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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空間、聚落與景點

第一章  社會生活及空間

第一節  石碇聚落的環境特質
石碇鄉居民生活空間的形成，水系扮

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散落在各個山谷中

的散村聚落，連同著其所在的田園，經常

與溪水或山泉有著密切的關聯，居民不僅

取山溪水飲用，並藉之灌溉防火，水已成

了聚落生活運作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市街

的形成更是與水有著不可分離的關聯，水

系不僅擔負了上述飲用、灌溉等功能，更

是提供了對外運輸的舟楫之利。茲舉石碇

村之例來說，烏塗溪、崩山溪交會的結果，

造成了石碇村狹長的溪谷地形。東北季風和

西南季風從周圍群山掠過，鮮少進入溪谷，

季風影響小。水和道路形成了村路的「紋

理」，建築物依此紋理配置，沿著河谷的

街道系統，民宅的坐落大致面河。整個石

碇鄉聚落呈現的是人河間密切的關聯。

人為環境觀方面，石碇村實質生活領

域中的各種元素，區位選擇多具有風水上

「吉凶」的考慮，土地公廟位於村外邊緣

地帶，以保護村落安全。「村廟」集順廟

位於聚落的中央二溪交會點附近，以彰顯

出其重要性。民宅坐落的方位，多以背山

朝水為主，有些則以管理為考量，公家機

關多屬此類，如日治時期的警察局 (今國民

黨民眾服務社 )，位於萬壽橋斜對面。當地

人河關係密切，民宅與河谷之間常有樓梯

可以相通，目的在於取水方便，岸邊沿線

亦有步道設施。

西元 1896年（日據明治 29年）興建的石碇西街萬壽

橋（翻攝自石碇鄉誌，2001年 10月出版）

萬壽橋新照片（李水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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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碇村內姓氏既多且雜，以高、王、

林、陳為主。村內無宗祠祖堂，精神上的

信仰中心係集順廟，石碇村因而形成以村

廟為中心的生活圈，展現了獨特的社會生

活。

第二節   歷史中的社會生活
             及其社會空間

以歷史看來，石碇鄉具有豐富而獨特

的社會生活，主要有茶農、礦工、公務員、

老師、觀光客、老人、幼童、女人、尼姑

與道士參與其中，分別有其對應的活動空

間與聚落形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茶農

的作息向來遵循氣候時節，其活動空間以

茶田（施肥、除蟲、採茶）與茶間（炒茶葉）

為最；礦工上工即代表要進入礦坑，直到

下班前吃喝都在礦坑；鄉公所、郵局、戶

政人員、警察等公務員，工作空間都在辦

公大樓；石碇鄉各級學校老師以學校為活

動中心；老人則是以家為中心；尼姑、道

士以寺廟為靈修的地方。一般鄉民的民宅

屬於私人的私密空間，其與屬於開放式的

公共空間，功能性不同，以下就以集順廟、

東街廣場、河道旁的步道和樓梯為代表，

闡述公共空間的功能：

一、集順廟埕

臺灣傳統的城鎮，幾乎都是以廟埕為

中心，石碇村即是一例。將經濟活動的市

集與社群精神中心結合，可以取得強化聚

落核心發展的目的。就歷史的資源觀之，

集順廟廟埕呈現了如下的功能與活動：

1. 政治性功能：

臺灣地處偏僻，多數地方在清代沒有

設置官府。一般村庄往往採取自治型態，

廟宇便成了地方權力中心，廟埕亦成為官

方公布消息的場所，其延續至今，廟埕仍

然常被用來作為政見發表的地點。但是集

順廟卻很少被用來作為政治活動集會的場

小石！小石！

你知道集順廟在早

期除了是人民的信

仰中心外，還有哪

些功能嗎？
嗯～好像還是附近

居民的聚會、貨物

交易、運送等重要

地點哦！

第五篇  空間、聚落與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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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一般政治發表會等政治上的活動都在

競選總部進行，選擇集順廟作為政治活動

場所並不多見。

2. 社會性功能：

廟宇是地方的精神中心，廟埕更往往

是聚落中，唯一的大型開放空間，成為居

民喜宴、廟會等社交聚會的場所。石碇核

心地帶因有石碇及潭邊兩處活動中心，另

外還有國民黨民眾服務社、鄉公所，近期

又有石碇東街廣場等等，因此集順廟除了

該廟本身的廟會活動之外，僅廟宇坐落所

在地的周邊居民才會選擇廟埕，作為舉行

喜慶婚喪等活動的場所。

3. 商業性功能：

集順廟埕過去一度是大菁與茶等著名

貨物的交易中心，如今卻轉變為僅以流動

攤販的性質出現，廟埕周圍開店率不高，

往日熱鬧景況已不復見。歷史中的石碇曾

位居交通要道，在北宜公路興闢之前，台

北宜蘭唯一的陸路渠道即為淡蘭古道，而

楓子林渡船又是石碇、宜蘭等內心地帶聯

外的唯一的交通方式，茶葉及民生用品均

仰賴渡船，運輸到大稻埕及艋舺，直接促

成了石碇的繁榮。據耆老指出：當時坪林、

平溪、深坑等四鄰茶商，每日清晨均匯集

於集順廟埕，茶葉每日交易量高達一萬斤

以上，集順廟是文山區商業交易的中心。

4. 交通性功能：

集順廟廟埕廣場在過去曾是碼頭貨物

運送所，以及各路車馬聚合之處。惟今日

已不再是傳統交通工具的匯集點。

5. 宗教性功能：

宗教活動，是集順廟廟埕最主要的功

能，中元普渡、仙公誕辰等活動，可以顯

見民眾信仰的力量，特別是農曆十月十五

日保儀尊王誕辰紀念日，迎尪公祭典等宗

教性的慶典，具有凝聚村民間感情的意義。

6. 休憩性功能：

集順廟廟埕為街道中難得一見的開放

空間。因此，廟埕幾乎是鄰近居民日常生

活聊天、遊樂、資訊來源與傳播的場所。

比較特別的是，早期集順廟確實具有這些

功能。不過隨著環境的改變，包括集順廟

商業性功能的弱化，近十年來各村落活動

中心紛紛興建啟用等等，無形中削弱了集

順廟在這方面的機制。

二、東街廣場

日治時期，石碇因煤礦開採，而有輕

便鐵道運煤至東街集散，再由輕便鐵或卡

車輸出。昭和 14年（西元 1939年，民國

28年），拆除位於石碇橋、萬壽橋之間的

輕便道，拓寬成可供貨車通行的馬路，石

碇橋前成一廣場。後因服務業需求日盛，

旅館小吃、豆腐、雜貨、茶樓分佈於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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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圍，廣場上攤販林立，成為熱鬧的市集，

是為東街繁榮發展的起點。

今日，東街改造工程已經點燃，透過

公共空間美化，希望再造廣場風貌。石碇

東街廣場公共空間美化設置計畫，係在鄉

公所、代表會及村里辦公室等地方單位與

台北縣文化局的支持下，由華梵大學建築

學系，霧裡薛溪文化工作室於民國 89年 7

月規劃，並經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審核

通過。其經半年多的時間施工，截至民國

90年 8月已完成設置並經勘驗。此項計畫

主要目標，在於透過以在地居民為使用對

象的參與式設計，針對東街廣場鋪面作為

所有美化行動的第一步，更以其他如「石

碇石」解說牌的設立，廣場噴泉與街道傢

俱設施、休憩公園美化、夜間照明設施等

實質設置進行空間的銘刻，希望能因此喚

起居民的集體記憶，達到復甦東街豐富人

文歷史特質的目的。

▼

西元 1941年 (昭和 16年 )礦業勃興下石碇東街榮景

 （翻攝自石碇鄉誌，2001年 10月出版）

▼西元 1961年石碇西街街景

  （翻攝自石碇鄉誌，西元 2001年 10月出版）

第五篇  空間、聚落與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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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道旁的步道和樓梯

石碇村的發展過程與河流緊密相連，

其位置正好位於崩山、烏塗二溪交會點，使

得當地發展成為人河關係非常密切的聚落。

事實上，過去尚未接通自來水管之前，當地

居民的飲食及生活用水，即完全仰賴這二條

河流。因此，溪的沿岸可以明顯見到取水用

的步道及樓梯，直到今天，石碇東、西街仍

保有這些取水設施。其功能如下：

1. 增加民宅與水岸的連結。村民常在溪中

洗滌日常衣物、餐具，在自來水未啟用之

前，居民飲用水也都依賴溪水，其重要性

不言可喻。

2. 提供村內更多的視覺角度。東西街民宅清

一色均是背山面河，景緻宜人，頗具視覺

效果。高低建物，層次分明，青山綠水俱

在眼前，就視覺上的延伸有一定效果。

3. 不見天街連接著東街廣場，其藉著明暗空

間的轉換，形成新的活動空間。事實上溪

畔的不見天街既可遮陽又可避風雨，因而

成了當地人們聚集、交易與傳播訊息之地。

4. 提供居民一個休閒動線，常可見到有鄉民

於溪中捉魚，釣魚、戲水，直到今日仍可

見到這樣的情景。

第三節  民宅建築中的私密生活

 建築是人類生活習慣的具體表現，相

較於公共生活空間，家居生活係社會生活中

較為私密的一環，真正能代表地方色彩的

是該地的住宅建築。石碇地廣人稀平地少，

水源充足，除了潭邊村、石碇村、中民村與

豐林村部分人口較為集中、因而形成市街的

居住型態外，其他各村落多屬於散村的聚落

型態；石碇除了盛產茶葉外，一度亦盛產煤

炭，茶農與礦工生活形態迥異，亦皆有各自

適合私密居住空間。例如茶農除了擺置製茶

工具的空間外，住宅之前更留有曬茶用的院

埕。礦工則有形式較為統一的工寮以供居

住；近年來，由於營造方式的轉變，各個家

戶紛紛建起了現代化的公寓，老街的街廓加

上現代化的公寓，為石碇的民房建築形態增

添色彩。

小碇妳知道嗎？

聚落會因為地形與人

口的關係分成集村和

散村呢。

嗯！潭邊村、石碇村、中民村

因為人口較多，所以形成了市

街型態的集村，而其他種茶、

務農的居民則多屬於散村的聚

落型態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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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石碇的古道

第一節、步道的由來與發展

一、步道與文史

步道本身除應提供交通運輸、生態旅

遊、自然體驗、環境教育、休閒遊憩、與

景觀欣賞等機會外，還需具備台灣地區自

然人文資源或景觀美質的代表性。

一條路的出現，通常是兩個不同地域

之間，族群相互往來，或是經濟、戰爭、

探險等等不同背景因素，因而出現的交通

動脈；在人類變動萬端的歷史裡，每一條

交通動脈也都有它的生命，隨著各種機緣

的關係，有著長短不一的年歲。有些路從

遠古時代迄今，依舊是熱絡的孔道；有些

路卻因環境改變，逐漸喪失了原有的功能，

進而消失。

而台灣古道具有人文之歷史道路，不

僅兼具族群活動遺址，更是台灣開拓史之

見證。古道形成原因，為連接不同文化而

自然產生之步道，或是執政者為達到政經

目的而開鑿的。

古道之分類大致如下：

1. 社路 ( 原住民姻親道路 )

為原住民因獵區擴張與耕地輪作，須

改變居住地方而遷移所形成的舊部落（大

社）與新部落（小社）間，彼此之間的往

來就必須有道路以連繫。

2. 隘路 ( 隘勇路 )

古時平地人與原住民區間之交界，稱

「番界」，並設立隘寮有正兵駐守，而平

地進入山區的道路，即稱為「隘路」，後

亦成為平地人侵入山區之起點。

3. 理蕃道 ( 警備道路 )

日軍據台後，為控制山地治安及開發

山地資源，所開鑿之道路。

4. 清代古道

清朝因牡丹社事件，急於開鑿通往後

山之道路；目的為鞏固山務，鼓勵漢人開

墾，以及安撫原住民為主。

綜觀石碇轄區內著名的淡蘭古道，兼

具後 4類的交通、軍事、闢墾與產業發展

的四大功能。

二、步道與產業及社會的發展

步道的形成往往與地方產業發展習習

相關。所謂產業，本來意義是指國民經濟

的各種生產部門，有時也專指工業。後來

隨著“三次產業”的劃分和第三產業的興

起，則推而廣之，泛指各種製造提供物質

產品、流通手段、服務勞動等等的企業或

組織。可見，產業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

帶有鮮明的市場屬性。

產業指一個經濟體中，有效運用資金

與勞力從事生產經濟物品（不論是物品還

第五篇  空間、聚落與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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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服務）的各種行業。

第二節、石碇的步道

一、淡蘭古道

1. 淡蘭古道的舊貌與歷史

淡蘭古道是台灣古道之一，早期就是

人們行走的路徑，原稱淡蘭道，現稱淡蘭古

道。清代時期，是淡水廳到噶瑪蘭廳間 (現

今台北到宜蘭 )的主要交通道路，早年基隆

河航運只能到暖暖，由此處將貨物再次的

轉運，先人循著早期凱達格蘭人的路徑，攀

過「三貂嶺大山」及「草嶺山區」到達頭城。

淡蘭古道開闢於清朝嘉慶 2年，由當

時台灣知府楊延理所開闢，由於當時發生

朱一貴和林爽文亂事和屯蕃制度的實施，

相當重視北部三貂角的發展，便開築了淡

蘭古道，發展到嘉慶末年成為水圳要道，

是鄰近居民的生活經濟來源；清朝同治年

間，茶葉和樟腦逐漸成為台灣出口的大宗，

商旅和挑夫便利用淡蘭古道來往，淡蘭古

道沿線聚落也成為繁榮的街庄。

2. 淡蘭古道的分支與現況

淡蘭古道目前是淡蘭－東北角國家步

道系統的一支，淡蘭國家系統步道包含草

嶺古道、三貂嶺古道和隆嶺古道等三段，

由台北艋舺、古亭村、觀音嶺腳、深坑街、

楓子林、石碇街、石槽坑、四堵寮至礁溪

街後進入噶瑪蘭。

(1)草嶺古道

淡蘭古道系統中的草嶺古道介於新北

市貢寮區遠望坑到宜蘭縣頭城鎮大里之間

的路徑，新北市及宜蘭縣兩縣分界山為「草

嶺」，兩旁種滿了芒草，因為沒有其他樹

種故稱為「草嶺古道」；草嶺古道在夏季

時期野薑花花香漫山飄香、秋季期滿山五節

芒花盛開白色花草隨風搖曳，是東北角海岸

國家步道最受歡迎的健行路線；沿途的「澄

澈山溪」、「福德祠」、「跌死馬橋」、「雄

鎮蠻煙摩碣」、「虎字碑」、「觀景亭」、「大

里遊客服務中心」等景點，全程步行約須 3

至 4小時，非常適合全家一起踏青！

(2)三貂嶺古道

淡蘭古道中的三貂嶺古道由於台灣總

兵劉明燈曾在於三貂嶺岩壁上題詩並嵌上

金箔，稱為「金字碑」故三貂嶺古道又稱

金字碑古道，位於新北市瑞芳區，在昔日

採煤業發達的時代相當興盛，屬於大基隆

煤礦的產地，是侯硐、三貂嶺、平溪和十分

寮等地居民重要的出入道路，三貂嶺古道

由瑞芳侯硐國小起至三貂嶺大崙接 102公

路為止，三貂嶺古道全長 5公里，只需要 3

至 4個小時即可走完全程，是台灣著名的

旅遊景點。

(3)隆嶺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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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蘭古道中的隆嶺古道自福隆內林溪

至石刀鼻海邊，全程約 4公里的路程約需 2

至 3小時，據傳是早年吳沙進入蘭陽平原

開墾的路線，宜蘭著名的「隆嶺夕煙」即

位於此；隆嶺古道沿途的古榕、石屋、石牆、

石階、石棺和凱達格蘭的七星堆，另外還

有五色鳥、九芎、山菊、鴨腳木、樓梯草

和水同木等生物，大自然生態十分豐富，

也是淡蘭古道系統相當受歡迎的路段。

(4)石碇段淡蘭古道

淡蘭古道石碇段又稱「外按古道」，

因北宜高速公路（國道 5號）的興建，破

壞原來的樣貌，為保有淡蘭古道原有遺址，

由石碇區公所依原路線重新整舖，已成為

一條觀魚賞花、老少咸宜的親子步道，全

程約 3700公尺。步道上新完成的吊橋名為

「淡蘭吊蘭」，已成為石碇路標，約 100

公尺長，橋對面依山勢設置木棧道和觀景

亭。在橋上佇立片刻，視野良好，靜靜的

欣賞著石碇溪緩緩的流過北宜高速公路下

方，而碧綠的流水穿過溪中的大小石塊，

形成很多小溪瀑，美景天成。

沿著階梯進入北宜高陸橋下的石板古

道，石板道平緩好走，非常適合全家人來

此散步踏青，行走其間，不時聽到上方高

速公路上的車輛，行駛在橋面接縫處發出

的「咚咚、咚咚⋯⋯」的聲音。北宜高高

大寬闊的橋面，剛好擋住了午後烈日的曝

曬，走在下方讓人覺得心曠神怡。過了休

憩平台的小路沿著石碇溪畔的原始道路，

兩旁綠蔭蓊鬱，不時傳來溪水的低鳴和鳥

叫聲，溪旁步道旁都有豐富的生態，適合

全家大小利用假日到此遊憩。

淡蘭古道後來因為鐵公路的開通，漸

小石！小石！

淡蘭古道的發展

在不同時期有不

同的功能，你知

道有哪些嗎？

嗯！我當然知道囉！這難不倒我啦！

早期除了軍事及國防的功能外，淡蘭古

道對社群間的聯絡與發展，也有很大的

影響。到了嘉慶末年，為了開闢農田種

水稻，沿著古道開闢長達3公里的水圳。

同治年間，樟腦與茶的出口貿易興盛，

古道便成為運送經濟作物的主要交通幹

線，通行的大多是挑夫和商旅。現在則

成為適合全家踏青的健行步道哦！

第五篇  空間、聚落與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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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的失去其原有功能，除了部份為鐵公路

使用外，其餘皆隱沒在荒煙蔓草之中，淡

蘭古道現今僅存三貂嶺金字碑古道、草嶺

古道和隆嶺古道三段。

在雙溪口（永定溪與石碇溪的交會口

因而得名）下車往前不遠就會看到石碇的

大茶壺淡蘭古道的入口處就在一旁由雙溪

口至石碇老街的淡蘭古道，全長約 2公里

石碇溪畔新建紅色的淡蘭吊橋昔日的淡蘭

古道東南路線由艋舺出發經文山、深坑、

石碇、坪林再翻山越嶺至宜蘭為淡、蘭之

間的交通要道。

淡蘭古道的形成，與漢人在北台的發

展開墾息息相關。北台的開發可追溯自西

班牙人進入淡水，向內陸的發展，奠定了

之後的發展路線：一是溯淡水河而上，二

則是由基隆往內陸推進。之後荷蘭人、明

鄭以及後來的清朝等在北台的發展，雖已

有許多漢人進入，但都僅在淡水河下游平

原一代。直到西元 1684年（清康熙 22年）

至西元 1895年（清光緒 21年、明治 28年）

清朝政府擁臺之後，才真正出現了往內地

開發的跡象。

從雍乾年間以降，北台開墾進入急遽

發展的年代，延展出許多重要的交通幹道，

移墾更為快速。台北盆地於西班牙人占據

時，為連絡其根據地淡水至基隆，在北方海

岸開了一條通道，另有溯淡水河入臺北平

淡蘭古道（李水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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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開闢由淡水河北支流基隆河至基隆一

路。清領臺之後北路移墾路線，皆可說是

由此二路而來。嘉慶初年吳沙藉此入墾宜

蘭，從基隆上三貂嶺過嶺至宜蘭，形成了

淡水廳往宜蘭之重要路線，也就是現稱淡

蘭古道的北線—淡蘭孔道。而自艋舺一路

穿越石碇等地至宜蘭的則是淡蘭古道的南

線—北宜山道，文獻上原稱「淡蘭便道」，

或稱淡蘭北拳山古道（因穿越拳山堡而得

名）。

揆諸歷史，乾隆 53年（西元 1788年），

因為林爽文事件的衝擊，清朝便有興建通

往宜蘭、淡水兩地便道的想法。依《淡水

廳志》中〈淡蘭擬闢便道議〉記載，計畫

中的路線係由台北的艋舺作為起點，經過

古亭、觀音嶺腳通往深坑街，再行經楓子

林出石碇街、烏塗窟嶺、灣潭渡、鶯仔懶、

四堵寮直達金面山頭分水崙下嶺，最後由

礁溪街進噶瑪蘭城。嘉慶年間，為了要實

行屯番政策，對於北台灣的防務異常重視。

在北台灣山區陸續修建了許多山道，包括

楊廷理開鑿出由艋舺經過大坪林到達噶瑪

蘭頭圍之山道。光緒 11年，法軍侵台，清

軍曾經利用山道的便利作為部隊進出的通

路。清法雙方握手言和後，時任台灣巡撫

的劉銘傳對於山道軍備顯得更加重視。

在民亂及外患的影響下，開闢道路被

劉銘傳列為重要的施政目標。依據《台北

淡蘭古道（李水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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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志》所述，「淡蘭便道」興闢完成於劉

銘傳任台灣巡撫時，「在道路方面：除城

內道路外，為基於軍事上之要求，劉氏以

台北為中心，首闢淡蘭便道，由淡水至台

北再至宜蘭，計程百餘里，所經多係山野，

其路線一面由台北府城大南門向景尾（文

山堡），經深坑、石碇、坪林尾，越山鑿

路通頭圍直達宜蘭，一面由台北直北闢接

基淡舊路至淡水，擴張舊路路面，加設橋

樑，此兩路於光緒 11年 9月著手興工，同

年 11月竣工，此道路穿越今台北市境，實

同於今日之省道。」

3. 淡蘭古道與石碇的發展

乾隆 53年（西元 1788年），因為林

爽文事件的衝擊，清朝便有興建通往宜蘭、

淡水兩地便道的想法。計畫中的路線，係

由台北的艋舺作為起點，經過古亭、觀音

嶺腳通往深坑街，再行經楓子林出石碇街、

烏塗窟嶺、灣潭渡、鶯仔瀨、四堵寮直達

金面山頭分水崙下嶺，最後由礁溪街進入

噶瑪蘭城。此一計畫似是已知文獻較早對

淡蘭古道石碇段的詳細記載。

嘉慶年間，為了要實行屯番政策，對

於北台灣的防務及三貂防務異常重視。因

此，在北台灣山區陸續修建了許多山道，

包括有楊廷理開直達噶瑪蘭山路、達噶瑪

通判翟淦開鑿出由艋舺經過大坪林到達噶

瑪蘭頭圍山道。光緒 11年（西元 1885年），

法軍侵台，清軍曾經利用山道的便利作為

部隊進出的通路。清法雙方握手言和後，

時任台灣巡撫的劉銘傳對於山道軍備顯得

更加重視。

在民亂及外患的影響下，開闢道路被

劉銘傳列為重要的施政目標。無論就防止民

亂或軍事上的需求，開闢道路都有其必要。

淡蘭古道於是在國防與內政的雙重考慮之

下，開始受到清朝的重視。就現存的資料

而言，仍可發現有關淡蘭古道的相關記載，

不過途經楓子林、石碇到達噶瑪的資料，

大部份均與軍事及國防有關連。

除了軍事及國防的功能外，淡蘭古道

對社群間的聯絡與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

淡蘭古道的修建日期最早出現在乾隆年間，

不過真正全線修築竣工的時期，應是光緒

年間，由劉銘傳派兵修建完成的。

4. 淡蘭古道與石碇的產業及社會的發展

古道影響社會生活是藉由軍事防備而

使得區域具安全性，也才會有越來越多的安

溪人使用此交通路線湧入北拳山山區開墾，

因此古道的形成正是石碇等聚落得以成形

的主要命脈。 到了嘉慶末年，為了開闢農

田種水稻，古道在此則轉換了另一種涵意，

為了灌溉水稻，先民利用家鄉的農田水利

技術在此地開墾新的生命，由於楓子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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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水澗水源不足以種植水稻，因此必須

取自景美溪水源，所以就沿著舊時古道而

開挖出長達 3公里的水圳，此時的古道不

但具備生活空間的連結角色，更是生活經

濟來源的重要關鍵。

同治年間，樟腦與茶的出口貿易才剛

開始，同時也影響台灣本身的經濟結構與社

會結構，以楓子林、石碇兩地來說，社會經

濟不再是以種植水稻為主，取而代之的是茶

葉與樟腦，生產茶葉需要有人從事採茶、製

茶、茶師及包裝，生產樟腦也一樣。因此，

古道便成為運送此類經濟作物的主要交通幹

線，通行的大多是挑夫和商旅。

茶與樟腦的生產，使古道成為重要經

濟路線，在這樣的路線規劃下，楓子林及

石碇便成為艋舺來往噶瑪蘭間中途重要街

庄，也因淡蘭古道經過石碇而帶來石碇西

街一帶的繁榮。

位於今日石碇國小及集順廟有一處大

廣場，許多山區居民由山上將物品挑至此，

此三角地帶也因此聚集為一個中午市集，

交易熱絡人群來往繁忙，愈來愈多人往石

碇湧入開始做生意，石碇西街便有讓商人

住宿、休憩的旅店，後為改善生活品質於

是搭起竹編牆來做生意，後來改砌石牆，

建築形式為柱腳與溪谷呈 45度角的吊腳

樓，石碇西街自此成為一獨立的街市型態。

5. 石碇段古道的歷史角色變遷

從生活的角度而言，淡蘭古道在楓子

林和石碇聚落之間，扮演了促進地方繁榮

的積極角色，並影響著地方生活空間的轉

變。

事實上，古道的興建有助於石碇楓子

林與外界的聯繫，進而使得地方上的居住

安全得以維繫，可以說文山區一帶安溪人

的紛紛湧入石碇山區開墾定居，提供了有

利的條件。古道的出現，正是石碇、楓子

林聚落得以快速成型的關鍵要因。

嘉慶年間，水道的種植與農田的開闢

成了居民最切身的問題，此刻淡蘭古道原

來軍事上的角色遂增添了農業上的角色。

為了引水灌溉，農民沿著古道引取景美溪

水源，開墾出一條長達 3公里的灌溉水圳，

以解決水源問題，楓子林一代因此種植了

不少的水稻。

同治時期，台灣外銷農產品開始起步，

其中最大的出口項目係樟腦與茶葉，此時

台灣的經濟結構開始發生變化，包括楓子

林、石碇都不再以水稻為主要經濟作物，

取而代之的是茶葉及樟腦的種植與製作，

淡蘭古道於是再次轉換角色成為運送茶葉

與樟腦的交通渠道，坪林、深坑、平溪、

噶瑪蘭等地的商人多利用此一通路往返。

當時，石碇與楓子林以及坪林、深坑等地

第五篇  空間、聚落與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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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產的茶葉及樟腦，可藉由水道直接運

至艋舺，再經艋舺轉至淡水出口。

簡言之，茶葉與樟腦成為台灣及地方

出口的重要產品後，淡蘭古道的角色遂從

軍事與農田水利轉成輸送茶葉與樟腦的經

濟要道，而楓子林與石碇正好位於艋舺往

來噶瑪蘭之間的中途站，無形之中也提高

了其重要性。

6. 細細咀嚼淡蘭古道的生活故事

光緒年間，楓子林「林全記商行」運

貨記載，清晨 2點從楓子林出發至板橋江

翠（今光復橋附近），等到退潮後再順流

而下，早上 9點前可到達大稻埕；回程則

是利用漲潮的時候返回江翠，再藉著人力

船到達虎穴口並夜宿於此，翌日下午 2點

由深潭進入楓子林。

由深潭進入楓子林後，岸邊的楓子林

與溪谷間的高低落差不小，必須沿著深潭

邊的石階才能爬上楓子林，而楓子林正是

貨品集散地，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商旅雲集

的市集。從楓子林順著水田而行可以經過

古圳出水的地方，而水圳進入楓子林的地

點，就在雙溪隧道口對岸。沿著古圳往上

溯行，一路會經過冷飯坑－碰碰嶺（今稱

新崩寮）－牛渡潭－牛潭渡－黃耆公（黃

曲公）－石刀，最後抵達石碇西街。

以地名而言，或許就可領略到居民對

生活空間中事物的感受。「新崩寮」舊地名

「碰碰嶺」的形成，及涵納了居民對於古

道溪流生活的寫照。由於此地有巨石阻隔，

古道和水圳都須避開巨石而過，挑夫來到

此地則因地勢蜿蜒而放慢步伐，但行走時

仍不免有碰撞聲發出，所以原來的地名被

稱為「碰碰嶺」。

「冷飯坑」的命名亦是如此。昔日往

返坪林深坑平溪與石碇的挑夫商旅，由楓

子林挑送貨物到此，由於有天然的遮蔽可

供乘涼，多會在此停留休息、吃飯，但因

便當早已在路途中冷掉，只能吃冷飯，故

此地即以冷飯坑為名。

「牛渡潭」、「牛潭渡」則表現出農

業社會對於溪水生活的紀錄。以往，農家

均需豢養水牛，而便橋只能過人，人偕牛

隻過溪時，只能渡溪而過，此地因此被稱

為牛渡潭。

小碇小碇！

妳看看這裡有一些有趣的地

名，像是碰碰嶺、冷飯坑、

牛渡潭，每一個地名都有一

段有意義的故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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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耆公」則反映了人們心目中對於

客死異鄉的人的一種敬畏。傳說，此間有

一位黃氏商旅，經過此地不慎被巨石壓死，

人們為了安撫意外死亡的人，遂以其姓氏

命名。

「石刀」則承載了人們對於自然環境

的觀察與體驗：因巨石邊潭深如淵，行經

此地萬一不慎失足，可能就會有悲劇發生，

可說危險如刀，故稱為石刀，以警示過往

此地的人。石刀處可見「張勇收路打石刀」

的碑文，除記載張勇係開鑿石刀整理古道

之人外，亦追思了其開墾古道的功勳。

7. 楓子林圳營造過程

淡蘭古道的形成，係由山路小徑逐漸

轉變而來。光緒時期，古道的修築、開通

有效地串連起石碇與楓子林，古道因此成

為兩地聯絡的重要路徑。與其他古道相較

下，石碇古道段的修築，困難度最高的是

水圳的構築。嘉慶年間，住在深坑烏月的

陳金瑞，曾以價金向原住民地主承租土地，

其範圍北至雙溪口，南至猴山坑，東至景

美，西至二格分水崙，面積相當於深坑鄉

的三分之二面積。其目的在於興築楓子林

圳，以灌溉楓子林地區面積廣達 20餘公頃

的水田。

楓子林圳長度約 4公里、寬 2尺、深 4

尺；出水口直徑達 40公分。此一工程，困

難度頗高，整條水圳沿著景美溪，順著山

腰往上游行走，經過之處，大部分是蜿蜒

不規則的山坡，凹凸不平必須剷平或予以

修補，工程的艱辛可想而知。

古道水圳工程竣工後，楓子林水田開

墾、灌溉的問題得已順利解決；古道也因

此顯得平整易行，往來石碇、楓子林的人

從此增加許多。水圳工程的完成，不僅解

決了楓子林一帶農作物的灌溉問題，對於

地方聚落的交通與社會組織也都產生了不

小的影響，宗教信仰一致的安溪移民，在

石碇西街建立了集順廟，廟埕更成為居民

議論公共事務之處，並在後來成為茶葉交

易中心。水圳工程，使得楓子林的生活空

間，延伸到石碇西街，原為各自獨立的聚

落從此打破了其既有的藩籬，加上水圳工

程的維護，使楓子林與石碇之間的交流有

了新的契機。

8. 石碇古道的特殊形態及生態空間

由於水圳開鑿面臨的難度不同，所用

的施工技法也有所差異，溪邊沿線的古道因

而呈現為不同的形式與生態空間：

(1)沿景美溪旁巨石開鑿而成的古道與

水圳，以石刀為代表：此類空間開鑿的工程

費時費力，2尺寬的道路僅能容納單人，要

錯身而行相當不易。由於比較沒有受到直接

的破壞，迄今仍可清楚見到其原有的面貌。

第五篇  空間、聚落與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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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安步道的舊貌與歷史

位於北宜公路上的永安里，在清嘉慶

年間，為了因應淡蘭古道的開闢，而使諸

多為求生活的泉州安溪人開始移入此地種

茶煮腦而形成多個聚落，是因應淡蘭古道

的開闢而有漢人移入。而自日據時代明治

38年（西元 1905年）時，行政區確立以來，

便一直隸屬於小格頭庄下，在當時便轄有

現今構成永安里之規模的直潭、塗潭、水

底寮、小金瓜寮、十三股、柑腳坑、獅仔

頭坑等小字聚落；到了大正 9年又被改劃

入石碇庄的小格頭下。戰後民國 35年（西

元 1946年）時，便獨立設村，並採水底寮

作為該村的大字名（即水底村，仍隸屬於

石碇之下），到了民國 55年（西元 1966

年），時任村長－林新添因認為水底一名

不雅，而改採具吉祥之一的永安為其村的

新村名；到了民國 99年（西元 2010年），

隨著台北縣升格為直轄市，而改名為石碇

區永安里至今。

現今的永安里，除轄有上述的小字聚

落之外，另還轄有源自碧山村的石硿子、

乾溝、後坑子、火燒樟、天車與半天寮等

小字聚落。該里因位於翡翠水庫的水源保

護區以及水源用地之內，因此其聚落內部

的大部分區域都已被水淹沒，此外，位於

水庫下方，另還有一村落－碧山村，因興

(2)石砌的水圳空間：古圳上最多的是

此類建築空間，其以當地石材砌成，提供

了較佳的親水性。今日保存較完整的地方，

主要在黃耆公一帶。

(3)木結構的便橋與水圳：西邊的山緣

並非完整無缺口，遇到山澗之處則須搭便

橋以利通行。可惜此類木橋不是改建就是

已經毀損，如今已消失殆盡。

古道沿著溪邊而行，具有豐富的自然

生態。水圳啟用後，不少的生物即進駐其

中，例如蝦、青蛙、鱔魚及毛蟹等等。其

中，毛蟹破壞性十足，喜歡在水圳上鑽洞，

每每導致水源流失，其嚴重者，水甚至竄

流到水圳沽底，往往使得山坡有崩塌之虞。

值得一提的是，水圳生態空間形成後，此

地慢慢地成為孩童遊樂嬉戲之地，石碇的

孩童經常在此戲水捉魚或青蛙，因而沉澱

出一段美麗的童年記憶。

簡言之，淡蘭古道的開闢，對石碇楓

子林的經濟發展、聚落社群關係以及生活

型態等，都有十分深遠的影響。淡蘭古道

係前人的智慧結晶所留下的財產與成績，

如今水圳乾竭，古道多數地段多已荒蕪，

自然生態也在人為的破壞下逐漸消失，古

道水圳上優閒自在的生活，是否會因此走

入歷史？值得大家一起來關心。

二、石碇永安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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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翡翠水庫 (民國 74年，1985年 )，而致

使其被廢村，並將原有的區域也一併劃入永

安里。目前，由於水源保護區的劃設之故，

而使永安里的房舍和田地都被限制開墾與限

建。該里近年因千島湖的景點爆紅之故，常

有遊客湧入此地。

永安步道的前身是沿著水庫舊保甲路

所改建之步道，前段是由石板舖設而成，

後面則為原始土徑，步道沿途不僅綠蔭叢

叢，涼風徐徐，蟬鳴聲不絕於耳，而且全

程平緩沒有高低起伏，是近幾年來親子共

遊的好地方。

2. 永安步道的現況

永安步道位於石碇區永安社區，由北

宜公路台九線 27公里勝安宮牌樓進入塗潭

道路，再行駛 2.4公里即可抵達永安景觀步

道，永安景觀步道是沿水庫舊保甲路所建之

步道，全長 1050公尺，前段以石板鋪設長

475公尺，後段為自然土徑，此步道環翡翠

水庫所在的北勢溪而修建，全程綠蔭遮蔽，

行走其間平緩舒適，景色怡人，尤其是塗

潭道路前段種植的落羽松樹葉顏色隨四季

變化，風情萬種。

步道北口位於彎道上，附近道路狹窄，

沒有停車空間。幸好是非假日的清晨來訪， 

沒有任何遊客，很快找到一處路旁勉強可

以停車。一進入永安景觀步道，景觀便不

同凡響，山坡茶園延伸至溪谷，北勢溪遠

遠緩流而來， 河流如湖泊，倒映山影，湖

色如翡翠般碧綠。

永安景觀步道沿著北勢溪的山腰，通

往塗潭的樟園，全長約 1.1公里。這條步道

是昔日的保甲路， 日治時代的《臺灣堡圖》

（西元 1904年），即繪出了這條山路，可

說是一條百年古道。

步道前面 400公尺已鋪石板，過第一

座木橋之後，步道變為泥土路，維持自然

風貌，頗有古意。 沿途共有四座木橋跨越

小石！小石！

你知道保甲路是

什麼呢？

嘿！嘿！這我知道。

保甲路是早年鄰里間慣走

的橫越道路，保正是日治

時期的里長或村長，他得

負責橋樑道路的維修整理，

所以越嶺路或村里間連絡

出入的道路，在早期被稱

為保甲路。

第五篇  空間、聚落與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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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溪溝，步道迂迴腰繞於林間，有林蔭遮蔽，

走來舒適，北勢溪則被樹林遮蔽， 若隱若現，

只有來到林間開闊處，才又見湖景美色。 由

於路況好，步道平緩，還不到 20分鐘，就輕

鬆抵達步道的南口。 步道簡短好走，又風景

優美，是一條適合台北人散心散步的路線。

沿著產業道路往下走，約三分鐘，抵達溪

岸的小聚落，有一間荒廢的石頭厝。 這裡的

地名「樟園」，因昔日有樟樹林而得名。附近

有小徑通往溪岸的竹筏碼頭，不過已設置鐵絲

圍籬，禁止遊客進入。 因為永安景觀步道落

成之後，帶來遊客，所以翡翠水庫管理局不得

不在溪岸設柵圍籬以避免水源地遭到汙染。

由於永安步道為林蔭步道，因此蕨類植物

隨處可見，亦可觀察許多在平地較為罕見的各

種植物。

3. 永安步道與石碇的產業及社會的發展

永安聚落的居民，自移入以來即是以種茶

為業，茶葉在清末淡水開港通商的時代，是促

使北台灣崛起的關鍵作物，而原本其在日據末

至戰後曾經沒落一時，但在石碇淪為大台北都

會區之邊陲的年代，其又重新被發掘出並作為

當地居民主要的收入來源。

三、 結語—古道與石碇的過往與未來

發展

21世紀，將是屬於「地方」的年代，是

台灣地方鄉鎮展開激烈競爭的年代。石碇區

永安步道（李水德攝）

永安步道（李水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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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北盆地的東南邊緣地帶，北與汐止區為

鄰，從西北方至西南方依序分為台北市南港

區、新北市深坑區、台北市木柵區、新北市新

店市相接鄰，南方五九平方公里的地表上，散

落著 12個大小不一的村落。全區境內遍佈丘

嶺及中級山岳地形，海拔高度平均為 500公尺，

山勢陡峻使得沖刷地形相當普遍。區內河川由

於曲流發達，自然形成大大小小的河階地，而

為聚落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的空間基礎。相當複

雜的地形雖造成境內可利用的土地不多，但卻

也形成了獨特的景觀風貌，尤其配合著北台開

墾過程中所積澱的相關人文歷史遺產及古道，

更將是未來石碇區突出地方特色的重要資源。

石碇雖然開發較晚，但仍具有豐富的歷史

文化資源。除了眾多開發過程所留下的故事、

傳說與老照片外，這些歷史，或多或少以空間

的形式流傳到了今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淡

蘭古道支線在楓子林至石碇西街尾節一段，隨

著古道重新整修完成，保存了不少的遺跡，同

時石碇通往汐止等地的古道也頗多地方難能可

貴的歷史遺產。

面對著 21世紀嶄新的局勢，石碇區雖然

也面臨地方產業沒落及地方人口老化內的課

題，但區內步道及古道資源卻成為吸引著眾多

觀光客前來的重要因素。週休二日的生活習慣

及老年社會的形成，石碇區內的自然景觀與步

道資源將成為石碇區的最佳代言人 !

永安步道（李水德攝）

永安步道（李水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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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石碇的著名景點

第一節、石碇老街

石碇位在石碇溪與烏塗的交會點，很

早期即開始發展，昔日皆以種植包種茶起

家，亦是坪林、深坑、雙溪一帶茶葉的集散

地點，自從北宜公路開通後，石碇地位即被

坪林取代，市街因而中落。在石碇老街中以

石砌橋墩所搭成的萬壽橋劃分了東西兩街，

西街的發展較早，多半房屋皆是土桷厝，高

度甚高，還有三層樓的房子相連可見當年盛

況，目前東街的人口比例日趨西街多了，並

逐漸取代往日的西街，為石碇區最繁榮的地

方。 

這裡特殊的吊腳樓建築，以及不見天

街，都是遊客必到的景點。老街裡的百年老

鐵舖，叮叮噹噹的打鐵聲，則為老街更添一

份古樸的風采。石碇東街是目前全台灣碩果

僅存的不見天街，房屋就懸空在河床上方，

僅靠柱子支撐，仔細一看，原來石碇的房子

均是採用當地溪石所建蓋而成，石碇里以東

街、西街最能顯現石碇昔日的繁華風貌，由

石碇溪萬壽橋往西為西街，向東則是臨烏塗

窟溪興建的東街；西街是最早發展的街道，

為運輸茶葉的輕便道路，沿街多半為土桷厝

建築，高達二、三層樓，是當時熱鬧富裕的

象徵，目前石碇國小前的集順廟廣場，則是

當年茶葉批發的集散場所，里內並擁有百

座廟宇，堪稱為是全省廟宇最多鄉鎮。       

老街入口設置了廣場，命名為「石碇

之心」，開設露天咖啡廣場，小廣場上闢

有溫泉、區流造景，並進駐吧檯、露天咖

啡座，閒坐於此，看遊人在老街與溪谷小

橋上穿梭，別具趣味。
西街（李水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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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街（李水德攝） 石碇老街（李水德攝） 石碇之心（李水德攝）

東街（李水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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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豆腐（李水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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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老街上的美食

石碇的「王家豆腐」已有百年的歷史

了，由於石碇擁有良好的水質，加上王氏

豆腐店堅持用古法製作豆腐，因此做出來

的豆腐不僅香醇，更無添加不必要的人工

原料，讓黃豆的香氣與原味自然散發，形

成一塊塊迷人好吃的豆腐。不少的人為了

王家的豆腐來到了石碇這個小鎮。王家除

了供應豆腐，假日也賣起了豆花、豆漿，

讓小鎮裡飄著豆香味。

「福寶飲食店」以道地台灣料理聞名。

不論假日或平日總吸引無數遊客慕名而來。

招牌料理以「白斬雞」、「豆腐三吃」、

「三層肉」出名，由於石碇是深坑豆腐源

頭，這裡的豆腐取用石碇純淨的山泉水和

傳統手工方式製作，因此味道略帶點焦味，

烹煮後更有風味！除了餐飲，老闆經營的

茶莊，至今傳承四代，熱情的老闆娘泡茶

技術一流，名聞遐邇的特產文山包種茶和

熟果甜香的東方美人茶便是出自這裡，到

石碇來，除了品嚐美味料理，不妨也順道

來這喝上一杯好茶。

第三節、東街

東街昔稱內月仔，它是後於西街〈中

埔〉發展的。清朝石碇開發早期，石碇當

時是茶的買賣，集散地很熱鬧，石碇因為

腹地小，便有人開始往東街居住，帶動了

東街的發展。以後大家就堆高起來蓋房子，

道光年間形成小街市。過去這裡大概有 30

人以上的挑夫，很熱鬧，日用百貨每樣都

有，大家都要到石碇來買，因此又叫做「小

迪化街」。坪林來石碇，或是臺北要去坪

林、宜蘭的都要經過這條街。這裡特殊的 

「吊腳樓」建築形式，是居民為解決腹地

狹小所發展出來的。在東街內形成特殊的

內街稱為「不見天」，是昔日東街商家進

行交易買賣的地點。

第四節、百年石頭屋

在石碇東街的街道裡有著近百年歷史

的老屋，相當具有早期的石碇特色，裡面

有相當多的石器以及古老的製藥器材，讓

您可以體驗一下從前人生活在其中的感覺。

石頭厝約民國前 6年建造左邊兩邊，右邊

（廚房）則是數年後再建造完成。

第五節、吊腳樓

來到東街第一個映入眼簾的是這裡最

特別的建築，過去在山區，人們為了把房

屋建築在理想的地方，有時不得不將建築

的一部份懸空撐起，所以石碇東街靠溪側

的房子都用柱子支撐起來，由日據時代保

留至今，成為別具特色的建築。這裡特殊

的吊腳樓建築形式，是居民為解決腹地狹

小所發展出來的。

第五篇  空間、聚落與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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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石頭屋（李水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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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腳樓（李水德攝）

第五篇  空間、聚落與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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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街溪中巨石（李水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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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街溪中巨石 (李水德攝 )

 第六節、東街溪中巨石
橋下有從前沒有橋的時候所渡河留下

的巨石也是相當難得的景象，假日休閒時間

的話，可以來這邊體驗一下這邊的美景喔。

第七節、遠光打鐵店

位於石碇區的遠光打鐵店，是台灣僅

存的傳統打鐵店，從事打鐵行業已有 35年

的老闆葉德茂表示，此店自祖父開始經營

至今，具有一百多年的歷史。遠光打鐵店

遠近馳名，有不少媒體及許多名人前來，

採訪參觀，像前總統陳水扁、前台北縣長

蘇貞昌等，皆曾到此參訪，而老闆對自己

的作品所展現的自信，亦是此店遠近馳名

的原因。

話說以前台灣還處於農業社會

時，不管生活工具、農耕器具，

很多用具都要靠打鐵店製造。在

現代工業社會中，我們不再需要

自己耕作、生活有方便的電器、

工具也都靠機器生產，所以就不

太需要打鐵店為我們手工製作這

些器具，打鐵技術也漸漸失傳。

咦！

打鐵店是做什麼的啊？

為什麼現在都沒有看過呢？

▼

▼東街溪中巨石（李水德攝）

第五篇  空間、聚落與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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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碇妳知道在打鐵店爐火

上方供奉著神位，這是在祭

拜什麼神明呢？

嗯！在爐火上方供奉的是爐公

先師的神位，相傳爐公是三皇

時代人，姓胡名靖，他奉女媧

娘娘之命研究護火煉鐵之法，

所以後世尊稱為爐公先師，是

打鐵工等鑄造業的守護神，每

年農曆四月十三日為其聖誕。

遠光打鐵店（李水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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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西街

石碇西街為石碇地區主要發源地。早

期西街居民以大菁為主要經濟產物，在染

布業發達時期，石碇西街上出現許多染坊，

各家門前羅列一排排的染布大桶。 繼染布

業之後，石碇西街的繁榮得力於茶葉的交

易，當時的茶葉交易主要集中在集順廟與

石碇國小前的廟埕廣場。石碇茶葉盛況臻

於頂峰時，石碇、汐止與竹東同被列為當

時臺灣的大茶市。當時的石碇茶市位於集

順廟前的廣場，各地茶農湧來採購，廣場

上常擠的水泄不通，較晚到校的學童甚至

進不了校門。後來石碇西街由於煤礦的發

展，茶葉的沒落，漸漸地發展重心便轉移

到石碇東街。現在的石碇西街仍然遺留下

集順廟、石頭屋、老樹與舊有的街道形式，

成為具有文化內涵的歷史性老街。

第九節、石碇淡蘭藝文館

石碇自古以來就是東方美人茶重要產

區，同時也有種植文山包種茶，成為臺灣

地區三大茶市之一。而在臺灣煤礦業興盛

時期，石碇也是北臺灣重要煤礦產地，如

今礦業雖然沒落，不過仍遺留許多遺跡。

石碇淡蘭藝文館，除了展示在地鄉土文化、

生態產業，同時提供地方文史團體與藝術

家一個展演空間，而後這些藝術家聲望日

隆，展覽室內的作品也跟著水漲船高，來

參觀的人日益增多，成為石碇地區著名的

觀光景點。

石碇淡蘭藝文館（李水德攝）

第五篇  空間、聚落與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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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烏塗步道

烏塗溪步道位於新北市石碇區烏塗溪

旁，步道沿溪而建，由花崗岩及南方松鋪

設而成，是一條沿著溪畔而行的平坦石板

路。從石碇國小出發，沿著烏塗溪的左岸，

經摸乳巷、溪邊寮，終點抵達烏塗窟，全

長 2公里，步行時間約一個小時。沿途可

欣賞溪流、奇石、觀魚，溪旁各種樹木植

物種類豐富，是一個十分適合踏青或健行

的好地方。

1. 步道入口

烏塗溪步道入口，可從石碇國小校門

口與集順廟之間的巷道進入，巷子裡的校

牆上有石碇國小慶祝校慶百年蒐集的老照

片，可以一睹早期石碇公學校及石碇小鎮

的風貌；也可以從石碇的碇格路（北 47鄉

道起點）旁的烏塗溪觀景橋穿過去，過了

景觀橋後往左走即是烏塗溪步道。

步道入口，右側為石碇國小圍牆

從景觀橋上可以欣賞烏塗溪下游河床

的巨石，還有佇立於橋旁溪谷中的一座運

煤橋遺跡。這座運煤橋，僅存磚石砌造的

橋墩殘跡，橋墩上重鋪了一小段運煤台車

鐵道，及一位礦工推著煤車的雕塑景觀，

以保存石碇採煤的歷史記憶，也成為石碇

重要的地標。橋上立有導覽牌，娓娓道出

台灣黑金（煤礦）的興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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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塗步道入口（李水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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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烏塗溪橋橋墩

北宜高工程，歷時十幾年，穿越雪山

山脈，被譽為工程奇觀，而這一根根的如

石中劍的巨大橋墩，就成了北宜高代表性

的工程奇觀之一。導覽解說牌提及，矗立

於烏塗溪畔的這根橋墩高達 65公尺，曾經

是台灣最高的一座橋墩。

步道旁橋墩的水泥牆上，有石碇當地

藝術家楊敏郎的作品「龍蟠巨石護河川」，

並題有「石碇山城聞蛟聲」、「烏塗溪畔

指鯉影」等詩句。

喔喔喔…好高呀！矗立於烏塗

溪畔的橋墩高達 65 公尺，曾經

是台灣最高的橋墩，現在台灣

最高的橋墩在哪裡呢？那為什

麼橋墩要蓋得那麼高呢？

目前臺灣公路最高的高架橋是台 24 線的霧台谷川大橋，橋墩高達九十九公尺，約

三十三層樓高；第二名是國道 6號國姓交流道，橋墩高達七十二公尺，相當於二十四

層樓的高度；排名第三的是國道 5號烏塗溪橋，橋墩高度為六十五公尺；排名第四的

是五楊高架林口段，橋墩高度為四十公尺，約相當於十層樓。

全世界最高的橋墩，是位於法國 A75 高速公路的米約高架橋，墩柱高度有二百七十

公尺。

為何現代的橋梁要愈蓋愈高？原來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克服地形的障礙。早年開路，

遇水築橋；現代開路，路見不平也築橋。以往開的路受限於工法技術，只能順應地形

來建，遇到山谷，路跟著轉彎；遇到陡坡，路也跟著走陡坡。其實要克服這類地形就

是蓋一個比較長、比較高的橋就能減緩坡度，所以現代工程中的橋梁，除了跨越基本

的溪谷外，也具有渡板的作用，可用來克服地形障礙。

資料來源：《逐路臺灣：你所不知道的公路傳奇》

呵呵呵！

小石……讓我來說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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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塗溪橋橋墩 (李水德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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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板根 (幹花榕 )

(李水德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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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乳，農夫挑運農產品經過時，一隻手必須

挑著扁擔，而另一隻手則會抓著石乳保持平

衡以避免失足而跌落溪谷，這狹窄的山壁小

徑，當時就被戲稱為「摸乳巷」，後來才將

「摸乳巷」當成這裡的地名。

第十二節、大板根

步道途中的一棵大板根，高大蓊鬱，

是屬於桑科的幹花榕，位於步道旁，板根相

當發達，令人驚艷，是烏塗溪步道著名的地

標。大板根樹形狀十分特殊，常吸引到此遊

客佇足拍照。

第十三節、摸乳巷

石碇北 47鄉道尚未打通以前，烏塗溪

附近緊鄰山壁，其中有一小段的山路非常

狹窄，經過時一不小心就會跌落溪裡，而

剛好山壁這裡有兩顆突出的石塊，宛如一對

摸乳巷 (李水德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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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節、溪邊寮

觀其意應是早期居民在溪邊搭建簡易的草寮或木寮所致，幾間簡陋的草寮臨溪而

建，來往路過或附近就以貼切的現實景物喊叫「溪邊寮」而來。不過現在已看不到簡陋

的草寮，溪邊寮溪邊有幾間隱身於花木扶疏內的別墅，或許就是以前溪邊寮的前身吧。

溪邊寮 (李水德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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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節、烏塗窟

烏塗窟是石碇與小格頭之間較大的一

個山中聚落，這裡也是昔日淡蘭古道大格

門路線經過的一處聚落，至今公路旁仍有

密集二、三十戶人家，臨馬路的房子都已

翻成樓房，僅存一間紅磚瓦屋的老房子，

侷窘在兩棟樓房間，可以讓人想像當年的

聚落舊貌。

至於烏塗窟的地名，

也頗有趣。烏塗，台語發

音是「黑土」的意思，根

據石碇鄉公所資料，當地

人說，因為這裡的水窟混

濁，所以被稱為烏塗窟，

這裡會水澤汙濁，可能是因為煤層外露造

成的，但也有人說是因為早期村民以打獵

為生，獵物以鳥類居多，居民殺烤鳥隻來

吃，所以這裡被稱為「鳥屠村」，後來演

變成「烏塗村」，這種說法，就有點穿鑿

附會了。

   

烏塗窟 (李水德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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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節、二格公園

二格公園座落於本里東南方格頭村內，

位於該里之西側，從新店北宜公路起算約

23公里處，正於該路之路旁，車輛來往頻

繁，為本里之重要觀光景點之一。 

因地處山明水秀之格頭村，公園旁依

傍著風景秀麗的翡翠水庫與鳥語花香的烏來

區相望，並依附著二格山系與臺北市文山區

木柵貓空茶園相鄰，景緻怡人，詩情畫意，

常使遊客絡繹不絕、流連忘返。

公園上杜鵑花開艷麗，櫻花夾道盛開

非常美麗；因位置約處海拔 550公尺左右，

空氣清新，本園為里民晨間活動及鄉外遊客

登山活動之休憩地。該園上有涼亭供遊客乘

涼，步道是賞櫻賞鳥的好去處，晨觀日出，

午觀日落，平日終年濃霧籠罩，宛如仙境，

同時亦是觀賞雲海的好去處。

二格公園 (李水德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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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茶園 (王思婷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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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節、八卦茶園

步道位於北宜路 27K下往塗潭道路 3

公里處，是沿水庫舊保甲路所修之步道，

以七彩岩石板鋪設，後段保有原來樣貌，

景色怡人，全長約 1公里。因地形特殊使

茶園井然有序自然呈現為八卦景色。因持

有八卦茶園的美喻，而其優美的景色也成

為婚紗拍攝及電視劇拍攝之著名景點。

茶業為石碇區重要產業，永安里為主

要產地之一，主要生產文山包種茶及東方

美人茶；茶類品種繁多，除青心烏龍外，

尚有武夷、大葉水仙、青心大冇、12號金

萱、13號翠玉等新舊品種，是一個豐富的

茶葉品種生態區。 

八卦茶園 (陳瑞霜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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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節、格頭雲海

本地因為四周群山環繞，當太陽照射時，積存在樹林間的水氣蒸發

成雲霧，像一堆白色的浪花在青山翻騰，形成雲海的景觀。本地欣賞雲

海的地方很多，其中以位於北宜公路上的小格頭一帶最為出名。由小格

頭向北望玉桂嶺等山，山巒突出雲層之上，只要天氣稍有變化，整個山

巒就沉入雲海之中，好不壯觀，與台灣其他觀賞雲海之景點相較，海拔

低與出現頻率高是其特色。 

格頭雲海 (王思婷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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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節、翡翠水庫  
翡翠水庫為臺北地區公共給水長期水

源的開發計劃，於民國 68年 1月核准實施，

施工期間共為 8年，至民國 76年六月全部

完成，供水區域包括臺北市以及新北市的

新店、永和、中和、三重及淡水、三芝等

地區。 水庫壩址位於新店溪支流北勢溪下

游，距臺北市約 30公里。水庫最高常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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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高為 170公尺，總蓄水量 4億 6百萬立

方公尺，可滿足計劃目標年民國 119年各

項用水標的之需水要求。 水庫主要以供應

自來水為目標，防洪不視為水庫功能之一，

為充分利用水資源，附帶設置裝容量 7萬

仟瓦之發電廠。

翡翠水庫 (王思婷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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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水庫 (王思婷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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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節、千島湖

位於新北市石碇區永安里，民國 69年興建翡翠水庫 ,

使當時碧山村全數遷村，永安、格頭二村部份成為集水區 ,

使部份居民遷離原居住地，民國 76年水庫興建完成，因集

水加上原來地形地貌，因而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景色，有

如浙江省的千島湖樣貌，近年走訪遊客取名為千島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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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島湖 (王思婷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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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節、皇帝殿

皇帝殿位於石碇區，由於山區之地

質年代尚屬幼年期，故多懸崖深壑、尖

石插天等特殊景觀，其中永定石霸尖直

指石碇，直線距離就有４公里長，是難

得的岩場。東峰標高 593公尺，西峰 560

公尺，天王峰（中峰）562公尺，天王峰

剛好位於這條脊稜的中間位置，山頂插

著書有「天王廟」三個字的黃旗。本區

山勢雖都不高但北向視野極佳，在晴天

之時朝北可以望見四分仔尾山；朝西北

更可遠望七星山及磺嘴山。 

皇帝殿名稱之由來乃得自於稜線下

方的天王廟，而「皇帝殿」即為天王廟

之別稱。整體而言這整條稜脊幾乎都由

巨大的岩塊構成，其稜頂之瘦狹有如刀

削斧劈，並有多處巨岩裸露寸草不生。登

臨其上有如憑空御虛，兩邊毫無可供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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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之物，真可謂驚險刺激。更有多處稜

脊之狹僅容單人通行，有人甚至不敢直

立而行，以臀當足，騎在稜線上慢慢施

展「乾坤大挪移」之絕招，往往造成大

塞車，整條稜線上都是人在排排「騎」，

從山下望之有如整排螞蟻緩緩蠕動，所

以才有「螞蟻過門檻」之謔語來形容之！  

皇帝殿的山徑頗陡但路程不長，除

稜頂外全程皆在樹林之中，就算是炎炎

夏日亦無日照之苦，加上精彩的稜線，

每逢假日總是遊人如織，甚早即成為新

北市境內的熱門郊山之一。近年來為了

登山者的安全及方便，本山區已開闢為

「皇帝殿風景區」，各項公共設施多有

建設，除了山下道路拓寬之外，登山口

亦設有停車場及公廁，而原本的登山小

徑也大部份都改鋪為花崗岩步道，致於

部分的危險路段也都加上鐵鍊繩索以確

保安全。

第五篇  空間、聚落與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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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殿主峰 (由石碇高中校長劉秀汶提供 )

皇帝殿西峰登山口 (李水德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