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三 篇

石碇產業發展



8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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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產業發展沿革 
「產業」係指人類與環境互動，所創

造出符合該時空人類需要的價值。當產業是

符合需要的，是符合當代價值觀的，在與

整體條件搭配後，該產業便會興盛。這些

條件包含：自然資源的有無、人造設施的

存廢、人口組成的消長、文化族群的好惡、

文明發展的興衰⋯⋯，其間更存在互動以

至於相依的微妙關係。新北市石碇區的產

業發展沿革，就在各種條件的緊密互動下，

展現出獨特的樣貌。

台灣早期陸路較不發達，各個區域的

交通往來並不通暢，可謂一個「順水而行」

的時代。就石碇區所在的淡水河系而言，

沿岸市街林立，在日治以前位於水陸交通

要衝，為淡蘭道上重要的貨物中繼集散地。

除自然環境適於種植農作及開採礦產之外，

更因交通樞紐的地位衍生出相關的服務產

業，例如：舢舨運輸業、民生服務業、娛

樂服務業⋯⋯。依據不同時代的水陸交通

發展，可將產業類型分類如下：

第一節、 原住民時期

              ─狩獵至水耕的轉型
石碇區地形以山地、丘陵為主，坡度

大，本區 80%的面積其坡度達 30%或以上。

就地理位置而言，石碇早期為凱達格蘭族

秀朗社及泰雅族的活動範圍，是原住民的

天然獵場與部落的安身住處，而居民多以

狩獵、農耕並重的方式為主。物產以鹿皮、

科籐、蓪草為主，並以之與逐漸移入的漢

人以貨易貨。然而，隨著漢人受溪谷淤積

這是石碇產業發展的分期表

原住民時期     狩獵水耕期

漢民遷居時期  樟腦、茶葉興盛期

日治時期        礦業與水運

光復後時期     農業與觀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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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吸引而逐步入墾山林、大量拓殖後，

原住民只好沿著淡水河系逐步溯源，由平

地遷居至山地，使族群的區域分布產生消

長變化。隨著狩獵的草地一一闢為水田，

平埔族亦逐漸放棄了傳統的狩獵游耕，改

以固定的水田耕作取代。 

第二節、漢民遷居時期

              ─樟腦與茶葉的興盛
早期拓殖於石碇區的漢民，其原鄉土

地與地形起伏的石碇區如出一轍，且多為

世代種茶。因此，當安溪人、同安人（依

據 1926年統計，石碇區安溪人約佔 60%，

同安人約 40%）入墾石碇區時，順道帶入

了大菁、茶、樟腦提煉等幾項重要的產業。

早期石碇、雙溪一帶尚有廣袤的樟腦

原始林，然而或因開發甚早，使得相關樟

腦記載中，樟腦原始林似乎消失亦快。樟

樹，是亞熱帶林產，而台灣亦是世界上天

然樟樹的主要分布地區。其分布雖遍及全

台，但仍以中北部居多，逐南減少，長於

北緯 22度以南者則已鮮有經濟價值。在往

後的日治時代，「台灣樟樹局」中的「台

北樟腦局」主要業務為「儲存樟腦及樟腦

油」，管轄的區域包含「景尾」（今景美），

而若以水域關係推斷，應以收集上游所產

的樟腦及樟腦油為目的，顯示石碇區極可

能產有樟腦。

隨著 1860年淡水開港後，茶葉價格

大好，種植於山丘的大菁於是被茶樹取

代。另外，更因在 1865年英國商人於福

建安溪購茶種，在台鼓勵種茶，始揭開台

灣茶業的黃金年代。在此同時，亦造就了

船運服務的運輸服務業更加熱絡。舢舨可

上溯至石碇，再上溯到楓子林，更因著水

量的榮枯變化，衍生出各式各樣維繫水路

暢通的服務：有拉船的、推船的，以及顧

水門板的（枯水期想行船，得事先以門板

築臨時堤防，藉以提高水位 1至 2公尺，

等幾十艘舢舨及河上潭後，再拉開門板，

順流通過）。

第三節、日治時期

               ─水運與礦業的退場
1910年代景美溪因兩岸土地大量開

發，河床泥沙淤積嚴重，加之河岸兩側山

勢相錯，分割成許多不連續的空間。遂設

置輕便道（原有泥路拓寬，鋪上碎石），

使得由石碇徒步至台北僅 4小時，而非搭

舢舨一天半的時間。1919年由台北小南門

經景美、木柵、深坑至石碇的輕便軌道相

繼通車，1935年則開始通行公共汽車，舢

舨航運業至此便走入歷史。

煤礦業自 1920於石碇區發現煤礦開

第三篇  石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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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興盛，惟煤層儲量厚度僅 25公分，約至

1980年代即沒落。然而，在這期間所帶入

的大量工人，促使了眾多服務業的發展：

旅店、小吃店、茶樓、雜貨、理髮、食品、

豆腐店等商店林立，旅人、工人、商人、

藝妓與那卡西走唱等更是絡繹不絕。

第四節、光復後時期

              ─農業與觀光的登場
煤礦業在 1980年代後便沒落，服務業

大量衰減，改以土地所產作物之農業作為

主要產業，茶、桶柑、綠竹筍、造林與苗

圃。然而，相對其他地區而言，價格上並

未有突出的亮點。所幸隨著現代化的腳步，

都市生活擁擠、汙染嚴重，生活緊張而少

人情，一種期待慢活步調、接近自然的需

求遂應運而生。石碇特有的山水，在沒有

過度開發的情況下，反而成為現代人追求

的價值，創造出另一種不同的「產業」。

第二章  傳統先民生活樣態 

第一節、農產─水稻

石碇區多山，先民為了生計，與山爭

地，沿著山坡開墾梯田，種植一層一層小

面積的水稻。欲利於水稻栽植，石碇地區

亦曾經開闢古圳，方便農民取水灌溉。到

了嘉慶末年，為了開闢農田種水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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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楓子林之山中，

水澗水源不足以種植水稻，必須取自景美

溪水源，遂沿舊時古道開挖長達 3公里的

水圳，此時的古道不僅是生活空間的連結，

更是經濟來源的重要關鍵。日治時期，石

碇區稻米的種植面積遠高於茶葉，是全石

碇區種植量最多的作物。但是，光復後稻

米面積逐漸低於茶葉，重要性已然落於茶

葉之後。隨著國人飲食習慣的改變，稻作

更是一落千丈。加之北宜高速公路的設計

與興建，整個石碇區的地貌都有了極大的

轉變，就連古圳也被廢除了。民國 63年之

後，稻作的地位就完全被桶柑所取代了。

另外，石碇早期在鄉制時代，種植之

稻穀全為水稻，並無陸稻，品種則有蓬萊、

在來、圓糯、長糯。民國 50年以前，以在

來米為主，51年時蓬萊米首度超越在來米。

以耕種面積而言，43年至 54年為高峰期，

至68年後，產量驟然下降，甚至是85年後，

就完全沒有種稻紀錄了。

第二節、水產─溪魚

景美溪，舊名霧裡薜溪、景尾溪，是

一條位於台灣北部的河流，為新店溪之支

流。其主流上源為永定溪，發源於台灣雪

山山脈，先往北流後經過永定橋縣道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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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後改往西走，之後到雙溪口再與支流石

碇溪匯流後始為景美溪，最後在景美萬盛

（溪仔口）匯入新店溪。

景美溪上游坡度較陡，河流向下侵蝕，

將上游搬運下來的許多大小岩石堆積在河

床上，「石碇」因此得名。在台灣北部早

期發展歷史中，先民可從淡水搭船，沿著

新店溪一路轉進景美溪與深坑、石碇等地

進行茶、煤、染料等之交易。在早期，河

流除了航運的功能外，溪中豐富的魚、蝦

是居民蛋白質的來源。居住在溪流沿岸的

居民多利用自製的器具捕魚捉蝦，今石碇

老街仍有部分店家提供這兩樣美食。

景美溪原本溪魚、溪蝦甚豐，但因為

在流經深坑區時，遭逢染紡工業台新染廠

的開設，使得一些洄游性的魚類，例如香

魚、螃蟹⋯⋯，遭受汙染死亡，原本豐富

的水中資源也因此汙染漸漸枯竭。

第三節、林產─桶柑

石碇區的稻作沒落之後，先民紛紛改

種桶柑。石碇區多山，所有作物的收成，

除了自給外，剩餘必須趁著天還未亮，以

人工背運的方式，沿著蜿蜒崎嶇的石頭小

徑，運至石碇大街上販賣。因為天候及土

地等自然條件適合，加之先民刻苦耐勞的

照料，石碇區的桶柑品質優良，汁多味美，

深受大家喜愛。

隨著時代進步，交通愈來愈便利，石

碇區年輕人口外流的現象也愈來愈嚴重。

在老一輩的農民凋零後，年輕一輩無心再

繼續照料桶柑，現在石碇區內只剩零星農

家種植，實屬可惜。

第四節、香菇

石碇區多雨，終年雲霧繚繞，氣候除

了利於茶葉栽種外，亦適合香菇的生長。

先民利用斷木培育香菇，屬於小規模的經

濟，而今石碇山區彭山里、豐田里部分農

家，仍持續種植香菇。除了農民自產自銷

的植栽外，結合在地觀光資源經營農場，

亦為方法之一，例如：1972年經營至今的

三才靈芝農場，以及四結農場⋯⋯。

第五節、豆腐

早期石碇區先民欲補充蛋白質，來源

除了溪中的魚蝦外，就是各種黃豆製品。

不論是豆漿、豆腐或豆干，先民都靠自栽、

自製來滿足需求。由於早期資源缺乏，為

了滿足一家大小的口腹之慾，豆腐製品常

以勾芡的方式做羹湯，反映出先民的智慧，

以及辛勤刻苦的生活條件。

石碇的水質純淨，做出來的豆腐口感

紮實富彈性，特色則是帶有淡淡的煙燻味，

頗受歡迎，是深坑豆腐的主要來源之一。

第三篇  石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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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採用傳統的製作工法，配合石碇特有的

清澈水質，不似其他坊間大量生產，所以，

才能製作出如此美味的石碇豆腐。現在的

石碇豆腐，早已成為觀光客到訪必嚐的地

方特色名產之一了。

第三章   經濟的產業 

第一節、大菁（染織）

嘉慶初年，福建引進大菁苗木於文山

區培植，而石碇此一群山環抱之地，因水

土適宜且獲利頗豐，遂發展迅速，至咸豐

年間即興盛非常。大菁為青布衫所用之布

料原料，造就石碇街上相繼出現多家染坊，

各家門前陳列著五顏六色的布匹，景象甚

是壯觀。

大菁（馬蘭）是爵床科，多年生灌木，

葉對生，花紫色，每年十一月到一月開花，

分布於台灣中北部低海拔山區陰涼林蔭之

下，其莖與葉即為製作藍染的原料。相傳

百年前，石碇西街（今石碇國小旁）許多

店家都經營染布用的大菁生意，當生意興

旺時，街上人來人往的，熱鬧非凡。因此，

集順廟前之廣場中，時常聚集許多為交易

染布而來到石碇的商人。值此時期，大菁

與茶葉同是石碇最重要的經濟作物。直到

後來因茶葉的種植面積逐漸擴大，排擠大

菁植栽面積而導致沒落，於同治末年時幾

乎已消失殆盡。日據（治）期間，在原住

民住區卻有繁盛現象，至一戰時染料暴漲，

促使種植面積激增，但相較過往，仍顯示

出收成漸少的現象。

石碇當地特色之一－豆腐 (鍾明盛攝 )

石碇當地特色之一－豆漿

(鍾明盛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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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菁 (石碇國小 )

哦！大菁是一種天然又

健康的染料，還能為地

球環保加分，我們應該

要多加利用，像現在的

衣服許多都由石油原料

製作而成，有些還會造

成皮膚過敏呢！

▲以大菁為原料製成的藍染作品 (唐玉真攝 )

第三篇  石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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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茶葉

在清治期間，茶葉在大菁染布業之後，

成為石碇主要的經濟產業。當時石碇的狗寮

仔埔，曾有英國人德克來此設立商行，專門

收購石碇所有的茶葉。由於收購的價格高，

加上石碇地區氣候適合茶葉生長，使得石

碇與文山地區並列為台灣東北丘陵之重要

茶葉產地。石碇最熱鬧的東西街，位於「淡

蘭古道」的交通樞紐位置，具備水陸交通

之便利，藉此發展成為茶葉的主要集散地。

所以，石碇西街的持續繁榮，主要得力於

茶葉的交易，而當時茶葉的交易多集中於

集順廟廣場廟埕，不僅促使石碇西街繁榮，

亦連帶帶動了對岸東街的發展。

大台北地區茶葉主要分布於淡水河上

游及其支流大嵙崁、新店、基隆三河之丘

陵地帶，石碇、深坑、文山、大坪山、南港、

八里等地，而最早種茶之處為原石碇鄉之

楓子林（今豐林里），以及深坑鄉之土庫

地區。英國人德克設立商行，除收購石碇

所產茶葉外，亦於台北艋舺建置精製茶場，

長期從事茶葉經營。早期茶葉運輸到大稻

埕，都是從石碇楓子林渡船頭運送到艋舺、

淡水河，其水路運輸終點的重要地理位置，

為石碇楓子林帶來了繁榮。日治時期，日本

政府於南港大坑設立包種茶產製茶葉傳習

所，全省各地區茶農紛紛前往學習製茶技

術。石碇鄉有林華泰、林火樹兄弟，於學

習後創設石碇茶葉公司，將所產的茶葉銷

售至日本與中國東北市場，並於大連、天

津兩市設立辦事處。光復後，林家兄弟則

相繼創立「全泰茶行」、「華泰茶行」以

及「全祥茶行」，惟後因二戰太平洋戰事，

導致茶葉外銷出口受阻。

光復後，國民政府農林機關接收日人

公私營茶葉會社，成立省營「台灣茶葉公

司」，著手重建日人留下的所有茶園，整

修製茶工廠，而民營製茶者，亦於此時投

身茶葉復興工作。民國四十六至五十三年

間，由中央到省政府有關台茶產銷的單位，

共同組織「臺茶改進委員會」，輔導全省

茶園之剪枝、施肥、病蟲害防治和採摘等

技術，民間製茶者也學習各種新技術，配

合輔導措施，引進並改良外來的製茶方法，

使其更適合台灣本土茶葉。

石碇早期種植茶葉稱為「椪風茶」，

椪風茶就是以嫩芽製作而成的上等好茶。

其製作過程中，日光萎凋、室內萎凋及攪

拌，均較包種茶多且重，但炒菁溫度卻較

包種茶低，而炒菁後之靜置回潤（用浸過

潔淨清水之濕布包悶十至二十分鐘）則是

製作椪風茶特有之步驟。椪風茶外觀不重

條索之緊結，而重揉捻平均及葉片之完好，

更重白毫之有無，故揉捻時不可太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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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時間要短。

透過英國商人外銷送至英國作為茶飲，

據傳英國女皇用玻璃杯沖泡時，看嫩葉在滾水

中舒展舞動，宛如翩然起舞的東方美人，遂

始有東方美人茶之稱號，而石碇楓子林渡船

頭就是該茶葉的集散地，也就是說石碇的椪

風茶開啟了「東方美人茶」的封號。值此時期，

石碇已是臺灣北部重要的茶市，出產的茶種

有：文山包種茶、東方美人茶（即椪風茶）、

金萱、翠玉、四季春及少量的佛手茶，其中

又以文山包種茶、東方美人茶為大宗。

石碇每年也舉辦春茶、夏茶及冬茶比

賽，春茶及冬茶以文山包種茶為主。包種

茶外觀呈條索狀，葉尖自然捲曲，茶葉為翠

綠色，茶湯金黃略帶綠色，茶香芬芳淡雅，

輕啜一口，可感受到茶湯的圓滑甘潤，具有

香、濃、醇、韻、美五大特色。夏茶比賽則

以東方美人茶（椪風茶）為主，此茶取小綠

葉蟬（浮塵子）咬食過的嫩芽製作而成，製

成的茶葉呈現紅、白、綠、褐多種顏色，非

常漂亮，故又稱五色茶，茶湯呈琥珀紅色，

帶有成熟的果香，並有類似蜂蜜的甘甜。

由於椪風發酵程度比較重，所以刺激性比

較低，無論中溫、低溫或冷飲都很好喝，

具有香、醇、甘、美的特色。

東方美人茶──條索狀，茶葉呈現紅、

白、綠、褐多種顏色，又稱五色茶。茶湯

呈琥珀紅色，帶有成熟的果香，並有類似

蜂蜜的甘甜。

文山包種茶──條索狀，葉尖自然捲

曲，茶葉為翠綠色。茶湯金黃略帶綠色，

茶香芬芳淡雅。

東方美人茶 (上 )、文山包種茶 (下 )

茶葉與茶湯 (石碇國小 )

啊！原來東方美

人茶的由來是這

樣，好浪漫喔！

第三篇  石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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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煤礦

日治時期，石碇村和中民村開啟了煤

礦業，由當時的藤田組與礦業鉅子顏欽賢

合資開發，組成「臺北炭礦株式會社」，

而石碇村及中民村也因煤礦發展，經濟活

絡讓石碇從「農業」轉向「礦業」發展。

石碇境內移入大量外來人口，根據統計昭

和 11年 (民國二 25年 )時，採礦從業人員

有 1,197人，昭和 19年 (民國三 33年 )更

高達 1,738人，這些人的吃住及日常消費，

造就了石碇村與中民村的日漸繁榮。本區

煤層蘊藏，最盛期在豐林村、中民村、永

定村、光明村、石碇村、烏塗村、格頭村、

永安村都有煤礦可挖，造就許多就業機會。

由於煤產業發達促使飲食、居住及日常消

費漸增，吸引了不少到此尋求發財夢的人

們，為石碇地區增添了繁榮的氛圍。當時

由於煤礦的開採需要，開闢了石碇至景美

間的輕便道，起點就在今日石碇分駐所下

的東街廣場，在此把煤礦裝上輕便車，再

運送出石碇村，而在中民村，礦業則主要

集中於番子坑與中央坑。生活機能方面，

中民里設立員工福利社，提供礦工日常生

活飲食，並在中央坑、番子坑建築礦工工

寮，解決外來礦工居住的問題；交通方面，

設立「接駁專車」作為礦工上、下礦坑的

交通工具，並開闢了輕便道與臺車道，以

利煤礦運送。民國 55年時，煤礦生產達

到巔峰，此時石碇鄉人口達最高峰，約

13,342人。然而，至民國 60年代，因礦工

招募不易和電力不足等問題，臺灣煤礦業

開始走下坡，自此大量的礦工紛紛搬離石

碇東街、中民里番子坑與中央坑。現今煤

礦公司都已封礦廢煤，難見蹤跡，徒留舊

橋墩、礦坑、臺車道、礦工工寮等設施，

成為石碇重要的文化觀光資源。

第四節、觀光旅遊

 台灣地區歷經六、七十年代的經濟蓬

勃發展，國民所得亦不斷提高，促使都會

生活擁擠、汙染、緊張，使得都市人熱切

希望能脫離日常繁忙環境，回歸田園，享

受恬靜閒逸的農村生活。許多人回憶童年

時的農村生活，也希望其子女也能有機會

體驗農村生活，因此，都市邊緣或附近農

地的觀光遊憩始逐漸發展，而位處新北市

原 來 石 碇 的 人 口 消

長、交通發展和煤礦

有很密切的關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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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運煤台車輕便鐵橋（石碇國小、劉秀汶攝）

第三篇  石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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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陲的石碇因鄰近台北市，遂成為都會居

民的休閒選擇所在。在地農會及各項協會

也為發展地區農業與觀光，積極協助農民

發展農產品種植與增加銷售通路，陸續投

入精緻農業、休閒農場、步道開發、人力

培育、觀光茶棧開設⋯⋯，舉凡桂花農園、

九寮坡、笠林茶棧、三才靈芝、四結教育

農園等皆在此列。

石碇區是個山城，擁有豐富的自然資

源，翡翠水庫從 76年竣工正式啟用，其集

水區大多位於石碇區內，也因應集水區居

民遷移他處，兼具自然環境的山水景物就構

成一幅美景。近年來所討論的石碇千島湖，

就是永安社區遷移後集水區所呈現的景色。

此外，石碇也是登山界特別喜愛之地，因石

碇的皇帝殿及筆架連峰，屬北部三大岩場

之二，乃是雪山山脈由南向北延伸的山稜，

是一條具備挑戰性的越嶺路線。「皇帝殿」

是六、七十年代學生的熱門登山考驗路線，

「皇帝殿」名稱由來，得自於稜線下方的天

王廟，故「皇帝殿」有天王廟之別稱。這條

稜脊幾乎都由巨大的岩塊構成，其稜頂之

瘦狹有如經過刀削斧劈，兼有多處巨岩裸

露，寸草不生。登臨其上，有如憑空御風，

兩邊毫無可供攀援之物，且因多處稜脊之

狹僅容單人通行，兩邊山高谷深，甚至難

以直立而行，只能以臀當足，騎在稜線上石碇也成為腳踏車路線之一 (鍾明盛攝 )

翡翠水庫集水區一景 (王思婷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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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臀部慢慢挪移前進，真可謂驚險刺

激。其他如二格生態公園、淡蘭步道、

螺環山步道等地，亦是不可多得的山

區觀光資源。

第四章  新興產業

           ─石碇風華再現
石碇原本是一個以農業為主體山

城，早期交通往來的古道就是石碇聚

落得以成形的主要命脈，與經濟、生

活息息相關。經濟作物茶葉的栽種更

帶來楓子林渡船頭、石碇西街、東街

的興盛。位於今日石碇國小及集順廟

有一處大廣場，就是石碇西街廣場，

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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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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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改砌石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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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商人將石碇碰風茶銷往

歐洲，深受歡迎，帶來「東方美人茶」

遠近馳名的封號，正是石碇被人看見

之處。 石碇地標 （劉秀汶攝）

第三篇  石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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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山石交會的天然溪谷

─發展觀光休閒產業

從宜蘭境內雪山山脈的延伸山稜，帶

來石碇具備岩石堅硬的地質與山景；北勢

溪上游翡翠水庫集水區域和景美溪上游的

溪流，共同匯聚石碇得天獨厚的山石壯麗

奇景，最具代表性的有：連接至宜蘭的石

碇段淡蘭古道、登山挑戰等級的岩場代表

皇帝殿、聚落匯聚的集順廟前的石碇東西

街吊腳屋、供應大台北地區的翡翠水庫集

水區（俗稱石碇千島湖），以及運用山林

永續環境的二格生態公園等，都是石碇山

水交會的有利產業資產。

本節僅以產業的角度視之，簡述其觀

光價值，而更詳細的歷史背景與沿革，則

待第五篇再細緻的介紹。

一、淡蘭古道                            

2006年淡蘭吊橋的興建完成，成為石

碇地標，橋約一百公尺長，橫跨石碇溪，

走階梯進入北宜高陸橋下的石板古道，一

路可通石碇老街。在北宜高速公路施工前，

古道為野草所埋沒，沿途的水圳也被填平，

甚至古道可能因興建北宜高而被剷平淹沒

之傳言。感謝地方仕紳的極力爭取，可讓

淡蘭古道重新展現在眾人面前，也成為大

眾化的休閒步道。

                                   

二、石碇老街（西街、東街）

昔日茶葉收成季節，石碇西街的巷道

儘管窄小，無法容納眾多人群，卻有集順

廟埕作為茶市集散地。後來在石碇西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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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碇開發於清朝，當時是茶葉交易的

集散地，先行發展的西街因為腹地小，便

有人開始往東街移居，帶動東街的發展，

並逐漸形成小街市，有著各色樣的貨物，

時人稱之為「小迪化街」。近期在石碇區

公所、各里辦公室等地方各界的努力下，

東街街心石碇橋廣場進行了空間再造與社

區觀光旅遊的文化活動，豆腐小吃等農產淡蘭吊橋（鍾明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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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碇之心（劉秀汶攝）

第三篇  石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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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店再度喚起人們的記憶，休閒觀光人潮

越來越多，尤其慕名石碇傳統製作豆腐與

手工麵線、茶餐等而來者，更是絡繹不絕。        

三、皇帝殿

皇帝殿是石碇區最熱門且大眾化的登

山據點之一，也是台灣北部地區最具代表性

的岩場。皇帝殿別名「愛情山」，實乃山

路刺激難行，同行的男女，必須共同攜手，

相互扶持，待走完全程後，往往感情大增，

因而被稱為愛情山，可見登此山之艱難。

皇帝殿聲名遠播，充滿挑戰，卻能吸引眾

多山友不畏路途艱辛，千里而來，為的是

一睹如詩如畫般的美景，登高望遠，山巒

起伏，雲霧飄渺，盡收眼底。除此之外，

尚能遠眺木柵、新店全景。今日為兼顧美

景與登山客的安全，已在較為艱險的稜線

附近加設護欄，讓更多喜歡山野的人士親

近它，並享受山林芬多精的洗禮。

 

四、翡翠水庫集水區（俗稱石碇千島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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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如大陸浙江省的千島湖樣貌，近

年吸引許多遊客的讚許，取名為千島湖。

其位於北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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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條百年古道稱為永安

步道，沿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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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簡短好走，兼之風景優美，

是一條適合大台北地區居民建行的好路線。

翡翠水庫集水區（石碇千島湖）大部

分位於石碇區域內，周邊茶園林立，適合休

憩暫留。沿著步道及產業道路就能找到八

卦茶園，八卦茶園旁有一觀景平台，可以

皇帝殿（張永誠攝）

皇帝殿（張永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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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茶園（劉秀汶攝）

第三篇  石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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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島湖（劉秀汶攝）

喔喔喔喔喔……美麗的翡翠水庫集水

區，除了造就現在的山和湖的美景外，

聽說還有一段如消失的亞特蘭提斯王

國的神秘傳說呢！

民國 75 年翡翠水庫興建

時，因為碧山村位於集水

區內，所以得廢村才能完

成水庫興建，同時也決定

讓當時的碧山國小長眠水

底，91 年時因為枯水期水

庫水位下降，沉沒在水底

多年的碧山國小的校舍露

出水面了，因此吸引許多

老同學回鄉尋找兒時的記

憶，這個情節宛如古文明

遺跡的「水底國小」，也

不禁讓人聯想同樣沉沒水

中的「亞特蘭提斯王國」。



100
101100

眺覽附近的茶園風光及北勢溪的風景。附

近的山坡種滿茶樹，形成層層的梯田景致，

隨山坡走勢，成排的茶樹上下三、四十層，

甚至高達五十層，由於地勢的關係，茶農

們都是照著山勢種植茶樹，也為了山坡地

的水土保持，自然形成此地區井然有序的

梯田景觀。

五、二格生態公園

由新店沿著北宜公路往石碇方向行進，

來到指標 20.5公里處，自此進入石碇區格

頭里轄區，此有區內頗負盛名的二格生態

公園，包含二格山、佛濟寺、二格公園、

石碇格頭水土保持戶外教室、茶葉改良場

文山分場、風露嘴等等，綜合了自然的景

觀以及人文的內涵，為戶外健行者嚮往之

地，也是假日休閒的好去處。

2001年在石碇區格頭里成立二格山自

然中心（K2 Nature Center），是台灣第一

所由民間組織籌設經營的環境學習中心。

創辦人方正泰先生有感於台灣生態保育的

迫切性與重要性，在取得家族的同意下，

格頭里境內二格山，位於北宜公路旁，距新店約 15公里。(黃俊傑攝 )

第三篇  石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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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家族的 3公頃土地包括耕地、聚落與次

生林地重新整備，規畫成以環境學習為屬

性的自然中心，以及提供社會大眾、學校

師生戶外學習的民間推展環境教育中心。 

其中心位於石碇區格頭里，海拔 225∼

496公尺，屬低海拔森林山區，由於這塊土

地多年來沒有人為開發，保留了相當原始、

豐富的森林生態景觀，提供各種生物棲息。

此外，中心週邊因為先民過去開墾荒地生

活，保有相當豐富的人文遺跡，包括梯田、

茶園、大菁、蕃格古道等等，因而提供人

們親近自然、體驗先民生活智慧的好去處。

為了讓後代子孫接觸養育我們的自然環境，

補足課本上無法提供的戶外環境知識，並協

助教師更加順利進行有關自然與歷史的教

學活動，二格自然中心結合在地的自然與文

化資源，設計規劃「大自然遊樂園」環境

學習計畫，期望孩子透過在自然環境中的

學習，讓他們願意承諾、保護我們的環境，

達到保育自然生態與重視文化傳承的目標。

淡蘭藝文館（鍾明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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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腳樓（劉秀汶攝）

第二節、 藝術文化與生活農產

的特色行銷

石碇山城民風純樸，擁有豐富的山林

景緻與自然生態資源，故吸引藝術家長駐

本地以激發靈感，造就提升石碇藝術人文

氣息的契機。位處豐田里的華梵大學，除

設立藝術相關科系外，也網羅許多藝術家

至該校任教。山居生活可謂藝術家創作的

源頭活水，鄉間小路上就可能與隱居的藝

術家擦身而過，這些藝術創造者大多散居

於烏塗、格頭、豐田各里，故在人潮聚集

的石碇東街成立淡蘭藝文館，定期邀請在

地藝術家舉辦各式各樣的藝品展覽。             

石碇東街、西街的吊腳樓是石碇老街

很特別的建築型式，華梵大學團隊曾接受

當時台北縣政府的委託，進行老街再造與

新生專案，讓老街風貌可以保存下來。樓

房沿著崩山溪而建，特別的是房子的一部

份是懸空的，改用石柱撐起，形成一個特

殊的景觀。這種吊腳樓的建築形式，乃是

居民為了解決腹地狹小，建地不足所發展

出來的，也形成了石碇老街的特殊景觀。

第三篇  石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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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廟（廖山徵攝）

本區因屬山區小城，山水交織而成的

靈氣深深吸引修行者常駐，故各類廟宇眾

多，最具代表性的即為匯集石碇、坪林茶

葉轉運至楓子林的集散地──集順廟。其

他尚有姑娘廟、五路財神、光明禪寺⋯⋯，

廟宇之密集可說臺灣少有。集順廟屬百年

廟宇，是石碇居民的信仰中心，位處石碇

東西街交會處，見證了石碇的生活發展史。

姑娘廟則是帶有神奇傳說，廟內正堂奉祀

一位未出嫁而逝世的姑娘，據說相當靈驗，

因而香火鼎盛，至今已有百年歷史。此處

許願方式非常特殊──取 20至 30元的紅

包放在供桌上，上香求願並說明如何還願，

再把紅包帶回。廟中有一大堆帳冊，載滿

著「某某先生借 20元，還 100萬元，某某

小姐借 20元，還 60萬元」等條目。也有

不少人家把家中未出嫁而逝的女兒牌位，

送至此廟求庇護。五路財神廟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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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可見金元寶，無論是柱子、金爐、

裝飾都是元寶的圖樣，其中供奉武財

神趙公明、招財使者、進寶天尊、納

珍天尊、利市仙官五位財神，無論是

求正財或是偏財皆可。

石碇在地居民賴以維生的仍是

農產及加工品的收入，因此茶園採收

的茶葉，有賴地方政府及農會組織舉

辦各項競賽與展示，增加茶農的收

益，而起源於石碇的東方美人茶，雖

具高度評價，但相較於坪林區對文山

包種茶的大力行銷，仍稍嫌遜色，因

而需要集眾人之力，讓石碇的東方美

人茶可以被看見，進而增加茶農的收

益。   

老街商家的行銷，有在地商圈

與觀光協會的合作促銷，例如：強調

手工製作的許家麵線、傳統古法的麥

芽糖、手工碳燒味的王家豆腐、文仙

黑豆腐、王金蛋等農產加工品販售行

銷，但這些似乎仍侷限在小眾做法，

面對著交通更方便且有相似生活背

景的深坑老街，恐怕難以擴大周邊效

益。因此，鞏固、支持石碇農產品的

行銷，保有石碇在地特色美食，增添

人文與美景的故事加持，勢必能夠吸

引更多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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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路財神廟（廖山徵攝）

第三篇  石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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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碇商圈（劉秀汶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