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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臺灣的地方墾拓開發史裡，先民的冒險患難，開闢良田、安身立命，在

各個鄉野聚居形成一個個農墾聚落，此乃是人與環境之間的對應關係，述說

著人造環境所呈現出的空間記憶。本計畫針對桃園縣楊梅伯公岡客家市街聚

落，桃園縣楊梅鎮富岡地區的老地名，一個都市化歷程的城市邊緣的客家聚

落，進行小鎮聚落的空間故事的探索，將逐漸褪化的古早空間故事，透過現

地的田野調查，紀錄這個客家市街聚落長久以來仍然空白的歷史空間記憶。 

本計畫調查得到聚落的聚居發展歷程、聚落的產業發展與變遷、聚落發

展與自然環境的關連性、伯公岡聚落人文及社會發展、聚落人口與社群組織、

聚落的宗教信仰型態、聚落人文地景型態、伯公岡市街聚落型態、市街的道

路發展、日治昭和時期的鐵道改築設站影響、市街建築的類型分佈、外廊立

面各部分之構成、各個街屋的裝飾形式等。對於伯公岡市街聚落的整體空間

發展各個面向均已經完成普面性的調查成果。 

這些調查成果對於伯公岡的客家文化保存紀錄而言，是一個地方文化保

存與提升的起點，期望各界能夠有更多的伯公岡各方面客家文化的調查工作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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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俗話說「凡人走過，必留下痕跡」，此乃是人與環境之間的對應關係，

述說著人造環境所呈現出的空間記憶，這個痕跡代表人生活傳統的建構依

據，而歷史空間與環境象徵著人類生活發展歷程中智慧結晶與經驗之積累，

留下真實的生命發展歷程痕跡。在現今高度開發的都市建設與經濟發展下，

臺灣各地人口往都市集中，古老的小鎮逐漸褪去過去榮華的面貌，年輕族群

外出工作打拼，這些小鎮適時帶給離鄉遊子歸根落腳的避風港，在自己的小

鎮故鄉尋拾過去的記憶，這些小鎮空間場所最是富有生命力的地方。 

伯公岡，桃園縣楊梅鎮富岡地區的老地名，一個都市化歷程的城市邊緣

的客家聚落，古老世居的客家族群依然慣稱為「伯公岡」。因為日治時期縱貫

鐵路的通過設站而興起的小鎮，成為臺北、新竹交通中間重要的交通點，地

方的客家族群由常年的大坡農業地區，移轉到這個以客家人最傳統信仰「伯

公」廟為中心的新興市集，曾經出現布店、米店、漁貨及豆餅等批發商、貨

運行，市街熱絡繁華一時。後又因地區性公路運輸網的建立，以及高速公路

的闢建通車，從整體臺灣交通的轉型，都市化現象的發展，使得富岡鐵路運

輸的功能逐漸改變，原本繁華的伯公岡商貨聚集的街道失去往日茂盛的光

彩，留下當時富有商賈所建造的商業市街，現今雖然已無門庭若市，但由華

麗的街屋建築，展現其當年富甲一方，客家人辛勤務農而轉型經商的成功榮

耀光采，在伯公岡地區建立客家財富實力的典範。 

如今，經過六○年代臺灣的工商業向大都市集中發展，形成大量的城鄉

移民，伯公岡市街聚落的商業榮景漸趨沒落，又在高速公路闢建後，交流道

連結週邊的楊梅與湖口，漸漸成為新興工業城，商業交易匯流點移轉至這些

週邊新興的交通要道市鎮，伯公岡熱鬧的市街人群、商賈交易景象，已難再

出現，徒留下稀稀落落的小商店和歇業多年的空店鋪，寂靜的市街也變為櫛

茨仳鄰的老街住家，精緻清水磚砌的街屋與華美的泥塑裝飾，留下令人緬懷

的伯公岡榮景記憶。 

客家文化在臺灣是近十年才受到重視，客家民族對於自我文化的認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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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正逐漸已有明顯成長，普遍出現在語言、風俗習慣、信仰上廣為大眾所

重視探討，但對於昔日保留下的傳統生活空間或建築，卻在工商業發展建設

下，逐漸剷除消失，對於客家的新生代已是相當模糊陌生，更遑論能夠了解

自身過去先祖發展的脈絡，明白地傳述一般群眾，古早的空間故事也僅留在

老一輩長者的記憶中，且在歲月的流逝中而逐漸褪化，幾已快消失。尋找這

些消失或即將消失的地方歷史空間，變為現代人喚起故鄉親情，從認識自己

的故里到愛家愛鄉，進一步思索與打造自我空間環境的未來，為此動力最佳

之起點，小鎮聚落的故事在尋找的過程中，將展現現今臺灣文化的主體自主

性呈現，成為現階段各地方最活絡的行動，伯公岡的空間歷史調查與紀錄至

今仍然是一片空白，本工作期望透過空間的歷史發展歷程的探勘與調查紀

錄，來找尋過去伯公岡地區客家先民胼手胝足，辛勤開疆闢土的痕跡。 

 

圖 1 伯公岡位置圖〈資料來源：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伯公岡聚落 

http://ctrl.tycg.gov.tw/cgi-bin/list_organ.cgi?toselect=3e4b3258/3e4b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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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伯公岡市街聚落位置圖〈航照圖引自 google earth2007/8/10〉 

   

圖 3  伯公岡中正路傳統街屋群 

富岡車站 

伯公岡市街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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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文獻回顧 

目前有關於伯公岡的直接歷史文獻可以說相當地稀少，僅見於在《楊梅

鎮誌》中統計了有關富岡里、豐野里的人口、產業概況，與伯公岡市街聚落

有所關聯，其他並未見到官方對此客家市街聚落有專注的記載資料。所以，

對於本研究的重要文獻參考來源必須由現地民間的田野訪談裡獲得第一手文

獻資料。然而，藉由其它相關的客家市街聚落研究文獻做為參考，也是研究

進行時可以參考的依循指標。本研究將參考文獻概分為客家聚落研究與一般

研究兩類。 

一、在客家聚落研究類方面，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1、整體聚落發展研究 

以客家聚落的整體空間發展進行田野調查後的紀錄方式，此相關的研究

論文有劉懿瑾 2003年〈客家聚落之空間性及其生活世界的建構─以苗栗公館

石圍庄為例〉、石育民 2004年〈台北市古亭地區客家空間文化意象之研究---

以南昌路、同安街一帶為例〉、邱永章 1988年〈五溝水──個六堆客家聚落

實質環境之研究〉、范瑞珍 1994年〈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客家人墾拓研究─以

族群關係與產業發展兩層面為中心所做的探討〉、劉玉平 1997年〈臺灣工業

化過程中客家族群空間形式的演化-六堆內埔之個案研究〉、林正慧 1996年

〈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莊之演變〉、潘孟鈴 1999年〈屏東萬

巒開發的研究〉、梁宇元 1987年〈清末北埔聚落構成之研究 - - 一個客家居

住型態之探討〉、劉嘉珍 2001年〈六堆舊市街生活與空間組構之研究 - 以後

堆內埔廣濟路街屋為例〉、蕭盛和 2004 年〈一個客家聚落區的形成及其發展:

以高雄縣美濃鎮為例〉、邱瑞杰 1995年〈由安全與防禦的觀點探討清末關西

地區散村的空間形態〉等數篇專著論文。然再清楚劃分又可將上述論文的關

注內容以共時性的聚落實質空間的調查研究，以及貫時性的空間歷史發展演

變的研究。但都是論述個別關注的客家聚落空間型態解析的問題，對於客家

生活空間文化的研究均有相當地貢獻。而這些論文的研究架構與時間軸上的

切點均是本研究涵括參考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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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家單體建築議題研究 

有關於客家單體建築議題的研究，近幾年也有部份的成果展現，例如黃

炳鈞 1997年〈台灣北部客家祠堂之研究〉、劉秀美 2000年〈日治時期六堆客

家祠堂建築之研究〉、林泓祥 1988年〈清末新埔客家傳統民宅空間構成之研

究〉、張甡壽 1988年〈清末新埔客家傳統民宅單體建築構成之研究〉、鍾心怡

2000年〈新竹縣客家傳統夥房屋卦書之基礎研究〉、曾坤木 2003年〈客家夥

房之研究---以高樹老庄為例〉、胡國雄 1997年〈伙房屋廳下空間之文化內涵

研究-以桃、竹、苗為例〉、葉惠凱 2003年〈一個客家文化景觀─新屋鄉大溪

漘地區的公廳、祖塔〉、連慧華 2004年〈大甲溪流域客家傳統民居建築特色

之研究〉、黃憶苓 2004年〈屏東縣內埔地區客家民居平面格局之編碼研究〉、

李慧君 2005年〈內埔客家村落廟宇建築形式之研究〉等論文專著。此部份的

論述焦點多放在建築空間組構的研究領域上，只是在建築個案的選取上有所

差異，有以客家民居空間構成的統合分析，亦有以特殊建築類型做為討論者，

例如夥房、廟宇、公廳、祖塔等分類調查研究。還有特殊的建築傳統信仰型

式的研究，如夥房屋卦書基礎研究的專著。這些建築單體的議題式研究，其

研究的議題處理方式與研究成果，是本研究可以參考有關單體建築田野調查

時注意的地方。 

3、客家生活空間文化保存研究 

而近幾年社區文化保存與住民生活美學的素質提升，對於自我生活空間

文化的保存，已經開始在台灣各處扎根。所以，也有探討客家文化與空間保

存的研究出現，例如馮天蔚 1998年〈融入社區的實踐─桃園龍潭三坑子聚落

社區營造之經驗〉、洪佳慧 1997年〈傳統聚落保存之研究-以北埔客家聚落為

例〉。這兩篇論文在本研究也具有參考的價值，只是在研究的內容主軸上並未

具相同。 

二、一般聚落研究文獻 

一般聚落研究已經有相當的數量展現，從最早期地理學門的諸多聚落田

野調查所獲得成果，在學術貢獻上有目共睹。後來陸續在社會學門、經濟學

門、人類文化學門、歷史學門陸續加入研究聚落的行列。後期的建築學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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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研究則開始關注到居民的生活空間發展，結合地理、歷史學的環境與傳

統文獻探討，切入聚落空間的研究，復以人類學面對面接觸居民的訪談方式，

建構聚落的生活空間圖像，推展出自己的聚落研究視野，在近十年各個臺灣

地區或各種細部主題上均有涉略。在本研究比較有關聯的參考研究文獻為王

志弘編著 1999年《空間與社會：1991－1997論文集》、郭肇立 1998年〈傳

統聚落空間研究方法〉《聚落與社會》郭肇立主編、夏鑄九編 1994年《空間

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關華山 1993年《民居與社會、文化》、胡振洲

1977《聚落地理學》、徐明福 1990《台灣傳統民宅及其地方性史料之研究》、

Ropoport, Amos（拉普普）1991年《住屋形式與文化》（House Form and 

Culture）4版；張玫玫譯、Bhaba, Homi K.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Routledge.、Ronald G. Knapp1977China’s island frontier：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aiwan.等幾本以整合性的聚落

研究論述為本研究計畫重要參考文獻。 

在學術論文的著作參考方面亦相當地多，比較重要參考的有王唯仁

1985〈澎湖合院住宅形式及其空間轉化〉、王顯榮、王盛烈 1981〈大甲地區

聚落發展之研究〉《台灣文獻》、何懿玲 1980〈日據前漢人在蘭陽地區的開

發〉、李豐懋、李燦郎 1997〈藝文資源調查作業參考手冊–信仰節俗類〉、吳

培暉 1992〈金門聚落的變遷與空間意義再界定〉、吳育臻 1988《新竹縣大隘

三鄉聚落與生活方式的變遷》、林育瑋 2000〈土地利用區位及立地條件之空

間分析：以中和市為例〉、林會承 1978〈清末鹿港街鎮結構研究〉、1997〈藝

文資源調查作業參考手冊–傳統聚落類〉、施添福 1980〈清代在台灣人的祖

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姜人偉 1978〈台北縣三峽鎮聚落研究〉、夏黎明 1985

〈大城鄉四股與尤厝的生活方式〉、洪敏鱗 1972〈北港之地理變遷〉《台灣文

獻》、許雪姬 1985〈清代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制度史為例〉《思與

言》、孟祥翰 1988〈台灣東部拓墾與發展﹙1874-1945﹚、胡金印 1979〈中和

永和地區商業之空間結構〉、陳憲明、李嘉雯 1997〈藝文資源調查作業參考

手冊–人文景觀類〉、溫振華 1983〈清代台灣中部的開發與社會變遷〉《師大

歷史學報》、傅惠芬 2000〈中和聚落之形成與發展過程初探〉、張興國 1989

〈九份聚落空間變遷之社會歷史分析〉、盧錦融 1989〈實質環境結構理論初

探–以澎湖傳統村落為例〉、趙崇欽 1998〈空間位序在澎湖社會之運用〉、廖

秋娥 1991〈觀音鄉閩客村落的宗族組織與生活方式〉《台灣文獻》、蘇吉章 1991

〈都市計畫工業區土地變更使用之研究-以中和市為例〉、鐘寶珍 1992〈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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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人與地—田寮鄉民生活方式的形成與內涵〉、關麗文 1984〈澎湖傳統聚

落形成發展研究〉等諸篇論文，領域涵蓋也相當地廣，但統整起來均是本研

究重要的研究參考依據。 

另外，對於本研究的調查與分析工作較有直接幫助的參考文獻，將採用

幾本著作與研究方法來當做計畫執行的重要參考： 

三、富岡自然環境與歷史變遷相關文獻 

了解當地自然環境、地形、歷史變遷，有利於立面裝飾語彙之探討，為

何使用此圖形和代表何地位之象徵。 

1、羅濟鎮，楊梅鎮志編籑小組，1990，《楊梅鎮志》，楊梅鎮公所 

本文前段敘述日治時期的楊梅鎮歷史，中間再細說至每個村里的發展歷

程，書中詳細記載何時因何源由將鐵路遷至長岡嶺北邊，而發展出富岡街屋，

和富岡的文化起源讓本研究更有利於探討分析文化帶與立面裝飾之影響。 

2、黃秋芳，1994，《我們的桃園》，黃秋芳創作坊 

本文分為三卷，卷一「關於文字」記錄不同主講人談論人生觀點；卷二

「關於土地」詳細解說桃園各鄉鎮市地名原由；卷三「關於人間」以不同作

家論述桃園的歷史和故事。地名由來是起因當地的伯公，了解伯公在當地居

民心中的地位與重要性有助於本研究探討宗教信仰是否會影響立面裝飾的發

展。 

四、日治時期建築立面形式相關文獻 

此為日治期間建造之街屋和洋樓建築立面相關研究文獻，因為相同的時

間點發展之建築立面而有許多雷同的立面裝飾，因而有助於本研究之課題分

析。但地域文化之不同也有所差距，就必須再由當地或鄰近地區建築立面裝

飾相關文獻加以補足使得研究更加精確。 

1、王素娟，2004，《日治時期台灣洋樓住宅外郎立面形式之研究》，雲

科大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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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以全台 50 棟日治時期洋樓建築有效案例立面形式之研究，進行

田野調查分為三點包括立面測繪、立面形式的紀錄及訪談紀錄，研究內容包

含柱式、柱列、山頭形式及材料、欄杆形式、簷部飾帶、牆面作法、開窗形

式、裝飾語彙元素題材分析，分類與詳盡的分析研究 

2、林一宏，1998，《日治時期桃園地區的建築文化資產》，桃園縣文化

局 

本文以日治時期桃園城鄉與建築構造物的發展歷程為開端，介紹桃園的

都市發展建設、交通演進、城壁、衛生改善、前期市區改正事業；各個時期

官署與官舍建築；市街形貌與街屋住宅建設分為桃園市、中壢市、大溪市、

楊梅市、其他市街的形貌與街屋，其中解說富岡呂家聲故宅以洗石子倣木造

收頭與鐵螺栓此種作工在其他街屋立面鮮少見是較為獨特之作工，此為本研

究立面裝飾分析重要參考。前段之桃園發展歷程做為歷史文獻之參考。 

3、湖口鄉志編輯委員會，1996，《湖口鄉志》，新竹縣湖口鄉公所 

本文共分為十篇。第九篇、湖口老街篇；從耆老談過去風光的湖口老街、

清朝先民至此地墾拓鐵路的發展、新興市街的形成、宗教信仰…..等，由老街

的興盛至褪下光環的歷史簡介，第七節的老街立面介紹將老街立面詳細列表

介紹：一樓立面細分表面材料、邊柱表面材料，二樓立面細分表面材料、匾

額框數、匾額上圖案，屋頂突出部份細分形式、表面材料、裝飾圖案，匾額

文字，柱頭形式。和立面的測繪加上指引線的立面語彙、照片說明，如此詳

盡的解說有助於本研究對於此形式之立面的了解，對本研究有相當之益助和

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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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調查研究方法著重兩方面進行，其一是針對有關伯公岡地區現

有的相關文獻、圖面的收集、分析，作為研究之基礎；另一則以田野調查的

方式對伯公岡聚落的社會結構與歷史發展空間環境作比對，考證與記錄的研

究工作，最後再綜合作進一步的分析與歸納，進而提出地區歷史場所空間風

貌建構之報告。 

一、現有相關文獻、圖面之蒐集、分析 

1. 文獻史料部分： 

   (1)從伯公岡聚落之歷史資料及文獻﹙如縣志、廳志、記略等﹚尋找其歷

史發展過程、人口移民、生態環境、產業及生活信仰等記載，分析由移民開

拓至今的地方歷史發展空間概況情形。 

   (2)現有伯公岡地區之相關統計資料： 

     由相關之人口、土地建物、建設計畫等統計資料中，﹙如統計要覽﹚了

解與本研究地區之歷史環境與社會結構、產業發展等關係。 

   (3)前人對地區歷史空間之相關研究文獻： 

     參考前人著作或文獻中，與本研究內容有關者，並應其研究內容進一步

進行歸納彙整研究與探討。 

   (4)調查是否存有的碑記文、廟宇文獻記載： 

     了解本研究地區之宗教與民俗信仰等，或相關之先民記載之碑文等，分

析其源由及特色，藉以探討信仰、祭祀與空間歷史發展之關係。 

2. 基本圖說部分： 

      由各個時期記載或繪製之有關此地區地圖，搭配相關文獻記載印證，

如台灣堡圖等，研析歷史空間發展歷程。 

二、實地勘察與口頭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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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份之調查研究計畫是以實地勘察與口頭訪談的方式來彌補文字資

料之不足，取得第一手資料，以及交互解析查證歷史文獻資料之真實性、

正確性之檢討。實地勘察部份乃針對實際之生態環境、產業、環境成長特

性、特殊地景、居民生活型態空間、歷史空間的配置位址、空間型態、尺

度等與地區歷史環境的影響之關係探討。口頭訪談部份則針對伯公岡聚落

之人口宗族關係、移民歷史、宗教信仰、產業之生產方式以及信仰習俗等

進行實地的居民訪談。 

三、資料彙整歸納與分析 

由以上現有相關文獻之蒐集與實地勘察、口頭訪談所獲置之成果，將

資料進一步解讀與彙整分析，透過貫時性與共時性的交互解析，描述地區

歷史空間的結構型態與特色，呈現地區歷史場所空間文化的風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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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 

研究地區：整體文獻之資料蒐集以桃園縣楊梅伯公岡週邊大區域發展

歷程為起點，實地檢視伯公岡聚落的空間風貌。 

研究對象：詳細的空間研究以伯公岡市街區聚落的空間風貌做為研究焦

點範圍，透過貫時性與共時性的研究主軸整合解析，探討伯公岡市街實質環

境的構成與歷史空間型態，詳實以田野的現地調查方法進行客家市街空間的

紀錄。 

 

圖 4 楊梅鎮行政區圖與伯公岡位置〈資料來源：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伯公岡聚落 

http://ctrl.tycg.gov.tw/cgi-bin/list_organ.cgi?toselect=3e4b3258/3e4b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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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伯公岡聚落聚居發展及自然環境   

第一節  聚落的聚居發展歷程 

伯公岡為現今富岡地區的俗稱舊地名，行政管轄隸屬楊梅鎮。楊梅在早

期漢族未開墾前是平埔族霄裡社原住民的居住地，直到明清交替後，大陸延

海的民眾紛紛從廣東、福建渡海來台。由於原本就人煙稀少荒地，在加上是

霄裡社原住民的狩獵區，早期移墾的先民到了這塊地高土脊的丘陵坡地上，

不利農業聚居開墾，初期大陸移民並未落腳伯公岡地區大肆墾拓，具傳說只

有少許的小型農業墾殖區。1 

史載，楊梅地方之墾拓，以清康熙 47年〈1708年〉客籍五華人古揚基

三兄弟入墾為篙矢，當年移入路線由竹塹北上，進入長岡嶺〈今三湖里、上

湖里一帶〉開發。2所以，在清康熙初年，楊梅地區並無大陸移居漢人的入墾

記載，且由各項史書3記載，均指竹塹〈新竹〉過鳳山崎〈竹北市鳳山溪〉，

一望平蕪，捷足者，窮日之力，乃至南崁，時有野番出沒，沿途者亦鮮，孤

客必請熟番持弓矢為護而行。由此可知，在康熙年間，楊梅地區尚屬於荒蕪

未開發之地，鮮少大陸移民在此落腳墾殖。 

當漢族先民於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百餘年間，先後移民進入

楊梅後，因為與原住民的生活習俗、文化型態的不同，原住民只有退移到東

邊的山林中，漢移民為防範意外事故發生，荒廢墾業，因而興建“土牛溝”

防禦4，為臺灣北部特殊的歷史地景現象。 

在楊梅地區尚未有大肆開發時期，清雍正 11 年〈1733 年〉，掌管臺灣

北部的淡水廳〈廳治設竹塹〉，新修的“龜崙嶺道”，都以楊梅壢為停驛的交

通要站。5清同治 9 年〈1870 年〉《淡水廳志》亦提到，舊大路在長岡嶺西海

                                                 
1參考《楊梅鎮志》，1990:1 
2同註 1  
3史書記載有《諸羅縣誌外記》、清雍正《平台紀略》、康熙 36 年郁永和《薜海遊記》等 
4參考《楊梅鎮志》，1990:3 
5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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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地6，所以，在同治年間的楊梅已經是交通上的重要點，當時人口已經在現

今楊梅老街一帶聚集，形成南桃園地區的重要市街聚落。但是，位居楊梅鎮

西北角的伯公岡地區，離清代竹塹通往北路的交通重要點的驛站卻有相當的

距離。所以，一直到清光緒初年仍然未見到明顯的市街發展記載，在清代的

移民發展史上，只有記載著散居的農業移民的墾拓紀錄。 

 

圖 5 清同治以前的楊梅壢發展位置圖〈底圖來源：楊梅鎮公所網站

2007/10/18〉 

楊梅西北角的富岡地區，因有客家移民農墾聚落主要信仰的大伯公，時

常傳出顯靈保佑地方，所以地方人便將稱之為伯公岡。伯公岡原是農村聚落，

在日治時期昭和 2 年〈1927 年〉鐵路改道到此設站後，才出現小街區，由於

地處偏遠又經濟產業落後的關係，地方人士建議改名為富岡，意是希望能發

展為新興富裕的地區。7  

                                                 
6參考《楊梅鎮志》，1990:4  
7參考《楊梅鄉情》，1985:132 

楊梅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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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昭和 2 年〈1927 年〉鐵路改道前經過楊梅地區的鐵路路線圖〈圖

片來源：《臺灣堡圖》，日治大正 5年〉 

 

圖 7 昭和 2 年〈1927 年〉鐵路改道後設置伯公岡站圖〈圖片來源：〈臺

灣鐵道線路圖〉《鐵道要覽》，日治昭和 12年，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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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聚落的產業發展與變遷 

伯公岡聚落自清乾隆開始有客家移民墾拓記載開始，一直到現在主要的

地區產業仍然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產業。從現在的富岡、豐野、員本、三湖等

行政里所在，即是過去所稱的伯公岡地區現況調查，大部份的土地使用仍為

傳統的農業耕作用，僅在主要的交通幹道上，如附富岡里周邊的縣鄉道路的

延線，近幾年因為工業發展與農業的經濟效益沒落之關係，漸漸出現工業廠

房與工廠的設置，尤其是富岡車站周邊附近為主要的工廠設置區域。 

從伯公岡地區相關的行政里地理圖即可見到相關的產業分布情形： 

 

圖 8 富岡里產業地圖〈圖片來源：楊梅鎮公所網站，2007/10/19〉 

從富岡里產業地圖可以見到整體的區域為大片的農業用地，在農地中分

怖大小面積不一的埤塘，為日治時期即已經陸續開鑿的灌溉池塘，才有比較

良好的農業耕植發展。在田間散佈一些工廠，有飼料加工廠、鋼鐵廠、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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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橡膠廠，以及食品工廠等，均在最近十年間陸續設置，其中以緊連富岡

車站的國豐飼料廠設置年代最久，已經將近 20年。去年也出現電子科技廠，

使富岡里內因為工業的廠房設置，也出現因應工廠外勞的消費餐廳開設。另

外，也有三處畜牧業的農戶，畜養牧牛、家禽等。 

 

圖 9 國豐飼料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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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三湖里產業地圖〈圖片來源：楊梅鎮公所網站，2007/10/19〉 

三湖里位於富岡里通往楊梅鎮最熱鬧市集的中間點上，在日治時期初期

將楊梅地區鐵道改道，設於此地有三湖車站，是伯公岡地區的主要鐵道通勤

運輸點，後來因為新屋市街中心與大坡地區比較接近伯公岡車站，逐漸使三

湖車站的重要性為伯公岡車站所取代，伯公岡車站前方逐漸出現市集，三湖

里人口也漸漸遷出而未見車站帶來熱鬧繁華，最後仍然因為人口較少而使三

湖車站廢除。從三湖里地圖可以見到整體的區域為大片的農耕土地，農地中

分怖大小面積不一的埤塘。在鐵道與縣道相鄰的延線上散佈一些工廠，有飼

料加工廠、鋼鐵廠、食品工廠等，均在最近十年間陸續設置，去年高速鐵路

通車後，其在楊梅鎮路過的線路及在此三湖里高架切過。其中以聯華實業工

廠規模最大。另外有一處牧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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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聯華實業工廠 1 

 

圖 12 聯華實業工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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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豐野里產業地圖〈圖片來源：楊梅鎮公所網站，2007/10/19〉 

豐野里與富岡里緊鄰，也是生活關係連結緊密地區，其位在富岡里北

側，西面有通往新屋鄉大坡村道路，也是通往永安漁港的重要幹道，東側則

有道路直通新屋鄉的市集中心，也是伯公岡初期發展形成商業市街最為重要

的道路運輸起點。但是，豐野里因為地勢的關係，沿著東西兩向的道路為居

民聚居的市街外，因為北側為下凹的地勢，使得陽光無法充足照射此區域，

地方居民稱之為“下陰影窩”。此里中央位置即是伯公岡地區的公墓所在

地，其自從設置公墓後，往生先人到此安葬的地方除了楊梅鎮外，周鄰的新

屋鄉、湖口鄉、新豐鄉部份村落的往生先人也到此處安葬。所以，豐野里產

業較稀疏，兩家金屬工廠，另外有富岡國小與國中在此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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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集義廟後方即為公墓地 

 

圖 15 富岡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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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員本里產業地圖〈圖片來源：楊梅鎮公所網站，2007/10/19〉 

員本里位於富岡里東北側，與新屋鄉連接，是新屋鄉市街中心連通伯公

岡車站的重要路過點，此里自古以來一直以農業墾拓為主，近幾年在南側緊

鄰富岡里交界處設置民富工業區，逐漸引入工業廠房進駐，其他的全里土地

幾乎均為農業耕作與散佈的灌溉埤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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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上湖里產業地圖〈圖片來源：楊梅鎮公所網站，2007/10/19〉 

上湖里位於富岡里南側，與新竹縣湖口鄉連接，是伯公岡地區連接餬口

往新竹的路過鄉村型的里，此里自古以來一直以農業墾拓為主，近幾年有幾

家鐵工廠設置，也有ㄧ家畜牧場，其他的全里土地幾乎均為農業耕作與散佈

的灌溉埤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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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聚落發展與自然環境的關連性 

伯公岡為一個由南向北逐漸緩降的台地地形，以地方上的習慣說法為從

楊梅西南側呈現東西向發展的長岡嶺，整片面向北側的大片台地即是伯公岡

地區。其整體上屬於桃園台地地形的一部份。 

根據許民陽教授著作〈桃園台地的誕生〉一文即有清楚地論述，談到整

個台地的地理現象。其內文提到： 

桃園台地為古石門溪流出石門峽谷後，向西、西北及北方遷移所沖積的

石門沖積扇，後經抬生而成。本台地東北以約一百公尺的台地崖鄰接林口台

地，南接湖口台地，東南以大漢溪谷為鄰，桃園台地共有五個地形面，由老

至新(高至低)依序可畫分為富岡面、楊梅面、大崙面、中壢面及桃園面。各

階面間均有 5~20 公尺不等的階崖。台地形成過程為古石門溪形成湖口台地

後，河道向北遷移，形成富岡面，再向西北流，造成楊梅及大崙面，爾後再

向東北遷移，形成中壢面及最低的桃園面8。 

 

圖 18 桃園台地中壢面與楊梅面地形圖〈圖片來源：《桃園縣誌》1962〉 

                                                 
8 引自許民陽，〈桃園台地的誕生〉http://163.20.86.22/articles/data/001.doc,200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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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岡與楊梅面為桃園台地群中位置最高的兩個面，其中楊梅面還是最大

的一個扇面，扇頂高度均達 160~180公尺左右，兩者以高約 20公尺的階崖相

接。由南向北有新莊子溪、三角堀川、社子溪、新屋溪與大堀溪等呈扇狀水

系展開，由東向西流貫此台地面，扇端逐漸降低而與海岸平原相接，海岸平

原靠海側有沙丘帶分佈。在此兩台地面上的主要聚落有湖口、富岡、新屋、

觀音等。9 

此兩台地面的最南端有楊梅地塹分佈。由於近期造山運動的擠壓，在此

兩台地南端形成平鎮背斜，背斜軸走向為東北東至西南西，兩翼傾角十分平

緩，僅 10~20 度左右，地層向上拱起形成楊梅鎮東北的平鎮與西北的伯公岡

台地。另在湖口台地的北部也形成湖口背斜，平鎮背斜與湖口背斜形之間成

一個東西向斷層陷落區，稱為楊梅地塹。楊梅鎮及埔心兩聚落就位於此地塹

內，縱貫公路及鐵路也順地勢通過地塹內向新竹方向延伸。10 

 

圖 19 富岡與楊梅面地塹背斜軸〈圖片來源：《桃園縣誌》1962〉 

                                                 
9同註 8 
10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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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楊梅湖口地區的地質圖〈資料來源：許民陽，2007〉 

在湖口台地北部的背斜，與平鎮背斜之間所成的東西向斷層陷落區楊梅

地塹，在清代時期劉銘傳的鐵道路線即是直接穿越從舊楊梅車站，經過崩坡

到大湖口站〈即位在現今湖口老街位置〉。鐵道坡度對於火車通行而言，是相

當不利的狀況，日治初期雖然延用相同路線，但在昭和 2 年將鐵道依地形順

應而改道，順勢通過地塹內向新竹方向延伸，始得火車能夠增加行車效益。

此也是伯公岡站設置的成因。11 

伯公岡的市街發展在原以公路開闢的交通點起始的大井頭位置，也因為

伯公岡車站的設置後，而向南側車站的上坡前進發展，形成現在的中正路站

前新發展區，也就是著名的呂氏家族的街屋群的建立，因站前的優厚商業區

位而建。 

然而伯公岡市街聚落的中心點仍舊位居地方居民的生活中心點，以大井

頭為聚落的生活活動中心。並不因車站的設置而改變。其後，雖然大井頭位

置因應地方居民伯公信仰祭拜上的方便而建伯公廟，將井口封閉，當地居民

更是以大井頭伯公廟為聚落生活的重心位置。 

                                                 
11 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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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富岡車站前市集 

 

圖 22 大井頭伯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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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許民陽教授同時也說明桃園台地的特殊地景文化─埤塘。其內文

提到： 

在本省各縣市中，桃園縣的埤塘最多，構成獨特的地理景觀。它的修建

主要是桃園台地的河流流路短，集水區小，因此除了大雨及雨季有充足的供

水灌溉外，經常涓涓細流，甚至成為乾谷。因此為了儲存雨水，乃興建埤塘。

興建時通常選擇局部地勢較低處挖掘紅土層與礫石層，圍阻堤堰，由於紅土

黏度大，經與礫石混合壓實後即為不透水的堤防，堤防中的低地即可蓄水而

成埤塘。12 

在石門水庫未修建前，埤塘成為主要的灌溉水源，根據資料，在西元一

九一三年大旱前，桃園台地有一萬個大大小小的埤塘。到達埤塘數量的最高

點，使本縣有『千湖縣』的美譽。當時『陂塘』與『陂塘』間的水源已經能

夠完全串連起來，形成一個具有規模的水利系統。有了較充足的灌溉系統，

桃園縣的稻米產量大增，曾有『北台穀倉』美稱。13 

西元 1963年石門水庫完成時，桃園縣內約有 8845個埤塘，但自從桃園

大圳、石門大圳陸續開鑿，石門水庫供給充分的灌溉水源後，多數的埤塘喪

失了原始的灌溉功能，因此逐漸消失或荒廢，慢慢改變為其他用途，最主要

為改為建築用地，例如本縣縣府特區所在地原為一口大的陂塘。根據民國 84

年的統計，全縣尚存在 1450口陂塘。這些陂塘除了灌溉功能外，許多已轉為

下列的用途：14 

1.養魚池或休閒池：將陂塘用來養殖魚蝦，改為經營釣蝦場或釣魚場，

按時數或釣竿數向釣客收取金額，在垂釣上發揮休閒活動的功能。 

2.風水池：在住家附近或三合院前方的陂塘常得保留為風水池，象徵聚

財的意味。 

3.休閒觀光地：有些陂塘已轉為觀光用途，如龍潭大池、石門水庫的後

池堰，慈湖等。 

4.畜養家禽或家畜用池：住家附近的陂塘較小型者，或大型陂塘的一

                                                 
12同註 8 
13同註 8 
14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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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許多已轉為畜養鴨或鵝等用途。 

所以，富岡地區受到台地地形之影響，形成聚落聚居的必要條件之一，

影響聚落的交通型態與產業發展。在日治時期的鐵道路線改築，將楊梅段的

直線通大湖口〈現今的老湖口〉改為較緩坡的伯公岡台地方向，順應地形的

地塹位置改築鐵道，使得伯公岡地區因為交通的重要位置，一度躍升其經濟

樞紐的地位，肩負聯繫周邊聚落的產業貨物運輸轉運的要衝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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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伯公岡聚落人文及社會發展   

第一節  聚落人口與社群組織 

楊梅地區的移民姓氏目前從已經蒐集的資料文獻裡，並無明確的調查統

計資料，但可以確定的是楊梅地區最早的移民墾拓是客家籍的移民。 

一般的地方講法認為是黃姓為楊梅地區最多人口的大姓，陳是第二大

姓，但又有說是陳為第一大姓。根據民國 68年楊梅人口調查有十二大姓，佔

人口百分之三以上，大概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姓為第十二大姓的二倍，依次為

陳、張、黃、彭、劉、林、李、葉、徐、吳、鄭、王、鍾。
15
在幾個都市化

人口聚居密集的市街發展聚落，如楊梅、埔心、富岡等三個人口密集的市街

聚落，已經是雜姓聚居的狀況，且人口遷移頻繁，已經不見重要的影響家族

或單姓人口眾多聚集現象。 

伯公岡地區大多仍然為農業生產型態。所以，早期到此墾拓的氏族分佈

狀況仍然相當清晰。主要有徐姓、謝姓、劉姓、彭姓、梁姓、陳姓、曾姓、

黃姓、李姓、邵姓等主要農墾地主的大姓。而位在富岡車站前的市街聚落，

聚居的人口姓是就比較複雜，有許多歷年移居到此作生意買賣的外地居民移

入，姓氏複雜，比較知名的有信義街的葉姓家族，因為比較富有而擁有市街

房地產分佈數量較多，另外地方傳聞的陳家因經營回收廢品業而致富，徐家

則開碾米壟間也有相當財力，李家經營替代糧食局的收榖工作也致富，這些

均是大約民國 60年代時期的風光歲月，現在這些家族產業已不復見，留下地

方上人士的風光回憶。16 

                                                 
15 黃厚源先生口述，《桃園縣鄉土史料》，1996:112 
16 大井頭伯公廟前數位長者共同訪談，200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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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伯公岡重要姓氏分怖〈底圖來源：楊梅鎮公所網站，2007/10/19〉 

伯公岡市街聚落的中心一直以大井頭為聚落的中心，起因為此處有一口

聚落居民共同取水使用的大井在此，居民每日的生活重心點。所以，從伯公

岡通往楊梅市街與新湖口、新屋市街、新屋大坡、永安漁港等周邊要聚落地

區的交通中心點，就位在此。從街道的紋理發展可以很清楚見到。伯公岡重

要的商業經營商店也集中在大井頭附近街上，有米店、壟間、雜貨店、布店、

生活食品商店、肉販、菜販等，均會聚集在大井頭附近。 

徐姓 

徐姓 
曾姓 曾姓 

謝姓 

邵姓 
李姓 

彭姓 

陳姓 

市街雜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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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大井頭 1960年代的熱鬧景象〈呂克修先生提供〉 

 

圖 25 大井頭附近的市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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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大約 1960-70年代富岡車站前熱鬧景況〈呂克修先生提供〉 

 

圖 27富岡車站前市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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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昭和 2年後鐵道改線設置伯公岡站之後，新興出站前的廣場與

今天的中正路通往大井頭，商業發展也往中正路逐漸分佈，且往車站位置沿

路開商店發展，此時即出現著名的呂氏家族在此建屋，成為現今伯公岡保留

最為壯觀華麗的街屋，以及著名的呂家聲先生的發展傳奇。 

 

圖 28 呂家聲建立的華麗街屋 

呂家聲曾經擔任過日治時期的楊梅庄庄長，約略是今天的楊梅鎮長，在

日治時期，臺灣籍人士能夠擔任庄長的公職是非常不易的事情，根據後代家

屬的訪談得知 17，呂家聲是位非常有眼光的土地投資商人，到新竹桃園各地

考察，購買地產當作投資，此在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士而言，是很少有臺灣人

從事的投資行業。 

根據《桃園縣志》人物志記載：家聲，世居廣東風順，其先祖呂建玉于

清乾隆年間渡台，出居新竹山崎，後遷新屋埔頂，致力稼穡，家道小康。家

聲誕于今居，自幼勤讀好問，凜資亦至溫後。比長，修以接物，一以仁善為

歸。以是漸致聲遠，遂被任為楊梅區長。就事後，努力擴張市區，修築溝渠，

                                                 
17 訪問呂克修先生，200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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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有關公眾幸福地方興旺之事業，亦靡不剋盡厥職以圖之。哲嗣廷結甫

卒業于日本大學，即在龍潭造林，亦有鄉賢之譽。18
 

 

圖 29 呂家聲先生像〈呂克修先生提供〉 

                                                 
18 《桃園縣志》卷 6 人物志，196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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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聚落的宗教信仰型態 

伯公岡聚落的名稱由來即是因為客家的傳統伯公祭祀信仰而來，此地聚

落為台地的“岡”地形型態，自清乾隆開始有客家移民墾拓記載開始，一直

到現在仍是地方居民習慣的地名稱呼方式。雖然政府行政里的劃分已經與一

般民間稱呼不同，對照現今的行政里名，可以知道伯公岡地區涵蓋富岡、豐

野、員本、三湖，上湖等行政里所在。 

而最早的地名由來是源自位在現今富岡車站後站附近的伯公廟，此廟正

好位在整個台地的岡上，所以地名以此習慣稱呼。此古老的伯公廟，目前並

不知道始建的年代，但依據歷史記載此地方的客家移民墾拓已經在清乾隆年

間就有紀錄。所以，推斷應該在當時就有伯公的信仰存在，但廟宇建築的設

置最早為何形式，目前當地居民並無人知曉，只知道此伯公廟年代相當地久

遠。原本建築約為一人高的小廟，但其客家的傳統風水信仰的格局，相當明

確表達，在廟後方有完整的化胎做為靠背。 

 

圖 30 伯公岡地名由來的伯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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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方居民為了保護古老的廟宇建築，在一人高的廟宇外觀再興建一

座保護的鐵皮屋，使伯公廟形成廟中廟景象，相當地特殊。 

 

圖 31 伯公廟側面 

 

圖 32 伯公廟後側明顯的風水化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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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相傳已經百年以上建築的古老伯公廟 

至於位在大井頭位置的伯公廟，香火鼎盛，和最早的伯公廟荒涼景象有

很大的差異。其位置立於伯公岡最重要的聚落中心地點，當初設置伯公廟也

是因為於本聚落祭祀的伯公位在車站的後站，聚落居民居住位置集中在車站

前的下坡大井頭處，居民祭祀伯公被後來設置的鐵道所阻隔，在日治時期到

民國初年時，火車班次與速度還未造成居民上的不變，但鐵路電氣化後，逐

漸令居民感到穿越鐵道上的不便，所以地方居民才暢議請伯公移到大井頭的

位置，建廟供奉，於民國 72年完成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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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大井頭伯公廟位置 

 

圖 35 大井頭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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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大井頭伯公廟建廟碑誌 

對於大井頭伯公請來的典故，地方有一個傳奇說法。原有伯公岡伯公在

請神到大井頭伯公廟時，居民擲筊無法獲得伯公的同意，顯然伯公並不願意

遷到大井頭的位置，後來居民到新竹市的竹塹城隍廟內請示伯公，經過指示

同意後，才請來伯公鎮座，成為地方上的歷史傳奇故事。 

另一座伯公岡地區相當重要知名的廟宇是集義廟，或稱集義祠。其建廟

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最早是由於祭拜一百多年前來台開懇的客家先民，由

於地處荒蕪之地，一些客死他鄉而無親屬家人安葬祭拜的客家先民，為免其

成為無主骨骸，當年到伯公岡開懇的徐家，感念先民且熱心公益，捐地建廟，

祭祀這些客死他鄉無人祭拜的孤魂，命名為伯公岡集義祠。  

集義祠欸供奉萬善公，立牌位無神像，是南桃園地區新屋鄉、楊梅鎮、新

竹縣湖口鄉、新豐鄉等所屬十八村里民眾輪流主祭祀。顯見該廟在清代時期就已

經是伯公岡地區重要的信仰中心，也可意識到伯公岡的聚落生活領域範圍地區。

目前輪流祭祀仍可分為八大庄，分年輪值主爐，計有楊梅富岡鎮；楊梅頭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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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三湖、四湖聯庄；楊梅員本、瑞原聯庄；楊梅豐野、社子聯庄；新屋望間、

槺榔聯庄；新屋大坡、後庄聯庄；湖口德盛、和興聯庄；新豐新庄子庄。每年的

農曆七月的普渡是伯公岡地區相當熱鬧的祭祀活動，在廟前廣場設置奉祀諸多祭

品與大豬公祭拜。 

 

圖 37 伯公岡集義祠 

而位在豐野里內，也是屬於整體伯公岡地區生活圈的範圍，有自己的伯

公廟，以往稱之為陰影窩大伯公，民國 65 年地方居民捐資興建新廟，提名為

妙靈公廟，成為伯公岡地區與附近聚落的眾多伯公廟裡，建築規模最大的伯

公廟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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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妙靈公廟 

 

圖 39 妙靈公廟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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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聚落人文地景型態 

伯公岡為一個由南向北逐漸緩降的台地地形，以地方上的習慣說法為從

楊梅西南側呈現東西向發展的長岡嶺，整片面向北側下降的大片台地，在岡

上端建伯公廟供奉，而稱之為伯公岡。從地形上的特色，就可以理解先民移

墾的聚居，找到安全適合的地點開墾落腳均位在水源取得方便，墾殖土地豐

饒的地點，而伯公岡市街地區的形成，則是因為幾個重要聚落的交通交會點

區位，可以通聯新屋、湖口、楊梅等的交通點，形成位在大井頭為中心發散

的市街聚落。而伯公岡車站設置後，也讓伯公岡地區商業繁盛一時。但現今

社會經濟產業的型態變遷，伯公岡地區的過去熱鬧景象已不復見，所以地方

上有與此地形關聯的俗語： 

伯公岡留財不住〈客語：貂財ㄇ黑〉 

即是傳說這個從車站而下的斜坡，快速流動，無法守財，所以伯公岡興

盛的快，也沒落的快。 

 

圖 40  伯公岡傾斜的地勢〈航照圖引自 google earth2007/8/10〉 

富岡車站 

伯公岡市街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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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伯公岡傾斜的地勢造成斜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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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伯公岡市街聚落型態  

第一節  市街的道路發展 

 

圖 42 伯公岡的聯絡道路〈圖片來源：楊梅鎮公所網站，2007/10/19〉 

伯公岡市街聚落的中心一直以大井頭為聚落的中心，起因為此處有一口

聚落居民共同取水使用的大井在此，居民每日的生活重心點。所以，從伯公

岡通往楊梅市街與新湖口、新屋市街、新屋大坡、永安漁港等周邊要聚落地

區的交通中心點，就位在此。比起日治時期鐵路改道時設置伯公岡站才形成

的站前市街，發展形成得更早。 

在大井頭位置，原本即是伯公岡聚落居民取水的重要水井處，也是聚落

居民生活的重心場所所在。任何伯公岡的公眾活動或迎神慶典、喪葬事宜，

均會路經過此處，甚至就在此聚落中心地直接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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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大井頭 1960年代的熱鬧景象〈呂克修先生提供〉 

 

圖 44 大井頭往湖口與大坡方向的聯絡道路 



 46 

 

圖 45 大井頭旁中正路傳統街屋 

 

圖 46 1962年中正路上的送葬隊伍〈呂克修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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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大井頭旁信義街傳統街屋 

 

圖 48 大井頭附近的市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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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大井頭通往楊梅方向的信義街 

從街道的現況可以很清楚見到，伯公岡重要的商業中心大井頭周邊集中

開有許多日常用品商店，類型因為時代的轉變，過去傳統的米店、壟間、雜

貨店、布店、生活食品商店、肉販、菜販等，已經漸漸消失，取代的是最新

的各式各樣的便利超商、家電用品等商店。 

日治時期昭和 2年後鐵道改線設置伯公岡站之後，站前廣場開闢通往大

井頭的中正路，逐漸出現商業發展分佈，沿路開市各種商店，1960年代更是

出現時髦的照相館與戲院等，這些新的娛樂消費聚集靠近車站位置，也建造

華麗的呂氏家族街屋。 

 

圖 50大約 1960-70年代富岡車站前熱鬧景況〈呂克修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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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大約 1960-70年代富岡車站的照相館〈呂克修先生提供〉 

 

圖 52現今富岡車站前舊照相館位置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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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富岡車站前廣場現況 

 

圖 54富岡車站前華麗街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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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治昭和時期的鐵道改築設站影響 

在《桃園縣誌》對於伯公岡相關的交通記載，主要記載了因為日治昭和

年間的鐵道改築經過伯公岡，而且設站對於整個聚落發展的影響，有清楚的

各項紀錄。 

以下引自《桃園縣誌》之記載做說明 19： 

清代康熙末年，本縣對外之陸上交通，可經由竹塹通達南部各地，其時

自竹塹向北所闢之道路有二:一至於中壢，一達於南崁。自南崁北行，乃賴海

運之銜接，蓋因外龜崙嶺梗阻於桃園、台北之間，益以當時龜崙社土番盤據

滋擾，行旅裹足，更見蜀道之難。迨至清雍正初年，通往台北之道路使自南

崁社取道沿海岸向北迂迴開闢，其間經岌岌崎、坪頂、兔子坑而至台北之新

庄，其要在遠避龜崙之險阻。嗣因商旅之所得，為取其交通之便捷，繼由中

壢闢道經由桃園龜崙嶺之舊路坑而達台北之十八份庄及新庄。自是縣境之南

北交通暢達無阻，四鄉道路亦隨之修築，其主要道路列述如左: 

一、南北幹道 

（一）竹塹至中壢道路，竹塹至南崁道路 

（二）南崁經岌岌崎、坪頂、兔子坑至台北新庄道路，南崁至中壢道路 

（三）中壢經桃園、舊路坑（越龜崙嶺），十八份至台北新庄道路 

（四）桃園經新路坑（越龜崙嶺），塔寮坑，陂角至台北新庄道路，築

於清乾隆十六年間 

（五）其基隆經台北至桃園通達新竹鐵路 

（六）台北經桃園、中壢至新竹縱貫公路 

二、四鄉支路 

（一）咸菜棚至新埔道路 

（二）桃園至三角湧道路 

（三）大嵙崁至三角湧道路之橋仔頭經由鶯歌石 

（四）大嵙崁經缺仔庄、中庄至橋仔頭 

                                                 
19 《桃園縣誌》，1979:8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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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橋仔頭至三角湧道路 

（六）大嵙崁至龍潭陂道路 

（七）中壢經龍潭陂至咸菜棚道路 

（八）大嵙崁經蕃仔寮，牛欄河至咸菜棚道路 

（九）桃園至社坑後，潭底庄至新庄道路 

（十）咸菜棚經馬福社庄至樹杞林道路 

（十一）大嵙崁經鳥塗窟至三角湧道路 

（十二）咸菜棚經新庄至樹杞林道路 

三、日據時期，於民前九年，改築桃園至大嵙崁道路，路長十二公里，

寬三.六公尺。由沿路居民以義務勞役修築。同年桃崁輕便軌道公司成立，桃

園至大嵙坎間輕便軌道通車，旅運益便。日督府復頒訂道路建築標準為一、

二、三等之分，當時本縣之桃園廳即依照標準開始測量境內之道路線，並分

建築完成做列各線道路: 

（一）桃園至崩坡道路，桃園至龜崙嶺道路:$於民前八年三月竣工，屬

一等道路，路基一二.七公尺，路面三.六公尺，桃園至崩坡間長二十四公里，

桃園至龜崙嶺（今龜山鄉）間長六公里，全長為三十公里，路地由地主捐贈，

由沿道居民義務勞役修築完成。 

（二）民前六年至民前五年間，本縣境內先由各地居民以義務勞役施

工，或由地方紳士集資自築，或由官府監修築路之道路有:桃園經由南崁至大

竹圍道路十八公里，桃園至樹林口道路十二公里，中壢至大坵園道路十三公

里，桃園至鶯歌石道路八公里，大嵙崁至鶯歌石道路十四公里，大嵙坎至龍

潭陂道路十二公里，龍潭至平鎮道路八公里，咸菜棚至新埔道路十一公里，

大竹圍至蚵殼港海岸道路三十六公里。 

本縣路上交通，自清代康熙末年迄至日據時期，由昔日墾民肩挑負販之

羊腸小徑，屢經開闢修築改良，全境道路四通八達，居民商賈稱便，為適應

生活環境所需，人行道路逐漸為輕便軌道，鐵路及公路所替代，進而由郵政

所代替，進而有郵政、電訊等交通設施之創立，益使縣境趨向繁榮之途徑邁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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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鐵路，創設漁民前二十五年（清光緒十三年）六月，為臺省首任巡

撫劉銘傳向清廷奏准敷設。其要在便利商旅，促進繁榮，運輸軍隊，裨益海

防，原計畫敷設北自基隆，南至彰化，嗣因經費困難，經繼任巡撫邵有濂奏

議，改築至新竹為止。（清光緒十三年）六月自大稻埕起工，先北向基隆方向

修築，以余德昌所帶昌字四營士卒，其間經獅球嶺，開鑿隧道長十八鎖(一.

一八八呎)，工程至為艱鉅。翌年繼南向新竹方面修築………。本省鐵路營運，

始自台北至基隆間之鐵路營運，民前二十一年（清光緒十七年）七月開始通

車營業……..。台北至新竹之鐵路營運，於民前十九年（清光緒十九年）十

一月開始營業，沿途設有車站十處，分別為台北、海山口、打頭坑、龜崙嶺、

桃仔園、中壢、頭重溪、大湖口、鳳山崎、新竹等站。民前十七年（清光緒

二十一年）六月，本省北部基隆至新竹間之鐵路完成僅一年餘之際，日軍進

佔本省，鐵路即為日軍所攫取………。民前十五年四月，鐵路業務移歸日督

府民政局接辦。至翌年二月完成原設鐵路之部分修築與改逐工程，並計畫敷

設自基隆至高雄之縱貫鐵路，於民前十三年開始興工，一面改築基隆新竹間

之舊路線，一面分自高雄、新竹兩端敷設新鐵軌，全線於民前四年四月竣工，

自基隆至高雄縱貫鐵路全長為四百零五公里。…….桃園新竹間之路線改築工

事，與既成舊路線略成平行，在路長二十一哩中，改築者達十九哩餘，路線

坡長，原線為三十八分之一至三十分之一，經改築後最斜之坡度為六十分之

一，路線之曲線半徑，亦經改築為最小曲線半徑為十五鎖（九百九十呎），沿

線以中壢、崩坡、大湖口等處改築變更最大，改築後在桃園至新竹沿線中，

位於本縣境內路段設有崁仔腳（內壢）、中壢、安平鎮（平鎮）、楊梅等四個

停車場。可見在日治初期的首次桃園到新竹之間的鐵道改築，尚未遷離原路

線很遠，還未到達伯公岡地區。 

民國八年，興築基隆台北間之鐵路複線。民國十一年，築建南至彰化間

之鐵路，沿海岸線與既成之縱管鐵路并行使用，路長八十五公里，於台中彰

化間與縱貫線銜接南行。民國十六年，在嶺仔腳以南路段，係於民國二十三

年十月三十日通車，崁仔腳北路段則於同年十一月時五日通車。貫穿縣境之

縱貫鐵路，均有複縣設施，北通基隆，南通竹南，堪稱便利，複線通車營運

後，縣境各站客貨運數量大增，茲將當時營運概況列表於次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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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據時期縱貫線複線通車後縣境各站營運狀況（民國二十四年） 

站別  

 

區分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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崁
仔
腳 

中
壢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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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梅 

伯
公
岡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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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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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0

、
七
九
一 

一0

、
七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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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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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0

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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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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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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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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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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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
八 

六
八
一
、
九
八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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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噸
） 

五
五
、
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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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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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八
九 

三
四
、
八
七
一 

一
二
、
三
一
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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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見，日治時期創設伯公岡站之後，伯公岡的人的通勤運量比當

時的崁仔腳、平鎮站來得多，貨的運量比當時的崁仔腳多，所以，可見到伯

公岡站設置後，人與貨物的運送均是附近的聚落的仰賴車站，使得伯公岡大

井頭到車站之更加發展迅速。 

伯公岡車站的興盛，成為新屋市街中心人貨運輸到臺灣遠地的重要出入

口站，新屋地區的稻米輸出，以及人員的外地通勤，漸漸仰賴伯公岡車站的

運輸功能。 

所以，民間開始鋪設輕便車路，鋪設簡易的軌道，上行臺車運送人與貨

物。因為在伯公岡車站前直接有相當傾斜的大斜坡，輕便道必須依據緩坡位

置，轉彎繞遠道而行，成為伯公岡輕便車路線特殊的地方。路線由伯公岡車

站前的壟間，繞一圓圈沿著現今中正路斜向下坡，到大井頭位置時，北上新

屋方向出現一個大斜坡，此輕便道路線即直下到集義祠前的廣場通過，繞一

大圈，再轉回到往新屋方向。此輕便車路，在伯公岡的居民而言，是相當留

有重要回憶的交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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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昔日伯公岡通往新屋輕便車道路線〈航照圖引自 google 

earth2007/8/10〉 

 

圖 56 昔日伯公岡輕便車道位於中正路傾斜的地勢上 

富岡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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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伯公岡市街建築型態  

第一節  市街建築的類型分佈 

伯公岡現今還有留下清楚的日治時期因車站設置後，產業興盛發展下形

成的市街形式與年代久遠的街屋。這些鑒於日治時期的仿西方建築語彙形式

的街屋建築，乃是日本明治維新期間，極力吸收西方文化的具體行動成果。

1895年至 1945年是台灣史上的日治時期，在這一段時間，日本殖民政府在

台灣興建了不少建築，引進了所謂西方歷史式樣建築、日本式樣及現代建築，

而這些建築物無論是在機能上或式樣上都呈現出多樣性，在台灣的近建築史

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正是台灣本土建築型式由傳統轉變到現代樣貌的

重要時期。 

本研究由街屋的「山牆型式」及「立面裝飾」來分析街屋立面風格。所

謂的「山牆型式」包含了山牆立面的類型，及其各部位組成元素，如山牆、

邊牆、邊柱…等之造型，這些可說是山牆立面的基礎架構。「立面裝飾」則是

指山牆 

立面的裝飾材質，以及山牆立面上的裝飾題材。街屋在山頭的裝飾部位

大致可分為「山尖」、「山頭面」、「山頭面下方匾額」以及「山頭兩側的簷牆」。 

而街屋的外廊立面上層部「簷牆」形式，簷牆的構成包過括了「山頭」

與「女兒牆」兩者，依其簷牆與山頭設置的有無進行分類，可分為「無簷牆」、

「未設有山頭之簷牆」、「設有山頭之簷牆」等三種街屋。 

在「未設有山頭」之簷牆中又可細分為「矮牆型」與「飾柱型」；「設有

山頭之簷牆」可分為「中央凸出山頭型」與「多山頭型」兩種。 

一般建築裝飾的作法有寫、繪、彩、雕、塑、嵌、砌等方式，本研究針

對伯公岡街屋山牆立面之裝飾材質及裝飾題材種類加以分類整理統計，將日

治時期街屋立面常見之裝飾材質如交趾陶、剪貼、紅磚、洗石子、磁磚等的

裝飾題材予以分類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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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信義路街屋分布圖 



 58 

 

圖 58伯公岡中正路街屋分布圖 

本研究以富岡火車站前之主要道路中正路和信義路與中正路交叉處之

23棟街屋為對象。再針對街屋立面現況做篩選，篩選條件與限制：1.裝飾部

經招牌遮擋，又可分為遭遮擋 20%、40%、60%、80%、100%，2.經遮雨棚等加

蓋物之遮擋。 

根據以上兩點作一個統計排除遮擋達 100%之街屋 2棟(表 2)，再依據表

一作遮擋 80%以下，未遮擋可研究之部份分析(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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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案例篩選表 

   %    中正路    信義路 

招牌遮擋   20       1       - 

  40       2       - 

  60       -       - 

  80       2       1 

 100       -       2 

加蓋物遮擋  下層       -       1 

 中層       1       - 

             共計 10棟 (100%完全排除 2棟) 

 

表 3未遮擋可研究案例篩選表 

 地址 照片 遮擋率 可研究部份之分析 

中正路 50 

  

中層 

10% 

除遮雨棚遮擋之 10%，其餘

皆完整。 

54 

  

20% 除招牌遮擋之中層、一向

柱子，其餘皆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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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40% 除招牌遮擋之中層、窗小

部份和雜草擋住一扇窗，

其餘皆完整。 

58 

  

40% 除招牌遮擋之中層、二向

柱子，其餘皆完整。 

62 

  

80% 只見高層匾額女兒牆。 

64 

  

80% 只見高層匾額女兒牆。 

信義路 183 

  

80% 只見柱、高層女兒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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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下層 

50% 

窗以上之立面皆可見。 

 

本研究蒐集到中正路共 16棟信義路共 7棟，總共 23棟；中正路完整之

建築 10棟，信義路 3棟；部份遭遮擋中正路 6棟，信義路 2棟；排除完全遭

遮擋之建築信義路 2棟。最終確定調查對象總共 21棟。 

表 4 調查分析街屋案例表 

   地     點    

立面情形 

              數量 

中正路 信義路 

全棟完整 10 3 

中、上層完整 1 1 

上、下層完整 3 1 

女兒牆完整 2 - 

完整有效案例合計 13 

部份有效案例合計 8 

總計 21 

 

一、立面柱之柱平面分析 

富崗街屋柱截面形式分為亞字型、圓形。圓形柱在裝飾性較一般截面形

式的裝飾意義來的高，由於圓柱的柱徑太小時在結構上與樑分離故承重效果

較低，因此圓柱多與方形柱互相搭配，方形柱負責結構支撐而圓柱則主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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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之用 20。 

二、立面柱形式分析 

依據其建造者身分、財務能力和用途重於何項，結構性和裝飾性立面柱

式分為亞字形柱、雙柱、附壁柱三種形式（表 5）；當地老街建築柱式多為亞

字形柱，唯一只有呂宅洋樓中正路十六號建置裝飾性高的雙圓柱。 

1.亞字形柱， 

2.雙柱（coupled column），即指柱是以成對的方式出現於建築物上，

多為相同形式柱。 

3.附壁柱（pilaster），方形壁柱。牆壁上表現出柱子的浮雕效果。方

形壁柱有時被視為是嵌入牆內方柱的外露部分。方形壁柱是種必要的裝飾。

當作一種相呼應的陪襯時，具有隱約的結構作用。 

表 5立面柱形式圖示 

柱形式     亞字形柱       附壁柱      雙柱 

 圖示 

     

      中正路 10號 

     

      中正路 16號 

   

     中正路 16號 

                                                 
20參考王素娟《日治時期台灣洋樓住宅外廊立面形式之研究》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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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外廊立面各部分之構成 

本研究將外廊立面分為上、中、下層三個部分進行探討。上層部分包括

山頭與簷牆、簷部飾帶；中層部分包括牆面作法、開窗形式；下層部分包括

立面柱支柱平面分析、立面柱形式分析。藉由立面構成要素的拆解，分別探

討不同部位的裝飾特徵與作法，以理解富岡老街外廊立面的形式特徵。 

一、山頭與簷牆 

在過去傳統民居之中，「屋頂」擔負著建築物上層立面的重要角色，更

象徵著屋主的地位、階級，因此，無論是在形式、構造、坡度或是裝飾上，

皆深具特色。直到日治時期羊頭住宅的興建，受到多層樓的設計發展與建築

材料的進步影響，一改過去傳統建築所形成的天際線，屋頂也逐漸趨向簡單

會或是隱沒於簷牆的後方，使得山頭簷牆進而取代屋頂的地位，成為視覺的

焦點。 

此處所要探討的部分為外廊立面上層部「簷牆」的形式，簷牆的構成包

含了「山頭」與「女兒牆」兩者，依其簷牆與山頭設置的有無進行分類，共

可分為「無簷牆」、「未設有山頭之簷牆」、「設有山頭之簷牆」等三種。 

〈一〉無簷牆：臨街面的頂層屋頂向後退縮，屋簷的檐口部分無短牆設

置，而已線板或線腳做為檐口收頭的處理。 

 

 

 

 

 

 

 

 

 

 

 

 

(無簷牆)中正路 10號 (無簷牆，有三個匾額框) 信義路185

號 

〈二〉未設有山頭之簷牆：就富岡老街外廊立面而言，未設有簷牆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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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矮牆形、特蘇砌磚等兩種形式。 

1、 矮牆形：立面屋簷的前端僅有一堵水平矮牆，遮蔽住出簷末端的切

口。而矮牆形匾額框又細分為一個匾額框與三個扁而框兩種。 

2、 特殊砌磚：臨街面的上層有一壓簷短牆，內部砌磚造型式以工字形、

半弧形、菱形、鼎字形等形式。 

 

 

 

 

 

 

 

 

 

(矮牆形，一個匾額

框)中正路 62號 

(矮牆形，三個匾額

框)中正路 48號 

 

 

 

 

 

 

 

 

 

 

 

 

 

 

 

 

 

 

 

 

 

 

 

 

 

 

(特殊砌磚，半

弧形)中正路 46

號 

(特殊砌磚，工字

形)中正路 52號 

(特殊砌磚，菱

形)中正路 58號 

(特殊砌磚，鼎字

形)中正路 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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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有山頭之簷牆：富岡老街外廊設有山頭之立面分為兩種形，分

為中央山頭型及較特殊的閣樓式山頭。 

1、 中央山頭形：在簷牆立面之正中央處有一特別突起之山頭做為視覺

焦點。就富岡老街外廊立面而言分為半圓形、三角形兩種山頭。 

半圓形：在突起的山樓部分為呈現一幾何半圓形狀。 

三角形：在突起的山樓部分為呈現一幾何三角形狀。 

2、 閣樓式山頭：在台灣洋樓中，有少數幾個案例在中央山頭處採用閣

樓的形式。而富岡老街又以呂氏洋樓之閣樓式山頭最為特殊，是以圓頂呈現

帶有濃厚的巴洛克風格。 

 

 

 

 

 

 

 

 

 

 

 

 

 

 

 

 

 

 

 

(中央山頭，半圓

形)中正路 12號 

(中央山頭，三角

形)中正路 14號 

(閣樓式山頭)中正

路 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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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街屋立面「山頭與簷牆」分析表 

 

 

無簷牆 未設有山頭之簷牆 設有山頭之簷牆 總計 

矮牆形 特殊砌磚 中央山頭形 閣樓式山頭  

 

 

 

23(1.00) 

無簷牆 2(0.08) - - - - 

一個匾額框 - 3(0.13) - - - 

三個匾額框 1(0.04) 3(0.13) - - - 

有裝飾 - 2(0.08) - - - 

工字形 - - 3(0.13) - - 

半弧形 - - 2(0.08) - - 

菱形 - - 1(0.04) - - 

鼎字形 - - 1(0.04) - - 

半圓形 - - - 2(0.08) - 

三角形 - - - 2(0.08) - 

閣樓式 - - - -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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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層部裝飾 

本節所要探討富岡街屋建築中層部分之研究，主要針對於富岡老街洋樓

立面之牆面作法與開窗形式。 

一、牆面作法 

富岡老街洋樓立面中層部分的「牆面」構成，就一般牆面設計而言具以

下四種用意，1.防火：如灰泥粉刷可以做為防火構造，2.形成一道保護層保

戶結構體，3.減少室內受外在氣候環境影響，4.美觀與裝飾的需求等。由於

本文主要針對立面形式部分作為研究，故以「美觀與裝飾的需求」之方向進

行深入探討。 

洋樓牆面裝飾呈現出兩極化的表現方式，部分饒富裝飾，部分則完全沒

有裝飾，從立面整體來看並不會過於強調牆面本身上的裝飾，相對裝飾物也

不會太多，牆面的功能只要是用來朔造立面效果，像是強化整體立面的水平

感、垂直感或是質感呈現。 

本節針對「牆面」的構成進行探究，主要研究牆面裝飾材質、面材質的

設計安排、牆面上不同材質的轉接與收頭。 

表 7街屋中層部遮擋率狀況 

 遮擋率 

% 0 20 40 60 80 10

0 

數量 11(

0.46) 

3(

0.13) 

3(

0.13) 

2(

0.08) 

1(

0.04) 

4(

0.17) 

總計 24(1.00) 

中層部分遮擋率 80%以上不列入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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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牆面裝飾材質 

當立面材質採用較為單一、具整體性的牆面材質時，大多都會利用裝飾

物來增加立面的豐富度。就富岡老街洋樓立面而言分為有裝飾與無裝飾兩

類，而有裝飾又以泥朔裝飾物為主，無裝飾則是一般的砌磚立面。 

1. 有裝飾：在富岡老街洋樓立面佔少數，主要是以泥朔裝飾物為，多

呈現在中層飾帶，與象徵性的裝飾。 

2. 無裝飾：富岡老街洋樓立面的呈現以一般砌磚為主。 

 

  

有裝飾 無裝飾 

 

 

(二) 面材質的設計安排 

洋樓牆面材質的設計安排上可分為四大類型，水平式、垂直式、一致式、

綜合式。就富岡老街洋樓立面上，主要分割法以下列為主： 

1.水平式：以樓層分割，不同樓層採用不同的外牆才質。整體立面構成

表現以紅磚為主，搭配少部分灰泥於水平飾帶或是樑柱上做為表現。 

2.一致式：整體立面材質一致，使用同一種材質。主要是採用紅磚、灰

泥表現。 

3.綜合式：不同材質在同一立面共同組合而成。主要以紅磚做為牆面材

質，搭配洗石子或是灰泥材，運用於窗框、水平飾帶、匾額、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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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式 一致式 綜合式 

 

 水平式 一致式 綜合式 總計 

有裝飾物 1 1 5 7 

無裝飾物 10 2 - 12 

數量 11 3 5  

總計 19 

 

(三) 牆面上不同材質的轉接與收頭 

 牆面再遇到不同樓層交接處，會利用簷部飾帶來做為轉接與收頭，若

兩者採用相同材質時，則會以迴異的方式排列表現，如運用面磚直砌或橫砌

朔造出不同的方向感做為區分。 

 

 

 

 

 

 

 

二、開窗形式 

窗戶為建築物之中用以通風換氣的元素之一，在過去中國傳統觀念中，

「窗」僅具有通風採光並帶有少許裝飾及世俗象徵之用，有些地方甚至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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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孔越小越能將家中的「氣」留住。因此在傳統住宅中，對外鮮少利用窗戶

來做為媒介，僅將窗戶設置於建築物內側為主，朝向內部中庭。 

在西方窗戶主要的功能在於調節建築物的通風，故開口多朝向外部空

間，由於東南亞地區氣候較西方炎熱，許多來此殖民的西方人及為不適，因

此在興建住宅時對於通風換氣方面特別注重。 

中國傳統窗戶設置的觀念及設置方式與西方有極大的不同，因此在面對

融合不同國家建築風格影響的台灣洋樓建築之中，窗戶的用途、設置方式、

設置位置等，是如何被定位，異文化的互相影響，融合是否也相對影響「窗

戶」的發展。 

窗戶除了具有實質上的功能外，在立面裝飾上也肩負相當重要的角色，

對於洋樓立面整體風格的朔造，有一定的地位。由於台灣洋樓的外廊形式以

騎樓式的外廊為多，在正面的表現上除了一樓部分為柱廊之外，二樓以上的

樓層則多為牆面表現，由於本文主要探討對象為各項立面中最富裝飾性的「正

向外廊立面」，因此在富岡老街洋樓立面中層部所出現的窗戶皆為本文所要探

討的對象。 

本文利用拆解與分析正立面窗戶型式，以瞭解其構成。具體的研究內容

有下列：一、窗戶在外廊正立面中分部位置，二、窗戶功能，三、窗戶的構

成，四、窗戶的開法，五、窗戶於正立面配置規則，試圖裡解富岡老街洋樓

窗戶在正立面的形朔上，具有何種價值與功能。 

(一) 窗戶在外廊正立面中分部位置 

富岡老街洋樓住宅以長型排樓為主，對於開窗方式並沒有多大的選擇空

間，而開窗方式大多以排樓立面、屋尾或是以天窗的形式呈現，就裝飾性質

來看，窗戶設置於排樓立面的裝飾程度較高。一般來說，窗戶的位置反映出

的是室內空間的位置，所以只要是臨外側的空間，多會設置最少一扇窗戶，

做為與外部空間的中介。 

(二) 窗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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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樓立面窗戶一其功能的不同可分為三種，包括一般窗戶、氣窗與凸

窗。 

1. 一般窗：在立面上的開口，用來提供室內空間通風換氣之用。 

2. 氣窗：牆體上方或天花板角偶所開的小窗，或是設置在一般窗

上方，提供空氣對流以降低室內溫度。 

3. 凸窗：建築物外牆的窗子凸出成三面或是凸初承半圓狀，此種

凸窗多以北歐或英德等高緯度地區的建築，主要是爭取陽光而設計，可獲得

較明亮的光線以及開闊的視野。 

 

   

一般窗 氣窗 凸窗 

(三) 窗戶的構成 

窗包含的「窗孔」、「窗框」、「窗櫺」等三種構件。 

1. 窗孔 

窗孔即指窗的孔洞，台灣洋樓住宅之中，窗孔依形式的不同分為以下類

型。包括正方形窗孔、長方形窗孔、半圓形窗孔、圓形窗孔、橢圓形窗孔、

變異形窗孔、拱形窗孔、三角尖形窗孔等。 

而就富岡老街洋樓立面而言，則是以正方形窗孔與長方形窗孔為主。 

(1) 正方形窗孔：窗子開口成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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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方形窗孔：窗子開口呈長方形，窗框或頂部常配有裝飾。       

 

   

    

 

 

 

     形式 正方形窗孔 長方形窗孔 總計 

數量 3(0.1

6) 

16(0.8

4) 

19(1.0

0) 

2. 窗框 

台灣洋樓窗戶的裝飾變化相當多元，除了窗洞的形狀具有涵義之外，窗

戶本身的範圍會被刻意的框圍出來，部分則是利用框圍的圖形來表達其訴

求，如顏色的強烈對比或是使用吉祥圖案來做表現，也因此即使是相同的窗

孔，但會利用其外框外為不同的裝飾手法來朔造出不同的效果來配合不同的

立面。 

就富岡老街洋樓立面的窗戶依窗框設置有無，可分為有外框形式與無外

框形式兩種。 

(1) 有外框形式窗戶做法 

分析中正路 12 號、14 號、16 號、18號、20 號之窗戶外框部分。以上

樓宇之窗戶外框是以凸出牆面之雨庇，除了達到遮雨功能，亦能利用雨庇處

做為強調裝飾的重點。12 號、14 號、18 號、20 號樓宇窗框均呈現弧形，而

  

正方形窗孔 長方形窗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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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號樓宇的窗框較為特別，兩邊呈現的是弧形窗框，中間部分則呈現三角形

窗框。 

 

   

12號 14號 16號 

   

18號 20號 

(2) 無外框形式的窗戶 

無外框形式窗戶即窗孔外為未設有窗框，利用牆面兩種材質的搭配來劃

分，或是牆面遇到開窗部時改變砌磚的排列方式來做為強調。 

 

 

 

 

 

3. 窗櫺 

「窗櫺」即指窗框內以木條以交錯製成的窗格子，其造型可使窗戶更具

豐富性，窗戶面材以玻璃材質為主流，玻璃為整面式並且能直接透視入內，

窗櫺的設置除了能讓人無法透視入內外，更能從窗櫺的排列形式透露其所受

之建築風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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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富岡老街洋樓立面中層部的窗戶大多以改建，因此本文最主要是針

對未改建過的窗戶做為分析研究。富岡老街洋樓立面中層部的窗戶之窗櫺可

分為直橫交錯、直橫斜交錯兩種。 

 

 改建過的窗戶 

未改建過的窗戶 損壞 

數量 9 

9 1 

總計 19 

(1) 直橫交錯：即指水平木條與垂直木條互相組合而成，排列出各

種不同的樣式。 

(2) 直橫斜交錯：利用水平木條、垂直木條與斜放木條共同組成，

此種樣式所變化出的造型較為豐富。 

 

 

 

 

 

 

 

直橫交錯 直橫斜交錯 

4、窗戶的開法五、窗戶於正立面配置規則 

就樓宇立面窗戶依其開關方式分為： 

(1)上下疊窗：為近代建築中常見的開窗方式，其左或右窗框內置放平

衡垂，使得窗戶可隨意停樓在任何高度，此窗戶的通風及採光效果極佳。 

(2)左右拉窗：富岡老街洋樓立面大多以此種形式為主，尤其是改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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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窗戶占多數，其次才是原本木造窗櫺的形式。 

 

 
上下疊窗 左右拉窗 

上下疊窗+左右拉窗 損壞的窗戶 

數量 2 15 

1 1 

總計 19 

5、窗戶於正立面配置規則 

從整體立面上來看，窗戶在立面配置位置規則分為兩種，包括：對稱型與

一致型。 

(1)對稱型：立面指中軸線平均分隔線，窗戶呈現左右對秤的型式，但

窗戶的型式不一定相同，左右兩側窗戶較中間窗戶窄。 

(2)一致型：立面以中軸線為平均分隔線，窗戶成左右對稱型式，同一

立面當中的窗戶型式完全一致。 

 

 

 

 

 

 

對稱型 一致型 

 

 對稱型 一致型 總計 

改建過 未改建過 損壞的 改建過 未改建過 

數量 9 4 1 - 5 
1

9 
總計 

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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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下層部裝飾 

柱子倒角主要位於下層部柱子與樓板連接處，主要用來修飾樓板與柱子

的交角，其以裝飾性質為主。就富岡街屋立面而言，大部分樓宇的樓板與柱

子所用材質不同，故都會用倒角加以修飾，但也有少部分樓宇之柱子與樓板

材質一致，所以便不加裝倒角。 

 

柱形式     亞字形柱       附壁柱      雙柱 

 圖示 

     

      中正路 10 號 

     

      中正路 16 號 

   

      中正路 16 號 

僅見的倒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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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語  

經過這段對伯公岡市街聚落的調查時間後，雖然傳統的農業發展的整體

環境，以及因為車站設置後的商業市街發展，伯公岡地區仍然留存一份濃厚

的鄉土風情。此乃是人與環境之間的對應關係，述說著人造環境所呈現出的

空間記憶，這個痕跡代表人生活傳統的建構依據。伯公岡的發展歷史與環境

建構，正述說著客家移民的生活寫照，生活的空間與伯公信仰的緊密結合，

使空間與環境展露人類生活發展歷程中智慧結晶與經驗之積累，留下真實的

生命發展歷程痕跡。 

在現今高度開發的都市建設與經濟發展下，臺灣各地人口往都市集中，

古老的小鎮逐漸褪去過去榮華的面貌，此伯公岡聚落也在有限度地都市化

下，仍然可以找到部分的傳統生活空間紋理，這些紋理正是離鄉遊子歸根落

腳的依歸所在，這些小鎮空間場所就是最是富有生命力的地方。 

本文探討了伯公岡聚落的發展特質，以及因應台地地形的特殊地景發展

與聚落生活空間形式，顯露先民開墾時期即已經思考與大地間的對應關係，

也貼切地世居的客家族群依然慣稱此地為「伯公岡」。 

因為日治時期縱貫鐵路的通過設站而興起的小鎮，成為鄰近新屋聚落仰

賴進出的交通要衝，地方的客家族群由常年的大坡農業地區，移轉到這個以

客家人最傳統信仰「伯公」廟為中心的新興市集，早期出現民生重要的布店、

米店、漁貨及豆餅等批發商、貨運行等，市街熱絡繁華一時。 

車站前市街的興起，呂氏家族興建華麗的仿西式日本街屋，留存到現今

仍然不減風光的建築裝飾色彩。現今雖然已無門庭若市，但由華麗的街屋建

築，展現其當年富甲一方，客家人辛勤務農而轉型經商的成功榮耀光采，在

伯公岡地區建立客家財富實力的典範。 

本研究即以目前保存下來的伯公岡市街傳統街屋的裝飾來進一步分

析，解釋其建築的風貌特色。由街屋的「山牆型式」及「立面裝飾」來分析

街屋立面風格。分別以街屋在山頭的裝飾部位「山尖」、「山頭面」、「山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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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匾額」以及「山頭兩側的簷牆」等作為分類依據，同時解析外廊立面上

層部「簷牆」形式，構成包括了「山頭」與「女兒牆」，依其簷牆與山頭設置

的有無進行分類，又分為「無簷牆」、「未設有山頭之簷牆」、「設有山頭之簷

牆」等三種街屋。在「未設有山頭」之簷牆中又可細分為「矮牆型」與「飾

柱型」；「設有山頭之簷牆」可分為「中央凸出山頭型」與「多山頭型」兩種。 

這些調查成果對於快速消失的小鎮聚落風貌而言，逐步地收集地方的流

傳史料，以及進行前人未做的攝影老街街屋的工作，對於伯公岡聚落而言，

本計畫已經為這個市街聚落做了有價值的歷史研究與資料建檔保存工作，對

未來的伯公岡居民而言，相信是相當有意義的研究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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