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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公圳與水教育：
由先秦儒家學說觀之

89

    水資源不足是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戰，通識課程中有必要提供水教育之

課程。水教育不應是工程教育，而是在理解自然運作之理中，了解人類文

明與水的關係。儒家的思想中，水不只是資源，而是道德的啟蒙之師與治

國之基礎。天有權決定人民之主，此即天子，然而這個天命是會轉變的。

儒家認為統治者擁有天命，如果施政不以民意為依歸，則將喪失天命。統

治者必須讓人民的生活富裕，進而提升人民素質。曹公圳的建造與成效，

充分反應了儒家的觀點。曹瑾在高雄建造了曹公圳，使農業產量大增，也

提倡教育。至今曹公圳仍發揮著休閒、灌溉、濕地等功能。因此曹公圳及

其反應的思想，成為良好的水教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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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水是地球上最特殊的物質，所有生命都需仰賴它而存活。如果沒有

水，地球上即使有生命，形態也會大為不同。雖然地球有大量的水，但是

人類可資使用的不到 1％。即使這稀有的 1％，在時間與空間的分布上也

非常不平均。早在 1999 年聯合國召集 200 位科學家研究，指出人類在第

二個千禧年最嚴峻的挑戰是全球暖化和水不足 (Kirby, 2000)。在全球水資

源「既患寡也患不均」的情形下，推動以水為核心的環境課程，非常具有

意義。

    水滋養萬物，形塑各種生態條件，並孕育出各種人類文化，使文明得

以開展。因此，以水為主題的通識課程，應當包含人文、社會、自然等各

方面的思考，才有助於整合性思考能力之培育。生態環境決定了人類生存

模式，而人類的創意與行動，又改造了生態條件。生態條件也會再次反饋

影響人類文化。因此，自然、社會、與人文間，形成了一個辯證的關係。

如果要揭露這層關係，必須對自然環境、人文思想、經濟生活、政治運作

等諸方面均有所了解，進行跨領域的對話，並能以水為中心加以整合。不

難想像，這樣的課程是豐富多元的，然而也對教師的跨學門整合之能力造

成一大考驗。

    中國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留下了豐富的史料，令其他文明難以望其

項背。而中國也是古老文明中唯一存續者，其文明必有可觀之處。中國之

信史可上推到商朝所留之甲骨文，歷時已有三千七百年之久。在秦始皇統

一中國後，形成了最早的國家組織（黃中憲、林錦慧，2014），大致上屬

於同一個國的文明社會，情感上有特定認同，共尊一個國家政府（薛絢，

2008）。這些文化因素在先秦時代即已成形，許多思想與價值，成為中華

文化的主幹，影響後世甚遠。

    近百年來的研究發現，世界各地文明的興衰或朝代更迭，均與氣候的

變化和雨量多寡有關（劉昭民，2011；歐凱寧，2012；洪世民，2014）。

一、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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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數千件與求雨或求雪有關之紀錄。由此可見，降水之

榮枯，影響到農作與生存，也攸關政權之穩定。論語中記載，孔子認為

「足食」是國家安定的基礎之一，即為此意。

    由中國漫長的歷史，或許可以找到一些材料，作為今日水資源不足解

決方案之參考，是為本文的研究動機。

    民國 104 年春，行政院農委會因應旱象而宣布多處第一期稻作停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5），引起許多農民不滿（簡怡欣，2015），可

見水情之枯榮，可影響糧食供應與社會安定，不可小覷。

    在各種環境因素交互作用下，影響了人類文明的社會制度、人類外

形、傳染病、文化習俗等之發展 （歐凱寧，2012）。而中國是最早進入

農業的文明之一，可能因而對自然有特別的感受與愛好。因為農業對水高

度敏感，易言之，水資源不只具有物理上的屬性，還有哲學、政治社會、

文化、經濟等諸方面的意義。因此，中國人對「水」的認知，從某種程度

而言，幾乎就反映了這個文明的核心價值。在先秦諸子中，儒家學說對後

世影響極大。因此，了解儒家對水的見解，不只具有哲學價值，更具有歷

史與環境的意義。

    基於上述，筆者在通識課程中設計了一個單元，介紹曹公圳的故事，

並分析其中蘊含的儒家思想。透過這門課，期能將哲學、歷史、地理、文

化、自然等相關知識加以整合，並與今日情形進行比較。本研究的目的，

在於設計一門整合性的水資源教材，以提升學生對水的重視，以及對整合

性思考的能力。

    本論文共分五節。第一節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並說明章節安

排。第二節介紹中國先秦時期儒家的學說，內容著重於對水的看法。研究

先秦儒學之著作不知凡幾，但以文史哲居多，而未由環境的角度切入，並

整理成一套有系統的論述。因此，本節先介紹中國農業文明的發展，以及

儒家對水的看法，如何由養民、富民、到教民。即使氣象之變化與朝代更

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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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似有呼應，但古人將之示為天示警，而產生治國之說。第三節介紹曹謹

其人其事，及高雄地區的曹公圳歷史與演進，以及曹公圳的建造對高雄地

區發展的貢獻。第四節分析曹謹治水與曹公圳的通識課程規畫。在這一節

中，再次闡述儒家學說，和曹謹治理鳳山的政策加以比較，說明曹謹治水

實為先秦儒家治國之起點。本節中並說明如何把這些研究成果結合，轉換

成通識課程之教材。最後一節為總結。

    中國的農業歷史很長，極可能是最早馴化稻米之處 (Ho, 1969)。在一

萬年前華南地區就在栽種稻米，爾後因人口增加與更重要的氣候變遷等因

素，必須找尋更適合的耕地，使農耕知識擴散到華北與東海岸地區；在相

互爭執和協調的過程中，逐漸融成有同一背景的民族（許進雄，2013）。

中國的文明，至少在四千年前黃河、長江流域已形成，具有獨一無二的驚

人連續性；且基本上是原生的，受到外來文明影響很少（薛絢，2008）。

中國的文明之特色，在於不強調以人為中心，也不強調彼岸。根據蒙培元

之研究，中國是大陸性國家，一直是自然經濟的農業國家，在這種環境中

對大自然有一種特殊的關係：一方面，人的生命與生活必須依靠自然界提

供生存的良好條件，如風調雨順，使人對自然懷有感恩之情，故沒有征服

自然的意識。另一方面，人必須積極主動地調整自身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以確立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因此，人以自我實現與自我超越為主體意識

（蒙培元，轉引自吳汝鈞，頁 327，1995）。這種天人合一的哲學思維，

深深地影響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淮南子，泛論訓》），可能因為早

期人們怕水患，而未沿河而居。商朝盤庚克服了洪水泛濫與沖積平原耕作

之困難，「惟涉河以民遷」（《尚書‧盤庚》），定都安陽。至此，農業

成為一般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因此需要集合眾人之力從事防旱或防澇等水

貳、先秦儒家對水之認識

一、國家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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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程，並建造蓄水灌溉設施（許進雄，2013）。在防洪與灌溉之外，也

要有分配糧食之制度，從而形成了政治制度。然而，統治者無法決定水的

豐枯與糧食收成之多寡，只能祈求上天保佑。「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

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之事也」（《荀子‧富國》），而神的決策

又取決於君主之德行。故有謂「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其

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尚書‧湯誥》）。

周朝建立後，建造了大型圍牆市鎮。「惟王建國」，「掌建國之法，以分

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後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周禮‧夏官司馬》）而後，由都城之興建，擴及其他行政中心。「乃

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詩經‧大雅》）藉由莊嚴的宗廟，連結了人類社會與神明。中國城市的中

央往往矗立著祭祀的廟宇及宮殿，統治者希望由崇奉這些神明，進而安定

人事，整頓自然環境（謝佩妏，2006）。故「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

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禮記‧祭法》）。

    因人口增加與糧食增產之壓力，人民砍伐森林，且不斷開闢新農田，

破壞了自然生態，終引起水澇或灌溉溝渠淤積；此外，為了交通運輸所

需，也不斷地開通運河，凡此種種逐漸形成了治水之需要 (Elvin, 2006)。

黃仁宇 (1989) 主張，光是治水一事，中國之中央集權已無可避免；秦始

皇「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將黃河易名為「德水」，又稱秦為「水德之

始」（《史記‧秦始皇本紀》）。因此，今日認知的現代國家組成元素，

許多在秦朝已奠定，比歐洲早了約一千八百年之久（黃中憲、林錦慧，

2014)。

    綜上所述，因為農業時代糧食生產與水密不可分，故產生了以水為核

心的思想與制度。降水之多寡並非人力所能掌控，因此，水又會與宗教、

治國等觀念相結合。統治者除了安定民生、祭祀鬼神之外，還負有教化之

責，「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禮記‧學記》），「以致

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周

禮‧春官宗伯》）。總之，水不只是物質，而為治國之一環。它與宗廟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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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學說思想

祀、農業立國、教化民眾等各領域相結合。

    先秦諸子論及水時，經常由水之性質引伸到修身治國平天下之基礎，

也就是「以水為師」。

    根據竺可楨 (1972) 之研究，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四次溫暖時期與四次

寒冷時期，氣候的變遷與政權之更迭，似有巧妙的連結。西元前 780 年、

即周幽王二年，正值寒冷時期，

      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若過其序，民亂之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

      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

      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

      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

      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史記．周本紀》）

    《史記》中的記載指出，周幽王寵褒姒而廢申后與太子，故天示警現

天災，「氣候變遷」使水源供應不足。到了西元前 771 年，犬戎來攻，幽

王死，西周亡。此應證了統治者不修德，終致「天之所棄」。

    時序進入東周，氣候逐漸冷化，影響農業生產甚鉅；亂世中諸侯爭

霸，禮樂崩壞，賢臣謀士莫不思考為此一亂世尋出路。在此脈絡下，思想

家多會由「水」來思考問題。吾人檢視儒家孔子、孟子與荀子等人之學

說，可以找到許多有關水的觀點。相較於道家較抽象的思維，儒家由水引

伸出來的主張，便具體許多；再與法家相比，法家有明確政策，令出必

行，但使民畏之不能令民愛之。儒家以水之特性，作為君子修身之範本，

並進而推論治國、平天下之道。

    君子修身，必須以水為師。孔子在川上，表示「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論語‧子罕》）孔子讚嘆水這種「不舍」的精進，孟子依此衍

生出：「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

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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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孟子‧離婁下》）荀子則有不同的推論：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聖心備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鍥而

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荀子‧勸學》）

    如前所述，為政者要戒慎恐懼，因為君主失德，將失天命。這種敬天

的宗教觀，展現出民貴君輕之思想。夏失天命，乃因「慢神虐民，皇天弗

保。⋯⋯惟天降災祥在德」（《尚書‧商書‧咸有一德》），又，「天惟

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尚書‧周書‧多方》）。

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便是這

種天命觀之表現。

    而上天如何判斷君主之良莠呢？端視政治是否清明，人民生活是否衣

食無慮。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

      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堯曰》）

    人民就像一面鏡子，「人視水見形，見民知治不」（《史記‧本記‧

殷本記》）。因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周書‧泰

誓中》），天意其實就是民意。若「民無所安息……，使民不得衣食」（《

孟子‧滕文公下》），則必失天命。故荀子認為「君者，舟也，庶人者，

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孟子也表示，「民歸

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孟子‧梁惠王》上）因此，水的

意義並不只是局限在農業議題上，而和宗教、政治、社會、經濟等密不可

分。

    而治水與治國之具體之政策，如孔子所言：「敬事而信，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若「力行無度，播棄犁老」（《尚

書‧周書‧泰誓中》），將失天命。「使民以時」，意義在於順應自然，

如水之就下，而不主張人定勝天。「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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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中庸》）「故聖

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民必順。故無

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

此順之實也。」（《禮記‧禮運》）

    孟子認為順應自然，除了無違萬物之本性，還要盡力保育之。孟子

曰：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

      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

      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

      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孟子．告子》上）

因此，順應自然，不是消極的無為，而是要積極任事。

    孔子期勉為政者「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論語‧顏淵》）。與其

談事後救災，不如事前規畫以減災。故荀子說：「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

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荀子‧

天論》）具體政策，如《禮記‧月令》中記載：「是月也，命司空曰：時

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堤防，道達溝瀆，開通道

路，毋有障塞。」《禮記‧王制》中表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

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

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

食，日舉以樂。」這段話說明儒家之減災、防災觀念，除了平日積極準備

之外，並有「節用」與「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意義。

    孔子對財富有精闢地見解，他並未排斥改善物質生活條件，因為「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里仁》），但是國家財富必須合理的分

配，不能放任貧者越分、富者越富。他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

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他敏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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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覺貧富差距擴大，是國家不安定的原因。他認為為政者生活必須節儉，

不可「聚斂而附益之」（《論語‧先進》），而應該以大禹之勤儉為模

範，若能如此，「吾無間然矣」（《論語‧泰伯》）。他雖推崇管仲在政

治上的卓越貢獻，「民到于今受其賜」（《論語‧憲問》），但也批評他

「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論語‧八佾》）。

    儒家非常重視教育，主張在人民富庶之後，還要進一步推廣教育，提

升風俗教化。孟子對此著墨甚多，他有個王道的理想：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是

      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

      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

      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

又說：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

      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

      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

      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

      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

      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

      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      

      文公》上）

    由此可看出，孟子認為上為者有責任興水利、避水禍，獎勵農事。然

而，「人之所以異於禽於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下），故在人民安

居樂業後，必須力行教化，曉以人倫。

荀子論國家制度時，對於百官之職務，有了更仔細的說明。

      …脩隄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臧，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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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省農功，謹蓄

      藏，以時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脩火憲，養山林藪

      澤草木、魚鱉、百素，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

      事也。順州里，定廛宅，養六畜，閒樹藝，勸教化，趨孝弟，以時順

      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

      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

      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荀

      子．王制》）

    荀子這段話說明了，天災雖非人力能掌控，但仍要積極地盡人事以減

災。這段話中也看出政府組織要專業分工，內容包括了工程維修、山林保

育、農業生產、教育文化等。

    從這一小節的介紹，可發現先秦儒家諸子之共同點，均重視水旱之

災，鼓勵增加糧產以富國裕民；都注意防災準備，不違背自然運作之理；

執政者需節用愛民，且在人民衣食無憂之後要提倡教育，以提升人民素

質。他們系統地思考，由水之特性，擴及人生哲學，論及具體政策，並揭

櫫王道之終極理想。

    曹謹（乾隆五十一年─道光二十九年 1786 年—1849 年），初名瑾，

字懷樸，號定庵，河南省河內縣（今沁陽市）人。幼年喪父，家境貧寒，

幸賴母親訓勉，發憤苦讀。嘉慶十二年 (1807) 中河南解元，其後多次考

試均落第，而在嘉慶二十年 (1815) 由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到直隸，從

而躋身仕途（臺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2002；劉新宇、董文勝，2005）。

起初被派至河北省偏遠縣任代理知縣，由於其為人不貪不取，為地方興利

除弊，累積了口碑與聲望，故在道光五年 (1825) 真除威縣知縣，道光十

六年 (1836)，署閩縣知縣兼福州府海防同知（臺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

2002）。

參、曹謹與曹公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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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申 (道光十六年，1836）秋，臺鳳嘉接壤之區，被旱百有餘里，

閭閻待哺，宵小跳梁，覺向所謂弭盜者，洵為急務」（熊一本，1971）。

臺灣南部發生旱災，使盜賊橫行，治安嚴重惡化。次年曹謹即被調至臺

灣，任鳳山知縣。

    曹謹來臺灣時拜見知府熊一本。據熊一本 (1971) 留下的紀錄：「予

於道光甲午出守台陽蒞官之始，問政於先事諸君，而求其要，僉曰：『治

臺之法，惟在弭盜而已』。『詢以民生衣食之原，則曰：臺地沃饒千里，

戶有蓋藏，民食不待籌也』。」臺灣的土地肥沃，但除了少數近水源之地

米糧不虞之外，其他地區均為看天田。雨水固然集中於春夏，但農民若能

興修水圳，有助於安度缺水之苦。然而農民因積習難改，而聽不進勸告。

      臺地惟山澤之田，有泉引灌，可期一歲再收，其平原高阜之田，往往

      行數十里，而不見有溝渠之水，耕者當春夏陰雨之時，倉皇布種，以

      希其穫，及至數日不雨，而水涸矣，又數日不雨，而苗槁矣，前此被

      害之百餘里，皆此類也，又安可委為天災，而不思所以補救乎。予為

      勸興水利，教以鑿坡開塘之法，而愚民狃於積習，不能奮然行之。

       （熊一本，1971）

    曹謹初上任時，因「頻年降雨不順，田苗枯槁，民人有菜色」（花岡

伊之作，1984）。收成欠佳，使農民成為盜匪，治安大壞。針對此，熊一

本指示曹謹：「弭盜莫如足食，足食莫如興水利。」（臺灣省高雄農田水

利會，2002）易言之，抓盜匪只是治標，興水利改善民生，方為治本之

道。

    為了興修水利，曹謹必須尋找水源。當他巡視到九曲堂時，看見下淡

水溪（今高屏溪）的溪水充沛，但人民卻無法引水來用。他曾詢問地方耆

老，此水由何而發？答以「下淡水溪之水，源自荖濃溪，流向楠梓仙溪，

而匯集此處；雖水位降低亦不乾涸，漲至最高也不致氾濫成災。」（蔡幸

芳，1995）於是曹謹決定築圳引上游的水來灌溉下游農田。

     引水灌溉有三大難題費解，此即「費巨難籌，人材難得，迷信難除」 

（蔡幸芳，1995）。首先，開圳之費用根據灌溉田地面積，按田甲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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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額「令富紳義捐」（花岡伊之作，1984；盧榮祥，1997)。其次，曹

謹得到楊號與尤守己之助。楊號乃圬匠，生來「聰慧過人，精算術善設

施，特別見長於測量技能」，後來曹謹令其訂計測量並估算經費，擔任技

師長，專職水圳工程之設計與監工（蔡幸芳，1995；臺灣省高雄農田水利

會，2002）。尤守己本住在統嶺坑鄉間，曹謹聽說其博學多聞，即親自訪

問與請益，曹公圳之興建，完全由他建議而計畫興建，並由他獻策排難解

紛（高雄縣文獻委員會，1971）。而曹公貼身幕僚金門人林樹梅亦貢獻頗

多（萊山人，1937）。第三，在施工中，某些鄉民認為開挖溝渠，遷移墳

墓，必然會破壞風水，因而對施工橫加阻攔，甚至造成工程一度停頓。後

來曹謹把素孚重望之鄉紳請來，請他們出面動之以情、說之以理，終說服

了民眾，工程才得以繼續進行（陳宏銘，2000）。

    曹謹在「公餘之暇，徒步往觀，雜以笑言，故工皆不怠」（連橫，

1992）。經過兩年的努力，開九曲塘，築堤設閘，築圳四十四條，可灌溉

田地三萬一千五百餘畝（二千五百四十九甲五分）（盧榮祥，1997；盧德

嘉，1950；熊一本，1971）。為了避免上、下游因爭水而生紛爭，1839 

年（道光十九年）曹謹訂立「曹公圳掌理圳務規約」（盧榮嘉，1950）。

此規約雖有增減，但原則不變，農田水利會延用至今。

    自曹公圳完工後，水源不絕，從此鳳山「收穀倍增，民樂厥業，家多

蓋藏，盜賊不生」（連橫，1992；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道光十九年 

（1839）熊一本親自視察，問明經過，民眾皆歸功於曹謹，故「名之以曹

公圳」（熊一本，1971）。

    道光十九年（1839）曹謹見蓮池潭年久淤積，故命興隆分司胡鈞疏

浚，使蓮池潭的灌溉功能得以發揮（盧榮祥，1997）。道光二十一年   

(1841) 又逢大旱，曹謹命貢生鄭蘭生，與附生鄭宣治與其弟增生鄭宣孝勸

民捐資，以新開圳道。其水源與舊圳相同，共計四十六條，可灌溉田地二

千零三十三甲。工程自道光二十二年 (1842) 開始至道光二十四年 (1844) 

完成。前後兩圳，分別稱為曹公舊圳與曹公新圳（盧榮祥，1997；盧德

嘉，1950； 萊山人，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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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圳興建階段，道光二十一年 (1839) 曹謹北調任淡水廳同知，「

士民攀轅涕泣，祖餞者數千人」（連橫，1992）。時逢中英鴉片戰爭，戰

火波及臺灣。曹謹守海疆，多次擊退英軍，擊沈英艦，擄獲英軍多人與砲

械多件（朱華興，1983）。在簽訂中英南京條約後，曹謹因違反國際慣

例，以「妄殺被難洋人」入罪（臺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2002）。爾後曹

謹雖因平息械鬥及捕海盜有功，恢復賞戴花翎，並以海疆知府即補任用，

然對仕途心灰意冷，遂於道光二十五年 (1845) 告病辭官返鄉。曹謹回到

故里，仍鼓勵興學，教化地方，贏得鄉人愛戴。道光二十九年 (1849) 於

故居病逝，享壽六十三歲（臺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2002）。

    為紀念曹謹之恩德，咸豐十年 (1860) ，鳳山縣民於鳳儀書院內建曹

公祠祀之。日本殖民時期，因鳳儀書院成為日本衛戍醫院之分院，一般人

不得自由進出，故無法在曹公祠內祭祀曹謹，曹公祠開始頹圮（盧榮祥，

1997）。1900 年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盛讚曹公圳工程有遠見，故號召地

方人士於今鳳山市曹公路現址重建曹公祠；1913 年，總督佐久間左馬太

贈「曹公祠」匾一方，並訂國曆 11 月 1 日為曹公誕辰。後來又多次修繕

擴建。民國八十一年據稱玉皇大帝降旨將曹公祠升格為「曹公廟」，這尊

神像曾於民國 87 年 11 月 1 日出巡過整個鳳山區（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

口網，2012；臺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2002）。

    中國歷史上的知縣不知有多少，但能讓人民立祠者則十分罕見，而曹

謹修築的這條圳叫曹公圳，鳳山火車站前的大路叫曹公路，另外還有曹公

里、曹公國民小學等。曹謹雖位為七品官，但其功蹟早已超越時代，成為

循吏典範。 2012 年 10 月，沁陽重修曹公之墓，建懷樸園。由此也可看

出，曹謹不僅在南臺灣，在故鄉也十分受到愛戴。

肆、通識課程規畫

    本文中引述了許多先秦時代經典之作，仿佛是中文系或國文系之專業       

一、儒家思想對曹謹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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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書；在第三節介紹曹謹及其政績，也仿佛是地方誌所參考的文獻。許多

人認為通識教育並無專業可言，或將通識課程當成專業課程講授。以本文

探索之曹謹為例，由一個地方縣令之故事，引伸出深厚的先秦儒家思想。

課程重點不在對先秦文獻進行訓詁考據，而在了解此種文化對後世之影

響，以及如何奠定人文精神之基礎。由本論文第二、第三節之內容可看

出，若要由曹謹之故事為主軸，設計通識課程之教材，必須涉及中國的歷

史、宗教、儒家思想、水利、氣候、農業與文明等，高雄歷史與地理等多

面向。這樣的教材可以訓練學生廣泛思考的能力，也能擴大學生對看似枯

燥、遙遠的先秦古籍之接觸。

    周滅商之後，並未展現戰勝者的驕氣，反而展現一種高度的憂患意

識。周人不斷檢討成湯伐夏成功，而紂王又失天下的原因。在尚書中呈現

周人的結論：上古聖君使人民安居樂業，故承天命，故云「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尚書‧大禹膜》）。而夏桀與商紂因未盡君主之職，而失了

天命，「有夏多罪，天命亟之」（《尚書‧商書‧湯誓》），「商罪貫

盈，天命誅之」（《尚書‧周書‧泰誓上》）。而天命取決於民心，故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夏書‧五子之歌》）。總之，「夫

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左傳‧恒公六

年》）。而這套思想，由天命、天子、至兆民，成為儒家思想中君臣父子

之人倫基礎。這種天意和民意結合的觀念，便可輕易地將近世西方的民主

精神融入。

    對於水利、氣候、與農業之事，強調不違天時，順天而行。例如，「

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

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

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禮記‧月令》）而

儒家並非獨厚農業，也強調百工互助。到了戰國時代，社會分工日趨多

元，「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孟子‧滕文公上》）為政者需制

定良好政策，使民生富庶，若「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

百工以巧盡械器」（《荀子‧榮辱》），「輕田野之賦，平關市之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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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

（《荀子‧富國》）這種不違「時」的觀念，完全符合今日永續發展的需

求。

    我們把飽讀儒家經典之曹謹放在這樣的文化脈絡中，便不難了解其施

政的動機、行為、與順序了。在思想上，曹謹承襲「人視水見形，見民知

治不」之精神，發現鳳山「不治」之根本就在缺水。他考察地形，請教耆

老，在中央政策未鼓勵之情形下，主動與建二圳，「如其仁」，「民至於

今受其賜」。爾後曹謹為水圳訂定良好的維修與管理制度，此規約使用八

十餘年，然農田水利會之制度仍延續其精神。除了種稻之外，復注重水土

保持，「依山種樹，以滋泉脈，沿堤栽柳，以固圳岸」（林樹梅，轉引自

齊天昌，頁 58）。這些政策是順應自然之理的表現。此外，曹謹也並鼓

勵種植多種經濟作物和養殖魚蝦，以裕民生。由於鳳山地區的貧困，使教

育落後，人才匱乏。曹謹除四處募款，並捐出薪水，重修鳳儀、屏山、前

河、屏東四書院，鼓勵少年入學，並多次親赴授課。「逸居而無教，則近

於禽獸」，曹謹興學，便是儒家富而後教之意。

    綜上所述，曹謹之政策，便是儒家思想之具體實踐，「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無怪乎他北調淡水前，「士民攀轅涕泣，祖餞者數千人」。化

成具體的模式，請參見圖一。圖一最外層乃「自然環境」，代表順應而不

征服自然的態度，相信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易言之，人類只是整個自然的

一環，仍須順應大自然的運作規律。上層「天惟時求民主」，說明一種最

高指導原則的天命哲學，雖有宗教意義，卻與人間的政治相結合。某種意

義上，「天」其實是「人民」的代稱。由此種天命觀衍生出來的政治思

想，便是在順應自然的原則下，力行善政，使人民安居樂業。即圖中間一

層，強調「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落實到曹謹在鳳山的所作所為，便為

下層的四個階段，興水利、勸農事、富人民、行教化。由正確的政策，促

進經濟發展，再改善人民之素質，「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禮記‧樂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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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高雄即曹公廟所在之地，且留下許多曹公圳之遺址，今日或成為

觀光休閒之用，或仍具灌溉輸水之功，對高雄地區的學生而言，並不陌

生。因此本課程很容易由學生之日常經驗，引導至深層之文化與哲學思

考。

    環境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要改變對環境不友善之行為。傳統環境教育

界認為給予學生有關環境的知識，可影響學生形成適當的態度，進而產生

行為來改善環境問題。然而，知識之灌輸，只能應付考試與作業，無助於

改變行為。愈來愈多研究顯示影響環境行為的變項很多，並不是以往傳統

模式中「知識、態度與環境行為有直接的直線關係。Fazio (1990) 和

Hines, Hungerford 與 Tomera (1987) 的研究指出，態度與行為之間具有正

相關。要如何改變態度呢？通常是受到某件事情的衝擊，例如，在海邊淨

灘，看了一部紀錄片，參觀某展覽。因此，教材與學生的情感連結十分重

要。以下，即說明本課程之設計。

    本課程上課時之融入了時事，標題為「曹謹治水對今日水資源與糧食

二、教材與課程實施

圖一：曹謹之水教育環境教材架構圖

水利

(曹公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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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之啟示」。本課程設計為二小時之教材。課程之講授順序，首先，引

述水與糧食之相關新聞，並說明這是決定人類「生死存亡的大事」，再簡

略地說明目前與曹謹相關的研究。其次，以「先人的智慧」介紹儒家的水

思想。在這一段中，不必深入探討哲學意涵，而在介紹先秦儒家人視水為

修身到治國的根本。第三段介紹曹謹與曹公圳的故事，以及曹公圳對高雄

發展之影響。最後一段以今昔相比，說明借鏡前人，不能食古不化。曹謹

時代的人口、經濟模式、糧食生產之質與量均與二十一世紀之今日不同，

不可能照搬全抄。重點在於，今日之決策依然必須在經濟、政治、文化、

與社會之間求取平衡。

    通識課程不是專業課程，因此，不必執著於古文經典的字詞翻譯，水

利或氣象之專有名詞，和歷史細節的考證。課程最重要的目的，在於引領

學生了解一個簡單的灌溉圳道背後，有如此複雜而深層的考量，又帶給後

世重大的影響。進而明白面對水資源不足的現實下，不迷信工程萬能，也

不陷於政論節目名嘴的口水之爭中，而了解到，水的問題必須全面思考，

也會進一步反省「我能做什麼」與「我應該做什麼」。至於如何涵養水資

源，以及糧食議題，則在筆者其它課程單元另行講解。

    本單元教材的作業，只要求學生寫下「為什麼自清道光年間至今，高

雄地區的人民都尊敬曹謹？」由於是問答題，分數只以 ABC 分三等級。

全部的學生均得到 A 或 B。總體來說，能說明「因為治水之功，解決溫飽

的基本需求，又能改善治安，鼓勵教育，使地方風氣為之一變」者，可得  

 B。而較能深度思考者，則會考量水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思想等

各方面的影響，且彼此間有辯證關係；並思考今日在民生、工業、和農業

用水間，該如何平衡，產業轉型，發展節水科技等，可獲得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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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時代之思想，奠定了中國的人文精神基礎。對天的崇敬，引伸為

統治者修德以保天命，具體政策在使民生樂利、富而好禮。不然，「天惟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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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求民主」，天命將會轉換。這種憂患意識，也可展現在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思想中。再次延伸，便產生了未雨綢繆的意識，而

有防災、減災、避災的作為。當國泰民安之後，儒家非常重視教育，欲以

其移風易俗，提升人民素質。這種文化內涵，有助於推動民主政治，發展

經濟，保護環境，並促進永續發展。

    水資源不足是全人類必須面對的最大挑戰，然而許多人以為這僅是技

術與工程問題，而忽略了水和其它面向的多重關聯。經由解說流經高雄之

曹公圳的歷史文化，不但可以了解高雄的歷史與地理，亦能有助於了解儒

家思想與文化，並反思水資源的開發和管理等議題。這樣的課程，將各領

域的知識整合，納入在地的案例，容易發揮「小故事、大道理」之功能，

實為通識課程之良好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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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o-kung Canal and Water Educa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Pre-Qin Confucianism

Hui-Ching Yu

Abstract

＊

        Water shortage is our common challenge today. We should have a water

education course for general education. Instead of focusing on engineering, the 

water education in this study emphasizes on how the nature influen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ivilizations and water. In Confucianism, water is 

not only a kind of resource, but the inspiration for moral and ethics, and the 

foundation of ruling a country. Heaven has the right to decide the ruler of 

people, that is, the son of Heaven. However, the mandate of Heaven is 

changing. Although the ruler accepted the mandate of Heaven, those rulers

whose policy-making cannot address people’s concerns would be deposed by

Heaven. It is the rules’ duty to improv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and make

people more lit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sao-kung Canal and its effects reflect 

the Confucianism totally. Tsao Chin built Tsao-kung Canal in Kaohsiung, which 

made agriculture production rising greatly. He also promoted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Tsao-kung Canal still displays multiple functions, say, pastime, 

irrigation, wetland, etc. That’s why we chose Tso-kung Canal and the 

philosophy behind its construction as a good water education material.

Keywords: Tsao-kung canal, water, Confucianism, mandate of Heaven,    

                   Tsao Chin

                

＊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eng Shiu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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