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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清代高雄平原的移墾潮
當明朝末年，島上以原住民為主要族群的時代，地廣而人稀，人與大自然的供應鏈是平衡
的。鄭成功登陸之後，大批漢人的的祖先飄洋過海，來到這塊土地的時候，首要之務是糧
食供需問題。面對著台灣的環境與氣候，靠著在內地數千年累積的農耕經驗，先民知道如
何順應四時節氣，春耕、夏秐、秋收、冬藏。墾荒時期，大部分先民耕作的是「看天田」
，糧食的供應只能溫飽。風調雨順時，辛勞有了代價，得到的是豐收的果實。萬一氣候變
幻無常，風不調，雨不順，一大群人的饑荒日子就來了。旱災、水災三五年就會來一次，
先民們憑著堅忍的精神，渡過看天吃飯的漫長歲月，到了乾隆末期逐漸出現天災與糧荒的
問題。

南台灣屬於北回歸線以南的亞熱帶海島型氣候，四季如春，只要附近有水源，勤勞的農夫
知道可以多種一次水稻，一年可有兩熟，收成自然會比別人多一倍，這種「上腴田」是令
人欣羨的。大多數的「看天田」，萬一久旱不雨，大地是乾涸的，農田是龜裂的，乾而硬
的土地上，寸草不生，社會大亂隨之而至。由於早期的環境，人是無法勝天的。發生乾旱
之時，先人們除了向老天爺求雨外，似乎只好「聽天由命」了。



二、道光年間高雄平原的農業開發困境
道光之前的鳳山縣是「境多沙土，苦旱」的地方，農民觀念保守，官方苦口婆心勸導農民
開鑿埤塘，儲水灌溉，農家皆置若罔聞。一旦發生抗旱，求雨無門，飢荒遍野，叫天天不
應，叫地地不靈，飢荒又能怪誰。
台灣知府熊一本親撰的「曹公圳記」中，對此有深刻的記述：稻為水榖，自播種以至秋成
，皆須深水浸之。周禮稻人之職，所謂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者，乃
農家不易之經也。臺地惟山澤之田，有泉引灌，可期一歲再收。其平原、高阜之田，往往
行數十里而不見有溝渠之水。耕者，當春夏陰雨之時，倉皇布種，以希其穫；及至數日不
雨，而水涸矣。又數日不雨，而苗槁矣。



農田因缺水而乾涸 充足的水源使水稻結實纍纍



道光十七年（西元1837年）正月，曹謹奉檄來台蒞任鳳山知縣。
在蒞任之初，台灣提督學政熊一本接見時告知最迫切需要的是興
修水利，但曹謹當時只是點頭而未作承諾。曹謹上任後，即巡視
田野尋察水源，至九曲塘（現在九曲堂）淡水溪（現在的高屏溪
）畔看到汪洋流水，喟然漢曰：「此是造物者置之，而以待人經
營者也，奈何前人置之不理，毋乃暴殄天物歟！」，於是曹公乃
決定引下淡水溪（高屏溪）水源，以灌溉縣下「看天田」，並召
集富賈仕紳及技術人員商量開鑿圳道的計劃。但當時民智未開，
鄉民崇尚迷信，且工程技術還很落後，所以施工時遭遇許多困難
。但曹謹並不氣餒，常在公餘之暇徒步前往工地察看，教授施工
方法，解決實際困難，和藹可親與工人懇談，因之參加開圳的民
眾日益增加；並在耆老的協助下，歷經兩年（道光十七、十八年）
始告完成開圳工作，計掘圳四萬三百六十丈餘，可灌田三萬一千
五百畝。進水口設於小竹上里之九曲塘（即今之九曲堂），
在下淡水溪（今高屏溪）之河床編竹貯沙，由溪床圍水，築沙為
堤，導水入圳。圳口經由小竹上里、小竹下里、大竹里、鳳山上
里至鳳山下里，沿地形掘圳路之幹支線，且處處設閘以調節水量
。圳路計有四十四條，完成後，「看天田」變成水源充裕的良田，
農民收成倍增，民樂厥業，因之盜賊不生。

三、開鑿曹公圳對後世農村經濟的影響



曹謹知縣開鑿曹公圳的創新精神

道光十六年秋，台鳳嘉接壤之區，被旱百有餘里，閭閻待哺，宵小跳梁，曹謹是在這種緊
急災情之下，從福州府閩縣知縣兼福州海防同知身分，被派往鳳山縣擔任知縣。當時的情
況只有賑災經費，臨時要開辦開圳的大工程，籌集經費須往上級報告，如果比照道光五年
建左營舊城的手續，可能也要拖個幾年，到他卸任，可能還在研議當中。

當時他從福州邀來得力助手林樹梅（金門人），是個水利專家，兩人在福州相處時很投緣
，相偕來到鳳山縣，也算是天時、地利、人和都匯在一起，才能夠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決定開圳的工程計畫。

曹謹當時的作法，很類似現在的BOT精神，清政府沒出半毛錢，完全授權民間投資與完工
後的管理，政府只是從旁監督與打氣，讓工程順利完工。曹公圳完工之後，他又擬定規約
，其基本精神，歷經日治、民國，一百多年來，高雄農田水利會承接曹公圳管理事務，迄
今為止，曹公圳的灌溉功能還維持正常的運作，員工們視「曹公」為該會的開山祖師爺，
亦屬常情。

依據花崗伊之作明治三十四年（1901）撰寫「曹公圳起源」一文，算出曹公圳開鑿費用：
舊圳係向灌溉田地按田甲分攤，不足額由豪紳義捐，總金額無資料可稽；但是新圳每甲賦
課二十五圓（銀兩），總工程費為五萬一千三百二十五元（銀兩）。舊圳如果比照新圳計
算，則工程費為六萬三千七百三十七元（銀兩）。這是最早使用科學數據，推算曹公新、
舊圳工程費用的記載，可做參考。

四、清代曹公圳的經營與管理制度



道光年間興建的曹公圳五孔涵，又稱「圳頭」 日治時期增設圳頭升降閘門

熊一本知府命名的曹公圳碑文曹公舊圳五孔涵現貌



曹公圳攔水壩示意圖（高雄農田水利會提供）





曹公舊圳：一名「五鳳陂」，亦稱「五里舊圳」
。於道光十七年（1837）鳳山知縣曹謹決堤引下
淡水溪水，於九曲塘之坳壘石為門，以時蓄洩。
共四十四條，溉田2,549甲5分，約2,230公頃。

曹公新圳：一名「五里新圳」，曹公命貢生鄭蘭、附
生鄭宣治等，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籌議新圳，先
是宣治率眾開鑿大圳，自九曲塘起下至草潭止，積勞
成疾，病危囑弟宣孝接踵之，道光二十四年（1844）
完工。共四十六條，灌田2,033甲，約1,82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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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公圳灌溉區域圖（高雄農田水利會提供）



鳳山竹枝詞 鳳山縣生員謝苹香
新陂水與舊陂通，終歲無憂旱潦逢；
種得水田三百頃，家家雞黍拜曹公。





當道光十七年（1837）舊圳開鑿之際，曹謹授權仕紳，或捐資，或
督工，歷經兩年完成。
翌年開圳務會議，以三十五名督工耆紳為甲首，將督工區段之田甲
授權管理，以旌開圳辛勤功勞，曹謹並頒予執照令其世襲，不准他
人奪其職位。並由甲首、地主公舉圳務熟識一人為總理，掌理圳務
事宜，為此舊圳實權，概屬舊圳甲首與地主。
新圳另任甲首十五人，辦理圳務舉，總理一人統轄全般，而新圳權
限不在舊圳甲首總理，實由新圳地主主持之。凡路圳之浚渫，堤防
之修築，均有稟請知縣慣例。
曹公圳完成後，曹謹訂有「掌理圳務規約」一則，作為管理該圳之
規則。該規約的訂立日期，有說是舊圳完工後次年道光十九年（18

39），亦有說是新圳完工的道光二十四年（1844）；不過均未違背
鳳山知縣曹謹未動用公帑，集紳耆、授權甲首管理的本意。

曹公圳掌理圳務規約

曹公圳的經營與變革



曹公圳掌理圳務規約條文如下：

（原文出自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刊載於高雄新報）

第一條 議設總理一人，專任從事圳務。總理由水尾眾業互中互選暗水務者，稟請官署核
派。官署認可總理時，諭告人民周知。

第二條 總理應於每年八月十五日率眾業戶，赴溪頭，查看圍築之難易，工料之多少，並
議定修築預算令工首承包，專任築圳事務，九月完工程，至十一月引注溪水於圳
口，工首自包辦築溪工程起，至翌年四月繼續負責管理。 內山溪流氾濫，溪
頭崩壞時，應隨時負責修理，但遭遇天災地變則不在此限。

第三條 總理應每年雇用工人，至少清掃圳道一次以上，使圳水豐足，以免壅滯缺乏之虞。
因圳頭應制定各條用水之分量，故若圳水之使用發生不足時，總理應詰責工首。
圳水到達時，應先注蓄蓮池潭內惟埤，一個月後再分灌各圳，每汴轉輸五日，輪
值之甲首應巡檢各該所管田甲。

第六條 田一甲一年應納工程費二元五角，在起工前先納時為首期，每甲減三角，收二元
二角。倘至田稻收穫時繳納，作為三期，加納三角，即徵收二元八角。雖然荒蕪
無播種，亦不得豁免此攤賦。

第七條 各汴若崩壞，總理應先到縣申報。
第八條 溪頭汴係全圳之總汴，若崩壞總理應先撥出修理工料，然後向全圳各甲攤賦徵收。
第九條 各分圳汴若崩壞，各該汴甲首應先撥出修理工料，然後向各該汴田甲攤徵收。
第十條 縣署置圳差一人，甲首業戶缺抗納款時，總理應指名稟申。縣署受理前記稟申時，

立即派圳差詰責飭令繳納之。



職務與職責

依據曹公圳規約的內容，人民所擔任的相關職務與職
責如下：
1.總理：統理一切圳務。
2.甲首：浚渫所轄圳路，徵收水租，調解分水爭執。
3.司賬：在總理之下司會計。
4.巡圳：巡視圳路之破壞及有無圳水。
5.巡差：在總理之下向各甲首及地主催討銀元並充其他差
使。
6.稟書：司總理向官府之書面呈文報告及文書之收發。
7.工首：專管築堤浚渫。
8.廚房：司炊事。



修繕與維護
陂圳的修理之費用，是依其水源及圳道破
壞之多少與工程之難易不定，惟例年都止
於用一百四、五十人之工人而工作二十日
餘。然而如堤防破壞很厲害之年，則一年
需三、四千元。但各庄間之修理則為其限
外，由用圳水之人負擔。費用來源是水租
的徵收，在水圳開鑿之初，新圳是由地主
負擔費用，舊圳則由地主負擔與豪紳捐款
充之。爾後每年修築堤防浚渫圳路，其費
由眾地主負擔，稱為水租，水租之起源即
在此。
水租支出項目列舉如下：一是水門前貯水
大堤防圍築費，二是水門之修理及浚渫費，
三是總理其他各職員雇傭人之薪津，四是
水仙宮及曹公祠之祭祀費。
每年八月（農曆），總理、甲首、地主等
要到圳頭查看大堤防破壞的情形，至曹公
祠演戲恭祭曹公，並商議修理或改築等，
及訂其費額，對各田甲賦課之一，面選適
當的工首包工。在實地勘察後協定修理，
故每年所需費用並不相同，視情況而有變
動。依照例年的記錄，水租平均額：舊圳
每甲一圓八角五分，新圳為二元五角。



日治時期對曹公圳的經營目標
因台灣氣候較日本溫暖，可以生產許多熱
帶農作物，供應日本國內市場需求，因此
積極經營台灣的農業政策，其中以稻米、
蔗糖為大宗，而有「農業台灣、工業日本
」的口號。南台灣的鳳山平原，早有曹公
圳的灌溉歷史，增加稻米單位面積產能、
擴大耕作面積，為其農業經營的主軸。日
治之後，經逐步改進種種設施，諸如：改
良稻種品質、施用化學肥料、整修灌溉渠
道、運用電力抽水馬達取水、使用電動脫
穀機，稻米產量與品質立即增加，供應島
內綽綽有餘，餘糧則運銷日本內地。
曹公圳的取水源頭，當初設計時，是在下
淡水溪溪床築起一道約四千公尺長的攔水
沙壩，一年一築，五、六月洪水期一來，
沙壩即遭沖毀，必須年年重築，既耗人力
，又耗財力。
日本治台之後，仍沿用曹公新、舊圳灌溉
設施，治理臺灣的前十年，曹公圳堤岸的
毀損相當嚴重，新舊圳每年各耗六、七千
元經費，壓力相當大。

五、日治時期曹公圳的經營與管理制度



明治三十八年十月四日（1905）的「台灣日日新報」曾對當年全面整修曹公圳道，與其局
部修修補補，年年「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修圳，倒不如來一次大修，再從年年的
收益回收回來，豈不一勞永逸，有詳細的報導。摘錄原文如下：

題名：曹公圳修理完善
日期：1905-10-04

分類：雜報
版次：04

全文：曹公圳修理完善鳳山廳下曹公圳。有新舊二圳。舊圳之灌溉甲數。其水量約給三千
甲。新圳之灌溉甲數。其水量約給五百甲。雖於同廳下稱為大埤圳。而年年堤塘破
壞。修理各要六七千圓。蓋因該埤圳之通路。概係砂層。且本島蒸發力最強。雨量
多則砂層易崩壞。兼之地勢高低不同。工事最為困難。其他治水所關。尚未就緒。
故每年不過一時暫加修理。本年為前此降雨。約大破壞二千二百尺。比常年破壞尤
甚。當局者計議。似此年年須修理一次。毋寧詳查治水所關之要。一經大加修理。
雖耗費較多。然除卻年年之工事。不亦一勞永逸乎。自四月興工以來。目下已經告
竣。從此年年灌溉。其所收利益。不更大哉。



明治四十一年（1908），南北縱貫鐵路通車，為促進
地方產業發展，並因應高雄港的築港工程，需要大量
電力供應，找到美濃地區的竹頭角，導引荖濃溪水，利用其落差，建立竹仔門發電廠，其
發電尾水排入獅仔頭圳，供應美濃平原農田灌溉用水。次年，竹仔門發電廠完工，首先供
應築港電力。次年，再將電力延伸供應高雄、安平、阿猴市區門生用電，
曹公圳正式邁入電力抽水時代。

日治時期也是全台水利事業第一次脫胎換骨的階段。
曹公圳在日人未築嘉南大圳之前，視為南台灣很重要的水利設施和糧食重要產區。曹公圳
基礎工程，在昭和、大正年間都獲得政府經費的投入。諸如：瓦斯蒸氣抽水機、電力供應
、渠圳樞紐鋼筋水泥構工、卵石內面砌工、圳道整治與維護等，積極將水利事業提升到福
國利民的公共事業位階，各項水利先進設施齊備，也使得鳳山稻米登場為期貨指標。

曹公舊圳四孔制水門

美濃竹仔門發電廠（大正3年、「台灣」專輯p433）

萬丹水利組合喞筒設備



改革圳務掌理

在清領時代，沒有現代所謂的「經營管理學」，憑藉著前人代代相傳的規章去做。清代大
部分水圳是由墾首向政府取得墾照後，自行集資開圳，中途或因財力不繼而停工，或因水
權衝突而受阻，能完工的，也都屬於私圳。

日治時代是以水利事業攸關民生而納入公共埤圳統一管理，感覺清代規約辦法繁冗，恐
失修築時機，改訂總理兼任督工委員，由甲首、地主先行起工，事竣始將始末事宜呈報，
襄其事者，咸稱利便。

公共埤圳及官設埤圳時期

台灣農田水利事業，向為民間私營，無統一管理之機構及組織。日治以還，為加強殖民地
之經濟管制，以實現其發展米、糖二大作物之政策，乃於明治卅四年〈1901〉七月四日由
台灣總督府以律令第六號頒布『台灣公共埤圳規則』。明治卅七年二月十九日府令第十三
號公布『台灣公共埤圳規則施行規則』。依上規則規定，凡與公眾有利害關係者，均指定
為公共埤圳，賦予埤圳以公共性格，受行政官吏的指導監督，發揮公共利益。

依照規定，公共埤圳須經官廳認可，確定公共埤圳為法人，以管理人為對外代表人，由政
府於利害關係人中指定人選五至廿人為籌備委員，擬訂規約召開協調會決定〈施行規則第
三四條〉。另設理事、技師、書記、技手及監視員，分掌技術及事務各部門工作〈施行規
則第八條〉。依規約賦課水租，準用關於台灣國稅徵收規則中滯納處分之規定〈規約第九
條〉，如違背或損害水利者，按情節輕重處分罰金或徒刑〈規則第十二、十三條〉，有此
賦予政治權力，推行至為順利，為台灣農田水利有組織有功能之開始。



水利組合時期
日治後期，日人以農田水利攸關民生大計，改曹公圳掌理圳務規約為公共埤圳組合，建立
水利管理系統。大正九年〈1920〉九月，台灣由武官政治轉變為文官政治〈第八任總督
田健治郎為首任文官總督〉。農田水利的組織上，則由強制性的公共埤圳、官設埤圳而轉
變為較具自治型態之水利組合組織。
大正十年〈1921〉十二月廿八日，台灣總督府以律令第十號頒布『台灣水利組合令』，
次年五月廿二日府令第百二十三號公布「台灣水利組合令施行規則」，統一水利組合組合
長由官方任命，任期四年，綜理組合事務，並兼任評議會議長，選舉評議員時為選舉長，
非組合員亦可任為組合長。水利組合設評議會為組合長諮詢機構，評議員ㄧ半官選，一半
民選依國稅條例辦理〈水利組合令第廿五條〉，因之，組合實權一切操之於組合長。

高雄州第一回水利組合事務講習會出席者



根據《台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誌》「台灣光復後之農田水利組織及其功能」，其組織功
能及任務說明如下：
農田水利會之組織宗旨與任務，係依據水利法第十二條：『主管機關得視地方區域之需要
，核准設立農田水利會，秉承政府推行農田灌溉事業、前項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其組織
通則另定之』之規定辦理。國民政府於民國卅一年七月七日公布水利法，並明令自卅二年
四月一日實施，迄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水利法已修正四次，均經總統令公布。原
來舊水利法 第十二條：『人民興辦水利事業，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依法組織水利團體或
公司』。

六、光復後曹公圳的經營與管理制度

高雄農田水利會會址位於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332號。水利會之任務：
1.農田水利事業之興辦、改善、保養及管理事項。
2.農田水利事業災害之預防及搶救事項。
3.農田水利事業籌措及基金設立事項。
4.農田水利事業效益之研究及發展事項。
5.配合政府推行土地、農業、工業政策及農村建設事項。
6.主管機關依法交辦事項。
7.水源運用及灌溉管理之督導及研究事項。
8.工程之規劃、設計及營運之督導事項。
9.小給水門、小排水門以上灌溉排水設施之維護管理、歲修、改善、取締及防汛之搶險。
10.灌溉水質之監視處理。
11.氣象、水文、土壤之觀測、調查。
12.有關農業、水利之實驗及示範。



高雄農田水利會組織架構圖



七、結論：現今曹公圳的經營與管理面臨的問題
曹公圳的活化與再利用化危機為轉機

曹公圳水系是高雄平原的藍色動脈，在過去農業經濟時代，它的角色是灌溉功能。以後進
入工商經濟時代，住宅區人口多了，工業區廠房多了，曹公圳又肩負排洪與容納污水的排
洪渠道功能。
現在進入休閒與服務業的時代，曹公圳應該有更多元化的轉型空間，藉機轉型，擺脫灌溉
水圳的傳統營運模式。透過高雄縣、市政府合作開發的機制，曹公圳將是串接綠色狼道的
那條軸線。本文將從幾個活化與再利用的可能方向，為曹公圳在既有的功能上，打造新世
紀風貌。

1.水岸景觀的改造、
2.溼地公園的開發、
3.灌溉與排洪兼具的規劃、
4.創造多功能的水圳生態廊道、
5.建立曹公圳文史資料庫、
6.化危機為轉機。



再現曹公圳水岸風華

爭取中央補助規劃「曹公圳」水系成為自行車「水與綠」文史、溼地生態走廊，成為高雄
市晉升全國「城鎮地貌改造——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劃」之一。
A、計劃目標﹕
（1.）規畫九曲堂至澄清湖間水圳生態自行車道。
（2.）規畫九曲堂、仁美、鳥松村落到水圳的自行車分支車道，方便外來遊客參訪沿水圳

冬各村落的人文、產業、景觀。
（3.）引導居民參與社區營造，共創城鄉新風貌。
（4.）發展各村落的產業及營造社區特色。



（5.）對水圳環境的機能、特性及水圳生態環境活化作進一步的探討，更對都市水圳空間
及環境提出規劃構想，而以曹公圳接近澄清湖段的鳥松社區親水空間，進行生態復
育計畫，提出如何改善現有水圳及復育歷史水圳空間，使得水圳重新具備親水、休
憩、生態等多元機能，以創造永續性的都市水圳生態環境，建構水圳親水休閒空間
及景觀空間。

（6.）能將原本不易利用的水圳兩岸土地加以美化，還能兼具社造、生態、休閒的功能，
可謂一舉數得。

（7.）成推動小組建立與民間團體參與﹕伴隨著規劃進程，建立一組工作群，成員包括市
政府主管、地方當局、地方文史協會、社造協會的加入。推動民眾參與水圳保護所
必須之知識及技能，可藉由學術單位（如鄰近大學）提供簡易可操作的科學知識與
技能。全面保護水圳為一重要的文化使命。

（8.）運用現代工程技術與生物科技，再現水圳昔日風華之外，並以改善周邊綠地空間為
目的，創造一處良好的生活環境及市民休憩場所。

（9.）親水景觀設計﹕兩岸使用蛇籠或天然砌石以確保水生生物棲息之空間配合園路、步
道、涼亭、植栽等，進行景觀建設。

（10.）經由流域居民廣泛討論，圳堤步道區﹝River Walk﹞，可供我們思考未來曹公圳規
劃時，透過環境規劃與改善的參與過程，使得社區居民產生（認同感」，進而集思
廣益，共同描繪「親水空間」的願景。

（11）水圳生態工法須因地制宜。
（12.）特別注意水質的清潔與水循環處理，這是我們共同關心的環境品質重要課題。
（13.）尊重曹公圳沿線原有的生物棲息地，採用豐富的景觀設計與多元化水路規劃，達到

人和環境之間的和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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