要目的外，其餘各壩主要標的均以發電為主，對下游之防洪
功效無甚影響。台電公司大甲溪發電廠轄有德基分廠、青山分廠、谷
關分廠、天輪分廠、馬鞍機組、社寮機組、后里機組等七座水力發電

I

廠(前五座分廠/機組設在中橫公路沿線)，共有 21 部水輪發電機組，
裝機容量為 1,104 MW，平均每年發電量可達 24~25 億度。
為確實達成中橫沿線水庫逐年由下往上拆壩之可行性探討，本研
究之主要目標概括：（1）評估中橫沿線水庫逐年由下游往上游拆壩
對電力系統之影響；（2）評估中橫沿線水庫逐年由下游往上游拆壩
對台電公司財務之影響；（3）評估中橫沿線水庫逐年由下游往上游
拆壩對產業經濟之影響；（4）評估中橫沿線水庫逐年由下游往上游
拆壩對台電公司溫室氣體管制之影響；（5）評估中橫沿線水庫逐年
由下游往上游拆壩之相關替代方案。本研究經深入分析探討後，獲得
下列重要研究發現：
一、壩對電源供應影響評估
本研究依據 96 年台電公司「長期電源開發計畫（9608 案）
」為
基本架構，採台電 9602 負載預測（96-107 年)及電源開發計畫規劃準
則下，維持系統備用容量率在 16%水準。大甲溪水力電廠由於天災受
損，使其尖峰出力減少許多，唯經過修護後，如拆壩則系統將損失對
調度極有價值之調頻尖載機組裝置容量 113.53 萬瓩及 71.7 萬瓩之淨
尖峰出力。依台電公司 9608 方案之規劃，青山電廠修復工程預定於
105 年 1 月完成，修復後可增加 36 萬瓩之淨尖峰出力，大甲溪電廠
之淨尖峰出力提昇至 107.7 萬瓩。故如政策決定對大甲溪電廠進行拆
壩，則青山修復工程應立刻暫緩實施，以免剛投入鉅額修復成本後又
立即拆壩，造成嚴重浪費。
大甲溪電廠水庫壩體於民國 98 年底一次全部拆除，且無替代電
源。備用容量率於 99、100 年為 14.3%及 15.3%均低於合理備用容量
率 16%。而民 100 年雖有第四階段 IPP 加入系統，但供電能力仍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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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如欲維持能源局 95 年方案之備用容量率在 16%水準，則不足
之尖載電力需新建約 72 萬瓩的氣渦輪機或複循環機組才能維持，且
區域位置以北、中部為佳。
本研究之電源開發計畫評估依台電 9608 電源開發計畫(以下稱原
方案)，假設民國 96 年至 107 年間其他電源開發方案大致不變之前題
下，分析大甲溪電廠拆壩及搭配不同之尖載火力機組替代方案之影
響。由於大潭複循環#8~#10 機組規劃於民國 106 及 107 年商轉，應
無空間再容納新增替代火力計畫機組，故本案所擬之替代方案廠址以
中部彰濱為主。以下研擬 3 個假設案加以評估，其基本假設如下：
方案一：
大甲溪電廠水庫壩體於民國 98 年底一次全部拆除，且無替代電
源。
方案二：
大甲溪電廠水庫壩體於民國 98 年底一次全部拆除後，系統於
103 年 7 月底以前在中部彰濱電廠新建完成 3 部裝置容量為 30
萬瓩之燃油氣渦輪機組替代，並於 104 年 7 月再增加一部 40 萬
瓩的氣渦輪機以替代原訂復建完成之青山水力。
方案三：
大甲溪電廠水庫壩體於民國 98 年底一次全部拆除後，系統於
103 年 7 月底以前在中部彰濱電廠新建 1 部 30 萬瓩之燃油氣渦
輪機組，及一部 50 萬瓩之燃油複循環機組替代，並於 104 年 7
月在彰濱再增加一部 40 萬瓩的氣渦輪機以替代原訂復建完成之
青山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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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之供電能力在 98 年尚未有差異，當年因有核能四廠一號機
完工使系統備用容量率得以提升為 17.0%。第一案大甲溪廠於 98 年
底拆壩後，未新增替代機組，故民國 99～102 年的備用容量率將分別
降為 13.6%、14.9%、11.1%及 12.7%，低於合理備用容量率 16%。民
國 100 年雖有第四階段 IPP 加入系統，但供電能力仍顯得不足。如欲
維持系統之備用容量率在 16%水準，則不足之尖載電力需新建約 72
萬瓩的氣渦輪機或複循環機組才能維持，且區域位置以北、中部為
佳。依據台電現有火力廠址，北部已難有餘裕，中部彰濱電廠廠址尚
有可供興建之空間，故暫作上述第二、三案新建機組之假設。詳細規
劃時，台電相關輸電線拱位是否有餘裕，仍需進一步檢討。第二、三
案在 96-102 年之供電能力與第一案相同，供電能力偏低。民國 103
年後因有新增尖載機組情況下，供電能力較第一案為佳，民國 103、
104 年的備用容量率，分別為 16.6%、14.4%以及 16.4%、14.9%。
二、拆壩對電力系統之影響評估
由於拆壩作業將導致整體電力系統電廠電源減少，不僅整體系統
供電容量降低，並且同時失去大甲溪電廠作為備轉容量的特性，將影
響系統的安全性，系統供電可靠度將受到重大影響。在機組的事故率
方面，台電水力機組的事故率是最低的，且具有快速啟動的特性，對
系統安全及頻率品質有極重要的地位與貢獻，大甲溪沿線電廠皆為水
力電廠，拆除對於系統供電可靠度有負面的影響。
在緊急備轉容量方面，大甲溪電廠德基、青山的快速備轉容量，
如全由抽蓄機組提供，則抽蓄機組的發電量及運轉時間大幅增加，離
峰時就須使用較高成本的燃油、燃氣機組執行抽水，導致發電成本大
幅增加。其中抽蓄機組受其下池水位的限制，無法長時間運轉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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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全由複循環機組或燃油機組提供，則機組運轉效率降低，同時亦
增加天然氣用量，如遇中油天然氣短缺，則可能因電源不足引發限電
危機。此外，德基、青山是頻率調整備轉容量的重要來源之一，自動
發電控制（AGC）特性極佳，分別為 55MW/分鐘、60MW/分鐘。
若因拆壩作業而失去大甲溪電廠電源時，系統將受到的衝擊，評
估項目包括電力潮流（含尖載、中載、輕載等負載條件）、三相故障
電流、穩定度（含暫態、動態、電壓）分析等。電力潮流分析結果包
括：
（1）增加南送中之潮流量，降低系統穩定度；
（2）電力潮流影響
範圍擴及后里、中科、台中大都會區，其中若因不穩定的電力系統造
成科學園區發生供電問題，損失將無法估算；
（3）拆壩後將增加天輪
超高壓主變壓器之負載量，有可能造成主變自系統發生超載之情形，
系統供電可靠度降低；
（4）大甲溪沿線 5 所水力電廠，對系統而言，
不論對 345kV 幹線融通電力有助益外，對系統電壓調節亦有優點；
（5）
由於天輪轄區尖載與輕載時的電壓變化過大，加上所供之大台中地區
大量採用地下電纜，電壓變化未來將更劇烈，大甲溪電廠對控制電壓
亦將有助益。本研究發現，大甲溪電廠卸除對故障電流影響較為輕
微；大甲溪電廠之存在對系統暫態穩定度、動態穩定度與電壓穩定度
均具有正面影響，並對全黑啟動、電力系統頻率控制、區域供電及已
投資電源開發計畫更具重要正面影響。
三、拆霸對台電公司財務之影響
方案二全數採氣渦輪機組替代水力發電時，97 至 107 年之最大
電價總漲幅為 98 年的 6.77％，方案三採用複循環機組搭配氣渦輪機
組來替代水力發電時，因複循環機組之變動成本較氣渦輪為低，且複
循環替代電量佔水力供電缺口比例達 88％～91％，故電價漲幅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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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97 至 107 年之最大電價總漲幅為 98 年的 4.37％，詳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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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估算。

圖1

民國 97 至 107 年拆壩後台電增加成本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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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案在調整稅後盈餘後，所得出的ROA相對較調整前低，惟
差異數逐年降低，其差異約分別介於0.16%至1.18%、0.68%至1.84%
及0.21%至1.18%之間；其中以98年之差異最大，分別達1.18%、1.84%
及1.18%，乃因半數拆壩費用於當年度認列，且有半數水力電廠財產
淨值於當年度轉銷所致。方案三之差異數相對比方案二來得小，可能
與方案三發電之變動成本相對較低有關，詳見圖2。觀察ROE調整前
後之差異，方案一在97年至101年期間、方案二在97年至106年期間及
方案三在97年至106年期間（102年除外）
，其調整後之ROE亦相對較
調整前為低，其差異約分別介於0%至3.61%、0.62%至5.79%及0.08%
至3.61%之間，其中亦以98年之差異最大，詳見圖3。

ROA調整前後差異
0.0%
-0.5%
-1.0%
-1.5%
-2.0%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方案一 -0.86 -1.18 -0.21 -0.20 -0.18 -0.17 -0.16 -0.23 -0.22 -0.22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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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估算。

圖2

替代方案之平均資產報酬率(ROA)變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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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替代方案之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ROE)變動差異

四、拆霸對產業經濟之影響
就修復水電廠效益而言，以 2006 年當期產值 27.54 兆元及當期
GDP 11.89 兆元為計算基礎為基礎，本研究評估青山分廠的投資支出
帶動全國產業產值增額為 253 億元，增幅為 0.09％，GDP 增額為 94
億元，增幅為 0.08％。
就增建替代發電機組效益而言，以 2006 年當期經濟資料為基
礎，本研究評估方案二的投資支出將帶來 415 億元的產值增額，增幅
為 0.15％，GDP 增額為 151 億元，增幅為 0.13％；而方案三的投資
支出則帶來 534 億元的產值增額，增幅為 0.19％，GDP 增額為 193
億元，增幅為 0.16％。
如表 1 所示，中橫沿線水庫拆壩對產業經濟影響淨效果如下：
拆壩的總體經濟淨效果
＝拆壩工程投資支出的經濟效果＋新建發電機組投資支出的經濟效
果－修復青山電廠的產業經濟效果(機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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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產業
方案別
帶動效果

拆壩決策之總體經濟淨效果
產值
情境條件

附加價值

貢獻額度 貢獻增幅 貢獻額度 貢獻增幅
(億元)
(％)
(億元)
(％)

原方案 修復青山電廠

252.84

0.09

93.70

0.08

32.55

0.01

10.28

0.01

447.81

0.16

方案三 拆壩/增建替代機組(複循環+氣渦輪)

567.00

0.20

203.53

0.17

方案一 拆壩/不增建替代機組
帶動
方案二 拆壩/增建替代機組(氣渦輪)
淨效果
方案三 拆壩/增建替代機組(複循環+氣渦輪)

-220.29

-0.08

-83.42

-0.07

194.97

0.07

67.49

0.06

314.16

0.11

109.83

0.09

個別 方案一 拆壩/不增建替代機組
帶動效果 方案二 拆壩/增建替代機組(氣渦輪)

161.19

0.14

註：貢獻增幅係以 2006 年當期產值 27.54 兆元及當期 GDP 11.89 兆元為計算基
礎。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算。

本研究透過台灣動態一般均衝模型(DGEMT)評估電價上漲對台
灣總體經濟以及產業物價、產值與 CO2 排放量之影響。當電價上漲
6.77%時，將使 98 年經濟成長率下降 0.092 個百分點。其中對水電燃
氣業的影響為最大，將使水電燃氣業的總產值減少 0.839%；98 年整
體經濟的 GDP 平減指數增加 0.431％，其中水電燃氣業的影響為最
大，將使水電燃氣的價格上漲 6.174%；整體經濟的 CO2 減量幅度為
1.980%。7 大行業中，當電價上漲 6.77%時，CO2 減量最大者為服務
業(-7.020%)。
我國推廣再生能源，提高自產能源比例，規劃至 2010 年累計裝
置容量占電力系統總裝置容量 10%，2010 年占電力系統總裝置容量
10-12%。其中慣常水力發電推廣目標 2010 年為 216.8 萬瓩，2025 年
為 250 萬瓩。中橫公路沿線有德基分廠、青山分廠、谷關分廠、天輪
分廠、馬鞍機組等五座分廠/機組，共有 18 部水輪發電機組，裝機容
量為 110.2 萬瓩，平均每年發電量可達 24~25 億度。其裝置容量佔 2010
年慣常水力發電之 51%，再生能源推廣目標之 22%，佔 2025 年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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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發電之 44%，再生能源推廣目標之 12~14%，對我國再生能源推
動時程規劃影響甚鉅。
對於台電公司溫室氣體管制之影響，本研究根據台電公司提供之
民國 94、95 年台電公司各火力發電機組 GHG 排放係數估算，氣渦輪
機組 GHG 排放係數為 0.889 公斤 CO2/度，複循環機組為 0.375 公斤
CO2/度。若將民國 98 年至 153 年累計之 CO2 減量成本以折現率 2.73
％回算至民國 97 年資金水準，CO2 減量成本各為 1,903.19 億元、903.86
億元，再納發電成本增額成本，方案二與方案三之累計發電成本增額
（含 CO2 減量成本）將各達 11,050.19 億元、4,688.82 億元。
整體而言，大甲溪電廠拆壩對國家整體經濟、台電財務，以及溫
室氣體管制皆有所影響，因 98 年完成拆壩並提列相關費用，故採 98
年數值說明，詳見表 2。

表2

替代方案對台電財務、國家整體經濟、溫室氣體管制影響彙總
表（98 年數值）
影響範圍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台電增加成本（億元）

188.81

292.50

188.81

台電財務 電價上漲額度（元/度）

0.0920

0.1425

0.0920

電價漲幅(%)

4.37

6.77

4.37

經濟成長(%)
國家整體
GDP 平減指數(%)
經濟
CO2 減量幅度(%)

-0.092

-0.059

-0.092

0.431

0.278

0.431

-1.278

-1.980

-1.257

溫室氣體 CO2 排放量（公噸）
管制

77.35

157.47

77.3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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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性建議
1. 大甲溪電廠復建工程效益概括：（1）可提供離峰時段(0:00-7:30)系
統頻率調整備轉容量，確保頻率品質；（2）可提供非離峰時段
(7:30-24:00)系統快速反應備轉容量，確保供電安全與穩定；
（3）可
確保負載快速增加期間(7:30-8:30 及 13:00-13:30)之系統安全及頻
率品質；
（4）可提高系統的穩定度與中送北電力潮流能力，降低系
統運轉成本；
（5）可穩定空襲時期系統之供電能力，確保國家安全；
（6）可提供系統全黑啟動能力，加速系統復電與合聯；
（7）可就
近提供及支援台中科學圍區后里基地所需之電力；
（8）可提供或吸
收無效電力，調整及控制中部地區電壓，提供更穩定的電壓，提升
供電品質。就青山電廠之四部機組復建而言，若拆壩後上述之運轉
效益將賦之一炬。因此如果大甲溪系列水壩拆除，對於已投資電源
開發計畫極具不利影響。
2. 依據 96 年台電公司「長期電源開發計畫（9608 案）
」為基本架構，
採台電 9602 負載預測（96-107 年）及電源開發計畫規劃準則下，
維持系統備用容量率在 16%水準。由於核四廠一、二號機之施工進
度不如預期，可能無法於 98 年 7 月完工，因此延後一年或二年均
將對 99、100 年之系統供電力造成衝擊。本研究假設核四廠一、二
號機延後至 100、101 年 7 月完工商轉，則 99、100 年之備用容量
率將分別降至 6.9%及 11.7。大甲溪電廠如能不拆壩，則可提昇系
統備用容量率至 8.8%、13.5%。
3. 由於水力機組啟動快速，可調整的容量大，水力調整出力的速度
快，並可當做全黑啟動的機組，因此，大甲溪沿線水庫拆壩將對電
力系統造成負面影響。除了暫態穩定度中，極少數的臨界清除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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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壩之後會變好，不過影響甚微。環視台灣再也無法找到比大甲溪
更具發電能源蘊藏量的水力電廠。如拆壩不僅影響中部的電力系
統，甚至對整個台電系統都是負面的。若拆除大甲溪電廠，又核四
工期無法如期完工的情況下，電力供應將更加吃緊（核四延後二年
完工將使系統備用容量率由 8.8％降至 6.9％，詳見表 2-20），大甲
溪水力對電力系統之供電可靠度有極重要之功效，不宜貿然拆除。
4. 大甲溪沿線電廠對於中部的電力系統來說是個重要的存在，甚至
擴及到整個台電系統也是很重要。大甲溪電廠對台電公司電力系
統之效益包括：
（1）提供系統約 3%淨尖峰裝置容量，對系統供電
可靠度有關鍵影響；（2）提供系統快速備轉容量，確保供電安全
與穩定；（3）降低系統發電成本，減少二氧化碳排放；（4）提供
系統全黑啟動能力，加速系統復電與併聯；（5）減少南送中潮流
量，提升系統穩定度，就近供應天輪 E/S 轄區負載需求(霧峰、翁
子等) ；
（6）減輕天輪超高壓主變負載，避免主變超載，增加供電
可靠度；（7）機組可依系統尖、離峰負載情況供應或吸收系統無
效功率（-382.7~534.2 MVAR）
，協助調整區域電壓，對供電安全
助益甚大。經過深入研究之後，拆壩對於電力系統而言，整體上
的影響是負面的，所以建議保留中橫沿線水庫。
5. 台灣本島自產能源不足，所有發電用之油、煤、天然氣及核燃料
棒均需從國外進口，易受國際能源燃料價格波動的影響。台灣自
產的能源僅有少量的水力，且受到環境與其他條件限制使開發不
易，台灣電力公司水力機組總裝置容量為 4500.06MW，約佔系統
總裝置容量的 12%，其中大甲溪電廠裝置容量為 1135MW，約佔
系統水力機組裝置容量的 25.2%、全系統總裝置容量的 3.0%。水
庫式水力發電為珍貴之再生能源且具快速啟動之能力，不論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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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發電成本、掌握自有能源或提昇系統供電可靠度上均有極高之
價值，並可兼顧經濟、環保、能源、電業永續經營與國家社經環
境的永續發展。目前國際能源價格節節升高，攸關民生之發電成
本亦難以抑低；全球氣候綱要公約對二氧化碳排放量問題亟待解
決。慣常水力為台灣難得之自產能源可和緩上述問題，應予以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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