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社之地理環境

位於台中地區東方、屬山城型態的新

社，昔為平埔族裔遷往埔里盆地的中途棲

止地，移徙過程中曾於當地設立有平埔族

的聚落、社區，故名新社。所在地之位置

係介於標高350~1,100公尺，地形宛若一

具長靴，周邊群山圍繞並有食水嵙溪、抽

傳統的稻作之外，香菇、枇杷、葡萄、苦

瓜、花胡瓜、稜角絲瓜和釋迦鳳梨均極著

名，尤其是產於頭櫃、二櫃等山坡地的枇

杷更因香甜多汁、皮薄肉細而盛名遠播，

新社農會還特別在農會大樓後方興建有一

座「枇杷產業文化館」，館內近約百餘坪

的展區陳列著各種的枇杷相關產品，社會

藤溪和茄苳寮溪等溪河流穿其間，大甲溪

則環繞流過其東邊，而新社正是隔著大甲

溪與和平、東勢兩地相望。此外，起自東

勢的中橫公路亦沿循大甲溪的岸旁地帶，

繞過新社東境，使其得有便利的交通但又

未蒙車流喧擾之苦，新社南境並有道路連

通台中大坑山區，現又已設有高級中學得

方便學子就近升學，乃一擁有美麗山水、

空氣清新，遠離都會塵囂卻又安定富庶的

好農鄉。再者，國軍陸軍一高層指揮機構

則駐防於新社的中興嶺，故而這兒亦是台

灣中部地區的軍事要塞地。

當地居民以客裔人士占多數，大部分

以務農和從事農產加工為主，農產品除了

美麗農鄉

新社的

白冷圳
灌溉水利工程
■ 文、攝影／陳立中

▲ 跨過溪河，再攀附山壁，翻過山嶺的白冷圳，藍色鋼管為新建並完成髹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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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可事先預約，再依照農會排定的日

期前往參觀。發生於12年前的921大地震

和民國93年7月因敏督利颱風帶予中台灣

的嚴重水患，新社亦皆蒙受相當災情，所

幸在居民胼手胝足的努力下，幾乎皆已完

成復建，早即回復至災損發生前的秀麗景

貌，還較諸既往愈為完善；各休閒農場和

庭園咖啡館也重振往日的蓬勃生機，再度

尋回農莊的豐韌生命力。

日治時期，新社的「白冷高

地」被選設為蔗苗栽育場址

日治時期，甘蔗的經濟價值頗高，

台灣又極適於種植甘蔗，因而官方致力於

栽植甘蔗苗株，俾擴大發展台灣的製糖事

業，因為大甲溪之「曲流」在新社境內形

成的河階型台地，氣候、土質俱告優良，

地形又與一般蔗園隔離開來，無虞病蟲害

之傳染，爰在1913年時被台灣總督府選

計之後，決定將抽取溪水的地區擇定在大

甲溪上游的白冷高地，並計畫在阿寸溪、

抽藤坑溪及矮山坑溪等三條溪河的低底處

架設管渠，利用台階地勢高度落差產生的

「虹吸(siphon)原理」，讓大氣壓力壓送

溪水，翻越重重山嶺被輸送至新社台地去

灌溉蔗曲和其他農作物。1928年，順利獲

得總督府核撥款項，開始鳩工構築圳道，

由於其取水的源頭來自白冷高地，故該引

水渠道遂通稱為白冷圳。

白冷圳的規劃、建設與引水

白冷高地的標高為542.65公尺，施工

單位先在大甲溪河岸的取水口旁鑿設有直

徑6.06公尺、深20.61公尺的管制井，並

且開鑿隧道或沿著山麓架設巨大口徑的水

管，讓引水渠道、水管穿越山谷或翻山嶺

中為培育蔗苗的場址，官府擇此地設立了

「大南庄蔗苗養成所」，以育植引自印尼

的「大莖爪哇種蔗苗」(註)，育成之苗株

則再分發至全台灣各地推廣種植。

不過，當地卻因缺乏水源、土質乾

燥，地下水位又普遍低落，鑿井時往往須

深達20公尺左右才能觸及水層，以致一年

當中的乾旱期，係從9月至翌年2月，長達

將近半年。在此等水源不足的環境下，倘

未能有突破性的水利建設，將僅能種植對

水分需求較少的細莖竹蔗，無法種植需水

較多的「大莖爪哇種蔗苗」。因此，由台

灣總督府領導的官方部門亟思闢建水利設

施來引進充足的灌溉用水，使甘蔗苗株的

栽植得以增加種類，不必只侷限於原本所

宜栽植、但糖產較低的「細莖竹蔗」。

因為必須尋覓水源，甫可彌應新社

台地灌溉蔗苗用水之需，當時的農田水利

專家在歷經跋山涉水的探勘查視和構思設

到達新社亟欲灌溉的農地去，思憶距今83

年前的概況，既欠缺機具兼又交通不便，

運輸資材、掘鑿施工與接埋管渠幾皆仰賴

人力，工程十分艱鉅。白冷圳全長16.6公

里，首、末管端處的高度差為22.6公尺，

但部分管段的高低落差最大卻可達到81

公尺。水道周壁為混凝土砌面或採混凝土

外加水泥粉光，以確保圳水不易漏失；水

橋、渡槽、隧道和暗渠大都是鋼筋混凝

土，少部分隧道上拱是天然石壁、下拱則

採混凝土，甚為堅固耐用。圳道若以長度

論計，有超過三分之一的部分為隧道；以

數目計則共有22座隧道、累計長度逾7公

里，工程備極艱鉅。圳道並且完全是應

用地形的高低差來導引水流，毫未使用電

力，而 設於山腰險坡處的各段管渠，俱能

精準接合，以當年的測量儀器卻可臻於如

▲ 大甲溪河岸處的白冷圳取水口

白冷圳之水係抽自大甲溪，圖為枯水期之大甲溪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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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步，著實令人嘆服讚賞。

管圳部分大都是於山腰地帶鋪築施

工，由於若干地域有高山阻擋且未便開鑿

隧道，遂採鋪設虹吸式水管以翻山送水，

逢山谷、溪流則架設水橋。如此為之，可

讓遠在數座山之外的水源，得以順利被引

至新社的河階台地去。輸水需用的鋼管，

係於日本以精選鋼材製成後，船運至高雄

港再循西部縱貫鐵路轉當時以載運林木為

主的東勢支線(於伐木事業結束後，支線已

停駛並拆除)，由列車運往「八仙山林場」

車站，再吊駁至大卡車運抵工地，單是運

送水管的過程便極艱鉅，也使整體的水利

建設極具歷史意義。

圳道全程計有3座虹吸式管段，當時

鋪設之鋼管，管壁厚度均為1.2公分，通過

阿寸溪底的第一座虹吸管長為134公尺；

一直是遠東地區最長的虹吸式導水管，係

享譽全球的水利工程成果，曾獲選並排行

為台中地區著名的歷史建設，也在當地孕

育出因從事「越域引水」而構建的獨特農

鄉文化暨生態體系。長久以來，一直常有

大學院校水利工程學系的師生，駕臨白冷

圳沿線的多處水利工程景點，進行參訪和

戶外學習。

白冷圳是1927年計畫，1928年動

工，由日籍官員、總督府技師--磯田謙雄

先生設計執行，包括前、後端之相關設施

在內，整體工程名為「台中州大南庄蔗苗

養成所灌溉工事」，1932年10月14日正式

啟用通水。就規模程度和涵蓋範圍而言，

白冷圳之建設固然尚明顯遜乎同於日治時

代中期、同樣是由總督府設計監造的嘉南

大圳(設計嘉南大圳之技師為八田與一先

生)，但其翻山越嶺、巨大艱難之工程，實

為水利工程上的輝煌傑作。白冷圳的進水

口，選於大甲溪河曲彎道凸岸之前，該處

的地質為白色硬砂岩，甚少產生淤積，自

啟用引水以來歷經80餘年的使用，進水口

迄未曾有沙泥淤積之現象。而取水口控制

閘門係設於取水口後方的內陸地，以確保

在洪水期間工作人員操作上的安全，與一

般設計在取水口前的情形有別。

白冷圳完工後，初期是由台灣總督府

直接經營管理，自完工起白冷圳水源即肩

通過抽藤坑溪底的第二座長346.9公尺，

乃落差最大、達81公尺的管渠，架設於馬

鞍山山壁上的巨管，頂、底兩端的高度差

距如此之大卻能仍輸水，乃是藉由對岸山

壁水管之「水頭」(water-head)加上大氣

壓力所可產生約10.3公尺(理論上為1033.4

公分)之水壓高度所共同造成者，這一管段

乃最有名的倒虹吸式「二號管段」；而通

過矮山坑溪底的第三座，長度則僅43.5公

尺。

當年興建包括此3座虹吸管渠在內的

白冷圳，官府部門共撥款120萬日元，若

換算成目前的幣值約為新台幣10餘億之數

額了。而主要是由上述3座虹吸管所共同組

成的白冷圳水道，乃應用氣壓原理將取自

大甲溪之水，浩浩湯湯的逐段輸送到數座

山邊外的蔗苗場去。自建成迄今，多年來

負著灌溉「蔗苗養成所」內所栽植蔗苗之

重責大任。整個新社台地頓時從缺水的看

天田蛻變為物產豐饒、綠意盎然的瑰寶農

莊，且因爾後已蓄涵有充足的地下水，可

匯集溢入食水嵙溪，使得近旁的山坡地或

台地日後也可藉由裝設馬達，抽取食水嵙

溪溪水或地下水，供作灌溉、飲用或家庭

日常生活之用。官府設置有從白冷高地逕

通苗圃的電話專線，俾水圳沿線一旦發生

故障可從速通知搶修；同時，則在白冷、

馬鞍龍兩地分設有以鋼筋水泥建構的辦事

處，並在圳道沿線建有六座倉庫--計為麻

竹坑兩座，河排與馬鞍龍、抽藤坑、矮山

坪各一座，庫內擺放農工器具與多種工程

材料，以便遭逢地震、豪雨、土石崩塌等

災害之際，立即可就近取材、動員搶修。

▲ 「歷史公園」內以白冷圳輸水管和桁架橋(架設巨大水管用)為取材之之燒瓷裝飾

▲ 白冷圳歷史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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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處的白冷高地和水圳途中的馬鞍龍、

矮山坪並分別配置有一至數位的監視員與

巡視員，以分區巡檢水圳，查視水圳沿線

上的各該責任區內，有無毀損、漏水等情

事，平日的督導管理頗為周全。

白冷圳之開鑿、架管和通水，自然是

溥益農作，造福桑梓的美事，但為期擴大

植育蔗苗、推廣蔗作，官府乃於工程進行

之際同時頒令徵收私有農地，移作公用。

當時之年代，必然是以極低之價格來徵收

農地，心有未甘的民眾不免挺身而出、

聚眾抗爭，而以馬力埔一帶的農民尤為激

烈。無獨有偶者，與此幾乎同一時期，在

今彰化縣二林地方亦有農民為抗議製糖會

社以極低價位收購蔗產，遂組織團體和製

糖會社、前來維持秩序的警察僵峙對抗(以

蔗農立場觀之，警察係在於維護業者利益

柑橘等農產品，為了提升附加功能、增裕

營收，現在則有部分業主已將果園開放供

遊客自採；而且，沿線氣候溫和，景色瑰

麗、美不勝收，蘊涵有極高的觀光效益。

白冷圳於921震災後的復建

12年前，白冷圳遭逢921地震的重

創，水源命脈受創，也曾讓新社陷於缺水

的困乏處境，所幸在國軍官兵亟力協助搶

修下，倏即恢復供水功能，惟鋼鐵質地的

虹吸管渠經由電子儀器的檢測獲悉，不少

路段的輸水管在長期引水的作用下竟僅剩

0.3公分的厚度，僅為原來厚度--1.2公分

的四分之一，若非詳細檢驗恐怕還不知曉

這條圳道的體質業已如此的羸弱。震災之

後，在地方耆老號召下民眾組成了「白冷

圳重建推動委員會」，擬訂具體計畫並奮

並鎮壓民眾之民主意識)，並且將此之農民

運動擴展至全台多個州縣去。地處山林之

間的新社馬力埔，在該時期的抗爭，雖然

於短短的數個月內即被日治政權以威逼脅

迫方式鎮服，而未能與西部平地諸鄉鎮般

的持續較長時日，並為日後爭取到較佳的

處遇，但是民眾所曾展現出對抗官府非屬

公正作為之意志，則在台灣農運史上留下

可供追念之註記。

台灣光復後，白冷圳之經營先由省

政府農林廳接辦，民國45年改交豐榮水利

會管理，後來再併入台中農田水利會。圳

路仍然採取分段管理之模式，每年並皆於

年終進行歲修，同時定期伐刈圳道兩旁雜

草，以及從事管圳的修護、補漏。若逢颱

風、豪雨來襲時，則預先加強巡視，調節

水閘以防止災害的釀生。白冷圳今之灌溉

區域，涵蓋了新社及鄰近水底寮、大南、

馬力埔、畚箕湖、鳥銃頭與原之和平鄉白

鹿⋯等地區，面積廣達788公頃。新社台

地不但因為白冷圳之引水進入，使得地區

內蓄積有充足的地下水源，又因其部分水

流被引入山頂圳等溝圳，乃使灌溉面積得

再延伸至石岡170公頃的仙塘坪台地。除

了供應灌溉用水外，自來水公司亦抽取由

白冷圳引來的溪水，供應新社內的多數地

區，以及石岡之金星、龍興、⋯等地區的

民生用水。灌溉區內盛產葡萄、寄接梨、

力投入白冷圳的總體新營造，好讓圳道能

夠面貌一新，重造新機。

惟鑒於白冷圳的老化，欲完全修復

圳路沿線損壞之處並更換水管，重建經費

竟高達新台幣10餘億元，而且整治取水

口和周旁控制措施亦是宜即同步進行之

事，俾免它在超限使用的負荷下，縮短了

可用之年限。由於經費龐大，農田水利會

遂只能在各級政府補助和自籌部分款項之

情形下，分期逐段修復圳道、換裝新管

線，並求維持其原貌，以位於抽藤坑溪兩

岸之「二號倒虹吸管」為例，管徑較大並

髹漆成藍色者乃是大地震後裝設的新管，

旁邊管徑較小並髹漆成綠色者則為原之舊

管，自遠處遙望跨越溪流兩側之新設藍色

巨管，極為醒目壯觀，特別是架固於馬鞍

山山坡上之管段，彷彿是攀附於山壁上的

▲ 遠眺白冷圳，二號倒虹吸管固著於馬鞍山山坡上之管段，宛如一條攀附於山上的長龍

▲ 歷史公園下方植立的白冷圳說明牌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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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身巨龍，雄偉磅薄之景象令人讚歎，誠

乃水利建設上罕見其匹的「越域引水」工

程。

除了農田水利業界和各級農政機構、

農會之外，復建之前文化界也曾提出應全

線保留白冷圳的請求，前台中縣文化局即

曾邀集學者專家從事多次實地查勘，並提

撥經費收集白冷圳的相關資料，妥善整理

保存，同時委請文史社團進行人文資產之

重建。例如，在2002年6月白冷圳的重建

工作已告全線完成，而於10月所舉行的白

冷圳70歲生日慶典，便是一項歡欣隆重的

地方盛事，嗣後則訂定每年10月為「白冷

圳文化節」之月令(源於白冷圳始於1932年

10月正式通水)，並於當月中擇其一日為白

冷圳舉辦慶賀儀典，以示追本溯源，啟廸

後人愛護鄉土、永續傳承之理念。

在跨越抽藤坑溪的二號倒虹吸管旁，

則於2003年新建有一座「白冷圳歷史公

園」，係由原地主劉一郎先生慷慨捐出

210坪之私有地，並由前台中縣政府撥款

肇建的園址，園中陳設有攸關建造白冷圳

暨開發新社地方的各類圖文說明，得讓遊

客盡悉其功能效益。安坐於園內觀景台，

眺望抽藤坑溪對岸馬鞍山側寧靜美麗的溪

谷、清淨蔚藍的天空、青碧欣榮的果園和

今昔所架設之巨型新舊輸水巨管，真有

「自然與科技並存，溪水天長共一色」的

近年來，各界積極推展優質農園、富

麗農莊，並鼓勵各地設立文史工作室，白

冷圳暨相關設施則是新社地方極其重要的

輸水圳道和文化據點、歷史資產，其獨特

的引水原理和歷史風貌更已名傳遐邇，假

日期間常有來自各界的團體，深慕白冷圳

之名而組隊前來參訪，親睹其貌後莫不對

該條應用大氣虹吸原理所建成的輸水渠道

深表讚賞，誠為我國水利工程領域上的閎

大建設，亦是新社地方居鰲首之位的文化

資產。

註： 台灣於清治時期糖廍所用以榨糖的土

生種甘蔗，計有竹蔗、紅甘蔗、蚋

蔗、紅蚋蔗、竹蚋蔗⋯等品種，每公

頃農地的產蔗量只有2至3萬公斤左

右，產糖率極低。自1896年起，日

治政權先從夏威夷引進「玫瑰竹蔗」

深刻感受。自復建工程初動至重建完成，

乃至於選訂白冷圳沿路的觀光景點、建造

賞覽用亭台及森林浴步道，不少係由地方

上的農戶義務性的投入，共為維護此一農

田水利和文化歷史之資產而獻身獻力。

白冷圳為新社首要文化資產

白冷圳既是新社居民維持生計必須

仰恃之天然泉源，亦是在甚少影響自然生

態層面下，以人為智慧、努力展現出的建

設，讓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存。自其於近

約80年前首度完工並即開始全線引水起，

便為原本位處於山林僻隅的新社，得因先

民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建設，躍

成為物產豐饒的農作寶地，並帶來了充盈

豐沛的生命力。

(Rose Bamboo sugercane)及由夏威

夷茅夷島來漢納地方出產的「來漢納

蔗」（Lahaina sugercane）2個改良

品種，試種於台北古亭、大龍峒和基

隆河畔的「台北農業試驗所」，並於

1901年將其「原種蔗苗」分送予台

中、台南兩縣及宜蘭、台東兩廳轉蔗

農栽作。20世紀初，又從印尼引進斯

時荷蘭殖民政權轄下之爪哇糖業試驗

所育成之「大莖爪哇種蔗」，嗣後多

年該一蔗種一直蔚為主流，是台灣甘

蔗之主要栽培品種；至台灣光復後，

甫逐漸改採原台灣糖業試驗所金子昌

太郎博士所育成，得視為本土蔗種的

「F108品系」，其種植率在鼎盛時期

曾占全台蔗作面積之36%。

▲ 「歷史公園」內以昔日白冷圳管理所和紀念碑為取材之之燒瓷裝飾

▲ 新社亦栽植有大量的水梨，到處可見梨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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