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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長 的 話

淡蘭道衢貫古今  在地文化詠傳承

石碇是一個自然質樸的山城，地名取自清代「石碇堡」，境內地形多為山脈丘陵，

隸屬雪山山脈伏獅山系盤結之地，擁有登山界頗負盛名的皇帝殿、筆架山。由於山多

平原少，造就石碇東、西老街保有吊腳樓的特殊建築形式，所以六○年代來到石碇的

英國人類學家王斯福（Stepha Feuchtwan）謂之為「山街」（Mountain Street）。石碇

地處大台北通往宜蘭的交通要塞，古有淡蘭古道，今有北宜高速公路雪山隧道的開通，

奠定其重要的地理位置。

石碇區在自然景觀上，擁有淡蘭古道、永定步道、烏塗步道及登山客最愛的皇帝

殿步道等知名觀光休憩步道。沿途秀麗的山水景色，自然不在話下，再加上豐富的生

態，讓這裡不論是平時或假日，總是愛好大自然者的首選。清澈的溪流裡悠游自在的

魚群，證明多年來封溪護魚生態保育的成效；老街上的打鐵店、運煤橋及各處林立的

茶莊農園，更讓人見證產業歷史的發展軌跡；而石碇茶葉、豆腐、麥芽糖、手工麵線

則是遊客來到石碇必嚐的特色小吃及絕佳伴手禮。石碇區讓人驚豔之處不僅於此，近

年來千島湖更成為媒體爭相報導的熱門景點，也為石碇觀光發展注入了活水源頭，不

禁讓人驚嘆石碇豐富的自然景觀和人文資產。每一個景觀、每一項產業、每一道美食，

背後都各自娓娓道來，石碇一段美麗動人的故事。

被山林擁抱的石碇，因位於水源保護區而保留下大部分的原始山林，富藏韻味、

典藏文史，無論由歷史、人文、藝術、自然生態、鄉土景觀等各層面，都可以作為孩

子學習的元素，是一個值得深度體驗、生態探索的地方，更是在地學習的最佳場域。

這也就是新北市政府出版石碇區「淡蘭文史生態區域課程」編輯出版所揭櫫「淡蘭道

衢貫古今  在地文化詠傳承」的理念，希望藉由本專輯的編印，結合學校教育與在地

文化特色的文本教材，能留住石碇的美與好，也讓市民與下一代的子孫，能深層地認

識家鄉，更能珍愛家鄉、守護家鄉。

新北市長  朱立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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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長的話

局 長 的 話

石碇文化及特色 擁抱石碇山川之美

土地是我們的根，學習亦是尋根之旅。

石碇山巒疊翠，有幽美的景緻，有豐富的生態與文史，不只是新北市民休閒的最

佳去處，亦是學生學習的絕佳的場域。因此本局結合各在地區公所、中小學以及地方

文史生態團體資源，透過彼此合作及資源共享的方式蒐集各區特殊的自然景觀與文史

資料，陸續編印了系列的文史生態區域課程，並建構完整的在地文化課程。透過這份

在地文化課程，我們可以探尋歷史軌跡，重新回味美麗的原鄉記憶，也可幫助我們的

下一代建立對這片土地的了解與認同。

本文史區域課程感謝石碇區公所、深坑國小鍾明盛校長以及石碇區學校團隊，結

合地方文史、生態專家，透過彼此合作及資源分享，彙整文獻資料之際，再輔以實地

踏查以及訪問，合力完成這本《石碇淡蘭區域課程》。其內容概述了石碇地區的文史、

地理、生態及產業，帶領讀者一同探訪石碇的知性與感性之美。

期盼此書的發行，能帶動區域課程之發展，提供學生學習最佳之經驗連結，並藉

此帶領民眾領略石碇文化及特色，擁抱石碇山川之美。更期盼藉此書拋磚引玉之效，

培養學生、民眾對這片土地的認同與關懷，以及守護環境的公民意識，進而成為優質

的世界公民。

新北市教育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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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長 的 話

人文薈萃與生態豐富的好地方

石碇是個茶香四溢的美麗山城，也是個風景秀麗、人文薈萃與生態豐富的好地方，

她在北台灣的開拓史中，位居重要的地位，試想一、兩百年前，在現在深坑石碇交界

的楓林渡口，在當時是個擁有百來渡之眾的渡口，渡船繫上岸邊的石頭 ( 石碇地名由

來之一 )，挑夫忙著將石碇、坪林、平溪等地的茶葉、樟腦等貨物送上船，順著霧裡

薛溪 ( 現為景美溪 ) 運送到大稻埕去，在當時是多麼繁華熱鬧。甚至現在的石碇西街

仍有 40、50 年代因煤業興盛的電影院遺跡，可以想像石碇地區開發甚早。

然而 60、70 年代北宜公路鋪上柏油路面改善完成後，陸路取代水路，石碇逐漸

沒落，一直到北宜高速公路在民國 95 年通車後，石碇才慢慢又步上了現代化的腳步，

但卻幸運地保留了豐富的人文與生態資源，區內有皇帝殿、淡蘭古道、二格生態公園

步道等很早就很有名的郊山步道，也有近年來打響名號的千島湖、八卦茶園等綠色景

致，更有在地特色文山包種茶、石碇美人茶、傳統手工豆腐、手工麵線、豆腐冰淇淋、

麥芽膏…等地方特色美食，等著大家細細去品嘗。

感謝本書的出版，將石碇地區的文史生態與在地特色做有系統的整理歸納，讓在

地學子可以透過本書更深刻、更完整的了解自己從小生長的地方，進而認同家鄉、愛

護鄉土並以身為石碇人為榮。也感謝深坑、石碇、永定、雲海、和平國小、石碇高中

的編輯委員，協助本書的完成，整本書從教育眼光與在地學習的角度出發，希望我們

在閱讀完本書後，用實際的行動來發現石碇之美，珍惜守護這個生態多元豐富、茶香

四溢與文史內涵深厚的美麗山城。

新北市石碇區區長  黃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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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人文薈萃與生態豐富的好地方

近年來關於石碇區的區域介紹，有：《石碇鄉誌》( 九十年十一月 )、《戀戀古文山　

相思新河畔――八十九年台北縣文化節文山之美攝影比賽得獎作品輯》( 八十九年九月 )……

等。在石碇區淡蘭文史生態區域課程的撰寫過程中，結合了地方學校進行深入的田野調查，

運用跨校合作策略聯盟，透過各校資源共享的方式，蒐集了許多石碇區獨特自然景觀及人

文環境的資料。

石碇地名的由來，主要有以下兩種傳說：一是石碇溪的河床巨石纍纍，居民進出常需

跨越散佈在溪中的巨石，就如同跨過舊式房屋的門檻一般，因門檻的台語稱為「戶碇」，

而巨石猶如石質戶碇，故稱此地為「石碇」。另一說則為以前河床較深，溪水較湍急，景

美溪可行使小船或舢舨，但停泊時必須以繩索綁住溪中巨石以碇泊，故稱「石碇」。從石

碇發展沿革、石碇地理概述、石碇地區古地名及小地名之沿革到石碇生態概述 ( 包含石碇生

態步道地圖 ) ――植物、鳥類、昆蟲、野生動物……等等許多面向，編輯團隊在黃詩芳區長、

鍾明盛校長的帶領下，以及生態專家范義彬老師、文史專家蕭百興教授及環境課程專家古

建國教授的指導下，撰寫出有別於鄉誌的專書。本書不僅更新了石碇區十五年來生態環境

的演替樣貌，更希望呈現以教育思維擘畫出的地方永續發展願景。

此書撰寫目的為：

一、 結合石碇地區中小學、在地政府機構、文史生態社團之相關資源，透過彼此相互合作

及資源共享的方式，蒐集區域內特殊的自然景觀與人文環境，發展並建構一個完整的

在地文化課程。

二、 整合現有資料，結合新產出之教學資源，產出課程與教學之數位、平面出版、影音媒

體資料等，建構課程分享平臺，分享資源與創意教學，落實永續發展之環境教育，並

做為文字書寫、影像創作之原始素材，成為具有鄉土元素之文學藝術文創之源頭。

三、 彙整田野調查之歷史人物，歷史古蹟、山水地理、生物棲地等在地知識，深耕鄉土教學，

發展石碇地區之特色課程，提供民眾遊憩，學生戶外遊學，了解地方風情，地理環境，

期能飲水思源，愛鄉愛土，建構鄉土情懷，擁抱鄉土，放眼世界。

在撰寫過程中，編輯團隊十分享受合作的樂趣，各校校長主任齊聚一堂，每次開會都

能深入探討各校踏查的結果，不僅凝聚了編輯學校對石碇區的向心力以及認同感，更期望

編輯成果能建立石碇區域課程特色，豐富區內親師生及民眾的在地學習內涵，共創新北教

育的無限可能性。

編輯群謹誌   2015.10.12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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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石碇概覽

大家好！我們是石碇小精靈。

我是小石 !

我是小碇 !

歡迎大家跟著我們走訪石碇，

讓我們一起來認識石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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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名由來沿革
石碇地名的由來主要有以下兩種傳說：

一是石碇溪的河床巨石纍纍，居民進出常需

跨越散佈在溪中的巨石，就如同跨過舊式房

屋的門檻一般，因門檻的台語稱為「戶碇」，

而巨石猶如石質戶碇，故稱此地為「石碇」。

另一說則為以前河床較深，溪水較湍急，景

美溪可行使小船或舢舨，但停泊時必須以繩

索綁住溪中巨石以碇泊，故稱「石碇」。

第二章、石碇的地理位置
石碇為新北市下轄一區，位於台灣東

北方，台北盆地東南方的盆舷上。東南與東

北方分別是坪林區與平溪區，北方連接汐止

區和台北市南港區，西方與深坑區、台北市

的木柵區和新北市新店區緊鄰，南方則與烏

來區相接。

石碇區的土地總面積約為 144 平方公

里，占新北市的 7%，是新北市 29 個行政

區中的第五位，只比烏來、三峽、坪林和雙

溪區的面積小。

第三章、石碇的氣候
石碇區的緯度大約在北緯 25 度，屬於

副熱帶季風氣候區。冬季受東北季風影響較

大，夏季受西南季風影響較小。全年氣候溫

和，雨量豐沛，但日照不足。年均溫約在

20℃，年雨量約 3200 ～ 3600 毫米，年平均

日照時數則約為 780 ～ 830 小時 ( 僅約台北

市的一半 )。

春季東北季風的威力逐漸減弱時，氣

溫會逐漸回升。但有時冷氣團又會增強而南

下，只要冷鋒一到，氣溫又會驟降且伴隨降

雨，使天氣再度回到類似冬季濕冷的狀態。

第一篇  石碇概覽

▲古蹟石碇 (鍾明盛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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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春、夏之交時，常受滯留鋒面 ( 梅雨鋒面 )

的影響，導致天氣經常晴雨不定或連續數日

陰雨綿綿，有時甚至還會出現短暫豪大雨的

現象。

夏季受太平洋熱帶海洋性氣團的影響，

氣溫最高，月平均氣溫約在 26 ～ 28℃，月

平均降雨量則約在 240 ～ 290 毫米，降雨的

主要來源是午後熱對流造成的雷雨，或颱風

侵襲所帶來的豪雨。

秋季若無颱風侵襲，石碇的天氣通常

相對會比較穩定而舒適。10 月開始受到東

北季風的影響，氣溫逐漸變冷涼。進入 11

月後，隨著大陸冷氣團一波波南下，天氣也

隨之轉趨濕冷。

▲
河床巨石纍纍 (鍾明盛攝 )

▲石碇區生態之美 -台灣藍鵲 (鍾明盛攝 )

第一篇  石碇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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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時，石碇受東北季風與大陸冷高

壓的影響更加明顯，天氣常常又濕又冷，月

平均氣溫大都在 15℃以下，月平均雨量約

在 100 ～ 300 毫米之間，月平均日照則只剩

40 ～ 60 小時，整個冬季寒冷又潮濕，少見

陽光。

第四章、石碇的地質 
受菲律賓海板塊由東南向西北推擠以

及雪山山脈壓力的作用，在台北盆地東南方

的地層，產生了許多摺曲構造，並有四條由

東北斜向西南的重要斷層。由北而南依次

為台北斷層、成福斷層、新店斷層和屈尺斷

層，規模都長達數十公里以上。在斷層與斷

層之間分佈著許多不同年代的地層，走向約

略與斷層線平行。

石碇主要的地質構造包括了深坑同斜、

白石腳背斜、新店斷層和屈尺斷層等，這些

褶曲與逆衝斷層的地質構造，深深地影響著

石碇丘陵地形的走勢與河川的發育。

1514

石碇山水 (鍾明盛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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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碇主要的地層包括中新世的木山層、

大寮層、石底層、南港層與南莊層。此外，

因景美溪與北勢溪水系密佈石碇，也造就出

許多全新的河階地堆積層與現代河床沖積

層。

石碇丘陵坡度較陡，地質多為砂頁岩互

層，岩性鬆軟，且因氣候溫暖潮濕，故岩石

極易崩塌，母岩逐漸風化形成土壤後，容易

被雨水沖刷而流失，因此，本區土壤通常較

淺薄、貧脊且偏酸性，較不利於農耕。而部

分土壤被搬運堆積在溪谷兩側，形成狹長的

沖積平原，是先民重要的農墾與住居地。

第五章、石碇的地形 
石碇號稱「山城」，其地形主要是由低

海拔的淺山丘陵、山谷間的溪流谷地，以及

少部分的狹小平原所共同組成。石碇丘陵的

坡度甚大，坡度在 30% 以上的山坡地占 80%

以上，因此暴雨時，容易造成表土沖刷流失、

崩塌、土石流，水切巨石造成壺穴地形。

石碇的大小溪流交錯密布，沿著河岸

兩側，零星分布少量的狹小沖積平原或河階

地形，此類平原與河階，大都已被開發成良

田，是石碇的農業精華區。

整體而言，石碇的自然地形條件，相當

適合規劃成具有日本「里山倡議」精神的優

質生活環境。

1514

石碇生態及悠閒生活（艷紅鹿子百合）(鍾明盛攝 )

  大板根 (幹花榕 ) (鍾明盛攝 )

第一篇  石碇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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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石碇 (鍾明盛攝 )

石碇之美 (鍾明盛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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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活石碇 (鍾明盛攝 )

▲石碇入口意象 (鍾明盛攝 )

第一篇  石碇概覽



第六章、石碇的山系

石碇丘陵屬於雪山山脈北方支稜的一

部分，主要可分為以下三個山系：

一、二格山系 (筆架山 )

二格山系位於石碇的西北方，山勢呈東

北—西南的震旦走向，是景美溪水系和北勢

溪水系的分水嶺，其中以石尖山 ( 二格尖山 )

海拔標高 678 公尺，為本山系第一高峰。由

主峰往東北延伸，一系列高低起伏呈現鋸齒

狀的山脈稜線，穿過與深坑交界的筆架山，

再越過石碇溪後可連接到皇帝殿。

1918



二格山系雖屬低海拔丘陵地，但因位

於台北盆地東南方相對高處，受東北季風影

響特別明顯 ( 尤其是啞口處 )，冬季氣溫比

諸相同海拔的山區更低，可孕育出原屬更高

海拔的物種，例如：昆蘭樹 ( 雲葉 )、台灣

馬醉木、台灣五葉松等「北降植物」，生物

多樣性極高，加上此區較少人為開發破壞，

因此，森林生態與自然景觀仍能維持較原始

狀態。

1918

二格山系 (拍攝者王思婷 )

第一篇  石碇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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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皇帝殿山系

皇帝殿山系位於二格山系往東北延伸

的方向上，往西滑向石碇溪溪谷，往北斜向

永定溪溪谷。整個山系海拔高度雖不高 ( 最

高的東峰海拔 593 公尺 )，但地形非常陡峭，

尤其是由東峰、中峰 ( 天王峰 ) 和西峰連綿

約兩公里所組成的稜線，裸露的巨大砂岩瘦

稜極其險峻壯麗。

三、伏獅山系

伏獅山系位於石碇東北方豐田里一帶，

約略在石碇與平溪、坪林的天然交界處。伏

獅山系周遭的溪谷與層階地形發達，部分已

被開發成梯田。

第七章、石碇的水系

一、景美溪水系 (霧裡薛溪 )

景美溪舊稱「霧裡薛溪」，是新店溪

的重要支流之一，全長約 28.25 公里。景美

溪自景美往東上溯，經木柵、深坑而抵石

碇雙溪口，在此有石碇溪與永定溪 ( 大溪墘

溪 ) 前來相匯，由此以下始稱景美溪 ( 或深

坑溪 )。

石碇溪再往上游追溯，則有烏塗窟溪

和崩山溪兩條支流，於石碇東西街交界處匯

流。石碇溪河床落差大，河水向下侵蝕作用

明顯，河床岩盤裸露或滿布巨石。

永定溪的上游地勢更加陡峭，河川向

源侵蝕作用劇烈，過去可能曾經襲奪與其相

鄰的平溪基隆河上游水源。此外，由於河床

地形落差極大，河流向下侵蝕的作用相當旺

盛，也造就出永定溪部分河段出現峽谷與河

階的地形景觀。

咦！我是常聽說搶奪

這一詞啦，但是卻沒

有聽過河川襲奪，那

是什麼意思啊 ?

河川襲奪就是甲乙兩河川相

隔不遠，甲河川的源頭侵蝕

能力較強，漸漸逼近侵蝕力

差的乙河川，經過長久侵

蝕，乙河川的上源被甲河川

襲奪，像是石碇的永定溪襲

奪了基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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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勢溪水系

北勢溪發源於新北市雙溪區，全長約 50

公里，流域面積達 310 平方公里。其北支流水

源來自海拔 620 公尺的三方向山，南支流則起

始於海拔 942 公尺的鶯仔嶺，兩溪匯流後向

西南流經坪林、石碇，最後在新店龜山橋邊，

與來自烏來的南勢溪匯合，成為新店溪。

北勢溪水流相對較平緩，沿岸發育出

許多曲流與河階地形景觀。本流域集水區降

雨豐沛，山區森林開發破壞程度相對較低，

水質較未受嚴重汙染，因此，是大台北都會

區重要的水源地。

三、人工湖泊

台北市政府在 1971 年開始規劃興建翡

翠水庫，1978 年完成定案報告，1979 年開

始動工，1987 年完工正式啟用。

翡翠水庫的集水區範圍雖然含括雙溪

區、坪林區、石碇區與新店區，但水庫最主

要的蓄水區域，則是位於石碇的行政區範圍

內，因水庫淹沒了石碇著名的景點——翡翠

谷，故名「翡翠水庫」。

翡翠水庫主壩為三心雙向彎曲變厚度

的混凝土拱壩，壩體高 122.5 公尺，壩頂長

510 公尺，寬 7 公尺，海拔標高 172.5 公尺，

壩體可承受震度七級的地震。

翡翠水庫滿水位時，蓄水面積達 1024

公頃，迴水長度約 23 公里，最高蓄水水位海

拔 170 公尺，最深處 113.5 公尺，總蓄水量 4

億零 600 萬立方公尺，全台僅次於曾文水庫。

翡翠水庫完工蓄水後，原本北勢溪沿

岸的翡翠谷、鷺鷥潭、鯉魚潭、太陽谷、火

燒樟等優美的觀光遊憩景點，不但全部被淹

沒，形成一大片寬廣的水庫湖面，也讓稀

有的烏來杜鵑在野外幾乎滅絕，以前鷺鷥聚

集、魚群優游、遊人如織的景觀已難再現。

部分世居在蓄水區範圍內的民眾也被迫遷村

( 甚至廢村 )，農耕、住居、教育與交通等

都受到不少的限制。 

�哎呀呀！興建翡翠水庫，使得台灣原生種的烏來杜鵑幾乎

滅絕，我們一定要讓小朋友認識，那烏來杜鵑是甚麼呢？���

烏來杜鵑是一種常綠灌木，是台灣特有種，它生長於溫暖而潮溼的環
境或出現在溪畔岩石縫隙中，耐蔭力強，為野生杜鵑中植群數量最少
的一種。主要分布在台灣北部海拔 200 ∼ 800 公尺山區，如北勢溪沿
岸的岩隙間、乾溝、石碇、小格頭及鷺鷥潭等地區，花冠為淡紫紅色，
花期：3月，目前被列為稀有植物之一，所以我們不僅要認識它，更要
好好保護它生存的地方！

第一篇  石碇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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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大壩攔水使溪谷水位持續上升，

不但逐漸淹沒原本的溪谷與水潭，蓄水區附

近的小山丘有些也完全沉沒在水下，有些則

是僅剩部分山頭浮出水面，形成所謂「千島

湖」的特殊景觀。

另外，有一丘陵緩坡伸入湖面，外觀

輪廓狀似鱷魚，有人稱之「鱷魚島」，而原

本鯉魚潭所在的水域，也因而被稱為「鱷魚

潭」。

唉！我們人類為了自己

的生活取水，竟然讓大

自然的美景消失，真是

太令人惋惜了啦 !

嗯！真的捏，在翡翠水庫

興建後，集水區形成了另

一種特殊景觀，像是千島

湖、鱷魚島，這又是另一

種美麗與哀愁呢！

彭山溪 (李水德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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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石碇的交通：
 石碇交通的發展歷程可界定出四個時

期，以下分述之。

一、 清嘉慶以前（1796年）山

道開拓期

淡水廳與噶瑪蘭廳的交通早期以海運

為主，但風險大，轉為陸運發展後，形成多

條「淡蘭」山道網路，有位置最東北的蛤仔

蘭古道、居中的白蘭古道，以及西南的文山

東線與西線。

二、 清嘉慶至日治中期古道、

官道形成期

北宜之間的交通發展，在清領時期是民

間積極、官方消極的狀態。當臺北盆地的開

發趨向東南，盆舷丘陵區上廣布茶園，於是

當時最具經濟價值的茶業，加速了北宜間交

通路線的開發。上述古道網絡的主線乃自東

北向西南遷移，由乾隆末葉以前（1781 年）

的蛤仔蘭古道、淡蘭兩區單程需要 6 日，西

移至白蘭古道（其東段經草嶺古道、西段走

草嶺古道，均需 3 日路程）；道光初年（1821

年）主線移向兩地間最短距離的文山東線

（單程 1 天路程），因為官方後來參與修築

後二者路線故亦稱「官道」。

古道 (李水德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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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治中期後古道沒落期 
日治大正 13 年（1924 年）宜蘭線鐵路

通車，民國 34 年（1945 年）北宜公路完成，

以及民國 94 年底（2005 年）北宜高速公路

竣工。目前，鐵路與公路的最短旅運時間皆

濃縮在 1 至 2 小時以內，古道沒落了、也被

取代了。

四、 民國 70年代以來，古道遺

址再興期

由於北宜公路修建時，其南半段利用

文山東線古道，北宜高速公路修建時，其路

線與文山東線古道北半段重疊，因此古道僅

殘存不連結之數段遺址，如「茶路古道」、

「胡桶古道」及「跑馬古道」段等。古道的

歷史與文化的研究，除了「跑馬古道」位於

宜蘭縣，有公部門的參與外，其他路段皆賴

民間文史工作室維護中，建議我們公部門應

正視這個問題。

石碇交通的發展也可以從水路、古道

( 冷飯坑、蹦蹦嶺 / 挑夫 )、輕便道、106 縣

道、國道 5 號的演進來紀錄

一、水路的發展

早期石碇的陸路交通不便，19 世紀中

葉以前，景美溪的河床和溪水還相當深，小

船或舢舨可順著淡水河、新店溪、景美溪上

溯至石碇楓子林 ( 甚至石碇西街 )，當時的

船運主要是要輸出坪林、石碇、深坑等地的

樟腦、茶葉、藍染等農特產品，並從景美、

艋舺等地輸入各種生活所需物資。

到了 20 世紀初期，因景美溪兩岸山坡

地已大規模開墾，颱風暴雨常使大量土石沖

刷進入景美溪，造成河床逐漸淤積河水變

淺，因此水運逐漸式微。當時由景美至石碇

間的河道，有多處急瀨或淺灘難以通行，必

須以人力在前拉繩拖曳並配合從船尾使勁推

進，才能順利脫困前行，也因而衍生出「縴

夫」的特殊行業。

石碇、坪林等地的墾務，於嘉慶、道

光年間陸續開闢，先民甚至越過坪林抵達蘭

陽平原，走出早期的北宜古道。

喔喔喔……幸好有縴

夫的幫忙，船才能順

利渡過景美溪的淺灘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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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道的發展

19 世紀末期 ( 約 1885 年 )，台灣巡撫

劉銘傳開闢了兩條軍備道，其中一條自台北

艋舺經六張犁，繞過祖師公嶺 ( 今莊敬隧道

上方 )，再到深坑、楓子林、石碇，越過樹

梅嶺後出坪林尾，最後經湖潭而抵宜蘭，當

時路面僅寬約 3 至 4 尺。這是早期往來淡水

廳 ( 台北 ) 與噶瑪蘭廳 ( 宜蘭 ) 之間，路線

較明確且距離較短的「淡蘭古道」。

日人治台後，運用歸順之抗日義軍陳

秋菊、鄭文流等部眾，依循舊路重新開鑿整

修北宜古道，於 1900 年完工，使路面拓寬

到 7 至 16 尺，石碇成為清代中期至日治時

代，往來台北和宜蘭之間重要的必經要站。

日人於明治 42 年 (1909 年 )，將石碇與

景美間的泥土路稍加拓寬並鋪上碎石，成為

一條較明確的聯絡道。自景美起經過木柵的

內湖、坡內坑，再經深坑的萬順寮、深坑、

土庫，抵達石碇的新興、雙溪口、石崁和石

碇街區，全長約 16 餘公里，路寬約 3.5 ～ 8.5

公尺不等，此一路線後來又陸續拓寬，成為

現今 106 縣道的一部分。

日人為了運送坪林、石碇、深坑和

木柵的茶葉與煤礦，因此在大正四～六年 

(1915 ～ 1917 年 ) 間，由台北鐵道株式會社

舖設了石碇到景美間的輕便鐵路。此輕便鐵

全長約 17.6 公里，沿途設置石碇、雙溪、

土庫、深坑、萬順寮、象頭埔、坡內坑、木

柵和景尾共九站。此後景美溪的水運，逐漸

被輕便鐵路的陸運取代。

石碇小農 (鍾明盛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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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代公路的成形

石碇位居景美溪航運的終點，有水利

舟楫運輸之便，在清代曾經是坪林、平溪、

深坑茶葉、樟腦和生活物資進出台北的交通

要道。日治時期，石碇又陸續鋪設輕便鐵和

修築道路，特別是北宜公路的開闢，對石碇

影響至鉅。

1. 北宜公路

「北宜公路」從新店開始，經過石碇、

坪林，最終抵達宜蘭的頭城。在日治時期，

只是一條寬度約 3 至 4 公尺的產業道路，目

前路面則已陸續拓寬至平均約 8 公尺，全長

約 58 公里，屬於台九號省道的一部分。

然而因北宜公路可從台北經新店、坪

林而直達宜蘭，不需再路經石碇的街區，於

是石碇在往返北宜的交通重要性，逐漸被坪

林取代，也導致日後漸趨沒落的命運。

民國 68 年 (1979 年 ) 以前，北宜公路

是往返宜蘭和台北間的唯一省道，交通流量

龐大，民國 69 年 (1980 年 ) 北部濱海公路 ( 台

二號省道 ) 通車啟用後，北宜公路的交通流

量才逐漸紓緩。而在北宜高速公路 ( 國道五

號 ) 於 2006 年全線通車後，北宜公路的車

流更是急遽減少，平日大都只剩不得行駛北

宜高的大型貨卡車和少數機車在奔馳。

石碇生活 (鍾明盛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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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 縣道

除了台九線北宜公路外，106 縣道及其

支線 106 乙縣道，在石碇的陸路交通上，也

扮演著對外聯絡的重要角色。106 縣道起自

新北市林口，經過泰山、新莊、板橋、中和，

再穿越台北市景美、木柵，然後又經過深

坑、石碇、平溪最後抵達瑞芳，全長約 82

公里。目前在石碇境內的路段，大致沿著景

美溪和永定溪曲行，長度約 11 公里，路面

寬度大都在 8 公尺以上。

106 乙縣道則是 106 縣道在雙溪口分出

的支線，沿石碇溪上溯前行，穿過雙溪隧道

( 石碇堡隧道 ) 後，經外石崁、石碇區公所，

再轉沿崩山溪，路經石碇東街，通過豐田後

抵達坪林，全長約 17 公里，路寬約 9 公尺。

3. 國道 5 號高速公路

近年來對石碇產生最重大影響的建設，

當屬首條橫跨台灣東西部的高速公路～北宜

高速公路的開通，俗稱「北宜高速公路」的

「蔣渭水高速公路」( 編號國道五號 )，是

為了紀念日治時期出身宜蘭，積極推動民族

自救與文化運動的醫師蔣渭水命名。

北宜高從民國 77 年開始規劃，於 80

年完成基本設計並舉行坪林隧道導坑工程開

工，南港石碇段於民國 89 年首先完工通車，

而因雪山隧道地質複雜破碎，工程艱鉅意外

多，使北宜高速公路延至民國 95 年 (2006

年 )6 月才全線通車。

北宜高起自北二高南港系統交流道，

經過石碇、坪林，穿越 12.9 公里長的雪山

隧道後，再經宜蘭頭城、羅東，最後終點為

蘇澳。北宜高全長 54.3 公里，在坪林設置

有行控中心，在石碇豐林里則設有交流道及

休息區。

北宜高通車後大幅縮短台北與宜蘭往

返的交通時間，也取代了台九線北宜公路大

半的功能，並大幅減輕北部濱海公路的負

擔。對石碇而言，北宜高的開通雖然帶來交

通的便利，但也對自然與人文景觀造成相當

的衝擊或破壞。

話說人為開發與

自 然 生 態 的 保

育，該如何兼顧

呢？這可是要好

好的考驗人類的

智慧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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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石碇 (鍾明盛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