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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川上浩二郎與基隆築港（1899-1916）
陳凱雯 *
摘

要

基隆築港是日治時期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推行臺灣事業公債法下的三大事業之一，
除了設置直屬臺灣總督府的專門築港機關，並且培養出一批從事築港工程的技術官
僚。川上浩二郎即是早期來臺的土木技師，他自 1899 年渡臺至 1916 年離臺的 18 年
期間，致力臺灣港灣調查以及基隆第一、二期築港工程。不僅位至臨時臺灣總督府
工事部基隆築港所所長，更以基隆築港為研究主題，獲得東京帝國大學的工學博士
學位，在日本近代築港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其離臺後回國繼續參與日本博多灣築
港，實為將殖民地經驗帶回日本的重要技術官僚。
正因築港工程對臺灣經濟發展以及基隆港的改變影響顯著，因此川上浩二郎被
譽為「基隆港的恩人」。川上浩二郎的基隆築港經歷，也反應了築港工程在經濟發
展之外，對於日本殖民統治有著正面宣傳價值。本文利用公私文書與報章雜誌，對
川上浩二郎在臺經歷做一整理闡述，並透過探討川上浩二郎與基隆築港之關係，試
析技術官僚對殖民地統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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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大正年間日本港灣協會所發行的刊物《港灣》，在 1986 年製作了企劃「港
的 100 人（みなと 100 人）」，刊載了從日本中世紀以來至近代對於日本港灣具
有貢獻之 100 人的生平介紹。 1這一百人之中，有平安時代建設大輪田之泊（今
神戶）的平清盛，亦有明治維新期推行港灣建設的大久保利通。而其中唯一一位
以臺灣殖民地技術官僚為功績書寫，就是以基隆築港聞名的川上浩二郎。 2
近來日治時期的殖民地官僚研究已有相當的成果，尤其在技術官僚方面，多
位將臺灣帶入近代化文明的臺灣技術官僚備受關注，如主導烏山頭水庫建設的八
田與一（1886-1942）、有臺灣水道之父之稱的濱野彌四郎（1869-1932）等，學
界多有專論。 3近來也有多位學者對日治時期的技術官僚展開系統性研究；史學
方面，蔡龍保對臺灣總督府的土木技師的整理分析頗為扎實。 4在這些研究中，
1

2

3
4

《港灣》是從 1913 年開始由港灣協會所發行之期刊，除了創刊年為季刊以及少數年份為半年刊
之外，皆為月刊形式，至今已發行至 90 卷（2013.8）。港灣協會的設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
後，日本國內各界對交通機關的整備問題急切，大正 11 年於中國大連召開港灣會議中決議成立
港灣協會，設於內務省之下，為統一港灣行政與港灣相關法律制定等事務的研究機構。2013 年
改為公益社團法人日本港灣協會。編輯部，〈港湾史を飾る人々：「みなと 100 人」の連載に
あたって〉《港灣》，第 63 卷第 4 期(1986.4)，頁 61-65；〈港灣協會設立趣意書〉《港灣》，
第 1 卷(1923)，無頁碼。社團法人日本港灣協會編，《新版日本港灣史》(東京：株式會社成山
堂書店，2007)，目次前頁 3-4。
除了川上浩二郎具有殖民地經驗外，桑原利英(1886-1944)是以中國東北大連、旅順築港與土木
事業等被列入 100 人中，而石橋絢彥(1852-1933)、石黑五十二(1855-1922)、渡邊了武(1885-1979)
等人皆有參與基隆築港的調查或工作，但並非撰寫之主要內容而數語帶過。參見〈港湾史を飾
る人々「みなと 100 人」〉
《港灣》
（以下篇名期刊名相同），63：6(1986.6)，頁 55、63：7(1868.7)，
頁 82、63：10(1986.10)，頁 73-74、63：11(1986.11)，頁 65。
高橋裕，《現代日本土木史》（東京：彰國社，2007），頁 124。
蔡龍保，〈長谷川謹介與日治時期臺灣鐵路的發展〉《國史館學術集刊》，6(2005.9)，頁 61-108；
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之技術官僚：以土木技師為例〉《興大歷史學報》，19(2007.11)，
頁 309-390。此外尚有黃士娟，《建築技術官僚與殖民地經營 1895-1922》(臺北：遠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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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上浩二郎對於基隆築港的重要性雖亦曾被提及，但缺乏深入探討。 5本文即嘗
試以川上浩二郎的在臺經歷，探究日人技術官僚對基隆築港的重要性；此外，更
擬以川上如何建立起築港官員的領導地位為例，略論過去較少被關注的技術官僚
與地方社會之關係。首先，必須先從基隆築港談起。
1895 日本統治臺灣，尚處於軍事鎮壓階段的臺灣總督府，急欲建立一個母
國與殖民地連接的交通要港。基隆不僅地理條件優於其他港灣，又是距離日本最
近的港口，第一代總督樺山資紀於同年 9 月向內閣呈基隆築港的意見，其認為基
隆築港不僅在軍事方面，在未來殖民統治、經濟開發方面都是非常必要的工程。6
翌年 3 月在臺灣總督府下成立基隆築港調查委員會，以海軍部長角田秀松為委員
長，並延聘在日本已有築港經驗的技師為築港委員，來臺進行基隆港灣調查。
然而在 1897 年總督乃木希典向內閣提出 5 年的基隆築港計畫時，卻被內閣
以調查不足為由否決。基隆築港的推動，直到兒玉源太郎就任總督後，民政長官
後藤新平才決心要將築港政策付諸實行。1898 年 4 月基隆築港調查委員會被解
散，將築港事務移至民政部土木課之下，同年底總督府向國會提出 6 千萬的臺灣
事業公債計畫，即縱貫鐵路、基隆築港與土地調查等，其中基隆築港預算 1 千萬，
包含建造防波堤與濬渫港灣。然而原來公債事業的 6 千萬計畫被砍為 3千 5百萬，
其中基隆築港計畫被削減為 2 百萬圓，僅能從事部份的港灣濬渫與建造繫船所，
預計為期 4 年完成。 7
在基隆築港計畫通過之後，總督府即開始著手基隆築港機構與專門人手的募
集。原先由民政局土木課所負責的築港事務，1900 年 8 月頒布臨時臺灣基隆築
港局官制，9 月設立臨時臺灣基隆築港局，臺灣第一個專門築港機構於是誕生。
其中，築港局長由民政局長後藤新平擔任，與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長相同，此乃

5

6

7

2012)；陳正哲，
〈日本植民地時代の台湾都市建設に関わった人物の研究：明治時代の官系統〉，
收入社團法人日本建築學會編，《日本建築学会大会学術講演梗概集》(東京：編者，2001)，頁
215-216。
蔡龍保在研究臺灣總督府技術官僚的土木技師群中指出，在技術官僚領政期(1898-1924)，川上
浩二郎即因具有東大背景，而被長尾半平納入所建構的東大精英團隊之一份子；林炳炎在研究
臺灣的水泥技術注意到川上浩二郎與基隆築港的關係；近來日本學者井上敏孝對於日本築港的
系列研究中，亦提及川上浩二郎在築港技術中的重要性。參見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
之技術官僚：以土木技師為例〉，頁 318-319；林炳炎，《紅毛土技術史在臺灣》(臺北：著者，
2005)，頁 124-129；井上敏孝，〈日本統治時代の台湾基隆港・高雄港築港工事：コンクリー
トケーソ ンを巡る川上浩二 郎技師と山形要助 技師の功績〉《セメ ントコンクリート》 ，
782(2012.4)，頁 44-48。
〈基隆港築港ノ儀ニ付稟申〉，收錄於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6060523700，
明治 29 年「日清事件綴込 秘密」(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編，《基隆築港誌》(臺北：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1916），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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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事業公債事業對於總督府的重要性，後藤負責築港計畫的大方向，而實際的
築港事務則是由土木課長長尾半平 8(1865-1936)所領導的團隊擘畫。然長尾半平
在築港局成立之初，即赴歐美進行為期一年半的考察（1900.7-1902.1）， 9因此
築港初期的工作是由高橋辰次郎、川上浩二郎、十川嘉太郎等技師負責。
在這個築港團隊裡，多數是由民政局土木課職員兼任，川上浩二郎是其中之
一。 10川上過去並沒有築港的經驗與相關背景，但卻是土木課長長尾半平以基隆
築港的必要人才為由，向總督兒玉源太郎力薦來臺的。川上浩二郎何以被委以築
港重責，以及如何因基隆築港而聞名，以下就川上浩二郎的在臺經歷分項探討。

圖 1 川上浩二郎
資料來源：中西利八編，《財界フースヒー》（通俗経済社 1931 年刊行），收
入於《日本產業人名資料事典 II》，第 1 卷(東京：株式会社日本図
書センター，2002)，かの部頁 51。

貳、川上浩二郎其人
川上浩二郎出生於 1873 年 6 月 8 日新潟縣古志郡（今新潟縣長岡市），其
父為川上喜右衛門，哥哥為地方實業家川上淳一郎 11。川上浩二郎於 1890 年通
8

長尾半平(1865-1936)，新潟縣人，擔任過日本內務省、山形縣、埼玉縣土木技師，1898 年來臺
擔任總督府民政部土木課技師至土木局長，受到後藤新平的知遇，為後藤推行臺灣土木行政的
得力助手。後藤離臺擔任南滿鐵道總裁，長尾亦隨至，後任日本鐵道院技師、眾議院議員等職。
五十嵐榮吉編，《大正人名辭典》(東京：東洋新報社，1917)，頁 323；黃俊銘，〈長尾半平與
日據初期的營繕組織〉《建築學報》1(1990.3)，頁 153-154。
9
〈長尾半平氏の消息〉《臺灣日日新報》，1900.10.9，第 2 版；〈長尾半平氏の歸朝〉《臺灣
日日新報》，1902.1.17，第 2 版。
10
內閣印刷局，《（明治三十四年）職員錄（甲）》 (東京：內閣印刷局)，頁 817-818。「臺灣
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11
川上淳一郎(1865-1931)就讀東京專門學校(今早稻田大學前身)，學成後歸鄉歷任新瀉縣眾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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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入學考試，進入了招收士族子弟為主的精英養成學校——第一高等中學校， 12
並順利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大學就讀。1898 年自土木工學科畢業後，隨即被
任命為農商務省技手，擔任福岡礦山監督屬，從事三角測量以及礦區測量等工
作。 13但工作一年餘，川上即於 1899 年 6 月，以不堪病痛為由申請退職。同年 7
月即因長尾半平的推薦，擔任臺灣總督府技師。
長尾半平不僅是川上浩二郎東京帝國大學土木工學科的學長，亦是同鄉新潟
縣人。長尾半平受到後藤新平的拔擢，於 1898 年底來臺，擔任總督府民政部技
師，隨即擔任土木課課長一職，成為後藤新平重用的技術官僚，專門負責土木建
築營繕事業的主導人物，亦是築港局的主要規劃者。 14當 1899 年 6 月 7 日川上
向農商務省申請退職後，長尾半平隨即於同月 30 日向總督兒玉源太郎提出申請，
希望「為了基隆築港技術上的必要」，以高等官六等任命川上擔任臺灣總督府技
師，獲得認可。人事命令快速於 7 月 19 日發布，川上於 8 月 6 日隨即於基隆上
陸。 15由此可知，川上以不堪病痛為由辭職可能只是藉口，真正的理由應而是受
到長尾半平的招攬，以特別任用之方式被納入後藤新平的東京大學畢業技術官僚
群中。
川上浩二郎在來臺前就有一子名為洋一（1899 年 5 月），其妻東京市士族
之 後 的 川 村美 子 女士 ， 則 是川 上 在 來臺 後 第一 次 以 出差 名 義回 東 京 、大 阪
（1900.11-1901.2）時登記結婚的。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川上夫人曾於
1906 在臺擔任赤十字社支部基隆分會篤志看護婦總代表，以及長男洋一畢業於
基隆雙葉尋常小學校等等訊息，可知川上浩二郎在結婚後將妻兒接至臺灣同住，
也因他來臺後一直致力於基隆築港工作，並未像其他技師兼任其他公務，一家人
就一直長住於基隆仙洞庄（今基隆市中山區）的築港局官舍。兩人陸續生有二男
俊二（1907）、三男建三（1911）與四男喜代四（1916）。四男喜代四出生後，
川上浩二郎即向總督府辭職，舉家遷回日本，又獲長女民（1919）。川上浩二郎

12

13

14
15

長岡銀行、北越新報社董事等職，是地方有力之實業家。參見中西利八編，《財界フースヒー》
（通俗経済社 1931 年刊行），收入於《日本產業人名資料事典 II》，第 1 卷(東京：株式会社
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2)，かの部頁 44。
第一高等中學校前身為東京大學預備門，原為東京英語學校，是日本幕末為了積極吸取西歐文
化所設立的專門學校。高等中學校的教育目標是以培養學生進入帝國大學，成為國家可用之才
為目的。參見高橋佐門，《旧制高等学校の教育と学生》(東京：国書刊行會，1992)，頁 1-10。
〈川上浩二郎恩給証書下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482 冊，第 12 件；〈川上浩二郎
任技師〉《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461 冊，第 67 件。
黃俊銘，〈長尾半平與日據初期的營繕組織〉，頁 153-154。
〈川上浩二郎任技師〉《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461 冊，第 6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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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官後回日本擔任博多港築港會社專務董事，1933 年 3 月在東京自宅病逝，享
年 61 歲。 16
從原農商務省的技手到總督府技師，川上浩二郎在仕途上可說是高陞，從此
也與基隆築港結下 17 年的緣份。臨時臺灣總督府基隆築港局成立之後，川上浩
二郎為工務課技師之一，在臺灣期間，他不僅將所學實際應用在基隆築港工程上，
也在 1912 年以基隆築港的主題得到工學博士。川上浩二郎回日本後獲聘於博多
灣築港會社，亦是依靠基隆築港之名聲而受到延攬。其人生幾乎與基隆築港密不
可分。

參、川上浩二郎來臺初期與港灣調查
川上浩二郎於 1899 年 8 月來臺後，9 月即以土木局技師名義，陪同後藤新
平以及事務官木村匡等人，一行人從基隆出港，至打狗、鳳山、阿猴等地實地考
察。 17在就任築港局的技師後，川上浩二郎除了進行基隆築港的工作外，也曾至
澎湖、恆春等地實地考察，此乃為選定臺灣沿岸航線定期停泊港灣做的調查工作。
川上浩二郎在提交恆春調查報告中提到：
本島南部缺乏港灣，唯一的交通機關—沿岸定期航線，也往往因天候不
良廢止靠港，如此造成本島南部開發上至大的阻礙。選定安全的靠港地，
以圖交通上之利便，乃當務之急。

18

當時軍方與恆春辨務署對於轄下的港灣優缺各有意見，在恆春的大板轆（今
恆春鎮南灣里）與後灣仔（今車城鄉後灣村）兩者無法決定優劣，1900 年底恆
春辨務署向總督上呈希望派專門技師進行詳細測量。於是川上浩二郎在 1901 年
8 月至恆春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實地考察，其報告提出大板轆較為優良，唯必須改
16

中西利八編，《財界フースヒー》（通俗経済社 1931 年刊行），收入於《日本產業人名資料事
典 II》，第 1 卷(東京：株式会社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2)，かの部頁 51；〈川上浩二郎恩給
証書下附〉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482 冊，第 12 件；臺灣總督府編，
《府報》，1900.11.9，
第 855 號；臺灣總督府編，《府報》，1901.2.21，第 907 號；〈基隆の特志看護婦證書授與式〉
《臺灣日日新報》，1906.2.17，第 2 版；〈歐洲メール香取丸で 基隆に珍客 川上博士の令
息が寄港〉《臺灣日日新報》，1937.6.22，第 9 版。
17
〈後藤民政長官の南巡〉《臺灣日日新報》，1899.9.12，第 2 版。
18
〈港灣調查川上技師外一名復命書燈臺建設物調查青山技師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第 4704 冊，第 30 件，19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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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恆春市街與大板轆的陸路交通。同年 11 月大板轆即取代車城成為恆春地區的
沿岸定期航路港口，並開始進行恆春、大板轆之間的道路工事。 19
除了恆春，川上浩二郎也曾對打狗築港進行調查並提出築港設計計畫。前
述川上浩二郎在任職築港局技師前陪同後藤新平考察南部各港灣時，就對打狗港
提出簡要的改善方向；1901 年在基隆築港進行的同時，川上浩二郎接受土木課
長長尾半平以及代理課長高橋辰四郎的命令，與土木局的職工等人進行測量調查，
將其結果彙整並擬定築港計畫與 560 萬為期六年的預算書，此可說是高雄港最早
的近代築港計畫。 20不過因當時經費問題，調查時間亦短，由國家主導的打狗築
港並未能成型。雖然日後的打狗港修築是由技師山形要助所主導，但提到日治時
期高雄築港的歷程，皆會以川上浩二郎的港灣調查為始。 21
隨後，川上浩二郎也接續長尾半平之後，於 1902 年被派往印度、爪哇以及
歐美各國考察。此時正值基隆港築港第一期工程的尾聲，而基隆築港所規劃的一
千萬藍圖中，重要的防波堤與繫船壁皆尚未開始，後藤新平原先希望第二期計畫
就此延續，繼續向內閣申請第二期築港計畫經費預算，包含建造防波堤與海陸市
街交通連接的大規模建設。而川上浩二郎在此時海外考察，亦正是為了第二期築
港工程。後藤新平在其派遣川上赴海外考察的理由書陳述如下：
本島經營急務的基隆築港事業，兩百萬元的預算既已成立，其工事也逐
步進行，最快再一年就可完成。然而既定預算工事，僅僅止於港內部份
的濬渫，有關水陸交通聯絡設備的開始、以及港與市之間等等的關係，
都尚未著手，作為港的缺點仍然頗多，築港事業僅僅開始著手而已。更
19

〈港灣調查川上技師外一名復命書燈臺建設物調查青山技師復命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第 4704 冊，第 30 件，1902.1.1；淺香貞次郎，《臺灣海運史》(臺北：社團法人臺灣海務協會，
1941)，頁 182-183、202；〈恆春廳楊德外十八名ヨリ恆春、大板垺間開通ノ道路敷地寄付ノ件〉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745 冊，第 20 件，1902.8.8。
20
〈 打 狗 港 調 査 報 文 並 築 港 工 事 設 計 予 算 書 (1)〉 ， JACAR(ア ジ ア 歴 史 資 料 セ ン タ ー )Ref.
C11081253800，「台湾嶋関係書類 巻 3 止 明治 28~38」(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打狗港調査
報文並築港工事設計予算書(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08125400，「台
湾嶋関係書類 巻 3 止 明治 28~38」(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1
至 1906 年佐久間左馬太總督上任後，同年 6 月川上浩二郎即向總督提出打狗港調查報告，將他
自 1899 年來臺隨後藤新平南部考察的概要，以及歷次築港局同仁至打狗進行港灣調查報告彙
整後上呈。報告包含打狗港的地形、深淺測量、潮汐、氣象觀測、潮流、海底地質等等。〈川
上技師提出打狗港調查報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4963 冊，第 33 件，1906.10.1；高
雄市文獻委員會，《重修高雄市志》，卷九交通志(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85)，頁 60-62；
謝濬澤，〈從打狗到高雄：日治時期高雄港的興築與管理（1895-1945）〉《臺灣文獻》，第
62 卷第 2 期(100.6)，頁 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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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有鑑於現下東亞情勢發展未來可期，基隆築港的完備實在是刻不容
緩，繼續現行工事之外，更要擴張改良工事，此事乃非常迫切。
雖然過去關於築港事業技術有進行種種調查，但是親臨實地的精查最為
重要，但可惜本國並無可取的範本。作為國家百年大計，不想有疏漏的
話，勢必要對先進國家的既有設施與施工中的工事進行踏查。審視現在，
察覺將來，必須做切實的精確調查。其調查要點概為：（一）水陸交通
上的聯絡（二）防波堤、碼頭及修船廠的構造（三）海運事業的發展（四）
港與市街的關係（五）機械力的應用發展等。過去技師長尾半平有對其
中部份進行調查，但是對第二期計畫的工事施行，有不少遺憾之處。故
這次欲再派遣一名技師赴歐美、印度與爪哇，對防波堤以及水陸交通聯
絡進行調查。

22

根據後藤新平所陳理由，基隆築港在獲得 200 萬圓預算後，雖已執行第一期
築港工作，但遠遠不如將來所預期的築港所需設備；加上雖然在第一期工程動工
之前即已派長尾半平赴歐洲踏查，但像是水陸交通連結設備、港市規劃等等重要
工程設計仍然缺乏瞭解。在近代日本築港史中，雖在 1870 年代已開始著手近代
築港工程，但野蒜港、橫濱港至大阪港的建築過程中，接連遭受到工程失敗的打
擊，其中最嚴重的就是水泥製品置入海底卻龜裂破損，一直是日本近代築港上急
待克服的問題。 23故後藤認為日本國內並沒有可取的範本，於是在第一期工程將
要完工之時，派技師川上浩二郎再赴歐美本國與殖民地實地考察。
川上浩二郎從 1901 年 12 月接獲命令，翌年 1 月先歸東京，同年 4 月正式赴
歐美考察，並至印度、爪哇南洋各地，至 1904 年 2 月經日本後回臺，歷時約 1
年 10 個月。 24然而就在川上赴海外考察的同時，第二期築港工程的計畫卻遭遇
到波折。
在第一期築港幾近完工之際，總督府於 1902 年底向帝國議會提出第二期基
隆築港計畫，但正逢第 17 回帝國議會解散而未成，接著在 1903 年中召開的 18
22

23

24

〈築港局技師川上浩二郎英領印度蘭領爪哇及歐米各國ヘ派遣ノ件（內務大臣）〉《臺灣總督
府公文類纂》，1901.12.26，第 681 冊，第 46 件。原文日文，中文筆者自譯。
廣井勇，〈近代我國最初の築港〉，收入於大日本文明協会編，《明治文化発祥記念誌》(東京：
大日本文明協会，1924)，頁 135。廣井勇，《日本築港史》(東京：丸善株式會社，1927)，頁
101-102。
臺灣總督府編，《府報》，1901.12.21，第 1081 號，頁 52；〈川上技師の巡路〉《臺灣日日新
報》，1902.1.17，第 2 版；〈官塲紀事〉《臺灣日日新報》，1904.3.4，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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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臨時議會遭否決，年底的第 19 回議會又面臨解散，1904-1905 年爆發日俄戰
爭，在國內朝野支持戰爭的情況下，使得基隆築港第二期計畫遲遲未能展開。 25
造成 1903 年 7 月第一期計畫完工後，築港局幾乎面臨停擺，僅能爭取維持經費
支付船舶維護與地租等費用，許多官吏、船員與職工也相繼解僱。 26留任的土木
局技師皆有兼任其他職務，唯有川上浩二郎是在基隆築港維持期間無其他兼職者，
並仍繼續住在基隆築港局官舍。 27因築港局僅能在有限經費從事原計畫之濬渫工
程，川上在歸臺後面對築港事務的停擺，轉而至各地考察，其足跡至滬尾、龜山、
宜蘭、彭佳嶼等地。 28

肆、川上浩二郎與基隆築港
在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國內興起另一波殖產興業的風潮，港灣建設已成為
國策目標。1906 年春第 22 回帝國議會通過基隆第二期為期 7 年的築港工程預算
620 萬，同年民政局長後藤新平離開臺灣轉任滿鐵總裁，基隆築港局長之職改由
民政局土木部長長尾半平擔任代理局長。不過當時《臺灣日日新報》在報導基隆
築港工程時，已稱呼川上為「主任者」， 29可知此時的基隆築港工程的實際執行
者，已交由川上負責。
在基隆第二期築港工程進行之際，築港機關也歷經幾次調整。1900 年所成
立的臨時臺灣總督府基隆築港局，是臺灣第一個官方築港機關，當時由民政長官
擔任局長，並由土木局技師兼任築港局技師。1906 年佐久間左馬太總督上任後，
除了由築港局持續推動基隆築港工程外，攸關臺灣南部開發的打狗築港工程亦開
始啟動。1908 年經議會通過，開始了 4 年期打狗築港計畫。 30隨著南北兩大築港
25
26

27

28

29
30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基隆出張所編，《基隆築港誌》，頁 52。
〈土木局事務概要（自明治三十五年五月廿五日至同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一括〉《後藤新平
文書》，頁 84-87，「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
根據《總督府職員錄》，明治 35 年築港局所屬官吏含兼任共 54 位，至 39 年剩 41 位，留任者
幾乎都是土木局土木課技師、技手兼任。其中 6 位技師中，長尾半平與山形要助兼任臺北電氣
作業所與土木局水利課技師，高橋辰次郎兼任鐵道部技師，十川嘉太郎兼任總務局地方課與臺
北電氣作業所，田崎二三次兼任臨時糖務局糖務課囑託。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3），頁 67-69；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
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6)，頁 59。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臺灣總督府編，《府報》，1904.6.1，第 1535 號，頁 1；臺灣總督府編，《府報》，1904.8.25，
第 1585 號，頁 34；臺灣總督府編，《府報》，1905.3.16，第 1709 號，頁 49；臺灣總督府編，
《府報》，1906.2.9，第 1908 號，頁 30。
〈基隆築港の岸壁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06.10.14，第 2 版。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重修高雄市志》，卷九交通志，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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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進行，以及對各種殖民基礎設施逐項進行，總督府欲設立築港局專責築港
事務、水利局以從事臺灣農業改良工事。但此提案遭日本中央政府否決，改為兩
機關合設立一單位。 31於是，1908 年 7 月總督府廢除臨時臺灣基隆築港局，設立
工事部，統管築港、水利、電氣等相關業務，由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擔任部長，
次長代理為長尾半平，下轄總務課、水利課、築港課、電氣課、經理課等五課，
轄下基隆支部與打狗支部，專門負責兩港的築港事務。原基隆築港局主要技師群
中，高橋辰次郎擔任工事部築港課課長，山形要助擔任打狗支部長，川上浩二郎
擔任基隆支部長，正式成為基隆築港機關的首長。
然而負責築港事務的工事部仍歷經多次調整。1909 年 10 月因總督府推動官
制改革，將才成立一年的工事部和土木局合併為土木部，原基隆支部更名為基隆
出張所，川上浩二郎仍舊擔任基隆出張所所長。 321911 年總督府又將築港與水利
灌溉工程另於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下執行，川上依然擔任基隆出張所所長。築
港機關歷次的變化，與當時總督府對土木行政的調整相關。然而築港事務從一開
始的臨時機關—臨時臺灣總督府基隆築港局，中間曾一度歸至土木局轄下，又再
次另立臨時獨立機關—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管轄，可知築港事務的特殊性與複
雜性，不是單單土木行政所能管轄。 33但無論此時期的築港機關如何調整，基隆
築港一直是以川上浩二郎為主事者。在這段期間，川上完成了基隆築港第二期計
畫，同時亦完成他的博士論文研究。

31

〈工事部と他の官衙〉《臺灣日日新報》，1908.7.31，第 2 版。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編，《明治四十二年五月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北：株式會社臺
灣日日新報社，1909)，頁 78-85；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編，《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臺灣總
督府文官職員錄》(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09)，頁 30-33。
33
總督府對土木與交通行政的紊亂，影響其事業的發展，一直到 1924 年官制改革，將土木局廢止，
改設交通局，下設鐵道部、遞信部、道路港灣課、總務課、基隆築港出張所、高雄築港出張所
等機關，才逐漸步上軌道。請參考蔡龍保，《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之
研究(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8)，頁 41-4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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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工事部基隆出張所所長時期之川上浩二郎
資料來源：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基隆出張所編，《基隆築港沿革》(臺北：株
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13)，頁 5。
一、 主導基隆築港工程
基隆築港自 1903 年中完成第一期計畫後，預算遲遲無法在議會通過。明治
38 年度議會通過 23 萬餘元的基隆築港費，雖名為築港費，但也僅能維持性的保
全船舶、機械與濬渫工事而已。直至日俄戰爭結束後，港灣建設成為國策，1906
年第 22 回帝國議會通過第二期基隆築港費預算 620 萬，雖然只有原計畫經費 1
千 3 百餘萬元的一半，但總算是結束了「維持期」，開始進行為期 7 年的第二期
築港工程。
第二期築港工程可謂是讓基隆港一躍成為國際要港的重要工程。其最主要的
工程包含建造內港海岸平整深水碼頭，海岸河川堤防工程，以及港內鱟公島、鱟
母島的鑿除與港內深濬。尤其是深水碼頭工程，被稱是築港工程最難以完成的部
份。如前所述，當時日本土木工程界尚未全面克服水泥在海中鹽化的問題，加上
基隆港必須面對冬季的東北季風、夏季的颱風等自然因素考驗，工程進度並不順
利，時有堤防破裂或風災導致工程受損或延宕的情形。341907 年基隆罾仔寮的岸
邊就因海底地質鬆軟加上海水浸入，使得建造的海中深水碼頭陷沒，當時的築港
局長長尾半平與技師高橋辰次郎還特地從臺北至基隆調查損害情形；1908 年又
發生疑因海上風浪過大，致使二十間餘（約 36 公尺）堰堤潰堤。 35川上曾提到
34

35

〈基隆岸壁工事竣功期〉《臺灣日日新報》，1908.7.10，第 3 版；〈基隆の水害〉《臺灣日日
新報》，1908.10.13，第 2 版；〈基隆暴風經過〉《臺灣日日新報》，1911.9.3，第 3 版。
〈築港堰堤の陷沒〉《臺灣日日新報》，1907.9.5，第 2 版；〈基隆築港堰堤陷沒の詳報〉《臺
灣日日新報》，1907.9.6，第 2 版；〈基隆築港堰堤決潰の詳報〉《臺灣日日新報》，1908.6.26，
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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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築港工程上的艱難：
回顧過去十四年間，基隆歷來每年自十一月至翌年四月半歲，盡屬雨期，
東北信風亦至。港內外波浪高激，毋論浚渫作業之難，舉凡岸壁之築造，
以及填地其他，亦無一不受影響。益以內港一帶，地質脆弱，築造堅牢
重大之岸壁更極辛酸。且鱟公鱟母二島，純屬破岩成結，欲由水中開鑿
排除，尤為難事之至。 36
除了工事至難之外，第二期築港工程不似第一期工程僅著重在港內濬渫工
作，海陸連接與港市的規劃乃是此期的重點。有關海岸周遭土地的徵收使用，以
及新埋土地的規劃等等，都必須與地方政府以及海軍等相關單位等共同籌劃以及
許可。 37因此第二期基隆的築港工程，是與當時的市區改正政策相結合。
在第一期築港工作完成後，總督府即將基隆市區改正納入臺北市區改計畫委
員會，改名為臺北基隆市區計畫委員會，將基隆辨務署、築港局與鐵道部技師等
加入委員群中，開始調查基隆海濱一帶的土地測量， 381903-1904 年間因土地所
有權之爭的基隆土地問題告一段落之後， 39基隆市區改正計畫也配合著此時期的
築港計畫推動。
基隆市區改正計畫，是以新填埋的海岸土地作新市區規劃為始，其次是流經
基隆市區的河岸旁的街區重劃，而這兩者也都是築港工程的重點之一，故川上以
土木部技師擔任初期的設計監督，至 1911 年海岸工程漸次完成後，才將原設於
築港所的基隆市區改正事務移交給地方政府基隆支廳掌管。 40
除了市街地的規劃外，築港工程與海運相關業者的生計息息相關，尤以海陸
運輸連結最需要的上屋（臨時儲貨場）、倉庫等空間最為至要。為築港主事者的
川上，常須與官方、海運業者扮演居間協調的角色。如 1909 年，川上出面接受
36
37

38

39

40

〈築港報告及式辭〉《臺灣日日新報》，1913.10.20，第 3 版。
1906 年基隆築港局就以「有關築港事業必要的土地買收事務」為由，將基隆廳長聘為無給職的
基隆築港局囑託，處理有關基隆築港土地問題。〈橫澤次郎ニ事務囑託認可ノ件（基隆築港局）〉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256 冊，第 15 件，1906.3.6。
〈基隆の市區改正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00.12.16，第 2 版；〈基隆港灣調查の結了〉《臺
灣日日新報》，1902.12.12，第 2 版。
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5)，頁 56-62。近來社會史研究者林文凱從法律觀點對於基隆土地問題亦有新詮釋。
參見林文凱，〈殖民法律的兩面性：日治初期基隆土地紛爭事件的重新分析〉，演講未刊稿，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3.1.15。
〈基隆市區改正所管變更〉《臺灣日日新報》，1911.8.5，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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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運輸同業組合對於基隆深水碼頭設計的陳情，並承諾將出張所保管的土地建
設上屋與倉庫，由運輸組合統計調查各運輸業者所需空間，開放申請租用。 41但
當第二期築港完工後，因貨物移輸出入量大增，港務與鐵路輸送不及導致滯貨頻
傳，加上倉庫租用費率過高，引起運輸業者不滿。1914 年川上浩二郎以所長之
身份，召集三井、郵船、商船等各代表，發表上屋倉庫使用費用問題，除了特定
空間給郵商船聯絡貨、短期貨及工事部直轄所屬外，其他分借給三井等其他民間
會社，每月按坪數徵收租金。 42
川上浩二郎主持基隆築港工程期間，除了完成艱難的第二期築港工程之外，
也參與了與其相關的基隆市區改正，以及負責擔任與民間業者溝通的管道。川上
在赴歐美考察回國後，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曾欲以高薪禮聘，但川上浩二郎以基
隆築港尚未完成為由拒絕， 43可見他以基隆築港為職志的決心。
二、 川上的築港論文研究
川上浩二郎不僅是位殖民地官僚，他亦以其專業所學應用於學術研究。他曾
於臺灣遭受颱風侵襲損害後，在《臺灣日日新報》連載一篇〈天災豫報〉文章，
力陳應以科學觀測減低災害損失。他分別陳述暴風雨、海浪、洪水、地震等預報
資訊的重要性，並認為臺灣是研究觀測這些天然災害的重要場所：
……作為有關暴風及洪水預報的學術性研究場域，本島是他處求之不得
的合適地區，特別是暴風生成地的特性上。我認為這些研究不只是在實
際上就獨以讓本島四百萬生靈受益，還能對世界學術上貢獻出遠大成績，
因此像是經費等等，亦不足論。 44
會有這樣的呼籲，與他基隆築港的工作密不可分。根據川上浩二郎所述，
在 1906 年開始第二期築港工程中最艱難的港內基隆海岸石壁工事，川上浩二郎
命技手長井利知測量港內的地形，得到潮差差距極大的數值，引起他的注意。潮
位變化影響工程極鉅，因此川上浩二郎於 1909 年以職務之便，開始研究氣壓與
潮位改變的關聯性。他在仙洞地區放置檢潮器，依照暴風激烈的滿潮的記錄來預
知暴風來襲時間；由海浪的振動期來推測港與低氣壓的關聯性等。川上浩二郎注
41
42
43
44

〈基隆船荷積卸塲善後策〉《臺灣日日新報》，1910.05.22，第 3 版。
〈基隆上屋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14.4.23，第 2 版。
〈川上博士の成功〉《臺灣日日新報》，1912.11.15，第 3 版。
〈天災豫報（四）〉《臺灣日日新報》，1911.9.30，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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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臺灣至菲律賓間是低氣壓生成環境，氣壓與潮位的變化有絕對的關係，也對
靠近海岸的河川順逆流造成的洪水或倒灌有密切關聯。 45故前段引文的文章，正
是當時臺灣受到嚴厲颱風災害後的為文，呼籲政府應該投入經費從事天災研究。
1912 年 7 月川上浩二郎以〈論基隆港之深水碼頭（基隆港の岸壁を論ず）〉
為題目，獲取了東京帝國大學工學博士學位，即是將臺灣作為研究場所進行科學
研究之理念付諸實行。川上論文共分為五編：第一編為基隆港的性狀及築港的目
的，說明基隆港特別的海下地質、潮位之變化、氣候影響等狀態；第二編為調查
及試驗工事，說明海水對膠泥即混凝土的影響關係，並對基隆港實驗各種膠泥與
方法成果具體詳述；第三編為碼頭工事的大要，說明深水碼頭設計與實施使用的
膠泥、混凝土調製方法，以及鋼筋混凝土橋的設計與實施；第四編為理論的研究，
將前章所實施的工程做學理性的探討，如土砂的壓力、橋樁的支撐力之計算公式
等；第五編為碼頭完工的經過及設計上將來之注意，列記將來所需注意事項與建
議。
根據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大學教授會提出的論文審查意見，肯定川上浩二郎在
如基隆港軟弱地質的海底建造深水碼頭這艱難的工作，能廣泛參考海內外諸港的
成功與失敗經驗，對施工材料與方式進行種種試驗，在基隆碼頭設計與施工上得
到良好的成果，無論是在學理上或實驗上，對工學的進步有顯著貢獻。 46
20 世紀初期日本築港技術尚在發展期，川上浩二郎利用火山灰等材料混入
水泥增加對海水抵抗力的強化，以及特殊的施工方式完成基隆的深水碼頭，受到
築港工程界的讚賞。 47曾任民政部學務課事務官的木村匡，在川上浩二郎獲得博
士祝宴時提到，川上浩二郎在築港公務繁忙之餘，每晚八點就寢、凌晨三點起床，
即調查材料、閱讀參考書籍，利用職務以外時間撰寫論文，持續了四、五年的時
間才完成，稱讚他在學術上的成功並非偶然。 48 而川上浩二郎也被視為少數以
臺灣為研究主題進行科學研究，得到「博士號」 49之榮譽，其名聲也因此高漲。
45

46

47

48
49

川上浩二郎，〈研究事項の要領〉《臺灣時報》，第 40 號(1913.1)，頁 51-52；〈基隆暴風經過〉
《臺灣日日新報》，1911.9.3，第 3 版。
〈基隆の岸壁を論ず（上）〉《臺灣日日新報》，1912.7.26，第 3 版；大藏省印刷局編，大藏
省印刷局編，《官報》，第 8725 號，1912.7.19，頁 409-410，「國立國會圖書館デジタル化資
料」。
古岡英明、吉村善臣等，〈港湾史を飾る人々「みなと 100 人」〉，頁 79；井上敏孝〈日本統
治時代の台湾基隆港・高雄港築港工事：コンクリートケーソンを巡る川上浩二郎技師と山形
要助技師の功績〉《セメントコンクリート》，782(2012.4)，頁 45-46。
〈川上博士の成功〉《臺灣日日新報》，1912.11.15，第 3 版。
〈日日小筆〉《臺灣日日新報》，1917.3.5，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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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完成的擴張計畫
在研究上來說，基隆築港對川上浩二郎是個試驗個案；在職務上來說，川上
浩二郎背負著基隆築港成功與否的責任。就在他以基隆港獲得工學博士之時，基
隆第二期築港 7 年期程亦告尾聲。1913 年 10 月由基隆出張所舉辦築港祝賀會，
邀請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民政長官內田嘉吉等官員到場祝賀，但是基隆築港並非
以此完結。在第二期築港工程至 1912 年即將完結之時，同年第 28 回議會又通過
基隆築港擴張工事預算 517 萬元，工期 8 年，即將第二期工程延長至 1919 年完
成，此段工程又稱為第二期追加工事。
根據工事部基隆出張所於 1911 年計劃書所示，此追加工程原稱為「第三期
基隆築港工事」
，是因第二期基隆築港所計畫目標遠遠落後實際基隆港的貿易量，
而不得不繼續施工。在 1910 年間，基隆港半數都是 6 千噸以上船隻進入內港，
已超過原計畫設定的 3 千噸；而船隻數量大增的情況，也使得許多船隻須停留外
港再透過小船接駁，導致海陸連結的功能大減；進出貨物量大增的情況下，上屋
與倉庫的需求更顯窘迫。 50
會有如此出乎預料的成長，是因 1908 年臺灣縱貫鐵路通車後，基隆港貿易
移輸出入量大幅度增長，尤其是烏龍茶貿易與移入日本的米急速增加。故接續的
擴張計畫主要以擴大港內停泊船隻噸數與數量為目的，增加海岸碼頭長度，及濬
深港內海底深度，增加倉庫與貨物起重機等。 51追加工事雖然逐年進行，但川上
浩二郎似乎並不以此為滿。1915 年工事部基隆出張所向部內稟呈基隆築港擴張
工事計畫，此計畫乃建議基隆港應進行大規模的擴建，高達 3650 萬元的工程預
算。計畫指出：
基隆築港工事現屬第二期擴張工事，臺灣產業偉大發達與時局的關聯，
引起基隆港作為內地與南支南洋之間中繼港的輿論。改善擴張基隆港的
設備、基隆港與需要地之間的輸送給予足夠的方便、減低本國輸入品價
格使供給容易，基隆成為中繼港就不是架空論述。特別是現下歐洲戰亂，
列強無暇顧及東洋市場，藉此機會持續杜絕高買賣，建立我國在南支南
洋的商權基礎，是頗為急切之問題。故有必要研究現在基隆港的設備，

50

〈基隆築港第三期計畫〉，收入於工事部，〈大正元年度基隆築港第三期擴張計畫書〉(未刊稿)，
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51
臺灣總督府土木局，《基隆築港概要 大正九年度調》(臺北：松浦屋印刷部，1921)，頁 2-3、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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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作為中繼港其港灣地勢上如何發展之價值。根據調查研究，基隆港
的地勢在海陸聯絡上頗為便利，且對風波避難上有良港的性質，又在牛
稠港灣設置修船磲頗為適當，倉庫暫放場的土地也充裕，將來設置自由
港區等得以劃定在已整然的區劃，或是煤礦、飲水供給地，皆為有利的
地位。作為中繼港，基隆是唯一適當的港灣。然而，設備之完全需要經
費三千六百五十萬元，現在臺灣經濟狀態的關係上，近十幾年內雖然無
法要求設施完備，但可待經濟發展後漸次擴張。總之，為了不讓將來設
施產生矛盾，有必要定立大擴張計畫，伴隨著世運，一步一步緊切地實
施。

52

計畫中力陳基隆港是適合作日本進出南支南洋的中繼港，應及早作大規模的
擴張築港計畫，但此計畫被擱置並沒有執行。而原本於定 1919 年完成的追加工
事，也在 1914 年日本財政整理時，在經費未增加的條件下被要求完工期延至 1925
年；更有甚者，因總督府急於打狗外港防波堤的築造，而流用基隆築港經費，使
得 1917 年後基隆築港又再度停工。 53基隆築港擴張計畫未能實現，一直到 1920
年臨時議會通過 1069 萬追加預算，才恢復中斷的第二期築港追加工程。然而此
時川上早已辭職舉家返回日本。
1916 年 10 月總督府發布川上浩二郎的依願辭職令，其實早在同年 7 月川上
浩二郎已參加多次地方人士為他舉辦的送別會後攜家離臺。他自述離臺原因，是
基隆築港事業告一段落，同時因健康問題，決定回日本靜養。 54然而事實上川上
浩二郎回日，乃是受到杉山茂丸（1864-1935）55之邀，進入博多灣築港株式會社
擔任築港設計者；隨後接任基隆出張所所長的技師乾安五郎，也在幾個月後，同

52

53

54

55

〈基隆築港擴張工事設計書進達の件〉，收入於工事部，〈大正四年五月總督へ劉覽 基隆築港
擴張計画〉(未刊稿)，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編，《臺灣總督府道路港灣事業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1925)，
頁 76-77；基隆公益社編，《基隆港貿易概覽》(基隆：基隆公益社，1924)，頁 8。
根據川上提出的申請恩給公文所附之診斷書所示，川上乃長久因瘧疾、糖尿病等疾病須離臺返
日靜養治療。〈川上浩二郎恩給証書下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482 冊，第 12 件，
1917.3.1；臺灣總督府編，《府報》，1916.10.4，第 1123 號，頁 7；〈臺北懇話會例會 川上
博士送別會 透視術の實驗〉《臺灣日日新報》，1916.7.18，第 2 版。
杉山茂丸(1864-1935)，福岡人，明治到昭和時期的政治、實業家，有「政界之黑幕」稱號，在
日本外債交涉、臺灣製糖業、臺灣銀行政策等擔任要角。深受兒玉源太郎的倚賴，並支持好友
後藤新平在滿州的經營。後期致力於對地方建設，對博多築港與關門海峽等計畫的推動不遺餘
力。參見中村義等編，《近代日中關係史人名辭典》(東京：東京堂出版，2010)，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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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上因病向總督府辭職，轉入博多灣築港株式會社任職。 56川上浩二郎離職前曾
遠赴中國各地以及滿州、朝鮮考察二個月，回臺依病辭職歸日後，又立刻投入博
多港的規劃，顯見其離臺的因素並非自述的因病療養，更讓人聯想到是與基隆港
擴張計畫的中挫有些許關聯。
川上浩二郎回日本後，以殖民地基隆的築港經驗，將其專才發揮回殖民母國
的築港建設。博多灣築港計畫是由日本政治實業家杉山茂丸所推動，特別招聘以
基隆築港聞名的川上浩二郎主持，並於東京設立研究所，由川上浩二郎與各專門
技師進行博多灣築港設計，以及連結日本九州與本州兩端的關門海底鐵道的計畫。
可惜博多灣築港計畫因經費問題而中斷，關門海底隧道亦被內閣否決。不過相關
的築港調查與計畫，仍被日後的博多灣築港所參考採行。 57
昭和 3 年川上浩二郎曾回臺，在基隆受到礦業鉅子顏國年的招待，並南下與
築港局舊同僚、時任高雄築港所長的長尾正元視察高雄、屏東等地。 58直至昭和
8 年逝世之前，川上浩二郎的築港成績，仍是以基隆築港為代表作。

伍、川上浩二郎的技術官僚形象
一、與地方社會的關係
川上來臺近 18 年，正值青壯年時期，除了海外視察一年半與其他出差時間
以外，長期住在基隆仙洞地區的築港局官舍，致力於築港工程與研究。川上自
1899 年來臺後，就一直以基隆仙洞築港官舍為家。雖於 1908 年才擔任基隆築港
主管，但卻是早期築港技師群中唯一住在基隆本地者，他不僅是在仙洞的築港職
工地區裡有一定的地位，與地方社會之關係亦相當深厚。1900 年基隆築港局在
仙洞地區成立後，從事築港的職工即在同局的事務室成立了基隆築港俱樂部，供
56

〈〔工事部技師〕乾安五郎免官、昇級、賞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743 冊，第 10
件，1916.12.01；〈地方近事 基隆 乾氏と博多築港〉《臺灣日日新報》，1916.11.21，第 3
版。
57
博多灣築港株式會社乃是杉山茂丸請託長崎出身的財主中村精七郎為主要投資者，中村擔任為
社長擁有 9800 股，杉山 4000 股，而擔任築港設計者的川上也擁有 200 股。博多灣築港計畫乃
是為了建立連接九州與本州的關門海峽隧道而鋪路，於 1917 年 6 月起工，但因第一次世界大
戰結束後的經濟蕭條而使得築港工程中止。參見堀雅昭，《杉山茂丸伝『アジア連邦の夢』》
（福岡：弦書房，2006），頁 154；野田美鴻，《杉山茂丸傳：もぐらの記録》，(東京：株式
會社島津書房，1992)，頁 398-399、446；古岡英明、吉村善臣等，〈港湾史を飾る人々「みな
と 100 人」〉《港灣》，頁 79。
58
〈扶桑丸が入港しました 土産話は川上、竹下兩氏から頂く〉《臺灣日日新報》，1929.6.12 ，
第 2 版；〈屏東／川上博士來屏〉《臺灣日日新報》，1929.6.21，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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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暇之餘員工之聯誼娛樂。此社團後來改名為春風會，除了歷年舉辦定期的聚會
活動外，也擴大了如消費組合等功能。 59每年春風會在新年皆會舉辦築港員工的
家族會活動，1913 年的新年在基隆座開演戲劇就有築港員工 4 百餘名參加。60川
上在擔任所長後，也成為築港所的大家長，舉凡新年的家族會、弔唁因築港死亡
員工的追悼會，都由他主持。 61也因為作為築港所長，川上浩二郎不只是單純坐
在辦公室內規劃的技術官僚，而是坐在第一線指揮一群日臺混雜職員勞工。曾在
日治後期任基隆築港出張所的技師吉村善臣， 62在回顧殖民時期的築港事業時，
即對於當時日本技師在異鄉要克服言語、風俗習慣等差異深感敬佩，特別推崇川
上浩二郎在日治前期於築港事業的貢獻。 63
除了在築港機關內部，川上也是基隆地區少數的高等文官，在地方社會裡有
一定的地位。 64如在仙洞地區的日人社群，這裡除了是築港職工的基地外，陸續
有基隆海港檢疫所、基隆燈臺所、大阪鐵工所基隆分工廠等日人居住，關於地方
公共事務也多由川上浩二郎為代表向政府發聲。1904 年仙洞地區有 360 餘名日
人，其中有 34 名學齡兒童，當時的築港局長長尾半平曾向上稟請於當地設立分
教場但未果。1907 年川上浩二郎為總代之一，再次向總督請願設立小學校分校。
請願書提到，仙洞位於基隆西北處，與市區交通不便，以往兒童要至市區的基隆
小學校通學，只能依靠一條經常泥濘不堪、有墜海危險的道路；或是乘坐舢舨橫
越港區，但常因風浪過大而使學童休學。同年總督府通達基隆廳，許可設立基隆
尋常高等小學校仙洞分教室（即仙洞小學校）。 65
59
60
61

62

63

64

65

〈築港共益部の共買方法〉《臺灣日日新報》，1907.8.29，第 2 版。
〈基隆雜信（十四日） 春風會家族會〉《臺灣日日新報》，1913.1.16，第 2 版。
〈基隆雜信 川上氏親族會〉《臺灣日日新報》，1916.2.23，第 3 版；〈春風會追弔會〉《臺
灣日日新報》，1913.10.6，第 5 版。
吉村善臣(1900-1996)，福岡市人。其父吉村秀臣於明治 43 年來臺擔任花蓮港醫院藥師，後至基
隆醫院任職，吉村善臣幼年曾於基隆生活。1926 年九州帝國大學工學部畢業後，即回臺擔任總
督府交通局技手，1933 年擔任交通局基隆築港出張所技師，1940 年任該所長。參見〈吉村善
臣任交通局技師、俸給〉《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056 冊，第 90 件，1929.5.1；吉村伸
一，《麗し島で：十四歳予科練少年飛行兵の青春》(東京：元就出版社，2004)，頁 56-57；臺
灣總督府編，《臺灣總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933），頁 212，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吉村善臣等，〈台湾港湾の修築について（1）〉《港灣》，第 65 卷第 3 期(1988.3)，頁 67；
編輯部，〈港湾史を飾る人々「みなと 100 人」〉，頁 79。
川上自來臺以高等官六等受聘，至 1916 年離臺前陞敘至高等官二等。〈〔府工事部技師〕川上
浩二郎陞等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570 冊，第 7 件，1916.3.1；〈川上浩二郎任
技師〉《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461 冊第 67 件，1899.7.19。
〈基隆廳仙洞分教室設置方通達〉《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5038 冊，第 23 件，1907.3.1。
基隆最早設立的小學校是明治 31 年設立的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後改稱為雙葉小學校，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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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1912 年於基隆港畔旭崗山丘所建立的金刀比羅神社（1915 年改
名基隆神社），是基隆地區日人的信仰中心，其設計乃是經過川上的修改藍圖而
成。661915 年在臺北火車站前建築中的日本郵船會社倉庫支柱倒塌，造成十數名
工人死傷的社會事件，也延請川上等技師進行勘查鑑定，證明建商使用粗劣材料，
工事拙劣而致崩壞。 67可見具有工學博士與築港專家名號的川上，也將其長才運
用於社會，受到認同。
川上浩二郎不僅是基隆築港的代表，更是宣傳總督府殖民政績形象的公關。
如總督府為慶祝始政二十週年，準備於 1916 年在臺北舉辦勸業共進會，川上浩
二郎認為基隆作為臺灣門面，不可默不作聲，倡議在基隆設立水族館作為活動會
館分館，藉此彰顯基隆的漁業特色，最後議案成型。 68川上浩二郎並被命為共進
會事務委員及基隆支部長，負責接待從日本來臺、臺北來基或是返日的貴賓，由
入港至車站等各種迎送事宜。 69其實自擔任基隆築港主管之後，每當日本有高官
政要或是軍艦入基隆港，多由他出面接待，或親自帶領貴賓登船遊港解說築港工
程，向國內外宣揚展現總督府的殖民功績。基隆港成為臺灣的門面，而川上浩二
郎則成為總督府官僚的代表。
川上浩二郎於 1916 年離臺後，翌年基隆有志者倡議在川上博士的居住地仙
洞海濱，建立紀念海水浴場。 70同年 6 月由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技師高橋辰次
郎、土木局長角源泉聯名向總督府申請捐款募集許可，目的乃「為紀念原工事部
技師工學博士川上浩二郎之基隆築港功績，在基隆海岸設置川上海水浴場。」 71
預計募捐 7 千元的經費。然而因物價上漲，屢屢改變設計，最後決定為在基隆著
名的觀光海岸孤拔海濱建立一座二樓洋式紀念館，經費逾萬。1919 年紀念館落

66
67

68

69

70
71

的長子川上洋一即在此就讀。參見〈歐洲メール香取丸で 基隆に珍客 川上博士の令息が寄
港〉《臺灣日日新報》，1937.6.22，第 9 版；基隆市役所編，《基隆市教育要覽》(基隆：基隆
市役所，1935)，頁 4。
基隆神社編，《基隆神社誌》(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4)，頁 2-3。
〈倉庫崩潰事件〉《臺灣日日新報》，1915.3.21，第 6 版；〈不良建築の責任 小野檢察官長
論吿の大要〉《臺灣日日新報》，1915.3.21，第 7 版。
1915 年臺灣水產協會成立，川上浩二郎為名譽會員，與其倡議建立水族館不無關係。水族館最
後以紀念事業向基隆支廳下官民募集經費，總金額共 5 萬 1 千圓。〈共進會と基隆 公益社の
活動を促す〉《臺灣日日新報》，1915.8.8，第 1 版；〈祝辭、論說〉《臺灣水產協會雜誌》，
第 1 號(1916.1)，頁 3。
〈〔府工事部技師〕川上浩二郎外一名〔臺灣勸業〕共進會事務委員命免〉《臺灣總督府公文
類纂》，第 2575 冊，第 8 件，1916.4.1；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編，《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
報告書》(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6)，頁 193-195。
〈十把一束〉《臺灣日日新報》，1917.4.19，第 7 版。
臺灣總督府編，《府報》，1917.6.10，第 1309 號，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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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作為浴客的休息所。 72紀念館的建設，可說是彰顯川上浩二郎對基隆築港的
功勞，也是對其築港專業形象的具體塑造。但另一方面，這也是殖民政府利用技
術官僚的形象來彰顯殖民功績，增進人民認同，同時又可藉此名目募捐推動公共
建設的一種手段。 73

圖 3 1919 年竣工之川上博士紀念館
資料來源：〈川上博士紀念基隆海水浴場〉，《臺灣日日新報》，1919.5.13，第
7 版。
二、築港的正反評價
1912 年拓殖局總裁元田肇（1858-1938）來臺視察，在由川上陪同視察內外
港以及市街建設後的演說中謂：「築港事業有總督長官的長期盡力，基隆及打狗
築港的必要是吾輩所認同的。本築港工事的成功，不外乎是當局企劃得宜的結果，
同時想起大阪築港的失敗，不禁慨嘆。」 74大阪港的近代築港工程與基隆港幾乎
同時進行，於 1897 年起工，歷經 18 年花費超過 3 千萬元，沒有達到計畫規模之
外，因市區與新港距離甚遠，又無完整的運輸聯結系統，種種缺失導致批評四

72

73

74

川上紀念館落成後，因當年虎列拉(霍亂)流行，至翌年才正式開放，由日人為主的社團基隆公
益社負責營運。〈川上博士紀念の基隆海水浴場 宛然是れ龍宮の浮揚 諸般の設備完整せん〉
《臺灣日日新報》，1918.5.20，第 5 版；〈海水浴場の 開館祝 公益社の大招宴〉《臺灣日
日新報》，1920.6.14，第 5 版。
以基隆為例，舉凡神社、公園、公會堂等建築以及前述的水族館，都是以紀念事業為號召，向
地方進行募款籌設。
〈基隆に於ける總裁〉《臺灣日日新報》，1912.6.1，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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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75相反地，基隆築港不但克服了自然的考驗，亦在期限內完成計畫之目標，
就計畫完成度方面，在日本近代築港史上，可說遠勝於同時期的橫濱、大阪港等
築港工程。
漢學詩人田原禎次郎 76在 1921 年重回臺灣乘船登陸基隆時亦喟嘆：
晴朗下午六時，基隆著名的雨稀奇地沒有陪伴我入港，乘坐信濃丸巨艦
緩緩地靠上岸壁。離臺當時還是未成品的基隆築港，也在川上浩二郎博
士多年努力下完成，陸上設備和與之相關的市街改造亦無遺憾地施行，
基隆已完完全全成為堂堂良港。吞來吐去的人與物不知有多少，毫無疑
問是臺灣北部大關，其規模或許比我國租借地、佔領地大連或青島小，
但見港勢之雄大，有隔世之感。

77

基隆港的轉變是日治初期曾經來臺的日人有目共睹的，在讚揚的同時，致力
於基隆築港十餘年的川上亦被認為是第一功勞者。《臺灣人物誌》裡便將川上浩
二郎推崇至極致：「完成的基隆港是川上的成功，同時又是臺灣的成功，而且是
我殖民地的大成功，真足以能向世界各國誇耀！」 78也因此在 1933 年川上浩二
郎過世的消息傳入臺灣，《臺灣日日新報》即以「基隆築港的恩人」為標題來追
諡，許多官方刊物亦以此稱號介紹川上浩二郎。 79
不過，在大部分對於基隆築港持肯定的態度之中，亦有負面的聲音。批評臺
灣總督府執政內容的《殖民地的闇黑面》一書中，即以〈失敗的臺灣兩大築港〉
為章名，挑明攻擊基隆與打狗築港。文中列了五點基隆築港的失敗之處：無視海
陸的聯絡、漠視地方觀念、不考慮海運發展而空想的築港、無視貿易的發展、築
港技術倒行的無謀等。尤其是批評基隆築港歷經十餘年的時間，千萬經費的投入，
光有氣派華麗的碼頭，卻屢屢趕不及基隆貿易急速的成長，是築港史上前所未見，

75
76

77
78
79

廣井勇，《日本築港史》，頁 161-162。
田原禎次郎(1868-1923），字天南，曾擔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編輯長，1922 年擔任臺灣
總督府史料編纂會主任，為史料編纂委員會之中心人物，然因驟逝未能繼續。鍾淑敏，「田原
禎次郎」辭條，《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 266。
〈新臺灣遊記（3）〉《臺灣日日新報》，1921.11.5，第 4 版。原文日文，中文筆者自譯。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頁 269。
〈基隆築港の恩人川上博士逝去〉《臺灣日日新報》，1933.3.31，夕刊第 2 版；加藤守道，《基
隆市》(基隆：基隆市役所，1929)，頁 31；中島新一郎，《基隆市案內》(基隆：基隆市役所，
1930)，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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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靈的話，川上某的『博士號』大概要放聲哭泣吧！」80此文並提到亦曾參
與橫濱築港的眾議員守屋此助， 81批評川上浩二郎修築基隆港的兒戲般的孑孓計
畫，無視事業海運發展以及造船術的進步。據筆者推測，守屋此助的此番言論，
是在 1912 年底受邀來臺的實業協會演講中所提出，他以德國對膠州灣（即租界
青島）的經營為例，痛批日本政府花了倍數金額，卻僅僅建造了防波堤而沒有海
陸連結效果。其暗指的，正是與他同天上一場演講的川上浩二郎所說的講題〈築
港の概念〉，而守屋此助演講完竟還獲得滿堂喝采。 82
持平而論，將基隆港和膠州灣之青島相比，即有一些先天上的不對等。以地
理環境而言，基隆雖被認為是臺灣北部唯一良港，但其港澳規模遠不如膠州灣之
青島，後者又是中國北方不凍之良港，其重要性不可言喻，兩者在築港規劃上即
有自然條件的區隔。再者，以腹地而言，膠州灣的背後是廣大的中國市場，膠濟
鐵路所延伸出的腹地節點，亦遠比臺灣縱貫鐵路多且廣；而基隆港三面環山，山
丘直逼港灣，上屋倉庫以及市街等土地利用都嫌狹小，因此填埋地、繫船壁等耗
費金額的工程勢必增加。
更重要的是，青島是當時德國唯一在東亞的佔領地（1898-1914），對青島
築港以及與港務相關的交通事務勢必傾力而為；臺灣雖是日本第一個殖民地，但
統治初期只是將基隆港視為與日本殖民母國的聯絡要港。即便臺灣產業勃興後，
陸續為基隆築港投下金額以改善港口條件，但姑且不論同時間修築的打狗港，光
是日本國內的橫濱、大阪、神戶等重要港口，亦投注相當多的經費來經營。故將
青島與基隆相比，在國家政策考量上就無法相比擬。大肆批評日本在築港政策的
缺失上雖然能獲得輿論支持，但基隆築港能在內外條件的限制下，漸次完成計畫
工程，川上浩二郎的功勞卻是不應輕視。

80

東京魁新聞社編輯局編，《殖民地の闇黑面》(東京：東京魁新聞社出版部，1913)，頁 80-88。
守屋此助(1861-1931)，岡山縣人，東京法學校畢後以律師之姿投入政治、實業界，明治 27 年獲
選眾議員。擔任過橫濱市會議長、京濱電鐵、神中鐵道、橫濱棧橋倉庫等董事。參見中西利八
編，《財界フースヒー》（通俗経済社 1931 年刊行），收入於《日本產業人名資料事典 II》，
第 2 卷(東京：株式会社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2)，もの部頁 7。
82
〈實業協會演説の大要〉《臺灣日日新報》，1912.12.8，第 2 版；〈無絃琴〉《臺灣日日新報》，
1912.12.9，第 2 版；東京魁新聞社編輯局編，《殖民地の闇黑面》，頁 85。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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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本文爬梳整理川上浩二郎在臺期間所從事的各種港灣調查、築港工事，並嘗
試探討他以基隆築港主掌者的角色與地方上的互動關係，以及其基隆築港功勞者
形象的建立。川上浩二郎受到長尾半平的推薦來臺，被後藤新平委以基隆築港的
重任，並赴海外考察一年半，足見備受期待。川上浩二郎並接續在後藤新平、長
尾半平之後，擔任基隆築港機關的首長，一直至 1916 年離臺之前，都未曾離開
基隆築港事業。
川上浩二郎擔任所長期間，基隆港正處於奠定近代港灣基礎的第二期築港工
程（1906-1912）。相較於第一期築港工程（1900-1903）的濬渫工作，第二期工
程重點則是填整海岸、鑿除港內礁石、建立機械化設備等重要施設。基隆港在此
時可說是脫胎換骨，不僅成為肩負起日臺之間的連接港口，也是臺灣對外貿易的
首要港口。川上浩二郎更透過基隆築港工程完成博士論文研究，獲得築港專家之
名聲。雖然輿論對基隆築港工程有褒有貶，但在面對自然天災的挑戰，築港技術
仍不純熟，又時常因經費不足而中斷，而能完成基隆築港階段性工程，實屬不易。
故其離臺後仍受到博多灣築港的重用，在近代日本築港史上能佔有一席之地。
1919 年，曾任基隆築港局技師的山形要助以〈有關修築打狗港之築港研究〉
為題獲得東京帝國大學工學博士；1935 年在基隆港東岸旭崗上興建一座松本紀
念館，以紀念基隆築港功勞者——擔任後期基隆築港所長十餘年的技師松本虎
太。 83無論是以在臺工作做為研究論文主題，或是表彰對殖民地貢獻而建立的紀
念物，這些都是技師川上浩二郎曾有過的經歷，亦可說是殖民時期技術官僚的特
徵之一。從川上浩二郎與基隆築港之關係，可以看到殖民地的技術官僚有政府支
持，盡其所能地發揮自己所長，並將此化為成就自己名聲價值的過程；而技術官
僚的治績，也進而成為殖民政府的最佳統治宣傳工具。川上浩二郎被官方稱為「基
隆港的恩人」，不僅說明基隆築港過程中技術官僚的重要性，同時也反應了技術
官僚在殖民統治的特殊地位。

83

大藏省印刷局編，《官報》，第 2064 號，1919.6.21，頁 534，「國立國會圖書館デジタル化資
料」
；
〈基隆築港功勞者 松本記念館之建設 工事費按二萬五千圓〉
《臺灣日日新報》，1935.6.13，
夕刊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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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川上浩二郎年表
年代

西元

經歷

明治 6 年
明治 23 年

1873
1890

新潟出生
7 月，第一高等中學校入學

明治 28 年

1895

7 月，帝國大學工科大學入學

明治 29 年

1896

明治 31 年

1898

明治 32 年

1899

明治 33 年

1900

明治 34 年

1901

明治 35 年
明治 36 年

1902
1903

明治 37 年

1904

明治 38 年

1905

明治 39 年

1906

明治 40 年

1907

7 月，帝國大學工科大學畢業；任農
商務省技手；福岡礦山監督署在勤
5 月，長子洋一出生
6 月，依願辭職
7 月，任總督府技師
9 月，與後藤新平南部考察
8 月，任臨時臺灣總督府基隆築港局
技師
2 月，與川村美子結婚
8 月，赴澎湖、恆春調查
12 月，授命海外考察
4 月，從東京前往海外考察
2 月，考察結束返臺
5 月，赴滬尾調查
8 月，赴龜山調查
3 月，赴宜蘭調查
3 月，赴彭佳嶼、深坑調查
9 月，向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提出打狗
築港調查報告
4 月，基隆仙洞小學校設立請願
9 月，二男俊二出生

8 月，任工事部基隆支部支部長
10 月，任土木部基隆出張所所長

明治 41 年

1908

明治 43 年

1900

明治 44 年

1911

9 月，三男健三出生
10 月，任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基
隆出張所所長

明治 45 年

1912

2 月，赴神奈川、新潟、福岡考察
7 月，獲東京帝國大學工學博士學位

大正 3 年

1914

相關事件

9 月，總督樺山資紀向內閣提議基
隆築港
3 月，基隆築港調查委員會成立
4 月，解散基隆築港調查委員會，
築港事務移至財務局土木課
6 月，築港事務由民政部土木課主
管
第 13 回議會通過臺灣事業公債法
9 月，臨時臺灣總督府基隆築港局
開始

5 月，第 18 回議會否決基隆築港案
7 月，第一期基隆築港完工

第 22 回議會通過基隆第二期築港
案經費協贊 620 萬元

3 月，第 24 回臨時議會通過打狗築
港經費協贊
7 月，廢止基隆築港局，設立工事
部基隆支部及打狗支部
10 月，廢止工事部，設立土木部基
隆出張所及打狗支部
10 月，廢止土木部，設立工事部基
隆出張所及打狗出張所
3 月，第 28 回議會通基隆築港擴張
工事預算 517 萬元，工期八年，稱
為第二期追加工事
6 月，基隆第二期築港完工
第二期追加工事完工期延至 19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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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5 年

1916

大正 6 年

1917

大正 8 年

1919

大正 9 年

1920

大正 11 年

1923

大正 14 年

1925

昭和 4 年

1929

昭和 8 年

1933

3 月，共進會基隆支部長；四男喜代
四出生
5 月，赴上海、漢口、青島、濟南考
察
6 月，赴滿州、朝鮮視察
7 月，離臺歸日
10 月，依願辭職；入博多灣築港株
式會社擔任專務取締役
12 月，關門海底鐵道株式會社發起
人
長女民出生
大日本文明協會贊助會員

95

基隆築港第二期追加工事停工
6 月，川上博士紀念館申請募捐
4 月，川上博士紀念館竣工
第二期追加工事復工，完工期延至
1926 年

12 月，因博多灣築港停擺，聯名向
海軍大臣遞交博多灣築港陳情書
財團法人文明協會評議員
6 月，來臺會友，至基隆、屏東等地
參訪
3 月，因病於東京自宅去世

博多灣築港工事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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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 Kojiro Kawakami and the Keelung Harbor
Construction (1899-1916)
Chen, Kai-wen *

Abstract
The Keelung Harbor Construction was one of the Shinpei Goto's three major
businesses which were supported by Taiwan Public Bond Law. For the construction,
a specialized office under Taiwan’s Governor General's Office was set, and a group
of technocrats came to Taiwan. Kojiro Kawakami was a civil engineer who came to
Taiwan from 1899 to 1916. For eighteen years, he was committed to Taiwan's harbor
investigations as well as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phases of constructions of Keelung
Harbor. He not only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Keelung Harbor
Construction of Taiwan Governor General's Office, but also obtained a Ph.D in
engineering from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topic was about Keelung
Harbor Construction and he achieved a high status in modern history of Japanese port
construction. He joined the technical team of Hakata Bay construction after leaving
Taiwan, and was considered to be an important technocrat who took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back to Japan.
Because of the effects of port construction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es of Keelung Harbor were significant, Kojiro Kawakami was officially
called “the Benefactor of Keelung Harbor." It shows us that port construction was not
only valuabl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valuable for the positive
propaganda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This article will describe the life of
Kojiro Kawakami in Taiwan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Keelung Harbor based on
official and private document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will try to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technocrats within colonial rule.
Keywords: Keelung harbor construction, Kojiro Kawakami, harbor investigation,
technocrat, colonial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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