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祖

頭，以防強烈海風吹刮侵
襲。旅遊景點以閩東人文
自然景觀及軍事要地最具
特色，各島的景點及戰地風
光不勝枚舉，如南竿鄉鐵
堡、北海坑道、天后宮、雲
台山、八八坑道(昔日的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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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發電廠
文•圖片提供∕朱瑞墉

事坑道現成為馬祖酒廠的
酒窖)、北竿鄉芹壁傳統聚
落、里金黃沙灘、東引鄉
東引燈塔、烈女義坑、一線
天、燕秀潮音等。馬祖的戰

▲ 珠山發電廠內遠眺的海景

▲ 馬祖區處員工吳宜亭參加台電公司高空
架線的技能競賽

地景觀與眾不同，其中防
空坑道更是一絕，尤其北
海坑道能開車、能行船，

北疆群島
馬祖列島位於台灣海峽北方，面臨閩江口和

後，軍事重地一一解禁，展現許多獨特的

羅源灣，與中國大陸只一水之隔，為海運要衝。主

戰地風光。民國88年交通部觀光局成立

要由南竿、北竿、東莒、西莒、東引、西引等島及

馬祖國家風景區，軍方陸續開放不同類型

其附屬的36個島嶼、礁嶼組成。該列島有閩江口遺

之軍事觀光資源，交由連江縣政府與國家

落的一串珍珠的美稱，是我國現在最北邊的領土連

風景區管理處管理供遊客參訪。其多山、

江縣，設有南竿、北竿、東引及莒光等四鄉。馬祖

岩礁、岩岸及灣澳地形，受風化及波浪侵

的開發最早始於元朝，是大陸漁民出海捕魚時休憩

蝕作用，多呈現崩崖、險礁、海蝕洞、海

避風處，明朝時為倭寇所盤據，清初才有福州沿海

蝕門等地形，部分灣澳地區經過沖積與堆

漁民移居此地，逐漸形成具有血緣關係的村落，因

積作用形成沙灘、礫石灘、卵石灘、形成

而馬祖的語言是操長樂口音的閩東話，當地稱為平

許多值得觀光的美景。馬祖四周環海又多

話、馬祖話或福州話。

風，居民多利用花崗岩沿著山坡地興建方

大陸易手後馬祖經過40餘年戰地政務，劃為

正雙層獨棟建築，小窗戶開於高處，窗框

軍事重地極多。民國81年11月7日解除戰地政務

以石條為骨架，屋頂的紅或灰瓦上壓著石

每逢漲潮，早年補給船直接開坑道，確保
下貨。馬祖的地理位置距中國大陸比台灣
本島近，因此民國90年1月1日開始實行辦
理小三通客運，由「馬」祖南竿福澳港與
福州「馬」尾進行「兩馬小三通」。
早年馬祖的那淳厚的人情味，令人永
懷難忘，在島上任何大道上，常見到路旁
的行人及小孩，他們只要向來往的車輛一
招手，司機就會停車，戰地司令官的車也
不例外讓他們順便坐上，送達目的地，說
聲謝謝各自揚長而去。這種軍民一家的精
神，與親切的情感，恐怕在別的地方不易
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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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馬祖視察時，提出馬祖南竿地區供電計

電廠將於民國99年完成

南竿鄉是馬祖第一大島和人口最多地

畫，由國防部呈報行政院，民國58年4月

發電機組3,500瓩機組4

區，為連江縣治所在地，是馬祖的政經文

層奉行政院台（58）忠5字第04535號令

部，以因應南竿機場、

教中心。電力為各項建設的基礎，由於馬

核准，由國防部、馬祖政務委員會及台電

福澳港及垃圾焚化場等

祖地處僻遠交通不便，對電源開發相當困

公司共同組成馬祖發電廠籌建委員會，由

用電。

難，早期除軍方有小型柴油發電機外，民

台電負責規劃在南竿興建發電廠，總工程

間仰賴煤油燈、柴油燈、蠟燭等照明及燃

費新台幣20,769,000元，馬祖戰地政務委

東引發電廠

柴燒煤來煮食。南竿是連江縣最熱鬧的地

員會負擔200萬元，台電捐贈830萬元，

(民國60年設立)

方，因而南竿遂成為連江縣(馬祖)地方最

國防部捐助10,469,000元。委託台電購買

東引距離馬祖的

早供電的地區。馬祖地區鑒於金門電力擴

330瓩柴油發電機3部並負責設計、監造

行政中心南竿最遠，開

建後，經濟繁榮，軍民生活改善，士氣提

地下廠房及油槽、水槽各1座，辦公室、

發較晚，民國40年代

高，深感對電力之迫切需要，遂於民國56

宿舍、倉庫各1棟及輸配電線路，民國60

國軍進駐後，才開始設

年春蔣故總統經國先生於國防部長任內蒞

年10月完工成立南竿志清發電廠，開始發

置小型發電機，而民間

電全日供應軍民用電，由馬祖戰地政務委

仍以煤油燈及蠟燭作為

員會督導管理。同年12月向台電借調技術

照明，因缺乏電力，地

人員二人擔任廠長及副廠長，負責電廠營

方建設難以進展。民國59年6月15日國防

舊發電機1部，由台電派員協助安裝於該

運、運轉與維護工作。

部（59）祥瑞字第1421號函核定在東引

發電廠。

南竿發電廠(民國60年設立)

▲ 馬祖南竿發電廠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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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竿發電廠的發電機組與控制盤

民國64年規劃擴建南竿志清發電廠，

島興建東引發電廠，由國防部及台電共同

民國69年新建東引發電2廠，由台

台電公司派員設計、監造並贈送500瓩性

組成東引發電廠籌建委員會，各撥新台幣

電公司派員負責設計、監造並代購288瓩

能良好之舊發電機1部，並協助安裝完工

550萬元，委由台電採購160瓩柴油發電機

柴油發電機3部，由台電無息貸款新台幣

發電。民國69年3月台電應馬祖戰地政務

1部，並派員負責設計、監造鋼筋混凝土

1,287萬元，建廠工程費新台幣1,696萬元

委員會之要求，自澎湖發電廠撥贈500瓩

廠房、輸配電線路及油槽、水槽各1座，

由國防部撥助，民國71年夏季地下化發工

舊柴油發電機1部給南竿發電廠，同年再

另洽美國陸軍技術團撥贈300瓩舊柴油發

程電完成。在保修連上方新建東引發電3

擴建該發電廠，委託台電代購1,000瓩柴

電機1部，於次年10月完工供電，交東引

廠於民國79年7月設置德製1540瓩柴油發

油發電機1部，民國71年5月完工發電。志

反共救國軍部隊管轄，成立東引大我發電

電機2部，民國83年8月再增加同型發電機

清坑道後改為南竿發電廠的倉庫，民國95

廠從事電力營運，後由東引指揮部督導管

1部。關閉東引發電1、2廠，將發電2廠的

年南竿地區增建2,500瓩機組2部，現在南

理。台灣電力公司派一位技術人員駐廠支

288瓩柴油發電機組，先後拆卸分別於民

竿地區有3,000多用電戶。後新建珠山發

援營運工作。民國64年國防部撥贈300瓩

國81年4月、民國82年9月運往東莒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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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後，機組就不再建在坑道內，民國80

馬祖電力公司

年在坑道外擴建廠房一棟，增設1,080瓩

(民國64年-民國86年)

機組1部。民國83年再安裝同型1,080瓩機
組1部，民國86年5月為使電廠排放之廢水
符合標準，興建完成廢油水處理槽1座，
同年7月馬電併入台電，以地名為發電廠
名，更名為北竿發電廠，兼辦服務工作。
民國90年7月由澎湖移來150瓩機組1部。

▲ 台灣電力公司馬祖區營業處北竿服務
所招牌

▲ 北竿發電廠的門牌

現在北竿有八百多用電戶。南竿至北竿的
海底電纜已開標，由華榮電線電纜有限公
司以22,500萬元得標承建，預計民國98年

及西莒電廠。東引服務所現設在山上原發
電1廠的廠房，民眾如不方便前往，打電
話服務所就會派員到家裡去幫忙填寫申請
表、登記單等，這種以客為尊，外島居民
享受服務到家的貼心服務，超過大城市，

隨即於次年6月20日，由國防部、馬祖戰

10月3日完成25KV級4-1/C25KV＃1AWG

地政務委員會、台電公司組成北竿發電廠

交連PE海底電纜，是台灣的第八條海底電

籌建委員會，政府並撥款新台幣2,800萬

纜。屆時南竿的珠山發電廠完工後，計劃

元，由國防部策劃、台電技術支援、北竿

由該廠經海底電纜供應北竿用電，完成南

軍魂部隊承建，為防止砲彈攻擊，電廠建

北竿單一電網的效益。

在坑道裡。由台電執行建廠計畫及設計、

北竿附近的大坵島面積不到1平方公

監造地下廠房、油槽、辦公室，並代購

里，早年住40多戶漁民，還曾設置一所小

買西德MAN公司388瓩柴油發電機2部安

學。當時為供電該島，北竿發電廠拉了一

裝於坑道內，民國64年5月竣工供電。向

條纜線跨過大坵與北竿間600公尺寬的海

劉必清先生購入小型柴油發電機，供應該

台電借調工程師1人擔任廠長，以負責運

峽，為罕見的跨海架空線路。隨著近海漁

村民眾照明所需，當時因發電量小，僅能

轉、維護及營業工作。同年7月1日命名為

源逐漸枯竭，漁民陸續遷出，幾年前駐防

供應20瓦小燈泡，算是最小型民間發電公

北竿軍魂發電廠正式24小時供電。

國軍撤離後，大坵島人去島空，但有一戶

現在東引有638用電戶。

北竿發電廠(民國64年設立)
約在民國57年間，北竿鄉橋仔村民

司，供電時間從天黑到九點，不久由各村

北竿的水硬度高，影響機組壽命，民

請求台電繼續供電，好讓其信仰的神明有

落亦自行購買小型柴油發電機發電。民國

國71年4月裝設軟化處理設備1套。由於軍

燈可用，因而台電同仁還得不時乘船渡海

61年11月23副總統嚴家淦蒞臨北竿巡視，

民生活提升，地方建設陸續展開，原裝機

來島上檢修線路，只有一個電表還是要供

馬祖戰地政務委員會苟雲森主任委員向嚴

組不勝負荷，民國73年向西德MAN公司採

電，這就是台電的服務精神。

副總統爭取設立北竿發電廠，獲其首肯，

購540瓩完成併聯供電。馬祖的戰地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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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64年經濟部為因應馬祖地區的電
力開發及便於馬祖各地區電廠統一指揮管
理，經參照金門電力公司經營模式將東引
大我發電廠、北竿軍魂發電廠及南竿志清
發電廠合併成立馬祖電力公司，統籌經營
馬祖地區電力事業，向台電借調工程師二
人，分別擔任馬祖電力公司總經理及總工
程師，以加強技術支援、營運管理及改善
經營效率。馬祖電力公司該年起，董事長
由司令官兼任（戰地政務解除後由省政委
員陳仁官兼任），員工共計109人。歷任
總經理為周映偉、陳漢華、蔡士俊（這三
人由台電派兼）。民國71年10月起由政務
委員會秘書長兼任，先後有李建生、趙奠
夏、李瑞華及黃偉嵩。民國68、69年間陸
續成立東、西莒二座發電廠(另篇敘述)，
至此馬祖地區四鄉五島才真正達到全面供
電階段。
民國70年馬祖電力公司總裝置容量合
計為4,187瓩，南竿志清電廠1,499瓩、東
引電廠760瓩、北竿軍魂電廠776瓩、西
莒電廠1,152瓩。後電力成長與日俱增，
民國84年時裝置容量已達32,690瓩，其中
南竿電廠為13,150瓩，東引電廠為6,408
瓩，北竿電廠為4,976瓩，東、西莒電廠
為6,260瓩。由於馬祖電力公司的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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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組均已老舊，且都是柴油火力發電，

台電公司馬祖區營業處

電價的成本完全受油價波動影響，自民國

(民國86年迄今)

60年發電以來，為反應成本，電價曾多

軍方經營的馬祖電力公司，電力較為

次調整，最高電價曾達每度9元多，使人

充裕，但當初缺乏像早年蔣孝文先生(有

民生活不勝負荷。政府為照顧離島人民生

計劃的擴建機組，力主購買全球最好的德

活，民國76年立案送立法院立法通過離

國MAN公司柴油發電機組)那樣有長遠眼

島電價比照台灣電力公司電價計收（當時

光的人，使得馬祖的電廠設備品牌繁多，

家庭用電價格由7元降到2.2元、營業用電

整合不易維修困難，內外配線也無電力法

價由9元降到3.2元），自次年起，由台電

規可循。直到馬祖戰地政務解除，奉行政

及中油公司撥款貼補與台灣地區之電價差

院核定，民國80年7月馬祖電業全權委託

額，近20年馬祖居民才享有廉價的電價與

台電託管，軍方退出改由台電經營後才逐

其售電價格與發電成本之間的虧損部份則

場參賽者的眼光，雖未能獲獎，但在訓練

高品質的用電。

漸上軌道，其經營虧損及擴充設備經費不

由台電公司自行吸收。那時才依山坡地形

及比賽中，亦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對工

足，由中央政府每年編列預算數億元專款

垂直鏟除土方1萬多立方公尺，在介壽村

作上極有幫助。

補助。近年為回饋鄉里造福地方，每年都

興建新一棟4層的辦公大樓，歷時1年9個

致贈南竿鄉公所百萬元以上，作為地方建

月才完成。民國90年6月從金門區處移來

設之用。馬祖電力公司創立時的辦公室，

1,000瓩貨櫃式機組一部加入系統供電，

民國81年馬祖解除戰地政務，開放

當時是戰地政務時期，辦公室是依山地而

民國92年為配合地方各項建設之用電需求

觀光，後兩岸關係舒緩，小三通啟動，馬

建的軍方營舍充當使用，內部林木扶疏，

再從金門移來2部1,500瓩機組，民國96年

祖面臨新的發展情勢。為滿足用電需求，

像一座野戰營房，那時期公司的辦公人員

北竿地區增建2,500瓩發電機組2部，以因

台電即進行規劃新建電廠事宜。民國92年

較少，各課室在一起聯合辦公，辦公室場

應機場、碼頭等用電。

9月現代化的大型珠山發電廠開工，由靖

▲ 民國98年3月4日台電馬祖區處女性
員工吳宜亭參加台電公司高空架線的
技能競賽後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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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東引發電廠舉行的馬祖區處用電安全暨節約用電宣導會

珠山發電廠

地空間也不大。為充裕未來電力需求，持

民國98年3月4日由李錦田副總經理主

瑋營造有限公司承包。廠址選在南竿鄉清

續提昇供電品質，促進地方繁榮，加強服

持，在台電高雄訓練中心舉行年度技能競

水村西北海濱，面積8.59公頃，其中填海

務馬祖軍民，政府決定於民國86年6月30

賽，馬祖區處派出擔任發變電技術員，曾

造地7公頃，工程經費原預計30億。但施

日結束原馬祖電力公司體制，同年7月1

得丙種配電技術士的吳宜亭代表出賽，吳

工期間鋼筋水泥不斷翻漲，大陸一度禁止

日併入台電成立台電馬祖區營業處，綜理

宜亭更選擇了挑戰性高的爬桿賽，在該項

沙出口，天候不佳飛機、輪船常停航，南

馬祖地區之發、配、售電業務。目前馬祖

比賽三百多名參賽者中，只有吳宜亭一人

竿嚴重缺水，人力不足，承包商工人亦相

列島都是以柴油發電機組獨立發電。電價

為女性員工，頂著烈日，腰繫工具帶，懸

當拮据，工期延長，台電已累積投資45億

仍與台灣地區一致，以火力（柴油）發電

在半空中配線，其精湛的技術，更吸引全

元。最近經華城電機公司趕工，民國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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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地區的發電廠
地區

發電廠名
稱

民國70年
總裝置(瓩)

民國84年
總裝置(瓩)

民國98年
機組(瓩) 機組(部)

南竿
地區

南竿志清
發電廠

1,499

13,150

珠山發電
廠

▲ 珠山發電廠的發電機組

4月20日1號機組完工試運轉，次年4部德

供電穩定度。早年馬祖的配電為不讓敵人

國MAN柴油發電機組(14,000瓩)將全部竣

看見線路，線路是藏在樹林裡，以往安全

工，將可降低發電成本。但都是柴油發電

的考量，現在卻成了線路維護的致命傷，

成本較高，經濟回收年限卻是負的，投資

遇到颱風線路極易被樹木達打斷，而馬祖

是無法回收，4座電廠30多部發電機組，

鄉親認為電線桿破壞景觀，希望將線路地

只供應4,000多戶用電，每賣一度電虧損

下化，但地下成本偏高，約高於台灣一倍

台幣10元，卻是非做不可的電廠，因台

半。風力發電則將來計劃於珠山發電廠內

電無法改變服務用戶的承諾。馬祖地區電

籌設2,000瓩風力發電機組，除作為附近

力迄今已完成各島嶼的發電廠，裝置柴油

海水淡化廠所需電力之供應外，亦是未來

發電機組共31部，總裝置(不含珠山)容量

馬祖開發替代能源的重要示範計畫。

32,690瓩，用電普及率百分之百，最近將

(謝謝台電馬祖區營業處蔡欽堂處長提供資

原本3.3KV線路改為11.4KV線路，以提升

料，並彙整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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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裝置(瓩)

330
1,080
2,500
1,540
1,500
1,000

3 14,150
1
2
2
2
1

3,500

4 14,000(民國99年4月將
全部竣工)

北竿
地區

北竿軍魂
發電廠

776

4,976

388
540
1,080
1,500

2 4,976
1 民國89年10月海底電纜
2 完工後將由電纜供電
1

西莒
地區

西莒發電
廠

1,152

6,260

720
1,500
540
1,000

1 5,260
2
1
1

東莒
地區

東莒發電
廠

1,896

288
720
600

東引
地區

東引大我
發電廠

760

6,408

1,540
288
1,500

4,187

32,690

各電廠合計
珠山發電廠

總

計

2 1,896
1 民國89年以後由海底電
1 纜供電
3 6,408
1
1
31 32,690
4 14,000
46,690

資料來源：台電馬祖區營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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