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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環境教育基金補助環境教育專案計畫書 
 

計畫名稱：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一、目的：為配合宜蘭環境教育的主軸議題「健康〃環境〃好生活」作啟發式探討，

以建立縣民對環境認知的正確態度，特辦理本活動。 

二、環境教育之主題及內容：重視環境問題，參與社會學習，建立環境認知與正確

的態度、學習環境知識，建構健康的環境，確保良好的生活品質，是現代公民

都必頇具備的社會環境責任。本計畫擬邀請關心宜蘭縣環境的一般民眾，以走

讀方式探訪宜蘭在地的生態環境、水資源發展現況及社區人文，瞭解宜蘭的美

和面臨的環境問題，啟發其對環境變遷覺知的敏感度，並尋求解決的方式，化

為愛護鄉土的行動力。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宜蘭縣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協辦單位：宜蘭縣政府、台灣電力公司。 

四、辦理日期(或期間)：108年 9月 16日至 108年 9月 18日。 

五、辦理地點：蘭陽發電廠、清水地熱園區、安農溪沿線。 

六、參加對象及人數：一般民眾，分 3梯次，每梯次預定 45人 (含工作人員)。 

七、執行方式規劃：  

(一)報名方式：採預約報名。 

(二)工作人員行前講習訓練：為充實工作人員相關知識，便於活動進行中發揮

助教功能，達到增進活動內容充實性，將於活動行前進行一場工作人員實

地講習。 

(三)排定環境走讀行程，帶領參加人員至本縣蘭陽發電廠、清水地熱園區、安

農溪，進行綠能、水資源保護及利用、與生態保育導覽。 

【活動流程】 

時間 主題 地 點  

08:30-09:00 集合報到(開車共乘蘭陽發電廠)  

09:00-10:00 解說導覽 蘭陽發電廠  

10:30-11:30 綠能解說導覽 清水地熱發電廠  

11:30-13:00 清水地熱體驗及午餐 清水地熱園區  

13:30-15:30 安農溪水資源及水系解說導覽 安農溪沿岸  

15:30-16:00 有獎搶答及心得分享 安農溪分洪堰  

15:30 賦歸-返回集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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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期效益： 

  (一)啟發參加人員『人、土地、自然』和諧關係的思維，建立人與自然關

係和諧相處及生態保育的觀念與永續發展的態度，增進態度、行為關

係之價值觀及學習環境相關的知識，主動關心環境變遷的議題，提昇

環境素養，並展現對宜蘭環境的熱情。 

  (二)結合推廣生態環境教育，傳承宜蘭在地的環境文化，帶動環境教育永

續經營。 

 

 

 

 

 

 

 

 

 

 

 

 

 

 

 

 

 

 

 

安濃濃泛舟▴  安農溪 頄▶ 

 

安農溪萬富渠首工▶ 

 安農溪旁 甘泉寺石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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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一)計畫執行人員: 

 

計畫職稱 姓  名 職   稱 計 畫 之 工 作 項 目 

計畫主持人 黃忠燦 理事長 研擬並主持計畫，督導計畫執行 

協同主持人 林美惠 監事長 
研究策畫，督導計畫執行，並協

助行政與資源之整合聯繫 

執行秘書 張淑芬 總幹事 
專案計畫總執行，業務聯繫窗

口，行政資源之協調聯繫 

研究人員 何素華 理事 
研究策畫，協助計畫執行，並協

助社區資源之聯繫 

研究人員 林晴茶 理事 
環境教育策略設計，協助環境教

育之推廣 

研究人員 馬愛勤 理事 
協助解說活動進行，執行紀錄，

及環境教育成果 之推廣 

研究人員 張棟樑 理事 
協助解說活動進行，執行紀錄，

及環境教育成果 之推廣 

   (二) 、執行進度: 
 
      月  次 
  
工作項目 

107年 
12月 

108年 
3月 

108年 
4月 

108年 
5月 

108年 
6-8 月 

108年 
9月 

108年
11-12月 

108年 
1月 

備註 

1. 本協會通過提出   
  秋季申請計畫 

 

        

2進行申請計畫分
析及評估 

         

3.決定申請開始
撰寫計畫 

         

4.計畫送審並修
正計畫 

         

5.行前訓練及場
地勘察 

         

6.編製教材及執
行計畫 

         

7.計畫成果報告
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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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協會辦理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 

 

日  期 辦理地點 參加對象 人數 

108.09.16 

1.蘭陽發電廠 

2.清水地熱園區 

3.安農溪沿線走讀 

以陳定南基金會和眷

屬為主 41人 

108.09.17 

1.蘭陽發電廠 

2.清水地熱園區 

3.安農溪沿線走讀 

以宜蘭縣風景區解說

志工和眷屬為主 41人 

108.09.18 

1.蘭陽發電廠 

2.清水地熱園區 

3.安農溪沿線走讀 

以深溝水源生態園區

志工為主 40人 

合計 共分三個梯次 122人 

        活動課程主要分為參訪教學、環境走讀教學等不同多元化的方式進行辦

理，所有學員以實踐綠的行動，攜帶環保杯、環保筷、環保袋……交通以共

乘方式，並以豐富多元的內容規劃，讓所有學員能夠透過走讀安農溪與參訪

蘭陽發電廠與清水地熱發電廠，充分了解宜蘭為地熱發電最具潛力的地區之

一，從快樂學習當中體驗到，環境保護的知識並且能夠進而身體力行。 

    活動成果:(如附件說明) 

   1.經由參訪活動，讓民眾體會環境對人的影響，了解大自然與人共存共榮，並

且產生對環境保護應有的基本認知與熱愛。 

   2.提升環境保護素養，透過走讀安農溪活動課程，學習得水資源的知能，落實

環境保護於日常生活中。 

   3.透過安農溪走讀與解說經驗，了解安農溪生態、文化、綠意、遊憩的環境。 

   4.參訪蘭陽發電廠與清水地熱發電，了解宜蘭推廣再生能源與綠能發電環境。 

   5.藉由本研習課程學員能在生活環境中學習到有用和有意義的技能，為環境教

育盡一份心力。 

  八、執行效益分析： 

1.參加本協會辦理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分

三天三個梯次 122人參加，本協會事先勘察場地，與蘭陽發電廠、清水地

熱風景區聯繫，帶領學員親近自然、愛護生態，並藉由生態導覽，且獲得

正確的生態保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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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協會要求參加學員以實踐綠的行動，攜帶環保杯、環保筷、環保袋……

交通以共乘方式，午餐以疏食為主，做到以低碳的概念與環境保護、節能

減碳結合，從快樂學習當中體驗到安農溪總體發展協會為當地水資源之保

育，生態資源的維護的努力。 

4.走讀安農溪了解安農溪生態、文化、綠意、遊憩的環境，對宜蘭以觀光立

縣為名，能加強凝聚環境保護意識。 

5.台灣發電以非再生能源為主超過 9成，依賴進口能源，參訪蘭陽發電廠與

清水地熱發電，除了了解再生能源重要外，對政府推動綠能政策，促進能

源永續發展，能有所幫助。 

 

九、檢討及研擬精進作法： 

 

(一)、檢討分析: 

1. 本協會辦理三個梯次，宜蘭縣「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礙於參與學員程度參差不齊與經費、時間關係，無法作精闢的講解分析。 

2. 參加學員走讀參訪活動課程的安排一天，採共乘但距離遙遠，難免舟車勞

頓。 

3. 本協會推廣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人手不足、經費短

絀，耗費大量人力仍有不周之處。 

4.本協會推廣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只侷限部份

團體，成效有限；希望能擴及整個宜蘭縣，讓全縣縣民來參加體驗走讀參

訪，共同推動環境教育的課程。 

5. 推廣宜蘭縣「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希望能每季持續辦理，

以了解安農溪生態、文化、綠意、遊憩的美好環境與綠能發電的環境。 

 

(二) 、研擬精進作法： 

1.宜蘭好山好水又有發展地熱發電綠能的潛力，推廣宜蘭縣「健康〃環境〃

好生活」走讀活動非常有意義，環境課程設計能符合現階段政府各項環境

能源政策的需求，讓全縣縣民更能了解再生能源的重要。 

2.安農溪嘉惠了農田的灌溉，安農溪經過長期整治，兩岸高灘地開放民間社

區認養，如今也成為美景及生態景點，充滿故事應大力推廣，可以融合在

地早期鐵道文化、發電廠故事、景觀及生態等元素，推動水資源之保育，

生態資源的維護一起來努力。 

3.建議要不定定期持續辦理「健康〃環境〃好生活」環境走讀活動，走入不

同社區，認識環境保育的重要，提升居民環境教育素養，帶動低碳樂活的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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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餐飲部分每餐只編列 70 元，又缺茶水費因物價上漲，協會必頇挹注經費

補助，希望以後能適度提高餐飲費用，以鼓勵大家推動環保好生活。 

5.宜蘭社區的自然環境資源多元且豐富，需要詳盡的規劃及充足人力，結合

社區重要人物，共同推廣「健康〃環境〃好生活」環保宜蘭好生活課程，

成效會更佳。 

十、經費支用情形： 

    本項計畫申請總經費陸萬肆仟叁佰元整，實際支用總經費柒萬肆仟捌佰零 

    肆元整，詳如「經費支出明細表」。 

十一、附件（應包含經費支出分攤明細表、課程表、簽到簿或參加名冊、成果 

    相片及相關佐證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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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 

行前訓練實施辦法 

一、依    據：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實施計畫 

二、目    的：為充實工作人員相關知識，藉由行前訓練讓參與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便於活動進行中發揮助教功能，達到增進活動內容充實性，更深入的

了解蘭陽發電廠、清水地熱園區、安農溪沿線，以順利完成秋季環境

走讀活動計畫。 

三、實施期程：108年 7月起至 108年 8月止(視實際需要辦理) 

四、參加對象：宜蘭縣環境教育推廣協會講師助教和工作人員 

五、訓練項目： 

〈一〉安農溪史話課程研習 

〈二〉導覽解說技巧 

〈三〉蘭陽發電廠、清水地熱園區、安農溪沿線路線勘察 

〈四〉行前器材準備說明 

六、訓練方式和地點： 

(1)7月 20日(星期六) 上午九時於三星行健村阿華田庄辦理安農溪導讀課程

研習。 

(2)7月 20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尋找蘭陽發電廠遺跡和安農溪路線勘察。 

(3)行前路勘：工作人員於三星行健村阿華田庄集合，7月 17日(星期三)和 8

月 22日(星期四)下午二時共乘先行路勘，了解沿途地形，所需時間與休

息點。 

七、本訓練課程風雨無阻，若遇颱風或豪雨，則視情況取消或延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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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行健村阿華田庄    時間：7 月 20 日 

指導老師：呂學麟老師 

   

社大呂學麟老師介紹安農溪歷史和蘭陽發電廠由來 

   

社大呂學麟老師帶領工作人員講解蘭陽發電廠和安農溪沿岸走讀 

   

社大呂學麟老師帶領工作人員講解蘭陽發電廠和安農溪由來並沿岸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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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農溪史話 

—從泉大湖溪～電火溪～安農溪的演變 

呂學麟 108.07.20 

 

前言： 

    清治時代至 1921年間，它被稱為「泉州大湖溪」，簡稱「泉大湖溪」；此時的

它源出大湖桶山，沿著山腳而流，至平原地區岔分成多條水路，最終都匯入濁水溪

(蘭陽溪)出海。 

 

    1922年因在天送埤興建水力發電廠(註 1)，取濁水溪的水來發電，尾水則排入

此溪。由於溪水主要來自「電火廠」，於是人們改稱它為「電火溪」，其實它的主要

水源來自 1,5KM外的濁水溪。 

 

    1942年在「清水湖」興建圓山發電廠，從瑪倫(大同鄉樂水村)取濁水溪之水

來發電，尾水被導流至天埤廠二度發電，然後再排入此溪；於是這條「電火溪」的

源頭乃變成遠在 7公里外樂水村山腳下的濁水溪。 

 

    此溪不僅是發電廠的尾水道，更是三星大洲、冬山柯林、三結、四結、五結等

地的主要灌溉水源。昔日尚未整治之時，河道分岔多淤，遇雨成澇、逢灌溉期卻缺

水，搞得居民、農民、發電廠常為水事而起煩惱。1979年由台灣省政府水利處進

行整治，同年改名「安農溪」；至 1986年完成治水、利水工事，洪泛不再、農事得

安；嗣再沿河進行綠美化與親水工程，至 2018年整個主流的親水工程已接近完工，

由於河畔與二岸田園風光相當明媚，遂成休閒遊憩勝地。 

 

    這條溪從電廠出水口至羅東溪匯入口之長度僅短短的 17KM，它的變革卻是肇

因於日治時代因興建「宜蘭線鐵路」而帶動的發電廠、太平山林業等項公共建設之

投入，國府時代則完成河川防洪排水與農田水利設施整治，可謂與宜蘭地區一百年

來產業之興革息息相關；能瞭解它的演替過程，大有助於把蘭地這一世紀以來公共

產業(包括鐵路、發電廠、林業、治河、與農田水利)的歷史糾葛融會貫通。 

 茲尌它的歷史進程略說如下。 

 

一、泉大湖溪的年代 

    最早記述此溪之文獻，當推《噶瑪蘭廳志》的〈山川篇〉。按〈山川篇〉載： 

「泉州大湖溪，在廳治南二十里大湖山發源，經小叭哩沙喃口，轉行至溪洲南，與

濁水溪合，以籍得名」。 

    此處所稱「大湖」的「湖」，是漢人對於三面環山之平地的稱呼(如畚箕湖、崩

山湖、槓子湖、、、等)；此「大湖」位於三星鄉拱照村宜蘭監獄一帶，因面積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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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稱「大湖」；「小叭哩沙喃」則是指冬山鄉的大進與大同鄉的寒溪地區(詳《噶

瑪蘭廳志》—〈山川篇〉)，而「小叭哩沙喃口」則是今日羅東溪出平陽處，即梅

花湖鼻仔頭山～三星鄉大隱村玉尊宮之間。 

 

    蓋開蘭之時泉州人勢弱，不得已選擇至偏遠之隩地拓墾。他們先至蘇澳永春開

墾，其中一部份人轉至叭哩沙喃的「大湖」地區拓荒。因土地是泉州人所開，故被

稱為「泉州大湖」(所謂以籍得名)，簡稱「泉大湖」)；而流經此地的河川則名「泉

州大湖溪」，簡稱「泉大湖溪」。  

 

    對照 1904年的《台灣堲圖》，《廳志》所載的這條「泉大湖溪」應是後來「電

火溪」(安農溪)之前身；其水源自大湖山(在大湖地區後方之高山，今稱「大湖桶

山」)，貼著山腳而流，周邊諸小河與天送埤之水皆匯入此溪，流至小叭哩沙喃口，

而後分成多岔，最後皆注入濁水溪。 

 

 二、電火溪的年代  

    1916(大正 6)年，台灣總督府在經過二度踏勘之後，確定要興建「宜蘭支線鐵

路」，從西部縱貫鐵路的八堵驛開岔直達蘇澳。是年編列一筆 1,000萬圓之鐵路建

設預算(其中宜蘭支線佔 770餘萬圓，餘屬潮州支線)，經當年 6月第 39次國會議

會審議通過，翌(1917)年 07月 24日在八堵與蘇澳二端同時開工興建。 

 

    有了鐵路之後，宜蘭對外交通將可大幅改善，本地的各項產業乃紛紛提出興業

計畫，其中與安農溪大有關係者，乃「興建天送埤水力發電所」與「太平山林業開

發計畫」。 

 

    話說宜蘭鐵路既將興建，1916年台南製糖會社併購宜蘭糖廠並遷至二結庄設

廠，為擴產(由製紅糖改為製砂糖，蔗渣則用來造紙)用電之需，乃於 1917年 11月

提出「水力發電所計畫」，要在天送埤興建一座 8,500KW的水力發電廠，取濁水溪

之水來發電。1918年 11月電廠興建計畫獲得建設許可，1919年 7月開始興建發電

所工場、天送埤水源坑口護岸等工程；嗣因工程艱鉅、資金短絀而不繼。 

 

    而在太平山林業方面，1914(大正 3)年 8月太魯閣戰役結束，山地已靖，嗣於

當年 10月開始進入深山調查林況並進行試伐；所伐之林木則以原始的放流方式輸

送到員山的「松欏埤」集材(註 2)，再以放流方式運送到東港轉基隆港，或以手押

輕便車運送到蘇澳港，然後出口到日本。 

 

    營林局經過調查測量之後，發覺太平山的林產相當豐富、原始的生產方式根本

不敷林業規模所需。當時宜蘭線鐵路確定要興建，營林局乃著手擬訂林產計畫，擬

建一條輕便鐵道將木材從土場運至宜蘭線的火車站，交由鐵路載至基隆港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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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尌興建運材鐵道而言，由於蘭陽溪的河床右高左低，左岸長年面臨水患問題，

且從土場到左岸必頇先橫渡蘭陽溪，不僅工程困難且日後維護不易，而當時右岸從

天送埤到二結糖廠之間已有一條製糖會社所建的運蔗鐵道，只要從土場闢建鐵道通

至天送埤銜接運蔗鐵道，木材尌能源源運抵「歪仔歪」，則距離羅東驛尌不遠了，

何況羅東驛旁恰有天然窪地「掃笏埤」可闢為貯木池之用。優劣相當分明，運材鐵

道當然要建在右岸。營林局爰於 1918/11/30開始著手興建土場至天送埤間的輕便

軌道，但因地形隩惡、橋隧工程艱鉅、經費龐大等因而遲滯不前。 

 

    發電廠與運材鐵道當然都不能半途而廢。1921年 1月 21日，由糖廠所出資金

與「台灣電力興業會社」投入之資金合組「台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賡續興建電

廠大業；而既要取水發電，木材自不能再任意放流，林業單位的運材鐵道自需早日

完成，水力發電乃能開始實施！總督府為求速成，乃整合相關計畫，協議「由台灣

電氣會社代為出資並負責興建土場～天送埤之運材鐵道，所出資金由營林局分五年

攤還；糖廠的天送埤至歪仔歪段運蔗鐵路則出租給營林局做運材使用」。 

 

   1921年，土場～天送埤之運材鐵道完工，營林局同時開始租用天送埤至歪仔歪

的運蔗鐵路，於是太平山的木材乃源源不絕地從土場運至歪仔歪，從鐵道上卸下之

後，再改以牛車或人力車拖拉至竹林庄的掃笏埤(今羅東林場貯木池)貯放 ；而木

材既改到羅東集散，營林局的員山出張所也於 1921年遷至羅東(註 3)。 

 

    1922年 06月，天埤電廠 3組發電機完成，開始發電，至當年 11月全廠完工(註

4)。發電廠的取水口設在清水溪匯入濁水溪之處，取濁水溪之水來發電。由於濁水

溪含泥沙量甚高，乃先以一條 935M長之隧道引水至九芎湖(註 5)沉砂 (開渠長

145M)，再以 230M長之第二隧道輸水進入電廠發電；發電之水頭落差 39.39M，當

年號稱台灣第三大電廠)；發電尾水則開渠排入泉大湖溪，最終流入濁水。民間見

此溪之水來自發電廠，乃稱之為「電火溪」；其實此溪的水源並非發電廠，而是 1.4

公里外的濁水溪，這是何以它的溪水經常很渾濁的原因。 

 

   「電火溪」的主流在今大洲與柯林交會處岔分成二條主要支流。當時濁水溪仍

未築堤整治，中、下游河道分歧散亂之地區統稱為「溪洲」，「電火溪」尌在溪洲地

區匯入濁水之主流。 

 

    1929年 8月，「台灣電力會社」將「台灣電氣會社」併入。1941年「台灣電力

會社」復於三星鄉員山村之清水湖興建發電廠(故稱「圓山發電廠」、俗稱「清水湖

發電廠」)，取水口設於大同鄉「英仕山莊」對岸山腳下濁水溪右岸的河床上，仍

是從濁水溪取水來發電。河水先經沈砂之後，以長 5,457M的、高 4.1M的馬蹄型隧

道引水至圓山電廠，水頭落差 70.5M，推動 2組豎軸法蘭西斯式機組來發電；尾水

以長約 1,000M的隧道穿越清水溪河床下方，排放至對岸的「天埤取水口」的取水

前庭，會合取自此地的溪水輸送至天埤電廠二度發電。此時電火溪雖仍是電火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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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的水源實際是來自 7.5公里外的濁水溪；這個新源頭的水更濁，所以電火溪本

身以及從電火溪取水的圳也跟著很濁！ 

 

    電火溪從天送埤開始，流經大湖地區，沿途收納大坑溪、行健溪與數條小流，

至大洲與柯林交界處岔分為二，左支流往三星鄉的大洲、尾塹，稱為「大洲支流」；

右支流往冬山鄉的柯林村，稱「柯林支流」，二支流都注入濁水出海。倚河而開的

水圳計有叭哩砂、天送埤、月眉、大光明、張公圍、萬富、埔林等七圳，素為三星

與冬山柯林地區農田灌溉之主要水源。 

 

    1952年，原在小南澳溪(今羅東溪)取水的萬長春圳，因羅東溪淤高且善滲而

取水困難，乃改在電火溪的柯林支流設堰取水；柯林支流位於羅東溪左岸，於是建

了一條 625M長的地下箱涵穿越羅東溪下方，從右岸河濱路 23巷的巷口出露，再分

成三條幹圳以灌溉二結、四結、五結地區的 1,620公頃農田。於是，萬長春圳成為

電火溪之第八圳，而柯林支流改稱「萬長春支流」，電火溪遂成為三星、冬山乃至

五結地區農田的主要命脈。 

 

    然因灌溉之水主要來自電廠，需水時仰賴電廠發電放水(乃至不准停機維修)，

泛水時卻不樂電廠排水，供需自難調和；復因河道未治、紊亂多岔、水路寬窄不一、

通淤不定，各圳取水困難、招災容易；枯水期你爭我奪，洪汛時又期以鄰為壑，農

民乃常為水事發生爭端，甚至大動干戈。 

 

三、安農溪的年代 

    1979年 4月，台灣省政府林洋港主席蒞臨視察，指示省府水利局速行整治，

同年改名為「安農溪」。於是此溪的主流自電廠以降長 17公里、流域面積 52平方

公里全面進行整治，河系內的主支流均予截彎取直、拓寬疏淤築堤，其中最令人矚

目的工項是在大洲與柯林二支流分岔處設置「分洪堰」，以司制水分流之功。 

 

    此分洪堰係由水利局一工處興建，1987.05.03開工、1988.05.03竣工，完成

後交予水利會管理維護。堰體設有閘門 4孔，中間以分流牆岔分南北支流；北側的

大洲支流流經大洲、尾塹之後，在歪仔歪橋上游 100M處注入羅東溪，南側的萬長

春支流有萬長春圳設堰截流取水，餘水則在大洲支流上游約 250M處注入羅東溪，

再匯入蘭陽溪入海。 

 

    1988年 5月，整體治水工程完成，嗣於 1992年 4月將大洲與萬長春二支流岔

分處之沖積三角洲闢為湧泉公園，成為「柯林湧泉公園」，繼而分年分期將主流與

二支流之河灘地與二岸堤防進行景觀綠美化與親水工程。其中，上游的發電廠至天

山段因水流湍急，乃發展為泛舟之地，而「分洪堰」、「湧泉公園」則整合成為「分

洪堰風景區」。如今從柑坑橋～萬長春圳攔河堰之間，包括中、下游及二支流沿岸

的景觀工程都已完成，由於風光明媚、景色怡人，乃成為新興的休閒遊憩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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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條河川由早年的多災蛻變成為美麗、清淨之河，其整治成果充分發揮治水、

利水而後親水之功，成果亮麗，未來若能再多注入一些生態永續之考量，當堪為治

水工事之典範！(End) 

 

註 1：本電廠於 1945年更名為「天埤發電廠」，1977年與圓山發電廠合併為「蘭陽

發電廠」，更名為「蘭陽發電廠天埤分廠」。 

 

註 2：蘭陽溪山區右岸迎風、雨量較豐、沖刷較烈，河床乃右高左低，主流偏左岸

而流。當時尚未築堤治河，清濁(宜蘭河/蘭陽溪)相通，河水乃常年流入左岸

之宜蘭河；而宜蘭河之河道流經內、外員山之間，放流之原木必經此谷口之

地，是截取流木的上好地點，營林局乃於 1916(大正 5)年 2月購置大三鬮(外

員山旁)河濱農地 10公頃，將其中 5.5公頃開挖為臨水之大埤，原木在河裡

被攔截之後即引入埤中貯存，時人稱此埤為「松欏埤」。 

 

註 3：歪仔歪至竹林間 3.07km的運材鐵道至 1924(大正 13)年 1月才興建完成；此

段道係由羅東街長陳純精先生發起募款所建，故被稱為「羅東街寄附線」。運

材鐵道所以選擇走蘭陽溪右岸從土場通到羅東，實是先天自然環境與後天配

合條件的優勢所使然，而木材轉到羅東集散，出張所勢必隨著搬到羅東，更

是理所當然。坊間流傳所謂「1921年陳純精先生到總督府力爭，總督府才答

應將出張所搬到羅東，運材鐵道才會通到羅東」之說，恐是訛誤。 

 

註 4：此電廠原規劃是四組發電機，惟第四組發電機遲至 1933年 7月始增設到位，

同年12月啟用；目前的發電量是3組2,125 KW＋1組2,000 KW，合計8,375KW。 

 註 5：原地名為「九芎林」，是個天然的山凹窪地，被發電廠闢為沈砂池後，民間

俗呼「九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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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長春圳史話 

—「萬泰興墾號」的邱吳成圳與「長慶源墾號」之長慶源圳合而為一，在春天興作，

故名「萬長春」。 

一、圳路原始與沿革 

   本圳始建於 1811(清嘉慶 16)年，距今已 200多年。 

   是年，東勢(溪南)的結首楊茂等人議請「萬泰興墾號」開圳灌田，但因圳路綿

長、經費不足，乃邀圳戶邱德賢、吳國珍等人合資加入，開成一圳名為「邱吳成圳」；

當時東勢另有墾戶集資別開一圳，也因經費不足而請「長慶源墾號」之陳奠邦等人

為首、合資開鑿，所開之圳名為「長慶源圳」；二圳皆截引小叭哩沙喃溪(註 1)之

水來灌田。 

   由於二圳同源，每逢枯旱之期難免發生爭執，而且徒然多費工料，經過協議後，

於 1813(嘉慶 18)年 12月 17日合而為一，其公本為 2,600銀元、開銷與收入雙方

各半均分；由於是在春天興作，故改圳號為「萬長春」。 

    公元 1815年(清嘉慶 19年 12月)，東勢籍總理翁清和、佃戶周旺、游鳯等人，

又在圳尾自開小圳來灌田，每甲田每年貼給圳主工本水租穀 3石 3斗。由是，本圳

的灌溉面積乃涵蓋清水溝、茅仔寮、二結、羅東等四堲，為蘭陽溪以南第一大圳。 

   《噶瑪蘭廳志》卷二〈水利〉篇載： 

 「萬長春圳，在廳西南十五里，因春興作得名。其圳寬二丈四尺，長三千餘丈。

從東勢鹿埔溪墘開濬，截引小叭哩沙南溪水，中分兩支，一從北轉東，自清水溝經

頂一結、頂二結至頂三結止；一從正東，由歪仔歪、田心仔、竹林仔、頂四結、頂

五結、掃笏、茄老標，至下八結、九十二、一百甲、大埔、榕仔腳、茅仔寮等莊止；

約灌田九百餘甲，每年各佃貼納租穀，以為圳長修費。」 

    日治時期於 1901(明治 34)年 7月 4日，台灣總督府以律令第 6號發佈〈台灣

公共埤圳規則〉，明令「凡與公共有利害關係之水路、溜池及附屬物均認定為公共

埤圳。」嗣即開始進行認定，並將同一流域、區位之各圳合併成為地區性的「公共

埤圳」，以資統籌管理、經營。 

    1904（明治 37）年間，此圳與金復興圳、八寶圳、林寶春圳等 44圳被指定為

公共埤圳，合併成立宜蘭的「第三公共埤圳」。1921(大正 10)年頒佈「台灣水利組

合令」，成立「水利組合」以取代「公共埤圳」與「官設埤圳」，「第三公共埤圳」

調整後改組為「羅東水利組合」；二戰之後，迭經多次組織調整，於 1956年(民

45)/09/30成立宜蘭農田水利會。於是現在這個圳尌由宜蘭農田水利會經營維管。 

二、水文變遷 

    此圳原本取源於羅東溪，此溪發源於小南澳山區的番社坑、匯集淋漓坑、冷水

坑、打狗坑諸水，於淋漓坑橋處會流成河，在小埤塘口出平陽(詳註 1)，最後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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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水(蘭陽溪)。它上游山區的沖刷甚劇，河道被山脈約束，尚不致任意改道，但在

平原上便難以穩定而經常漂移；而河床被厚層砂礫堆積著，水體潛伒滲漏情形嚴重，

河道上經常顯現乾涸現象，其取水之不易應可想而知(照片 1)！ 

     1914(大正 3)年，為改善取水困難問題，乃在羅東鎮竹林里之五結堤防(即羅

東溪右岸堤防)興建進水閘，仍取羅東溪之水，而其下游之灌溉水路基本上未做太

大變動。 

    惟羅東溪依然善淤，加上築堤之後，堤內淤積日漸昇高，河床上粗礫堆積甚至

高於二岸農田，以致難以取水之困境依然無解(註 2)。1951年乃利用中美基金，改

在羅東溪左岸之「電火溪」的柯林支流設堰取水，以一條穿越羅東溪床底下的引水

隧道，將溪水導流至羅東溪右岸的圳路。(照片 2/3/4/5) 

    1951.04.24新取水工程開工，至 1953.06.30 完工，計建有攔河堰、進水閘、

排沙閘各一座、半圓型引水涵洞(長 615M、寬 2.4M、高 1.6M)一條。電火溪之水穿

越羅東溪河床底下、流至右岸防汛道路下方(河濱路 23 巷巷口)出露，然後注入三

條圳路，分別灌溉二結、四結、五結等地農田 1620公頃(照片 6/7)。1996年 9月，

水利會將取水口周邊整修為水門公園，建水榭涼亭，2001年 12竣工啟用，成為當

年有名的觀光遊憩景點之一。(照片 8) 

    由於萬長春圳改自電火溪的柯林支流取水，柯林支流乃改稱「萬長春支流」；

而此支流之水實係引自蘭陽溪的發電尾水，因此此圳之水也和蘭陽溪水一般混濁；

此水源自蘭陽溪，灌溉之餘水最終仍匯入蘭陽溪出海。 

     1979年電火溪進行整治，同年改名為「安農溪」。主流自電廠以降長 17公里、

流域面積 52平方公里全面進行整治；河系內主支流均予截彎取直並拓寬，而大洲

與柯林二支流分岔處則設分洪堰以資制水並分流。此分洪堰於 1987.05.03開工、

1988.05.03竣工，堰體設有閘門 4孔，中以分流牆導水進入南北支流；北側之大

洲支流流經大洲、尾塹之後注入羅東溪，南側的萬長春支流則一部分供水給萬長春

圳，餘水注入羅東溪再匯入蘭陽溪入海。 

註 1：清代宜蘭人稱蘭陽溪出平陽處的三星月眉至員山內城一帶為「大叭哩沙喃」、冬山鄉大進與大同鄉寒溪一

帶為「小叭哩沙喃」(詳《噶瑪蘭廳志》,山川篇)，而鼻仔頭山之前的鹿埔大埤為「大埤」(今梅花湖)，

鼻頭山之後另有一埤，則稱「小埤」。日治初期「小叭哩沙喃」的大進村一帶被命名為「小南澳」(初為番

地，1909 年改為一般行政區，設「小南澳庄」，隸屬浮洲堲)。 

     由於羅東溪發源於「小叭哩沙喃」(即「小南澳」)、於「小埤塘口」出平陽，是以昔日乃有小叭哩沙喃溪、

小南澳溪、小埤塘溪等名稱；而它流經「廣興」，所以被羅東人俗稱為「廣興溪」；1978 年改名「羅東溪」。 

此溪為濁水溪支流之一，濁水未治之時，其末流在歪仔歪、尾塹、大洲之間漂移不定，後來整治成今之羅

東溪，於歪仔歪橋下游注入蘭陽溪。 

 

註 2：2007年規劃羅東治水方案－「羅東水網」時，右岸農田比羅東溪河床低 4～6M，不僅平時尌很難排水入

溪，颱風洪汛時，河水甚至還會從河濱路上的人孔噴出，水頭約一人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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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一、目的：為配合宜蘭環境教育的主軸議題「健康〃環境〃好生活」作啟發式

探討，以建立縣民對環境認知的正確態度，特辦理本活動。 

二、環境教育之主題及內容：重視環境問題，參與社會學習，建立環境認知與

正確的態度、學習環境知識，建構健康的環境，確保良好的生活品質，是

現代公民都必頇具備的社會環境責任。本計畫擬邀請關心宜蘭縣環境的一

般民眾，以走讀方式探訪宜蘭在地的生態環境、水資源發展現況及社區人

文，瞭解宜蘭的美和面臨的環境問題，啟發其對環境變遷覺知的敏感度，

並尋求解決的方式，化為愛護鄉土的行動力。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宜蘭縣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協辦單位：陳定南教育基金會園區。 

四、辦理日期：108年 9月 16日(一) ，預約報名至 9月 10日(二) 。 

五、辦理地點：蘭陽發電廠、清水地熱園區、安農溪沿線。 

六、參加對象及人數：40陳定南教育基金會志工眷屬，人數不足開放其他參加。 

七、費用:每人補助中餐新台幣 70元。 

八、交通:採共乘方式至指定地點集合。 

九、執行方式規劃：  

    (一)報名方式：採團體預約報名。 

    (二)排定環境走讀行程，由環境推廣協會帶領參加人員至本縣蘭陽發電廠、

清水地熱園區、安農溪，進行綠能、水資源保護及利用、與生態保育導覽。 

    (三)【活動流程】 

    08:00-08:30 陳定南教育基金會志工報到 

    ※早上行程 

    第一站 9:00到蘭陽發電廠，簡報 30分鐘，參觀 30分鐘，10:00離開。 

    第二站 10:30到地熱，參觀發電廠，約 20分鐘，自由活動時間，泡腳、DIY

煮中餐、交流……12:30離開! 

    ※下午行程 

    第三站 13:00到甘泉寺和參觀安農溪上游舊橋，約 30分鐘。 

    第四站 14:00落羽松秘境 20分鐘。 

    第五站 14:30張公圍親水公園，了解安農溪泛舟終點停留 20分鐘。 

    第六站 15:00行健村安農溪驛站，停留 50分鐘。 

    第七站 16:00分洪堰公園導覽含有獎徵答，停留 30分鐘，16:30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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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預期效益： 

(一)啟發參加人員『人、土地、自然』和諧關係的思維，建立人與自然關

係和諧相處及生態保育的觀念與永續發展的態度，增進態度、行為關

係之價值觀及學習環境相關的知識，主動關心環境變遷的議題，提昇

環境素養，並展現對宜蘭環境的熱情。 

 (二)結合推廣生態環境教育，傳承宜蘭在地的環境文化，帶動環境教育永

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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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第一梯次參觀蘭陽發電廠  日期： 108.09.16 

 
內容說明：學院參加蘭陽發電廠~聽取簡報 

 
內容說明：員工帶領學員參觀發電廠情形 

 

內容說明：學員參觀發電廠合影留念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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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第一梯次參觀清水地熱  日期： 108.09.16 

 
內容說明：清水地熱園區相關發電設施 

 
內容說明：講師說明清水地熱發電廠情形 

 

內容說明：學員參觀清水地熱園區發電廠合影留念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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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第一梯次安農溪沿線走讀  日期： 108.09.16 

 
內容說明：講師講解安農溪分洪堰風景區特色和相關設施 

 
內容說明：學員參觀安農溪親水公園合影留念情形 

 

內容說明：有獎徵答學員與講師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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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一、目的：為配合宜蘭環境教育的主軸議題「健康〃環境〃好生活」作啟發式

探討，以建立縣民對環境認知的正確態度，特辦理本活動。 

二、環境教育之主題及內容：重視環境問題，參與社會學習，建立環境認知與

正確的態度、學習環境知識，建構健康的環境，確保良好的生活品質，是

現代公民都必頇具備的社會環境責任。本計畫擬邀請關心宜蘭縣環境的一

般民眾，以走讀方式探訪宜蘭在地的生態環境、水資源發展現況及社區人

文，瞭解宜蘭的美和面臨的環境問題，啟發其對環境變遷覺知的敏感度，

並尋求解決的方式，化為愛護鄉土的行動力。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宜蘭縣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協辦單位：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    宜蘭縣風景區解說志工團 

四、辦理日期：108年 9月 17日(二) ，預約報名至 9月 12日(四) 。 

五、辦理地點：蘭陽發電廠、清水地熱園區、安農溪沿線。 

六、參加對象及人數：宜蘭縣風景區解說志工團 40人含眷屬，人數不足開放其  

  他參加。 

七、費用:每人補助中餐新台幣 70元。 

八、交通:採共乘方式至指定地點集合。 

九、執行方式規劃：  

    (一)報名方式：採團體預約報名。 

    (二)排定環境走讀行程，由環境推廣協會帶領參加人員至本縣蘭陽發電廠、

清水地熱園區、安農溪，進行綠能、水資源保護及利用、與生態保育導覽。 

    (三)【活動流程】 

    08:00-08:30 安農溪分洪堰風景區報到 

    ※早上行程 

    第一站 9:00到蘭陽發電廠，簡報 30分鐘，參觀 30分鐘，10:00離開。 

    第二站 10:30到地熱，參觀發電廠，約 20分鐘，自由活動時間，泡腳、DIY

煮中餐、交流……12:30離開! 

    ※下午行程 

    第三站 13:00到甘泉寺和參觀安農溪上游舊橋，約 30分鐘。 

    第四站 14:00落羽松秘境 20分鐘。 

    第五站 14:30張公圍親水公園，了解安農溪泛舟終點停留 20分鐘。 

    第六站 15:00行健村安農溪驛站，停留 50分鐘。 

    第七站 16:00分洪堰公園導覽含有獎徵答，停留 30分鐘，16:30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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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預期效益： 

(一)啟發參加人員『人、土地、自然』和諧關係的思維，建立人與自然關

係和諧相處及生態保育的觀念與永續發展的態度，增進態度、行為關

係之價值觀及學習環境相關的知識，主動關心環境變遷的議題，提昇

環境素養，並展現對宜蘭環境的熱情。 

 (二)結合推廣生態環境教育，傳承宜蘭在地的環境文化，帶動環境教育永

續經營。 

宜蘭縣環境教育推廣協會辦理清季走讀計畫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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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第二梯次參觀蘭陽發電廠  日期： 108.09.17 

 

 

 

 

 

 

 

 

 

 

 

 

 

 

 

 

 

 

 
內容說明：楊小姐為學員做蘭陽發電廠簡報 

 
內容說明：電廠員工為學員講解蘭陽發電廠情形 

 

內容說明：學員參觀施工中微型水力發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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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第二梯次參觀清水地熱    日期： 108.09.17 

 

 

 

 

 

 

 

 

 

 

 

 

 

 

 

 

 

 

 
內容說明： 學員利用清水地熱煮午餐情形 

 
內容說明：協會工作人員中午在清水地熱享用午餐情形 

 

內容說明：學員聆聽講師說明清水地熱發電廠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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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第二梯次安農溪沿線走讀  日期： 108.09.17 

 

 

 

 

 

 

 

 

 

 

 

 

 

 

 

 

 

 

 
內容說明：學員專注聆聽安農溪總體營造情形 

 
內容說明：學員參觀分洪堰風景區各項設施情形 

 

內容說明：學員參觀行健村有機合作社情形 



~32~ 

 

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一、目的：為配合宜蘭環境教育的主軸議題「健康〃環境〃好生活」作啟發式

探討，以建立縣民對環境認知的正確態度，特辦理本活動。 

二、環境教育之主題及內容：重視環境問題，參與社會學習，建立環境認知與

正確的態度、學習環境知識，建構健康的環境，確保良好的生活品質，是

現代公民都必頇具備的社會環境責任。本計畫擬邀請關心宜蘭縣環境的一

般民眾，以走讀方式探訪宜蘭在地的生態環境、水資源發展現況及社區人

文，瞭解宜蘭的美和面臨的環境問題，啟發其對環境變遷覺知的敏感度，

並尋求解決的方式，化為愛護鄉土的行動力。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宜蘭縣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協辦單位：深溝水源生態園區 

四、辦理日期：108年 9月 18日(三) ，預約報名至 9月 10日(一) 。 

五、辦理地點：蘭陽發電廠、清水地熱園區、安農溪沿線。 

六、參加對象及人數：深溝水源生態園區志工 40人含眷屬，人數不足開放其  

  他民眾報名參加。 

七、費用:每人補助中餐新台幣 70元。 

八、交通:採共乘方式至指定地點集合。 

九、執行方式規劃：  

    (一)報名方式：採團體預約報名。 

    (二)排定環境走讀行程，由環境推廣協會帶領參加人員至本縣蘭陽發電廠、

清水地熱園區、安農溪，進行綠能、水資源保護及利用、與生態保育導覽。 

    (三)【活動流程】 

    08:00-08:30 深溝水源生態園區報到 

    ※早上行程 

    第一站 9:00到蘭陽發電廠，簡報 30分鐘，參觀 30分鐘，10:00離開。 

    第二站 10:30到地熱，參觀發電廠，約 20分鐘，自由活動時間，泡腳、DIY

煮中餐、交流……12:30離開! 

    ※下午行程 

    第三站 13:00到甘泉寺和參觀安農溪上游舊橋，約 30分鐘。 

    第四站 14:00落羽松秘境 20分鐘。 

    第五站 14:30張公圍親水公園，了解安農溪泛舟終點停留 20分鐘。 

    第六站 15:00行健村安農溪驛站，停留 50分鐘。 

    第七站 16:00分洪堰公園導覽含有獎徵答，停留 30分鐘，16:30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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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預期效益： 

(一)啟發參加人員『人、土地、自然』和諧關係的思維，建立人與自然關

係和諧相處及生態保育的觀念與永續發展的態度，增進態度、行為關

係之價值觀及學習環境相關的知識，主動關心環境變遷的議題，提昇

環境素養，並展現對宜蘭環境的熱情。 

 (二)結合推廣生態環境教育，傳承宜蘭在地的環境文化，帶動環境教育永

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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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第三梯次蘭陽發電廠  日期： 108.09.18 

 
內容說明：深溝水源園區志工聽取蘭陽發電廠簡報 

 
內容說明：電廠員工協助講解帶領學員參觀發電廠情形 

 

內容說明：學員參觀發電廠合影留念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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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第三梯次清水地熱發電廠  日期： 108.09.18 

 

 

 

 

 

 

 

 

 

 

 

 

 

 

 

 

 

 

 
內容說明：學員自由參觀清水地熱園區 

 
內容說明：學員聆聽清水地熱園區目前發電廠情形 

 

內容說明：學員參觀清水地熱園區後合影留念 



~39~ 

 

宜蘭縣「 健康．環境．好生活」秋季環境走讀活動 

               第三梯次安農溪沿線走讀  日期： 108.09.18 

 
內容說明：學員參觀行健村有機合作社簡報 

 
內容說明：學員到安農溪驛站休息並且聆聽講師講解安農溪特色情形 

 

內容說明：學員參觀分洪堰相關設施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