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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八田與一前輩       中川耕二 1 
譯者：呂榮進先生 2 

「遇難之記」 

致力台灣「嘉南大圳事業」的完成，為台灣人民所景仰

的八田與一在昭和 17 年（1942 年）奉陸軍省
【譯註 2】

要求下，

以南方開發派遣要員的身分被派往菲律賓從事棉作灌溉施

設規劃途中，所搭乘的大洋號在長崎縣五島列島海上被美軍

潛水艇的魚雷擊沉之後遭遇海難死亡。同行的屬下三人，除

宮地末彥奇蹟似的獲救外，其餘湯本政夫和市川松太郎一同

遇難殉職。 

據當時的狀況，在昭和 53 年（1978 年）3 月由宮地末

彥所遺留的「遇難之記」是記載彰顯八田與一的記事。 

而這貴重的記錄，我將全文介紹。 

遇難之記                 宮地末彥 3 

遭遇這個劫難已 36 載，我也已年過半白，如今必須要回

憶記錄當時遇難的情形，那是太平洋戰爭開始後的前半年，

在昭和 17 年（1992 年）5 月 8 日在東支那海大洋號沉沒的慘

事。 

在 3 月依據軍方請求下，奉台灣總督府派往菲律賓從事

有關棉作灌溉施設的指導。和中學時代的大前輩，也就是嘉

南大圳烏山頭水庫的建造負責人，總督府勅任
【譯註 3】

技師八

田與一先生，與在總督府耕地課任職的湯本技師及市川技手
【譯註 4】

共 4 名，被選為隨軍人員，接受軍方的指示抵達東京。

在市個谷的陸軍省整備局，為了完成各種手續以及預防接種 
 
1 日籍工程輩耆宿，日本地質專家、技師。中川先生在理學院專攻地質學。退休之後，一面研究，

一面參加武內啟夫先生所舉辦彰顯八田與一學長的事業。每年，都會來台訪問，並且對內對外

都大力推廣烏山頭水庫的意義，近年來在台灣的學會也請求研究成果的發表。 
2 前台灣省政府水利局第八工程處處長。 
3 八田技師派往菲律賓時，同行四人中，宮地先生為唯一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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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渡過了十幾天輕鬆自在的日子。而在 5 月 5 日上午十時受

命於廣島宇品港集合，5 月 4 日夜晚，我們在宮島最裡頭的

旅館住宿，看到鹿群在庭院中遊玩，同時自辦晚宴，來互相

祈求平安無事。 

隔日在廣島宇品港，和其他南方開發派遣要員技術者

1,200 名集合，分別搭乘（一萬三千噸）的大洋號出發前往。

我和下士官待遇的市川技手
【譯註 4】

並沒有同寢室，只在門司

看到之後，卻從此天人永隔。下午二時左右出發，5 月 6 日

抵達下關門司港。看到正卸下裝載在船尾的大型重砲而改裝

附有車輪的野砲，這讓我想起八田先生和我都感到非常的驚

訝，為什麼軍方要裝載這些東西。翌日的午後起航，8 日有

消息傳來菲律賓的科里幾多要塞已經淪陷的消息
【譯註 5】

，5

月 8 日的黃昏，護航的軍艦開始折回。 

六時三十分為慶祝日軍攻陷菲律賓的科里幾多要塞，慶

祝的餐飲附上紅豆飯和清酒一壺，用餐之後換上輕便服時，

突然感覺船尾激起近距離像落雷的巨響和猛烈的震動，我們

三人緊急返回船艙，手拿救生衣，在慌忙之際，第二枚魚雷

已命中船尾，而一團火球正在燃燒著。 

由於魚雷的爆炸而引起火災，有的船客認為遭遇艦砲射

擊而潛入船艙，有的逃上甲板上搶搭救生艇。驚覺一看，在

我身後的兩位同伴已經不知去向了，而我儘速穿上救生衣，

從出入口登上甲板，發現指定的救生艇已經是滿座的狀態。

船員在卸下救生艇之前，一直高喊著趕快過來搭乘後，不料

吊船的繩索折斷，致救生艇急速垂直掉落，而人在掉入的途

中，我的帽子和眼鏡也都飛走了。環視眼前浮上的黑藍色的

大海，竟然找不到、看不清身旁有 40 多人的身影。而接下來

的另隻救生艇，卻在我眼前很順利的划出，為了追上這艘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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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艇，穿上衣服和鞋子的我游起來反而格外的輕鬆。而大約

游泳二、三十分鐘左右才抓上船角。雖然落日之後周圍已經

呈現黑暗，但是船燈顯示大洋號還半斜浮在海面。一直等

待，緊抓著救生艇，可是誰也沒有把我打撈上來，只能靠著

自己力量想要從船的兩側爬上去，但是兩手緊握船繩卻爬不

上來，接著想要兩腳用力跨過船邊，也使不上力。大浪來襲

的時候，想身體會浮上來，故等待大浪再次來襲，靠著大浪

的推力，渾身使勁的想要跳上救生艇，卻還是掛在船的側

邊。之後，像夢中一樣，潛入救生艇的底部。而在那時發現

大洋號的船首也垂直的往海底下沉消失。在游泳時拾起漂流

在海上的救生衣當成坐墊，脫下雨衣蓋住頭部用來擋風，濕

冷的身體似乎已慢慢感覺有一點回溫。救生艇乘風破浪，螢

火蟲閃閃發著淡青色的光，這般怪異的美景，至今仍無法忘

懷，一整夜船上的艇長總是以勉勵的口吻要我們全員都要挺

住，要是救生艇翻覆了，就只能隨波逐流。想著想著，這真

是一個漫長的夜晚。 

9 日上午十時左右，已回航的護航艦隊，也緊急折回來

擔任護航，而將附有繩梯的救生艇一一卸下，爭先接下梯

子，飛踏上去，而踏上艦艇時，船上的士兵遞上一杯威士忌

的酒，是我終生難以忘懷感激的味道。隔天 10 日在長崎登陸

之後聽聞被救起的人員大約 300 名，而八田先生、湯本先生、

市川君已經不能再相會了。 

有人說人生五十年，若是從那個時候想要再活 50 年，而

今已經過了 36 年，那麼剩下的 14 年我該如何充實餘生。時

至今日我依然思考這個問題。 

（昭和 53 年 3 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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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同學、學弟之間的關係」 

在彰顯八田與一的事蹟當中，學長、同學、學弟之間的

關係，有幾件相關的事情是能夠瞭解的。 

以鳥居信平為例，他出生在靜岡縣袋井市，就讀於東京

帝國大學農科大學（水利），曾受教於在涉谷車站前忠狗

Ha-Thi 公銅像的飼養者上野英三郎教授。歷任農業商務省
【譯

註 6】
、清國山西省農學堂教授、和德島縣技師。在大正三年

（1914 年）轉職於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八田與一先生是比他

晚了三年才來台灣。在大正 10 年（1921 年）6 月至 13 年

（1924 年）5 月之間完成了「二峰圳」的灌溉事業，現今也

被台灣的人民所敬仰。由於八田與一的「嘉南大圳事業」開

工於大正 9 年（1920 年），從年代來看，兩人的經歷是「官」

和「民」的身分不同。雖說兩人同為技術專家，是否彼此之

間有往來交流，在正式的交流紀錄當中並未見到記載，當然

這是推測，所以只能微笑以對。 

再舉同學森岡二郎來說，他出生在奈良縣，畢業於東京

帝國大學法科大學，之後進入內務省，曾擔任過島根、青森、

茨城、栃木縣的知事
【譯註 7】

，也曾擔任過警保局長，在昭和

11 年（1936 年）9 月至昭和 15 年（1940 年）11 月之間擔

任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八田與一是在昭和 14 年（1939 年）

6 月昇任為勅任官【譯註 3】，那時候台灣總督府的負責行政事務

方面的高級長官和技術方面的高級長官，都是金澤市第四高

等學校的同期校友所擔任的，這是值得驕傲的。可以推論彼

此之間都具有強烈的企圖心。 

而森岡二郎在昭和 16 年（1941 年）也曾擔任日本棒球

聯盟的第一任會長，之後也加入棒球聯盟，和同學正力松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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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透過棒球的關係，雙方也建立了很深的交情。 

接下來再舉例，學弟磯田謙雄和宮地末彥。 

磯田謙雄在大正 7 年（1918 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

的工科大學（土木），之後馬上就職於台灣總督府，和八田

與一先生的資歷一路走來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在八田與一過

逝 3 個月之後，所舉辦「思慕故八田與一的座談會」的開場

就是由他來作為引言，可以了解和八田與一的關係是非常親

近的。八田與一的長男晃夫在生前也曾經說過“磯田謙雄先

生”也對他們照顧有加，磯田謙雄在台灣的最後職務是總督府

農商局耕地課長
【譯註 8】

。 

另外，宮地末彥是在昭和 6 年（1931 年）畢業於東京

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業土木）。之後，馬上在台灣總督府任

職。昭和 5 年（1930 年）在嘉南大圳工程完成之後，對於

從事嘉南大圳事業的維護營運管理曾接受八田與一的指

導。另一方面，考慮將來曾文溪主流需要建造水庫，所以在

八田與一的指示下，進行規劃調查
【譯註 9】

。就是因為八田與

一非常信任宮地末彥，所以在昭和 17 年（1942 年）參與菲

律賓棉作灌溉規劃的實地調查。而隨行三人之中，他是其中

一位。 

在嘉南大圳事業工程開工之時，八田前輩受到磯田謙雄

的支持，而完成之後也受到宮地末彥的協助，深深的感覺學

長和學弟之間的情誼，感覺是一件有趣的事。 

而且磯田謙雄、宮地末彥同樣是畢業於金澤一中、第四

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也都是八田與一的學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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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狀」 

爲慶祝第四高等學校創校百年的慶典，故集合同窗會的

校友，有志一同參加八田技師夫妻墓前參拜訪問團，在昭和

61 年（1986 年）5 月 8 日第一次參加墓前祭拜。而在當時，

如以下的介紹所記，這張感謝狀是以同窗會會長神保龍二為

代表，敬致嘉南農田水利會。 

感 謝 狀 
敬致台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 

貴水利會四十多年以來，對於每年所舉辦故八田與一先

人的墓前祭拜和悼慰先靈，致予謝意。 

八田先人出生在日本國石川縣金澤市，東京帝國大學入

學之前是就讀位於金澤市之第四高等學校，是我們的前期學

長，夫人也是出生在金澤市。學長的豐功偉業是致力於烏山

頭水庫以及灌溉水路的建設，由於貴會的盛情厚意，才使得

這個事蹟能夠代代相傳於後世，對於第四高等學校同窗會所

有校友而言實在深感銘心，同時致上最深深的感謝之意。正

逢迎接母校創校百年之際，同窗會代表所有校友致予最深厚

的謝意。 

                             1986 年 5 月 8 日吉祥 

                             第四高等學校同窗會 

                           會長  神 保 龍 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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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註」 

【譯註 1】本文出處：日本第四高等學校（俗稱「四高」）同窗會報第 69 期，北

辰，2010 年 11 月 30 日。 

【譯註 2】陸軍省為內閣之一，首長稱「陸軍大臣（陸相）」由現役之大將或中

將就任。 

【譯註 3】相當於台灣簡任官。 

【譯註 4】相當於台灣技士或工程（工務）員。 

【譯註 5】科里幾多要塞淪陷後，美軍全部撤出菲律賓，日本完全佔據菲律賓實

施軍政。 

【譯註 6】指內閣農業商務省。 

【譯註 7】相當於台灣之縣長。 

【譯註 8】耕地課是光復後前台灣省水利局的前身。 

【譯註 9】指多目標效益的台灣最大曾文水庫。當時因戰爭的關係未能興建，其

留下之調查規劃資料，由省水利局據以細部設計，由省政府設置「曾

文水庫建設委員會」及「工程局」，於 1967 年興建，1973 年完工。（依

據「經濟部水利署文化性資產口述歷史成果報告」） 

日本郵船株式会社之大洋丸（1911-1942），係分派為南方開

發人員及資材運輸之陸軍用船，八田與一先生於 1942 年 4 月

獲日本陸軍省聘為南方開發派遣要員，而於 1942 年 5 月 5 日

搭乘大洋丸，該輪合計搭載開發要員 1,097 名，乘務員 263
名(計 1,360 名)及裝載材料之後，從廣島之宇品港經菲律賓往

新加坡之方向出航，但於 5 月 8 日在長崎縣男女群島附近，

遭美國軍艦「USS Grenadier (SS-210)」魚雷擊中，引燃所裝

載之碳化物將全船化為火海數十分後沉没。包含八田與一先

生等乘客 660 名及船長與乘務員 157 名合計 817 名因而不幸

殉難。 

日本郵船株式会社に属する大洋丸（1911-1942）は南方
開発要員並びに資材輸送のため陸軍配当船となり、
1942 年 4 月日本陸軍省が八田與一氏を南方開發派遣要
員と命じ、1942 年 5 月 5 日大洋丸に搭乗した、大洋丸
は開発要員 1,097 名、乗組員 263 名（計 1,360 名）及び
資材搭載の上、フィリピン経由シンガポールに向け広
島の宇品を出帆、5 月 8 日長崎県男女郡島付近、米艦「グ
レナディア（SS-210）」の雷撃を受け、積荷のカーバ
イドに引火して全船火の海と化し数十分にして沈没し
た。八田與一氏を含む乗客 660 名並びに船長以下乗組
員 157 名（計 817 名）はついに殉難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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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榮譽會員
故 

 宮地末彥先進
【譯註 1】 

著者：堂  源ㄧ 1    譯者：呂榮進先生 2
 

    本學會榮譽會員宮地末彥前輩，在平成 3年（1991 年）

1月 20 日上午 10 時 56 分，病逝於東京都杉並區阿佐個谷的

河北醫院，在夫人和長子的家人隨侍在側時安詳的離去，享

年 84 歲，再過 10 多天就滿 85 歲。病名是慢性骨髓性白血

病，最後由於急性肺炎的併發而導致心臟衰竭。 

    我正好在宮地先生去逝的前一個禮拜(1月13日)到河北

醫院探望他，那時候他還握著我的手說：「很高興來看我」，

沒想到竟然這麼早就仙逝了。農業土木學界又痛失這麼重要

的先進，真讓我深感哀痛，然而也由衷地爲他祈禱冥福。 

    宮地先生在明治 39 年（1906 年）2 月 2 日出生於金澤

市，在家中排行第六位男孩，一路由石川縣立第一中學校、

舊制第四高等學校，一直升學到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農學科

（專攻農業土木）
【譯註 2】

，而畢業於昭和 6（1931 年）年 3月。 

    在大學畢業後就馬上任職於台灣總督府的內務局土木

課水利係
【譯註 3】

。一直勤務至太平洋戰爭結束。而在台灣的

期間，奉派在以「半水力沖淤式工法興建土石壩【譯註 4】」而聞

名之八田壩的設計者八田技師的門下，對嘉南大圳烏山頭水

庫全灌區 15 萬甲旱．水田輪作灌溉的規劃和實施，多參與

其事。而曾文溪水庫
【譯註 5】

的調查規劃也是其中之一。 
 
1 勝村建設股份公司顧問。 

2 前台灣省政府水利局第八工程處處長、台灣省水利局鯉魚潭水庫工程處處長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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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 17 年（1942 年），由日本政府請求台灣總督府派遣

南方開發的技術者。宮地先生也被選為包括八田技師共 4名

成員，爲了「棉作灌溉的指導」一同由日本廣島宇品港出發。

然而所搭乘的船隻「大洋號」在五島海域卻被美國海軍潛水

艦的魚雷擊沉，1,200 名乘員當中，900 名死亡，（八田技師

也是其中之一）。只有 300 名生存。宮地先生卻在九死一生

的狀況之下在長崎佐世保被救回來。 

    之後在昭和 18 年（1943 年）2 月，公差前往菲律賓的

馬尼拉，從事稻作灌溉生產指導，一直到昭和 19 年（1944

年）3月回到台灣。 

    在戰爭結束後，也就是昭和 21 年（1946 年）12 月，帶

著夫人和三位公子離開台灣回到故鄉金澤市，而待職年餘之

後，於昭和 23 年（1948 年）1 月擔任農林省關東開拓研究

所（埼玉縣深谷）的所長，昭和 25 年（1950 年）擔任岡山

農地事務局芦田川農業水利事業所第一任所長，對三河水庫

的建設致力頗多。在昭和 26 年（1951 年）6 月，北海道開

發局成立同時也榮升網走開發建設部的第一任部長。不只是

寒冷地區的農業基礎建設，包括道路、橋樑、港灣等等的建

設也很有貢獻。 

    昭和 29 年（1954 年）7 月，就任於熊本農地事務局嘉

瀨川農業水利事業所(佐賀縣)的所長時也致力於北山水庫

等建設。昭和 32 年（1957 年）又轉任岡山農地事務局計畫

部長，直到昭和 35 年（1960 年）退休。之後進入小松建設

工業股份公司擔任執行董事，在昭和 56 年（1981 年）退休

於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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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宮地先生的簡歷，東京大學農學部畢業之後，太

平洋戰爭結束之前，都是在台灣、菲律賓從事熱帶農業水利

的工作，戰爭結束之後，由日本的北端到九州走遍全國，經

常活躍於第一線。對於農業土木事業，所作的貢獻良多。 

    除了在北海道任職之外，由於長時間從事於各地水庫的

建設事業，所以其造詣之深更不在話下。 

    我和宮地先生是在北海道認識，那是在昭和 27 年（1952

年），於北海道開發局開拓課旭川市附近的當麻水庫的工地

現場。當時，網走開發建設部長的宮地先生、帶廣開發建設

部長的友宗先生，以及本局直屬課長的木下真治先生三人經

常在當麻聚集。關於當麻水庫的各項建設，這是初次受教於

宮地先生（而今三人都已成為故人）。昭和 33 年（1958 年），

我從北海道開發局轉任岡山農地事務局計劃部技術科長，而

當時的直屬上司計畫部長就是宮地先生。宮地先生一直到退

休之後進入小松建設工業公司的這 2年也都深受他的照顧。

中海海埔新生地開發、笠岡灣的海埔新生地開發、吉野川總

合開發計劃，吉井川農業水利計劃等等，在負責這些大型工

程計劃的調查規劃時，宮地先生對我的指導，和他偉大的見

識，讓我由衷致以感謝。 

    受惠於宮地先生的人很多，在岡山農地事務局的期間，

於昭和 32 年（1957 年）7月至昭和 36 年（1961 年）5月之

間，他擔任農業土木學會中國四國支部的支部長。對於該支

部的發展也有很大的貢獻，因為這個功績，所以在昭和 53

年（1978 年）5月 30 日被總會推舉為榮譽會員。 

    宮地先生個性直爽，不喜歡拐彎抹角，在許多朋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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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量很好，由他端正的相貌看來，雖略表現出冷淡的性格，

然而內心是相當的溫柔熱情，特別是在家庭裡頭，可以觀察

出他是非常善良的父親。對於工作要求嚴格，特別在水庫計

劃上，格外用心，對於後輩熱心給予的指導，不禁感念萬分。 

    我認爲宫地先生爲了太平洋戰爭嚐盡辛苦，就如上述，

他的人生是在東奔西走的日子度過的。只有晚年，些許的時

間才可以過著穩定的生活。 

    我們偉大的曾蒙政府授與從四位勳四等瑞寶勳章之宮

地末彥先進，於平成 3 年（1991 年）1 月 23 日在小金井市

的西念市葬禮出殯的那天，許多親族友人也多數來參加。在

金澤市宮地家菩提寺日連宗「本是寺」的主持誦經之下安然

的離去。 

    大學時代的同學小川文良先生，來電悼念「宮地君，我

還想再和您說話。遺憾。祈求冥福。」當這篇文章被披露出

來的時候，我內心感觸良多，願您安詳的昇天。在天國和木

下先生及友宗先生見面時，請一邊暢飲，一邊往下看看我們

的世界正值波斯灣戰爭。 

  

          （勝村建設股份公司顧問  堂  源ㄧ 記
【譯註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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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註」 

【譯註 1】宮地末彥先輩是一生奉獻於台灣．日本之水利工程師（技師）。本悼

文係由日本農業土木學會第 59 卷第 3 號（1991 年 3 月）刊載。 

【譯註 2】日本戰前設立農業土木科者，大學部分為國立東京帝大、九州帝大及

台北帝大；高校部分為國立三重高農、宇都宮高農及岐阜高農而實業

學校部分為台南州立台南農業學校（五年制）。 

【譯註 3】水利係相當於台灣之水利股。 

【譯註 4】Semi-Hydraulic Fill Method。 

【譯註 5】指多目標效益、台灣最大的「曾文水庫」，當時因戰爭關係未能興建，

其留下調查規劃資料（包括壩址、壩型等）由台灣省水利局據以完成

細部設計；嗣後省政府成立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及曾文水庫工程局於

1967 年興建、1973 年完工，現由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管理營

運中。 

【譯註 6】請另參閱台灣農田水利雜誌 38 卷 4 期溫理仁教授著「憶前輩宮地末

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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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頴一郎著：「ダムの話」からの抜粋 

昭和 24 年（1949 年）3 月 30 日朝日新聞社から発行さ

れた石川頴一郎著：「ダムの話」の目次に、ダムについて

の思い出の中に八田堰堤の項目があり、この內容は八田堰

堤を考えるで非常に貴重と考えられたので、転載して参考

に供する。 

※著者略歷 

明治 18 年浦賀に生れる  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土木工學を卒業 

工學博士 初め水道工事に從事し のち宇治川水力電氣會社および

日本電力會社において水力工事 に從事 大正 13 年と昭和 11 年の 2

度にわたり歐米の堰堤工事を視察。 

※原文での度量衡の数值にメートル法数值を併記した。 

平成 24 年（2012）10 月 

八田技師夫妻を慕い台湾と友好の会 世話人 

環境地質コンサルタント    中川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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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沖繩県名櫻大學 
上江洲 基 贈書 
 

書名：ダムの話 
作者：石川頴一郎 
出版社：東京：朝日新聞社 
出版時間：1949 年 
頁數：1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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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大圳之父 八田與一手記一則- 

烏山頭水庫建壩軼事  中川耕二 1 
譯者：呂榮進 2 

本文來自石川頴一郎著作＜話說壩工＞（一九四九年三月

三十日朝日新聞社出版），因在目錄中記載「八田壩」軼事，余

認為珍貴史料，特摘錄提供參考。 
中川耕二 記 2012.10 

 

八田壩    石川頴一郎 3 

最近找到八田與一君手稿，特公開八田壩工程規劃經

緯。 

八田君是余親友，大學畢業後一生就職於台灣總督府土

木課。他頗富天才，表現創意且奇特，早被列入台灣名人之

中。國際著名的嘉南大圳及烏山頭水庫是由他建設完成，因

此該水庫大壩尊稱：「八田壩」。 

八田君前也曾勘察大甲溪流域，認定可興建「達見壩（德

基水庫）」，後余被邀請參與達見壩規劃設計，但惜後來因第

二次世界大戰來不及施工，這就是八田君與余交誼的開始。 

八田君於昭和十七年（1942）初夏，由台灣來東京致函

略以：「將赴南洋視察，盼望回國後暢談愉快…」，但後來他

赴南洋途中在玄界灘與多數非常知名的技術者遭難，甚為惋 
 
1 思慕八田與一伉儷暨日台友好之會執行幹事，＜嘉南大圳事業研究序論-烏山頭水庫＞著作者、

環境地質顧問。 
2 呂榮進（榮晉）1927 年 7 月 7 日生。係前台灣省水利局工程處長退休，曾主持負責卑南上圳，

鯉魚潭水庫及其他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設事業，在威嚴時代，蔣經國總統二度蒞臨視察嘉勉。 
中川耕二先生是其日本友人之一，感謝熱心提供本珍貴史料，擬請台灣土木水利技術界，尤其

是嘉南農田水利會參考。 
3 石川頴一郎略歷：一八八五年在浦賀出生。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土木工學畢業，工學博士。初負

責自來水工程建設事業，後在宇治川水力發電會社及日本電力會社主持負責水力工程建設：曾

於一九二四年及一九三六年奉派前往歐美國家考察堰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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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讓余哀悼萬分。 

迄今當時建設八田壩的關鍵人物都已昇天，故余在此公

開八田君遺留手記一則來紀念，應該不會失禮吧。 

八田壩位於台灣、台南州，採用半水力（射水）填築式

土石壩，高度五十六公尺、長度一、三０二公尺，水庫蓄水

量一、五二九億立方公尺，蓄水面積約九．九平方公里，於

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年）至昭和五年（一九三０年）建設完

成之國家重大水利工程計劃，由於該水庫之竣工送水給嘉南

大圳，成功地灌溉十五萬公頃之農地，帶來台灣最大福祉。 

以下摘錄八田君遺稿一則 

『美國希魯拉技師研發「射水式施工法」，是從壩址附近高地邊

坡以水力噴射方式崩鬆土砂，變成泥汁後流經水槽放淤築壩之施工

法，在技術上並不適宜，例如卡拉佩斯壩就是因為礫石含量不足，才

在施工中潰壩。至於烏山頭（八田壩地名）因周圍山壁地質均屬粘土

層，如果採取該粘土築壩一定會帶來危險，所以余研發遠從曾文溪畔

大內庄採取合格土石料（如粘土、粉砂、細砂、礫石、卵石、塊石等），

以火車運來之後，向壩軸混凝土心牆兩側外面適宜地點傾倒，特採用

水力噴射的方式分解，依大小粒設計層序別自然流動放淤兼排滲水，

再加以壓實之所謂半水力填築式建壩工法，雖是新穎創案，但在大壩

安全及壽命上應屬可行。惟當時如美國等先進國家，還沒有這種半水

力填築式工法新思維，所以難怪被認定這只是奇特的構想，是否上乘

工法不敢相信。由於本人堅持這是最佳工法擬想要執行，卻被當時０

０技監及００課長不支持，其理由是現在國際上沒有這種工法。余即

時回答：「因為知道沒有這種工法，才由本人來發明」，仍被質疑在外

國沒有這種工法，安全上有疑慮，豈可採用而大加反對，然余深信自

己創案是絕對最好的工法，所以敬答：「既然這樣，可否提請由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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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討論議決贊成與否？」，反被警告：「政府秘密不可外洩」而不准。

但余也不應盲從其他不安全之施工法來建壩，該如何溝通獲得層峰核

可？正猶豫思索中，幸適於大正 9 年（一九二０年）美國和魯牧斯技

師發明與余相似之半水力填築式新工法，且同時期上述之射水式卡拉

佩斯壩在施工中潰壩，才余自創的半水力填築式建壩工法獲准採納，

而得以順利完成烏山頭水庫工程建設事業，同時余所規劃之嘉南大圳

十五萬公頃耕地，依水稻、甘蔗、雜作三年輪灌制度也實施成功，獲

得各界肯定。因此也可以說：半水力填築式建壩工法，雖然被美國先

驅，但余之創案更早，這一點自感榮譽』。 

像上述事情發生並非八田君個人而已，余也曾遭遇類似

經驗，是因為日本官廳技師向來較為保守所使然。現在日本

已走向民主主義時代，今後年青技術者應自動發明、自由發

表，如果是合理的話，可以充分發揮執行。 

八田君生前在烏山頭珊瑚潭畔安置紀念銅像，余想：今

後不可能將恩人的銅像移走。 

戰後八田壩雖非日本所有，但必會永久加惠於台灣人生

活。 

祈 

八田君冥福 

「註釋」 

【註 1】本文出處：石川穎一郎，昭和 24 年（1949）3 月，ダムの話，P180-183。

出版地：東京都，發行所：朝日新聞社。 

【註 2】譯文出處：嘉南大圳之父 八田與一手記一則-烏山頭水庫建壩軼事，農

田水利雜誌，102.4，第 59 卷第 12 期，P8-10。 



 
        八田技師遇難記と烏山頭水庫建壩軼事 
 

 

25

八田與一．磯田謙雄．宮地末彥の略歷 

 八田與一 磯田謙雄 宮地末彥 

生年月日 1886年2月21日 1892 年 5 月 6 日 1906 年 2 月 2 日

金沢第一中
学校卒 

1904 年 3 月（11
期） 

1911 年 3 月（18
期） 

1925 年 3 月（32
期） 

第四高等学
校卒 

1907 年 7 月（二
部工科） 

1914 年 7 月（二
部工科） 

1928 年 3 月（理
科甲類） 

東京帝国大
学卒 

1910 年 7 月（工
科大學） 

1918 年 7 月（工
科大學） 

1931 年 3 月（農
學部） 

台灣総督府
赴任 

1910 年 8 月 1918 年 8 月 1931 年 4 月 

引揚  1947 年 1946 年 12 月 

死亡年月日 1942 年 5 月 8 日 1974年8月16日 1991年1月20日
台湾時代の主要業蹟 

八田與一：桃園大圳事業、嘉南大圳事業。 

磯田謙雄：大嵙崁溪流域埤圳用水量調查、白冷圳事業、頭前溪治水

工事、卑南大圳改修工事。 

宮地末彥：嘉南大圳事業農田輪作灌溉制度建立、曾文水庫規劃、フ

ィリピンでの水稲栽培指導。 

引揚后の経歷 

磯田謙雄：金沢農地事務局~1948 年、長建設（株）~1955 年、真柄

建設（株）~1968 年。 

宮地末彥：農林省．北海道開發局~1960 年、小松建設工業（株）~1981

年。 

中川 耕二作 

 
八田與一技師 磯田謙雄技師 宮地末彥技師 



 
        八田技師遇難記と烏山頭水庫建壩軼事 
 

 

26

八田與一．磯田謙雄．宮地末彥略歷 

 

 八田與一 磯田謙雄 宮地末彥 

生年月日 1886年2月21日 1892 年 5 月 6 日 1906 年 2 月 2 日

金澤第一中
學校畢 

1904 年 3 月（11
期） 

1911 年 3 月（18
期） 

1925 年 3 月（32
期） 

第四高等學
校畢 

1907 年 7 月（二
部工科） 

1914 年 7 月（二
部工科） 

1928 年 3 月（理
科甲類） 

東京帝國大
學畢 

1910 年 7 月（工
科大學） 

1918 年 7 月（工
科大學） 

1931 年 3 月（農
學部） 

台灣總督府
赴任 

1910 年 8 月 1918 年 8 月 1931 年 4 月 

回國  1947 年 1946 年 12 月 

死亡年月日 1942 年 5 月 8 日 1974年8月16日 1991年1月20日

台灣時代主要業蹟 

八田與一：桃園大圳事業、嘉南大圳事業。 

磯田謙雄：大嵙崁溪流域埤圳用水量調查、白冷圳事業、頭前溪治水

工事、卑南大圳改修工事。 

宮地末彥：嘉南大圳事業農田輪作灌溉制度建立、曾文水庫規劃、菲

律賓水稻栽培指導。 

回國後的經歷 

磯田謙雄：金澤農地事務局~1948 年、長建設（株）~1955 年、真柄

建設（株）~1968 年。 

宮地末彥：農林省．北海道開發局~1960 年、小松建設工業（株）~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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