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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溫泉分布與產業發展 

陳  柏  淳* 

摘    要 

經由前人逐步累積的探勘資料，目前臺灣已確認的溫泉露頭超過 150 處，泉質種類多樣，

具有發展溫泉產業的先天優良條件。清領時期除宜蘭礁溪、員山等溫泉開發較早外，由於大

部分溫泉位於原住民生活領域，利用情況欠缺文字記載，溫泉產業著重於北部大屯火山區的

硫黃開採。日治時期日人對臺灣山岳地區溫泉開始進行探勘調查及泉質分析，並於各溫泉區

建立公共浴場，引進泡湯習慣與文化，為臺灣留下豐富的溫泉文化遺產。光復後，除了延續

已有的觀光產業，政府更著手針對地熱開發進行系統性的調查與研究。雖然受限於政策與技

術一度暫停，近來則在各方條件已臻成熟之後又重啟地熱發電計畫。另一方面，在解嚴以及

週休二日施行後，國內旅遊風氣大開，溫泉產業更形蓬勃發展，鑽鑿深井汲取地熱水的開發

案也愈來愈普遍。為了規範及管理益形複雜的溫泉產業，政府頒訂了溫泉法及相關子法。期

待臺灣溫泉產業在相關法規的推動與管理下，能邁入下一個良性循環階段。 

一、前    言 

臺灣具有豐富多樣的溫泉資源，在 3 萬 6,000 平方公里的島嶼上，自崇山峻嶺至平地海濱，

都有自然湧出的溫泉露頭分布，泉質種類更是變化多樣。加上近年風行在本來並無溫泉湧出之處

鑽鑿深井以汲取地層深處的熱水利用，在在構成臺灣發展溫泉產業的有利條件。本文嘗試經由溫

泉露頭分布概況以及歷史發展兩面向，勾勒出自清領時期至當今的溫泉調查探勘以及產業發展輪

廓，對臺灣豐富的溫泉文化與歷史進行回顧整理。 

二、臺灣溫泉的分布 

臺灣面積雖然僅有 3 萬 6,000 平方公里，卻擁有數量眾多的溫泉。大江二郎（1928）記載了

105處鑛泉（溫泉 86處、冷泉 19處），顏滄波（1955）根據大江二郎的成果繪製出一幅「臺灣溫

泉分布圖」，其上標示了 82 處（其中有 11 處為冷泉）鑛泉。何春蓀與李錦南（1963）共列出 57

處（其中 4處屬冷泉），程楓萍（1978）則統計出 57處的溫泉區，並對其中 46處溫泉水進行主要

陰陽離子成分分析。陳肇夏（1975）認為臺灣溫泉可能超過 80處，而陳肇夏（1989）又根據礦研

所調查所獲得之新資料而將溫泉數目增列為 98處。張寶堂（2010）則進一步認為有 130餘處。不

過，要特別提出的是因為各時代對溫泉的命名稍有出入，舊資料對溫泉又缺乏明確定位，因此各

研究間的溫泉點很難精準地完全互相參照。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科長。 

 註：本文係本會民國 104 年 12 月 24 日舉辦 103 年第 2 次會員國內廠礦觀摩聯誼活動，其中溫泉專題講座之演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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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淳與蕭如瑾（2012）根據中華民國溫泉法中所訂定的「溫泉基準」做為判定溫泉標準，
經由彙整前人研究資料及自行踏勘調查，儘管已暫時剔除少數近十餘年來未曾再見過報導之溫泉

（如加空、金北、他開心、咖啡園、寒溪等）或是整併彼此位置距離過近，小於 500公尺之露頭
（如泰崗 1、2號，桃林 1、2號）後，仍在以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000年版五十萬分之一地質
圖為底圖所繪製出的「臺灣溫泉分布圖」上

標示出 150處溫泉露頭，並對其中 140處未
被掩覆的溫泉進行採樣分析（目前因暫被砂

石埋沒而無法取得水樣計有 10處，分別為：
榮華、天狗、德基、白冷、奧萬大、十八重

溪、和社、雲山、土坂與南澳。新發現之溫

泉則如：芽丁、梅蘭、哈尤溪（圖 1）、上桃
林等）。另外也尚有幾處溫泉曾有聽聞卻欠

缺正式報導（如哈卡巴里斯、志樂、荖濃、

小鬼湖等），尚待後續野外工作確認。 

綜觀而言，隨著調查資料累積，臺灣已

知的溫泉露頭數目逐漸增加，溫泉資源豐富是不爭的事實。檢視溫泉形成的三大要素：一、充沛

的地下水、二、深長的裂隙、三、異常高的地溫梯度，臺灣皆具備，這也就是臺灣擁有豐富溫泉

與地熱水資源的原因。 

就地質的角度來看，臺灣的溫泉形成原因複雜，各個溫泉都有其獨特的生成地質背景，也因

此臺灣的溫泉種類亦十分豐富，可依產狀、溫泉出露位置岩性、成因以及所含化學成分等為依據，

劃分成不同的類別（陳柏淳與蕭如瑾，2012）。 

三、臺灣的溫泉產業發展 

（一）清領時期 

1.原住民利用 

溫泉湧出有一定的地質

條件，如高靜水壓力差，湧出

處經常性被大水沖刷而得以

保持暢通等，因此臺灣的溫泉

大部分皆位於上述條件俱備

的高山深谷內。這些山林地多

屬原住民傳統的活動領域，自

然而然溫泉最早便是由原住

民所發現、利用。 

例如泰雅族傳統聚居地

的新北市「烏來溫泉」，相傳

是三百多年前泰雅族勇士狩

圖 1、屏東縣哈尤溪溫泉露頭（22°45’36.68”北，
120°49’43.61”東）。

圖 2、南投縣伊巴厚溫泉露頭上方平臺處的原住民
部落遺跡（23°40’9.36”北，121°1’8.15”東）。



 

  ( 3 )

陳柏淳：臺灣的溫泉分布與產業發展 

獵至此所發現。此外如南投縣的「廬山溫泉」也是傳說獵人發現受傷的鹿藉由泡此溫

泉替自己療傷，多日後竟奇蹟式痊癒，因而被視為「靈泉」。至於泰安溫泉則是由當

地泰雅先民的打比歷社頭目所發現，成為族人狩獵之餘的重要休憩場所。其他如臺東

縣的紅葉溫泉和近黃溫泉、宜蘭的布蕭丸溫泉、新竹的秀巒溫泉、臺中的谷關溫泉、

南投的無雙溫泉、伊巴厚溫泉（圖2），屏東的大武溫泉等，都與原住民舊部落相距不
遠。相信這些溫泉在過去對原住民個人衛生維持一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部落才

會選擇在溫泉左近建立。可惜原住民的知識與記憶都靠輾轉口述，缺乏文字留傳，因

而很難在正式文獻中找到相關紀錄。 

2.硫黃貿易 

清領初期不僅是原住民，連居住在臺灣的漢人對溫泉留下的紀錄也少。當時北部

大屯火山區的溫泉露頭主要被視為硫黃礦開採，少作其他利用。最早在元大正 9
（1349）年，汪大淵在他所著的「島夷志略」就曾記載臺灣出產硫黃，而且已經有人
買賣：「琉球……地產沙金、黃豆、黍、硫黃……貿易之貨。」（李茂鍾，1993）然而
此後又過了 300年，才在西班牙人占領臺灣之際又留下出口的記載，荷蘭人占領期間
也斷斷續續有些相關紀錄。清朝打敗鄭氏之後將臺灣納入版圖，在志書中也是寥寥數

句，一筆帶過（吳奇娜，2000）。 

現今能夠查到清領時期對大屯火山區溫泉較為詳盡的描述，當屬郁永河的「裨海

紀遊」一書。康熙 35（1696）年冬天，福州城火藥庫爆炸，五十餘萬斤硫黃火藥全
部焚毀。次（1697）年福州官員決定派郁永河前往臺灣北投採礦。在其書中敘及大屯
火山地區的狀況：「石作藍靛色，有沸泉，草色萎黃，無生意。山麓白氣縷縷，是為

磺穴。穴中毒煙。噴人，觸腦欲裂。」上述景觀與今日在硫磺谷所見類似，這是第一

次有關臺灣火山溫泉地質的文字記載。只是因此處溫泉含惡臭的硫化氫，因此當地住

民皆認為溫泉有毒，並未用以沐浴。 

原本清廷對於大屯山的硫黃是採取禁採政策，一直到光緒年間，總理大臣沈葆楨

與劉銘傳多次上奏，最終才獲得皇帝首肯，1887 年成立硫腦總局，並在北投和金山
設立分局，光緒 19年的產量就有七十幾萬斤的硫黃，為國庫賺取四千多銀兩（呂理
昌，1998）。待進入日治時代後，日方對採硫政策的態度由清廷的官營制改為許可制，
在 1926年全盛時期，大屯山即有 27處採硫礦區。只是好景不常，自 1959年中油公
司高雄煉油廠自石油中成功回收硫黃及自國外進口廉價硫黃後，大屯山採硫業便逐漸

萎縮（李茂鍾，1993）。 

3.漢人沐浴 

一直到清領後期臺灣北部逐漸開發，先民才開始利用溫泉沐浴。例如道光 10年
（1830）應聘進入噶瑪蘭仰山書院的清朝詩人陳淑均便曾為礁溪的「湯圍溫泉」留下
詩文： 

華清今已冷香肌，別有溫泉沸四時；十里藍田融雪夜，幾家丹井吐煙絲。地經秋

雨真浮海，人悟春風聽浴沂；好景蘭陽吟不盡，了應湯谷沁詩脾。 

1894年，德國硫黃商人歐利（Ouely）則在新北投開設溫泉俱樂部，是新北投地
區溫泉利用的濫觴。只是 1年過後，臺灣即割讓予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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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治時期 

臺灣日治時期為 189-1945年。由於日本人傳統上便有泡湯習慣，溫泉文化源遠流

長，因此治臺後也將這習慣帶至臺灣。總而言之，日本泡湯文化對臺灣的相關產業影

響不可謂不大。 

1.溫泉旅館濫觴 

1895 年，日人平田源吾向基隆支廳提出約五十萬坪的金瓜石礦區試掘請願書，

然而相關當局並未同意其

請。在政府回絕、腳又受傷的

情況下，他想或許可利用溫泉

療養身體，於是花了功夫就著

向漢人打聽到的蛛絲馬跡，辛

苦地找到地熱谷溫泉，並於隔

年（1896）在新北投的北投溪
畔開設了全臺第一家的溫泉

旅館「天狗庵」（圖 3）（蔡承
豪，2010）。 

2.溫泉調查記錄 

日人領臺後，一開始由平地開始偵查，陸續抵達一些海拔較低的溫泉，例如 1895

年發現四重溪溫泉，1896 年 8 月發現知本溫泉。之後為了開發資源，也為了平定及
管理活動於深山裏的原住民，日人開始積極針對山區做探訪調查，也因而發現並留下

不少第一手的臺灣溫泉資料。例如谷關溫泉是 1907年時東勢支廳長在巡視轄內隘勇
線時聽聞有溫泉而請原住民擔任嚮導前往而發現（臺中廳管內東勢角支廳長，1907）。
因其將此任務的成功歸功於明治天皇，故把溫泉命名為「明治溫泉」。又如 1914年，
日軍深水少佐在太魯閣戰役中發現了文山溫泉，故當時將其命名為「深水溫泉」。此

外如烏來溫泉、廬山溫泉、春陽溫泉等也都有類似的發現背景。 

而日人對臺灣溫泉也有較為系統性的學術調查報導，早坂一郎（1940）曾列舉了

37 篇與溫泉相關的報告文獻，其後早坂又發表了數篇。其中由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
所（1930）所出版的「臺灣の鑛泉」蒐羅了當時各主要溫泉的照片，是彌足珍貴的文
獻資料。早坂一郎（1939）更在臺灣日日新報上撰文提倡開發利用臺灣山岳地域裏的
溫泉。 

3.溫泉浴場闢建 

日人在臺灣實行特別法，以警察政治控制社會，所以在大部分當時交通較為方便

的溫泉地區設有警察療養所。沿襲至今，幾個較為著名的溫泉區，如泰安、谷關、關

子嶺、東埔、廬山等，都還有由警察機關所經營，座落位置極佳的警光山莊。 

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為了提倡衛生觀念及培養臺灣民眾入浴習慣，1912 年開

始提撥「公共衛生費」於各地闢建公共浴場。而溫泉咸信具有一定療效，又能直接利

圖 3、全臺第一家的溫泉旅館「天狗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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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熱水而達到節能效果，因此臺北廳在同（1912）年 1月便在金包里堡下中股庄（今
金山中山公園），以公共衛生費開設全臺灣最早的「金包里溫泉公共浴場」。一直到

1943年的「櫻溫泉公共浴場」設立為止，全臺共有 15處的溫泉公共浴場成立（表 1）。 

而愛好泡湯舒壓的日本人除了使用真正的溫泉，甚至喜歡以加熱冷礦泉的方式來設

置溫泉浴室，但如位八卦山的「彰化溫泉」及嘉義的「山仔嶺溫泉」便是最好的例子。 

表 1、日治時期全臺溫泉公共浴池（修改自吳美華，2002）。 

順序 開設年 公共浴場名稱 照   片 經營者 註 

1 1912/01 
金包里溫泉公

共浴場 臺北州臺北廳 

原免收費，1931
年開始收費 
影像來源：臺灣

の鑛泉（1930）

2 1913/06/17 
北投溫泉公共

浴場 臺北州臺北廳  

3 1913/08 
草山溫泉公共

浴場 臺北州臺北廳 
免收費 
影像來源：臺灣

の鑛泉（1930）

4 1913/12/14 
關子嶺溫泉公

共浴場 臺南州嘉義廳 1926/04改民營 

5 1914 
知本溫泉公共

浴場 臺東廳 影像來源：臺灣

の鑛泉（1930）

6 1915/12 
礁溪溫泉公共

浴場 臺北州宜蘭廳 影像來源：臺灣
の鑛泉（1930）

7 1915/12/02 
員山溫泉公共

浴場 臺北州宜蘭廳  

8 1921/03 
烏來溫泉公共

浴場 臺北州 免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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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21/03 
井上溫泉公共

浴場（清泉） 新竹州  

10 1921/03 
瑞穗溫泉公共

浴場 花蓮港廳 影像來源：臺灣

の鑛泉（1930）

11 1924 
四重溪溫泉公

共浴場 高雄州  

12 1927 
明治溫泉公共

浴場 臺中州  

13 1930 
公共浴場草山

眾樂園 臺北州  

14 1930 
玉里溫泉公共

浴場 花蓮港廳  

15 1943 
櫻溫泉公共浴

場 臺中州 影像來源：臺灣

の鑛泉（1930）

（三）地熱探勘時期 

1945 年臺灣光復。因初期百廢待舉，民間休閒泡湯風氣並不盛，幾處有名的溫泉

僅是沿用日治時期遺留的設施。到了 1962年，美軍顧問團向美援秘書長兼經濟部礦業

研究服務召集人李國鼎資政建議開發地熱資源，於是中國石油公司與經濟部聯合礦業

研究所等單位便開始積極進行調查。 

1.大屯火山群地熱調查 

臺灣地熱資源之探勘研究工作首先是在大屯火山群進行，曾探得地熱流體，並獲

知其溫度（井底溫度達 293℃）與壓力（閉井壓力 20kg/cm2）均達世界利用的水準。

然而因為大屯火山地熱水酸鹼度低，具有腐蝕性，當時除邀請國內外有關專家協助研

究外，並曾委託瑞士 Motor-Columbus 顧問公司進行可行性研究。該公司估算大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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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群區地熱潛能最少 100MW，並可達 500MW 以上，並稱腐蝕問題可以克服，但建

議應增補探勘工作，並提出兩年之工作計畫（工業技術研究院礦業研究所，1975）。 

2.全省地熱調查 

前項工作計畫經經濟部召集有關機關研討後認為兩年時間過長，且考量經費等問

題，故轉而決定自行小規模辦理，並向全省地熱徵兆區逐步展開基本資料之調查研

究，以憑選擇重點地區作進一步之探勘（工業技術研究院礦業研究所，1975、1977、

1978、1979、1980），最後研選出了 25個非火山地區的地熱徵兆區。根據各項探勘資

料，這些地區發電潛能亦達 472MW，雖然說整體來看地熱發電量占全國總用電量的

比例很小，但在降低依賴進口能源風險及促進溫泉相關產業的發展方面仍可發揮可觀

的效益（張寶堂，2010）。 

此時期亦執行各類直接利用地熱能的農業、養殖業實驗計畫，例如木材乾燥試

驗、培育雞隻、鱷魚、長腳蝦試驗以及溫室花卉試驗等等（工業技術研究院礦業研究

所，1975、1977、1978、1979、1980）。大體而言，在木材乾燥與溫泉花卉培育上都

獲致不錯成果，養殖實驗方面則受限於養殖技術，仍有許多改進空間。 

3.地熱發電 

1976 年中國石油公司在清水地熱區鑽探成功，發現大量高溫熱水汽，國科會便

著手籌建 1座 3MW的背壓式先導型地熱發電廠。該廠於 1980年 7月正式運轉發電，

使我國成為世界上利用地熱發

電成功的第 14個國家。只是由

於蒸汽產量逐漸降低，發電量

也由最初的 1,500KW 降至

177KW，於是發電廠遂於 1993

年 11月 15日停止運轉（圖 4）。

經統計，該廠歷年發電總量為

4,345 萬 1,485KW，發電時數

為 10萬 855.13小時（林錦仁，

1990）。 

1985 年起，能源委員會繼續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礦業研究所於宜蘭縣土場地區

進行地熱多目標利用示範計畫，購置 300KW雙循環發電機組進行地熱發電試驗並研

究各種地熱能直接利用技術。經數年運轉證實發電效率頗佳，地熱井產能在適當調節

控制下並無明顯的衰退減產現象，結垢問題也獲得適當控制。後由於該計畫已完成階

段性任務而於 1994年停辦（游以德，2003）。 

經濟部能源委員會（能源局前身）曾在 2003年 9月公告實施「地熱資源探勘補

助要點草案」，2004年確定公告補助地熱區域及金額，宜蘭縣與臺東縣分別獲得補助

圖 4、清水地熱廠舊有廢棄之發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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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宜蘭縣於 2006 年 11 月於清水地熱區完成探勘工作及 1 口深 500 公尺之地熱探

勘井試鑿工作，臺東也於 2008年 10月完成金崙地熱區探勘及 1口深 1,000公尺的地

熱探勘井試鑿工作。 

此外，能源局自 2006 年 3 月底啟動「地熱發電技術開發推廣計畫」，再於 2007

年 10月展開為期三年的「地熱發電技術開發多目標利用推動計畫」。除加強探勘清水

地熱區的地熱發電潛能外，深入探討過去發電失敗的可能原因和因應對策，同時也進

行舊地熱生產井的整修，以恢復部分生產功能（黃育欽等，2011），在 2010年以 50KW

型的卡林那循環（Kalina Cycle）系統及 280KW型的有機朗肯循環（Organic Rankine 

Cycle）系統正式發電成功（劉力維等，2011）。 

經濟部能源局於 2010年起更進一步將觸角延伸至深層地熱技術之研發領域，推

動為期 4年之「地熱能源永續利用及深層地熱發電技術開發計畫」。研究結果顯示臺

灣北部地區具備豐沛地熱資源，主要有兩大地熱潛能區域：宜蘭地熱區（蘊藏發電量

36.9GW）及大屯火山群地區（蘊藏發電量 2.9GW）。宜蘭地熱區位於沖繩海槽弧後

擴張火成活動影響之範圍，以加強型地熱系統（EGS）概念估算，其可開發量達

6.2GW，而大屯火山群地區屬火山型地熱，溫度高且估算可開發量達 0.5GW，但有

酸腐蝕問題。兩地皆具有極高的經濟開發價值。 

經濟部能源局最近重點置於大屯火山群地區的地熱調查開發，主要工作為調查開

發目標區內資源特性、改善酸腐蝕問題、進行地質鑽探及挑選合適之發電系統（柳志

錫等，2014）。而宜蘭地熱區則由第 2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執行，彙整地震層析成

像、空中磁測、大地電磁法、溫泉化學等各項調查資料，推估三星地區之地底熱源分

布位置，進而籌劃地熱深部鑽探計畫。該計畫預計執行地表下 2.5~3.0公里之深層地

熱探井，以岩心綜合研究、產能測試及流體採樣分析等結果，做為在地區設置 1MW

地熱發電廠之設計依據與獲取後續運轉所需之各種參數（宋聖榮，2014）。 

（四）觀光休閒時期 

1.解嚴前（1987） 

臺灣光復之後，以北投溫泉產業的發展較為蓬勃。1950 年代，此處的酒家文化

吸引了富商名流前來飲酒作樂，1954 年更成立全臺僅有的「女侍應生住宿戶聯誼

會」。1967 年 12 月美國時代雜誌報導越戰美軍在亞洲的休閒生活，刊出 1 張美國軍

人在北投溫泉池內與女侍應生共浴的畫面，令人對北投溫泉留下特別的印象。 

1960 年代礁溪溫泉發展出溫泉養殖與溫泉蔬菜產業。1970 年代後臺灣經濟發

展，進一步帶動了溫泉產業，各地舊有之溫泉區開始興建新的溫泉旅館。而 1978年

北投廢娼後，色情業轉至礁溪，帶動了該地美容、餐飲及土產等行業（陳文福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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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嚴後 

臺灣自 1987年解嚴以降，國民旅遊風氣漸增，尤其是施行週休 2日後，國內的

觀光需求殷切。在行政院交通部於 1999年推動「溫泉觀光年」一系列活動後，國人

更開始注意溫泉休閒養生。溫泉經營業者順勢大幅改革，參照日本溫泉的經營型態，

從單純沐浴餐飲進一步改成以休閒娛樂為主，附加健身、美容以及療養等項目，使得

溫泉相關產業蓬勃發展。2003年，全臺 19個溫泉區業者組成了「中華民國溫泉觀光

協會」，會員總數逾 128個。 

不僅昔日的溫泉區內新的溫泉旅館大肆興築，往日地熱探勘的鑽井也紛紛轉型成

為溫泉生產井（如宜蘭鳩之澤溫泉，臺東知本溫泉等），甚至有些本來並無溫泉的遊

樂區也自行探勘溫泉深井作為經營賣點（如三峽大板根、八里八仙樂園等），近十年

來更有建商投入大筆金錢在平地開挖深井鑽取溫泉，以增加房地產的銷售賣點。 

3.溫泉法制定施行 

如此大張旗鼓地使用及開發溫泉，使得有些溫泉區很快地就面臨溫泉水位及水溫

大幅下降的現象，例如礁溪與四重溪溫泉。此外還有溫泉旅館占據行水區或位處山崩

土石流敏感區（如南投廬山溫泉、臺東金崙溫泉），以及溫泉廢水排放污染等種種問

題都一一浮上檯面。政府為了保育及永續利用溫泉，讓溫泉產業步入正軌，於民國

92年 7月 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121190號令制定「溫泉法」，並於 94年 7月 1

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0940023288號令發布施行，接著又於 99年 5月 12日針對實施

後所發現的問題做了修正。溫泉法共 6章 31條，並有多項相關子法。 

溫泉法第 2條規定，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有關溫泉之觀光發展業務，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

辦理；有關溫泉區劃設之土地、建築、環境保護、水土保持、衛生、農業、文化、原

住民及其他業務，則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在溫泉法的規範下，無論是前端溫泉取用業者在開發與維運，以及後端的溫泉使

用業者在經營上都有了可依循的明確方向，政府也能依法管理溫泉產業，並開徵「溫

泉取用費」，專款用於完善溫泉資源保育及管理，使我國的溫泉產業發展邁向一個新

的紀元。 

四、結    論 

臺灣在擁有豐富溫泉及地熱資源的條件下，實有發展優良溫泉產業及地熱發電的潛力與願

景。期望在有了可依循的法令後，無論是在溫泉的保育、探勘、使用、消費及管理方面都能有長

足的進步。而在發展溫泉利用之餘，對於臺灣過往積累的溫泉文化與資產也實應投注更多的關注

與維護，並多加重視美學的觀照與建構，如此才能讓溫泉這項天賜的珍貴資源能夠長長久久的保

存，發揮其最大的效益，培育出屬於臺灣獨特且具有國際吸引力的溫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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