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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協理運璿曾到竹仔門發電廠視察禍當地的員工抱怨禍以前從未見過總經理。後來
他於民國 51 年升任總經理後禍認為台電總經理在任內應至各發電廠、服務所及變電
所巡視一次以上。這個行動成為後來每個總經理巡視準則禍讓每個員工至少都能夠
見到總經理一回。（朱瑞墉翻攝）

獅子頭圳——台灣第二個官設埤圳
高雄地區包括高雄市及鳳山、岡山、美濃三大平原禍以及荖濃溪、旗山溪兩溪
流域之山麓台地禍地勢由東北向西南漸次傾斜禍陽光充足、土壤肥沃禍是適合農業發
展之地區。全年降雨約 2,000 公厘左右禍每年 6 月至 9 月降雨量較多禍每月平均約
400~500 公厘左右禍乾雨季差異明顯禍乾季較長禍而降雨則多集中在夏秋之間禍而

■
文
•
圖
睥
朱
瑞
墉

且相當短暫。早年無水利設施之時禍農田是為「看天田」禍僅能仰賴雨水以助耕種禍
故一年只種一季禍且產量不多禍遇到乾旱則幾乎沒有收成。
美濃地區的開發係乾隆元年(1736)由廣東省鎮平縣人林豐山、林桂山兄弟禍率
領鄉親前來開墾；之後包括涂百清開墾橫山以東的龍肚禍劉玉衡與鄉親闢建竹頭角、
九芎林等庄禍李九禮開拓中壇禍陸續移民者越眾禍逐漸形成瀰濃庄。
早期的移民剛到達一個陌生的地方禍最考慮重視的是取水的方便禍因此大都是
濱水而居禍漸漸的由於移民的大量湧入禍耕地及糧食的需要急遽增加禍原來有限的濱
水可供耕作範圍禍及有限的農作收穫量禍已不足應付當時日益增加的人口禍因此才開

▲ 竹仔門發電廠的主體工程於明治 42 年
10 月 27 日竣工禍工程人員於發電廠入

始有水利系統的興起。獅子頭圳幹線原名「塗庫圳」禍創建年代與興建者均無可考禍

口處設立竣工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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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水口在荖濃溪禍原灌溉面積僅 28 甲禍灌溉面積雖

工程禍制定 16 年發展計畫禍由政府直接經營水利事業(埤圳、護岸提防)亦

小禍但已粗具雛型。

順便興建水圳附帶事業─水力發電廠。在官設埤圳時期禍應用新的科學技

光緒 21 年(1895)日人依馬關條約進佔台灣禍明

術禍採用混凝土建築禍第一個官設埤圳是彰化的莿子埤圳改修工程(3,923

治 36 年(1903)10 月台灣總督府成立官營「台北電氣

甲)禍第二個官設埤圳於次年改建高雄的獅子頭圳(面積 4,332 甲禍灌溉龍肚

禍以祝辰已為所長禍負責台灣所有的水力發
作業所＊」

庄、中壢庄、瀰濃庄、金瓜寮庄、吉洋庄、旗尾庄及手巾寮庄等地)禍接著

電工程業務。明治 38 年(1905)7 月禍台灣北部的「龜

后里圳(3,246 甲)、桃園大圳(22,000 仔甲)、桃園大圳蓄水池工程、曹公圳

山水力發電所」200 瓩(kw)工程竣工禍 8 月開始試送

進水口抽水機工程及嘉南大圳水庫工程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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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禍 10 月 15 日提供於台北之城內、大稻埕、萬華三
▲ 竹仔門發電廠為
促進員工健康禍
每年都舉辦運動
會禍此為民國
61 年舉行運動
會的實況（朱瑞
墉翻攝）

市街的電燈、電扇等用電之需求禍後逐步發展成 600 瓩(kw)的水力發電廠禍
成為台灣水力發電之先河。明治 40 年(1907)5 月於「龜山發電所」下游之新
店屈尺禍另築「小粗坑水力發電所」2,400 瓩(kw)禍至明治 42 年(1909)8 月
竣工禍以提供北台灣的家電與動力需求。
日人在「農業台灣」政策下禍為提高米糖產量禍以供其本土之需要禍對

灌溉甲數

工事

起工

竣工

工事費

獅仔頭圳
(官設埤圳)

明治 41 年
(1908)

明治 44 年
(1911)

743,905
日圓

4,332 甲

原公共埤圳獅仔
頭圳修改

獅仔頭電氣 明治 41 年
工事(竹仔
(1908)
門發電所)

明治 42 年
(1909)

981,465
日圓

1960 瓩
(kw)

獅仔頭圳附帶工
事禍於圳路上流
利用落差發電供
應南部電力

於農業要素之灌溉排水等事業禍十分重視。分別由政府興辦或補助企業者

發睥容量

摘要

(如台糖及台拓等)自辦、或予以補助禍另與銀行長期低利貸款等種種方式禍
交相運用禍而求發展。最初鑒於往昔個別私人經營禍實非所宜禍為便於統治
起見禍特於明治 34 年(1901)由台灣總督府公布「公共埤圳規則」
。凡有關公
共利益之埤圳禍均定為公共埤圳禍由政府實施管理上之監督禍政府對於埤圳
改善或新建工程之補助禍亦以公共埤圳為對象。

＊

(台灣第三個水力發電廠)
官設埤圳可以順便興建水圳的附帶事業──水力發電廠禍因而尋找可
利用溪流落差之處禍興建水力發電廠禍以達成灌溉禍並提供作為一般燈用

自明治 38 年(1905)3 月台灣總督府公佈「電氣使用規則」
禍台灣總督府

及各種工業用之動力禍如高雄州的官設埤圳獅子頭圳的附帶事業就是「竹

開放電力申請後禍各地人民用電申請案件大增禍台灣總督府於明治 41 年

仔門發電所」工程。該工程興建於明治 41 年(1908)禍屬第一代川流式發電

(1908)禍從基隆至打狗(高雄)的西部縱貫鐵路全線通車禍促成台灣島內產業

廠禍原位於旗山郡美濃庄竹仔門附近。該計畫係由竹仔門東側之獅子耳

的發展禍米、糖及阿里山林場的木材等大量輸出禍由於產業的興起禍電力的

處禍利用 21.3 公尺落差禍築設多處臨時攔水壩及引水道禍以科技工程開鑿

需求非常迫切。打狗港(高雄港)的第一期(1908-1912)築港工程禍及第一新市

山洞禍經由竹仔門隧道禍取用下淡水溪上游荖濃溪之水禍不用蓄水池或調

日治時期對發電廠之稱

街湊町填埋工程開始實施禍都需要動力機械及電力供應禍以求如期完工。因

整池禍直接經由高 3.2 公尺、寬 3.2 公尺、長 505 公尺的馬蹄型隧道工程禍

呼 為 「 發 電 所 」禍 至 光

此台灣總督府於明治 41 年(1908)復制定「官設埤圳規則」
禍對於大規模之灌

穿過山嶺禍流經 350 公尺的引水渠道(材料為埋卵石混凝土禍寬 10 公尺禍

溉工程禍非人民所能負擔者禍或對其不能負擔之部分禍均由政府直接辦理禍

深 2 公尺)及三道欄污設備至前池禍以約 70 度的落差禍藉位能釋放過程

名曰官設埤圳禍其設施屬於官有禍意圖將灌溉與水力發電禍並行開發。從明

中禍由四條直徑各為 1.5 公尺、長 66.65 公尺、厚度 3/8 吋的壓力磚管禍引

治 41 年(1908)起共編列三千萬日圓預算禍進行全台灣十四處埤圳進行修改

水急速進入地面戶內式發電廠發電。

復後才改稱為發電廠。
故本文中註明「發電所」
之處為日治時期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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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禍於明治 42 年(1909)10 月 27 日竣工禍

2. 促成高雄港市現代化：供應電力使得高

送電台南、高雄禍次年供電屏東禍大正 3

雄築港順利進行禍並完成九曲堂的自來

年(1914)供電阿公店、橋仔頭、楠仔坑及

水供應高雄、屏東禍一躍而成為現代化

蕃薯街。明治 44 年(1911)又於荖濃溪上游

都市。
3. 因電力充足禍使台南、高屏成為工商業

(1918)完工禍裝置 2880 瓩禍發電廠房及

者投資的寵兒：明治 42 年(1909)完工

設備現已改建。

的「竹仔門發電所」不但為台南、高屏

這二座九十高齡之發電廠禍於民國

地區帶來光明禍且為該地區帶來了現代

66 年 9 月 30 日因台電公司實施組織精

化動力禍大正 12 年(1923)配合「士壟

減禍合併土壟灣發電廠後改名為高屏發電

灣發電所」的電力禍更充分供應台灣製

廠土壟灣分廠禍原編制員工 46 名禍逐年

糖株式會社的後壁林製糖工廠、鹽水港

「竹仔門發電所」內裝設橫磊法蘭西

減至 40 名。竹門發電廠稱為高屏發電廠

製糖株式會社的旗尾製糖工廠以及善化

式水輪發電機組 4 台禍最大設計用水量 10

竹門分廠禍其機組設備老舊禍運轉效率甚

的台南製糖會社等水利灌溉用的馬達電

立方公尺/秒禍有效水頭 22.7 公尺禍總裝

差禍維護費用高昂禍為提昇運轉率與安全

力需求禍使南台灣的蔗糖產量及其加工

置容量為 1,960 瓩(kw)。四組發電機為德

的考量下禍並配合大電力系全面自動化禍

業迅速成長。亦提供高雄的淺野紅毛土

國柏林 A.E.G.公司的早期產品禍水輪機為

故於民國 86 年 1 月 31 日調整組織為單一

（水泥）會社、海軍無線電所及株式會

Francis(FDC-H)型禍製造廠商為

電廠禍高屏發電廠土壟灣分廠因地處偏

社台灣鐵工所等公司及工廠的電力需

Escherwyss & Co.ZURICH 。發電廠房的

僻禍交通不便禍改為電腦化的無人電廠禍

求禍創造台南、高屏地區成為工商業界

建築為長方型體構造禍兩傍飾以對稱短

稱為高屏發電廠六龜機組；竹門發電廠改

投資的重鎮。

柱禍排列整齊的半圓窗戶禍做工精緻禍古

稱高屏發電廠竹門機組禍電廠人員全部駐

意盎然。廠房式樣為仿歐式造型禍巴洛克

守於此禍員工減為二十八名。

依山形而築禍長 350 公尺禍蜿酷曲折禍水映
著山景與天色禍顏色隨季節而有所變化禍是
相當難得的水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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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頭禍圓拱上立有一鑄鐵緞造之避雷針禍

下：

處處顯示其古典之美禍早年由台灣總督府

1. 促成旗山、美濃的重大變革：四千多

營繕課長野村一郎(兼任台灣總督府廳舍

甲的荒地成為一年二期稻作的肥沃良

建築設計審查委員會委員)所設計。獅子

田禍稻米產量倍增禍成為南台灣重要

頭圳(官設埤圳)埤圳工事費七十四萬三千

的稻米之鄉。有了電力供應禍製糖

九百零五日圓禍附帶仔電氣工事(竹仔門

業、製冰、製麵、碾米業相當發達禍

發電所)費九十八萬一千四百六十五日

為居民賺進不少財富。

發電後之尾水禍流入由官方建設總長

電廠禍灌溉整個美濃庄附近達 4,327 甲農
田。可見當時建設「竹仔門發電所」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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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禍不但利用水力開發電力外禍更利用水
利作為灌溉禍使荒蕪之地禍變為肥沃之良
田。圳溝的水一點一滴灌溉這片美麗的士
地禍滋潤作物禍撫育生靈禍稻浪禾香帶給
農民一季季豐收的喜悅禍繁榮了美濃農
村。而水圳兩側的水泥護壁每隔數公尺便
設有台階禍可供婦女浣洗衣服禍也為孩童
戲水保留了親水空間。
竹仔門發電廠的廣大廠區禍在早年建
發電廠時禍即種有樹木花草禍讓大地有無
限生機禍美的像一片世外桃源。發電廠內
道路兩傍的大王椰子禍宿舍前的雞蛋花、
芒果樹禍壓力磚管旁的鳳凰木禍皆為珍貴
老樹禍除了驗證發電廠的歷史禍也是過去
曾在此工作的台電員工的記憶禍而發電廠

竹仔門發電廠完成後的經濟效益如

式藝術風格之建築禍半圓山牆頂以一形拱

廠

十三里獅子頭圳之分支系統禍起點就在發

興 建 「 土 壟 灣 發 電 所 」禍 於 大 正 7 年

▲ 溪水穿過 505 公尺的隧道禍就流入此渠道禍

充滿農村氣息的竹仔門發電

山坡上所種植的鳳凰木、停車場邊所植的
欖仁、入口處之泡桐禍均為能隨季節變化
或開花或葉片變色之植栽。新辦公室前原
為水池禍民國 80 年填士造景禍主植栽鐵
樹、榕樹、絲竹、聖誕紅、棍棒及椰子
等禍作點狀栽植禍並鋪植韓國草皮禍中央
設有噴泉禍成為竹仔門發電廠的門面。發
▲ 發電廠中的雀榕花果樹

電廠房前的花園禍佔地面積較大禍以球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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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木麻黃禍與造路作區隔禍木麻黃之下還

40 年時禍台電公司協理朱江淮主管全公司

念 的 建 築 物 」。 雖 然 該

種有多種樹木禍中央還有一圓形噴水池造

的福利禍認為在深山裡的地方缺少娛樂禍

發電廠的台電同仁對他

形古雅禍形成視覺焦點禍充分表達發電廠

每年至少要舉行一回運動會禍既可碴舞士

不太滿意禍以保存古蹟

與水之間的密切關係。這些人工造景禍使

氣禍又可提升同仁的健康禍也是敦親睦鄰

為成立宗旨的樂山文教

發電廠更加顯示出鄉村的氣息。

的最好方法。而早年這裡的員工禍為補貼

基金會馬上響應禍而高

竹仔門發電廠的所在地禍它不是一個

家用大部分員工養有豕及雞鴨禍儼然富有

雄縣文化局及建築學者

鎮禍僅是美濃的一個小村落禍早年(台灣光

鄉村情景禍當時養雞形成熱潮禍當時傳說

李乾朗也都認為應該保

復時)全村僅有十餘戶禍只有一間小雜貨

「三隻母雞可以抵得上一個公務員」。當時

存禍民國 81 年 5 月 23

店禍全村精華所在地及人口最稠密處即為

一個公務員的月薪一百多元禍但一個雞蛋

日禍內政部把竹仔門發

發電廠四週禍所以早年發電廠主任在村裡

賣三、四元禍難怪有上述的說法。但都沒

電所列名為台灣第一座

比村長有權威。現在全村有五十多戶禍商

有種蔬菜禍據說是因為雨量過份充足禍以

產業型的古蹟。次年 3

店依然只有一間。早年沒有電視時禍這裡

及土壤太壞的關係。

月中旬台電公司董事長

地處偏僻禍員工缺乏工餘娛樂禍沒有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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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仔門發電所發電後的尾水禍由官方建設總長 13 公里的官設埤
圳-獅仔頭圳禍灌溉美濃庄附近四千多甲田地

張鍾潛親赴竹仔門看這座發電廠禍亦認為

存仍在役禍罕見的古董級發電機組。曾經

也沒有俱樂部（後來才增設乒乓球桌）禍

國定古蹟的發電廠即將轉型

這座精緻的發電廠值得保存。美濃鄉人不

叱剎風雲為南台灣產業奠基禍即將默默退

員工最大的精神食糧是隔日之報紙。民國

為水力發電展示園區

忘曾經與他們生死與共的發電廠禍保護呵

居幕後。現在台電公司規劃在竹仔門發電

雖然土壟灣發電廠與竹仔門發電廠裝

護它的存在禍竹仔門發電廠於民國 92 年

廠左側 50 公尺山凹地禍新建一棟埋入式

置容量僅佔目前台電公司總裝置容量之萬

10 月 28 日被內政部列為國定古蹟禍與東

的新建物禍安置新發電機一部禍裝置容量

分之二點二五與萬分之一禍早年卻是台灣

門城樓、敬字亭共同成為「美濃三寶」禍

為 2,670 瓩禍預定於民國 96 年初動工禍

經濟發展史上之要角。這座老舊的竹仔門

每日都會吸引大批遊客前往參觀。參觀的

98 年初完成。現在的竹仔門發電廠禍其

發電所禍在民國 77 年台電公司提出更新

路線是大門、紀念碑、古蹟廠房、老發電

3 、 4 號機因調速機無法通過安全試驗已

的計畫禍打算把現有廠房拆除重建禍並換

機、壓力磚管、前池、引水渠道、沉沙

停役。 1 、 2 號機以 3/4 載運轉。將來民

置新的發電機組。這個計畫被一個在這座

池、溢洪道、隧道出口禍接著沿原路折

國 96 年以後此發電廠具有教育和發展觀

發電廠工作二十多年的工作人員反對禍他

返。

光的功能禍將配合發電廠的歷史建築與古

▲ 竹仔門發電廠的主廠房可容納四組發電機
組禍圖片後方的 3 、 4 號機已停止運作。圖片

覺得這座發電所雖不滿一百年禍但在台灣

竹仔門發電廠完成於民國前二年禍擁

蹟機組禍改為水力發電展示園區禍作外觀

電業史上有其特別意義禍因在台灣北部比

有九十多年歷史禍是全台尚在發電運轉的

保存維護禍預定 1 號機以 30% 低速運轉

它早的二座電廠的舊發電機組已停用禍所

最悠久發電廠（小粗坑發電廠的歷史雖較

（不發電）禍動態模擬禍供來參觀的人看發

以他帶著陳情書到美濃鎮公所要求地方政

久禍但早年的機組已停止運轉）禍當初所

府出面禍挽救「美濃鎮內唯一最有歷史紀

採用的德國製機組運轉至今禍是全世界現

電機「轉」的形態。
（感謝鍾文興廠長提供資料罦並彙整校稿）

前方的 1 、 2 號機組至今仍可運轉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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