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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動機與目的

「水」
，是人類最早賴以維生及交通的動脈。位於桃園縣龍潭鄉三坑子聚落
的興盛與沒落，宛如是一部「水」的發展史。早期生活於此的居民在靠近大漢
溪（舊名大嵙崁溪）和遍佈三坑子溪流水域的沿岸，墾拓出一個個的耕作田地
及民居建築。且因為清朝時期大漢溪航運的發達，亦造就了三坑子河港聚落商
業的興盛，更塑造了三坑子老街聚落繁榮的地景型態。等到聚落蓬勃發展之際，
卻又因為座落於桃園台地上其他聚落的水源供應，而於日治時期開鑿了桃園大
圳，劫奪了大漢溪大量的水源，造成大漢溪河道淤淺無法進行航運的功能，致
使三坑子由原本桃園台地上航運及民生發達的中心地區，逐漸沒落回到了早期
農業墾拓的情境。且自民國 58 年中山科學研究院的成立，三坑子地區實施禁建
的限制更長達了三十餘年，並成為桃園台地上的邊陲之地。
民國91年，政府解除了禁建的法令限制，三坑子地區亦展開了一連串城鄉
風貌的改造行動。然而，保存了三十餘年的三坑子傳統客家聚落及農村地景型
態，反而是目前台地上堪稱較具規模且完整的自然與歷史人文資源。面對解除
禁建後產生的開發行為及城鄉風貌改造行動的過程中，可能使得三坑子的農村
地景型態逐漸趨於破碎化及均質化。如何因應此等衝擊，讓現今正在發展中的
三坑子文化地景可以於發展的同時，亦兼顧到自然和人文資源的保存及永續發
展，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
三坑子的地理區位由於三條溪流水域流經三坑子以及西北環山的地形，提
供了充沛的山泉水及灌溉水源，所以三坑子可說是因「水資源」而奠定先民於
此拓墾的要件，加上各項天然條件（地形、氣候、土壤、水文…等因素）的契
合，建立了三坑子的農業社群與產業發展，復因水運的發達而成就了三坑子河
港商業聚落型態的興盛，也因此可以發現水資源對於三坑子的重要性。所以本
研究選擇以三坑子的水空間作為文化地景地域性研究的對象，從三坑子的溪
流、灌溉水渠、耕作水田及生活用水等各種水空間的演進、現況與變遷，進行
相關文獻的回顧與田野調查基礎資料的建立，藉以閱讀和觀察三坑子水空間的
地域特質。以期作為往後三坑子面臨城鄉風貌改造與發展時，將三坑子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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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域特質作為實踐三坑子文化地景地域性的參考方向與指標。故本研究之目
的釐清如下：
一、藉由文獻回顧與田野調查探討三坑子人文及水文環境的演進、現況與
變遷。
二、觀察並分析三坑子的水空間與居民於生活、生產和生態面向上的互動
關係。
三、以文化地理學與地域主義的理論為基礎架構，由探討文化地景地域性
的時間、機能、場所及美學等四個的觀察面向，閱讀三坑子水空間的
地域特質。

1.2
1.2 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與
範圍與三坑子地理區位概述
三坑子地理區位概述
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界定本研究的範圍，現就理論部分、研究主題以及
三坑子研究的地理區位範圍分述如下：

一、理論部分
論述文化地景之相關理論來源主要包括：Mike Crang 所著的《文化地理學》
中，將文化地景視為文本，藉以閱讀人群與地方所產生的文化現象與行為；並
將文化地景視為一種動態演變的現象，思考地景如何隨時間的變遷，進而理解
人在地景裡面生活的狀態，以此觀念作為本研究觀察三坑子水空間與居民之間
的互動關係。另以 Kenneth Frampton 之批判性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
對現代文明與地域傳統文化之辯證觀點以及林靜娟博士論文《Culture, Nature
and Landscape Design in Contemporary Taiwan》針對台灣當代文化地景提出
地域性實踐的思維架構為理論基礎，作為本研究閱讀三坑子水空間地景地域特
質的中心理念及參考依據。

二、研究主題
本研究所探討的三坑子水空間地景之地域性的研究主題，主要針對三坑子
整體自然、社會、文化等三個觀察面向中，與水的發展及演進相互關連的水空
間包括：溪流、耕作田地、灌溉水渠、聚落民居、生活空間與用水、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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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信仰設施、沿岸土地使用狀態與生活設施…等等項目，先進行相關文獻
的回顧與現況的田野調查，並作為瞭解和觀察三坑子居民與水的互動關係，藉
以閱讀與分析三坑子水空間在時間、機能、場所及美學等四個面向中的地域特
質。

三、三坑子研究的地理區位範圍
本研究以桃園縣龍潭鄉的三坑子聚落為主要研究的地理區位範圍，三坑子
於現今行政轄區名稱為「三坑村」，清朝時期舊名為「三坑仔」。由於日治時期
大正九年（1920）進行地方官制、地方行政組織和區域的改革，將舊地名內含
有「仔」改為「子」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1996）
，故當地居民就沿用「三坑子」
的地名至今，本研究亦以「三坑子」作為研究範圍之名稱。
三坑子聚落的地理區位座落於龍潭台地的東緣，西臨佳安村，東側隔大漢
溪與大溪鎮相對，南接大平村，北側為中山科學研究院。由於有三條溪流分別流
經三坑子後注入大漢溪，在台地面上形成三處長形坑谷，分別為北側的「鴨母坑」
，
中央的「火劫尾坑」與南側的「蔗蔀坑」
。在客家話中，
「坑」意指小溪流或水圳，
而三坑子也係因此三條溪流而得名。三坑子整體地勢呈現西北環山的形勢，主要
聚落的位置就位於台地邊緣的山凹處（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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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三坑子研究範圍之地理區位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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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坑村界
水域分布範圍

1.3
1.3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本研究再界定研究的目的與範圍後，即採用之研究方法如下：

一、相關文獻理論的資料蒐集與回顧
相關文獻理論的資料蒐集與回顧：
資料蒐集與回顧：
此部分包含文化地理學與地域主義理論之研究，藉以瞭解文化地景及批判
性地域主義的真實意涵，並針對本研究所需部分加以評析。其次蒐集三坑子人
文和水文歷史沿革的相關文獻並進行彙整，以釐清三坑子整體水空間的歷史發
展沿革與脈絡，藉由上述兩項的文獻回顧，作為確立本研究田野調查的方向與
閱讀三坑子水空間地域特質的理論基礎。

二、三坑子水空間
三坑子水空間的
空間的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
此階段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主要為田野調查事前準備工作，包括三
坑子歷史背景的相關文獻蒐集，調閱各式地圖（台灣堡圖、地籍圖及航照圖）
並加以套繪和描繪出三坑子整體地形、水域範圍、耕作範圍、聚落民居建築的
分佈及道路分佈的現況圖，作為本研究進行田野調查的地圖，以確立調查的主
題、路線與範圍。
第二部分主要為田野調查的進行，本研究的田野調查進行的時間點主要分
為下列兩個階段：
1、第一階段為 2004 年 10 月至 2005 年 4 月：每月進行二至四次的實地現
況調查工作，運用攝影、紀錄的方式觀察三坑子整體的自然環境、聚
落的配置與方向、居民的生活與農耕方式、水空間的構築與民居建築
的形式、歷史地點的分佈位置及空間變遷的狀態…等項目。此階段的
田野調查重點主要是初步瞭解並觀察整個三坑子地景的分佈狀態及居
民生活的關係。
2、第二階段為 2005 年 10 月至 2005 年 11 月：此階段主要進行每週一至
三次的田野調查工作，並於 2005 年 10 月 5 日至 10 月 30 日約一個月
的時間居住於三坑子地區的龍潭鄉中心地區（位於龍潭大池附近）
，並
於每週約四至六天前往三坑子進行調查。此階段的田野調查重點主要
藉由密集的觀察、訪談當地居民生活的日常作息、在地區中活動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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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與路徑、與水空間互動的關係以及居民對於三坑子水空間的回憶與
環境意識…等項目，希望以較為接近在地人的角度，觀察與閱讀三坑
子水空間的地域特質。

三、三坑子居民的訪談
本研究所進行田野調查的訪談對象主要分為下列兩個類型：
1、地方耆老的深度訪談：主要受訪人有三坑子村長黃勝松、居住於李
家老宅院的李耀土先生、居住於樟樹下星聚堂老宅院的陳泉富先
生、金山寺願行師父、永福宮廟公邱先生、三坑托兒所的黃女士及
居住於火劫尾坑旁的陳老太太等人。訪談方向主要針對三坑子三條
溪流的源起、居民對水的回憶、歷史背景、水源的運用、田地耕作
的種類與引水、控水的灌溉方式、灌溉水渠的分佈、生活用水的取
得 以及 居民對 水空間及 三坑 子未來 發展的看 法… 等項目 進行訪
談，藉以瞭解水空間的演進以及三坑子居民與水空間的互動關係。
2、隨機式訪談各個水空間範圍內的居民對於水資源運用的狀態、生活
現況及對水空間的回憶…等項目。

四、水空間現況量測與記錄
針對三坑子三條溪流及其灌溉水路支流進行現況的量測與記錄。主要調查
項目包括：水域的源頭源尾、流向、水域寬度、護岸深度、水深、流速、護岸
及水域底部型態、灌溉水路分佈狀態、沿岸土地使用與生活設施、周遭生態資
源的觀察以及歷史文化資源、信仰設施與農舍民居建築的分佈狀態…等項目，
運用攝影、捲尺、目測、圖面紀錄或就地取材的量測工具等調查工具，進行水
空間現況的調查工作，並回歸於三坑子的調查地圖上描繪並修正圖面。

五、歸納與分析
根據上述田野調查的資料，運用歸納與分析並配合理論的架構基礎，閱讀
三坑子水空間的地域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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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 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
一
章

研究範圍與方法之確立
文化地景相關理論
文化地理學理論

批判性地域主義理論

文化地景地域性實踐理論

三坑子人文
和水文的歷史沿革
1.農墾與航運
發展時期

2.航運發達與商
業街屋形成時期

3.航運沒落
與日治時期

4.日治末期
至光復後

三坑子水文地景空間研究
三坑子水空間
田野調查分析

三坑子水空間
的生態涵構

居民與水空間
的依存關係

三坑子水空間的地域特質
時間面向

機能面向

場所面向

結論建議與後續研究

圖 1.2：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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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化地景相關理論之探討

本章旨在透過論述文化地景的相關理論之彙整，作為本研究探討三坑子水空
間地域特質內容之基礎理論架構。首先，從文化地理學的論述中，歸納文化地景
的意涵及其所指涉觀察和詮釋文化地景所應具備的觀點，以作為本研究進行田野
調查時，觀察三坑子居民與水空間互動關係的觀念。
其次，以地域主義的理論為主，藉由探討地域主義的起源與概念、批判性地
域主義的思維以及文化地景地域性實踐的理論，分析並建構三坑子水空間地域特
質的觀察理論基礎。

2.1 文化地理學
文化地 理學的論述
理學的論述
2.1.1 文化地景的概念與意涵
世界遺產公約（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於 1992 年正式認定文化地
景為文化資產的一類，呈現著人類社會與聚落在環境、社會、經濟與文化條件
下的演變，包含了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多元的互動關係，並將文化地景分為下
列三個範疇：1.人類所設計創作的公園及庭園等景觀；2.漸漸發展而成且與人
類生活機能性相關的景觀；3.與宗教、藝術或文化事物現象相關且較具自然性
質的景觀（侯志仁，2001）。
從上述文化地景的三個範疇中，可以發現地景隱含著人們長久以來對大地塑
造的意涵，而本研究所探討遍佈於三坑子的溪流、灌溉水路及耕作水田等水空間，
也正反映了台灣早期以農為主的珍貴文化資產，並形塑而成獨特的水空間文化地
景。文化地景根據其名詞原創者 Carl Sauer 的定義：文化地景是經由一文化群
體對自然景觀之作用而形成，文化是原動力，地景是媒介，文化地景是結果。
（Sauer，1925）。Mike Crang 亦認為：地景並非個人資產；而是反映了某個社
會—文化—的信仰、實踐和技術。地景就像文化一樣，反映出這些元素的匯集，
因為文化也不是個體的資產，而且只能夠在社會中存在（Mike Crang，1998）。
Sauer 於 1925 年「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的論述中，對於文化地
景的闡述主要是以生態方面為考量，他強調文化介入自然而作用了文化地景的
結果，試圖區分自然地景與文化地景的差異，且多樣性亦決定了文化的特色，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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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文化地景所呈現的是有機區域的極致表現，並需要同時考慮空間與時間的關係
（Mike Crang，1998）。
基本上，Sauer 主要將地景看成是一個動態變遷的結果，不同時期的文化力量
影響了地景所呈現的狀態。Mike Crang 更引伸此概念，認為地景猶如一張刮除
重寫的羊皮紙：
『思考地景如何隨時間而來的變遷，紀錄文化的演變與遺留獨特軌
跡，累積形成有如不斷刮除重寫的羊皮紙（palimpsest）』。類比銘刻於特定區域
的文化，指出地景是隨著時間而抹除、增添、變異與殘餘的集合體（Mike Crang，
1998）
。由此段論述可以發現文化地景的演進與呈現，是經由時間的演進，不斷地
累加人與土地互動後所衍生而成的結果。所以 Sauer 認為地景的研究應是所謂的
獨有特殊（idiographic）取向，亦即研究土地與生活在互動的過程中，是如何形
成獨特的組構模式，這有別於傳統地理學所尋找的一般法則，即所謂的普遍均一
（nomothetic）取向—以量化方式分析地景的涵構模式（Mike Crang，1998）。
故 Mike Crang（1998）延續了 Sauer 對地景的概念，綜理了其他地理學及
社會學派的相關理論，以思考文化的本質為出發點，從文化的象徵意義、文學
性、生產性、消費性、科學性及媒體的流動性等面向，探討文化地景的內涵。
其論述的範圍涵蓋了生活中的多樣性及多重性，也進一步拓展了 Sauer 的理論，
更觸及了地景社會性建構與文化表徵的深層意義。
而 1963 年 J.E-Spencer 則針對因農業所形塑而成的文化地景，提出了六個
要素，並分析文化地景的研究除認識各文化景觀的特點外，著重探索其形成的
規律及其對人類活動的作用（張文奎，1990）：
（一）心理要素：對環境的知覺和反應
（二）政治要素：對土地的配置與區別
（三）歷史要素：民族、語言、宗教與習俗
（四）技術要素：利用土地的工具與能力
（五）農藝要素：品種與耕作方法的改良
（六）經濟要素：供求規律與利潤等
J.E-Spencer 對於文化地景的概念是人們在日常生活過程中塑造與經營出
具有地方特性的空間，並於歷史文化及社會面向中，探討一個社會在逐漸現代
化的同時，仍然存在許多與自然環境密切相關的因素，而地景形塑的過程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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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些互相交織的因素，影響了地景的空間意涵與型態。此論點基本上與 Mike
Crang 對文化地景的概念有一共同點，亦即藉由自然、文化及社會的脈絡和演
進，進而瞭解地景對於地方的特殊性。
而在本土文化地景的相關研究論述，侯志仁於「文化地景保存：台灣文化
資產之地景範疇建構」的論述中，以文化地景作為一個台灣文化資產的範疇，
在台灣的空間與社會脈絡下有哪些特性，以及面對這些特性的保存對策為何。
並將台灣的文化地景區分為變動地景（landscape of change）—因自然與人為
隨時間變遷而改變的地景；生產地景（landscape of production）—與經濟活
動有關的地景；意義地景（landscape of meanings）—有文化、政治意義的地
景；拼貼地景（landscape of collage）—由多重與多元文化及價值觀建構而
成拼貼的空間形式所產生的地景；無分界地景（borderless landscape）—因
缺少清楚的分界，使得地景融入多重的功能與意義…等五種文化地景的特質，
並強調文化地景保存並非有形的保存，而是要包括空間經驗與地景風貌的經
營，以及社會與文化意義的研究、詮釋與公共營造，甚至需要結合地方發展，
使文化地景擁有新的生產性與生活性之價值（侯志仁，2001）。
康旻杰於「台北文化地景整體規劃與調查先期研究」中，從文化地景理論
與行動機制的架構，探索台北市文化地景的意義及其形塑過程，且透過分類的
操作，彰顯干預地景生產、變遷及維護的文化主體性，並分析文化地景保育及
再生的課題與策略（康旻杰，2002）。
歸納上述相關理論對於文化地景的界定與內涵，可彙整出文化地景的概念
與意涵如下：
一、地景可視為一文本詮釋，是透過人與土地的互動中所閱讀出的文化現
象與行為。
二、在文化地景形塑的過程裡，隨著時間和自然環境的演進與變遷，不斷地
累加人與土地互動後所衍生而成的結果，致使文化地景是處在一個動態
變遷的過程。
三、文化地景可以是一種象徵人於土地上生活及生產的介面，且也可能建
構了深層文化意義的內涵。故文化塑造了地景，而地景也建構了文化，
兩者互為主體與客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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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文化地景的觀察與詮釋
文化地景見證的是一個地方的興衰起落，它所反應的是不同族群和主體面
對各種生活條件下所營造出不同的空間面向，從文化地景探討「文化」的範疇
時，可以發現用文化觀察去看地景的過程中，生活與地景所編織、組構的現象
正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意象（林欣慧，2005）
。由本章 2.1.1 節所歸納出文化地景
的概念與意涵中可以發現，當進行文化地景的觀察時，必須伴隨著對文化主體
的認識與空間彰顯的意涵，進而瞭解並詮釋人與環境彼此互動的關係以及地景
形塑時的深層意義。故小節以文化地理學的觀念為基礎，歸納出三坑子的水空
間於研究時所應具備觀察角度和閱讀的方向釐清如下：

一、地景在不同時間裡
地景在不同時間裡所隱含文化的象徵意義
在不同時間裡所隱含文化的象徵意義
文化地景是一動態變遷的結果，其象徵意義指涉出地景如何在歷史文化的
演進過程中，被當時的居民所賦予社會、經濟、產業、政治、信仰、習俗等各
面向的實質意義或價值觀的呈現。詮釋並解讀居民如何利用空間的形塑嵌入某
些意義，且必須從當時的社會關係、信仰及生活形態進行探索。然而文化地景
的象徵意義並非只把地景當成物質特性看待，不同時空裡的活動被賦予不同的
環境觀與價值，故觀察文化地景在不同時間裡對人群而言，藉由本研究的對於
三坑子人文與水文歷史沿革的文獻回顧及田野調查，進而閱讀出三坑子水空間
的文化意涵，是於研究過程中觀察文化地景象徵意義的重要依據。

二、文化地景生活空間氛圍的獨特性
從文化地景的地理區位、土地使用、族群分佈、居民的生活習性及信仰等
項目中，分析居民生活與地景環境互動而成的空間氛圍，藉以釐清三坑子水空
間地景本身的獨特性與內涵。

三、文化地景在
文化地景在場所中所呈現對地方的認同感與自明性
文化地景因現代全球化的影響，導致地方的獨特性逐漸被侵蝕，致使如何
閱讀人群對地方產生的情感，並探索人對於地方認同感與自明性的態度，是本
研究觀察三坑子水空間地方感的重要指標。Mike Crang 探討文化地景所研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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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取向指出了「歸屬感」對人類而言至關重要。人群並不只是訂出自己的
位置，更藉由地方感（
（ Senses of Place）
） 來界定自我（Mike Crang，1998）。
故觀察文化地景所指涉地方感的同時，必須思考哪些事物吸引了哪些人，居民
如何以不同的活動或藉由一些設施來界定自己對環境與場所的歸屬感，且以何
種態度評價文化地景對於地方的價值觀等。經由這些經驗與資訊的彙整，作為
觀察與詮釋三坑子水空間所呈現的地方感之特質與內涵。
經由上述的分析，本小節試圖將三坑子水空間地景的觀察與閱讀，概分為
區域性、象徵性及地方感等三個觀察面向，以作為本研究後續進行觀察三坑子
水空間演進、現況與變遷的理論基礎和觀念（如圖 2.1）。

實質面
區域性

置入意義的過程與內涵

環境及生活互動的氛圍
文化地景

精神面

地方感

象徵性

人群對地方產生的情感
圖 2.1 三坑子水空間地景的觀察與閱讀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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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面
心理面

2.2
2.2 地域主義
地域主義相關理論研究
主義相關理論研究

本節試圖以地域主義的相關理論歸納出一理論基礎架構，並釐清文化地景
在各個面向中所指涉之地域觀念的內涵及實踐方法，藉以作為閱讀三坑子水空
間的地域特質之理論基礎。歸納國內外學者對地域主義作為地景實踐的相關研
究（表 2.1），彙整出本研究探討地域主義理論的三個方向：1.地域主義發展的
起源與概念；2.批判性地域主義的內涵與思維；3.文化地景地域性的觀察與實
踐面向等，是本節所欲歸納與釐清的課題。
表2.1 地域性相關理論研究彙整表

作者
郭炳宏
張雯怡

時期
論題
1992 台灣現代地域主義的初探
1999 論宜蘭建築的地域性

林靜娟

2000 時間、空間和審美的原創性

林靜娟

2004 城鄉地景實踐的地域性思維
楊嵐鈞 2004 「夜市」文化地景之地域性研
究
李冠麟 2005 論宜蘭縣政大樓建築的「地域
性」
Towards a Critical
Kenneth 1983 Regionalism:Six Points for
Frampton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
LA Forum 1994 Regionalism Reconsidered
Mark 1995 Lewis Mumford and the
Luccarelli
Ecological Region
Culture,Nature and
Lin, C.C 1999 Landscape Desig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Catherine 2000 4x4 Concrete Regionalism
Slessor
with Landscape
Luiten Eric 2002 Designing
Antecedents

地域性之論述
以新傳統地域主義的角度出發，分析台灣
傳統聚落空間。
針對宜蘭地區自1981年來的建築發展，以
地域性的面向予以解讀及探討。
從台灣當代的景觀創作經驗中，分析台灣
景觀實踐的地域經驗，並提供思考凝聚本
地景觀意識的方向。
釐清地域論述的內涵，以及後地域論述所
提出的修正觀點，檢視和說明台灣地區城
鄉風貌實踐的問題與地域思維。
從夜市的發展脈絡，依地域性的思維架
構，探討夜市的空間與地域性特質。
透過批判性地域主義對於建築的地域性探
討，反省當今宜蘭在地域建構過程的課題
從文化、自然、空間的向度、後衛藝術的
發展歷程和基地環境和事物的真實性構築
建築的地域性，並提出幾項實踐的方向。
歸納出地域主義的原則包含了強調地區的
真實性、社會結構、歷史向度、具歷史意
涵樣式及材料的運用、場所結構與自然程
序的尊重、及設計的精緻與透明化等理念。
闡述Mumford對於地域主義的思維，及地
域主義的發展歷程及本質。
對於台灣地景提出以地域性思維的設計
方法論之實踐與操作部分，建立一個以台
灣地區自然條件為基礎、文化傳統和環境
意識的人文質素為涵養的環境。
回顧地域主義的建築實踐及發展，並分析
四位建築師其作品所呈現的地域性內涵。
以批判性地域主義分析地景設計的歷程
及地景建築所呈現的地域性面向及特
質，並論述地域性地景建築的方法論。

資源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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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1 地域主義發展的起源與概念
本小節論述地域主義的起源與概念旨在作為本研究後續探討地景是如何與
社會體系、生活和文化產生互動及演變過程的理論基礎。郭炳宏（1992）定義
地域的概念為：「地域的意義是使居住在其中的構成份子，自覺與其不可分離。
一個地域的表徵是許多相互依賴的形式表現，而其存在空間則應具有同性質的
關連，且以特定的規範藉由內部的交流系統，擴及整個地域。許多地域構成元
素在此界域內互相影響」（郭炳宏，1992：5）。
地域主義由於時代背景的差異而有著不同的詮釋及內涵，1850年，地域主
義被用來作為美洲原住民對抗外來文化的一種觀念，主張恢復地方語言及文化
生活（林靜娟，2004）
。而現代地域主義運動在十九世紀首先發源於法國，這個
運動最初的目的是地方對首都行政、經濟、社會活動中央集權式領導的解體，
是地方對自己地域文化、活動、權益和精神的復甦與自由發展：這運動首先出
現在法國東南部，是地方民眾反抗來自中央政府與外來文化強勢侵略，而欲恢
復其原來母語、地方傳統文化生活的地域性自覺運動（Dickinson，1976）。
二十世紀初 Patrick Geddes 主張將人—場所—工作視為整體生活的一致
性，且與區域性成為相互影響的層面，奠定了地域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1920
年起，Lewis Mumford 首先將地域的觀念運用於區域環境規劃的領域，Mumford 認
為研究地域應能滿足地域居民基本生活的需求，以作為現代經濟研究的基礎。從
城市和地域的再生，帶來文化的新契機。他定義地域主義為「想像力在發現的一
個地方，意指以科學和富想像力的觀念探索到的環境所得到的場所感和場所的地
理關係可以連結的文化觀念」，並提出三個理念是地域主義的主要原則如下
（Mumford，1927）：
1、新技術（neo-technics）—適應新的技術，以恢復自然環境為目的。
2、有機體（organism）

—透過文學、建築和環境的塑造在文化上恢復對
自然的影響作用。

3、社區（community）

—恢復人性的尺度以及熱心公益的社會秩序。

歸納地域主義的起源與概念，林靜娟（2004）將地域主義在不同時代背景曾
經激發出不同的詮釋和內涵，根據其結合應用的領域區分為四部分探討（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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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地域主義概念應用領域之分析表

時期 地域主義概念應用之領域
應用內涵之概述
1850年，地域主義被用來作為美洲原住民對抗外來文化的
1850
作為文化的論述
一種觀念，主張恢復地方語言及文化生活。
二十世紀初Patrick Geddes結合社會學旱地理學於地域主
義中成為一社會科學，主張將人—場所—工作視為整體生
活的一致性，且與區域性成為相互影響的層面，奠定了地
Mumford首先將
1920 作為區域規劃的基礎 域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1920年起，Lewis
地域的觀念運用於區域環境規劃的領域，並定義地域主義為
「想像力在發現的一個地方，意指以科學和富想像力的觀念
探索到的環境所得到的場所感和場所的地理關係可以連結
的文化觀念」。
1979年 評 論 家 Arthur Drexler從 Alvar Aalto, Marcel
Breuer和Richard Neutra的作品中注意到地域對現代主義
的啟發。隨之，Norberg-Schultz, Kenneth Frampton和
William Curtis等便持續地域性的研究。Curtis認為象徵
了排拒國際性的形式規則的地域主義尋求地方傳統的延
1979
作為建築的實踐
續，跳脫缺乏鍵界的實用主義，以及彌補了虛假的歷史主
義。此外，啟發本研究中地域觀念之一的是美國當代評論
家Kenneth Frampton所稱的「批判性地域主義」之內涵，
他從文化、自然、空間的向度、後衛藝術的發展歷程和基
地環境與事物的真實性（光線、觸覺、溫度等）構築建築
的地域性。
1994年，北美景觀建築師學會（ASLA）召開地域主義論壇，
並發表了「Regionalism Reconsidered」重新探討地域主
義一文，由當代幾位重要的景觀建築師綜理了十項地域景
觀的設計原則，其中強調地區的真實性、地區的社會結
構，如尊重歷史向度、運用歷史樣式和材料等、強調場所
1994
作為地景的實踐
結構和自然程序、以及少做些、透明的設計等等。儘管部
分強調的原則顯得保守多於創新，或仍拘泥於形式。但仍
可說是有關景觀設計對地域主義主張落實的具體應用領
域。
資料來源：林靜娟，2004；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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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2 批判性地域主義的思維
當地方不斷地吸收現代科技與共相文明的衝擊下，要如何以批判性的態度
反省並促使文化地景能持續地與環境、文化實踐和生活面向等平衡的互動關
係，而非若入懷舊的鄉愁抑或是形式、符號等此種直接型式的傳達，是本小節
探討批判性地域主義思維的主要方向。
探討批判性地域主義概念的起源可從 Paul Ricoeur 在「普同文明與民族文化」
（Universal Civilization and National Cultures）一文曾提到其哲學觀：
「現
代文明世界化普同化的現象，固然是人類的一種進步，同時也構成了一種微妙的
破壞，不僅破壞了傳統文化—但這未必是無法挽回的錯誤—也破壞了世界各大文
明與文化所賴以解釋生命的，我暫謂之創造的核心；更破壞了我且稱做人類道德
和神秘力的核心。這裡存在的弔詭是：如何一方面現代化而又同時能回溯本源？
如何喚醒一個古老而沉睡的文明，並能使其參與普同化的文明之建構？…
（Ricoeur，1965）
」
。由 Ricoeur 的論述可以發現在所謂文明與文化的衝擊對立下，
思考如何保持平衡本土與外來文化的調合並隨時保持反省的態度，這亦是批判性
地域主義所強調的觀點之一。
Kenneth Frampton於1983年所著的「邁向批判性地域主義：抵制性建築的六
大要點」（Towards a Critical Regionalism: Six Points for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以及1985年的「批判性地域主義：現代建築與文化認同」（Critical
Regionalism: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Identity）兩本著作中，闡述
批判性地域主義之內涵，是從文化、自然、空間的向度、後衛藝術的發展歷程和
基地環境和事物的真實性（光線、觸覺、溫度等）構築建築的地域性（Frampton，
1983）。而且批判性地域主義這個名詞不是將非本土性解釋成曾經結合氣候、文
化、神話和工藝的交互作用的內容，必須要去確認出那些最近的環境與文化脈落，
主要是為反應和滿足它們所根基的已限定的構成份子的地域學派（Frampton,
1985：314）。故Frampton針對批判性地域主義的實際內容提出七點實踐的方向與
說明歸納如下（Frampton，198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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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性地域主義必須理解為邊際的（marginal）應用，批判性地域主
義雖然對現代化進行批判，然而批判性地域主義拒絕放棄現代建築遺
產中的解放與進步的面向，批判性地域主義所強調的必須區隔與風土
建築之間的差異，同時在風土建築與現代化建築中尋找其中平衡點。
（二）批判性地域主義自我宣示為一種有意識的自限建築，必須重視興建在
基地上建築物的構成領域，場所與形式的互動關係，這意味著建築師
必須充分了解作品的物質性限制，及其在場所與形式的領域關係中產
生出局部的界線作用，超出這界線外建築物現有的作用即宣告終止。
（三）批判性地域主義偏向於視建築為一種真實的構成（tectonic）實現建
築，而非將人造環境縮減為混雜的佈景式情節序列。
（四）批判性地域主義的地域性，強調某種由地勢產生的基地特有因素，考
慮容納建築物的三度空間結構，增加當地光線通過建築物時的變化旨
趣。強調地域環境特有的條件，光線被視為首要的媒介因子，藉由展
現建築空間與形式構造的結果，明確的去回應環境條件的影響與效應。
（五）批判性地域主義同時注重觸覺（tactile）與視覺（visual），了解如
何透過視覺以外的事物去感受環境。藉由材料的運用讓身體去感受空
間的意涵。
（六）批判性之地域主義與地方本土性的情感偽裝相對立，要插入重新詮釋
的本土元素作為整體中分離岀的片段，傾向於一種以地域為主的「世
界文化」融合兩極化的創作之中。
（七）批判性地域主義傾向以一定的方式在普世文明強勢力量，在文化縫細
中發展，或多或少的脫離寰宇性文明的衝擊。

由上述批判性地域主義的內涵論述中，可以發現 Frampton 試圖釐清從文化議
題、藝術的客觀環境至極度真切的材質和光線等地域成份，涵蓋了抽象概念以至
於真實物質性的多角度素質之如何顯現在建築上（林靜娟，2004）。此思維也足
以應用於本研究作為後續思考三坑子水空間地域特質的理論基礎與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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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LA Forum 於「重新探討地域主義」（Regionalism Reconsidered）的論述
中，歸納出地域主義的原則包含了強調地區的真實性、社會結構、歷史向度、具
歷史意涵樣式及材料的運用、場所結構與自然程序的尊重、及設計的精緻與透明
化等理念（LA Forum，1994）。而 Luiten Eric 於「地景設計的經歷」
（Designing
with Landscape Antecedents）一文中，亦論述地域性的地景不應只是試圖的複
製、因襲以往的地景樣式，抑或是暗示或強調一個常見視覺特色的連續性；而是
試圖從環境的脈絡與地區的特色重新詮釋地景的再生，喚起人與地方的記憶與情
感（Luiten Eric，2002）。Catherine Slessor 也闡述了地域主義的實踐態度：
「地域主義著眼於特定的地點與文化，關心日常生活與真實親近且熟悉的生活
軌跡，並致力將建築和其所處的當地社會，維持一個緊密與持續性的關係」
（Catherine Slessor，2001）。
回溯有關於批判性地域主義思維的論述中，可以體認到在這個人類集體邁向
基本的消費社會年代裡，文化與社會的關係不斷地趨向均質化，而批判性地域主
義被探討的本質，亦是期望能在文明不斷進步的過程中，能著眼於特定的地方與
文化，致力與地景、建築和當地社會的生活維持緊密的互動關係，且以地域文化
來調適環球文明的衝擊。故批判性地域主義需保持一種高度的自覺意識，在當地
的環境與地域特質中尋求調和的元素。本研究所探討三坑子水空間的地域特質就
是基於上述批判性地域主義的思維及態度，藉由閱讀地域特質進而發覺屬於文化
地景地域性的實踐面向。透過對自然、文化與社會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作為思
考地域性文化地景的存在意涵及構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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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3 文化地景地域性的觀察與
文化地景地域性的觀察與實踐面向
觀察與實踐面向
綜合本章上述彙整有關於地域主義的理論基礎中，探討文化地景所隱含的地
域性本質和內涵以及如何被重新詮釋地方環境的特質，是觀察文化地景地域特質
的重要觀點。林靜娟（2000）於「時間、空間和審美的原創性—台灣的景觀建築
的創作經驗」一文曾提到：
『重新詮釋和實質轉變地區特色原是無可厚非，關鍵在
於詮釋地區特色的過程中根源何在，和在轉變的過程之間如何保持地區文化的特
質不致使獨特性流失，以及這樣的再詮釋和轉變是否具備可被逆向檢驗的合適
性。』以此觀點探討如何以地域性的思維，閱讀文化地景的地域特質，並建立可
檢視的項目檢驗地景地域化的過程與實踐，是本小節欲探討的重點。
在文化地景地域性實踐面向的探討中，本研究主要參考林靜娟（1999）在
其博士論文《Culture, Nature and Landscape Desig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的論述裡，對於台灣地景提出以地域性的思維為設計方法論的實踐與操作部
分。其分析主體乃針對台灣地區社會、文化及自然環境為中心對象，提出從實
質環境課題、人民的文化認同以及中國傳統思想—老莊哲學中所隱含生態意識
的現代性等要求下，建構一個以台灣地區的自然條件、文化傳統和環境意識的
人文質素涵養為主要論述之基礎。並從道家哲學中分析出被自然、文化與社會
等三個中心對象的範圍所涵蓋而成的四個文化地景地域性實踐的主要屬性：場
所、時間、機能與美學，以作為地景實踐中道家師法自然的基本架構（如表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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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文化地景地域性實踐之內涵關係彙整表

實踐面向
之涵構
文化
＆
自然

社會
＆
自然

文化
＆
社會

文化
＆
自然
＆
社會

實踐之要素

實踐內涵
1、 適應於在地性的自然本質－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忘
回歸場所本質，意即特定場所中擁有的特殊文化及
自然。
2、 與自然場所的對話－一個地景應該提供在人與自然場
所之間互相影響與對話的價值。對於地景的實踐而
場所
言，是提供理智的建築態度和自然環境兩者之間的互
（地景的所在）
動。社會性的環境涵構說明了反對純粹的環境保護論
或是設計者從自然分離的設計形式。更精確的描述這
個狀況，營造性的構築應該是習慣性的反映在地方的
地形、氣候、土壤、光線、能承載的形式等等，產生
從特定的地方、場所形式所衍生而成的建築形式，也
將促成更和諧融洽的涵蓋於限制的領域中。。
1、 基本的機能－瞭解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基本需求以應
對其機能性。
2、 有機體的機能－機能並非只滿足人類的需求，而是
將自然環境看做是一個巨大的有機體，彼此之間互
機能
有關連。
（地景服務之目的） 3、 對照性的機能－正負面價值因評判角度而異，因此
價值的判定並非只從單一角度切入。且不應被簡化
為機能主義至上之法則，更不能排除實用性與自然
的對話。
1、 順應於時間及其延續性的特質－一個道家思想的地景
在面對地景的變遷上應該順應於時間的延續性。與其
反抗一個持久的地景不如將之反映在流動的時間上。
2、 用順應發展取代反動及保守－地景並非呈現接受不加
時間
區別的大批現代技術而否定一個傳統本質的意涵。在
（地景的演進關係）
道家的思維中，亦不是提倡強制的干預原本存在於地
景和緩的自然力量，而是不斷地重新詮釋和循環再利
用的思維，地景必須適當的動態演化而不是使之浪漫
化。
1、 無限vs.有限的美學－因為人類對自然的知識是有
限的，因此設計不應該無限的擴大與膨脹，尤其我
們對地景的營造更不應該超越我們對環境的認知與
意識。
2、 內在vs.外在的美學－我們應該尊重事物的內在價
值，對道家來說，任何事都是一體兩面的，因此外
在與內在本質是必須同時審視與精讀的。
美學
（地景中的美學） 3、 動vs.靜的美學－外在元素的可變動性質與內在恆
久不變的本質，在自然機制的運作當中都是不可或
缺的。前者所促進的是有趣的外在變化，而後者則
是讓人辯證內在本質特色與價值的必要性。
4、 客體vs.主體的美學－這樣的過程確保人類主體是
否屬於自然的，但是又不與自然的變化相抵抗，主、
客關係間是互相關連的。
資料來源：林靜娟，1999：pp.202-209；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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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靜娟（2004）藉由地域性的論述內涵與主張的釐清以及後地域論的修正觀
點，提出城鄉地景實踐地域性思維架構是以自然環境為基礎、文化內涵為經緯、
社會條件為依據所共同支撐的三種向度為編織的，進而醞釀出景觀美學的表達與
呈現；各向度並指涉了文化地景素質中地域觀念的內涵與實踐所應顧及之原則。
（如圖 2.3）

文化
場所
統合性
多樣性
自明性
順應性

自然

美學
整體性
獨特性

時間
延續性
時間感
改變性

機能
機能性
永續性

社會

圖 2.2 城鄉地景實踐之地域思維架構圖
資料來源：林靜娟：2004
對此地域性文化地景之思維架構，林靜娟作了以下的解讀：『如果地景是自
然和文化的綜合現象，文化定位成一群同性質的人，表現出的集體生活現象總和，
景觀風貌的營造行為是透過發揮景觀客體的特質產生體驗者的共鳴現象。……作
為現代和歷史經驗、在地性和世界性、審美的同質性和異質性以及機能的必要性
和可替代性，這些既是時間、空間、機能和美學等創作要素，又同時兼顧了景觀
的自然、社會和文化向度等四項創作因子，可以為好的景觀建築下一個註腳。（林
靜娟，2003：207）』而且文化地景的地域性實踐，是一連串再詮釋的動態過程，
此過程的本身就是藉由地方意識、文化探索與自然環境互動中所彰顯出屬於文化
地景地域性的本質與內涵，也提供了人對於環境應有的態度與反省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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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3 理論應用小結

本章藉由文化地理學的論述以及地域主義的理論，歸納出閱讀三坑子水空間
地域特質面向，擬從以三坑子人及水空間的互動關係為基礎，從人類與環境互動
中的三個調查向度：自然、文化、社會中所指涉的時間、機能、場所及美學等四
個觀察面向進行閱讀三坑子水空間地域特質的研究（如圖 2.3），而整體的理論應
用架構釐清如下所示。

歷史文化資源
信仰文化資源

文化

場所

水空間認同感
水空間自明性
水圳 流向
水深流速
源頭源尾
地勢落差
灌溉水路 自然
生態資源
寬度與護岸深度
護岸與 水 底型態

時間

美學

水空間延續性
水空間改變性

景觀整體性美質
地景視覺與觸覺的獨特性
沿岸土地使用

機能

水空間的機能性
水空間的永續性

社會 沿岸生活設施
居民活動

圖 2.3 三坑子水空間地域特質的觀察面向
資料來源：林靜娟，2004；本研究繪製

一、時間面向：
時間面向：
早期地域主義的提出，最主要的課題在於面對文明與外來文化的衝擊時，如
何保存屬於在地傳統和文化甚至於價值觀的取向。而今所衍生批判性地域主義的
觀點，已跳脫出早期強烈提倡保存的態度，著重於如何吸收文明與外來文化並揉
合在地文化的脈絡，呈現並重新詮釋地域性的特質。故如何從三坑子水空間在地
的歷史、族群、信仰、習俗、產業…等經由時間所演進和累積的文化特徵，發掘
屬於在地文化的價值與居民對水空間的記憶，是閱讀三坑子水空間地域特質的主
要方向與課題。

二、機能面向
地域性的探討主要是以如何面對環境的脈絡為出發點，Mumford 認為如何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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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影響力是地域性所強調的觀念，而 Frampton 更指出批判性地域主義必然包
含與自然更為直接的辯證關係。這其中包括了地形、氣候、光線、溫度嗅覺、觸
覺…等等，著重於人與土地間產生的互動關係。依據文化地景地域性的實踐架構
可將三坑子的水空間於機能面向歸納出兩個探討的方向：
1、實質自然環境的機能
實質自然環境的機能：
機能：
Luten Eric 提到探討地域性的重要態度，是以面對環境的脈絡為出發點，並
從地區的特色描繪出地景建築的靈感。故觀察機能面向的地域特質是反映在不同
地區所需面對的實質自然環境層面，就水空間的文化地景而言，這其中涵蓋了水
空間與地形、土壤、氣候、水文、生態等相互關連的實質自然因素與分佈狀態。
2、水文環境的特質與
水文環境的特質與機能
環境的特質與機能性
機能性：
地域性思維所強調的重點之一在於分析環境自身的特質與限制因素，將地
景、建築融入地方性或地形的起源（Luiten Eric，2002）。而藉由實質自然與人
文環境的觀察，分析水空間構成元素的環境特質與機能性，進而發覺文化地景實
踐地域性的過程中如何回應地方環境涵構的特質。

三、場所面向
Mumford 認為地域主義的觀念除了是探討地理學、氣候、土壤、地形等環境的
實質面外，更包括了經濟、技術、及社會發展等重要的基礎（Luccarelli,M.，
1995）。所以本研究所探討水空間地域特質的場所面向，亦即希望閱讀與觀察水
如何與地方及社區的場所、居民的生產、生活習慣及活動產生彼此互動的關係。
在此必須瞭解場所的緣起及組構為何，無論是場所的地形、方位、邊界、人群活
動的分佈與週期、動線的流動、空間的機能與尺度等，皆應納入閱讀水空間場所
面向中地域特質的觀察要素。

四、美學面向
1、與周遭環境景觀之契合性
林靜娟（2003）強調美學型式的呈現，並非直接沿用，亦非採用不合時宜之
形式或轉化之，而應以理解傳統所形成之內在性質與法則，繼而呼應時代特性、
文化變遷與社會情境之演化，而衍生新時代美學。無論自然、文化和社會環境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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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恆久以來，一種雖然隨時代變動的形貌，卻可見其內在的一致性。故在美學
面向的觀察中，探討水空間與周遭環境景觀之契合性，進而建立屬於地方性的親
切感，並延續豐富極多樣性的地景感官知覺體驗及人文與自然兼蓄的景觀美質，
是閱讀水空間美學地域特質的課題之一。
2、營造形式與細部接合的地域性
Mumford 認為地域主義強調使用地方資源來詮釋地域性的美學特徵，並且賦予
新的價值，成為文化地景與日常生活具體化的結合。而 Frampton 闡述地域資源的
詮釋，是以營造性（tectonic）的觀點，建構一個營造過程的視野，從細部、材
料、與接合中發展出屬於地域性構造形式的本質元素。故本研究以營造性作為觀
察觀察三坑子水空間美學地域特質之一，目的在於分析如何從地方性的構造元素
及在地的生活經驗與智慧中，閱讀出屬於地方性的水空間空間美學，藉以融入屬
於地方生活場所的營造形式與空間氛圍中。

24

第三章

三坑子人文和水文的歷史沿革
三坑子人文和水文的歷史沿革

三坑子聚落為目前桃園台地上發展較早且保存較為完整的傳統客家聚落，
具有豐富的自然景觀、歷史、文化與產業的資源。由於大漢溪（舊名大嵙崁溪）
在清朝時期水運的發達、客閩族群的拓墾及宗教信仰的淵源；再加上三坑子地
理形勢的優勢和產業發達的特性，建構了一段三坑子聚落富庶且繁榮的時光。
然而因清末大漢溪的淤淺與日治時期桃園大圳的開鑿，劫奪了大漢溪大量的水
源，致使三坑子無法再發揮航運的功能，且台灣光復之後陸上交通的開拓以及
中山科學院的設立，更使得三坑子實施了禁建的限制長達了三十餘年。然而也
因為禁建卻使得三坑子保持了傳統農村聚落的地景型態。
民國九十年，政府解除了禁建的限制，三坑子亦展開了一連串城鄉風貌的
改造行動。然而，保存了三十餘年傳統農村聚落風貌的三坑子，擁有目前桃園
台地堪稱較為完整且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源，如何因應未來環境發展與改造的
衝擊，讓現今正在開發中的三坑子的地景風貌可以於發展的同時，亦兼顧到自
然與人文資源的保存及永續發展，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
故本章節即先探討人文與水文環境所涵蓋的歷史沿革、聚落與產業的發
展、族群與信仰等項目，且藉由相關文獻回顧與田野調查訪談資料，分析三坑
子人文與水文環境於地景形塑過程中的歷史演進和變遷，進而作為閱讀與觀察
三坑子水空間地域特質的基礎資料。而本章所探討三坑子歷史演進時期的區
分，主要參考喻肇青（1996）的「桃園縣三坑仔地方文化暨社區總體營造先期研
究計畫中」將三坑子的歷史演進區分為：農墾期、商業街屋形成期、日據時期及
日據末期至光復後等四個時期為基礎，但由於此研究主要是以三坑子老街聚落為
研究主軸，且區分的時期並未確認詳細年份時間的描述，故本章再經由三坑子相
關水文及人文的歷史文獻回顧，將三坑子人文及水文環境的歷史沿革彙整區分為
下列四個時期：
1、農墾與航運發展時期（1736 年以前至 1861 年）
2、航運發達與商業街屋形成時期（1862 年至 1887 年）
3、航運沒落與日治時期（1888 年至 1925 年）
4、日治末期至光復後（1926 年至 2005 年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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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1 農墾與航運發展時期（
農墾與航運發展時期（ 1736 年以前至 1861 年）
3.1
3.1.1 人文與水文歷史背景之論述
一、三坑子的開發起源
此時期主要時間為清朝乾隆元年（1736）以前至咸豐末年（1861）
。而三坑子
聚落形成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時，曾有鄭成功部將鄭統領的師爺陸細
番於此定居屯田，為桃園台地上最早開發的地區，爾後再經由三坑子逐漸向內到
達黃泥塘、烏樹林等地區沿途開墾（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清朝乾隆年間
（1736-1795）陸續有拓墾戶以三合院之形式在此開墾，此時的三坑子在當時的行
政區名為「三坑隘」
（喻肇青，1996）
。
「隘」的名稱意指隘口、關隘，有出入口和
關防的意思，主要是為了防止當時台灣原住民的襲擊所設的墾號，意即現今所稱
的行政區名（李鎮邦，2004）
。
三坑子地名的由來，根據本研究所彙整的文獻回顧及田野調查的訪談資料研
判，應該是於乾隆年間陸續遷移至此地區的拓墾戶，發現有三條溪流（火劫尾坑、
鴨母坑及蔗蔀坑）流經此地區形成三處長形的坑谷而得名。且現今位於三坑子臨
鴨母坑旁最早建造的開庄伯公廟，也應是於此時期所設立，之所以設立於鴨母坑
旁，主要是因為水是當時居民農業耕作的主要生產來源，故居民將伯公廟設於水
源旁藉以保佑水的來源無虞。而當時的居民亦於道光 5 年（1825）在三坑子興建
永福宮，因當時位於三坑子鄰近的土著生番猖獗，並時常出沒於三坑子獵取人
頭，居民遂興建永福宮以保佑居民的安全，（三坑永福宮慶成圓醮紀念特刊，
1969）
。
道光 12 年至 21 年間（1832-1841）原居住在台北盆地中的客家族群，由於與
閩南移民械鬥失敗，於是遷往今日桃園、中壢一帶，也使得部分客家族群的移民
在今日三坑子及大平定居（喻肇青，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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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坑子水文發展的歷史背景
（一）
、大漢溪及航運發展的緣起
、大漢溪及航運發展的緣起
大漢溪原名大嵙崁溪，位於三坑子的東側，為淡水河系三大支流之一（基隆
河、新店溪、大漢溪）
，位於台北盆地以南，流路呈東北東方向。其源頭來自於新
竹縣的品田山（大壩尖山系）
，流經新竹縣之尖石鄉、桃園縣之復興鄉、龍潭鄉、
龜山鄉、大溪鎮、台北縣之三峽鎮、鶯歌鎮、樹林鎮、土城市、板橋市、新莊市
及三重市，並於板橋江子翠與新店溪匯集後流入淡水河（如圖 3.1）
。主流長 135
公里，流域面積 1163 平方公里﹐平均坡降為 1/37，此溪上游為石門水庫集水區,
集水面積 759 平方公里（大溪鎮公所，2004）。

圖 3.1 三坑子與淡水河水系區位圖
資料來源：劉還月，2001；本研究改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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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流域上游為山谷地，中下游為台地及沖積平原。由於台北盆地的斷層
陷落，導致河川襲奪，侵蝕基準面下移，而產生了河階發達的大溪河階群，三坑
子也因東南側臨大漢溪而形成大溪河階群的河階地形之一。河階形成的主要原因
是由於大漢溪的侵蝕與堆積反覆作用所造成的，而這兩者又與地殼變動、氣候變
化的關係最為密切。當海平面上升或地殼穩定時，大漢溪河水向河岸的兩側侵蝕，
使得河床變寬、增厚堆積層。但是當地殼隆起或海面下降時，則增加了河水下切
的力量，而河水向下切割後，產生了新的河床，舊有的河床便乾涸了，新舊河床
排列出類似階梯的景象便稱為『河階地形』
（三坑國小，2004；如圖 3.2）

圖 3.2：大漢溪河階地形作用示意圖
資料來源：

http://www.skps.tyc.edu.tw/~street/environ/position02.htm；
本研究繪製

三坑子的河階地形其分佈以大溪為中心，型態上是屬於沿直線流路發育的兩
岸對稱的河階。龍潭地區受到大漢溪的切割侵蝕的結果，而形成了獨特的河階的
地形。從十一分到頭寮的橫剖面圖中（如圖 3.3），河階的左右岸各一有高位階地
（紅土地質，也就是桃園台地面）
，年代大約形成於四萬七千年前（陳于高，1988）
，
現在龍潭鄉的十一分即位於其上。而高位階地之下，又有三段低位河階，其中龍
潭部分位於大漢溪左岸，大溪鎮位於右岸，左岸龍潭主要聚落有三坑子、大平及
二平，三坑子位於第一層低位河階，地勢較高，形成的年代大約是一萬兩千年前，
大平位於第二層低位河階，地勢低了一些，二平位於第三層低位河階，地勢更低。
而大漢溪則位於現今三坑子人口分佈較密集的聚落東南側約兩公里處。早期大漢
溪還沒有淤淺的時候，三坑子是淡水河流域的大漢溪屬於中上游的河港（桃園縣
政府，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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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大漢溪與三坑子河階地形剖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桃園縣政府，1993；本研究繪製

回溯三坑子航運發展的歷史背景，研判最早發展航運的時期可追溯至乾隆初
年，大漢溪中上游即有航運與下游的枋橋（今板橋）、新莊、艋舺（今萬華）、大
稻埕及河口港之淡水諸港，並對岸華南諸港間行貿易，為河港相當殷賑（富田芳
郎，1954：70）
。由此段文獻描述中可以發現，三坑子由於位在大漢溪的中上游區
域，其航運可能於乾隆初年時期就已開始發展。大溪鎮志（2004）中亦論述到：
清初大漢溪的航運可達大溪栗子園的上游區域，且最早的登岸碼頭是在河西的低
位河階上（此論述之河西低位河階地區為大漢溪西側河岸的河階地形，即現今三
坑子座落的位置），然後再航行至高位河階的舊溪洲（大溪鎮公所，2004：28）。
而當時河港開始發展的位置根據當地居民的訪談，研判河港座落區域應該位於現
今三坑子河川底的範圍之中（如圖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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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三坑子農墾與河港發展時期大漢溪航運示意圖
資料來源：大溪鎮公所，2004；本研究繪製

（二）
、三坑子
、三坑子「
三坑子「三坑」
三坑」溪流的緣起
桃園台地受到大漢溪前後五次的改道沖積，變成凸出河道很多的缺水高地。
然三坑子西北環山的地理形勢，豐沛的山泉水沿著山壁順流至此三條溪流中，這
三條溪流的形成使得三坑子雖位於桃園台地的東南緣，仍擁有充足的水源進行灌
溉，不須經由埤塘儲水或桃園大圳取水。因此「三坑」溪流更使得三坑子聚落形
成桃園客家庄中少數地方擁有灌溉及產業發展優勢的水空間。在日治時期桃園大
圳尚未開鑿之前，清代農墾與河港發展時期的三坑子水源就非常充沛，尤其是有
山泉水流入的這三條溪流，更成為居民灌溉與生活用水的主要水資源動脈。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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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桃園大圳的開鑿劫奪了大漢溪大量的水源，使得大漢溪無法再進行航運
的功能，三坑子的原本繁盛的航運與商業聚落型態也日趨沒落（詳本章 3.3 節）
。
但憑藉著三坑子的這三條溪流以及豐沛的山泉水，居民仍可以靠農業生產謀生。
本小節即從明治 37 年（1904）日治時期所繪製的台灣堡圖以及居民對三條溪流記
憶的訪談中，追溯三坑子「三坑」溪流水域形成的緣起（如圖 3.5）
。

如圖 3.5 台灣堡圖中三坑子「三坑」水域分佈圖
資料來源：臨時台灣土地調查，1996；本研究繪製
1、火劫尾坑
位於三坑子中央的火劫尾坑溪，其名稱是由客語音轉換，但由來已不可考，
研判其源頭是來自於當時十一份庄的埤塘，也就是現今佳安村的十一分埤（當地
人稱為碧湖，如圖 3.6）
。當年石門水庫管理局（簡稱石管局）尚未在佳安村做整
體規劃時，地方稱呼目前佳安村南段的台地為十一份，北段則分別為淮子埔及泉
水空兩個庄頭。約民國 50 年代，石管局在十一份設立之後，才形成一村、二村和
佳安路 3 個較大的聚落。十一份因座落於地勢較高的桃園台地面上，屬於紅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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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雖然鄰近三坑子旁卻不似三坑子一樣擁有充足的水資源，是故當時開挖了許
多埤塘作為灌溉引水之用。但是如今除了碧湖之外，其他的埤塘都已經填平成為
建築用地（馮天蔚，2004）
。從台灣堡圖可以發現當時的火劫尾坑從碧湖流出後，
從落差約 25 公尺的的山壁混合山泉水流進三坑子並與鴨母坑匯集之後流入大漢
溪，但現今碧湖流至三坑子山壁的溪流由於地下涵管的施作，已經無法從實際現
場探勘中得知此段水域的狀態。

圖 3.6 十一份的碧湖景致
資料來源：馮天蔚，2004

2、鴨母坑
位於三坑子北方的鴨母坑，其名稱的由來根據居民訪談得知，昔日有很多居
民於此水域岸邊用竹籬圍塑出一個接著一個的區域養殖鴨群，時間久了居民就稱
這條溪流為鴨母坑。從堡圖研判鴨母坑的源頭應該是由三坑子西北環山的山泉水
流出後，經過三坑子開庄伯公廟的前方與火劫尾坑匯集流入大漢溪。根據當地居
民的回憶由於鴨母坑在民國 50 年代石門大圳尚未開鑿前，水流量一直很穩定，且
岸邊與溪流的落差高度約在 1 公尺左右，在三坑子早期的農業社會裡，居民除了
耕作之外也習慣於水域旁養殖家禽，所以鴨母坑也發展成為當時許多居民養鴨、
養鵝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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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蔗蔀坑
位於三坑子南方與大平交界處的蔗蔀坑為龍潭鄉打鐵坑溪的下游，打鐵坑溪
發源自龍潭鄉南側的竹子坑山，流經三林、大平與三坑子後注入大漢溪。根據農
委會水土保持局的統計，此溪流源頭流至大漢溪之總長度約為 7 公里，高差 267
公尺，是三坑子的「三坑」溪流中，流域範圍與面積最大的溪流。由於日治時期
打鐵坑溪流經大平與三坑子一帶的水域範圍種植許多甘蔗，所以老一輩的居民習
慣稱此段流域的溪流為蔗蔀坑。
打鐵坑溪因較為寬闊，水源充裕，且中上游兩側河谷所夾谷地田園有限，大
多以簡易的傳統近自然工法，運用山邊土溝與卵石砌溝渠等水路引水灌溉，而下
游至三坑子一帶田園開闊，則依賴自中游較具規模的水圳系統引溪流河水灌溉，
所以下游蔗蔀坑溪的各類水路較為發達（龍潭鄉公所，2000）
。從堡圖蔗蔀坑的水
域分佈範圍可已研判，三坑子中央的灌溉田地在日治時期就大量的引蔗蔀坑溪的
水源作為灌溉水路，並形成許多羽狀的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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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1.2 農墾與航運發展時期的水空間
農墾與航運發展時期 的水空間地景
的水空間地景
此時期的三坑子聚落由於當時的陸運未開，所有貨物都須由水路運行。三坑
子便因為靠近大漢溪而成為桃園北部至新竹北部一帶的貨物中繼站（喻肇青，
1996）
。也因為大漢溪的三坑子河港於此時期開始發展，逐漸形成此地區商業聚落
型態的雛形。但整體聚落的形成多數仍屬於以農為主的地景型態。而此時期的重
要水空間，主要有開庄伯公廟及永福宮（如圖 3.7）
。

淮仔埔 ）為當時原住民
居住之處
（今 中山科學研究院
開庄伯公廟
鴨母坑
研判為當時
河港發展位置

永福宮最初
興建處
火劫尾坑

十一份
（今佳安村）

大

三坑隘 ）
（ 今三坑子
漢

當時大漢溪流域
涵蓋之模擬範圍

舊溪洲
（今大溪鎮）
N

溪

蔗蔀坑
蔗蔀坑上游
打鐵坑溪

大坪
（今大平村）

今三坑村界
水域分布範圍

圖 3.7 三坑子農墾與河港發展時期的水空間分佈模擬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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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庄伯公廟
伯公是客家人對土地公的尊稱，原意是祖父的兄長。客家族群重視人與土
地之間的關係，而北台灣的客家聚落多形成散村形式，因此客家聚落中常可發
現伯公，在村頭、村尾都會有伯公的祭祀，因此可以說有客家村落的地方就有
伯公廟（劉懿瑾，2003）
。早期三坑子的經濟來源仰賴生長在地上的農作物，而
當時的生產方式並不像今日有著科技化的技術水平，居民並無法適切掌握氣候
的狀況、土壤的特性、病蟲害等對農作物的影響，因此伯公被認為是控制整個
地方發展的神靈，自然而然地伯公就變成了客家人信仰中地方上的守護神。
根據當地居民描述，開庄伯公廟位於三坑子鴨母坑的水尾口，是三坑子最早
興建的伯公廟。當地居民又稱為來台土地公，意思是從大陸遷移至台灣的時候建
造，推估於道光年間永福宮興建之前就已經存在。現今所看到的伯公廟是經過重
新整建的，比起原本舊的開庄伯公廟大。且舊開庄伯公廟仍保留於新伯公廟的後
方。從圖 3.8 可以發現新伯公廟的位置座落於三坑子聚落地勢較高處，且建造時
廟身亦比道路高出許多，要祭拜伯公，就必須經由石階才可爬上伯公廟，而站在
伯公廟上可以向下眺望可看到三坑子聚落的景色，頗有居高臨下的意味，意即由
此鎮守於三坑子聚落的制高點以保佑全村居民之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3

圖 3.8 鴨母坑旁開庄伯公廟的外觀

就在新建的伯公廟的同時，村民也保留了舊有的伯公廟，舊的開庄伯公廟前
保留了石製的香爐固定於地上，廟中破碎的石碑就上頭寫著福德正神，在石碑前
擺放著伯公的圖像。伯公廟的格局很小，大約只有一坪左右的大小，是所有三坑
子伯公廟中，格局最小的一個（如圖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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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圖 3.9 舊有開庄伯公廟的外觀

根據永福宮邱姓廟公表示，開庄伯公廟之所以興建於三坑子聚落較高處，是
因為三坑子西北環山，而現今開庄伯公廟座落之處正好為整座山的龍穴，是風水
最好的地方。故選於此興建。可是後來石門大圳的開鑿後，就把龍穴破壞掉了。
圖 3.10 為在開庄伯公廟旁種植著一棵老楓樹，據說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居民亦將
老楓樹供奉為神祇祭拜，楓樹一年四季的落葉開花，亦象徵著村民耕作的時間表。
而伯公廟旁的魚形水池，象徵著伯公保佑三坑子年年有餘的福氣。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圖 3.10 開庄伯公廟旁的老楓樹和魚形水池

二、信仰文化和航運發展之關係及永福宮的水
信仰文化和航運發展之關係及永福宮的水空間地景
空間地景
（一）三坑子的信仰文化與大漢溪航運之關係
從信仰文化追溯此時期時三坑子與大漢溪航運的關係，可從大溪鎮的地方公
廟「仁和宮」
（今大溪鎮埔頂）的建廟傳說中看出。相傳該廟建於康熙12年（1673）
，
其簡介上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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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有漳州人陳氏昆仲二人，因其故鄉所奉祀之開漳聖王神靈顯赫，
因此密請其香爐及三王公金身，護佑來台，定居於滬尾，經商謀生。……康熙癸
丑年，某夕，昆仲二人同見王公托夢，告擬他遷，乃問卜三王公欲何所往？卜後，
奉金身香爐溯水而上；於各津渡停舟問卜前途，……舟行抵大溪栗仔園，難在前
駛，請神下舟，行至本廟地，……午憩片刻。覺後，恭請三王公起駕，孰料百請
不動，因再問卜神，定此地立廟奉祀，……昆仲二人旋敬邀遐邇人士並本地熟番，
共觀神蹟，人人出錢出力搭建茅屋，以為奉祀三王公之廟堂，……而後，來懇者
日眾，且膜拜者亦多日矣。是以居民均稱三王公為開基祖（仁和宮簡介，出版時
間不詳）
。

仁和宮所奉祀之三王公（開漳聖王）
，即為從仁和宮經當時的水運移駕分靈至
三坑子的永福宮，並成為現今永福宮所祭祀的重要神祉之一。而可從這個傳說研
判清初的航運終點，即在大漢溪低位河階的的栗子園地區，沿溪上溯最遠不會超
過龍潭的三坑子，且必須再以陸路接駁到高位河階上的桃園台地內陸地區。由此
可見，康熙末年大漢溪港道開通之時，陸運及航運交會點的大溪鎮的栗子園地區
直至三坑子這段，可能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交通節點，並與大漢溪成為一個交通
網絡，順流而下可通台北盆地的滬尾港（淡水港）
，南下經由大漢溪可達竹塹（新
竹）一帶。也因為大漢溪的西側地區位居交通要衝，所以漢人很早就入墾三坑子。

（二）
、永福宮興建的歷史背景與遷移
、永福宮興建的歷史背景與遷移
此時期至三坑子拓墾的先民受到最早居住於此地的原住民相當繁複的侵犯與
騷擾，此狀況可從永福宮的慶成園醮紀念特刊（1969）所記述的一段沿革中看出：
民前八十七年（清道光五年）經先賢張崇位、陳寬元、黃德裕、李接興等發
起，擇址於三坑村六鄰五六號，創建廟宇一座，命名為永福宮，作乾山分金吉度，
崇奉 三山國王，以保三坑子、淮子埔、十一份，一帶莊民，蓋因當時地方出墾，
瘴氣不清，水土不調，瘧疾擾人，而且附近的大平山上有土著生蕃猖獗，時常出
沒村間，獵取人頭，供祭其祖先，而致民不聊生，慶幸

王爺廟宇落成以後，暗

中庇佑，間之莊民人心統一，守望相故，協力抵禦，嗣後生蕃遂告遠遁深山，莊
民得過安居樂業的日子（永福宮的慶成園醮紀念特刊，1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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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描述得知當時移民至三坑子的客家族群因原住民外來勢力侵犯的社
會背景下，於清道光 5 年（1825）興建永福宮，最初祭祀的神祉為「三山國王」
，
主要目的是為了祈求保護當時的居民免受原住民的侵犯。後來主祀的神祉為「三
官大帝」，客家人俗尊稱為「三界公」，即唐堯、虞舜及夏禹三聖帝。清末時期閩
南人與客家人也日趨融洽，三坑子亦有少數閩南人遷居至此定居，故主祭祀神祉
遂轉為「三官大帝」及「開漳聖王」
。三坑子原是客家村，但因閩客融合，在客家
村中出現了閩南人所崇拜的神，亦代表著三坑子族群融合的精神。而永福宮從建
廟至今，部分因為廟宇狹窄簡陋，部分是因為地理位置風水不佳，而經歷了三次
遷移，最後還是遷回了現今永福宮的現址（如表 3.1）
。
表 3.1 永福宮遷移的過程

註：0 表最初興建之地點；1、2、3 表第幾次遷移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2005；本研究改繪
事件
時間
起因
發起人
地點
清道光五年 保護家園 張崇位、陳寬元、
三坑村
源起
黃德裕、李接興等
六鄰五六號
（1825）
人
廟宇狹窄 張崇位、李接興、 三坑村
第一次遷移 清同治元年
（1862） 廟宇簡陋 陳寬元等人
四鄰五六號
陳文生、黃元春、 三坑村
第二次遷移 清光緒十年
位置不適
李萬琴、李蓋泉等 三鄰五一號
（1884）
人
邱禮壽、邱禮象、
大正十三年
三坑村
第三次遷移 （1924） 地理不佳 陸昌義、李火來、
鄔鼎昌，張金登、 四鄰五六號
等人。

供奉神
供奉神祉
三山國王
主祀：三官大帝
配祀：三山國王
文昌帝君
主祀：三官大帝
配祀：三山國王
文昌帝君
主祀：三官大帝
配祀：三山國王
文昌帝君
開漳聖王

資料來源：永福宮慶成園醮紀念特刊，1969；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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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永福宮廟埕空間與三坑子的水井空間
、永福宮廟埕空間與三坑子的水井空間
永福宮的廟埕廣場為三坑子舉行信仰慶典的重要場所（如圖 3.11）
。廟埕前
的戲臺則界定了廟埕空間的範圍，於民國 70 年村人集資興建，早期未建戲臺時，
所有的廟會活動皆須於廟埕空間搭設臨時棚架。據當地居民表示，戲臺底下有
一口井，約於日治時期挖掘，主要供給當時日本人在此設立的派出所以及老街
附近住家使用，但戲臺興建後已經被埋在地底下（如圖 3.12）
。井的使用對於當
地的居民而言是很重要的水空間元素，由於豐沛的山泉水逕流至地表之下，也
使得三坑子擁有充足的地下水。因為以前的技術對於山泉水的取得較為困難，
不像現今居民可自行運用開挖機械、水塔及 pvc 管線自行尋覓山泉水源並接至
家中儲存使用，故早期居民大部分都習慣於自家的後院中開鑿水井作為生活飲
水或日常使用（如圖 3.13）。然由於民國 60 年後，新社區與醫院的興建造成三
坑子地下水源的污染，也讓當時的三坑子居民形成缺乏生活用水的窘境，而大
部分的水井也因此荒廢（如圖 3.14）
，居民不得已只好自行尋覓水源或取用自來
水，卻也讓三坑子居民對於水有著更加強烈的環境意識與危機感。

圖 3.11 永福宮廟埕空間的慶典活動
資料來源：黃勝松提供

圖 3.12 戲臺下原有一水井已被埋置地下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圖 3.13 李家宅院後院的水井，現在仍有使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圖 3.14 陳家宅院前已荒廢的水井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39

3.2
3.2 航運發達與商業街屋形成時期（
航運發達與商業街屋形成時期（ 1862 年至 1887 年）
3.2
3.2.1 人文與水文歷史背景之論述
根據富田芳郎（1954）於「台灣鄉鎮之地理學的研究」論述中提到：清初大
漢溪航運主要以大型戎克船至新莊為終點，其上游只許積載二千斤之河舟之溯航
云。每日二三百隻河舟來往本溪，從事運輸，為淡水河之終點而發揮其機能。同
治光緒間為其最盛，以光緒十二三年為絕頂（富田芳郎，1954：70）
。由此研判，
三坑子航運河港最為繁盛發達的時期主要時間為清朝同治元年（1862）至光緒 13
年（1887）
。且因航運的便捷，聚落的中心逐漸扮演農產、商品及生活必需品集散
地之角色，因此聚落型態由農業散村逐漸轉變為商業街屋。這時期的房舍形式出
現了大量的街屋以利發展商業，商肆至此已頗具規模，漸成今日所見之貌（喻肇
青，1996）
。
從清代同治十年（1872）編修的「淡水廳志」中的淡水廳分圖二可發現當時，
三坑子所涵蓋的面積比現今還大，當時的三坑子位置西接咸菜硼（今關西）
，東鄰
埔頂及南興庄（今大溪鎮），南邊則屬於地勢較高之山區生蕃地（今復興鄉），由
此圖可研判當時的三坑子包含了十一份、泉水空、三角林等聚落，皆屬於三坑子
的一部分（如圖 3.15）
。

圖3.15 三坑子於清朝同治年間（1862-1874）之範圍
資料來源：陳培桂，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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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正為大漢溪航運盛行之際，萬華，大溪方面的貨物皆利用大漢溪的
水運進入三坑子及大平。根據當地居民的訪談研判三坑子此時期主要的航運碼
頭稱為二段潭，位於現今三坑子東南方大漢溪的岸邊，而大平村的水運則是在
楓樹潭靠岸（如圖 3.16）。

圖 3.16 二段潭及楓樹潭舊址與現今三坑子大漢溪流域關係位置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1995；本研究繪製

三坑子的地理環境由於水源充沛，所以種植的農作物主要以水稻田為主，
但當時許多土地的地主是住在大溪且在大溪擁有穀倉，所以來往二段潭的船
隻，在溯溪而上時，多載送一些較輕的民生用品到三坑子，在順水而下時，就
將較重的稻米（包括不少佃租的租穀）
、茶葉、木材與竹材等物資運到大溪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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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販賣。當貨物運至三坑子二段潭碼頭，再以人力肩挑貨物的方式進入三坑子
聚落進行交易。透過大漢溪的水利之便，在三坑子集貨站的物品，一部分可以將
運輸到國外去，一部分的物品也可以是直接從三坑子送到新莊、萬華，甚至於大
稻埕、淡水等地（喻肇青；1996）
。由於此時期的三坑子為桃園與龍潭台地上主要
航運可及之地，因此其他聚落進行交易時皆須經由陸運將貨物運至三坑子後，再
轉由水運運出。故此時期的三坑子肩負了貨物轉運樞紐，可以稱得上是主宰龍潭、

。

關西、楊梅，甚至於竹東的經濟命脈 而今的二段潭碼頭舊址由於大漢溪航運的
功能消失，已成為廣闊的耕作田地（如圖 3.17）。

圖 3.17 二段潭碼頭舊址現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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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2 航運發達與商業街屋形成時期的水
航運發達與商業街屋形成時期的水空間
的水空間地景
空間 地景
一、三坑子老街水空間
三坑子老街水空間地景
空間地景的形塑過程與型態
地景的形塑過程與型態
此時期由於大漢溪航運的發達，使得三坑子成為貨物進出重要的航運站。
帆船於三坑子的二段潭碼頭靠岸後，商旅以肩挑的形式將貨物挑到聚落內交
易，使三坑子聚落成為相當規模的貨物集散地，並且形成商業型態的街屋配置
（喻肇青，1996）
。探究三坑子聚落成形的社會背景，因不斷地有閩客械鬥及原住
民騷擾的情事，故早期前往三坑子的客家族群為了安全，建立了向心性極強且具
有包被防禦的三坑子老街聚落地景型態。三坑子老街大致上是以永福宮為聚落的
核心，向外延伸至黑白洗的位置，在整坑三坑子地景的發展上呈現一個集中且封
閉式的聚落型態。由於三坑子老街的四周皆為開闊的水田地景空間，為了防禦外
來的入侵者，所以老街聚落以永福宮為中心在地景形塑的過程中，藉由小徑的曲
折建構了三段式的線型空間配置型態（如圖 3.18）
。此三段式的空間型態由一連串
亭仔腳式的民居建築包被住整條進入老街的道路，為了防禦外來勢力的入侵，老
街在防禦性地景的塑造精神下，同時也建立了連續性強且具有領域感的空間結構。

圖 3.18 三坑子老街防禦性地景空間結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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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的空間配置主要以現今黑白洗位置的出入口進行控制並判別進入聚落
的居民或入侵者，此階段的地景形塑的整體視覺狀態主要是以較為開闊的空間結
構配置為主，但老街入口巷道的尺度則較為狹隘，主要是讓入侵者無法大量進入
聚落內（如表 3.2）
。

表 3.2 三坑子老街聚落第一階段地景空間配置分析

A、三坑子老街主要出入口之地景分佈狀態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傳說三坑子地勢座落的風水為兩條鯉魚頭尾相銜的福象，原本應該是很發達的一塊福地，但是
向東的道路開錯了，而相接之處又豎了一根電線桿，將兩條鯉魚釣走，是故三坑子從此開始沒落（喻
肇青，1996）。

B、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三坑子主要出入口主要是以較為開闊的空間結構配置為主，但進入老街巷道的尺度則較為狹
隘，主要原因是為了讓入侵者無法大量進入聚落內，是具有防禦性的地景空間配置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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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的地景結構則在進入老街曲折的道路上以樹林植栽與圍牆的建構，
使得進入老街的入侵者無法直接窺視到聚落內的狀況，藉以增加聚集村民防禦的
時間。此階段的地景特徵呈現出防禦性極強且封閉的空間結構配置。進入老街的
主體空間之後，聚落主要以步廊式（亭仔腳）街屋民房的建構模式。提供了居住
在聚落的居民工作、休憩、聯誼以及商業交易的空間（如表 3.3）
。

表 3.3 三坑子老街聚落第二階段地景空間配置分析

B、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A、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4.10
在三坑子聚落的分佈狀態可分為集村與散村兩種型態，三坑子老街屬於集村的聚落分佈類型，
主要是為了防禦外來勢力的入侵。而散村的地景配置模式則是為了便於從事農耕稻作。而老街聚落
在此階段利用彎曲道路配置房舍及樹林植栽的建築型態，呈現出封閉且領域感強烈的地景狀態。

C、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4.10
D、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4.10
老街主要以步廊式（亭仔腳）街屋的建構模式建築。三坑子老街的步廊式建築主要有下列幾項
特色：
1. 牆壁、地板：以夯土為主，並在外層抹上泥沙漿。
2. 隔間：內部以砌磚及木板隔間為主，而兩戶之間的牆壁通常為共用之形式。
3. 屋頂：以木構造的樑柱結構支撐屋頂，並以紅瓦與石綿瓦覆蓋。
亭仔腳的空間主要提供了居住在聚落的居民工作、休憩、聯誼以及商業交易的空間，圖 D 為當
地居民聚集在亭仔腳空間製作客家菜包與發糕的情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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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坑子老街第三階段的空間配置模式則為永福宮前方的廟埕空間，廟埕空間
在三坑子以種植農作物為主的經濟來源提供了曬穀以及工作的空間用途，且在清
朝同治至光緒年間，三坑子因為大嵙崁溪航運繁榮之際而形成商業街道的時期，
亦提供了貨物交易地點的功用。此廟埕空間的東西兩側亦有小徑提供居民工作動
線、分散以及防禦外敵的控制點之用（如表 3.4）
。
表 3.4 三坑子老街聚落第三階段地景空間配置分析

B、資料來源：馮天蔚，2004
A、資料來源：http://www.skps.tyc.edu.tw/
~street/knowledge/source.htm
此階段的地景空間配置，主要是以廟埕空間銜接兩側小徑為主。早期三坑子永福宮廟埕空間主
要為曬穀工作的場所，大漢溪航運發達之際，亦作為貨物交易的地方。由圖 A 及圖 B 永福宮廟埕廣
場的影像紀錄相比較，圖 A 及圖 B 的永福宮建築型態有著明顯的差異。根據永福宮遷移的文獻記載，
研判圖 A 的影像紀錄時間應為永福宮第三次遷移後第一次改建時所留下的影像紀錄，時間點約於民
國 57 年，而圖中的居民於永福宮廟前廟埕空間看似應該正在從事曬穀或曬茶的工作。而圖 B 影像紀
錄的時間根據資料來源記載是約於民國 70 年代時拍攝。也就是永福宮第二次改建後的樣貌，可從圖
中看出聚集於永福宮廟埕空間居民熱絡的景象。

C、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D、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圖 C 為永福宮廟埕空間的現況，廟埕廣場在整個街巷的地景配置涵構上具有串連外部產業空間
以及內部生活巷弄的公共領域結構，亦配合居民的信仰作為整個祭祀圈地景的主要外部空間結構，
為居民作為重大慶典祭祀的場所。圖 D 則是永福宮東側小徑現況。永福宮左右兩側的小徑提供居民
工作動線、分散以及防禦外敵之用。西側通往青錢第宅院的小徑主要為耕作及出入動線之用，而東
側小徑由於為當時外來勢力入侵之方向，是故小徑與老街主要出入口在整個地景結構上相似，順應
地勢呈現出曲折且防禦性強的空間配置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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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坑子老街的產業空間
此時期永福宮前的三坑子老街上有雜貨、酒館與點心舖等商舖（如圖
3.19）
，以供往返的旅人駐足交易與休憩（喻肇青，1996）
。而附近幾個村落的居
民也常步行於此購買民生物資與用品。雖然當時商業繁榮的景象在現今的三坑
子聚落已不復見，然而現今仍可以從三坑子老街所保存的商店建築及招牌上發
現當時繁榮景象所遺留下來的地景痕跡（如表 3.5）。

圖 3.19 老街商業空間分佈圖
資料來源：http://www.cles.tyc.edu.tw/sunkentsu/street_guide.htm；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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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清朝大漢溪航運發展時期老街產業空間的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4
位於 78 號的屋舍，早期為一家理髮廳，
屋內的牆以夯土塊疊砌而成的共同壁。從屋外可
以看到在窗板有二個窗戶，除了有透氣功能之
外，還有吊卸物品及防盜的功能。窗台下的木板
可折疊，是當時放置貨品的地方。以往晚上關店
時，若有人要購物，就會用二樓的窗戶來探視，
若是熟人才會開門，不熟的人就會沿窗戶將物品
垂下以完成交易，確保安全。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4
位於 80 號的屋舍，有一塊日據時期所留下
的招牌，招牌上的日文從右念到左的中文意思為
「櫻啤酒」。櫻花啤酒是台灣第一個進口櫻麥
酒，閩南或是客家都稱啤酒為麥酒，櫻花啤酒屋
是永福宮前的雜貨店的劉信榮的姑爹所開，當時
除了有賣雜貨之外，還有賣酒。櫻花啤酒是當時
的日本酒。開店時間是在日據時代桃園大圳施工
期間，根據當地居民的描述，當時居民經濟能力
並不好，有能力買的，是當時興建桃園大圳的技
術人員、領薪水的工人。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http://www.skps.tyc.edu.tw/~street
老街上門牌號碼 68 號處，原來有一間元福
位於 59 號的雜貨店是現存於老街上唯一
商行，是三坑子早期經營水果生意的店家，年久 的商舖，為劉信榮先生所開。觀察現今三坑老
失修，所以已經傾倒不復見。今日取而代之的是 街的房舍多屬於步廊（亭仔腳）式街屋，不論是
一現代化建築，也就是現在村長的辦公室。 街屋的形式、屋頂的形式都相類似。
資料來源：喻肇青，1996；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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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3 航運沒落與日治時期（
航運沒落與日治時期（ 1888 年至 1925 年）
3.3
3.3.1 人文與水文歷史背景之論述
由本章上述的歷史沿革得知清朝乾隆至光緒中葉其間（1736-1887）
，由於大
漢溪水源豐沛，三坑子遂成為台北盆地與桃園台地重要的航運交通聯絡港口。
然三坑子航運開始逐漸沒落的主要時間為光緒 14 年（1888）至日治時期大正 14
年（1925）
。經由文獻回顧可以發現，清朝光緒末期大漢溪河西地區的三坑子及大
平原先登岸碼頭開始淤塞，大漢溪之航運終點便由原先三坑子至栗子園靠近中上
游一帶，逐漸轉移至較為中下游的月眉附近（大溪鎮公所，2004）。直到大正 14
年（1925）以前，大溪附近的航運尚與台北方面仍有航運（富田芳郎，1954：70），
大正 2 年（1913）桃園發生大規模的旱災，故於大正 8 年（1919）
，台灣總
督府為解決桃園台地缺水問題及增加水稻種植面積，開始興建桃園大圳，由日
治時期大正十三年（1924）所繪製的桃園大圳工事平面圖可看出當時桃園大圳
整體的流向與流域分佈的狀況（圖 3.20）。

圖 3.20 日治時期桃園大圳流域分佈圖
資料來源：新竹州，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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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大圳的興建是在大漢溪中上游的石門峽谷興建攔水堰水門，引溪水入
圳道以灌溉沿圳道之農田（大溪鎮公所，2004）
。當時桃園大圳的取水口「石門」
正好就是大漢溪從上游（新竹縣的大壩尖山系）流至三坑子的最主要的轉彎水
道，所有上游的支流匯集於此處兩山之間的峽谷一瀉而下，成為大漢溪水源最
豐沛且湍急的區域（圖 3.21）。

圖 3.21 大漢溪流經石門之原始型態
資料來源：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1965

大正 14 年（1925）桃園大圳的開鑿竣工後，因此大漢溪中、下游水量頓減，
河運備受影響，大船難入，只剩小型帆船及竹筏尚可通行，爾後逐漸喪失其航
運之功能（大溪鎮公所，2004）
。而桃園大圳當時雖然以隧道及暗渠的形式經過
三坑子（圖 3.22）
，卻無實質灌溉之利，反而讓三坑子因為大漢溪無法進行航運，
其原本因航運繁盛的三坑子老街及聚落的商業型態也逐漸沒落，回歸原本單純
的農業耕作的產業型態。根據喻肇青（1996）推論三坑子的商業功能急遽改變
的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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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桃園大圳自石門引水，造成大漢溪水為驟降，水道過淺而無法行船，
以致三坑子二段潭、大平楓樹潭即喪失水運及碼頭的功能，自此三坑
子不再是內陸聚落與大溪等地之貨物轉運站，換言之，三坑子老街永
福宮前的廟前街店大部分無以維生，商業功能一併受到影響。
二、大圳施工初期三坑子一帶曾經引入大批工作人員，但是當時石門至大
溪段的隧道及暗渠工程完成之後，人口便大量外流，使得原本盛極一
時的聚落突然沈寂，而沿街店面也漸漸變成單純的民居住宅（喻肇青，
1996：12）。
從文獻所彙整的上述兩點研判，三坑子聚落在桃園大圳完成後受到重大的
影響，除對外船運被迫停止外，公路的建造以及鐵路運輸的發展，亦使得三坑
子喪失了原本河港聚落商業市集的功能與地位。自此三坑子便轉趨沒落，成為
大部分居民以務農為主的農村聚落型態。

圖 3.22 桃園大圳取水口與流經三坑子之水域狀態分佈圖
資料來源：新竹州，1924；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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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3.2 航運沒落與日治時期的水
航運沒落與日治時期 的水空間
的水空間地景
空間地景
此時期由於大漢溪河床淤積日漸嚴重，且桃園大圳的開鑿劫奪了大漢溪大量
的水源，水運因而沒落陸運開始取而代之。而日治時期日本人於三坑子的開發，
亦形成了下列幾項現今留存或已經消失於三坑子的水空間。

一、廢磚窯場
大正 8 年（1919）桃園大圳的開工，為便利於大圳之建造，故日本人於三坑
子設立了磚窯場製磚。當時的磚窯場，如今留下的只是一個土堆而已，在這裡長
滿了雜草、樹木及竹子，幾乎很少人會來到這裡。根據當地居民的訪談及相關文
獻的描述得知當時此地區的整體地勢較高，約在四至五台尺左右。而日本人檢驗
此地質符合紅磚的製造，故此地區好幾甲地的土壤都被挖走一層當作製磚的原料
（懷寧傳播，1996）
。磚窯場所製造的紅磚利用範圍約在三坑子於此十公里內的桃
園大圳隧道所使用。但也因為如此地區由於日據時期被剷平，居民現今才得以於
此地進行耕作（如圖 3.23）
。

資料來源：懷寧傳播，1996

資料來源：懷寧傳播，1996

圖 3.23 三坑子廢磚窯場的現況與放置於屋瓦上的紅磚為當時所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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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蔗蔀、
蔗蔀、輕便車道與製糖倉庫
根據當地居民訪談與相關文獻所述，原本清朝時期居民至三坑子開墾時，
大多以種植水稻田為主，然而日據時代三坑子與大平地區開始種植大量甘蔗作
為製糖的原料，是三坑子的產業文化中相當特殊的一段歷史（喻肇青，1996）。
當時種植範圍最廣的地區集中於三坑子靠近大漢溪沿岸的地區以及打鐵坑溪流
經三坑子流域的沿岸，是故當地人又稱打鐵坑溪流經三坑子的這段流域溪流為
蔗蔀坑溪。日據時代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於三坑子靠近大嵙崁溪沿岸以及蔗蔀坑溪
沿岸的區域每三百公尺種植一個防風林後，讓當地居民從事開墾種植甘蔗，當時
糖的賣價不錯，是以角為單位，大約一斤是一至二角，製糖的產業開始於三坑子
發展。
在三坑子原本的水稻田產業中依賴水源的灌溉，而甘蔗的種植與水稻田對水
的需求並不相同，故對於三坑子原有的地景型態可視為一個日本人植入的異質水
空間。且種植甘蔗的地景空間由於製糖產業的沒落已不復見，故僅於三坑子存在
約 30 餘年的光景（約 1904-1940）
。且為求運送製糖原料節省人力與時間，日本
人於三坑子設置了輕便車道，又稱為「手押輕便車」
，當時輕便車道設於當時十
一份至三坑子的範圍（如圖 3.24）
。根據文獻記載，輕便車道存在時間並不長，
其最興盛期在昭和 3 年（1928）
，及至公路交通開始營運後，因公路運輸量大且
運費低廉，行駛又快，加上輕便軌道鋪設在公路交通線上，兩相比較輕便車道
逐漸失去競爭力而被淘汰（大溪鎮公所，2004）。
輕便車主要以人力推動，車輪直徑約於 20 公分左右。在三坑子的輕便車站
設於今石門國小旁，鐵軌則沿著「石段崎」
（客語指的是石階上下的陡坡，為現
今三坑子的石板古道）緩緩順著等高線下降至三坑子的蔗蔀。因為三坑子這邊
的製糖場規模較小，所以生產的甘蔗大部分還是經由輕便車道運送至今埔心、
內壢及中壢等地的大糖廠加工，但光復後隨著糖業的沒落以及公路運輸的發
達，輕便車道也隨之消失（馮天蔚，2004）
。而昔日的輕便車道也成為現今雜林
密佈或是已成為民居建築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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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輕便車道行經三坑子之路線圖
資料來源：喻肇青，1996；本研究繪製

據當地居民表示，三坑老街入口的位置仍保留著一個日治時期的製糖倉
庫，此空間早期是由一位名叫楊龍的居民所擁有，後來日治時期轉由日本製糖株
式會社接收，主要作為製糖原料儲藏的倉庫使用。由圖 3.25 從建築結構可發現此
倉庫只有一扇門作為堆放原料的進出口，並於上方開設窗櫺以利物料儲藏之通風
效果。製糖倉庫的留存隱約可解讀到當時三坑子製糖產業文化的興盛，必須建設
倉庫儲存製糖原料，如今此倉庫建築已成為私人產業堆放雜物之倉庫使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4.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4.03

圖 3.25 老街入口前製糖倉庫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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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平紅橋
大平紅橋建立於大正 12 年（1923）是三坑子與大平村之間的聯絡橋樑，為早
年龍潭及大平村民挑貨至三坑子出售的必經之路，紅橋尚未建造前，居民為了進
入三坑子進行交易，遂於蔗蔀坑溪上鋪設石塊以作為往來交易之用。爾後地方
士紳為便於兩地之間的往來，遂與當時的役庄場、龍潭居民及日本人的資助下合
資興建紅橋、石階古道與大平橋碑，以作為大平與三坑子聯絡的主要廊道（懷
寧傳播，1996）。根據當地居民的描述，紅橋是一座以紅磚為主的建造的拱橋，
使用與當時建築桃園大圳相同的紅磚，磚材有紅、黑相參的情形，興建之時其材
料中有運用到糯米，故又被稱為做糯米橋（如圖 3.26）。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4.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4.10

圖 3.26 大平紅橋、石階古道與大平橋碑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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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4 日治末期至光復後（
日治末期至光復後（ 1926 年至 2005 年 ）
3.4
3.4.1 人文與水文歷史背景之論述
人文與水文歷史背景 之論述
一、三坑子日治末期至光復後的歷史背景
根據文獻記載由於桃園大圳於大正十四年（1925）開鑿竣工的影響，大漢溪
航運只剩小型渡船及竹筏可以通行，及至昭和 18、19 年（1943-1944）時，大漢
溪中下游已無舟行之利（王世慶，1996）
。而台灣光復後迄今，政府於民國 53 年
興建石門水庫及石門大圳，再截去大部分溪水。今日大漢溪溪水流量稀少（如圖
3.27）
，寬大的溪床裸露，依稀可見當年溪水對河床的切割力道，而澎湃的溪水今
以不復見（大溪鎮公所，2004）
。

圖 3.27 三坑子東南側的大漢溪現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4

台灣光復之後的三坑子由於民國58年中山科學研究院的成立，基於國防軍
事機密的理由，使得三坑子聚落成為「兩千公尺禁限建」劃定的範圍之內，居
民不得對自有的屋舍作任何的修改建，而造成人口的外流；正因此三坑子現今亦
保存了較為完整的農村聚落風貌。直至民國91年才解除了禁建的限制，三坑子從
軍事保護區開放為一般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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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經三坑子的石門大圳
桃園大圳流經三坑子段為暗渠及隧道形式流過（詳本章 3.3.1）
，主要灌溉區
域為桃園台地北部上的桃園市、南崁、蘆洲、大園中壢及觀音等地。而石門大圳
的開鑿主要以明渠方式通過三坑子北側，主要灌溉區則為桃園台地南部的龍潭、
平鎮及楊梅鎮等地（如圖 3.28）
。

圖 3.28 石門大圳完成後之流域分佈圖
資料來源：范佐東，1997

自石門大圳與石門水庫陸續完工之後，併入了許多明清及日治時期的舊圳
道；如乾隆 6 年（1741）由薛啟隆與桃園台地懇戶邱、黃、廖所建的「合大興
圳」
（即今之大溪鎮南興地區早期所建的水圳）
，更以充足的水源灌溉了桃園縣南
部與新竹縣北部之台地（王萬邦，2003）
。而根據當地居民的訪談得知三坑子的
三條溪流水域在當時部分亦併入石門大圳成為水圳的來源之一（如圖 3.28）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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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判桃園台地內原有近三千餘口的埤塘之所以銳減的原因之一，可能也是因
為石門大圳的通水之後，併入鄰近水圳的水源，使得台地上的灌區用水較為充
沛，致使得現今台地上由於石門大圳的供水以及都市化的影響，目前只保留了
數百口埤塘作為大圳系統的輔助灌溉調節之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4.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4.10

圖 3.29 流經三坑子的石門大圳現況

石門大圳灌溉系統既為石門水庫計畫主要灌溉系統之一，計畫灌溉桃園台
地標高 240 公尺以下之土地面積約二萬公頃，由於大圳主幹線在標高 195 公尺
以下，故較高之台地或高地均賴抽水灌溉（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
1972）
。而石門大圳完成初期為了引海拔高度較低的石門大圳之水，抽到海拔高
度較高的龍潭台地溝渠供水田灌溉之用，在龍潭上建立了六處抽水站，這些灌
溉溝渠因水源來自電動向上的抽水站抽取而被稱為龍潭的高低揚灌區（如圖
3.30）
。不過不久後，龍潭高低揚灌區以及三坑子的農田水路因電費、管理費等
成本效益因素之爭議退出石門水利會所轄，這些水路則成了自然降水或區域灌
排用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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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 石門大圳經由三坑子流向高低揚灌區之水域分佈圖
資料來源：范佐東，1997；本研究繪製

三、三坑子的「
三坑子的「三坑」
三坑」整治
（一）
、火劫尾坑
、火劫尾坑
民國 60 年代，中山科學研究院在火劫尾坑的上游創立了石園醫院。興建之目
的主要提供中山科學研究院的員工眷屬及地區居民的醫療服務。然而當地居民描
述由於當時醫院並未妥善處理醫療廢水，將醫療廢水排入火劫尾坑，導致溪流遭
受到嚴重污染，連帶使得三坑子部分的灌溉水源及民生用水出現問題。爾後經由
三坑子居民抗爭之後，當時的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水土保持局於民國 85 年時才陸續
完成了為時三期的金山寺野溪整治工程（如圖 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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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9

圖 3.31 火劫尾坑整治後之現況

（二）
、鴨母坑
、鴨母坑
根據居民訪談得知，民國 53 年石門水庫與石門大圳相繼完工後，石門水庫管
理局（簡稱石管局）引鄰近水域的溪水流入石門大圳。當石門大圳引三坑子的水
資源並向當地居民收取水租時，居民認為三坑子的灌溉水源一直以來都極為充
沛，並不需要石門大圳的水源，居民認為收取水租的政策並不合理所以群起抗爭，
並向石管局及農田水利會進行官司訴訟，因為在三坑子的居民認為石門大圳的建
造是為了高低揚灌區的灌溉水源。經過官司訴訟後，石管局與農田水利會敗訴，
因此才將石門大圳的引三坑子的水路改回至三坑子，但由於當時施工過程及品質
並未妥善處理，石門大圳的水有部分滲漏至鴨母坑，致使鴨母坑的水流量變的很
不穩定。有時水量過大，經常會淹沒了農民辛苦耕耘的水稻田，亦不能在溪流的
沿岸從事養殖家禽的產業，且鴨母坑附近農田的土壤過潮，已經不適合種植水稻。
這些原因致使政府於民國 80 年代亦進行了鴨母坑的整治工程，並將原本河道深度
只有不到 1 公尺的護岸，降至 3 至 6 公尺，才解決了鴨母坑水量不穩定的狀態（如
圖 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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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9

圖 3.32 鴨母坑整治後之現況

（三）
、蔗蔀坑
、蔗蔀坑
由於蔗蔀坑水域周遭的地景範圍視野開闊且有一些歷史地貌被保留下來，如
紅橋（1923）及通往三坑子的古道，且打鐵坑溪流域兩側的坡度陡起，形成一連
串的谷地邊坡雜林，河谷中段與下游蔗蔀坑溪成為生物的棲息地，也被內政部營
建署列為重要的生態敏感地帶，然民國 50 至 60 年代為了配合石門大圳的建立，
亦造成了部分水域段水流量的不穩定，影響了部分區域生態環境。而農委會水土
保持局也陸續於民國 80 年進行打鐵坑溪階段性的整治工程，並於 91 年開始進行
打鐵坑溪紅橋段為時二期的環境綠美化工程，第二期於 94 年開始進行，研究者於
10 月進行田野調查時工程仍在進行中，主要規劃內容為蔗蔀坑溪紅橋周遭景觀及
植栽之改善（如圖 3.33）
。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9

圖 3.33 蔗蔀坑整治後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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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5 小結
回顧本章上述三坑子人文與水文的歷史沿革可以發現由這四個時期的演進可
以發現三坑子由早期自給自足的農墾與航運發展時期（1736以前-1861），至清朝
同治至光緒年間（1862-1887）大漢溪的航運發達，使得三坑子成為商業繁盛的河
港聚落的型態，然而光緒末年至日治時期（1888-1925）卻又因為後來地理環境的
轉變（大漢溪的淤淺及桃園大圳的開鑿）
，大漢溪航運功能逐漸沒落，三坑子從商
業蓬勃的河港聚落漸漸恢復到單純的農業聚落生活型態。而日治末期至台灣光復
之後（1926-迄今）的三坑子聚落由於民國五十八年中山科學研究院的成立，基
於國防軍事機密的理由，使得三坑子聚落成為「兩千公尺禁限建」劃定的範圍
之內，居民不得對自有的屋舍作任何的修改建，而造成人口的外流；正因此三坑
子現今亦保存了較為完整的農村聚落風貌。綜理上述之研究內容，本小節彙整了
三坑子人文與水文環境演進的歷史年表（如表3.6）
，以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基礎。

表 3.6 三坑子人文與水文環境演進之歷史年表

時間
時 項
事件
清朝、日本與
期 次 西元年 清朝、
民國年
鄭成功曾在此囤
1
明末清初
田
三坑仔設三坑隘
大漢溪已有舟運
農 2 1736 乾隆初期 可達大溪栗子園
至三坑子一帶
墾
與 3
乾隆時期
設立開庄伯公廟
航
運
發
道光 5 年 永福宮興建
展 4 1825 （民前
87 年）
時
期
1832 道光 12-21 客家人與閩南人
械鬥失利，部分客
5 至
年間
家人遷往三坑子
1841
定居
（續下頁）

62

內容

備註
註 13
註1
註8
註 12
註1
註6

三坑子舊名為三坑仔，主要
為「火結尾坑」、「鴨母坑」
及「蔗蔀坑」三條溪流經過
而得名。
設於鴨母坑上方，為三坑子
最早設立的伯公廟。
因土著生番猖獗並出沒村
間獵取人頭，遂興建永福宮 註 7
以保佑居民的安全，最初興
建位置座落於現今三坑子 6
鄰 56 號。
三坑子聚落範圍擴大，並在 註 1
大平、二坪設隘寮，防止閩 註 8
南人及原住民的襲擊。

表 3.6（續）

航 6
運
發 7
達
與
商 8
業
街
屋
形
成 9
時
期

同治元年
1862 （民前
50 年）
1874 同治末年

永福宮第一次遷
移
溫克讓奉旨開墾
銅鑼區大平兩區
光緒 10 年 永福宮第 2 次遷
1884 （民前
28 年） 移
光緒 13 年 大漢溪水運最為
1887 （民前
25 年） 發達之時期

明治 30 年 日本人進入三坑
10 1897 （民前
15 年） 子
11 1913

航 12 1919
運
沒
落
與
日
治 13 1920
時
期

14 1923

大正 2 年
民國 2 年

桃園發生大規模
旱災

大正 8 年
民國 8 年

日本人興建桃園
大圳開工

大正 9 年
民國 9 年

日本人進行、官制
地方行政組織和
區域的沿革

大正 12 年 蔗蔀坑上興建大
民國 12 年 平紅橋及大平橋
碑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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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三坑子人口漸多，原址
空間不敷使用，遂遷移至現
今三坑子 4 鄰 56 號的位置。
三坑子人口及聚落規模逐
漸擴大。
永福宮因其地點被認為風
水及環境不佳，便遷移至現
今張家大宅不遠處，座落於
現今三坑子 3 鄰 51 號位置。
每日二三百隻河舟來往本
溪，從事運輸，為淡水河之
終點而發揮其機能。同治光
緒間為其最盛，以光緒十二
三年為絕頂。研判亦為三坑
子河港聚落最為繁盛之時
間。
日本人進入三坑子老街設
置警察局與街庄役場，以作
為三坑子航運及生產的管
制中心。
日本人開始計畫桃園大圳
的興建，以串連桃園台地的
埤塘成為農業灌溉的整體
網絡。
為便利大圳之建造，並於三
坑子設立磚窯場製磚。此時
期由於製糖業興盛，三坑子
與大平溪流沿岸種植大量
甘蔗，蔗蔀坑溪亦因此而得
名，且日本人遂於三坑子鋪
設輕便鐵道，以節省原料運
送之人力及時間。河港航運
亦逐漸被取代。
三坑仔之地名改為三坑子。
地方士紳為便於兩地之間
的往來，遂與當時的役庄
場、龍潭居民及日本人的資
助下合資興建紅橋、石階古
道與大平橋碑，以作為大平
與三坑子聯絡的主要廊
道。是一座以紅磚為主的建
造的拱橋，使用與當時建築
桃園大圳相同的紅磚，在那
時在建造的材料中有運用到
糯米，所以又被稱為做糯米
橋。

註7
註2
註7
註 12
註2
註9
註4
註1
註2
註4
註6
註8
註9

註2
註4
註6

表 3.6（續）

航
運 15 1924
沒
落
與
日
治
時 16 1925
期

大漢溪與台北之
大正 13 年 間仍有舟行
3 次遷
民國 13 年 永福宮第
移、重建（移回現
今位置）
大正 14 年 桃園大圳竣工
民國 14 年

18 1944

昭和 3 年
民國 17 年
昭和 19 年
民國 33 年

19 1945

昭和 20 年
民國 34 年

20 1953

民國 42 年

21 1961

民國 50 年

17 1928

日
治
末 22 1962
期
至
光
復
後

桃園輕便車道最
為興盛時期
大漢溪中上游已
無舟行之利
美軍及盟軍空襲
台灣，龍潭鄉受災
嚴重，死傷者重
三坑子輕便車道
拆除
石門都市計畫實
施

民國 53 年 石門水庫及石門
大圳相繼峻工

23 1968

民國 57 年 永福宮改建前殿
部分

24 1969

中山科學研究院
民國 58 年 成立、石門都市計
畫變更

25 1971

民國 60 年 水權抗爭事件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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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坑子的航運僅能供小型
渡船及竹筏通行。
永福宮因為被認為妨礙張
家大宅的風水，故遷移回三
坑子 4 鄰 56 號的位置，即現
今永福宮座落之位置。
大圳自石門引水，造成大漢
溪水位驟降，水道過淺而無
法行船，並致使三坑子二段
潭逐漸喪失水運及碼頭的
功能。
主要由十一分的石段崎連
結至三坑子的輕便車道
三坑子二段潭碼頭至此完
全喪失航運之功能，遂變成
今日農業耕作之型態。
據當地耆老描述三坑子雖
無受到嚴重傷害，但當時三
坑子的樟樹下仍為部分居
民避難之場所。
輕便車道因公路運輸量大
且運費低廉，故拆除之。
三坑子劃分為行政管理及
住宅區，石門地區被定位成
以觀光旅遊為導向的都市。
藉石門大圳灌溉系統，透過
幹渠、支渠、分渠灌溉桃園
大圳以南較高的地區（龍
潭），石門大圳由進水口到員
樹林一帶為幹渠，再藉由地
面下 27 公尺的隧道二處引
水，由平鎮經楊梅至湖口一
段則為明渠。
早期永福宮是三坑子聚落
附近地區：包括三坑、佳
安、大平各村居民的信仰中
心，後來大平村建了自己的
廟後，永福宮目前的信徒便
以來自三坑及佳安兩村的
居民為主，並由兩村居民合
資整建永福宮。
三坑子因中山科學研究院
劃定「兩千公尺禁限建」範
圍內而變更為保護區，禁止
屋舍作任何的修改建。
石管局興建石門大圳之
時，引三坑子的水資源流入
大圳，並向居民收取水租，
引發居民抗爭並進行官司
訴訟。

註7
註 12
註1
註4
註8
註8
註 11
註 14
註6
註 13
註8
註 11
註1
註2
註5
註8

註7
註1
註2
註4
註6

表 3.6（續）

戲臺下面有一口井，清朝就 註 1
民國 70 年 興建永福宮前之
戲臺
已存在。
民國 74 年 修建開庄伯公廟 將原有之土地公神像遷移
至新伯公廟後面的小徑上。 註 6
原為池塘，供養魚、養鴨及
灌溉之用，爾後地主蓋私人
別墅，並另闢空間供人洗
興建黑白洗之浣
衣，即今黑白洗之所在。水 註 1
28 1986 約民國 75 年 衣空間
源來自於山泉水，後來石門 註 6
大圳漏出來的水使的黑白
洗的水變污濁，故後人將此
水空間命名為黑白洗。
29 1987 民國 76 年 永福宮第二次改
註7
建
日
治 30 1988 民國 77 年 火劫尾坑溪污染 石園醫院與新建社區排放
醫療廢水，污染三坑子的灌 註 6
末
事件
溉水源，居民群起抗爭。
期
為防止不肖業者於大漢溪
至
及三坑子水域附近傾倒廢
光
三坑子成立護鄉 土與垃圾，影響水源而成立
復
護鄉大隊管制。
後 31 1991 民國 80-85 年 大隊
金山寺野溪整治
85 年度西部地區治山防洪 註 6
-1996
三期工程（入口處 計劃，整治總長 666 公尺、
的火劫坑）
跌水 5 處、箱涵 1 處（省府
農林廳水土保持局第 1 工程
所）。
野溪整治工程（整 88 年度西部地區治山防災
32 1996民國
85-88
年
治範圍為火劫尾 計劃（省府農林廳水土保持 註 6
1999
坑與鴨母坑溪） 局、桃園縣府執行）。
從保護區開放為一般農業 註 6
33 2002 民國 91 年 三坑解除禁建限
制
區，由縣府管理。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執行，主
2002
打鐵坑溪整治工
要進行蔗蔀坑紅橋段的親 註 10
34 -2005 民國 91-94 年 程
水公園規劃、景觀美化與溪
流整治工程。
註 1：桃園縣三坑仔地方文化暨社區總體營造先期研究計畫
註 2：三坑國小三坑子拾遺網站（http://www.skps.tyc.edu.tw/%7Estreet/webmap.htm）
註 3：桃園縣志
註 4：三坑人三坑事紀錄影片
註 5：桃園縣總體發展計劃
註 6：田野調查訪談
註 7：三坑永福宮慶成圓醮紀念特刊
註 8：大溪鎮志
註 9：台灣堡圖
註 10：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註 11：桃園縣志
註 12：台灣鄉鎮之地理學研究
註 13：桃園縣鄉土史料
註 14：淡水河流域河運水運史
26 1981
27 198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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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三坑子水
坑子水空間的田野調查與分析
空間的田野調查與分析

「水」，是人類最早賴以為生及交通的動脈。
三坑子的興盛與落沒，宛如是一部「水」的發展史。早期三坑子的居民在
靠「水」的沿岸墾拓出一個又一個的聚落，等到聚落蓬勃發展之際，卻又為了
座落於桃園台地上其它地區的產業發展及生活環境而逐漸沒落。日治時期大正
13 年（1924）以前，當時大漢溪的水量原本還足夠讓淡水河流域的台北盆地及
桃園台地的居民運用小型帆船、竹筏等航運交通工具，作為載運民生物資的航
運貨物運輸交易之用。然於大正 8 年（1919）日本人為解決桃園地區於大正 2
年（1913）在桃園地區發生大規模的旱災導致農作物的產量遽減，故從大漢溪
流經石門的位置（今石門水庫）擷取水源，並開始進行桃園大圳的開鑿工事。
流經三坑子的三條溪流及充沛的山泉水提供了三坑子農業發展的水源。且
清朝時期大漢溪航運的發達亦造就了三坑子河港聚落商業型態的興盛，更塑造
了三坑子老街聚落繁榮的地景（詳本研究 3.2 章節）
。然日治時期開鑿的大圳卻
劫奪了大漢溪大量的水源，造成大漢溪水位降低、枯水期增長，且桃園大圳開
鑿之初，應是台灣交通即由水運轉為陸運之際，原來作為大漢溪航運集散地的
三坑子，由於為大漢溪水運最終點（小型渡船及竹筏可及之地）
，卻因陸運發達
而讓透過三坑子二段潭碼頭進行航運的貨物，開始因為公路取代使得三坑子的
商業貨物集散地的重要性減低，亦使得三坑子從早期桃園台地航運及民生發達
的中心地區，逐漸沒落回到了原始的農業墾拓的情境，並成為桃園縣龍潭鄉的
邊陲之地（詳本研究 3.3 章節）。
本章即以水空間為研究對象，藉由田野調查包括：訪談、現況調查、文獻
史料及空間觀察等方式，進行調查三坑子溪流、灌溉水路、埤塘及生活用水等
各種水空間，探討三坑子水空間跟地景的涵構關係，並分析三坑子水空間與居
民互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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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三坑子水空間田野調查
針對三坑子水空間的現況調查，本節主要就三坑子原有自然環境所形成的
溪流：火劫尾坑、鴨母坑與蔗蔀坑進行水空間及其灌溉水路支流等地景的現況
調查。主要調查方向以自然、文化、社會與美學等四個面向為主，針對水域的
源頭源尾、地勢落差、流向、水域寬度、護岸深度、平時水深、流速、護岸及
水域底部型態、灌溉水路分佈狀態、歷史文化資源、信仰設施、水域機能、沿
岸土地使用與農耕狀態、沿岸與周遭生活設施、居民活動、景觀生態資源、周
遭地景空間氛圍等 17 項地景現況調查項目，進行歸納與分析（如表 4.1）。

表 4.1 現況調查項目一覽表
調查方向

調查項目
調查項目
地理區位：水域的源頭源尾、地勢落差、流向

自然面向

水域狀態：水域寬度、護岸深度、平時水深、流速、護岸及
水域底部型態、灌溉水路分佈狀態

文化面向
社會面向
美學面向

歷史文化資源、信仰設施
水域機能、沿岸土地使用與農耕狀態、沿岸與周遭生活設
施、居民活動
景觀生態資源、周遭地景空間氛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於三坑子的水域分佈廣闊，為避免以單一整段溪流之水空間調查分析過
於概括性且有失精準性。本章即以田野調查後所觀察到的溪流與周遭地景於生
產、生活、生態等三個面向，在機能、自然環境與歷史人文意義上較具代表性
及價值之水空間為基礎，將整體溪流的水空間現況分為火劫尾坑段（A1，A2）、
鴨母坑段（B1，B2）
、蔗蔀坑段（C1，C2，C3）以及蔗蔀坑支流段（D1，D2）等
四段進行分析與探討（如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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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科學研究院
石門大圳三坑段
鴨母坑

B1

鴨母坑與火劫
尾坑交會段

B2

龍潭台地
火劫尾坑

佳安村

田地
道路
等高線
建築物
索引範圍
三坑子村界
水域分布範圍

D2
A2

A1

D1

大

蔗蔀坑支流
漢

石門大圳櫻花隧道段

A 火劫尾坑

N

C3
C2
C1

大溪鎮

蔗蔀坑上游
打鐵坑溪

蔗蔀坑

溪

大平村

圖 4.1 三坑子水空間田野調查分段索引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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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鴨母坑
C 蔗蔀坑
D 蔗蔀坑支流

表 4.2 火劫尾坑 A1 段現況調查表

A1-3

A1-2

水域流向
源頭源尾
地勢落差
流速
護岸及水域
底部型態
沿岸土地使
用狀態
歷史資源

水域寬度
1.5M—3M
護岸深度
2M—4.5M
平時水深
10CM—60CM
灌溉水路
少
機能
生活性強
景觀生態 山壁植生林帶、沿岸綠籬
資源
石板古道、輕便車站遺址 信仰設施 金山寺、入口伯公廟
耕作、散步、聊天、自行
沿岸及鄰近 過水橋、絲瓜棚、木棧道 居民活動 車、祭祀、交通管制、取
生活設施
水、其他

A1-1

地景空間
氛圍描述
水域分佈空間關係圖

水稻田

田
埂
小
徑

菜園

木
火劫
尾坑 棧道

永福路

西南—東北
碧湖—鴨母坑
50M（＋225 ~＋175）
急
兩側 RC 牆、底部覆土及
置石
自然植栽、菜園

位於金山寺後院火劫尾坑取水口的周遭地景，由於山壁
上樹林茂盛，加上水域潺潺的水聲與寺院裡傳來誦經的
聲音，使得整體空間氛圍顯得分外寧靜，居民偶而也會
至此取用及接用山泉水。水域進入永福路段，由於每隔
十幾分鐘就會有砂石車經過，所以在水域旁的木棧道便
成為散步與聊天的場所，時常能看到水域旁耕作菜園的
居民與過往的行人在木棧道上相互寒暄。而水域旁入口
伯公廟也成為居民每逢初二、十六祭祀的空間。

水路 田埂 茭白筍
小徑

田埂
小徑

水稻田

水路

梯田

A1-2:水域、菜園與入口伯公廟

山壁植生
林帶

水域現況與周遭地景分佈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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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火劫尾坑取水口段水域現況

A1-3: 綠籬帶、水域與木棧道現況

表 4.3 火劫尾坑 A2 段現況調查表

水域流向
源頭源尾
地勢落差
流速
護岸及水域
底部型態
沿岸土地使
用狀態
歷史資源

西—東北
碧湖—鴨母坑
10M（＋175 ~＋165）
緩
兩側 RC 牆、底部覆土及
塊石
自然植栽、菜園、家禽養
殖空間、水稻田
樟樹下、星聚堂、江夏
堂、製糖倉庫、老磚窯遺
址
沿岸及鄰近 過水橋、絲瓜棚、洗滌空
生活設施 間、黑白洗

A2-2

A2-3

A2-1

地景空間
氛圍描述
水域分佈空間關係圖

民居

水稻田

田
埂
小
徑

道路

水域寬度
2M—4.5M
護岸深度
2M—6M
平時水深
10CM—60CM
灌溉水路
多
機能
生產性強
景觀生態 水田景觀、鳥類
資源
信仰設施 樟樹下伯公廟

居民活動 耕作、散步、洗衣服、其
他

居民習慣沿著溪流水域或水路旁建立養殖雞、鴨、鵝
等家禽的空間。當水田剛插完秧時，這些家禽一概不
可放出，以免採壞秧苗。平日則可看到家禽們三三兩
兩的在水域裡戲水。而火劫尾坑的水路支流也成為傳
統農村居民浣衣、洗滌的社交生活空間。在水域的生
活地景空間美學中，清澈的洗衫水路，陪著三坑子的
居民走過漫長的歲月，也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水
火劫 家禽養
尾坑 殖空間 路

茭白筍

田水
埂路
小
徑

永福路

黑白洗
浣衣
空間

水域現況與周遭地景分佈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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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水域旁之家禽養殖空間

A2-2:火劫尾坑支流的浣衣空間

A2-3:火劫尾坑流經水稻田現況

表 4.4 鴨母坑 B1 段現況調查表

水域流向
源頭源尾
地勢落差
流速
護岸及水域
底部型態
沿岸土地使
用狀態
B1-1

B1-2

地景空間
氛圍描述

B1-3

水域分佈空間關係圖

山壁植生 石門大圳
林帶

自行車道

水域寬度
2M—5M
護岸深度
3M—6M
30CM—50CM
平時水深
灌溉水路
多
機能
生產性、生態性強
景觀生態 梯田景觀、鳥類、昆蟲、
資源 竹林、山壁植生林帶

西北—東南
石門大圳山壁—大漢溪
30M（＋200 ~＋170）
急
兩側 RC 牆、底部 RC
自然植栽、菜園、家禽養
殖空間、水稻田、茭白
筍、埤塘
歷史資源 李家宅院、青錢第、油茶
間遺址、三坑子老街
沿岸及鄰近 過水橋、木棧道、自行車
生活設施 步道

山壁植生林帶

B1-1:鴨母坑取水口菜園種植現況

信仰設施 永福宮
居民活動 耕作、取水、其他

鴨母坑取水口段由於地勢落差大，水流湍急，且護岸
深度高，居民多沿著水岸種植菜園。且此段地形較複
雜，竹林與植生林帶密佈，昆蟲生態資源豐富，亦是
孩童們抓螢火蟲、蝴蝶的遊戲場。而鴨母坑灌 水路
支流分佈較 ，由於 多水路的水流 過大 使
過 ，
能種植
的作 ，也成為三坑子農作
的
之一，居民亦 水
用以養殖家禽。

潮 故只
特色

水 田埂
路小
徑

梯田

廣

許
量
茭白筍 物
引 開挖小型埤塘

田 鴨母坑
埂小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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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岸
植
栽

菜園

溉

致 土壤

民居

水域現況與周遭地景分佈剖面示意圖

B1-2:鴨母坑福

德橋段水域現況

B1-3:水路支流的

茭白筍種植現況

表 4.5 鴨母坑 B2 段現況調查表

水域流向
源頭源尾
地勢落差
流速
護岸及水域
底部型態
沿岸土地使
用狀態
歷史資源
沿岸及鄰近
生活設施

B2-1
B2-2

B2-3

水域分佈空間關係圖

山壁植生林帶 開庄伯公廟

產業道路

西北—東南（與火劫尾坑
交會向東北流入大漢溪）
石門大圳山壁—大漢溪
20M（＋170 ~＋150）
急
前段兩側 RC 牆、底部
RC、後段為野溪狀態
自然植栽、菜園
未發現
未發現

水域寬度
護岸深度
平時水深
灌溉水路
機能
景觀生態
資源
信仰設施
居民活動

4M—9M
5M—10M 以上
50CM—100CM 以上
少
生態性強
梯田景觀、鳥類、昆蟲、
山壁植生林帶、老楓樹
開庄伯公廟
耕作、散步、祭祀、其他

德橋
前
達 0 尺
並
未
治 呈 野 狀
匯集
漢
因
無法輕易
地景空間
鳥類
氛圍描述
開庄
歷史已 百年 久
認
「 」代表財 設
守 全 財
故
宮同
重要
信仰 心
老
楓 年四季 葉開花 象徵
刻表

沿岸植生林帶

流經福
後之水域 段，居民多於沿岸耕作菜園，
而後段由於水域與地面落差度 1 公 以上，溪流
進行整 所以 現 溪 態，且與火劫尾坑
之
後流至大 溪。此段 地勢高差使得居民
接
近水域，且植生林帶茂盛，
及昆蟲生態豐富。而
水域旁的
伯公廟
有
之 ，由於居民
為 水
， 於水域旁有 護 村 富之意，
與永福
為居民
祭祀的
中 。廟旁的
樹一
落
，亦
著居民耕作的時
。

鴨母坑

田 水稻田
民居
沿岸植生林帶 土丘 水
路埂
小
徑
水域現況與周遭地景分佈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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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鴨母坑福

B2-2:鴨母坑後段

B2-3:水域旁的

德橋段現況

野溪狀態現況

楓樹及開庄伯公廟

表 4.6 蔗蔀坑 C1 段現況調查表

C1-3

C1-2

C1-1

水域分佈空間關係圖

河谷植生林帶

石門大圳過水橋與蔗蔀坑溪上游

水域流向
源頭源尾
地勢落差
流速
護岸及水域
底部型態
沿岸土地使
用狀態
歷史資源
沿岸及鄰近
生活設施

水域寬度
12M 以上
護岸深度
1M—6M
平時水深
10 CM—50CM
灌溉水路
少
機能
生態性強
景觀生態 鳥類、昆蟲、魚類、蜆仔、
資源 山壁植生林帶
林埤古道
信仰設施 清水坑伯公廟
過水橋、洗衣空間、家禽 居民活動 耕作、散步、釣魚、摸蜆
養殖空間
仔、取水、其他
西北—東南
竹子坑山打鐵坑溪
—大漢溪
30M（＋225 ~＋195）
緩
部分段為 RC 牆、底部置
石、其餘皆為野溪狀態
自然植栽、菜園、水稻田

C1-1:蔗蔀坑上游打鐵坑溪現況

蔗蔀坑上游段的河谷兩側坡度陡起，形成一長串的谷
地 邊坡 雜木林帶，也 構 成 物 種 棲息 與 遷移 的 最佳 場
所。此段有石 門 大 圳 過水 橋 經過，大 圳 、 蔗蔀 坑的水
地景空間
構成了一視野寬廣的自然地
氛圍描述 域、周遭植生林帶及田地
景空間 型 態。 鄰 近的林 埤古 道與清水坑伯公廟 歷史悠
久，是居民往來與祭祀中心。而上游的泉水亦是居民
取水、接水的 重要 水空間。
C1-2:石門大圳過水橋穿越此水域

石門大圳
明渠

道路

田
水
路 埂
小
徑

水稻田

民居 山壁植生
林帶

水域現況與周遭地景分佈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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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水域通往蔗蔀坑下游之現況

表 4.7 蔗蔀坑 C2 段現況調查表

水域流向
源頭源尾
地勢落差
流速
護岸及水域
底部型態
沿岸土地使
用狀態
歷史資源
沿岸及鄰近
生活設施

C2-3

C2-2
C2-1

水域分佈空間關係圖

河谷植生林帶

伯公廟

西—東
竹子坑山打鐵坑溪
—大漢溪
20M（＋195 ~＋175）
緩
部分段為 RC 牆、底部置
石、其餘皆為野溪狀態
自然植栽
未發現
親水階梯

谷
蒸

構
重要
防風 減少
並
棲息 遷移 網絡
親 摸蜆仔 魚
河谷 栽將
塑 個包容性

溪 流域旁的兩 竹林與植生林帶， 成了此段地景
空間在景 生態上
的綠籬帶，有著
及
溪
水 散的 能外， 成為生態
與
的
。由
於生態資源豐富，亦成為居民 水、
、抓 的
場所。此 兩旁
與植
水域圍 成一
的
地景空間氛圍。

觀
地景空間
功
氛圍描述
處
極強 自然

伯公廟 水
路 道路 親水階梯

側

水域寬度
12M—15M
護岸深度
1M—6M
平時水深
10 CM—50CM
灌溉水路
少
機能
生態性強
景觀生態 梯田、鳥類、昆蟲、魚類、
資源 蜆仔、山壁植生林帶
信仰設施 水頭伯公廟
散步、親水遊憩、釣魚、
居民活動 摸蜆仔、取水、祭祀、其
他

蔗蔀坑

河谷植生林帶 田
埂
小
徑

水稻田

民居

水域現況與周遭地景分佈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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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居民於溪中摸蜆仔

C2-2:由橋頭伯公廟俯瞰水域現況

C2-3:水域流經石門二號橋之現況

表 4.8 蔗蔀坑 C3 段現況調查表

C3-2

C3-3

C3-1

水域分佈空間關係圖

水域流向
源頭源尾
地勢落差
流速
護岸及水域
底部型態
沿岸土地使
用狀態
歷史資源
沿岸及鄰近
生活設施

水域寬度
12M—15M 以上
護岸深度
2M—10M 以上
平時水深
10 CM—100CM 以上
灌溉水路
多
機能
生活性、生態性強
景觀生態 梯田景觀、鳥類、昆蟲、
資源 魚類、草坪、植生林帶
信仰設施 橋頭伯公廟
親水階梯、涼亭、過水橋 居民活動 散步、耕作、親水遊憩、
聊天、釣魚、其他
西南—東北
竹子坑山打鐵坑溪
—大漢溪
15M（＋175 ~＋160）
緩
砌塊石護岸及踏步式固
床工、水底採置石工法
自然植栽、水稻田、親水
公園
紅橋遺址、石階古道

C3-1:紅橋與蔗蔀坑水域現況

紅橋遺址 階古 座 蔗蔀
通
重要聯絡廊
百年 歷史軌跡
已被規劃 親
地景空間 雖然
客親 憩 釣魚
但仍 發
氛圍描述
具 絲毫 受
客 影響 默默
並守
屬 自己
產 呈 恬
致
C3-2:蔗蔀坑水域親水公園現況
擁 文 自然兼蓄
由於此流域的
與石
道 落於
坑上，
是以往大平村居民 往三坑子的
道，有近
的
，且周遭地景
成為 水公園，
成為外來遊
水遊 及
的場所，
可
現生活於三坑子的居民時常帶著農 ，
不 過往
遊 的
，
地耕作
護著水域旁 於
的
稻田與資 ， 現著 靜的農村生活景 。使得此段
水域 有人 與
的地景空間氛圍。

C3-3:蔗蔀坑流向大漢溪之水域現
水域現況與周遭地景分佈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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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表 4.9 蔗蔀坑支流 D1 段現況調查表

D1-3

D1-2

D1-1

水域分佈空間關係圖

水域流向
源頭源尾
地勢落差
流速
護岸及水域
底部型態
沿岸土地使
用狀態
歷史資源
沿岸及鄰近
生活設施

西南—東北
蔗蔀坑溪—大漢溪
10M（＋170 ~＋160）
緩
砌塊石、卵石護岸、水底
採置石
自然植栽、水稻田
東海堂
絲瓜棚，家禽養殖空間

水域寬度
1.5—4M
護岸深度
1M—4M
10CM—30CM
平時水深
灌溉水路
多
機能
生產性強
景觀生態 水田景觀、鳥類、竹林、
資源 植生林帶
信仰設施 未發現
居民活動 散步、耕作、聊天、洗滌、
其他

D1-1: 居民於水域上架設的廊道

材將卵
材 土堆置 溉
側 底部
檔 跌
防止
被侵蝕
提供
物棲息
環境
呈
地景空間
依存
驗 智慧
廣
氛圍描述 闊
緻
小徑 舍
合 織構
均質化
狀
塑 文 觀 質 視覺
觸覺 連續性 開闊性
D1-2: 覆蓋於水域上方的絲瓜棚
居民習慣就地取
石、木 及
於灌 水路
兩 與
以作為 水與 水之用，可
水路及水
田
，亦
生
的
， 現出居民在農
作與水空間
關係上的經 與
。而水域流經
的水田景 、田間
、農 及民居 院交
成
地景的分佈 態，形 出水 景 美 上
與
之
與
。

D1-3 灌溉水路卵石護岸現況
水域現況與周遭地景分佈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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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蔗蔀坑支流 D2 段現況調查表

D2-3
D2-1
D2-2

水域分佈空間關係圖

水域流向
源頭源尾
地勢落差
流速
護岸及水域
底部型態
沿岸土地使
用狀態

西南—東北
蔗蔀坑溪—大漢溪
20M（＋150 ~＋130）
急
砌塊石、卵石護岸、水底
採置石
自然植栽、水稻田、埤塘
家禽養殖空間
歷史資源 米輪遺址、二段潭渡船口
遺址
沿岸及鄰近 絲瓜棚、涼亭、家禽養殖
生活設施 空間

水域寬度
2M—4M
護岸深度
1.5M—4M
10 CM—60CM
平時水深
灌溉水路
多
機能
生產性強
景觀生態 水田景觀、鳥類、竹林、
資源 植生林帶、蜆仔、魚類
信仰設施 未發現
居民活動 散步、耕作、聊天、摸蜆
仔、釣魚、其他

D2-1:水域上的竹架為架設耕作動
線之用

米輪
潭渡船 遺址
重要
歷史文化
但渡船
漢 淤淺已 百年
前荒廢 只
述 知 座 置 約
地景空間 處 米輪遺址 保存 想像 年
繁忙
氛圍描述
象
觀 埤塘
埤塘 私 開鑿 池 蓄 池
蔗蔀
砌塊 卵
D2-2: 水域旁的埤塘家禽養殖
符合 工法
此段水域旁的
及二段
口
為三坑子
的
資源，
口由於大 溪
於
， 能由居民口 得 當時 落位 大 於此
。而
的
則可
出當 居民農作
的景 。周遭地景空間亦多為水田景 及
。由於
三坑子水源豐富，
多為 人
養殖 或 水
之用。而此段
坑支流水域沿岸多為
石與 石
護岸，亦較
生態
。

水域現況與周遭地景分佈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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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3:水域旁涼亭與米輪遺址

4.2 三坑子水空間的生態涵構
4.2
4.2.1 濕地的生態價值
濕地（wetland）一般的定義是指深水域與陸地的過渡地帶，主要由潮濕的土
壤、水域及水域生態系統等三個要素所組成。而濕地的功能與價值（如表 4.11）
更豐富了水域內的水生、濕生、陸生植物；魚類、昆蟲、留鳥、候鳥、動物甚至
於人類等生態系，亦提供了自然界食物鏈開端與循環的環境（翁義聰，2003）
。

表 4.11 三坑子濕地的功能與價值

功能
經濟價值

價值
濕地裡，除了水分充足外，河流上游帶來豐富的有機質
1
與養分，加上無遮蔽的陽光，以及每日潮汐推動的力量
等優勢條件，使得濕地的生產總量為良田的 2 倍至 4 倍。
2 地下水的補注與流出 濕地可補注地下水，並可維繫住地下水位的水量，在乾
季時亦可釋出水量。
3
減輕洪患
濕地可吸納部分水量，減緩洪水的流速及洪患的發生。
濕地及其植物可存留養分與淤泥，並淨化水質。由於淡
水草澤的植生其底土具高 Ph 值，富含大量可利用的鈣質
4 養分與廢物的流存與轉換 土壤與其他類養分，具高產能同時可以產生大量促進分
解、循環及固氮固磷的微生物。因此，濕地環境對水質
的改善不但能發揮具體的成效外，對於能量的儲存也有
顯著的效益。
濕地裡含有豐富的有機質，加上充足的陽光雨水可提供
5
野生生物的庇護所
各式生物居住與繁衍的空間，是野生生物的自然庇護所。
濕地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認識與保護濕地應是
人們對待此環境的生活態度，藉由教育與生態旅遊的方
6
教育與休憩
式亦可讓濕地的生態教育深植民心，以達生濕地保護、
復育以及再生的效果。
資料來源：William J.Mitsch，1993；翁義聰，2003；本研究整理

濕地的類型可區分為天然與人為的、淡水與海水的（William J.Mitsch，
1993）
。就三坑子的水空間而言，大漢溪、火劫尾坑、鴨母坑及蔗蔀坑等屬於天然
形成的淡水濕地，埤塘、灌溉水路、季節性及週期性灌溉的水稻田等皆屬於人為
的淡水濕地。而三坑子的「三坑」溪流經過整治後，部分的水域已經成為較人工
化的水源及水岸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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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的水來源主要來自降雨與地下水的補給，因此大部分的濕地均能維持一
定的水份與養分，溪流及水田的濕地由鄰近的河川漲落而獲得水源；當集水區的
水流呈現季節性的乾枯，濕地便能扮演著生物與水文上的綠洲及補充地下水的來
源（翁義聰，2003）
。且濕地的生態系統可適當地扮演著農業集水區與下游水生生
態系統的緩衝角色，此一環節亦必須考量濕地與農地的面積比，如此才能達到濕
地代謝的功能（William J.Mitsch，1993）
。
水是三坑子濕地生態系的根源，沒有水，濕地會變成草生地而旱化，生物相
也跟著改變，且生物種類與生產量也跟著降低，而濕地原有的植物及動物都會因
水體的消失而不見。根據實際田野調查研判，造成三坑子濕地生態危機的原因大
致有：水田耕地之荒廢或休耕、水質的污染、人為活動的影響、將埤塘的水放乾、
溪流水域的圍提與整治、甚至填平等開發行為，這些種種的因素將導致其濕地生
態系統也隨之完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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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2.2 三坑子水空間的生態系統結構
三坑子水空間的生態系統結構
在三坑子所具備的溪流、灌溉水路、埤塘及水田等生態系統結構中，濕地的
鳥類、植物、昆蟲、微生物等生物多樣性的探討，關係著整體濕地生態的野生生
物、保護地、棲息地及環境共生的三坑子水空間生態涵構，本小節即針對實際田
野探勘及相關文獻資料（如表 4.12）
，彙整並分析三坑子水空間的生態系統結構。

表 4.12 埤塘溪流濕地生態調查之相關文獻

作者
許秦蓁

出版年
論題
生態相關研究內容
1997 桃園陂塘：興盛與垂危 整理桃園台地陂塘的資源調查，提供埤塘人
文與生態面向觀察的參考資料。
以桃園縣地區進行初級棲地調查，並分析桃
行政院農
台灣地區初級棲地調查 園縣境內各植被類型、位置、面積及分佈狀
業委員會 2000 評估
態，其中亦針對桃園的濕地地形從事相關調
查研究。
針對三坑子的的鳥類與昆蟲等生態資源，進
石門國小 2000 三坑子環境生態調查 行環境生態的觀察與整理。
桃園台地陂塘人文地景 以永續發展與衛星城市的概念，探討埤塘於
郭建志 2002 之延續性研究－以中壢 生產、生活、生態與防災四個向度整合的可
青埔特定區為例
行性。
針對桃園大圳及光復圳的埤塘圳路進行全
面性的埤塘圳路資源調查，範圍包括埤塘圳
陳其澎 2003 桃園大圳及光復圳系統
埤塘調查研究
路的沿革、生態及文化地景等面向。
以未被法令保護的小型鳥類棲地生態為
非法定保育地之永續性 主，並將研究範圍界定為潮間帶樣區、農田
王晴薇 2003 研究－以桃園沿海鳥類 樣區及埤塘樣區等三種，探討桃園沿海地區
棲地區為例
鳥類與棲地的關係。
翁義聰 2003 菱田驚豔－水雉復育和 針對埤塘濕地的生態體系，探討鳥類、水生
翁榮炫
埤塘的生物多樣性
植物及昆蟲等生物的種類及棲息環境。
針對桃園縣內埤塘進行動、植物的調查，分
林春富 2003 發現之旅－魚躍蛙鳴話
析桃園埤塘濕地的生物種類、族群分佈、棲
埤塘
地利用型態及相對數量等基礎資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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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三坑子水坑間的生態系統結構，本研究概分為下列四項作為探討的項目：

一、鳥類的棲息環境：
鳥類的棲息環境：
三坑子由於西北環山及南方蔗蔀坑兩側的坡度陡起，形成一連串的谷地邊坡
雜林，且鄰近石門水庫的地理區位使得三坑子具有自然的生態基礎，提供了多樣
自然物種之生存環境，這些場所同時亦提供了動物遷徙的路徑與網絡，尤其四季
可見的各類候鳥及留鳥經常於農田暫留，或於低海拔的三坑子大漢溪流域及中海
拔桃園台地中往返，構成了鳥類絕佳的棲息環境，根據石門國小（2000）於三坑
子的生態資源調查、農委會針對桃園縣地區所作的棲地調查評估（2000）以及王
晴薇（2003）針對桃園縣非法定保育地之鳥類棲地研究，綜合彙整三坑子水文空
間的生態特質，將鳥類棲地分佈環境區分為：田園（水田及旱田）
、流水域（溪流
水岸及水渠）
、綠籬帶（樹林、竹林及灌叢）與靜止水域（埤塘、魚塭及水窪濕地），
並歸納出三坑子常見的鳥類棲地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三坑子濕地鳥類棲地分佈表

棲地

田園
水田
旱田
◎

鳥類
科別
鷺科
鷹科
鳩鴿科
◎
雨燕科
◎
啄木鳥科
燕科
◎
卷尾鳥科
◎
鶯科
◎
伯勞科
◎
椋鳥科
◎
梅花雀科
◎
鴉科
◎
山雀科
畫眉科
◎
織布鳥科
◎
◎表鳥類出沒之區域

流水域
溪流水岸
灌溉水渠
◎
◎
◎

◎

綠籬帶
樹林
竹林
灌叢
◎
◎
◎
◎
◎
◎
◎
◎
◎
◎
◎
◎

靜止水域
埤塘
種類
魚塭
水窪濕地
黃頭鷺、小白鷺、中白
◎
鷺、夜鷺
松雀鷹、鳳頭蒼鷹、大冠
鷲、灰面鵟鷹
珠頸斑鳩、紅鳩
小雨燕、白腰雨燕
小啄木
家燕、洋燕
大卷尾
極北柳鶯
紅尾伯勞、棕背伯勞
八哥
斑文鳥、白腰文鳥
巨嘴鴨、樹鵲、台灣藍鵲
青背山雀
頭烏線、繡眼畫眉、大彎
嘴、小彎嘴、山紅頭、綠
畫眉
麻雀

資料來源：石門國小，2000；農委會，2000；王晴薇，2003；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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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昆蟲生態資源：
昆蟲生態資源：
三坑子的昆蟲生態資源，可由石門國小（2000）的生態調查研究中得知其分
佈的種類（如表 4.14）
。而當研究者進行田野調查時候發現，三坑子的昆蟲生態除
豆娘、蜻蜓等水棲昆蟲類，多生存在三坑子的溪流水域濕地外，並以石門大圳流
經三坑子旁邊的道路上（現規劃為自行車道）昆蟲的種類及數量最為豐富（如圖
4.2）。由於石門大圳三坑子段正好位於三坑子西北環山的山陵線中間，標高約在
195 公尺位置處（三坑子老街聚落標高為 174 公尺）
，山壁上茂盛的樹林植栽及大
圳流過的水空間正好適合昆蟲生態的繁殖，而剛於 94 年 7 月施作完工的石門大圳
三坑子段的自行車景觀步道，亦規劃了蝴蝶花廊區及螢火蟲復育區做為景觀步道
生態旅遊與教學的區域。

科目
同翅目
蜻蛉目
直翅目
螳螂目
半翅目
鞘翅目
鱗翅目
膜翅目

表 4.14 三坑子昆蟲生態種類一覽表

昆蟲種類

熊蟬、暮蟬、蠟蟬、葉蟬
豆娘、蜻蜓
螻蛄、蟋蟀、蝗蟲
花螳螂、寬腹螳螂
星樁象、盾背樁象
步行蟲、龍蝨、埋葬蟲、金龜子、吉丁蟲、叩頭蟲、瓢蟲、天牛、金花蟲、象鼻
蟲、螢火蟲、獨角仙
鳳蝶、粉蝶、斑蝶、蛇目蝶、小灰蝶、弄蝶、尺蛾、天蠶蛾、天蛾、燈娥、夜蛾、
水青長尾蛾
蜜蜂、細腰蜂
資料來源：石門國小，2000；本研究整理

圖 4.2 研究者於石門大圳三坑子段的景觀步道中所觀察的昆蟲生態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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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中生物的生態資源
三坑子的溪流及灌溉水路提供了各種水中生物的棲息環境，但就靜止水域（埤
塘、魚塭及水窪濕地）及流水域（溪流水岸及水渠）有不同的水中生物物種。在
三坑子的靜止水域中大多的魚類為放養種，如：鯝魚（苦花）
、香魚、吳郭魚、石
斑、溪哥、草魚及錦鯉等。其中以吳郭魚為優勢種，不管人工或棄用的池塘幾乎
都可發現牠的蹤跡。在靜止水域中，蓋斑鬥魚是屬於保育類魚種，根據居民表示，
早期三坑子的廢棄池塘中還可以看到一些蓋斑鬥魚，但由於三坑子的溪流整治及
土地的變遷，棲地被破壞，如今已經無法再看到此珍貴物種。
而三坑子流水域的水中生物以溪哥及蜆仔為主，由於溪哥喜水流湍急或清澈
之淺流、深潭、深流等良性水域，亦是流水域中的水質及魚類棲息的生態指標。
目前在三坑子蔗蔀坑溪上游處還可以發現溪哥的蹤影。而蜆仔與溪哥同屬高經濟
性的水中生物，早期三坑子的水渠幾乎到處都看得到蜆仔，居民也喜歡在水渠裡
從事摸蜆仔的經濟產業及休閒活動，然則也因為石門大圳的興建以及溪流整治
後，已經有多條水渠已經看不到蜆仔的蹤影，尤其三坑子老街周圍的水渠。目前
只有於三坑子靠近大漢溪河川底的水渠以及蔗蔀坑溪周邊的水渠仍可看到一些蜆
仔存在（如圖 4.3）
。

圖 4.3 研究者於蔗蔀坑溪周邊水渠所觀察到的蜆仔生態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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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植物生態資源
三坑子的植物生態資源可分為谷地邊坡雜木林帶以及水生植物兩個項目探
討。在谷地邊坡雜木林帶部分以三坑子西北環山的山壁及蔗蔀坑上游打鐵坑溪河
谷的兩側林帶為主。主要植物為相思林、樟樹、山龍眼、山黃麻、野桐等大型喬
木，是保護坡地的良好植物，亦可視為景觀生態上的綠籬帶。這些鄉土植栽林下
夾雜著一些灌叢植物，如牛奶榕、朱槿、小葉桑等。另一主要植生為溪岸水生植
物區，主要為狗牙根、巴拉草、香蒲、五節芒、野薑花等草本植物，以及埤塘水
域的水柳、睡蓮、荷花等濕生及浮葉植物，這些植物生態資源的形成亦提供許多
水邊生物棲息的場所，並與河谷的水路、稻田、菜園、河畔水邊林形成完整的生
態棲息與遷移管道（如圖 4.4）
。

圖 4.4 研究者於三坑子所觀察到的五節芒及水生植物的生態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綜合上述三坑子生態資源的分析，由於三坑子西北環山的地理形勢，使得山
陵陡坡、溪谷及水岸綠帶上仍保有密生的亞熱帶次生林外，其水空間的生態系統
主要分佈於大片的水田與農地、田間小徑、水渠、林地及埤塘等水空間，而此環
境亦提供了多樣生物物種的生態棲息環境，且這些場所同時也提供做為動物遷移
的路徑與跳島。尤其四季可見的各種候鳥，常經由農田水路暫留或前行。這些元
素在景觀生態學上的 意涵亦具有：嵌塊體 （Patch ）、過濾（Filter ）、廊道
（Corridors）與種源（Source）的補充和移除等基本功能（如表 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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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三坑子水空間生態系統結構分析

景觀生態學的意涵

嵌塊體

過濾

廊道

種源的補充和移除

三坑子水空間
三坑子水空間所具備之生態系結構分析
水空間所具備之生態系結構分析
一個適合生物生存的棲地通常要能提供食物、水及遮蔽等三種資
源，且其環境具有適合生存、繁殖及遷移等功能，三坑子的水域濕地
與大片的水田，就其形狀、規模和生態功能而言，屬於景觀生態學中
的嵌塊體。其食物的來源有部份是人為由外面投入，或藉由動、植物
的自然擴散而來。其水源除了雨水以及三坑子「三坑」溪流外，有一
部份為農田水路的人工水渠所引入。至於遮蔽物則為埤塘旁的草叢或
刻意種植作為分野的樹林及竹林。若為三坑子現存兩個棄用的埤塘草
澤環境，其所能提供的食物及遮蔽物會更多。
過濾的功能就如同有選擇性的通道，只有某些生物或物質能夠通
過。在三坑子的溪流、水渠與水田中，居民通常會在水池的出入水口
利用就地取材的方式，以竹籬、卵石、木板或是鐵網作為阻隔，其目
的除了控制水的流量之外，亦避免植物的枯枝落葉進入溝渠與農田，
可以留住一些污染源或沈澱物，而此舉亦可避免棲所中物種的流失。
對於那些不能通過的生物或物質而言，此時就形成了阻隔，而物種體
型小於阻擋物者，則被篩選而通過。
棲所間的交流主要為水渠，換言之道路是人類活動的通道，而水
渠則為三坑子部分水田與埤塘濕地交流的廊道。生態廊道簡單的定義
為：將不連續的棲地區塊，以通道相連接，使得部分的生物得以交流
與遷移。廊道的連結可加強各生態塊區（patch）的交流，以增加物種
遷移的機會。而三坑子的溪流及遍佈的農田水路，正符合物種之間交
流及遷移的廊道特性。然而面對都市化的衝擊，三坑子逐漸開發的建
地與道路，對某些生物而言是存在著阻隔及棲地破碎化的危機。
三坑子水空間的生物種類，可藉由廊道而得到補充，但也有可能
因環境不適或天敵等因素而被移除。此外，還有外來物種的侵襲及人
為破壞等因素皆會使得原生物種的棲地環境受到衝擊。例如：魚蝦的
大量人工引入及釣魚人口的參與等，都會影響到種源的補充與移除。
而三坑子目前除了三坑釣魚池為營業性質的埤塘魚池外，其他埤塘及
溪流的外來物種及人為因素對於三坑子生態環境的衝擊影響較小，但
就研究者的觀察立場而言，如何有效率及系統性地進行保育與復育三
坑子濕地的生物種類，應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資料來源：Wenche E.Dramstad，2001；林春富等，2003；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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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3 居民與水空間的依存關係

水在三坑子居民的生活過程中衍生了相當重要的互動模式及關係，各種形狀
與類型的水域空間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影響著如何與居民產生彼此依存的關
係，並形塑出更多在水域周遭的地景空間型態。而三坑子水空間變遷的過程由清
朝時期客家族群至此地區開墾的農業生活型態，逐漸演變為大漢溪流域通航時，
三坑子老街聚落繁榮的商業型態。爾後日治時期桃園大圳的開鑿，使得原先因河
港航運發達而形塑出三坑子商業繁榮的水空間地景，又再次回歸到以務農為生的
農業地景型態。光復後三坑子的禁建雖保留了此地區當時商業繁盛時期所形成的
老街聚落建築及傳統農業社會的地景地貌，然現今禁建限制的解除，三坑子的農
業聚落與水空間型態也因為一棟又一棟住宅別墅的興建及城鄉風貌的改造，而可
能面臨逐漸地趨於破碎化與均質化。此一連續性的影響亦讓三坑子居民對於水空
間的依存關係與環境意識上產生了相當微妙的變化。
不同於桃園台地缺水的窘境，一直以來三坑子憑藉著充沛的「三坑」水與山
泉水，孕育了豐富的農作產業發展及生活形態，本節主要藉由觀察與分析三坑子
水空間與居民依存的關係，重新找尋三坑子的居民對於水空間的態度與環境認知
的關係，理出水空間在三坑子的深層價值，並作為探討本研究閱讀三坑子水空間
地域特質的論述基礎。故本節所欲釐清的項目如下：

（一）水空間與居民生產、生活的依存關係
（二）居民對水空間的環境認知意識
（三）三坑子水空間的配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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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生產的水空間
三坑子由於河階谷地的形與三條分佈平均的溪流及充沛的山泉水使得引水灌
溉十分方便，於是三坑子一帶形成了水源充足的水田地景風貌，當年大漢溪航運
發達之際，除了部分經商的居民外，這裡大部分的居民皆以務農為主，並以養殖
產業為其副業。就三坑子產業水水空間產業資源的田野調查資料歸納後，本小節
就農業生產與水空間進行居民與水的依存關係探討。
基本上，探討生產與水空間的關係可視為生活文化地景的一部份。然由於農
業生產的地景會隨著季節、時間、氣候的變遷與水域的狀態有著相互的影響及地
景變化，而居民對於生產及水空間兩者之間的依存關係亦有不同於生活情境的解
讀。而根據當地居民的訪談分析三坑子的農作物種類可大致分為糧食作物、園藝
作物等兩大項。隨著農作物種植種類有著不同的農耕活動，可分為水田耕種（水
稻的插秧、巡田及蓮花、茭白筍的水生作物之耕作）與旱田耕種（菜園、花生、
玉米等種植耕作）
。然整個生產面向及水空間地景的關係仍以水稻的種植與三坑子
居民運用水的資源方式最為密切，水稻耕作之所以與水利發展具有密切的關係，
主要是因為在水稻生長期間，除施肥、除草時期外，均需根據水文條件、氣候環
境及居民耕作的經驗引入適量的水源，以維續農作物的生長。是故三坑子水田的
乾燥期，是從晚稻收穫的十二月上旬起至隔年的一月下旬為止，其餘時間皆須控
制水的來源及流量（如表 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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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三坑子居民生產耕作與水空間的關係

耕作時期 引水灌溉及控水
之經驗

居民耕作與水空間的關係

居民需研判溪流流量是否保持水
量豐沛的狀態，引水漫流於田
中。早期沒有耕耘機時，運用鋤
插秧前十 開始引水灌田整
頭及駛牛犂等耕作農具開挖，使
餘日 地，使田土成為
勻細平整的軟泥 水流均勻的滲入土壤裡形成平整
且泥濘的田園地景。

圖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1

早期以隨地取材的木板或卵石等
遮蔽物作為控制溪流流入農田水
路的止水閥，藉以控制水流量。
田水亦需維持在 且插秧前後需檢視並改善溪流的
公分左右，避 水質狀態，亦利稻作之生長不受
插秧前後 2免田土過乾或田
污染。由於火劫尾坑約於民國 70
過濕
年左右受到石園醫院廢水及佳安
一村、二村的興建污染影響水
質，居民多改由蔗蔀坑引水灌溉。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1
居民需時時於田
中巡看水田，在
插秧後的半個月 水田本身的水深需控制在 4 公分
之內，稻田需經 以下，故經由溪流引入農田的灌
常 保 持 適 當 水 溉水路水深大部分約在 10 至 20
插秧後 2量，即為水深約
45 至 120
公分，稍後增 公分不等，寬度多介於
公分之間。水路旁的田埂小徑多
為 3 至 4 公分， 以土堤構築，寬度約
30 至 90 公
務使稻田不致乾 分不等。
裂而妨礙秧根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2
發育及堆肥的分
解。
即行除草和施
肥，此時需將田
水放乾，待工作 當溪流因地勢落差於放水時產生
1、2 日， 水流湍急的現象會以卵石鋪設於
插秧半個 完畢後
復行引水灌田，
月後 如此重複二次之 落差處及水田周遭，卵石堆放高
度約於 30 公分左右，避免水流量
後，仍須讓稻田 過大侵蝕水路及水田。
曝曬三、四日後
再行引水灌田。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3
資料來源：訪談自李耀土先生（2005.10）
；陳正祥，1950；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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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過程顯示：在稻作生長的過程中，引水、排水工作極為繁複精細，居
民多半以就地取材的方式與長年累積的農耕經驗增進控水的靈活度。農業耕作除
水稻之外，若耕地靠近水路的周遭，水量過大，造成耕地土壤過潮且多為爛泥難
以生產水稻，故種植適合土壤較差的筊白筍植栽。而離水域較遠處則種植菜園。
水域空間的遠近及水供給量的多寡，亦決定了農業生產的類型。距離水域的關係
由近至遠為茭白筍、水田、菜園的地景變化（如圖 4.5）
。

圖 4.5 農作物種類與水空間地景分佈之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而就地取材的卵石至於渠道旁及渠底所製造擋水或跌水的效果，可防止水路
及水田被侵蝕。水路中渠底石塊大小的分布，製造了不規則形狀的渠底表面，在
低水位時形成窪蓄保留水分。水路也可以製造分支水路的小窪蓄或池沼，亦有助
於提供魚類生物活動及昆蟲幼蟲避難棲息的環境，上述皆呈現三坑子居民在農作
產業與水空間的依存關係上，所創造多樣化水流流況之水空間的態度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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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生活的水空間
在三坑子的農業社會裡，以水為中心構築了居民的生活形態，無論是產業、
生活甚至是信仰，都與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溪流、埤塘、農田、竹林、聚
落、伯公廟、田埂、田徑小路所圍塑出親切又具獨特客家農村氛圍的生活圈，編
織而成的是人與水互動下真實體驗（如表 4.17）
。
表 4.17 水空間模式與生活文化之分析
水空間

黑白洗的浣衣空間

騎樓下的洗滌空間

鄰近水渠取水耕作菜園

養殖維生的埤塘釣魚空間

水渠旁的聊天及騎四輪車
的孩童

水溝旁騎樓下烤肉

大人小孩在水渠裡摸蜆仔 灌溉小水窪孩童的遊戲間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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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浣衣溪流空間的浣衣群
像，人們沿著渠道所流出的溪
水洗衣、拍打、刷洗，人與人、
人與水彼此沒有隔離，勾勒出
彼此互動的關係並顯示著水文
化的根源就建構於日常的生活
中。
圳水、漫入田園，耕作與
養殖的工作天天在居民生活中
進行著，農民總是默默地進行
著引水、挑水、取水、補水、
控水這些例行性的工作，詮釋
著水與生活所構成的農村地
景。
走在水域旁的研究者，仔
細地觀察著周遭的地景，一旁
聊天的居民，總是熱心的問著
吃飽了沒：還沒，就會一直拉
著你回他們家吃飯。真實生活
的體驗在潺潺的水聲與居民的
交談聲中呈現。
為孩童們建立的遊戲場
地，在這裡不是裝修一新、舖
有瀝青地面和設有鞦韆的空
間，而是溪水、石塊、泥沙，
木板等隨手可得的材料，讓他
們創造出屬於自己的遊樂場。

表 4.17（續）

作戲戲臺前的廟埕噴泉

廟埕水溝旁的賽豬公

對居民而言，水代表財，
開庄伯公廟及入口伯公廟分別
設置於鴨母坑及火劫尾坑旁，
有保護著全村居民的財運及生
命的含意，而當信仰慶典開始
時，沖洗或洗滌的來源靠著是
水溝裡隨手可取的清澈水資
源。水對於虔誠的居民，是生
活及信仰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以上水空間涵構與居民生活的關係中可以看出，水為生活地景中不可或缺
的一環，既負擔了地方生產之功能，亦承擔了居民與自然體系互動過程中的一個
重要環節，並顯示出人們藉由水環境資源延伸轉化成生產、生活及生態三個面向
的重要因子，因此三坑子水空間可以說是兼具人文與自然價值的文化地景。從三
坑子生活與水空間的分析中，可歸納出下列幾項探討三坑子生活水空間特質的切
入面：
1、水代表著地方性特徵，也是社區聚落的實質景觀
2、生活的水空間成為地景中的審美現象，發展出生活與水互動的環境美質。
3、對村落社區內的人、事、物、時、空進行經驗的詮釋與記憶的呈現，在水
空間中所形成地方之環境意識與對水空間的認同感。

從三坑子的生活文化與水空間地景、自然環境之間加以串聯，包括了大漢溪、
舊時碼頭、古道、樟樹下、紅橋、河渠、伯公廟、黑白洗、水井及老街聚落等整
體的生活圈網絡，可顯示出三坑子居名「傍水而居」的生活特質，以及豐富獨特
的生活水空間。從其居民的生活記憶中描繪生活經驗與水空間的關係，更可發覺
水與居民生活之間的依存關係，以及人們又是如何看待三坑子的水空間，本小節
就居民們對水環境的認知整理如下表做說明（如表 4.18）
。

91

表 4.18 三坑子相關水空間元素與場所行為
水空間地
景元素

圳溝

水中生物

水井

竹籬笆

樟樹下

卵石土堤

竹林

環境意識

場所行為

蔗蔀坑上面就叫清水坑，也就是石門二號橋上面，那邊的
水很充裕，一直從日據時代就供給我們這邊的稻田，當時
也有給大平、佳安村、三林村等的簡易自來水用，我們這
邊種田的水不是靠石門大圳的水。以前石門水庫作好後，
把我們的水經大圳引給我們用，然後收水租，我們就去監
察院、立法院等抗爭，還有整個村聯名和水利會打官司，
最後才把水源還給我們。
這裡的水溝都有從山泉水那邊流下來，因為有山泉水很清
澈，所以現在靠近河川底跟清水坑那邊的水溝還有蜆仔可
以摸，老街這邊比較沒有了，因為這邊石門大圳的水有混
進來。
本來這條溪（火劫尾坑）很乾淨，以前都還有螃蟹、魚阿
也有蝦子，可是之前那個佳安二村還有石園醫院的廢水就
流到我們這邊來，整條溪變的好髒喔，原先這條溪的水有
流到田裡面灌溉，結果那個稻子都長不出來啊。大概民國
80 幾年的時候這條溪整治過了，所以現在整條溪也好多
了。最近還可以在這條溪看到一些小魚在游咧。有時候小
朋友會到這裡（金山寺）來撈魚，我們都會勸他們撈完要
放生。
以前很多戶人家後面都會有水井，後來有受到污染，剛剛
那邊站的地方就有一個井（樟樹下），現在因該都還在不過
都蓋起來，大概有一、二十年都不用了。
以前我們這條溪裡面，居民在溪旁邊用竹籬笆圍起來一個
區域一個區域的，大家都可以在這邊養鴨，以前養鴨沒有
小偷，你的就你的，把小隻的抓進去，每天只要餵牠們吃
東西就好了，以後長大了就把牠抓回來殺。以前的人很講
道義，都不會偷，所以從鴨母坑前面開始，用竹子圍起來，
旁邊都是養鴨。可是後來鴨母坑整治，那邊就沒有養了，
現在我們這邊養鴨養鵝的還是會在池塘或水溝旁邊，用竹
子圍起來養，有水也比較好養。
這裡的水溝很多流到這邊來，所以以前水溝旁邊有種了很
多樟樹，農耕完之後可以在這裡乘涼，光復後就沒有樟樹
了，不過以前日據時代樟樹多到都可以躲飛機，以前我母
親就有拉著我在樹下避難過，因為周遭有許多水溝經過，
讓這裡的樟樹生長的很多又密集，所以才稱為樟樹下。
以前大漢溪那邊很多卵石，這邊種田的很多就都拿卵石跟
土當作土堤擋住溪流流過來的水，尤其下過大雨之後，水
溝的水因為是溪流那邊從山上流下來的，水很急，用卵石
擋住會比較好，比較不會把田衝壞。
很多條溪流旁邊好久以前就種了很多竹子，聽老一輩的說
那時種很多竹子可以擋番仔，所以只要風一大，這邊的竹
子撞來撞去的會很大聲。不過也是因為竹子多，所以這邊
養鴨養鵝的都會砍附近的竹子拿來圍。

三坑子的溪流是生產
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份。

水空間除了提供生產
及生活的功能，亦影響
著居民生活中的休閒
樂趣。而活動本身亦呈
現出三坑子動人的生
活地景樣貌。
對於環境污染造成生
活用水的窘境，仍深植
在居民的記憶之中。也
讓三坑居民對於水的
環境意識更加強烈
家畜不但滿足了民生
的需求，也活潑了水體
上的地景。
水空間孕育而成的自
然景觀仍存在於居民
生活的記憶之中
卵石土堤保護著水空
間的水體及生產。
竹林遍佈的地景空間
提供了三坑子生活及
早期防禦的功能。

資料來源：訪談自黃勝松先生（2005.9）
；金山寺願行師父（2005.10）
；李耀土先
生（2005.10）
；陳泉富先生（2005.10）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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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4 小結
三坑子經由自然環境所生成的三條溪流—火劫尾坑、鴨母坑及蔗蔀坑，由於
氣候與人為整治的影響，使得三條溪流部分已成為溝渠化、人工化的水空間，且
石門大圳的興建亦使得三條溪流混雜著圳道所滲漏出的水，讓整體的水文及水路
系統更顯複雜。然綜理上述分析而言之，三坑子水空間網絡的構成類型可分為自
然環境生成的溪流、灌溉和養殖體系形成的農田水路與埤塘等三種類型。影響這
些水空間形成的機制包括了自然環境（降雨特性、地理區位、地質條件等）
、維生
需求與水域周遭的土地使用（旱作、稻作、養殖畜牧等）
。隨著這些影響機制衍生
了三坑子社會性的水空間生活模式及地景型態的構成。經由本章上述針對三坑子
的生態、生產、生活與水空間依存關係的論述之後，分析三坑子周遭的水空間組
織涵構與配置模式如表 4.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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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三坑子水空間的配置分析
空間組織

配置原因及地景效應

三坑子西北環山的地形，使得本區擁
有豐沛的山泉水，於地勢較高處築堰
順勢引水，製造落差，攔
1 水入圳
攔水，順應地勢流入三坑子的溪流。
溪流的走向暗指著坡度的水平走向。
溪流水路支流沿著主溪流兩側分佈，
溪流水路支流呈羽狀水
型態像是一根羽毛，此水系形成以灌
2 系分佈型態為主
溉河階地形為主，呈現水域短小且密
集的水文網絡地景系統。
老街建築配置形成第一道內圈的防禦
水空間圍繞著三坑老街 性地景，水域空間形成第二道外圈的
3 為中心的聚落型態
防禦性地景，西北環山形成第三道地
景防禦的特性
三坑子地勢西北高東南
低的特性，居民順應坡度
4 以梯田形式引水灌溉，梯
田落差處以卵石砌築
農業耕作除水稻之外，也
種植適合土壤過潮而土
5 質較差的筊白筍植栽，而
離水域較遠處則種植菜
園。
水稻種植範圍廣，農田水
路遍佈整個三坑子地
區，水路深度多數低於一
6 公尺以下，水質佳可養殖
蜆仔、斑、溪哥等的水產
並提供經濟來源之一及
休閒活動
本區埤塘皆為私有開鑿
的小型埤塘，大多為引鄰
近水域之水源作為養殖
7 畜牧或景觀池之用。靠近
水域的農家可經營副
業，如養鴨、養鵝或養
魚，

順應地勢高低以梯田形式引較高處水
源進行灌溉，且鄰近大漢溪河床，居
民就地取材以卵石作為主要材料構
築。構成三坑子平坦水田及階梯式的
水田交錯分佈的地景。
水域空間的遠近及水供給量的多寡，
決定了農業生產的類型。由近至遠為
茭白筍、水田、菜園的地景變化。
充足的山泉水、水質優良及水路遍佈
的特性，適合養殖高經濟性質的水
產。水路遍佈及居民或外地人蹲坐在
路旁摸蜆仔的情景皆成為豐富的人文
地景涵構元素。

圖示

資料來源：王萬邦，2003

資料來源：王萬邦，2003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本研究攝於 2005.10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本研究攝於 2005.08

水域周遭的人家可借地利之發展副
業。圍籬內的家畜是不可缺少的地景
元素。
本研究攝於 2005.10

資料來源：郭建志，2002；王萬邦，2003；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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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空間之地域特質

如果地景是自然和文化的綜合現象，文化定位成一群特定同質性的人表現
出的集體生活現象總和，景觀風貌的營造行為是透過發揮景觀客體的特質產生
體驗者的共鳴現象（林靜娟，2004）
。而三坑子水空間地域特質的探討如果成為
一個可以凝聚的觀念，那此觀念下所隱含可以引起共鳴的文化現象及地域性的
實踐面向與態度，就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主要課題。
是故本章以文化地理學與地域主義的理論為基礎架構，進行三坑子水空間
地域特質的閱讀，並將三坑子人文環境與水空間視為整體文化地景的一部份，
試圖探討三坑子水空間的地域觀和實踐思維。當三坑子的水空間在面臨如同
Paul Ricoeur 所提到：
「現代文明世界化與普同化進步現象的同時，如何一方面接
受現代化而又同時能回溯本源？另一方面喚醒一個屬於文明發展的記憶與脈絡，
並能使其參與普同化的文明之建構？」以此觀念為基礎，藉以閱讀出屬於三坑子
水空間的地域特質，並由批判性觀點在維繫既有三坑子文化地景的本質和內涵
為宗旨的情況下，作為往後檢視三坑子水空間地景的發展如何融入時代涵構的
可能性。期能在三坑子文化地景的形塑歷程中更加與地區的環境觀、地景空間
的認同和地景構築之傳統契合的新思維與實踐態度。
由前兩章中居民與水依存關係的發現，本章後續將進一步探討什麼是三坑
子所蘊含居民生活文化的某些地域內在價值（如將此稱為三坑子水空間的地域
特質）
，以及此因水而生的地域特質如何在因應未來可預期之土地開發與此種水
空間地域特質相互影響的重要性。故本章擬以三坑子人文環境及水空間的互動
關係為基礎，從人與環境互動中的四種面向：時間、場所、機能與美學。探討
屬於地方自身的特質，藉以釐清水空間在三坑子地域性的本質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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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三坑子水空間時間面向的地域特質
三坑子水空間時間面向的地域特質
三坑子位於交錯橫亙的山泉水與溪流間，並孕育出屬於自己地方特有的文
化脈絡。從歷史的軌跡探討三坑子水空間的演進：從最初三坑子的發展是因為
火劫尾坑、鴨母坑及蔗蔀坑三條溪流的「水」流過而得名；大漢溪「水」航運
的興盛也造成了三坑子老街的發展與河港航運發達的商業型態；桃園大圳、石
門水庫與石門大圳的開鑿，雖然串連了桃園台地數千口的埤塘，成為台地上農
業灌溉的整體網絡，卻也劫奪了大漢溪大量的水源，並向居民收取水租更引起
三坑子居民爭奪「水」權的事件；石園醫院與新社區的廢水污染亦引起居民為
了捍衛「水」質、耕作及生活飲用水的生存權而抗爭，亦讓政府開始著手進行
三坑子水域的整治工程；為了抵禦廢土入侵大漢溪，居民又再次為了「水」的
飲用與生活品質，成立了護鄉大隊管制並捍衛居民用「水」的權益。上述種種
水文歷史事件的發生與演變（詳本研究第三章），都一再說明著三坑子居民對
「水」的環境意識隨著時間演進，有著各階段不同的認知並呈現著水空間與時
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個地域環境，地景總是隨著時空與文化背景的演變，在各階段產生了不
同的變化；特別是水空間地景由於水與地區整體大環境息息相關而極具變動
性，且隨著居民的生產、生活所衍生出與當地的地景形貌產生密切相互依存的
涵構關係。早期先民生計幾乎以自然資源為主，如土地、水、生物…等；而三
坑子可說是因「水資源」而奠定先民拓墾的要件。由於各項天然條件（土壤、
水、氣候…等）的契合，建立了農業社群與產業，復因水的運輸與地理位置的
關係，而成就了港岸交易的商業聚落型態。爾後因桃園大圳的開鑿使得三坑子
又回歸到了傳統的農業聚落型態。就時間面向而言，三坑子的墾拓史幾乎就是
一部「三坑水」的興衰史。從整個歷史演進的脈絡為基礎，探討三坑子水空間
的時間面向上，在人與環境互動過程中所隱含的地域特質分析如下：
一、水空間的時間性：
水空間的時間性：生存的命脈—
生存的命脈—依存著水的農業社會結構
早期先民必須先從整體自然的地形、地勢、氣候…等環境要素中，尋求水
的來源及引水的路徑。而三坑子的三條溪流與豐沛的山泉水，讓初至此地拓墾
的先民得以不需大費周章的尋覓水源，並運用隨地可取、隨手可得的水資源建
立了廣闊的農業生產地景。憑藉著居民長時間累積而成的農耕經驗，讓三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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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沿著圳道、埤塘、農田水渠、田徑小路旁，滋潤每一畝的耕地且建立起屬
於聚落的生產及生活空間。
從三坑子水域的分佈圖可以發現（如圖 5.1），由於三坑子三條自然形成的
溪流其地理紋路主要是由西南方往東北方的水域流向為主，水域的主流及支流
範圍涵蓋了整個三坑子的地理區位，且西北環山地形所生成的山泉水，更讓居
民於從事灌溉耕作時用水無虞。對居民而言，三坑子從早期拓墾時至今日，無
論當時大漢溪的航運帶動了三坑子另一項商業型態的繁榮與沒落，居民仍可運
用豐沛的水源進行農業耕作，無需擔憂因航運的沒落而要為自己的生存環境另
謀出路。由此可得知三坑子的水空間對居民而言，象徵著以農為生的重要生存
命脈。

中山科學研究院
石門大圳三坑段
鴨母坑
鴨母坑與火劫
尾坑交會段

龍潭台地
火劫尾坑

佳安村

大

蔗蔀坑支流

漢
石門大圳櫻花隧道段
蔗蔀坑
蔗蔀坑上游
打鐵坑溪

溪

大平村

圖 5.1 三坑子水域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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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一項值得探討的議題，就是三坑子的農業社會結構。台灣過去
的社會演進，水一直是社會結構、階級劃分的幕後關鍵。在移民拓墾時代，
「水
權」成為主宰與支配社會資源的首要力量，水圳的開發不僅加速社會結構的變
遷，也劃分出新的移民階級與社會秩序，如圳戶（以開鑿水圳為事業，使用者
必須繳交水租）
、佃戶（擁有許多土地將地租給開墾者）及墾戶（承租土地進行
耕作）等三種階級（王萬邦，2003）
。且為了使水從源頭至圳尾、田頭至田尾都
有水可用，其中必須透過了不斷社會力量的介入作用、相互協調溝通。由於農
民對於水源的分配相當敏感，分配不均則易生嫌隙。
然而，就本研究的觀察，三坑子由於充沛的水資源，讓三坑子對於「水」
的分配並未產生聚落內明顯的社會階級結構。根據實際的訪談與觀察，居民表
示農田的灌溉，總是隨性地於灌溉插秧的時間發現哪條溪流、哪個區域的山泉
水多就引那裡的水灌溉，可能較少發生與其他居民搶奪水源的情況。因此水空
間在此看來，並未讓三坑子的農業社會結構產生明顯的階級之分，或是為了水
權劃分及水的分配而有磨差、爭奪的情事發生。但是居民表示民國 53 年石門大
圳完工後，引部分三坑子的水流入大圳，並向三坑子的農民收取水租，由於三
坑子水源的豐沛並不需要引大圳的水灌溉，在當時引起了居民相當程度的反彈。
由上述水空間隨著時間性的演進過程中可以發現，三坑子的水空間賦予了
人生存於環境中的深層價值，如：從古至今對水依存的生產需求、不須相互為
了爭奪水的分配而產生和諧的農業社會結構、今日為了捍衛屬於地方的水權而
凝結的居民向心力…等時間性的地域特質。亦說明了人對於水空間的態度隨著
時間感的變遷而產生了各階段對於環境認知的價值觀。

二、水空間的時間延續性：
水空間的時間延續性：繁華的片刻—
繁華的片刻—水運帶來的驚喜與痕跡
由本研究第三章的探討中可以得知，百年前大漢溪航運的發達形塑出三坑
子河港聚落的商業街屋地景型態。經由訪談和觀察許多居民都依稀記得三坑子
曾因為以前大漢溪的航運而發達。這段歷史對於早期即居住於三坑子的居民和
地方耆老而言，仍延續著對繁華三坑子印象的深刻回憶。雖然，現今只能從老
街所留存斑駁的街屋形式、磚牆和招牌（如圖 5.2），隱約地體會到當時水運所
帶來的繁榮景象。但對於當地居民而言，水空間隨著時間的演進所刻劃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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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跡，亦象徵著時間的延續對於三坑子地方的自明性有著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也呈現出三坑子水空間於時間的面向中，所存在順應於時間及其延續性的地域
特質之一。

本研究攝於：2005.10

本研究攝於：2005.04

圖 5.2 三坑子老街商業街屋的現況

三、水空間的時間改變性：
水空間的時間改變性：發展、
發展、截奪與殖入—
截奪與殖入—水的興盛與沒落
日治時期為了桃園台地上其他地區的發展而截取了大漢溪的水源興建了桃
園大圳，當時為了便利於桃園大圳的興建，而於三坑子設置了磚窯場，挖取了
三坑子部分地區適合製磚的土壤地質，作為建造大圳通過石門、三坑子及大溪
一帶的隧道與暗渠的建築材料之用。雖然大圳施工初期，三坑子曾經引入大批
工作人員，但大圳完工後人口便大量外流，使得原先盛極一時的沿街商業聚落
突然沈寂，也改變了三坑子之前河港聚落的商業街屋地景型態，並逐漸沒落回
到了早期的農業地景型態。
為了製糖原料甘蔗的生產，在沿著打鐵坑溪下游三坑子流域的兩岸讓居民
種植了一大片甘蔗林，居民遂改稱這段流域為蔗蔀坑，爾後又因為製糖產業的
沒落，甘蔗林亦從此消失於三坑子的水空間地景之中。且為了運送這些製糖原
料於三坑子鋪設了輕便車道，也因為後來公路運輸的便利性而拆除了輕便車
道。現今只能望著成群的雜木林帶，想像著曾經發生於此地的交通運輸情境的
盛況。
從上述種種的歷史軌跡可以發現，從日治時期至今在不到百年的時間內，
三坑子的水空間地景型態隨著時間的演進，產生了急遽且快速的變化。這段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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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水空間從興盛到沒落、從繁華到沈寂；且殖入了許多原本並不屬於三坑
子的地景型態。桃園大圳、蔗蔀、磚窯場、輕便車道等地景型態的出現，或許
只為三坑子帶來片刻的繁榮，卻成為三坑子爾後沒落的關鍵因素。就批判性地
域主義的思維而言，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改變了地景的型態並非壞事，然地域性
的思維在於三坑子水空間的改變是否依循著地方環境發展的脈絡並結合現代與
傳統的態度與價值觀，而非放置或殖入異質性較強的地景空間元素。從時間改
變性的觀察之中可以發現，三坑子在這段時間內所衍生的地域特質屬於截奪式
與殖入式兩種較為負面性的地域特質，卻也提供了思考往後三坑子的水空間在
面對地景改變與環境現代化的過程中，所應具備順應環境脈絡的地域性態度和
參考方向。

100

5.2
5.2 三坑子水空間機能面向的地域特質
三坑子水空間機能面向的地域特質
就三坑子的水空間機能性而言，由火劫尾坑、鴨母坑、蔗蔀坑三條溪流及
其遍佈於田園之間的灌溉水路所匯集而成的水資源網絡，是灌溉農作生命活水
的渠道，也孕育了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命體。本小節先就三坑子三條溪
流及其灌溉水路的水空間進行機能性的分析，分析項目包含三條溪流的生態、
生產及生活等三項水空間所指涉機能性的內涵，再藉由水空間的機能性探討人
與水於彼此互動的過程中，所呈現對水的環境意識及價值觀，以作為觀察三坑
子水空間於機能面向中永續性的地域特質之論述基礎。

一、三坑子的「
三坑子的「三坑」
三坑」水空間機能性分析
（一）
、火劫尾坑
、火劫尾坑
由三條溪流及灌溉水路的尺度、水域狀態、自然生態資源等水空間機能性
的調查，歸納後可發現三條溪流及灌溉水路於機能性面向中的差異性與特質。
其中火劫尾坑的水空間就機能性而言，由於溪流平均寬度約在 1.5 公尺至 4.5
公尺；護岸深度約在 2 公尺至 6 公尺之間；水深約在 10 公分至 60 公分，所以
在水空間尺度上較其他兩條溪流小。而溪流兩側護岸為 RC 構造及部分的沿岸綠
籬帶，水域底部多為覆土及置塊石，水流量除取水口段地勢落差大較為湍急外，
其餘水域皆較和緩。景觀生態資源較為缺乏，多為植生林帶、沿岸綠籬、水田
景觀資源及少數於水田棲息的候鳥及留鳥，且水域流經之周遭地景多為聚落的
生活及生產空間，故在水空間機能上屬於生活性及生產性較強的地景空間。

（二）
、鴨母坑
、鴨母坑
三坑子北側的鴨母坑，溪流平均寬度約於 2 公尺至 6 公尺以上；護岸深度
約在 3 公尺至 10 公尺之間；水深則約於 30 公分至 100 公分以上，水的空間尺
度為三條溪流之中屬於中等的水空間型態。而接近取水口一直到福德橋的溪流
護岸及水域底部型態皆為 RC 構造，水流通過福德橋下方後由於地形地勢落差
大，故此段水域護岸及底部未行整治，呈現野溪狀態。鴨母坑主幹線沿岸由於
地形地貌限制，無明顯的小徑行走動線，顯示了除耕作農夫種植菜園外，鮮少
人經過。但從鴨母坑引水的灌溉水路支流分佈範圍廣，且景觀生態資源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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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孩童抓螢火蟲、蝴蝶的遊戲場，周遭景觀資源有梯田景觀、竹林、鳥類與
昆蟲生態及山壁植生林帶。故鴨母坑整體水域環境涵構特質呈現生產性及生態
性較強的水空間機能。

（三）
、蔗蔀坑
、蔗蔀坑
源自於竹子坑山打鐵坑溪下游三坑子段的蔗蔀坑，溪流平均寬度約於 12 公
尺至 15 公尺以上；護岸深度約在 2 公尺至 10 公尺之間；水深則約於 10 公分至
100 公分以上，圳道的空間尺度為三條溪流之中最大的水空間型態。而溪流護岸
型態除流經石門大圳過水橋之前呈現野溪狀態，其餘多為砌塊石與卵石構造及
大量的植生林帶護岸。水域兩側因河谷地形可直接發揮防風效果，故溪流及灌
溉水路支流並不需要人工植栽防風林，水邊地帶遍佈著自然成長及早年栽種的
植栽。蔗蔀坑河谷坡地上的雜木林在長年的替演下，構成了蔗蔀坑此段地景空
間在景觀生態上重要的綠籬帶，有著防風及減少溪水蒸散的功能外，並成為鳥
類、魚類及昆蟲生態棲息與遷移的網絡。主要植物多為相思林、樟樹、山龍眼
等大型喬木並夾雜著一些灌叢植物。而溪岸的水生草本植物亦提供了許多水邊
動物棲息的場所，並與河谷的水路、稻田、菜園、河畔水邊林形成完整的生態
棲息與遷移管道。故蔗蔀坑溪的整體環境涵構呈現出生活及生態性較強的水空
間機能（如表 5.1）。

102

表 5.1 三坑子三條溪流水空間機能性分析表

溪流名稱 水空間
水空間機能屬性
尺度 水域狀態
水域流經之周遭地景多為聚落的生活及生產空間，故在水
火劫尾坑 小型 水流量少
流速和緩 空間機能上屬於生活性及生產性較強的地景空間。
水域分佈
範圍圖示

鴨母坑

中型

除耕作農夫種植菜園外，鮮少人經過此段水域周遭。但從
水流量大 鴨母坑引水的灌溉水路支流分佈範圍廣，且景觀生態資源
流速湍急 豐富，整體水域環境涵構特質呈現生產性及生態性較強的
水空間機能。

大型

擁有三條溪流中最為豐富的景觀生態資源，有河谷植生林
水流量中 帶、鳥類、昆蟲、水中生物及魚類等生態資源，且流域寬
流速和緩 廣，親水性強，環境涵構上呈現出生活及生態性強的水空
間機能特質。

水域分佈
範圍圖示

蔗蔀坑

水域分佈
範圍圖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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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空間生產與生活機能的永續性：
水空間生產與生活機能的永續性：
捍衛生存的價值—
捍衛生存的價值—不要讓水再消失了
三坑子水空間於生產與生活的機能性，豐沛的灌溉水源讓三坑米的生產及
甘甜的山泉飲用水一直是居民引以自豪的，於實際訪談與觀察的過程中，居民
總會眉飛色舞的談論當年自己尋覓水源，自力配接水塔與水管的情境。然而居
民之所以需自行尋覓水源引水至家裡飲用，卻有著居民對水的環境認知上隱含
著捍衛水資源及生存權益的深層意涵。
水井，是早期居民生活飲水的主要來源，由於三坑子西北環山的地理形勢，
豐沛的山泉水逕流至地表之下，使得三坑子擁有充足的地下水可以使用，居民
回憶以前只要在自家的水井中取水，幾乎就可以解決生活中所有需要用水的民
生問題。且地下水的水質清澈與水量充沛，在當時幾乎每一戶人家的前後院都
開鑿了一至兩處的水井（如圖 5.3）。

本研究攝於：2005.10

本研究攝於：2005.04

圖 5.3 三坑子居民自家前後院的水井

約於民國 70 年代，座落於三坑子西側山壁上方的佳安村興建了中科院員工
宿舍的新社區和提供員工及附近居民醫療服務的石園醫院，根據居民表示由於
社區及醫院當時並未妥善處理污水及醫療廢水，致使污水順著火劫尾坑的山壁
源頭流入了三坑子，引起當時居民強烈的反彈。居民最不能諒解的是社區與醫
院排放的污水進入三坑子後，污染並影響位於火劫尾坑周遭人家的地下飲用水
及灌溉水源。而民國 80 年代，不肖業者再三侵入三坑子大漢溪的河床及附近水
域旁偷倒垃圾及廢土，造成當地居民的地下水源及生活環境急遽惡化，此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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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污染嚴重，三坑子大部分的水井水源已無法使用。根據村長的回憶，當時部
分的廢土垃圾傾倒至大漢溪，而大漢溪的下游就是供應大台北地區用水的板新
給水場，不只惡化了三坑子的水資源也連帶影響了大台北地區的用水品質。所
以居民群起至龍潭鄉公所抗議，希望鄉公所能為他們爭取自來水管線並成立三
坑子的護鄉大隊，加以管制進入三坑子的砂石車與卡車，防止廢土及垃圾再次
傾倒於三坑子裡。
根據本研究的現況調查，現今三坑子居民自家前後院的水井大部分已經荒
廢，只能從荒廢的水井空間中，想像當時居民於家中開鑿水井的生活用水情境
與居民面臨無水可用的窘境，迫使居民也只能自行尋覓山泉水的來源並引入自
家中使用（如圖 5.4）。從上述種種事件的發生，分析三坑子水空間機能面向所
呈現的地域特質而言，居民對於水空間有著更深一層的危機意識與珍惜水資源
的深刻環境認知，更希望三坑子的水資源能永續性的存在於居民周遭的生活及
生產空間。不要再讓其他的水及水空間像水井一樣，消失或埋沒於三坑子的水
空間中，留下的只剩昔日對水的情感與回憶，相信是居民們共同的心聲與願望。

本研究攝於：2005.10

本研究攝於：2005.10

本研究攝於：2005.10

圖 5.4 一條條的 PVC 水管與一座座的水塔，紀錄著水與居民之間的情感及更深
層的水空間危機意識與環境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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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空間生態機能的永續性：
水空間生態機能的永續性：童年回憶、
童年回憶、農村野趣與自然的對話
農村野趣與自然的對話
溪水、
溪水、粼粼波光；
粼粼波光； 靜靜流淌。
靜靜流淌。童年的愁苦，
童年的愁苦， 被溪水洗淨；
被溪水洗淨；童年的歡笑，
童年的歡笑，被
溪水帶走……
。
溪水帶走……（
……（吳家勳，
吳家勳，1999）
1999）
根據當地居民的回憶與實際觀察，在三坑子的農村地景型態中，田多，水
也多，魚兒當然也多。在早期生活較貧苦的年代，沒有孩子不懂得釣魚及抓魚
的。而秋天裡，水田的稻穀收割進了穀倉，居民們時常一家大小帶著水桶、杓
子或是沙耙畚箕，找一處清淺的溪流或灌溉水路，在水域源頭處先挖泥土將水
堵住，再從水源頭一直往下捉魚，碰到水窪處，用杓子把水舀乾；魚兒沒有水
就會跳了出來，只要掀起石頭，泥鰍、蝦子就會驚慌地跳出來，等到整條小河
道都抓遍了，才滿意地走到源頭挖開小土堤，讓溪水重新漫過河道。摸蜆仔，
也是居民們生活中的樂趣之一，三坑子因為豐沛且清澈的山泉水而在水流較強
的灌溉水渠中生存著許多的蜆仔，至今仍可於較清澈的水域中發現蜆仔的蹤
影。而水域旁的螢火蟲、蝴蝶、蜻蜓與獨角仙…等等的昆蟲，更是生活於三坑
子農村聚落的孩童們嬉戲和瞭解生態資源可貴性的最佳範本。三坑子由夯土、
泥磚、卵石和瓦片砌成的農舍民居，泥牆上的小洞當然也少不了精明的老鼠或
蛇類隨性地穿越於泥牆之中（如圖 5.5）。

本研究攝於：2005.10

本研究攝於：2005.04

圖 5.5 三坑子位於鴨母坑旁及蔗蔀坑支流旁的農舍民居型態
水空間的生態機能，對三坑子水空間的地域特質而言，不僅是承擔與負荷
生態系統的生存和演化的價值，更是許多三坑子居民，有蟲、有魚、有鳥來相
伴的童年回憶與農村野趣，是最珍貴且真實的刻畫出三坑人與水空間互動的特
質。水空間的永續性也因生態機能的價值而顯現出人與大自然最豐沛的生命力
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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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3 三坑子水空間場所面向的地域特質
三坑子水空間場所面向的地域特質
探討三坑子水空間於場所面向中所隱含的地域特質，可從生產及生活空間
的場所中，分析水與居民互動的關係。人與環境的互動呈現出主體與客體流動
的空間經驗，經驗是感覺（主觀的感受）與思考（客觀的真實）
，且經由反覆學
習的過程，憑藉著外在環境刺激的紀錄，經組織化選擇和建構有意義的資訊，
再以此來評價和感知環境（林靜娟，2004）
。由此觀點探討三坑子居民於生產空
間的場所與水空間彼此涵構的關係，可觀察到三坑子廣闊農作物與綠地植被覆
蓋下的水空間，仰賴著從溪流、渠道的主幹、支線及埤塘的水資源，且在居民
長時間學習累積而成的灌溉與排水的經驗中，建構出水在生產空間的場所中整
體的引水灌溉流程，形成遍佈於田頭田尾、大小不一的水路所交織而成的綿密
水網、田地及田梗小徑等生產地景的構成元素。水域的場所涵構在空間意象透
過物（水利及灌溉設施）的實存基礎獲得感知的媒介，並與其他地景構成元素
形成相互關連的同時，透過人的學習及感知，在地域中建構成一個完整的空間
經驗系統（圖 5.6）。

圖 5.6 生產空間於場所面向上所構成的地域性水空間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鍾明靜，2004；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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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過程中所傳達的是經由地方居民所建立起水域空間的生產與生活地
景構成元素包含了：鄉土民居、耕作田地、灌溉水渠、田間小徑、親水空間、
生活設施、河岸植栽等相互凝聚並與自然的生態環境維繫成為文化地景上的共
同體，且由居民與水域空間的互動中反映出屬於地方自身於場所面向中的地域
特質。人與人、人與水、人與土地的感知經驗中，經由生活中的事務連結體現
與自然的真實互動，透過溪流的水域場景，產生地方的規律性而根植於居民的
每日活動，聚集在一個空間，每個個體透過各種活動，使用著同一個空間，因
此而創造出一個場所、衍生出地方感，使人對地方產生依戀熟悉之情，而水空
間場所涵構的認同感與自明性也因此被彰顯與呈現，並與三坑人建立起密切的
關係。故本小節從三條溪流及灌溉水渠支流沿岸的土地使用、生活設施及居民
活動的場所中，探討居民與水互動的關係，並藉由整體水空間與自然場所的地
形、方位、邊界、領域及人群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藉以釐清本研究於三坑子
水空間在場所面向中所觀察到的地域特質。

一、水空間與自然場所的對話：
水空間與自然場所的對話：順應在地性的自然本質
一個地景應該提供於人與自然場所之間相互影響與對話的價值，對於地景
的實踐而言，是提供理智的建築態度和自然環境兩著之間的互動，更精確地反
映在地方的地形、氣候、土壤、光線及能承載的形式，產生從特定的地方、場
所所衍生而成的建築形式（林靜娟，1999）。
由此論點的描述，本小節擬從整個三坑子水空間的方位、地形、氣候、邊
界及領域感的塑造等幾個觀察項目中，分析三坑子水空間與整體自然場所互相
影響的關係及其隱含場所面向的地域特質。
（一）
、水空間的場所方位特質分析
、水空間的場所方位特質分析
就三坑子水空間整體水域的分佈圖而言，由火劫尾坑、鴨母坑、蔗蔀坑及
其支流的水域流向主要是由西南往東北的方向流經三坑子地區，且散佈於此三
條水域周遭的灌溉田地，是順應著溪流水渠流向的方位，呈現著西南至東北方
較為規律且一致性的地理紋路。三坑子四個比較集中的聚落型態亦順應著於水
域的流向呈現平行分佈的狀態。而三坑子中間區域幾條田間道路的分佈則呈現
互相平行的狀態並垂直於水域的流向，形成穿越的廊道（如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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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科學研究院
石門大圳三坑段
鴨母坑
鴨母坑與火劫
尾坑交會段

龍潭台地
火劫尾坑

佳安村

大

蔗蔀坑支流

漢
石門大圳櫻花隧道段
N

蔗蔀坑
蔗蔀坑上游
打鐵坑溪

溪

大平村

大溪鎮
田地
道路
等高線
建築物
三坑子村界
水域分布範圍
水域流向分佈

圖 5.7 三坑子水域流向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發現，就三坑子水空間的方位而言，聚落與耕作田地的
整體分佈方位，是順著溪流與水渠流向的紋理延伸配置而成，並藉由居民長期
累積引水灌溉及控水的經驗（詳本研究 4.3.1 章節）
，引溪流及水渠的水資源漫
流於耕作的田園之中。也說明了當初居民於三坑子墾拓時，是順應著整個水文
自然場所的環境脈絡，顯現出順應在地性的自然本質。且順著水域的沿岸逐漸
建立與擴展了屬於自己生活與生產的場所，而形塑出現今三坑子水空間地景的
農村型態與地貌。也呈現了居民傍水而居的場所地域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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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空間的場所地形特質分析
、水空間的場所地形特質分析
就三坑子水空間的地形分佈狀態，由於西北環山的地勢與溪流水渠的水域
範圍，圍塑出幾個不同區域的場所形式與特質。從整體地形與水域之間互相涵
構的關係而言，大致上可區分為三個場所的型態（如圖 5.8）：

中山科學研究院

石門大圳三坑段

鴨母坑
2.半弧形山凹處

鴨母坑與火劫
尾坑交會段

3.水域匯集區域

龍潭台地
火劫尾坑

佳安村

大

1.長形河岸區域
蔗蔀坑支流
石門大圳櫻花隧道段
N

蔗蔀坑
蔗蔀坑上游
打鐵坑溪

溪

大平村

圖 5.8 三坑子地形特質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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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大溪鎮
田地
道路
等高線
建築物
三坑子村界
水域分布範圍
地形界定範圍

（1）、平行於大漢溪及蔗蔀坑支流的長形河岸區域
構成此一區域的水空間場所型態主要以灌溉農田與蔗蔀坑及其支流的水域
範圍為主，聚落的分佈除了靠近台三乙道路沿街住家與商店較為密集之外，其
餘的農舍民居沿著溪岸零星分佈於田園之間，也隱含著居民傍水而居的地域特
質。由於廣闊的灌溉農田地景分佈使得整體場所的空間氛圍呈現較為開闊的特
質。而南側蔗蔀坑溪流的兩側陡起，則形成較為自然原始地貌的河谷地形。
（2）、西北環山的半弧形山凹處
此一區域主要由三坑子西北環山的地形地勢、火劫尾坑、鴨母坑所圍塑出
三坑老街聚落場所的水空間型態。由整體地形地勢與街屋形成的分佈狀態研
判，具有相當防禦及保護之功能意味存在，使得此區域的水空間產生了較具包
容性且明顯形塑出領域性較強的場所特質。而西北環山所包圍出半弧形的地
景，因為山凹形成屏障的作用，減低了東北季風對聚落生產及生活的影響。且
有兩條溪流的源頭分別順沿著地形的等高線徑流而下，也灌溉了整個水空間內
的耕作農田，而田地的分佈亦順應著溪流的走向呈現規律性的地理紋路。整體
來說，研判也因為由於地形與水域所圍塑此一包被性與領域性極強的空間型
態，而使得此地區成為早期三坑子陸運尚未發達之前，聚落發展最為興盛且繁
榮的場所，並成為三坑子於大漢溪航運發達時期貨物集散的中心地點。
（3）、鴨母坑、火劫尾坑與蔗蔀坑水域匯集的區域
此一區域由鴨母坑與火劫尾坑交會後，順延著山勢等高線的走向與蔗蔀坑
支流匯集之後流出三坑子。就整個場所面向的地域特質而言，水域的匯集形成
了此一地區綿密的水域網絡，且此區域的地勢與地形落差大，居民難以接近此
區域，故呈現較為自然原始地貌的場所特質。

（三）
、水
、水空間場所邊界特質分析
從三坑子伯公廟、古道與紅橋分佈的座落區位圖而言（如圖 5.9），伯公廟
代表著居民信仰的主要中心，而古道與紅橋則是居民穿越水域或聯絡的廊道之
用。事實上，觀察三坑子水空間場所邊界的特質，也因為這些信仰中心與廊道
的建立，而與整體地形、地貌及水域構成了一種生活領域範圍邊界的界定。尤
其是伯公廟的座落位置，在三坑子居民的傳統觀念中，
「水」象徵著財富，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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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居民才得以耕作、飲用及生活。故對居民而言，伯公是地神，常駐一地，
所以常於水域的源頭及水尾設置伯公廟，藉以保佑水的來源無虞及此區域避免
遭受天災人禍的侵擾。這也說明了居民以設置伯公廟於水域旁作為界定生活領
域範圍的場所邊界特質，亦說明了人—水—土地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

開庄伯公廟
三坑子伯公廟

入口伯公廟
石板古道

樟樹下伯公廟

大

漢

石階古道
水頭伯公廟
林埤古道

紅橋

橋頭伯公廟
水頭伯公廟

溪

圖 5.9 三坑子伯公廟信仰與廊道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112

二、水空間場所的認同感與自明性
水空間場所的認同感與自明性
在三坑子的水空間中，人與人之間常以水空間作為相互交流的場所，如三
坑子的浣衣空間，是婦女洗衣、洗菜、洗肉、洗鍋子等等的場所。早年水域旁
是泥土的田埂，附近婦女僅利用石塊充當簡易的洗衣板，後來鋪設了道路，婦
女才自備洗衣板或其他洗滌工具至水域旁洗衣。至今仍可見到一些傳統的農村
婦女提著洗衣籃至此洗衣、聊天、交換日常生活心得，這浣衣空間有如他們的
交誼場所，也是情報交換中心，成為三坑子婦女藉以閒聊、宣洩心聲的時光，
也勾勒出真實的水空間生活情境。而且浣衣空間衍生出水空間的實質內涵與精
神，就是拉近了人與人、人與水及人與土地的距離，亦是人群之間建立對水的
認同感與地方自明性的場所地域特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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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4 三坑子水空間美學面向的地域特質
三坑子水空間美學面向的地域特質
……水是景致的串連者
……水是景致的串連者，
水是景致的串連者 ，也是景致的導演者，
也是景致的導演者 ，水聲與倒影，
水聲與倒影 ，擴展了景致的
多向度空間，
多向度空間，水體的聚散、
水體的聚散、蕩漾、
蕩漾、瀲灩，
瀲灩，化無聲為有聲，
化無聲為有聲，而水聲的潺潺、
而水聲的潺潺、涓涓、
涓涓、
淙淙亦時而化有聲為無聲，
淙淙亦時而化有聲為無聲 ，水流入海一去不返，
水流入海一去不返 ，然而水景的峻美深邃，
然而水景的峻美深邃，卻是沒
有時間藩籬的（
有時間藩籬的（郭瓊瑩，
郭瓊瑩，1990）
1990）
。

三坑子的水空間交織成一幅水路綠帶蜿蜒於台地河階田園之中，水田、梯
田、邊坡林帶草生地分佈於河谷坡地之上，埤塘、村舍、伯公廟散佈於田頭水
尾之間，呈現出豐富且多樣化的農村景觀生態構圖。本小節將針對景觀美質的
感官知覺經驗（視覺、聽覺及觸覺）以及屬於地方構築性的空間美學等兩項，
進行探討三坑子水空間於美學面向中所呈現的地域特質分析。

一、水空間感官知覺經驗中的美學地域特質
（一）
、視覺
、視覺
（1）、天際線
龍潭位處於桃園台地之三角頂點，平均標高約於 250 公尺左右，然三坑子
則位於龍潭台地的下緣處，平均標高約於 175 至 130 公尺之間，其交接處形成
70 公尺之明顯崖線，造就了三坑子周圍豐富的地形與山形變化。主要視野往大
漢溪延伸，可看到其後高山的山勢，使得整體天際線具有多層次與延展性極強
的視覺景觀特質（如圖 5.10）。

本研究攝於：2005.11

本研究攝於：2005.11

圖 5.10 三坑子天際線的視覺景觀美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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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階地形
大漢溪中游兩岸，因地盤間歇性抬升而遷移，加上台北盆地的斷層基準面
下移，河流對地形面進行下切，而於三坑子形成明顯的三層河階景觀。而地貌
起伏的變化、水域及開闊的稻田地景組構而成為豐富的景觀視覺體驗（如圖
5.11）。

本研究攝於：2005.11

本研究攝於：2005.11

圖 5.11 三坑子河階地形視覺景觀美質

（3）、溪谷區水域及植生林帶
由銅鑼圈台地、龍潭台地、三坑子台地與南部山地所包夾之蔗蔀坑及打鐵
坑溪的溪谷地形，其河谷兩側坡度陡起，形成一連串的谷地邊坡雜木林帶，圍
塑出一個包容性及延伸性極強的自然景觀視覺。且雜木林帶在長年的生態替演
下，構成複雜的植栽種類，在景觀美質上有著多樣性與多層次的視覺感知（如
圖 5.12）。

本研究攝於：2005.11

本研究攝於：2005.11

圖 5.12 三坑子溪谷區水域及植生林帶視覺景觀美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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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田與梯田景致
鑲嵌於地表上的田埂小徑與水田呈現格狀不規則分佈及廣闊的視覺感知情
境，構成景觀美質上的不規則性與開闊性的特色。此外、水田、溪流、水渠及
田梗小徑交織而成的分佈狀態，亦形塑出水空間地景景觀美質的空間經驗中，
水空間視覺連續性的特質。三坑子由於地勢地形的影響，造就了許多梯田景色。
梯田於視覺經驗的感知上和水田景致之間的差異亦塑造了視覺經驗的層次感與趣
味性（如圖 5.13）。

本研究攝於：2005.11

本研究攝於：2005.11

圖 5.13 三坑子水田與梯田景致視覺景觀美質

（二）
、聽覺與觸覺
、聽覺與觸覺
三坑子竹林遍佈的水空間地景提供了早期防禦的功能，在景觀特質上，竹
子挺拔的景象，自古以來皆是中國文人所喜好的植物之一，而竹林因風起產生
碰撞的聲音，喀呲作響的聽覺感知經驗，在寧靜的水域旁形成獨特的空間氛圍，
亦成為景觀美質特色上的獨特性。此外，因地勢落差或製造跌水的水渠，其動
態流水域潺潺的水聲，亦豐富了聽覺感官的知覺經驗。而水體的出現亦有助於
景觀品質的提升，且親水性強的溪流與水渠景觀，也讓水的觸覺感官經驗上有
著豐富與獨特的景觀美質感受。其次，運用屬於地方性的材料如卵石、竹架、
土丘所構築灌溉水渠的護岸、簡易的過水橋或是絲瓜棚等水空間，由於這些就
地取材的元素呈現了一種樸實、手工的感覺，皆是非常富有觸覺性感官的知覺
體驗（如圖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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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攝於：2005.11

本研究攝於：2005.11

圖 5.14 三坑子竹林的聽覺與就地取材的觸覺景觀美質

二、水空間構築性的美學地域特質
（一）
、水空間的構築性
、水空間的構築性：
水空間的構築性：無限 vs.有限的美學觀
vs.有限的美學觀
就地景構築性的美學特質而言，人對於自然的知識是有限的，因此設計不
應該無限的擴大與膨脹，尤其我們對於地景的營造更不應該超越我們對環境的
認知與意識，這亦是所謂無限 vs.有限的美學觀與價值取向（林靜娟，1999）。
以此論點探討三坑子鑲嵌於地表上的水田與田埂小徑的水空間美學面向之
地域特質，從某個地理區位或位置定點觀察其分佈狀態，看似呈現格狀不規則
的分佈，然就本章所探討水空間場所方位性的地域特質可發現，其實整個水田
與田埂小徑的水空間分佈紋理是順應著溪流水渠流向的方位，呈現著西南至東
北向規律且一致性的地理紋路脈絡（詳本章 5.3 節）
。而三坑子的居民以對環境
既有的認知概念包括：水域的分佈、區位、流向、流速、水量多寡等自然形成
的環境因子以及長期累積引水與控水的灌溉經驗，在地景上營造了順應地方紋
理與環境涵構的水空間構成型態，亦讓整個形塑的過程與結果有其水的脈絡可
尋。也印證了三坑子水空間在構築性的思維與操作中，並非無限且隨性的將水
空間放置於地景之上，而是以更謙卑且尊重自然的態度，在地景上營造順應環
境脈絡的水空間紋理，並呈現了三坑子於構築性無限 vs.有限美學觀的地域特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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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空間的構築性
、水空間的構築性：
水空間的構築性：動 vs.靜的美學觀
vs.靜的美學觀
觀察三坑子溪流、灌溉水路及梯田等水空間的構築型態；居民以就地取材的
卵石置於渠道兩側及渠底所製造擋水或跌水的效果，可防止水路及水田被侵蝕。
水路中渠底石塊大小的分布，製造了不規則形狀的渠邊及渠底表面，在低水位時
形成窪蓄以保留水分。而三坑子由於地形地勢的影響，造就了許多梯田水空間地
景的景緻，居民以卵石、土丘作為梯田邊坡的擋土材料也呈現了屬於地方性的空
間美感。此外，居民運用隨手可得的竹架、木頭或鐵板，架設於溪流水渠上方成
為簡易的過水橋及絲瓜棚等穿越水空間的廊道，皆屬於地域空間美學形式的呈現
（如圖 5.15）
。

本研究攝於：2005.11

本研究攝於：2005.11

圖 5.15 三坑子水空間構築性的地域空間美學形式之呈現

外在元素的可變動性質與內在恆久不變的本質，在自然機制的運作當中都
是不可或缺的。前者所促進的是有趣的外在變化，而後者則是讓人辯證內在本
質特色與價值的必要性，亦即所謂動 vs.靜的美學觀與價值取向（林靜娟，
1999）
。以此論點探討上述種種三坑子居民運用就地取材的水空間組構元素所呈
現的美學地域特質而言，卵石堆砌的構法、形式、土丘抑或是竹架的運用等等
構築性的形式，隱含了水空間地域特質中動 vs.靜的美學觀。藉由就地取材等外
在元素的可變動性質，形成了地方美學中有趣的外在變化，然而內在更深層的
意涵則反映著地區居民在地生活及耕作的經驗與智慧、因自然環境而產生了就
地取材元素的選擇以及因應有機的自然而構築了屬於地方的水空間型態，呈現
了水空間的構築性在動 vs.靜的美學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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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5 小結
本章主要從時間、機能、場所及美學等四個地域特質的觀察面向，分析三
坑子水空間的地域特質，以作為往後檢視文化地景本質和內涵是否得以延續而
同時融入時代涵構的基礎（如表 5.2）。

表 5.2 三坑子水空間地域特質之一覽表

地域特質觀察
面向

分析項目
水空間的時間性

時間

水空間的時間延續性

水空間的時間改變性
三坑子的「三坑」
水空間機能性

機能

水空間生產與生活
機能的永續性
水空間生態機能的
永續性

水空間地域特質概述
1、 從古至今對水依存的重要生產需求
2、 不需相互為了爭奪水的分配而產生和諧無階
級性的農業社會結構
3、 為了捍衛屬於地方的水權而凝結的居民向心
力
1、 大漢溪航運的發達，延續著居民對繁華三坑子
印象的深刻回憶，並刻劃於老街所留存斑駁的
街屋形式、磚牆構築材料以及招牌中。
2、 水空間隨著時間的演進，產生對地方自明性的
延續。
1、 日治時期所建造的桃園大圳、蔗蔀、磚窯場、
輕便車道等改變了三坑子水空間地景的型
態，為三坑子帶來片刻的繁榮，卻也成為爾後
三坑子沒落的關鍵因素。
2、 三坑子於這段時間內所衍生的地域特質屬於
截奪式、殖入式較為負面性的地域特質，卻也
提供了思考三坑子的水空間未來發展中，所應
具備順應環境脈絡而非放置或殖入異質性強
的地景空間之地域性態度與方向。
1、 火劫尾坑：生活及生產機能性強
2、 鴨母坑：生產及生態性強
3、 蔗蔀坑：生活及生態性強
1、 水源及水質的污染事件，讓居民對水空間有更
深層的危機意識及珍惜水資源的環境認知。
2、 捍衛居民生存（生活與生產）的價值—希望三
坑子的水資源能永續性的存在於居民的周
遭，不要讓水井或其他水空間再次消失並埋沒
於三坑子的水空間地景之中。
1、 水空間的生態機能，不僅是承擔與負荷生態系
統的生存和演化的價值，更是許多三坑子居
民，有蟲、有魚、有鳥來相伴的童年回憶與農
村野趣，是最珍貴且真實的刻畫出三坑人與水
空間互動的特質。
2、 水空間的永續性也因生態機能的價值而顯現
出人與大自然最豐沛的生命力之對話。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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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續）

水空間的場所方位

場所

水空間的場所地形

水空間的場所邊界
水空間場所的認同感
與自明性
水空間視覺感官的景
觀美質
水空間聽覺與觸覺感
官的景觀美質
美學

水空間的構築性：無
限 vs.有限的美學觀
水空間的構築性：動
vs.靜的美學觀

1、 耕作田地的整體分佈方位，是沿著溪流與水渠
流向的紋理延伸配置而成。也說明了當初居民
於三坑子墾拓時，是順應著整個水文自然場所
的環境脈絡，顯現出順應在地性的自然本質。
2、 順著水域的沿岸逐漸建立與擴展了屬於自己
生活與生產的場所，而形塑出現今三坑子水空
間地景的農村型態與地貌。也呈現了居民傍水
而居的場所特質。
1、 平行於大漢溪與蔗蔀坑支流的長形河岸區
域：呈現較為開闊的場所特質，且農舍民居沿
著溪岸零星分佈於田園之間，也顯現了居民傍
水而居的場所特質
2、 西北環山的半弧形山凹處：因為西北環山的地
形地勢與溪流的水域空間圍塑出較具包被性
且領域性較強的場所特質，除了具有相當防禦
及保護之功能外，也減低了東北季風對聚落的
影響。研判此特質也使得這個區域成為三坑子
大漢溪航運發達時期貨物集散的中心地帶。
3、 鴨母坑、火劫尾坑與蔗蔀坑水域匯集的區域：
水域的匯集形成此一地區綿密的水域網路，且
此區域的地勢與地形落差大，故呈現較為自然
原始地貌的場所特質。
居民於水域旁建立伯公廟的信仰中心與古道及紅
橋等廊道，而與整體地形、地貌及水域構成了生
活領域範圍邊界的界定。
居民以水空間作為相互交流的場所，拉近了人與
人、人與水及人與土地之間的距離，也是人群之
間建立水空間的認同感和地方自明性的場所地域
特質。
天際線、河階地形、溪谷水域與植生林帶以及水
田梯田景致等景觀美質，構成了整體視覺感官經
驗中豐富、多層次且多樣性的美學特質。
竹林碰撞時喀呲作響的聲音、動態流水域潺潺的
水流聲豐富了聽覺感官的知覺經驗，且親水性與
運用就地取材的材料所構築灌溉水渠的護岸、絲
瓜棚、過水橋等水空間，呈現了一種樸實、手工
的感覺，亦豐富了觸覺感官的知覺體驗。
居民並非無限且隨性的放置水空間於地景之上，
而是以對環境既有的認知，用更謙卑且尊重自然
的態度，營造了順應地方紋理與環境涵構的水
田、田埂小徑等水空間的構成型態，呈現了水空
間的構築性於無限 vs.有限的美學特質。
藉由就地取材等外在元素的可變動性質，形成了
地方美學中有趣的外在變化，且在內在更深層的
意涵則反映著：地區居民在地生活及耕作的經驗
與智慧、因自然環境而產生了就地取材元素的選
擇以及因應有機的自然而構築了屬於地方的水空
間型態，並呈現了水空間的構築性在動 vs.靜的美
學特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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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建議與後續研究
6.1 結論

本研究嘗試以論述文化地景相關理論中的文化地理學及地域主義的觀念為
主要理論基礎架構，將水空間視為三坑子文化地景的主要意義，並以三坑子居
民及水空間的互動關係為基礎，從自然、文化、社會三個人類與環境互動的調
查向度中，所指涉的時間、機能、場所及美學等四個觀察面向，歸納出閱讀三坑
子水空間的地域特質，藉以釐清水空間在三坑子地域性的本質和內涵。而現今三
坑子的水空間正面臨現代化與城鄉風貌改造的時刻，本研究試圖分析三坑子水
空間的地域特質，以作為往後檢視三坑子水空間地景的發展進程中，更加與地
區的環境觀、地景空間的認同和地景構築之傳統契合的新思維與實踐態度之參
考基礎。
文化地理學及地域主義理論對於文化地景的論述，是一種以地方情感回應
地景空間的思考方式，而三坑子水空間地域性的思考本質應該是處於一個動態
演進的過程中，更適切的回應屬於地方的自然環境、文化脈絡與場所精神，並
以批判的態度檢視地景空間是否得以融入時代涵構的可能性。
從本研究探討三坑子的人文與水文環境的歷史沿革中得知，三坑子在經歷
了四個重大時期的歷史演進過程中，由於水而得以發展屬於地方的產業與生活
空間，且水運的發達更造就了三坑子繁榮的聚落型態，卻又因為航運的消失而
逐漸回歸到傳統的農村地景，且禁建的因素讓地方發展受到限制，造成人口外
移，使得三坑子的歷史脈絡因水興盛；卻因水而轉趨平淡；爾後又更加沒落。
這一連串的變遷也在三坑子留下了許多水空間地景的痕跡，以及居民對於水空
間許多的珍貴回憶。
初次接觸三坑子，便感受到一個客家庄質樸的空間氛圍以及豐富的農村生
活文化，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雖然研究者嘗試以在地人的角度融入三坑子的
觀察中，因時間與人力的限制因素，居住的時間並不長，但經過一連串較為密
集的觀察經驗後，亦讓研究者深切的體認到屬於當地居民對水空間更加真實的
互動關係與環境意識，包括：小朋友愛玩水的習慣、居民耕作引水及生活取水
的方式、居民對水的危機意識、對水空間深刻的回憶、對於地方水空間及社區
環境改造的種種看法與抱怨…等，讓研究者對於三坑子的水空間有更深一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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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及對於自己空間專業反省的機會，並得以作為本研究於閱讀及詮釋三坑子
水空間地域特質的觀察基礎。
由本研究針對三坑子整體水空間地域特質的分析中可以發現；三坑子的溪
流及水域狀態由於在自然環境長時間的演替之下，衍生出各自不同的水空間機
能發展與特質，並呈現了在時間面向中，水與三坑子文化脈絡相互緊密連結的
關係。而從水空間場所的地形、方位、邊界、領域性及人群等地域特質的分析
過程中，則可以發現人—水—土地三者之間所呈現的情感依存狀態，以及居民
在三坑子所具備真實的水空間生活情境。且由自然和人文資源交織的水空間在
美學面向的地域特質上，亦呈現出三坑子水空間豐富的感官知覺經驗及屬於地
方性的空間美感。綜理上述種種地域特質的觀察結果而言，探究三坑子水空間
其最根本之地域特質可以得知：三坑子傳統的水空間是呈現出人文與自然兼蓄
的地域性本質及內涵。期能從本研究對於三坑子水空間地域特質的詮釋，讓地
方空間專業者未來於三坑子水空間文化地景形塑的歷程中，運用這些水空間的
地域特質作為實踐地域性之參考方向。

6.2 三坑子水空間地景
三坑子 水空間地景地域性實踐面向之建議
水空間地景地域性實踐面向之建議
近十餘年地方風貌改造運動的進程中，地區自主、地方文化、產業發展和
環境生態等幾項價值在城鄉建設的過程中，逐漸被確立並實踐，尤其地域文化
和生態的價值性更成為城鄉建設的主要課題。然而，在城鄉風貌改造過程中，
卻也往往顯示了理想（或理論）與實踐的落差（林靜娟，2004）。
三坑子也在這一連串的城鄉風貌改造過程中，成為其中的主角之一，尤其
民國 90 年代三坑子解除禁建改建的限制之後，居民開始針對自己所擁有的土
地、房舍民居進行新建與改建，而政府也開始著手進行三坑子城鄉風貌的改造
行動。從禁建前與禁建後的三坑子老街街景及周遭環境工程改善前後的影像比
對後不難發現，三坑子傳統的農村地景風貌，正悄悄地逐漸產生不一樣的變化
與差異（如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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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禁建與城鄉風貌改造前後三坑子地景改變的狀態
三坑子
地景

禁建與城鄉風貌改造前

禁建解除與城鄉風貌改造後

三坑子
老街
街景

資料來源：
http://www.skps.tyc.edu.tw/
~ street /knowledge/s our ce .ht m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10

三坑子
永福路
入口處
標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攝於 2005.04

資料來源：2005.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雖然三坑子解除禁建和城鄉風貌改造行動發展至今僅約莫 3 年的時間，由
於進程時間稍短，本研究認為目前尚且難以觀察與評論究竟三坑子城鄉地景的
改變，是否反映了三坑子水空間的地域特質。然彙整本研究所進行之三坑子水
空間地域特質的分析為基礎，本小節試圖提出三坑子水空間地景在地方專業者
面對地區環境塑造的地域性實踐面向上可以參考的方向與建議如下：

一、水空間於機能面向之實踐
（一）
、因地制宜的環境觀與態度
、因地制宜的環境觀與態度
就批判性地域主義的思維而言，區域地理結構的真切性，除了是理想的、
抽象的觀念，並由地形、氣候、土壤等奠定動植物生活的條件因子所構成存在
的根本，因前地理結構所容許的人類活動的機能關係而言之（林靜娟，2003）。
由此思維探討三坑子水空間的機能性地域特質，應於地域性的設計原則上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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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地方自然環境涵構的機能，且要有著因地制宜的環境觀與態度。要以符合
水域生態系統所能承受且自給自足的狀態下，強化水域生態環境的再生，並提
升人與水體之間的互動關係，讓生活能更加貼近自然的水域環境。

二、水空間於時間面向之實踐
（一）
、地方人文精神與文化脈絡的融入
、地方人文精神與文化脈絡的融入
批判性地域主義對於地景設計的態度並非預期中的維護傳統，而是有選擇
性的重新解釋地景的前身並回歸循環（Luiten Eric，2002）
。由此觀點探討三坑
子水空間於時間面向的實踐，強調的是如何讓現代與傳統的人文精神與文化資
產兼容並蓄的共生，而非一昧的將歷史文化資源現代化、異質化，抑或是以消
極的回應態度堅守或保存文化歷史資產免於任何改變。就三坑子水空間的時間
面向地域特質而言，擁有古道、紅橋、老街、合院聚落、伯公廟、生產文化遺
址等多樣性的歷史文化資產，且三坑子客家族群傍水而居的人文精神特質更豐
富了整體文化脈絡的呈現。故在地域性的設計態度上應從文化脈絡的痕跡中，
找尋屬於三坑子的人文精神及在地人對地方回憶的線索，且並非只是試圖的複
製、因襲以往的地景樣式，而是以創意結合傳統，活化並重新詮釋傳統三坑子
水空間的象徵意涵，於地域性的地景設計上藉以隱喻並喚醒屬於居民對水文化
在時間性特質的感知與記憶。

三、水空間於場所面向之實踐
（一）
、地方場所的認同感與領域性
、地方場所的認同感與領域性
就場所面向的特質而言，人與水互動的真實生活情境與空間氛圍是三坑子
水空間的場所面向中重要的地域特質之一。從地域主義的思維可以發現社會和
心理意義使地理空間轉變為社會空間，因地域在此指『一組態度和感覺』
，對於
一個場所有和其他地區不同的感覺，對領域中的人和機制有所眷戀，為一具意
義和情感範疇，而非以菁英的意識型態論定之（林靜娟，2003）
。由此觀點可發
現三坑子水空間地景的地域性設計態度應適切地回應屬於居民對地方場所的認
同感，例如三坑子的浣衣空間、老楓樹祭祀神木等場所中，居民是如何進行水
與生活、信仰之間的關連性，進而產生對場所的認同感。且從三坑子地形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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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活、生產動線形塑而成的場所領域中，如：耕作水田、田埂小徑、灌溉水
路等人—水—土地相互交織成具有領域性的場所涵構特質，使得居民清楚的感
知屬於自己領域的耕作範圍，從領域自明性的場所涵構中找尋居民對水的情感
依附與場所精神，並蘊含於屬於水空間地域性設計原則與態度上，進而彰顯屬
於地方場所認同感與領域性的水空間。

四、水空間於美學面向之實踐
（一）
、與周遭
、與周遭環境景觀之契合性
與周遭環境景觀之契合性
批判性地域主義強調以身體感官閱讀空間環境形式，觸覺及視覺的空間感
知經驗藉以區分並判別屬於地方美學面向的地域性特質。而三坑子豐富且獨特
的視覺、觸覺甚至於聽覺的感官體驗，在地域性的水空間地景設計中，如何讓
這些景觀美質的特色延續下去，讓地域性的設計呈現與周遭環境景觀整體的契
合性，並融入可隨著因時間週期而產生周遭植栽及水域的變化、水田及旱作交
互更迭的景觀特色設計思維，藉以呈現三坑子水空間於景觀美質上，屬於地方
的親切感、豐富的地貌感官體驗及人文與自然兼蓄的美學地域特質，皆是水空
間地域性實踐可以思考的方向與原則。

（二）
、營造形式與細部接合的地域性
、營造形式與細部接合的地域性
在批判性地域主義的思維中，地域性的定義並非暗示著一個常見視覺連續
出現的特色，事實上各自的地區是要創造出不同的形式語彙。而三坑子水空間
的美學特質中，水路護岸或渠底的卵石構築抑或是民居建築型態以夯土、磚、
卵石、竹架等就地取材的營造形式及建築型態，展現了居民生活的經驗與智慧，
並呈現出屬於地方空間美學的獨特性。然而倘若在地域性的水空間設計中，只試
圖的將地方單一的代表性特徵呈現在地景建築的形式語彙上，反而間接的支配並
侷限了設計者於創作地域性過程的思維。致使得每個地方的特徵，看起來和所有
的事情愈顯得對立且格格不入的。故如何於地域性的水空間地景設計上活用屬於
在地居民對營造性與細部材料接合的生活經驗與智慧，融入屬於地方生活場所
的營造形式與空間氛圍，重新詮釋屬於地方的空間美學特質並具備可被逆向檢
驗的合適性，是三坑子的水空間於地域性實踐面向的重要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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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後續研究
本研究所進行三坑子水空間文化地景地域性的探討，是希望能於現今台灣
的城鄉風貌在面臨都市化與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釐清屬於三坑子水空間的地
域特質，以作為檢視往後三坑子於城鄉風貌改造中，所面對地域性發展與實踐
課題的參考方向。期能更貼近屬於三坑子水空間文化地景城鄉風貌的地域思
維。而本研究基於時間與人力的限制，僅針對三坑子地區的水空間地域特質作
一研究，故相關之後續研究尚包括：
一、地方史料對於三坑子而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由於本研究時間與
人力的限制，只能僅就目前桃園、龍潭和大溪的相關文獻資料以及部
分居民的口述中，找尋有關於三坑子人文及水文的歷史發展。而後續
研究進行則可針對每一戶居住於三坑子的居民進行全面性的訪談，並
蒐集家譜、族譜、相關資料或老照片等，透過文字、圖片、聲音、影
像等記錄方式保存並持續流傳，藉以彙整及串連屬於三坑子珍貴的文
化發展脈絡與地方史料資料庫的建立。

二、三坑子鄰近地區（大平村、三林村、佳安村、大溪鎮等）水空間地景
的地域特質探討。分析這些區域和三坑子的互動關係及彼此交流過程
中，相互影響所產生的地域特質與內涵之變化。並探究地區之間水資
源脈絡的關連性，以形構而成龍潭與桃園台地上整體陂圳網絡的文化
地景分析。

三、持續發掘桃園台地上是否存在著像三坑子擁有豐富人文與自然資源的
聚落，並進行地域性的調查及分析，以建構出桃園台地上文化資源整
體的串連網絡。

相信唯有藉著地域性的實踐與傳承，人們對地方衍生出深刻的情感依附與
認同感，進而共同維護並建構出更進一步能彰顯地域特質的城鄉地景風貌，人
的生活品質才能不斷的提升，而我們的家園、鄰里及城市的風貌才能呈現更多
樣化而非均質化的景觀美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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