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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共生的文化廊道：桃園茄苳溪流域埤圳與客家社會調查研究 

 

  

摘要 

 

    全球化趨勢下再現日漸消弱的傳統人文地景，成為當代地方社區重建與復

振文化的重要一環。 本計畫以桃園臺地茄苳溪流域傳統水圳--霄裡大圳為中

心，通過土地拓墾與近代國家勢力介入下水利管理制度方式的轉變及現代社區

營造的地方視角出發，探討村落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水利面向所顯現出來的區域

網絡與族群關係 。本計畫以傳統埤圳作為地景符號，希冀通過水利面向所凸顯

的水利共生網絡，以動態的區域帶狀關係，突破目前行政區劃的框架侷限。並

結合地理空間資訊系統技術，重塑桃園客家文化廊道。一方面補充地域研究空

白， 作為學術研究議題的開展。 一方面也希望透過當代社區重振運動， 再現

水利與地方的特殊動力， 以文化地景—傳統埤圳為軸心， 提供歷史記憶與社

區文化再造的可能性。 

 

關鍵字：水利 / 埤圳/  霄裡大圳 / 社群/ 地域認同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全球化影響下的當代，人與地方的關係漸行漸遠，人與在地聯結也受到衝

擊，但地方認同與在地性並沒有消失。作為社群生命經驗的源頭---地方社會仍

然以另一種面貌再現， 試圖通過獨樹一幟的地方文化與社區運動， 在全球化

的今天， 以多元的面貌競爭話語權。全球化下，本土化的發展成為各國永續發

展的關懷課題之一，如何與在地社區結盟，創造具有特色的地方社會與文化，

已成為當代「全球視野，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基礎

共識。 其中復育再現日漸消弱的傳統人文地景成為當代地方社區重建與復振文

化的重要一環。 

     

    目前登錄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的地景共計 17 處，其中代表桃園的是台地

上眾多的埤塘以及水圳形成的文化景觀，是桃園最重要的文化資產，除了兼具

「生活、生產、生態」方面之景觀意義外，灌溉區內的埤圳，與聚落、產業、

記憶、社區互動之關係，以及因時代社會變遷而衍生出文化資產的保存價值1。 

水利施設作為一種社會空間與文化地景， 鑲嵌著客庄傳統聚落人文風貌與地方

                                                      
1 99年桃園縣世界遺潛力點─埤圳保存推動計畫成果報告書(世遺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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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同時也體現著國家的權力以及地方與國家發展的關係。「地景」( l a n 

d s c a p e)，不只是地表上的實體環境景觀，更涵蓋物質、社會文化實作與

象徵再現的總合(Zukin 1991)。而 Schein ( 1997 )指出文化地景永遠處在一

種流變 (becoming) 的狀態，這些流變充分顯現生活世界充滿著持續進行的生

活模式。同時是「隨著時間而抹除、增添、破格與殘餘的集合體」(Crang 

1998)。文化地景背後深藏著記憶與故事，若無法了解這些生活世界中的故事，

文化地景便全然失去意義(Hayden 1995) 。Rose (1993)更引申 Cosgrove 的說

法，將地景定義為「不管是書寫抑或是描繪的、生長或建造的，文化地景的文

化意涵與符碼是建構在其所附著的社會之上」。人們可以透過描述文化地景的形

態與組成進而詮釋其表徵的內容，以及隱含於文化地景之中的社會與歷史的涵

構 。回顧台灣的城鄉發展歷程從清領、日治、國民政府等時期，不同階段的水

利建設如瑠公圳、桃園大圳、嘉南大圳、石門水庫等，對台灣城鄉地景包括傳

統聚落、地方文化以及族群關係造成極大的影響，而一定程度形塑客家地方社

會的發展與變遷。相較於國家型的桃園大圳與石門水圳， 桃園台地人民自發興

築的傳統水圳的研究成果相當不足，特別是面對社會變遷下，傳統水圳的文化

地景與歷史記憶受到嚴重衝擊，有必要進行系統的全面調查與研究課題的開

展。 

 

    水利設施體現著地域分布、社會組織、人群關係，以及文化表現的意義網

絡，對地方社會的影響深遠。雖然有關水利在地方社會有其普遍性運作原則，

但因落實於地方社會的多樣性，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區域，水利所具有的意義，

可能有所不同。由於水利空間鑲嵌於地方社會脈絡中，不同地域社會體現殊異

的水利施作與文化，透過水利所衍生的文化有助客家地方社會運作的理解並進

而啟動當代地方社群活化、地景復育與社區再現的新動力。 為理解水利作為一

種地緣關係組織，在不同族群與地域社會中產生何種殊異性，筆者曾進行桃園

台地主要傳統歷史水圳調查，並發表相關研究成果 。拙作〈水利空間與地域建

構〉一文指出桃園臺地在桃園大圳未興築前，是一個缺水相當嚴重的地區，已

知的桃園縣內平安戲中只有社子溪「八本簿」有祭祀開圳者的祭典儀式。這個

特有的現象，緣於此地特有的歷史經驗與記憶，並透過祭典儀式，自清代以來

展演至今，成為當地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此祭典除顯現水利灌溉的特殊意涵

外，也說明了早期因水利灌溉而衍生的社群互動關係。社子溪三七圳研究發現

水圳興修管理所形成的互動網絡以及衍生的祭祀活動，使原來分立的溪南、溪

北兩地逐漸整合；但仍有其邊界，包括新屋西北、西南兩區的未加入祭祀。顯

示一方面水利施設作為社會空間有其獨特的本質經驗，一方面也受到其他社會

網絡如墾業、族群、國家權力的影響，因此水利空間必須落實到整體社會歷史

脈絡中進行觀察，才能把握水利社會的地域性特質以及地域社會的水利空間特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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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桃園台地合大興圳及霄裡圳水路圖   

 

    在清代文獻中桃園最悠久的主要埤圳， 就是新屋社子溪流域的三七圳與龍

潭的龍潭圳，以及茄苳溪流域的霄裡大圳，這些埤圳都與客家社群關係密切。 

其中霄裡大圳是大漢溪左岸地區最早出現的水利灌溉系統。 清代《淡水廳誌》

記載，桃園台地最早的埤圳系統霄裡大圳在今大溪、八德一帶，由漢人與平埔

族共同開闢，包括 4口陂塘和圳道，灌溉灌溉番仔寮、三塊厝、南興莊、棋盤

厝、八塊厝、山腳莊 6 個庄的農田，完成後水權由平埔族分配 6 成，漢人分配

4成。霄裡大圳東邊的水源取自今日龍潭佳安村的泉水空， 西邊的水源則來自

今日平鎮東勢霄埤， 其地區包括大溪、龍潭、平鎮到八德等地 ，圍繞這條水

圳的興築灌溉，形成了跨地域族群共生的水利文化帶， 其中東邊部分穿越了今

天所謂的桃園台三線廊道，這條文化帶大約相當於桃園台地茄冬溪流域的範

圍， 同時也是平埔族(霄裡社) 及閩客 族群共同創造的歷史地景。 

 

   大漢溪左岸地區霄裡周邊一帶的水利開發與土地拓墾，是霄裡社與漢人業戶

合作的結果，從目前留存的水權契約及相關文獻可以知道當時參與者包括閩、

粵籍及霄裡社人。其中最重要的水利設施霄裡大圳灌區主要分布於今日八德、

大溪一帶，為清代霄裡社、閩籍漳州與粵籍(客家)交錯分布地。霄裡社與漢墾

佃不僅合作透過土地拓墾與水利興修，促成霄裡與周邊地區的開發，並通過有

關水利的信仰與祭祀行為達成跨村落聯盟的整合與在地化。桃園台地霄裡大圳

是大漢溪左岸地區最早出現的水利灌溉系統，其修築對於當地族群關係及地域

社會產生一定影響，然而有關這條桃園台地重要水圳的面貌，至今仍然模糊，

相關研究闕如。為補救頻臨消失的文化資源與研究闕漏， 本計畫希望透過水利

地景的研究，掌握跨村鎮的動態社會網絡， 重塑過往共生的文化帶狀關係 ，

一方面補充地域研究空白， 作為學術研究議題的開展。 一方面也希望透過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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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區重振運動， 再現水利與地方的特殊動力， 以文化地景—傳統埤圳為軸

心， 提供歷史記憶與社區文化再造的可能性。 

 

二、研究內容 

1. GIS水利資料庫的建置 

結合地理資訊系統與相關水利資料庫，將本計畫田野調查所得的桃園茄苳溪流

域周邊埤圳生態與古厝的影音資料，運用田野調查紀錄之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結合衛星影像、航照圖影像或通用版電子地圖等

地理空間資訊系統技術，將所蒐集到的水圳資料地景符號，以數位化的方式標

記在今日的地圖上，建置水利與地方社會記憶影像空間資料庫，相關資料可透

過開放地理資訊編碼標準 KML，提供學術議題深化研究，以及政府掌握水利社

會相關資訊諮詢需要。 

 

 2. 文獻搜集解讀分析 

本計劃研究時限將跨越清代、日治時期以至當代，將運用清代檔案方志與地方 

古文書及族譜碑銘，以及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各級單位的統計書包括日治陂

圳統計調查、《埤圳台帳》、《寺廟台帳》、《台灣日日新報》等，並蒐集民間典藏

的史料等為參考。一方面進行解讀分析 並與現地調查結果相互映證。 

 

3、現地田野調查研究 

本計畫以傳統埤圳作為地景符號，希冀通過水利面向所凸顯的水利共生網絡，

以動態的區域帶狀關係，重塑桃園客家文化廊道，突破目前行政區劃的框架侷

限，通過文化地景為軸心，提供歷史記憶與社區文化再造的可能性。其田野踏

查區包括 東邊合大興圳及相關埤塘水路系統以及西邊霄裡圳及相關埤塘系統；

並訪問大溪龍潭地區包括埔頂、社角、南興、番仔寮，淮子埔、泉水空以及八

德地區包括霄裡、竹圍、八塊厝、 下庄仔、茄苳溪等地相關文史工作室、村里

長、社團以及桃園、石門農田水利會等，評估地方耆老與合適之報導人，進行

相關歷史之記錄與資料蒐集。 

(2) 繪製上述地區之埤圳系統地圖、收集宗族史料、族譜、碑銘、傳說等，建

立客家宗族移民的歷史。 

(3)進行上述地區各村寺廟與宗族相關的田野調查、包括公私領域的年度祭 

典儀式、宗族活動、日常文化實作以及相關社會與文化活動展演，完成資料的 

整理解讀與分析報告。 

 

三、 研究發現 

(一)過去霄裡大圳灌區範圍的霄裡社聚落社角與霄裡庄隔一條溪，此溪為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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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霄裡營盤與社角分立於兩岸，此溪是一條小溪，兩邊的人可以相互通行，

不構成地理界線。目前社角的平埔族住民與漢人混居，但仍然保留某種聚居的

狀態。連城溪屬於茄苳溪上游，茄苳溪屬於桃園台地南崁溪水系， 為南岸最長

支流，源出龍潭鄉佳安村十一份，向北流經淮子埔、番子寮及員樹林各村莊，

於埔頂及南興二村附近與八塊厝、霄裡地區各溪流會合，復經下莊子及茄苳溪

附近注入南崁溪。流經本段之溪流稱為連城溪，北流至今八德市長興路，有連

成橋橫跨其上，再往北經今竹園里大伙房(霄裡客家鍾屋聚落)，至今廣興里及

白鷺里界溪尾處，與左岸之霄裡溪會合，繼續北流匯入南崁溪。社角、霄裡及

八德一帶同屬茄苳溪流域，霄裡大圳的修築就是這類地緣關係的表現。 

 

(二)目前田野調查結果應證東西邊水路一體都是茄苳溪流域，即使是霄裡洪圳

系統，水源由霄裡埤--九座寮埤塘，也是茄苳溪流域的支流。不僅在水路上是

一個共生系統，反映在土地業主與埤塘業主上，也可以發現兩邊業主重複。東

邊水路如柳樹埤，部分業主來自西邊霄裡，西邊水路霄裡圳部分業主來自東

邊。其他埤塘很多也是東西邊業主共同修築，顯示區域間並沒有族群隔離的問

題，水利共生的結果是促成跨族群跨村落間的互動。但是東西邊水圳灌區仍呈

現一定程度的族群分布態勢，東西邊水源地多是客家分布地區，如頭埤所在的

龍潭泉水空及霄埤所在的東勢。下游如茄苳溪、下庄仔則多為漳州分布區。西

邊水路主要灌區為客家人包括霄裡池衍生出來的東西圳(東圳灌溉營盤一帶，西

圳灌溉霄裡路一帶) ，東邊水路除南興有客家人，其他主要為福佬分布區。雖

然如此，但目前所知，主要埤塘包括上游水源頭頭埤、柳樹埤 及霄裡埤、崁下

埤等主要埤塘，多是閩客合力修築的結果。 

 

(三)水路與日人調查紀錄大致相符，可見水路系統自清末日治時期以來並沒有

太  大變化，日本人基本沿用過去水利系統。日治時期日人調查東邊水路如

下：由頭埤、柳樹埤、崩埤、大屈埤、直圳等四埤一圳所組成。水源出大溪郡

龍潭庄九座寮與泉水空境界之崖下湧出之泉水。該水先流入頭埤，再流經大溪

街番仔寮，而灌溉該街與員樹林之一部分後，於該處北端注入柳樹埤及崩埤。

柳樹埤灌溉大溪街之南興後，餘水排出圳路而成為直圳。崩埤之支流貫通桃園

郡八塊庄之八塊下庄仔，而成為大堀埤，灌溉八塊庄。據說該四埤一圳是乾隆

6年（1741）間由當時業主邱黃廖三姓共同出資所開鑿。惟明治 34 年（1901）

年有合大興公號申告南興庄池沼地 4.104甲，管理人為吳秀恒、黃大容、趙玉

牒、江次德。明治 42年（1909）2月被認定為公共埤圳。大正 12年（1923）4

月變更為大興水利組合。灌溉區域為桃澗堡泉水空庄、蕃仔寮庄、南興庄、八

塊厝庄、下庄仔庄、員樹林庄、埔頂庄。2 

                                                      
2 水利係編，〈我が新竹州の水利梗概（三）〉，《新竹州時報》，頁 85。〈〔桃園廳告示〕第四號

頭埤外四埤圳ヲ合シ公共埤圳ニ認定等ノ件〉，公文類纂 V01473¥A074。〈〔桃園廳告示〕第五十

三號公共埤圳合大興埤灌溉地域變更ノ件〉，公文類纂 V01474¥A008。《臺灣總督府報》第 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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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邊水路如下：由霄裡陂、東圳、西圳之一陂三圳所組成。水源有二，一為

源於同庄西南注入霄裡陂者，二為源自同庄西北與西圳合流者。霄裡陂周圍

464間（844.48公尺），水源流域 2245間（4085.9公尺）寬 2間（3.64公

尺），分流為三圳，圳路為山腳圳長 311間（566.02公尺）、東圳長 2180間

（3967.6公尺）寬平均 2尺 5寸（0.758公尺）、西圳長 1170間（2129.4 公

尺）寬平均 2尺（0.607 公尺），總長達 1里 25町 1間（6650.82公尺），灌溉

268甲，餘水注入新南溪。乾隆 37（1772）年 8月由吳仲立等五名首倡而開

工，同 50（1785）年竣工，費用由相關業主所支出。明治 43（1910）年 10月

6日被編入公共埤圳，大正 12（1923）年 2月 18日由於公布水利組合令而組織

變更為霄裡水利組合。昭和 14（1939）年 3月隨著本組合之設施計畫變更，而

將八塊庄大湳地方荒廢茶園及不良田 1519甲新區域編入，企圖改善水利，接著

要使地方經濟力更加發展。
3
 

 

(四)現地調查水路系統如下:本研究區主要水源為山腳間泉水，並非以大河溪水

為主，並利用修築埤塘串聯水路。東邊水路可分成主幹道，泉水空泉水---淮仔

埔--頭埤—柳樹埤—崩埤—的所謂大排水路系統，以及位於山邊，番仔寮山排

泉水—草埤---四方埤等--番仔寮西側的水路系統。此外中段由柳樹埤—新埤—

下埤往西尾—廣福的水路系統。西邊水路為來自九座寮埤塘—東勢霄裡埤--洪

圳—霄裡溪水路系統。並由霄裡池分出東、西圳。東圳: 往浮筧—營盤—連城

前--竹巷。西圳 :會合山排泉水及向天池往官路缺--福壽宮一帶---往霄裡路--

霄裡國小—社區活動中心。中圳：霄裡溪。東西邊水路最後至茄苳溪分支營盤

溪匯集。 

 

   另外茄苳溪流域營盤溪上有十口水(長興路 493巷 229號附近 安豐宮後面--

往連城方向)及十三口水(福蓮宮附近—連城前)的埤頭及分水汴，前者灌溉連城

前，後者灌溉竹巷(王厝)，也就是東邊頭埤系統在營盤埤與東圳會合後成為營

盤溪—連城溪-(茄苳溪) 灌溉霄裡東邊--連城前及竹巷。 換言之，頭埤系統因

為只灌溉霄裡部分地區—竹巷及連城前，因此才需要另開霄裡池水路---東西圳

補充其他霄裡地區灌區不及之處。東西邊水路最後在營盤溪匯合 ，因此營盤溪

埤水量最多，有霄裡池、南興西尾下埤、永昌宮崩埤水路全部匯集該處，日治

時期東西兩個水利組合還在此處發生爭水糾紛。 

 

 (五)日治時期水路系統雖然大致維持清代面貌，但水利組織卻分成東西兩邊， 

使地方社會逐漸分化。清代霄裡大圳主要灌溉霄裡周邊一帶，過去是一統整水

利共生區域。 清代《淡水廳誌》記載，這條水圳在今大溪、八德一帶，由漢人

與平埔族共同開闢，包括 4口陂塘和圳道，灌溉灌溉番仔寮、三塊厝、南興

                                                      
號，大正 12年（1923）4月 7日，頁 26。 
3水利係編，〈我が新竹州の水利梗概（三）〉，《新竹州時報》，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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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棋盤厝、八塊厝、山腳莊 6 個庄。日治時期原來霄裡大圳水路變成了兩個

系統，分別為東邊的合大興圳與西邊的霄裡圳(水利組合)，從日本殖民政府對

霄裡大圳的認定與灌溉區域變更，反映這是一個不斷變動協調的過程，也是地

方勢力重組的過程。日本政府認為兩條水路水源不同，分成兩個公共埤圳系

統，意味著水權的分化，這個分化是地方自發，還是官方勢力介入的結果，顯

現出何種社會意義值得後續探討。1960年代 石門水庫石門大圳興建後，本研

究區增建霄裡分渠、八德分渠、大湳分渠等，乃局部改變水路系統， 部分渠道

延續過去舊有水路， 部分則是新建渠道，除少數保留外，大部分埤塘且被填

平。 並且將水利組合改為水利會， 其下有地方水利組織。這個發展對地方社

會有何影響也需要繼續關注。 

 

(六)水圳沿線多是家族公廳及廟宇分布區，可知水路周邊是人群聚集之地，影

響地方社群互動 並且型塑出地方文化廊道。 霄裡大圳灌區要分布於今日八

德、大溪一帶，為一多元族群分布地，為平埔、漳州與粵籍 (客家 )交錯分布

地。地緣關係的結合不僅顯現在開墾水利，也表現在相關信仰上 。 霄裡大圳

築成後水額分成十份 (番佃六、 漢佃四 )，後來成立三官祀時，據說也分成十

個香爐。水圳開鑿初期，為使事業順利，參與埤圳開發之莊民，運用三官信仰

組成三界祀神明會，利用三界爺信仰作為水圳開發與管理背後的仲裁者，以減

少衝突糾紛 。在南桃園三界爺祭祀主要為客家社群崇拜，在這個地區則顯現為

閩客與平埔社群共同祭拜。另一方面，這類跨族群的地緣關係並沒有打破祖籍

地緣意識：地方上留傳著一則有關南興永昌宮及霄裡三官祠被閩人放火燒毀的

傳說，顯示了水圳興修之後，不同地域社群間的對立關係依然存在。 

 

   霄裡周邊一帶由於開拓時間較早，早期為一多元族群聚居地區，日後因歷史

發展與族群械鬥，閩粵籍分別往週邊鄰近地區遷移。雖然霄裡、南興與社角、

埔頂都在周邊不到 2 公里的範圍內， 霄裡周邊地區的不同社群在各自地區形

成自己地方公廟如八德三元宮、霄裡玉元宮、茄苳元聖宮、南興永昌宮以及埔

頂仁和宮等；就地緣村廟來看，南興自清代以來就與龍潭保持較密切關係， 與

相鄰近的埔頂廟卻較少互動，當地的廟宇且成為移出地的母廟或分香的來源

廟。如以粵籍為多數居民的龍潭龍元宮五穀神據說分香於南興的永昌宮；漳州

籍為多數居民的大溪福仁宮的開漳聖王則分香自埔頂仁和宮。在歷史的脈絡

下，大漢溪左岸，社群一方面顯現跨越祖籍相互統合的文化網絡，但統合的過

程中仍維繫著一定的邊界與文化表現， 理解這些社群的互動關係，並如何建構

文化，將有助我們深化理解水利與地域社會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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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桃園台地祖籍分布 

 
 

 

(七)當代社區與地方意識的轉變：早期霄裡社通過土地拓墾、興修水利及祭祀

活動，與閩粵籍社群發生互動關係，並形成統合網絡，然而目前相關水利信仰

的祭祀活動卻演成霄裡周邊等四庄的輪祀活動延續下來，何以霄裡社所在的番

仔寮、社角及埔頂等不在輪值範圍內，這個祭祀圈域的改變反映了何種歷史過

程與社會意義? 水利祭祀組織的變遷所引發的社群關係對地方社會帶來何種影

響值得討論。 

 

   水利祭祀活動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 2017 年 12 月霄裡玉元宮、八德三元

宮、茄冬元聖宮及南興永昌宮聯合舉行了首次的四庄信眾共同參與的三界爺祭

典，改變了百年來四廟各自輪祀的祭典方式，並加入飲水思源的取水儀式活

動 。這個取水儀式是霄裡庄所在的「霄裡大池」，從水路來看， 霄裡大圳的真

正源頭其實是今天平鎮東勢的「霄埤 」， 霄埤在平鎮，不是霄裡，相對於今天

大家所知的霄裡大池， 霄埤已經成為廢溜並且被圍籬封住， 而霄裡大池卻成

為社區營造的重點及客家文化景觀重鎮，成為水圳生態公園。 

 

   埤塘反映的是一個小聚落的特定人群關係，但圳路顯現的則是更大範圍的週

邊人群共生關係，特別是幾個埤塘串聯形塑的更大的水路社群。目前在霄裡，

較為知名的是霄裡大池這口埤塘，地方社會對於霄裡大圳的記憶相當模糊。但

在清代霄裡大圳是以圳名，而非埤，強調的是水圳環繞的一個共生地帶的社群

網絡關係，且與霄裡社關係密切。但今年四廟輪值的飲水思源活動卻聚焦於霄

裡大池， 且將原來水路輪祀轉為集合一處，過程中也沒有祭拜開圳者霄裡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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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知母六與薛啟隆的儀式，似乎是佃人為主體的活動，同時也沒有管理人如江

家或吳家優位的表現，反映的只是祭典區的區域性質—地域的互動網絡 。這類

儀式的改變反映當代水利設施的變遷，以及地方對於霄裡大圳記憶的轉換，彰

顯出水利社群與當代社區意識的連結，同時也與地方獨特性與象徵資本的建構

有密切關係，水利設施的轉變對於地域認同及地方意識的影響傳達何種意涵，

值得追蹤探討。 

 

四、結語：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 

    本計畫以傳統水圳為核心，深化地方社會內部發展脈落，一方面填補相關

文本論述外的歷史空白，提供桃園地方社會基本資料圖像重構之鑰，同時提供

歷史再詮釋的可能性與相關議題之開展。在學術研究方面： 

 

1. 就地域研究而言，過往有關客家地域研究，多以行政區域劃分客家地區，

本計畫以水利做為地景符號，突破過往南北桃園的區隔， 希冀從水利衍生的地

域共生網絡，統攝探討水圳灌區內的社群關係與地方社會，以動態的區域帶狀

關係，重塑桃園客家文化廊道，以突破目前行政區劃的框架侷限，並補充目前

學界對此一區域研究的不足，同時霄裡大圳的研究將有助理解大漢溪左岸的客

家族群互動關係，以及八德與大溪客家家族網絡的建構 。  

 

2. 就水利社會研究而言，目前學界的水利研究仍多偏向大區域範圍的現代型

水利組織演進與水利史論述，缺乏細緻的傳統水圳與聚落討論。本計劃以茄苳

溪流域埤圳為個案，由水利與信仰切入，以把握桃園台地水利特質與社會面

貌。相對於沿海新屋三七圳，可以發現霄裡大圳的演進歷程有不同面貌，本計

畫通過霄裡大圳個案的探討成果，將有助比較桃園台地不同地域的水圳生態與

地域社會。 

 

3. 歷來有關日治水利研究多集中於法規制度的變革， 實際運作缺乏詳細理

解，霄裡大圳的歷史研究，對日治時期國家水利管制的運作，將提供具體而微

的探討，有助理解真實的水利管理制度的變革，以及國家與地方勢力協調的過

程，還原日治時期水利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 

 

    就社會實踐而言，當代社會產業轉型下，水利工程不斷現代化，桃園縣自

桃園大圳及石門水庫興建後，水利設施風貌變化非常大，舊有圳路煙廢不少，

有關水圳的生態及人文環境正遭遇種種衝擊與變化。隨著桃園縣轉變成北部工

業重鎮，許多過去為農業目的修建的陂圳，被填平成為都市計畫、工業區開發

所需的土地。為保存記錄桃園縣屬於水圳的獨特而珍貴的人文地理景觀及其社

會記憶，以及理解傳統地方社會形成及其統合的機制，有必要進行系統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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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與研究課題的開展。本計劃以霄裡大圳為中心，希冀透過傳統水圳及其聚

落人文歷史包括相關信仰與社群關係的調查探討，把握客家地域社會的形成與

變遷過程；同時也希望在現實關懷上，面對社會劇烈變遷，人地疏離，人我關

係流散的情勢下，透過水圳所彰顯的傳統人文社會關係，反思當代人地倫理關

係的重建，並一定程度對於當前水利資源問題提供另一種參照的反省，以作為

政府相關水利施政及社區發展規劃參考。其具體工作成果： 

 

1、 本計劃以水圳所衍生的跨村落地景，重塑過往共生的文化帶狀關係， 落實

以「文化加值」策略推動客庄經濟，累積客家文藝復興能量，俾在文化歷史的

基礎上結合生活、生態、 產業與觀光等面向， 打造一條具備歷史縱深的「國

家級臺三線 客庄浪漫大道」。 

2、 本計劃試圖結合 GIS地理資訊系統，建立傳統水圳沿線週邊水路及文化歷

史資源調查，重建霄裡大圳周邊的圳路系統，補救頻臨消失的文化資源，提供

石門農田水利會文獻資料的參考，一方面藉由此計劃作為桃園水資源發展的先

驅計畫，以活化利用水圳人文自然景觀與地方文化資產。 

3、 藉由本計劃之實施，培訓地方種子人才，與公私部門結盟，再現水利與地

方的特殊動力， 以文化地景—傳統埤圳為軸心，啟動客家社群能量，重塑地方

社區記憶以活絡當代社區重振運動。 

4、 蒐集水利地圖、相關水利契約古文書、 族譜、回憶錄、 手稿口頭傳說等

語音影像資料。相關調查基礎可提供未來進一步建置檢索資料庫系統，納入客

庄影像與地方記憶資料庫，以利後續相關發展計劃之基礎。 

5、 整理相關問卷及訪談錄音資料檔，彙編初步探勘調查成果報告書及錄製水

圳視聽紀錄片。就訪談資料之基礎，提供地方誌書及村史修纂之參考，並進一

步運用在客家移民開發、家族與社群、人口研究、祭祀信仰及社會史等研究課

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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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霄裡大圳周邊水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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