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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藤新平與基隆港的興築（1898-1906）

陳凱雯 *

摘　要

基隆築港與縱貫鐵道、土地調查被稱為後藤新平所推動事業公債下的三大事

業。但比起鐵道與土地調查事業的推行，基隆築港政策的研究不多，亦難以看出後

藤新平在其中的重要性。在歷任總督推動基隆築港未果後，後藤新平以事業公債形

式得以將之付諸實行，其調整過去以軍港為首的規劃，使基隆成為軍商港合一的港

口，並成立臨時臺灣基隆築港局之獨立築港機關，交由技術官僚執行。但因築港預

算遭大幅縮減，僅能進行浚港工程，日後的第二期工程接續計畫也因各種理由被殖

民母國否決，使基隆築港成效大打折扣。在此期間，後藤新平為了基隆築港局的存

續，不惜在議會力爭，甚至引發違憲爭議。直至日俄戰爭後因殖產興業方針，基隆

築港才得以縮減規模後再繼續。

就結果而論，基隆築港在後藤新平任內的執行成效並不如預期，但其對於基隆

築港的推動與支持，仍應給予肯定。正因在基隆築港計畫被迫停擺之際，是後藤新

平堅持築港政策，並積極應對，才終能繼續推動第二期工程。可見，無論是後藤新

平之於基隆港，或基隆港之於後藤新平的殖民規劃，均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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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壹、前言

基隆有著天然港灣與沿岸地形，在地理上可視為臺灣的少數良港。

但從荷蘭、西班牙至清初，國家建設多以軍事駐紮與砲臺等防禦建設為

主。至十九世紀以降，民居商鋪漸多，又因盛產煤礦，在 1860 年代以後

成為中國對外國開港港口，隨著輪船貿易的興盛，在東亞海運的地位上

日漸重要。

基隆築港政策，可從清末劉銘傳（1836-1895）的基隆築港計畫開始

談起。劉銘傳對於基隆的建設投注相當多的心力，修築砲臺、重整官營

煤礦、鐵路直通基隆等政策規劃中，亦包含基隆築港。但因其築港所留

下的文獻不多，加上沒有完成，使得研究劉銘傳的新政中，較少談及。

在日治時期官方所出版的《基隆築港誌》中陳述，負責統籌的林維源雖

有委聘外國技師設計工程，但其提出之預算過鉅，加上與中國技師的設

計意見相左，一直無法執行。為了鐵路完成時能暢通海陸運，僅先進行

基隆火車站前局部的海岸填築工程，乃至劉銘傳離臺後，只完成這個部

份。1 但根據淡水海關在 1890 年代的報告，即便清末鐵路通車後，沒有

直駛基隆碼頭之車路、沒有貨物倉庫，鐵路線的運輸管理尚未上軌道，

使得茶商等不願將其貨物以鐵路運送至基隆出港，加上港內淤積嚴重，

連原本輸煤港的功能都快要喪失。2 基隆築港在劉銘傳的新政中，所能發

揮的效果極少，可說是失敗的。

1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編，《基隆築港誌》( 臺北：編者，1916)，頁 23-31。
2 H.B.Morse，謙祥譯，〈1882-1891 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出自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

灣經濟史（六集）》（臺北：臺灣銀行，1957），頁 99-1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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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治時期後藤新平（1857-1929）擔任民政長官的時代，基隆築港

作為臺灣事業公債法下所推動的三大事業之一，成為殖民政府在臺重要

的基礎建設；基隆築港也在後藤新平的傳記中被記載為其功績。3 但是相

較於縱貫鐵道、土地調查事業，基隆築港在過去研究較少深入探討。此

主要乃因基隆築港所留下的官方檔案不多，亦不完整，論者多以 1916 年

出版的《基隆築港誌》與其他築港報告作為引述。再加上過去對於築港

多將焦點放在港口發展的硬體建設，對於築港政策的制定、推行過程的

問題等較少關注。4

更值得注意的是，細究後藤新平主導期的基隆築港，除了推行的過

程中諸多不順外，其成效也與計畫內容有相當的落差，遠遠落後同期的

縱貫鐵道建設。此乃是因近代築港技術難度較高？又或是日本國內政治

的影響所造成？本文即以《後藤新平文書》與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

《帝國議會會議錄》等資料，重新爬梳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時期推行

基隆築港政策的過程，並分析其成敗之因素，對後藤新平與基隆築港的

關係做更深入的探討。

貳、事業公債下的築港政策

明治 28 年（1895）甲午戰爭結束簽訂馬關條約後，清國將臺澎割讓

給日本，原在遼東征戰的日本近衛師團改由臺灣總督指揮，對臺進行接

3 北岡伸一，《後藤新平：外交とヴイジョン》（東京：中央公論社，2000），頁 48-49。
4 戴寶村在其博士論文〈近代臺灣港口市鎮之發展 -- 清末至日據時期〉中，討論沿海港口的沒

落與基隆高雄港口的崛起之比較，可謂研究臺灣港口發展之先驅，文中雖有略及日治時期對

基隆、高雄的築港建設，多為引用官方與地方志書，僅只作為論述背景。呂月娥的碩士論文

〈日治時期基隆港口都市形成歷程之研究〉，以建築系的角度，利用大量官方檔案重構基隆

港在日治時期各階段的港口與市區改造，細部羅列工程施設，其著重於基隆港市空間的變化，

對於築港政策較無深入分析，但仍值得參考。筆者碩士論文〈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

都市化與地方社會〉，以總督府在基隆的築港、行政等各項事業為基礎，討論基隆在日治時

期一躍為都市之林，以及地方社會的變化，對於築港政策亦涉及不多。參見戴寶村，〈近代

臺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據時期〉(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1988)；呂月娥，〈日治時期基隆港口都市形成歷程之研究〉( 桃園：私立中原大學建築學系

碩士論文，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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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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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實則鎮壓反抗勢力。總督樺山資紀（1837-1922）在 8 月向臺灣事務

局總裁伊藤博文（1841-1909）提出稟申，希冀趕緊設置臺灣鐵道及道路

築設部與築港部機關，其目的是為了鎮壓臺民以及防禦外敵。

同年 9月樺山資紀持續向大本營提出〈基隆港築港ノ儀ニ付稟申（基

隆港築港意見書）〉，陳述基隆港急待建設的理由。首先，臺灣是日本

掌握南方的重鎮，而基隆港是臺灣唯一良港，但因波浪侵入難保安全、

港內海底淺不能停泊巨舶，希望能浚渫、建築防波堤，儘速開展築港建

設；其次，基隆佔有聯絡臺北與日本內地的緊要位置，將來設置軍港之

地，「吾敢斷言除了該港之外沒有其他適合的位置」5。另外，樺山在文

中雖然認為打狗亦是臺灣築港的必要事業，但因目前時機不佳，應先謀

求基隆築港的完備。但內閣最後只決議給予築港調查費，要求須詳細調

查後，再行築港。明治 29 年（1896）3 月 14 日由當時臺灣總督府海軍

局長角田秀松（1849-1905）6擔任築港調查委員長，陸、海軍將校十餘名，

技師數名。7 月築港調查會於臺北大稻埕設立事務所，訂立調查委員處

理規程以及基隆出張所事務處理手續等規則，開始進行築港調查。7

基隆築港調查會成立後，調查時間甫經過半年餘，明治 30年（1897）
3 月總督桂太郎（1847-1913）即向拓殖大臣提出 8 百萬圓的築港計畫。8

雖然在此期間，築港調查會亦曾邀請曾在日本國內有相關經驗的技師來

基隆調查，提出築港計畫，但事實上就當時的調查報告以及日後的築港

調查，築港調查會一直要到明治 30 年相關調查機具才陸續到位。9 此次

5 〈9 月 台湾総督伯爵樺山資紀発 参謀総長彰仁親王宛 基隆港築港の儀に付稟申〉，《陸軍省

大日記》，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61524100；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編，

《基隆築港誌》，頁 31-32。
6 角田秀松 (1849-1905)，會津若松出生，青森縣人，經歷戊辰戰爭與 1874 年征臺之役 ( 牡丹社

事件 ) 後加入海軍，也參與江華島事件並赴歐洲學習戰術。1894 年甲午戰爭擔任海軍軍令部

第一局長、大本營之海軍參謀官，因功升為海軍少將，並以海軍局長之職參與臺灣總督的帷

幕，擔任臺灣總督府參謀副長海軍局長。1897 年底轉任佐世保鎮守府預備艦隊司令官，歷任

吳鎮艦隊司令官、常備艦隊司令官、將官會議議員等職。外山操編，《陸海軍將官人事總覽（海

軍篇）》（東京：芙蓉書房，1986），頁 12；近世名將言行錄刊行會編，《近世名將言行錄

第 2 卷》( 東京：吉川弘文館，1935)，頁 431-439。
7 〈基隆築港調查委員〉，《臺灣日日新報》，1896.9.25，第 2 版。

8 角田秀松，〈基隆築港ニ関スル意見〉，收入於「齋藤實關係文書」，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9 有關基隆築港調查委員會的始末，可參考陳凱雯，〈日治初期基隆築港調查委員會之研究〉，

《史匯》，第 17 期（2014.04），頁 1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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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百萬圓計畫築港計畫最後遭到擱置無果。直至總督兒玉源太郎（1852-
1906）上任之後，基隆築港終於付諸實行。

原本主持基隆築港調查會的角田秀松，於明治 30年（1897）底離臺，

總督府隨後即以帝國議會解散造成預算不通過，調查會經費無以為繼，

並以「改正基隆港調查事業方針」為由，重新調整築港調查單位，將原

有業務併入總督府土木課之下。總督府並沒有明確說明改正的方針為何，

但從其單位的裁撤整併，以及日後對基隆築港的計畫可以發現，總督府

是改變過去以軍港為規劃的基隆築港政策，以及築港技術人員的改制。

而這些改變，實際上是由擔任民政局長後藤新平所主導進行。10

一、事業公債與築港

後藤新平在明治 31 年（1898）3 月接任民政長官之前，曾向首相伊

藤博文（1841-1909）、第三師團長兒玉源太郎、大藏省相井上馨（1835-
1915）呈上〈臺灣統治救急案〉，被認為是日後後藤新平在臺施政的根

本方針。11 其中，為求臺灣財政獨立，力陳應委任總督府財政權，而財政

應仰賴募集 1 億至 1 億 5 千萬圓公債，由日本政府保證一定利息，募集

外債，以建設鐵路、築港、上下水道、兵舍砲臺等，以及擴張中國沿岸

的航路，使輸出入便利。12 此乃後藤新平對於事業公債規劃的雛型。後藤

新平來臺之後，隨即展開臺灣事業公債法案的推動。

在裁撤軍方主導的築港調查委員會之後，在築港調查由土木課繼續

進行。同時，後藤新平於明治 31 年（1898）10 月帶著臺灣事業公債的

提案，包含 1 千萬預算的基隆築港案，縱貫鐵路、土地調查與廳舍監獄、

下水道等建設成為共計 6 千萬圓、20 年計畫的臺灣事業公債法案，至東

京說服政府支持。13

10 據鶴見祐輔所述，兒玉源太郎在基隆築港的事務上，全權交由後藤新平定奪，從不干涉，給

予完全信任。鶴見祐輔，《〈決定版〉正伝．後藤新平 2 衛生局長時代 1892~1898 年》( 東京：

株式會社藤原書店，2004)，頁 299-300。
11 鶴見祐輔，《〈決定版〉正伝．後藤新平 2 衛生局長時代 1892~1898 年》( 東京：株式會社藤

原書店，2004)，頁 661。
12 〈台湾統治急務策の意見書　後藤新平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後藤新平文書》，

頁 4。後藤新平紀念館所藏，「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

13 〈臺灣起業公債に就て〉，《讀賣新聞》，1898.10.14，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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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預知的是，在當時臺灣治安未穩，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此份公

債法案提案必定招受多方質疑。最初，後藤新平與當時內閣，即大隈重

信（1838-1922）與板垣退助（1837-1919）組成的隈板內閣商談，後者對

於後藤新平的公債法案雖然支持，卻因日本國內黨爭解散而無果。11 月

由山縣有朋（1838-1922）成立新內閣，此法案受到山縣內閣的強烈質疑，

傳言內閣將事業公債的 6 千萬圓減半。14 如法制局長平田東助（1849-
1925）即對於預算 1 千 5 百萬圓的土地調查大表反對，其認為在清末劉

銘傳任內的土地調查即招致失敗，對於總督府執行土地調查沒有信心。

而後藤新平則以對於事業公債的質疑，就是對總督兒玉源太郎質疑的說

詞，利用總督兒玉源太郎在日本政壇的影響力，藉以說服內閣支持；加

上桂太郎也成了後藤新平的說客，使平田東助接受此法案。15

雖然事業公債雖然最受質疑的是土地調查項目，但基隆築港案也曾

受到當時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1852-1933）的反對。日後在明治 35 年

（1902）後藤新平在議會受質詢時，曾說起這段過程：

（基隆港）之前的調查，首先是將叫做牛稠港的小灣作為軍

港，以外的廣闊區域作為商港，這是調查的大體方針。但是

這 3,500 萬圓公債在經過協贊之時，與海軍省協議，如此面

積狹小的地方沒有區分軍港商港的必要，必須有事之時全做

為軍港，平時則全為商港，以此向海軍大臣協議。海軍大臣

也認可此說，決定不區別軍港商港，對軍事及工商業是適宜

的方法而訂定計畫。16

後藤新平說服海軍省接受基隆港平時作為商港的計畫，實將過去二

年多來基隆築港調查會的築港方針逆轉。在過去海軍思維下的基隆築港，

是以基隆港為軍港，因臺灣港口條件的限制下，非不得已才劃分外港一

14 〈臺灣起業公債に就て〉，《讀賣新聞》，1898.11.19，第 1 版。

15 鶴見祐輔，《〈決定版〉正伝．後藤新平 3 臺灣時代 1898~1906 年》（東京：藤原書店，

2005），頁 213-227、295。
16 〈第十六回帝國議會眾議院預算委員第一分科會（內務省、文部省所管）會議錄（速記）〉，

《帝國議會會議錄》，第 19 回，1902.2.28，頁 214。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帝國議會會

議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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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作為商港。而後藤新平所持的基隆築港意見，雖是有事之時即為戰

時全作為軍港，但就築港工程來說，無論是海陸運輸、倉庫、碼頭等種

種施設，以及涉及基隆市區與交通等等的規劃，都必須重新以商港的思

維來進行。這可能是當初後藤新平推動基隆築港時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

反對的主要原因。根據鶴見祐輔（1885-1973）的描述，後藤新平為解決

海軍省的反對，乃向前內務大臣西鄉從道（1843-1902）說明基隆築港的

利害關係，從而由西鄉從道向山本權兵衛進行勸說，迫使其同意。17

鉅額的臺灣事業公債，當時日本輿論對後藤新平投以「吹牛家」之

嘲謔稱號。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亦可以解釋為當時後藤新平促解決總督

府財政窘迫問題、投入殖民建設的急迫性。日本內閣最後雖然同意臺灣

事業公債的議案，但預算從 6 千萬圓減至 4 千萬圓，且原先規劃由外債

募集的事業公債，總督府後與內務省、大藏省協議，認為臺灣事業公債

是專為臺灣永久利益，應由臺灣人民負擔，故是以臺灣歲入來優先支付

本利。18 因當時臺灣總督府特別會計預算需經議會通過，此案於明治 32
年（1899）2 月交由第 13 次帝國議會審議。

內閣縮減預算的項目中，縱貫鐵路預算 3 千萬圓絲毫未動，土地調

查從 1 千萬圓減至 3 百萬圓，廳舍建築下水道等 5 百萬圓；相較之下，

影響最大的是基隆築港案，從原先預算 1 千萬圓，縮減為 2 百萬圓。從

經費縮減比例來看，基隆築港影響最大。當時日本國內同時期有幾個大

型港口修築，如小樽（1897-1908，2,200,409 圓）、大阪（1897-1905，
總工費18,048,000圓）、長崎（1897-1906，總工費4,902,000圓）、橫濱（第

二期築港 1900-1905，2,304,649 圓）等，除了大阪港外，預算皆不超過

千萬圓。19 殖民地基隆築港經費的預算遭刪減，似可理解。

另一方面，當時基隆築港其實尚未調查完全，在總督府的考量下，

可將其視為築港前期之經費預算。雖然早在明治 29 年（1896）基隆築港

調查委員會已開始調查相關事務，但明治 31 年（1898）4 月總督府結束

17 鶴見祐輔，《〈決定版〉正伝．後藤新平 3 臺灣時代 1898~1906 年》，頁 294-295。
18 大園市藏，《臺灣事蹟綜覽》( 臺北：南天書局，1995[ 據 1919 年版本重印 ])，頁 260。
19 稲吉晃，《海港の政治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4)，頁 123；大阪市築港事務所編，

《大阪築港誌》(大阪：編者，1906)，頁 102-103。大阪港的修築曾中斷再續，至 1928年才竣工，

總工費高達 44,971,912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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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會後，接手築港調查的民政局仍持續補足許多不足之測量試驗，至

明治 32 年（1899）4 月才提出築港調查報告，而許多測量、防波堤設計

等，都在日後基隆築港局成立之後才漸次開始。因此，總督府將基隆築

港 2 百萬圓的預算視為前期浚港、購置浚渫船等經費，而將重要的防波

堤、海陸連結等設備先暫時擱置。

二、輿論對事業公債的異議

臺灣事業公債被認為是關係臺灣死活的問題，在臺日人幾乎全力

支持。當時在臺日本商人所組成的臺北商工會，由其幹事長大庭永成

（1856-1920）20 向眾議院請願，力陳事業公債的必要性。請願書中對於

基隆築港的論述節錄如下：

與臺灣鐵道布設關聯無法相離的是基隆築港。夫基隆為臺島

咽喉之地，是不得不依賴的與母國間之交通。但其港灣不良，

只有夏季能安全的停泊船隻，特別是一到秋冬天候不穩的季

節，灣內狂風怒濤恰與港外無異，停泊困難，客貨上下危險，

實不可名狀。從此等困難危險衍生的損害，不啻有關我在臺

商工者之利害，延至臺灣拓殖上的障礙又甚大。若夫基隆築

港告完成，臺島特產如茶葉、樟腦之一輸出對岸諸港之要，

能以內外之大艦巨舶直接停泊在基隆港碼頭，於國家經濟之

利有幾何哉！ 21 

在臺商民深覺基隆築港的重要性，因此在眾議院召開之前，不停地

對日本國內朝野表態支持之請願。但相反地，日本國內對此議案卻有許

20 大庭永成（1856-1920），神奈川縣人，原於東京高等商業學校擔任教官，明治 29 年渡臺任職

臺北廳囑託，明治 36 年辭職後於臺北從事度量衡、茶葉販賣，並擔任臺北茶商公會顧問及日

本臺灣茶株式會社監察役等職，成立臺北信用組合，政商關係良好。〈不遇に終つた　故大

庭永成翁　本島茶業の恩人〉，《臺灣日日新報》，1920.1.8，第 4 版；大園市藏，《臺灣人

物誌》( 臺北：谷澤書店，1916)，頁 323。
21  〈台湾鉄道布設、基隆港湾築設、台湾銀行設立ノ請願〉，《後藤新平文書》，1899.1.28，

後藤新平紀年館編，「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事業公債案と臺北商工會〉，《臺灣日日

新報》，1899.3.3，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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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反對意見。輿論多半認為臺灣自日本領有以來，4 年間已虛擲了 1 億

圓卻沒有任何建樹，現今「土匪」問題尚未解決，又要投入6千萬圓的「浪

費、濫費」，大表反對。22 東京甚至出現臺灣協會反對臺灣事業公債的報

導。

臺灣協會是由前總督桂太郎擔任協會會長、前民政長官水野遵

（1851-1900）為幹事長，在日本各地與臺灣設有支部的組織。在總督府

提出臺灣事業公債政策後，亦慎重其事的對此設置調查委員，展開對臺

灣事業公債案的相關調查，繼而發表臺灣協會版本的事業公債預算。臺

灣協會的意見與日本輿論大致相似，其認為鐵路是國防與產業極重要的

建設，故維持總督府所規劃的 3,000 萬圓；但是其他方面就與總督府意

見相左，最大的爭議亦是土地調查費。臺灣協會認為現今臺灣治安未穩，

土地丈量與大租權買收尚為之過早，僅已 30萬圓作為調查費。對於築港，

臺灣協會亦表示應削減基隆築港經費，但其認為除了基隆築港減至 200
萬圓之外，另應積極投入淡水、打狗兩港的修築事業，應調整為 300 萬

圓。23

報導指出，會內的前民政長官水野遵與其翻譯松本龜太郎（1864-
?）24 等在眾議院、貴族院間奔走，發起反對運動，松本龜太郎更以臺灣

學友會之代表身份，表示反對。報導更強調學友會成員多為總督府現任

官僚，似乎欲塑造臺灣官吏也不支持公債事業的說法。25

臺灣協會不支持事業公債的消息，也很快的傳回臺灣，在《臺灣日

日新報》上也報導了水野遵與其通譯在東京反對事業公債，造成在臺日

人的不諒解，紛紛起而撻伐，甚至有臺灣支部要退出臺灣協會另立機關

組織的傳言。水野遵隨後也透過報導澄清，臺灣協會絕對支持事業公債，

22  〈時論一束  臺灣公債案〉，《臺灣協會會報》，1899.2.28，第 5 號，頁 73-74。有關反對臺

灣事業公債法的討論，可參考鍾淑敏，〈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統治權的確立（1895 年～ 1906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頁 109-110。

23  〈事業公債に對する　臺灣協會の擧措〉，《臺灣日日新報》，1899.2.23，第 2 版

24 松本龜太郎（1864-?），高知縣人，明治 28 年（1895）3 月擔任甲午戰爭時日本陸軍通譯，

後渡臺擔任臺北縣廳官吏，曾任財政課長心得、民政財務部調查委員等。明治 29 年（1896）
辭職至北投經營旅館、從事土地開發。岩崎潔治編，《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

1912），頁 82。
25 〈台湾新事業に反対運動〉，《讀賣新聞》，1899.2.14，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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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鐵路的部份，唯對於土地調查與築港經費稍有意見而已。26 前述輿

論的正反觀點，也在眾議院、貴族院的質詢中發酵。

首先在眾議會議案中，為此案特別召開審查特別委員會，自明治 32
年 2 月 17 日至 28 日共召開了五次會議，可見對於此案的重視。議會的

討論與內閣時相同，皆以土地調查的時機與金額是否適當為質疑焦點，

鐵道的經費與利用則次之，相較之，基隆築港在議會質詢的比例明顯少

很多。

歸納當時議員們質詢基隆築港的問題：一是經費縮減，二是港口

選擇，三是國防用途。首先，有關經費的質詢，即原本提交給內閣原為

一千萬圓的經費，為何刪減成 2 百萬圓？而刪減後的築港工程，在執行

上是否會有問題？而後藤新平與其他行政官員的回答，則是往後一貫在

築港相關官方文書記載的說法。即被刪減的 8 百萬圓，主要為建造防波

堤的工程費，因防波堤的設計需要較長時間的調查與規劃，故至 36 年度

以後，再行防波堤等築港工程；而 2 百萬圓的築港工程，僅是基隆港內

的浚渫工程，執行年度從明治 32 年至 35 年，接下來便會繼續 8 百萬圓

的防波堤工程。27

此論述可謂是被刪減事業公債預算的權宜之計。雖然基隆築港調查

早在明治 29 年就開始，但是如前文所述，築港調查並未完全，且築港方

針亦多所調整，在明治 31 年底後藤新平提出事業公債之時，的確尚未做

好全面準備。然而原本計畫內被刪除的防波堤工程經費，後藤新平認為

屆時可再向政府申請公債議案繼續，卻過於樂觀。到了明治 35 年當後藤

新平要繼續基隆港第二期建設的公債議案時，這樣的分期卻成為後來議

會討論的誤解，導致議案受阻，卻是後藤新平始料未及，此部份將於後

述。

第二，在港口選擇方面，議員西村真太郎（1859-1922）質疑築港為

何獨止於基隆？議員野間五造（1868-1946）亦質疑基隆港是內地港性質

而非國際港，即要 1 千萬的預算，而為何淡水、安平甚至鹿港這些較著

26 〈臺灣協會支部の決心〉，《臺灣日日新報》，1899.2.23，第 2版；〈水野遵氏と事業公債案〉，

《臺灣日日新報》，1899.2.24，第 2 版。

27  〈第十三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臺灣事業公債法案審查特別委員會速記錄〉，《帝國議會會議錄》，

第 1 號，1899.2.17，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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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貿易港沒有列入築港考慮？後藤新平與主計課兼會計課課長祝辰巳

（1868-1908）相繼回應，陳明基隆港實為臺灣較佳的港口，安平、鹿港

都已淤積且位置不佳，淡水雖為當時臺灣最大國際貿易港口，但要投入

築港需要花費更多經費；打狗港尚未著手調查，亦無法在此千萬預算中

列入打狗港大工程的經費。28

 第三，在軍事國防上，提出質疑的仍是在議會中對臺灣事業公債

質疑最力的議員野間五造。野間五造不僅曾在日治初期來臺從商，並與

當地日人組織臺灣商工會以及擔任臺灣新報等報社之特派員。29 他在臺灣

事業公債法案審議的會議中，不停地對後藤新平提出質疑，除了縱貫鐵

路、土地調查之外，也對於基隆築港有所意見：

依照原來總督府所提出的案子是一千萬圓，一夜之間修改為

二百萬是奇怪的事情，二百萬可以讓我國艦隊進入嗎？為了

二艘或三艘商船無法進入的基隆築港或臺灣築港，都不是吾

人所希望的，吾人所希望的，是要充分地滿足國民在南洋可

信賴的軍隊霸業而已。臺灣作為日本的領土，假如是連進入

一艘軍艦都不能的築港，哪能安心地看待作為我們領土的臺

灣？……因此要詢問的是，二十年間有餘錢的話就算了，要

是沒有餘錢的話，該怎麼處置？ 30

野間五造所提出的質疑點，表面上是對經費問題的質疑，實際上是

針對基隆港的性質疑慮。後藤新平回答時仍以基隆築港將有第二期的規

劃來帶過。但從這點可看出，日本國內對於基隆築港仍存在著軍事考量，

而非單純的為求商業發展的築港工程。臺灣的港口建設成為鞏固日本殖

民地、南進霸業的指標，與日本國內一般純商港的築港有所不同。

雖然眾議會中有不少議員持反對意見，但最後仍以削減廳舍與水道

28  〈第十三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臺灣事業公債法案審查特別委員會速記錄〉，《帝國議會會議錄》，

第 2 號，1899.2.18，頁 15；〈第十三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臺灣事業公債法案審查特別委員會速

記錄〉，《帝國議會會議錄》，第 4 號，1899.2.22，頁 25。
29 山崎謙編，《衆議院議員列伝》( 東京：衆議院議員列伝発行所，1901)，頁 333-334。
30 〈第十三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議事速記錄第四十四號〉，《帝國議會會議錄》，1899.3.7，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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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事，總經費 3,500 萬圓的事業公債確立。公債案送交貴族院後，仍然

受到許多質疑，會中伊澤修二（1851-1917）代表反對意見發言，他認為

臺灣鐵道與築港的確重要，但對於臺灣之後入歲以及土地調查會帶來的

負面影響仍有疑慮。還有其他議員甚至建議將事業公債改名為臺灣鐵道

公債法案，只贊成縱貫鐵路的興建。而會議中，水野遵一反之前外界所

傳的反對立場，以臺灣自衛與自防的必須考量下，支持讓此公債法案通

過。最後決議確立眾議院的修正案，臺灣事業公債法案正式通過。31

附帶一提，在眾議會中對於臺灣事業公債最為質詢最力的議員野間

五造，以及臺灣協會成員松本龜太郎等人，在此期間被臺灣日臺人視為

是臺灣之敵。在臺灣傳出要燒毀兩人在臺置產，或是在基隆港圍堵不讓

他們進入臺灣，甚至要臺灣協會的臺支部解散種種言論。32 此種激進的言

論，也顯見在臺日人對於臺灣事業公債的支持與重視。

參、臨時臺灣基隆築港局的設立

明治 32 年（1899）3 月通過臺灣事業公債法案，基隆築港部份預算

從 1 千萬減至 2 百萬，為期 4 年。而此期築港目標也因為經費縮減，將

原本被認為最要緊且經費最高的防波堤設計暫時擱置，將工程集中在港

內部份浚渫、填地、建造海岸周圍石垣與船溜所等。這個開始，已經為

許久只聞樓梯響的基隆築港終於邁開了第一步。

總督府解散基隆築港調查會後，將調查事務歸為總督府內財務局土

木課所管轄。明治 32 年 3 月臺灣事業公債法案成立後，總督府並沒有像

設立鐵道部一樣，立即成立築港機關，而是先在民政部土木課下設置基

隆築港掛，負責築港事務，並在基隆火號庄（今基隆中山區仙洞）興築

基隆築港事務所、宿舍，訂購浚渫船等先行作業將近一年。33 在此一年

31 〈臺灣事業公債案の經過〉，《臺灣協會會報》，1899.3.27，頁 62-65。
32 〈事業公債案と當地の人心〉，《臺灣日日新報》，1899.3.3，第 2 版。

33 〈築港事務所〉，《臺灣日日新報》，1899.12.13，第 2 版；〈基隆築港の浚渫船〉，《臺灣

日日新報》，1900.4.22，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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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築港政策委由土木課長長尾半平 (1865-1936) 34 所領導的團隊擘畫。

由長尾半平帶領土木課技師群如高橋辰次郎（1868-1937）、川上浩二郎

（1873-1933）、十川嘉太郎（1867-?）等技術官僚負責基隆築港的實際

執行，改變了先前由海軍幕僚人員負責基隆築港調查。總督府土木課接

收築港調查後，對於過去築港調查會的成績明顯感到不足，除了持續調

查會時期的各種調查，更補充相關調查，如檢測港口外海潮流、基隆港

東岸大沙灣附近的試掘試驗等等。35

明治 33 年（1900）5 月由內務大臣西鄉從道以「有關基隆築港事務

在其性質及事業施行上，有必要設置不同的主管之部局」為由，議請內

閣設置臨時臺灣基隆築港局，6 月經法制局修訂職員官等俸給相關官定

後，奏請樞密院，8月由天皇發布敕令「臨時臺灣基隆築港局官制」、「臨

時臺灣基隆築港職員官等俸給令」以及「臨時臺灣基隆築港局事務官特

別任用令」等相關法令。36 同年 9 月臨時臺灣基隆築港局（以下簡稱築港

局）正式開啓，原屬於土木課之下的築事務移轉至此單位，成為臺灣第

一個官方築港的獨立機關，後藤新平也以民政長官兼任築港局長。對於

大型事業成立臨時機關統轄，自居首長，用意在防止他人干涉，使手下

能發揮實力，也是後藤新平在臺統治的一大特色。37

設立臨時的築港機關，在日本國內也有先例，即臨時橫濱築港局。

橫濱築港事務原本於所屬神奈川縣下設立築港掛負責，後因築港事務龐

大另設事務所，明治 25 年敕令設臨時橫濱築港局，訂定築港官制，局長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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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基隆築港調査一斑（明治三十五年三月末日調）・他一括〉，《後藤新平文書》「後藤新

平文書資料庫」，頁 33-34。
36 〈臨時台湾基隆築港局官制○臨時台湾基隆築港局職員官等俸給令○臨時台湾基隆築港

局事務官特別任用令ヲ定ム〉，《公文類聚》，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1200889100；〈御署名原本・明治三十三年・勅令第三百三十一号・臨時台湾基隆築港局

官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3020474300 ( 國立公文書館 )。
37 鍾淑敏，〈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統治權的確立（1895 年～ 1906 年）〉，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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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神奈川縣知事所擔任。38 從法令規則內容上來看，基隆築港局多是仿照

橫濱築港局的模式進行。

築港局自明治 33 年（1900）9 月開設，至明治 41 年（1908）工事

部成立改為轄下基隆出張所後廢止，共歷時約 8 年的時間。期間經歷第

一期浚港工程、築港維持期，以及第二次築港工程的前期。雖然機關時

間並不算長，但因為是臺灣第一個築港機關，其所制定的規程、築港船

舶、機械用品等採購、工事進行的經驗，乃至於築港人員的經歷等等，

都具有開創性的任務與地位。而後藤新平兼任築港局局長從開局至明治

39 年（1906）離臺共約 6 年，在此期間，築港局曾多次因預算問題遭受

廢止的危機，後藤新平成為築港局維持的重要關鍵人物。

一、主要工程

受限於築港經費，築港局成立之後，主要從事港內的浚港作業。在

火車站不移動的方針之下，浚港的區域也以火車站前海岸的區域為主，

藉此暢通載運貨物旅客的船舶能順利進出港口停泊。

在築港局尚未成立之前，土木局即先委託東京高田商會以及大倉組，

向英國訂購兩艘浚渫船，分別以基隆港東西岸地名大沙灣、仙洞為名，

取名為大沙號與仙洞號，欲作為負責浚港工作的主力船隻。但不幸地，

此兩艘浚渫船在同年底建造完後航向臺灣時雙雙遇難，仙洞號遭難沉沒，

全員罹難；大沙號也在航行時失去聯絡，行蹤未明，造成莫大的損失。39

築港局趕緊再請廠商重新訂製，並先以其他浚渫成效較小的船隻代替工

程進行。然此次重大事故，不僅又要耗費已被削減的築港經費，更嚴重

影響浚渫工程進度，延遲將近一年餘。

明治 34 年（1901）9 月，新訂製的浚渫船名為新竹號與瑞芳號開始

加入浚港工作。但時值秋冬之際，東北季風造成基隆港灣浪高洶湧，不

僅拖延了工作進度，亦增加了將浚渫泥沙投擲於外港工程的困難度。進

度嚴重落後的浚港作業，至翌年開始日夜輪班，不停地加緊趕工。除了

向淡水稅關、總督府通信局、郵便局等單位借調汽船協助泥沙載運外，

38 臨時橫濱築港局編纂，《橫濱築港誌》( 神奈川：編者，1897)，頁 87-89。
39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編，《基隆築港誌》，頁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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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將工程發包給民間企業如大倉組，投入機械浚渫工程。

除了浚渫工程外，挖出的泥沙用於填埋海埔新生地的工程，也在明

治 35 年（1902）開始。主要的填埋區域，除了前述小基隆的位置外，尚

有以火車站為中心周遭沿岸的海岸填平整之工程。但除了小基隆地區有

架設輕鐵搬運土石外，其他區域的填埋皆是由人力肩挑，因此工程作業

所需勞力大增，基隆港畔成為勞工所趨之新天地。

二、疫病流行與相應措施

以改善衛生為臺灣殖民要務的後藤新平，亦對於築港局的醫療與衛

生頗為注重。40 在築港局尚未成立之前，土木課基隆築港掛即在基隆出張

所設置診療所，聘請基隆醫院的醫師為囑託，每日由其中一人來診療所

看診，並雇助手一名，處理庶務以及急救相關事務，所使用的藥物還有

半價優惠。待築港局成立後，皆囑託基隆醫院的醫師、藥師，支援診療

所（後改名為醫務所）的工作。41 除此之外，明治 33 年（1900）仙洞亦

設立了基隆檢疫所，管理各船隻之檢疫消毒，並設有醫務室。42

但這些醫療衛生相關設施，仍難以杜絕當時東亞港口間的疫病流傳。

就在築港工程開始加緊步伐的明治 35 年（1902）夏季，基隆地區霍亂大

起。據調查，此疫病的流行，是從同年 5 月停靠檢疫所檢查的俄羅斯船

隻所引發，不僅造成築港包商之工人、日臺商人等陸續發病，包攬火車

站前人力浚渫工程的臺北商工公司負責人陳志誠因此次疫病死亡。43 築港

局職員工亦難逃感染，最嚴重的情況，在一天內築港局所屬舵夫竟全遭

感染發病，甚至造成 7 名舵夫、船夫死亡。44

雪上加霜的是，同年底基隆的瘧疾亦大為流行，「苦力多染寒勢病，

40  鶴見祐輔，《〈決定版〉正伝．後藤新平 3 臺灣時代 1898~1906 年》，頁 296-297。
41 〈明治三十五年三月末調 基隆築港調查一斑〉，「後藤新平文書」（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

42 〈臺灣の衞生（承前）　基隆檢疫所〉，《臺灣日日新報》，1899.7.29，第 2版；〈設檢疫所〉，

《臺灣日日新報》，1900.10.9，第 3 版。

43 陳志誠為臺北豪商，政商關係良好，因包辦基隆築港工程被注目，與辜顯榮等人關係甚好。〈□

志以歿〉，《臺餐日日新報》，1902.11.11，第 4 版。

44  〈明治三十五年三月末調 基隆築港調查一斑〉，「後藤新平文書」（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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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率歸里者」，45 造成築港工程缺工嚴重。築港局因缺工嚴重，緊急募

集工人，甚至遠向鹿港、澎湖等地招攬。46 臺灣日日新報上就曾報導，築

港局為了「救濟窮民」，招攬澎湖約三百名「飢民」參與築港工程。47 只

是這些飢民「水土不服致生疾病者居多數」，還有許多逃至臺北、淡水

等地，甚至最後逃回家鄉。築港局甚至打算要讓臺北監獄的重囚參與築

港工程，48 可見人力之缺乏。

在趕工之際發生疫情造成缺工甚至工程延誤，絕對是築港局所不樂

見。在《後藤新平文書》中有檔案記載，為了防止疫情擴大，築港局也

特置衛生委員長，由當時築港局事務官今井周三郎（1863-?）49 擔任，以

下配置 4 名衛生委員，隨時監督廳舍內外的衛生狀況。除了嚴格管理職

員非公務以外不得前往基隆市街，也禁止非局員進入廳舍等地，並加強

環境的消毒等措施。在發給局裡所有職員工的〈衛生注意事項〉中，強

調「若一旦本局人員遭傳染，不僅將失去各位的生命財產，並且會引起

築港事業中止的嚴重情況」50，並羅列了 12 點職員工日常生活該注意的

衛生事項，包括飲水、飲食習慣、身體清潔、周遭環境等一一規範。

此次疫病的發生，造成工事一度中止。築港局除了在衛生措施上下

功夫之外，並給予船員獎金安撫人心；另外也趕緊將剩餘工程重新發包，

以趕上延遲的進度。築港局的職員工有較佳的生活環境與醫療資源，相

對之下，承包廠商所招攬的工人，恐怕沒有如此幸運。再加上這些築港

工人是從事第一線築港作業，時刻要與面對惡劣天氣下出海，涉水鑿石、

45 〈築港近情〉，《臺灣日日新報》，1902.11.20，第 3 版。

46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編，《基隆築港誌》，頁 458-471。
47 〈澎湖島窮民の出稼〉，《臺灣日日新報》，1902.11.19，第 2 版；〈饑民服役〉，《臺灣日

日新報》，1902.11.20，第 4 版；〈飢民踵至〉，《臺灣日日新報》，1902.11.28，第 4 版；〈澎

湖島民の救濟　慘憺たる光景〉，《臺灣日日新報》，1902.12.4，第 2 版。

48 此方案只見在報紙上討論，並未見施行資料。〈重罪囚築港工事使用の成行〉，《臺灣日日

新報》，1902.12.13，第 2 版。

49 今井周三郎（1863- ？），琦玉縣人，曾任琦玉縣北葛飾郡長，明治 33 年（1900）渡臺，8 月

任臨時臺灣基隆築港局事務官、工事部事務官等。明治 43 年因文官分限令停職，轉任臺灣日

日新報社社長，大正 5 年（1916）擔任淺野セメント株式會社臺灣支店長，並曾任高雄州協

議會員。〈今井周三郎恩給下賜上申及同證書送付〉，《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916 冊

第 15 件；內藤素生編，《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頁 311。
50 〈明治三十五年三月末調 基隆築港調查一斑〉，「後藤新平文書」（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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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埋土地等，隨時有遭難或染病的危險。從前述在疫病來襲之時，基隆

港鬧工人荒，以及報紙亦不時登載築港工程意外事故的報導，51 可見當時

對於疫病的嚴重性與築港工程的艱辛。

肆、築港計畫的中挫與維持

明治 32 年（1899）臺灣事業公債法案通過後，基隆築港預算被議

會刪減 800 萬，僅能從事浚港工程，但總督府仍以繼續事業為目標，在

進行浚渫工程之際，亦同時展開築港調查與繼續工程的規劃。明治 34 年

（1901），總督府聘請日本國內築港權威工學博士廣井勇（1862-1928）
等人，參與基隆港的實地調查與設計，提出基隆築港為期 10 年的繼續事

業計畫，總預算約 1,370 萬圓。52 在後藤新平的規劃中，此部份乃是當初

1 千萬的基隆築港中被刪除的 800 萬圓中，所未施行的防波堤、海陸設

施等部份的繼續事業，故又稱為第二期計畫。然而此超過千萬的築港計

畫，卻屢屢受到阻撓。

一、第二期計畫的否決

後藤新平所招攬築港專家所擬定的第二期築港計畫，不只經費超過

千萬，對基隆港規劃亦有大步改變之姿。根據《後藤新平文書》中所藏

對此繼續事業的說明，工程主要建設包含防波堤、浚渫、卸載場等三大

方向。防波堤乃是從基隆築港被主張以來，一直欲施行的政策，目的要

提高港內船隻停泊的安全性；而浚渫工程雖然在前期已逐步進行，但只

能讓吃水 22 尺以下的商船停泊火車站前碼頭，因此繼續事業計畫欲再往

仙洞海面浚渫海面下 26 尺等方面規劃。另外，此計畫之客貨卸載場，即

車站與碼頭預定地，是規劃在新填埋埔地，即火車站的對岸、小基隆的

區域，暢通海陸連結。53 

51 例如〈艀船から落ちて溺死〉，《臺灣日日新報》，1927.9.13，夕刊第 2版；〈築港工夫重傷〉，

《臺灣日日新報》，1939.3.5，夕刊第 2 版。

52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編，《基隆築港誌》，頁 50。
53 〈基隆築港調查一斑  明治 35 年 3 月末日調〉，「後藤新平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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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除了建設防波堤以及浚渫之外，最重要的是要進行買收基隆

港周圍土地以及市區改正等作業。54 故在《後藤新平文書》中，亦存有明

治 34 年（1901）築港局對基隆市街各區的土地價值調查報告書。

此超過千萬、10 年期的計畫案於明治 34 年（1901）底向內閣與議

會提出，並在明治 35 年（1902）初第 16 回帝國議會中討論。而除了基

隆港之外，總督府並同時提出淡水、打狗築港費 600 萬的預算計畫，甚

至預計要在通過後調整築港局編制，設立臺灣築港局，負責基隆築港以

及其他築港事業，可見其欲擴展臺灣築港事業的雄心。55 不過，淡水、打

狗港的築港費在提交大藏省就未被接受，而基隆築港的千萬計畫，也在

第 16 回的眾議會中大受打擊。

後藤新平為推動築港的繼續，在議會陳述當前的浚港工程絕對不足，

強調「此港的完成，關係到臺灣的死活問題」56。但是臺灣的事業公債募

依靠的是總督府的歲入，在事業初期的前幾年，財源的募集受到相當的

質疑，不僅內閣不表贊同，議會上掌控眾議院的立憲政友會派系議員的

杯葛。57 他們多數認為，前訂事業公債 3,500 萬圓，本來就是衡量國內財

政的狀況所核定額度，其中並不包含此千萬的基隆築港預算，若是總督

府繼續提出 1 千萬圓、1 千 5 百萬圓、3 千萬圓的計畫，那是否就可隨意

追加公債額度？此與總督府的認知大相逕庭。58

在幾次會議的折衝之下，總督府只好退而求其次，將原訂從事繼續

工程的基隆築港費理由削除，而在同樣是「基隆築港費」名目下，改成

是補充第一期基隆築港浚渫工程未完經費。並將理由修正為以下：

基隆築港費，是因明治三十二年度開始的基隆港內第一區浚

54 〈第十六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豫算委員會第一分科會會議錄〉，《帝國議會會議錄》，第 19 回，

1902.2.28，頁 214。
55 〈臺灣總督府の追加豫算〉，《讀賣新聞》，1902.2.5，第 2 版；〈臺灣築港局の新設〉，《讀

賣新聞》，1902.3.4，第 2 版。

56  〈第十六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豫算委員會第一分科會會議錄〉，《帝國議會會議錄》，第 19 回，

1902.2.28，頁 213-216。
57 〈政友會と基隆築港費〉，《讀賣新聞》，1902.3.8，第 2 版。

58   〈第十六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豫算委員會第一分科會會議錄〉，《帝國議會會議錄》，第 19 回，

1902.2.28，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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渫，從同年度到三十五年度為期四年的繼續費總額二百圓，

經過協贊進行從事浚渫事業，預定本年度竣工，但因從外國

訂購的浚渫船價高漲，比原訂價格高，且從外國回航時在途

中沉沒，又因其歸航延期而導致預定的浚渫、其他設備的完

成等皆不足，因此預定六十萬圓預算。59

議會最後將屬於第二期計畫第一年的土地買收費以及新營費共 16 萬

削除，核定補充第一期浚渫工程經費 44 萬圓。60 基隆築港經費雖然通過，

卻是在不承認第二期築港工程的條件下，而是以補助第一期的築港工程

的理由獲得議會同意。

但後藤新平為了讓第二期計畫順利進行，不讓築港中斷，繼續向明

治 35 年（1902）底召開的第 17 回帝國議會提出此超過千萬的 10 年築港

計畫，卻遇到眾議院解散、預算不成立。61 翌年 5 月，桂內閣舉行第 18
回特別議會，審理追加預算案，因築港工程面臨再無預算就必須中斷的

困境，總督府仍然將基隆築港納入特別事業預算中。62 
在此次議會的的預算分科討論會中，無論是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

長官後藤新平、土木局長長尾半平，以及財務局長祝辰巳等，皆相繼陳

明繼續築港的重要性。首先，總督府方面強調，築港自一開始本來就是

計畫 1 千萬圓的工程，只因當初事業公債的經費縮減，於是退而將基隆

築港分為一、二期，第一期為浚渫工程，第二期則為防波堤等工程。若

不繼續築港工程，這築港成效絕對不如預期，除了浚渫區域要再加深加

廣，以便千噸以上的船隻能停泊外，最重要的防波堤設計如果沒有完成，

根本無法應付冬季東北季風的侵襲，海面波浪甚大，上下客貨仍一樣危

險不便，無法達到築港的成效。

59 〈第十六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豫算委員會第一分科會會議錄〉，《帝國議會會議錄》，第 22 回，

1902.3.7，頁 235。
60 〈第十六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豫算委員會會議錄〉，《帝國議會會議錄》，第 19 回，

1902.3.7，頁 195。
61 第 17 回議會因桂內閣欲推行土地稅增收以擴張軍費，遭到政友會等政黨的強烈反對，協商無

望之下，政府奏請天皇詔飭解散眾議院。內田健三等編，《日本議会史錄 1》( 東京：第一法

規出版株式會社，1991)，頁 310-315。
62 特別事業費中包含「臺灣鐵道建設及改良費」250 萬圓、「基隆築港」60 萬圓，以及「臨時

臺灣土地調查費」90 萬圓，其中 60 萬圓的築港費仍舊是 10 年計畫的第 1 年經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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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若築港工程不繼續，那麼築港局等官吏、雇傭船夫等皆會面

臨解散之命運，且築港局所屬的機具器械等，若沒有經費維護，將造成

折損。而官方在基隆沿岸地區為了存放器械所租設的廠房等，也會面臨

經費短缺的問題而無法繼續。

此外，築港工程雖然分期進行，但第一期的浚渫等工程必須持續進

行，不能中斷，否則浚渫效果會大打折扣。例如當初在火車站周圍欲讓

海岸平整所填埋的土砂，當時礙於時程與經費只能算是堆積放置於海岸，

而非紮實的建設地基；若不進行接的海岸填補工程，這些泥沙反而會造

成港內淤積，使得第一期工程效用將會大打折扣，甚至前功盡棄。63 總言

之，總督府以各方理由力主基隆築港繼續的必要性。而在審查預算前，

東京輿論亦有支持總督府的言論：「基隆築港的事業不得不終止的話，

築港局也不得不廢止，至終造成的巨大損害，將超過本預算削減之利

益」。64

但這次在第 18 回議會中的討論，基隆築港政策卻遭到議員們的嚴

厲攻訐。議員們針對築港花費 2 百多萬圓的 4 年築港工程，卻僅止於浚

渫作業，感到無法理解而大表不滿意見。雖然後藤新平等人不厭其煩地

解釋，此乃因初期事業公債經費削減而導致基隆築港以浚渫為先，並解

釋是在第 16 回議會中，將築港工程分為第一期浚港與第二期築港繼續事

業。但議員們卻懷疑總督府的說法是杜撰，要求調閱第 13、16 回的會議

紀錄來檢視總督府官員們的說法，對其極不信任。65 而此討論在最後一次

分科審查會議上，主席報告了查閱過去會議記錄，證實後藤新平等人的

說法並無杜撰，洗刷了議員們對總督府基隆築港主張的污衊。但議員們

最後卻決議，雖然政府應協助臺灣的事業，但因本次議會是臨時議會，

此龐大預算在本次特別議會難以贊成，「遺憾地在本期削除本費」，從

63 〈第十八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豫算委員會第二分科會會議錄〉，《帝國議會會議錄》，第 3 回，

1903.5.25，頁 15-16、19-22。
64 〈兒玉臺灣總督の苦心〉，《讀賣新聞》，1903.5.21，第 2 版。

65 〈第十八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豫算委員會第二分科會會議錄〉，《帝國議會會議錄》，第 3 回，

1903.5.25，頁 19-24；〈第十八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豫算委員會第二分科會會議錄〉，《帝國議

會會議錄》，第 4 回，1903.5.28，頁 33-37。



後藤新平與基隆港的興築（1898-1906） 21

會議開始到結束，決議廢除過程僅短短 6 分鐘。66

這次的議案否決，對於基隆築港造成相當大的影響。雖然在前次第

16 回議會中基隆築港的繼續事業也遭到否決，但至少以另一種形式獲得

44 萬的預算，工程得以繼續。可是，本次是從明治 32 年（1899）事業

公債法案通過以來，基隆築港首次未獲得任何經費支持。議會以臨時議

會不應作成如此大規模的基隆築港案為理由，否決築港費。相反地，一

開始屢屢遭到反對質疑的土地調查，反而在此次議會中獲得追加預算。

當時報章雜誌推測預算否決的原因，是「因為總督府過去以浚渫

之名為築港經營，非常傷害議會的情感，可能使預算通過產生了一些障

礙。」67 的確，在歷次議會的質詢上，花費了許多時間在弄清楚自明治

32 年以來基隆築港到底是浚渫費還是築港費，質疑總督府的築港成效。

後藤新平日後形容這是「一犬噓吼，萬犬實傳」68，嚴重阻礙了基隆築港

政策的推行。不過，日本國內對於基隆築港工程的質疑也並非無的放矢。

日治初期與總督府官方立場迥異的《臺灣民報》，就屢屢對基隆築港工

程多所批評。據其報導，基隆築港工程最受到質疑的是火車站的位置，

不僅腹地狹窄，與市街相距太遠，又沒有適當的聯絡要道，築港當局聲

稱這在日後第二期工程後會做調整，即改變火車站位址。花了 2 百多萬

圓的築港經費竟只有臨時的碼頭與火車站，而被譏為「臨時的築港」。69

另外，日本國內自桂內閣上任後，對政府預算進行抑制公債募集額

的財政整理方針，也多少影響了總督府預算核可。有論者指出，最初後

藤新平提出臺灣事業公債案在當時大砍預算的山縣內閣，在第二期事業

計畫提出之際，轉而擔任樞密院元老的山縣有朋，亦表明不認可。70 而同

時政友會之首的伊藤博文，亦認為臨時議會不該審理重大預算，而表示

66 〈第十八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豫算委員會第二分科會會議錄〉，《帝國議會會議錄》，第 5 回，

1903.5.29，頁 39。
67 〈基隆の築港事業〉，《讀賣新聞》，1903.6.15，第 2 版。

68 〈第二十一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豫算委員會第二分科會會議錄〉，《帝國議會會議錄》，第 7回，

1904.12.23，頁 59
69 〈基隆築港の真相〉，《臺灣民報》，1903.6.7，第 2 版；〈築港と基隆市（承前）〉，《臺

灣民報》，1903.7.9，第 2 版；〈築港と基隆市（承前）〉，《臺灣民報》，1903.7.10，第 2 版。

70 後藤新平研究會編，《一に人 二に人 三に人――近代日本と「後藤新平山脈」100人》（東京：

藤原書店，2015），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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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71 基隆築港遭受到國內政界的質疑阻攔，但總督府堅持基隆築港的

進行，此衝突更表現在日後的基隆築港違憲爭議上。

二、築港局的維持與違憲爭議

第二期築港計畫被否決，對總督府的治臺造成不小的打擊，甚至有

謠傳總督兒玉源太郎憤而萌退，向內閣申請赴歐美考察，引起島內一陣

騷動。72《臺灣日日新報》還為此登報澄清，穩定民心。73

面對此嚴峻的形勢，築港局技師長尾半平即刻向後藤新平提出報告

書，陳明若廢止築港局，光是機關所有物品的轉賣，就會損失 136 萬餘

圓。除了有形損失之外，無形的作用影響更大，長尾半平在給予後藤新

平的報告書中，歸納築港中止的種種不利：1. 一旦浚渫完成的區域因風

浪造成崩塌，將減少其效力；2. 中止風力潮流及其他築港資料的調查，

將功虧一簣；3. 伴隨著築港工事的進步，往基隆港的集散貨物才會增加，

一旦突然中止事業，將會使業者頓失經營方向；4. 與鐵路鋪設一樣，發

展殖產興業的築港事業若受到遷延，將使交通機關殘缺不完備；5. 工程

停止的話，將造成富有猜疑心的臺灣人惹出種種妄想，對於殖民統治的

影響，實不可測。74

長尾半平也提供後藤新平兩個應對方針，第一種是將此損失定調為

政府的責任，即使議會不認同，政府也應該支付維持費；第二種是延緩

新事業，仿照之前在明治 35 年度以延長前期工程的模式，藉此爭取經

費。75 最後，後藤新平採取前者，也就是以政府責任之說，據報載：

築港經費，維持該築港局，保存其船舶機械屋宇必用者，至

71 鶴見祐輔，《〈決定版〉正伝．後藤新平 3 臺灣時代 1898~1906 年》，頁 246-248。
72 據鶴見祐輔的說法，兒玉源太郎以辭職為手段，讓政府以預備費繼續給予基隆築港維持經費。

鶴見祐輔，《〈決定版〉正伝．後藤新平 3 臺灣時代 1898~1906 年》，頁 249-250。
73  〈兒玉總督外遊の說〉，《讀賣新聞》，1903.6.8，第 2 版；〈臺北通信〉，《臺灣日日新報》，

1903.6.16，第 1 版。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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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86-
87。「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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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84-
86。「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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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來年一月，經費約要二十餘萬圓。此經費將以公債支辦，

有不穩當之說；惟從豫備費支出內議略定，是亦一種之「責

任支出」也。76

後藤新平曾在此時對築港局事務官今井周三郎說，「即使議案被否

決，你的每月薪水還是會給，放心吧！」77 其所持立場，總督府的築港事

業必須持續且不能中斷，即使此次議會否決築港預算，築港局仍絕對要

維持不廢除。故其先暫時維持住築港局人事費，以及器具保養維護經費，

至來年 1 月於第 19 回帝國議會再次申請築港經費預算。而這段空窗期經

費，既不能以公債支出，則想辦法從其他方式撥款。總督府一開始本希

望仍能繼續由國庫支出，私下與大藏省交涉，最後折衷為由總督府特別

會計的預備金 23 萬餘圓，來支付自明治 36 年（1903）7 月至翌年 1 月

的築港維持費。78 然而此撥款的基隆築港維持費，卻意外地掀起違憲的

政治風波。帝國議會的多數政友會議員對築港維持費提出反對，其認為

築港費既然已在議會中否決，政府竟以「行政上的責任」之說詞，無視

議會的決議，而隨意以預備金形式給予總督府築港經費，根本「蹂躪憲

法精神」。

除了基隆築港維持費，違憲的還有同樣在議會遭到否決的日本國內

教科書編纂費。此兩件經費分別由總督府與國內的預備金支出，被認為

是違憲，在日本政壇上造成一股反對聲浪。巧合的是，總督兒玉源太郎

於同年 7 月出任內務大臣兼文部大臣，更被質疑是利用職權影響基隆築

港費以及教科書編纂費的核可。而此反對意見運作到最後，政友會放話

欲在第 19 回議會中究責，並且削減總督府的預算。79 可以想見，對於總

督府若欲再次提出的基隆築港事業繼續案，亦可能對總督府的不信任而

再次否決。

對此，總督府一再對外聲明，維持費只是支付官吏人事費以及維持

76 〈築港事業〉，《臺灣日日新報》，1903.7.1，第 3 版。

77 鶴見祐輔，《〈決定版〉正伝．後藤新平 3 臺灣時代 1898~1906 年》，頁 249。
78  〈基隆築港維持費臺灣風水害復舊費支出ノ件 〉，《府報》，1903.9.29，第 1407 號。

79 〈豫備金支出問題と政友會〉，《讀賣新聞》，1903.9.19，第2版；〈イロハ便〉，《讀賣新聞》，

1903.9.20，第 2 版；〈違憲支出問題と臺灣當局者〉，《讀賣新聞》，1903.12.4，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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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機械，與第 18 回議會備否決的築港費全然不同；並對於違憲說法給

予反擊，認為議會不給予預算才是真正有礙憲政：

況該工費，係取諸本島經濟支辦者，□仰賴給於母國乎，若

來期議會，議員於此猶或有吝乎協贊，是欲以其私見限本島

之經營者也。執私見而欲議國政，而焉知其是也。若夫見本

年度築港費，從豫備費支出，而謂之為違憲，將於來期議責

問之者，冠履之顛倒亦甚。蓋議會者，不能以議豫算之權改

廢法令，是憲法政治之要義也。臨時臺灣築港局官制，奉飭

令者也，其有多數之職員，其有大小之浚渫船，而議會於該

豫算，全然否決，此□以豫算作用改廢法令者乎，其有乖立

憲之制明甚。當局者萬不得已，從豫備費為責任之支出，毫

無足咎。假令以該支出為違憲，則是議會致之若然，違憲之

罪，議會却為之主，當局者則為之從，不問主罪而欲問從罪，

吾儕謂為冠履顛倒，彼將何辭以解之哉！ 80

總督府以基隆築港局官制是天皇所飭令，政府理當依照法令給予預

算，維持築港局編制，反擊議會削除預算才是違憲在先；並且認為公債

乃是以臺灣的歲入來支付，以臺灣本身的收入供作事業發展的經費，不

應該被議會所限制，此舉乃是蓄意阻礙臺灣的發展。

當違憲話題開始時，總督府認為違憲說法只是憲政黨、政友會兩黨

中之少數說法，並樂觀地認為基隆築港繼續事業會在第 19 回議會中通

過。81 但隨著日本國內輿論討論逐漸升溫，對此產生的負面效應也產生憂

慮。《讀賣新聞》報導：「臺灣當局者怕因違憲支出的壞觀感，會轉移

至本年度總督府提出的預算，如果過度刪減的話，實在是對臺灣經營的

一大事件。」82 等到明治 36 年（1903）底召開第 19 回議會，違憲與否的

問題，卻因議會解散，戲劇性地暫停。在第 19 回帝國議會前夕，日俄關

係因滿韓問題陷入緊張，12 月 10 日議會召開首日，擔任眾議院議長的

80 〈豫算及築港費〉，《臺灣日日新報》，1903.9.6，第 5 版。

81 〈基隆築港費〉，《臺灣日日新報》，1903.8.22，第 3 版；  
82  〈違憲支出問題と臺灣當局者〉，《讀賣新聞》，1903.12.4，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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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本黨河野廣中，於會議上提出內閣彈劾奉告文，表達對內閣外交上

軟弱的不滿。但奉告文還未呈到天皇面前，桂內閣隨即得到天皇詔敕，

解散國會。83 雖然違憲風波暫歇，但解散國會同時也宣告，基隆築港的第

二期計畫經費又告失敗。《讀賣新聞》在議會解散時亦曾針對基隆築港

預算報導：

因去年議會解散在施設上受到大打擊的臺灣築港費，在這次

解散又再面臨一大頓挫，後藤長官想要在來年臨時會議上通

過，思考從現在起要在選舉上支出多少運動費，在御用議員

的選出上做努力。84

在明治 37 年（1904）春舉行第 20 回臨時議會中，因焦點都集中

在日俄戰爭的軍費支出，當初鬧得沸沸揚揚的違憲問題，討論也銷聲匿

跡。85 翌年，在眾議院接受質詢基隆築港違憲議題的大藏大臣曾彌荒助

（1849-1910）回應，雖知道基隆築港的維持費是不當的行為，但基於政

府責任之理由，不得不給予補助。86 即便議會不滿，自明治 36 年（1903）
之後，總督府就接連以基隆築港維持費的名目，暫時支應築港機關的人

事與硬體設備的維持。在此過渡期間，總督府持續向國內爭取基隆築港

的維持經費，並未裁撤築港局，以及持續基隆築港的相關提案。當時日

俄戰爭仍處於激烈之時，後藤新平知道政府在財政礙難支持，明治 38 年

春向國會爭取基隆築港費 23 萬圓，以維持築港局人事，以及進行基隆火

車站附近碼頭的浚渫工作等經費。（參見表 1）

83  田健三等編，《日本議会史錄 1》，頁 327-328。
84 〈議會解散と臺灣築港費〉，《讀賣新聞》，1903.12.15，第 5 版。

85 最後在眾議會此案的決議為不當支出，但無礙總督府運用此筆經費於基隆築港維持。此例

一開，此後議會中有關政府使用預備金之爭議不斷，政府以責任支出之理由運用預備金是

否違憲的問題一直存在。〈予備金外臨時支出ヲ為ス〉，《公文類聚》( 國立公文書館 )Ref. 
A13100111500。

86 〈昨日の眾議院〉，《朝日新聞》，1905.2.15，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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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隆築港維持期之經費表

時間 名目 用途 金額 ( 圓 ) 備註

明治 36 年 6 月 基隆築港維持費 保存既成工事 233,725
第 16 回帝國議會否
決，大藏大臣同意以
預備費支出

明治 37 年 4、
5 月

基隆築港維持費 保存既成工事 226,098 第 20 回帝國議會追加
預算通過

明治 38 年 1 月 基隆築港維持費 保存既成工事 32,300 第 21 回帝國議會預算
通過

明治 38 年 3 月 基隆築港費 調查、浚渫工事 233,220 第 21 回帝國議會協贊

資料來源：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編，《基隆築港誌》，頁 54；〈第二十一回帝國議

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第二分科會會議錄〉，第 6 回，1904.12.22，頁 56。

另一方面，基隆築港的暫時停擺，也讓臺灣各界對於一年拖過一年

的第二期基隆築港工程停滯感到憂心。早期來臺的日人安江五溪 87，在

《臺灣日日新報》上投稿長篇論述海港制度與基隆築港之關聯性，其文

分析築港完成所帶來的稅收，絕對可以平衡築港所投入的巨額，呼籲基

隆築港是臺灣經營上的最大急務，「若是不想中止本島經營的話，非得

儘速著手築港事業的第二期計畫至其完成」。88 長久居住基隆的日人石坂

莊作（1870-1940）89，在其明治 37 年（1904）出版的地方志書中介紹本

應引以為傲的基隆築港時，也無奈的道出：「（築港）因預算連年不成立，

使得吾人像討厭現在基隆的陰雨跟風浪般，浮現同樣的感懷。」90 表現了

在地人對於停滯的築港工程的失望。

即便是官方立場的《臺灣日日新報》，也透漏對基隆築港維持期的

87 安江五溪，生卒不詳，擅長詩文書法，曾參加櫪社。自稱在臺宦遊 14 年，明治 43 年（1910）
離臺。與基隆礦業鉅子顏雲年交友，曾有詩文相贈。唐羽，《魯國基隆顏氏家乘》（臺北：

基隆顏氏家乘纂修小組發行，1997），頁 983-984。
88 〈海港制度と基隆築港〉，《臺灣日日新報》，1903.12.6，第 3 版。

89  石坂莊作（1870-1940），群馬縣人，因參與甲午戰爭為契機於明治 29 年渡臺，明治 32 年

（1899）在基隆定居，從事經營度量衡、煙草販賣，並曾擔任基隆、基隆廳地方稅調查委員、

臺北州協議會員等職。其不僅創立基隆夜學校給失學者進修，並獨力開設公共圖書館「石坂

文庫」，對地方教育、社會、文化等多項事業著力頗深。參見宇治鄉毅原著、何輝國譯，〈石

坂莊作與石坂文庫――以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先驅圖書館之軌跡為中心〉，《臺灣學研究通訊》，

頁 82-101。
90 石坂莊作，《臺島踏查實記》（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據 1904 年臺灣日日新報社再版排

印本影印），頁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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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

若於來年之臨時會議，果難提出，則一年間事業，不得舉辦，

亦應如現時，暫為姑息之計，而維持之，是則築港事業，難

免多所損失，兼有礙本島經營之計畫。惟總督府將如何別籌

良策，猶不可知。91

而受到築港停止直接影響最深的，可說是包攬築港工程之承包商與

相關產業。前文所述臺人陳志誠所組的臺北商工公司，曾因在築港工程

中包攬火車站碼頭等工程，被視為獲利甚大的包商；因基隆築港工事的

停滯，虧本幾近倒閉。92 承包公司如此，可以想見對於倚賴築港工程的勞

工與地方商界亦同樣受創。

伍、築港的重啟

基隆築港的中斷與繼續，皆與日俄戰爭有關。日俄戰爭結束後，日

本內閣對於戰後經營方針有重大轉變。除了財政外債整理、軍備擴張、

鐵道國有等政策之外，也關注對滿州、朝鮮、臺灣、樺太等殖民地經營。

在接續的幾年，對於鐵路、港灣與道路設施，有別於過去政黨以地方事

業相競爭的發展，公共事業政策是以運輸效率即營運經濟效率為優先考

量，故內務省所管轄的道路、河川與港灣修築，都以結合鐵路連為思考

主軸。93 內務省下的港灣調查會，也在此時活絡，賦予調查全國各地的港

灣情況，由國家決定重要港灣，確立築港方針。94 重視殖民地經營與港灣

的建設的這股風向，終使得基隆築港獲得重啟的契機。

明治 39 年（1906）初第 22 回帝國議會終於通過了基隆築港費預算，

91 〈豫算不成立影響〉，《臺灣日日新報》，1903.12.15，第 3 版。

92 〈商工公司殆廢業〉，《臺灣日日新報》，1903.9.23，第 3 版。

93 內田健三等編，《日本議會史錄 1》，頁 350-351；坂野潤治著，鍾淑敏譯，《近代日本政治史》

(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122-124。
94 井上敏孝，〈1907 年の港湾調査会設立の意義に関する一考察〉，《教育実践学論集》

12(2011.03)，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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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治 39 年度至 45 年為期 7 年，預算共 620 萬圓。然此次的預算經費，

與前述基隆港第二期繼續事業 1,300 萬餘圓相比，將近折半。不過，經

費的限縮並非議會的主張，而是總督府「鑑於時局」而主動改變設計所

提出，或可說是屢次經歷預算不通過的折衷方案。95 為了限縮預算，將重

要的防波堤設計約 700 萬削除，與後藤新平一同在議會接受質詢的財政

局長祝辰巳解釋，此預算的提出，乃是考慮臺灣的經濟狀況，必須在防

波堤以及海港鐵路聯絡兩方取捨，不得已選擇了後者。96

此期基隆港的築港方針主要為海陸連結，也符合了當時內閣主張港

灣與鐵路聯絡為主的政策方向。築港局在規劃基隆第二期築港對於海陸

設施地點的設置，即鐵路、碼頭與倉庫連結規劃分為兩案，一為以基隆

港西岸、今基隆火車站為主要海陸聯絡設備，另一案則是以基隆港東岸、

新填埋地小基隆設置海陸聯絡設備。97 當時輿論大多認為，新火車站應設

置於東岸小基隆新填埋地之區域，才能避免市街地與火車站相隔之不便，

且有腹地相應。98 但最後由後藤新平最後拍板定案在基隆港西岸，影響日

後基隆港區發展至今。築港局技師川上浩二郎認為，後藤新平是以運輸

交通與基隆市街地的發展作為考量，並奠定了日後基隆港市的發展。99 有

了第二期計畫的繼續，加上此期配合市區改正計畫的推行，基隆港市也

在第二期築港工程進行之下，逐漸脫胎換骨，成為近代化的港市。

明治 39 年（1906）後藤新平等總督府官員一行人，在東京取得築港

預算認可後回臺，自基隆港上岸時當地官民特地舉辦祝賀會迎接。除了

慶祝後藤新平獲男爵，主要感謝他對於基隆築港的貢獻。當時擔任基隆

街長的臺人許梓桑（1874-1945）祝詞道：

95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編，《基隆築港誌》，頁 55。
96 〈第二十二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豫算委員會第二分科會會議錄〉，《帝國議會會議錄》，第 4回，

1906.2.5，頁 35。
97 鶴見祐輔，《〈決定版〉正伝．後藤新平 3 臺灣時代 1898~1906 年》，頁 300。
98 石坂莊作，《臺島踏查實記》( 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據 1904 年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排印

本影印 ])，頁 61。
99 鶴見祐輔，《〈決定版〉正伝．後藤新平 3 臺灣時代 1898~1906 年》，頁 300。然後藤新平的

決定，軍方的意見也極為重要。當時軍方反對新火車站若設在新填埋地之區域，認為會妨礙

對岸牛稠港軍區的安全性。〈基隆停車場位置變更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659
冊第 30 件。



後藤新平與基隆港的興築（1898-1906） 29

如上年上京陛見，為基隆築港一事，協議多方，今也成立有

序，足見關心國計，大益民瘼。將來落成之後，四海會同，

自得利源擴達，萬邦咸集，必然生計萃繁。宇內之民，莫不

曰後藤民政長官之力也。100

對基隆築港戮力最深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為基隆築港取得第二

期計畫的預算、築港局繼續正常運作後，同年離開臺灣轉任滿鐵總裁，

也宣告其對基隆築港完成階段性任務。不過，我們從前文的討論中發現，

從實際執行的角度來看，基隆築港計畫的推行，一直都在後藤新平的意

料之外。首先，明治 32 年（1899）內閣雖同意事業公債的特別事業費，

但基隆築港被大砍 800 萬圓，以至於歷經 4 年餘僅完成浚渫港灣的工程，

甚至衍生出日後議員質疑浚港費與築港費的爭議。其次，雖然基隆早在

明治 29 年（1896）就開始築港調查，但這 4 年餘的浚港工程卻屢屢遭受

到天災、疾病、勞工等等問題拖延，計畫進行並不順遂。

再者，至明治 35 年（1902）總督府再次向內閣爭取第二期計畫工程

預算，卻屢屢遭到否決，僅給予每年維持築港局人事與相關設施維持費，

此情況一直持續至明治 38 年（1905）。不僅是建造新火車站腹地，還是

碼頭、防波堤等建設，都還未成型。最後，明治 39 年（1906）總督府雖

然爭取到 620 萬圓的經費，繼續基隆築港第二期工程，卻暫棄了對基隆

港口極為重要的外港防波堤等建設。是以自後藤新平提出事業公債計畫，

到其離臺之時，基隆港畔仍是百端待舉的情況。

陸、結語

後藤新平對於基隆築港的重要性究竟為何 ? 現今在回顧臺灣築港的

歷程時，後藤新平被視為最重要的功勞者，但其重要性僅在其相關傳記

中聊聊數語帶過。本文嘗試將後藤新平來臺後，對於基隆築港相關政策

的推動與施行做一全盤的整理。

後藤新平曾謂，臺灣之所以在過去未被列強所染指，就是因為沒有

100 〈基隆祝賀會〉，《臺灣日日新報》，1906.5.16，漢文版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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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港灣，「港口完備對於帝國殖民事業的成功是必要的。」101 故自

他擔任民政長官以來，竭盡所能地積極推動基隆築港的政策。在上任後

立即將軍方性質的基隆築港調查會解散，整併在總督府土木課下，任用

專業的土木技術官僚重新調查。他並提出事業公債計畫，將基隆築港列

為三大事業之一，向議會、內閣積極爭取經費，讓日治初期即開始規劃

的基隆築港政策，得以開啟。只是基隆築港在推行的過程中，波折不斷。

基隆築港在事業公債中遭縮減經費幅度最大，日後的第二期工程接續計

畫因各種理由被迫暫停，經歷了中斷維持期的慘澹經營。在此期間，後

藤新平為了基隆築港局的存續，不惜歷次在議會上力爭，甚至引發違憲

爭議。直至日俄戰爭後，因政府的殖產興業方針，基隆築港才得以縮減

規模後再繼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基隆築港政策推行的例子，亦可了

解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施政，受制於日本國內的影響層面之大。

從築港局成立，並到第二期計畫的繼續，皆為後藤新平任基隆築港

局局長時期所經歷，其對於基隆築港的重要性，絕非僅止於將基隆築港

畫入事業公債下的大餅，更在於其對築港局存置的支持，以及對推動臺

灣築港政策的決心。正因在基隆築港計畫被迫停擺之際，是後藤新平堅

持築港政策，並積極應對，才終能繼續推動第二期工程。可見，無論是

後藤新平之於基隆港，或基隆港之於後藤新平的殖民規畫，均具有不可

忽視的重要性。就結果而論，基隆築港在後藤新平任內執行過程與成效

並不如預期，但其對於基隆築港的推動與支持，仍應給予肯定。

101 〈第二十一回帝國議會眾議院豫算委員第二分科會會議錄〉，第 4 回，1904.12.15，頁 29；
後藤新平，〈臺灣經營雜談〉，收入立石駒吉編，《後藤新平論集》( 東京：伊藤元治郎，

1911)，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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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o Shimpei and the Keelung Harbor  
Construction, 1898-1906

Kai-wen Chen  *

Abstract

The Keelung Harbor Construction, the North-South Railway, and the Land 
Survey were Goto Shimpei’s three major businesses which were supported by Taiwan 
Public Bond Law. However, there are not many studies of the Keelung Harbor 
Construction compared to the other two businesses, and it is also difficult to find 
Goto Shimpei’s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policy of the Keelung Harbor 
Construction in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the role of Goto Shimpei.

After many failed attempts, the policy of Keelung Harbor Construction was 
initiated by Goto Shimpei. He converted Keelung to a commercially oriented port, 
and also established the Extraordinary Taiwan Keelung Harbor Construction Bureau, 
which was performed by technocrats. However, because the budget was substantially 
reduced, port construction project had only carried out the dredging part. Moreover, 
as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project was rejected for various reasons by the mother 
country, the Keelung Harbor Construction was greatly affected. In order to subsist the 
Bureau, Goto Shimpei struggled with the parliament, and even caused unconstitutional 
controversy.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 Keelung Harbor Construction was able 
to reduce the size to continue by th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policy. In terms of 
the results, the policy of Keelung Harbor Construction was not as expected, but was 
approved due to Goto Shimpei’s promotion and continuous support.

 
Keywords: Goto Shimpei, Keelung Harbor Construction, Taiwan Public Bond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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