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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陽明山國家公園位處臺北盆地北緣，面積約 11,455 公頃，海拔高度自 200 公尺至

1,120 公尺範圍不等，為北臺灣地區之重要生態核心，同時為附近重要的河川發源地。

清朝中葉以來，開鑿了許多的水圳供應居民生活與灌溉使用。水圳的開鑿使農業生產

由甘藷、玉米等旱作轉而栽植產量較大的水稻，改變了陽明山地區居民的生活方式，

先民順應大屯山的形勢，在此開闢了連綿的水梯田，亦創造了國家公園與水圳相伴的

另一項特殊地景─梯田。水梯田聚落已有上百年歷史，是北臺灣典型的水梯田聚落。

上述水圳、梯田、聚落等交織而成的特殊文化地景，已成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特殊

地景。然而近年來由於從事農業耕作的不經濟、大環境氣候變遷的影響、以及都市擴

張與活動的衝擊，造成國家公園內許多的水梯田逐漸廢耕，連帶影響原有水圳系統的

維護與管理，梯田的面積逐年減少。因此，如何保育與永續經營此一特殊水圳與梯田

系統，成為陽明山國家公園未來永續經營的重要課題之一。 

本研究透過衛星影像判釋國家公園內之潛在梯田位置，直後又配合地藉資料、DTM

資料、現地地方意見領袖訪談與調查，與 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資料，綜合研判全區現

有梯田使用現況，並配合水圳與聚落資料，將國家公園內的梯田共分為七大分區，包

括：石門、三芝、竹子湖、十八份、八煙、鹿崛坪、平等里。並以平等里地區做為細

部調查區，更進一步的進行現地的土地使用調查。調查發現，該地區的梯田資源大多

已被轉用為旱作或雜作，逐漸失去原有水梯田的意象。因此，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

之水圳與梯田資源逐漸消失前，應針對水圳與梯田之現況有充分的掌握，並作為後續

水圳梯田規劃與經營管理之基礎。未來建議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逐年分期調查其

他各分區之梯田水圳，並建置其資料庫。未來可選擇完整並具備特色之梯田水圳區進

行人文資產維護，並結合生態旅遊，賦予教育意義；對於已廢休耕之農地，則可復育

為原有自然狀態，加強生態棲地功能的保護。 

  



 

Abstract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is located in northern margin of the Taipei Basin, an area of 

about 11,455 hectares, elevation ranging from 200 meters to 1,120 meters, important 

ecological core of Northern Taiwan, as well as lots of important rivers’ birthplace.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constructed irrigation ditches supply residents living and 

irrigation use. The large irrigation systems turne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s from sweet 

potatoes, corns, and other rainfed to rice, changed the lifestyle of the Yangmingshan area 

residents. The ancestors conform Tatun Mountain situation, this opens up the rolling water 

ditches also created the national park, accompanied another special landscape-terraced. 

Terraced settlements for hundreds of years, is a typical water terraced settlements in northern 

Taiwan. The rivers and streams, terraced fields, villages and interwoven special cultural 

landscape have become a special landscape in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However, in 

recent years due to uneconomical engaged in farming, th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s,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urban expansion activities, resulting in many of the national parks, 

water terraces gradually scrap farming, thus influencing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the original system of rivers and streams. Terraced area is decreasing. Therefore, how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his the special irrigation ditches and terracing 

system, become one of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s important issues for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study, satellite images are used to interpret national parks within the potential 

terraced after cooperatively by parcel data, DTM data, local leaders’ interviews and surveys, 

with the 2007 national land use survey, integrated judged the status of the region's existing 

terraced and with irrigation ditches and settlement information, terraces within the National 

Park is divided into seven sub-regions include: the Shimen, Sanchih, Jhuzihhu,, Shibafen, 

Bayan, Lujueping, Pingdeng. Pingdeng is selected as a detailed survey area of the existing land. 

The survey found that most of the terraced switch for rainfed or mixed, gradually lose the 

image of the original water terraces. Therefor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should focu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rrigation ditches and terraced, and as a basis for the terrace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Future recommendations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Office should do the rest of sub-regions detail survey, and yearly installments investigation and 

build its database. For the sub-regions have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rraced should 

have well conservation planning, combined with eco-tourism, given the education purposes; 

for those abandon rice fields can be restored to the original natural state,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functions of habitat.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為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之梯田與水圳資源進行基礎調查工作，本計畫首先針

對陽明山國家公園之環境現況進行檢視與分析，進行相關文獻探討與訪談作為後續梯

田與水圳資源調查之基礎。本章主要概述計畫緣起與目標、計畫範圍、計畫方法、計

畫內容、計畫流程與預期成果，詳細內容如下所述。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標 

陽明山國家公園位處臺北盆地北緣，東起磺嘴山、五指山東側，西至向天山、面

天山西麓，北迄竹子山、土地公嶺，南迨紗帽山南麓，面積約 11,455 公頃。行政區包

括臺北市士林、北投部份山區，及新北市淡水、三芝、石門、金山、萬里之山區；海

拔高度自 200 公尺至 1,120 公尺範圍不等，為北臺灣地區之重要生態核心，其中，陽

明山國家公園主要包括（1）文化多樣性（Culture Diversity）；（2）地景多樣性

（Landscape Diversity）；（3）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等多樣性特色。 

陽明山國家公園同時為附近重要的河川發源地，清朝中葉以來，園區就開鑿了許

多的水圳，其中如絹絲瀑布一帶是日據時期開鑿的「山豬湖圳」，為供應山豬湖附近居

民使用的水源；「八煙」位在陽明山國家公園，是知名的魚路古道經過的地點，有極為

複雜的灌溉水圳系統，並在特殊的陽明山山坡地形開墾成為梯田耕作；「半嶺水圳」與

「天母水管路」步道之間隔著「松溪」（南磺溪的上游），遙遙相對；水管路在東，半

嶺水圳在西，而「半嶺水圳步道」的歷史比水管路還要悠久。1904 年的《臺灣堡圖》，

已可看見這條水圳路的身影，而天母水管路則是遲至 1928 年（昭和 3年），因興建草

山水道系統才進行鋪設。 

水圳的開鑿使先民由甘藷、玉米等旱作轉而栽植產量較大的水稻，改變了陽明山

地區居民的生活方式，亦創造了國家公園的另一項特殊地景─梯田。早年先民順應大

屯山的形勢，在此開闢了連綿的水梯田，並採集當地經過火山焠煉出節理平整的安山

石，建造出冬暖夏涼的石頭屋及灌溉梯田的圳溝，水梯田聚落已有上百年歷史，是北

臺灣典型的水梯田聚落。此外，陽明山地區之水梯田裡亦蘊含了豐富的「濕地生態」，

能看到臺北難得一見的青蛙、螢火蟲、蜻蜓等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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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水圳、梯田、聚落等交織而成的特殊文化地景，已成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

特殊地景。然而近年來由於從事農業耕作的不經濟、大環境氣候變遷的影響、以及都

市擴張與活動的衝擊，造成國家公園內許多的水梯田逐漸廢耕，連帶影響原有水圳系

統的維護與管理。因此，如何保育與永續經營此一特殊水圳與梯田系統，成為陽明山

國家公園未來永續經營的重要課題之一。 

因此，為能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之水圳與梯田資源逐漸消失前，能針對水圳與

梯田之現況有充分的掌握，並作為後續水圳梯田規劃與經營管理之基礎，本計畫主要

有以下四點目標。 

1. 透過衛星影像、航空照片、地籍圖、數值地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簡稱

DTM）及地理資訊技術判識潛在梯田與水圳系統。 

2. 選擇重要示範點進行現況梯田與水圳系統之田野調查。 

3. 建立梯田與水圳系統地理資料庫，作為後續保育及永續經營管理之參考。 

4. 作為後續計畫之執行參考以及國家公園建立解說教育之基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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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範圍 

本計畫之範圍包括陽明山國家公園全境，東起磺嘴山、五指山東側，西至向天山、

面天山西麓，北迄竹子山、土地公嶺，南迨紗帽山南麓，面積約 11,455 公頃 （詳見

圖 1）。 

 

圖 1  陽明山公園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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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方法 

本計畫之操作主要包括「文獻及資料分析」、「訪談與調查」、「地理資訊系統技術

應用」與「田野調查」等方法之應用與整合，以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之梯田與水

圳有完整的掌握，各方法分述如下。 

一、文獻及資料分析 

根據歷史文獻蒐集，了解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之主要梯田與水圳發展歷史、功能

等，並據此掌握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之梯田與水圳資源現況。 

二、訪談與調查 

掌握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之梯田、水圳與區內里長與居民的使用現況，由當地生

活之里長與居民掌握最直接的一手資料，因此，本計畫透過各里里長與七星、北基兩

農田水利會的訪談記錄，配合航空照片與調查表，初步彙整國家公園境內各里梯田與

水圳之現況。 

三、地理資訊系統技術應用 

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分析國土利用調查資料、航空照片、衛星影像、地籍圖及數值

地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簡稱 DTM）等資料，初步判識國家公園內潛在之

梯田與水圳系統資源。並加以分級，選擇示範點。 

計畫中所使用的「監督式影像分類」和「物件導向影像分類」，可以從影像判識陽

明山地區水圳和梯田的分布、位置以及數量，「監督式影像分類」以人工介入選取訓練

區，依據光譜平均植及相關性等，建立模式分類或擴大不同屬性間的類別差異，進而

獲得最佳的分類成果；而「物件導向影像分類」則能使用多元資訊，如物件波譜統計

值（color statistic） 、物件形狀（shape/form） 、物件大小（area/size） 、物

件紋理（texture）、物件脈絡（context）等，對影像判識的準確度與可靠度更高。利

用上述兩種方法可有效進行影像的判釋與分類。 

其判識結果佐以地籍圖與 DTM 產生之坡度圖，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套疊分析（Overlay Analysis），可以明確判識出潛在梯

田之所在位置與水圳、聚落的空間關係，由此找出具潛力的示範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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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田野調查 

本案田野調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藉由陽管處提供之地方領袖名單進行地

方性訪談與現地調查，透過航空照片圖與訪談表格進行境內全區的梯田、水圳初步指

認；第二階段則針對示範區的選定後，再次透過調查員攜帶地理潛在梯田位置圖與航

空照片疊合，前往現地進行田野調查，詳細蒐集目前示範點區之梯田與水圳之使用現

況、特色及在地意涵。得到進一步的當地空間資訊。調查內容包括：使用現況、灌溉

系統、周邊土地使用現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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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計畫內容 

本計畫之內容主要包括「陽明山國家公園梯田及水圳資料收集」、「陽明山國家公

園梯田及水圳資源空間特性分析與分區」、「建立梯田及水圳資源調查之登錄方式與程

序」與「陽明山國家公園示範點梯田及水圳資源調查」等四大部份，各部分之計畫內

容分述如下。 

一、陽明山國家公園梯田及水圳資料收集 

本計畫首先透過文獻資料及其他資料的收集掌握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梯田、水圳

之狀況，其中主要包括梯田及水圳相關之調查與研究報告、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圖檔、航空照片與衛星影像，以及梯田、

水圳自然與人文資料。 

二、陽明山國家公園梯田及水圳資源空間特性分析與分區 

以陽明山國家公園梯田及水圳之文獻資料收集為基礎，進一步以地理資訊系統與

空間分析功能（Spatial Analyst）輔助，透過地籍圖、數值地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簡稱 DTM）與國土利用調查資料（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06）以及航空照片，

進行現有梯田及水圳資源之空間特性分析及分區，作為後續現地調查之基礎。 

三、建立梯田及水圳資源調查之登錄方式與程序 

依據「國家公園國土資訊系統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整合作業」所制定之生態調

查紀錄定位圖表欄位規範，並了解陽管處「自然資源資料庫系統」以及內政部營建署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理資訊系統」之架構，建立本計畫中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梯

田及水圳資源調查之登錄方式與程序。 

四、陽明山國家公園示範點梯田及水圳資源調查 

為能進一步瞭解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梯田及水圳之現況、特色及在地意涵，將以

本計畫中第一部分「陽明山國家公園梯田與水圳資源分區」之成果為基礎，以前述建

立之「梯田及水圳資源調查登錄方式與程序」挑選示範點進行現地梯田及水圳資源調

查與記錄，作為未來陽明山國家公園在人文景觀與自然地景保育方面，進行規劃、策

略研擬、經營管理與環境教育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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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計畫流程 

本計畫之流程參見圖 2所示，在計畫範圍確定後首先收集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梯田

與水圳相關之研究與調查報告，以了解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梯田與水圳之發展概況，並

參考「國家公園國土資訊系統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整合作業」、陽管處「自然資源資

料庫系統」與營建署「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理資訊系統」等資料，建構本計畫陽明

山國家公園梯田及水圳資源調查之登錄方式與程序。此外，並針對國家公園範圍進行

自然與人文資源圖資、國土利用調查（2006）、航空照片與衛星影像進行收集；一方面

據以進行各里長、境內農田水利會之訪談與調查，初步掌握各里範圍內之梯田與水圳

現況，另一方面以地理資訊系統與空間分析方法，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梯田與水

圳之空間分佈進行分析，並依其空間特性加以分區。後續，針對梯田與水圳空間特性

中具有發展與保育潛力或受到嚴重威脅與破壞之地區，挑選示範點依據前述建立之梯

田與水圳資源調查之登錄方式與程序，進行現地之梯田與水圳調查，作為後續陽明山

國家公園在梯田與水圳資源調查、人文與自然景觀保育規劃與經營管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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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計畫流程圖 

 

  

DTM 與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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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預期成果 

本調查計畫在圖資收集、里長訪談、調查方法建立、示範點選取與現地調查後，

整體而言，預計將達到以下成果。 

一、 陽明山國家公園梯田及水圳基礎資料之收集。 

二、 陽明山國家公園梯田及水圳資源空間特性分析與分區。 

三、 梯田及水圳資源調查之登錄方式與程序系統之建立。 

四、 陽明山國家公園梯田及水圳系統保存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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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與資料收集 

本計畫首先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之梯田、水圳等整體環境進行全盤檢視與文

獻回顧，以作為後續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之梯田、水圳等

環境分析成果與計畫執行之參考基礎。本章節主要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之梯田、

水圳等整體環境相關文獻收集，進行檢視與回顧，作為本計畫後續梯田、水圳整體調

查與分析成果之參考基礎。 

第一節 陽明山地區梯田之相關研究 

「水梯田」是亞洲特有的農耕文化地景。百餘年前，陽明山地區的先民依循山地

與丘陵地形的高低，以泥土、石砌或土石混合築成邊坡，鑿挖水圳、引水灌溉，沿等

高線開闢出一畦畦層次分明的帶狀水田，從山頂延伸至山谷。在過去農業社會時期，

只要有河階與山坡地地形的環境，經過開墾種植作物，就會形成水梯田的景觀。水梯

田是人類充分利用山地資源，摸索出與自然和諧的共生之道，提供陽明山地區居民穩

定的糧食來源。 

一、陽明山農地之發展變遷 

陽明山地區因火山運動頻繁，形成了許多溫泉的露頭與硫磺噴氣口，豐富的地熱

資源成為日後陽明山地區聚落發展的重要基礎。陽明山地區因硫礦的開採造成地方聚

落發展的開始，早期的聚落多為番社，17 世紀前尚無漢人移民之農墾記錄。直到 1725

年以粵籍移民為首，耕墾於今社子一帶，後有福建陳姓一族自金包里來，遂退平埔族

後，據其地而闢墾。開啟了陽明山地區的農地發展變遷，當地農民由日據時期前之雜

作燒墾的地方型交易農業，轉變成種植蓬萊米及茶、柑橘經濟作物等集約化的生產方

式。茶、柑橘在日據前為小規模的生產，以供應士林及當地為主，日據後透過園藝試

驗所之品種改良，農會的技術輔導及產銷組合的運作下，使得草山地區的茶及柑橘種

植規模大量成長，農民們在山坡上闢果園、茶園，以生產輸出國外的珍品。1935 年竹

子湖原種田的蓬萊米品種改良獲得全省競賽冠軍後，草山的許多水稻田或稻作田放棄

了原有的種作，而在農會的輔導下開始轉作「蓬萊米」外來品種。除了種植水稻外，

其餘雜作包括番薯、燒炭、竹林、養家禽、家畜等，為主要作物外的額外副業收入。

日據前的菁礐、菸草等則因生產技術的改變而已消失（吳瓊芬，1989）。陽明山地區農

業發展變遷整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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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陽明山地區台北市農業發展變遷 

時間 農地發展變遷 備註 

1895 年前 
大屯山區的屯墾落戶者主要從事菁礐（藍染產業），燒木炭

供給山下，間或生產甘藷、生薑、米作等以自足。 
日據前 

1895 年後 

在日本殖民政府獎勵下，農民可經由貸款闢茶園，並由農業

試驗所供應優良苗木，改良茶培技術，建立茶業組合等，草

山地區農民普遍利用較緩坡地栽植茶園，廣及草山溫泉附

近，頂北投十八份、山腳、紗帽山一帶，皆有以茶園經營維

生的當地農民。 

日據後 

1903 年 

設立總督府農業試驗場，在全島進行「日本種米風土化試

驗」，當時只有台北州下與日本本土氣候條件相近的山區水

田略有收穫當時草山附近及竹子湖一帶以其低溫之溫帶氣

候類型及其水圳設施的基礎成為重要的稻田試驗地。 

 

1910 年 

於士林芝山岩山腳下（昔稱福德洋庄）設立園藝試驗場（現

為中央研究院農業部士林園藝試驗支所），試作柑橘及其它

果類之試種試驗，包括柑苗的育成、品種引進等，試驗結果

提供給各地方之農會試驗場推廣。草山的農民開始在山坡地

試闢柑園，初期僅在產地銷售或提供附近街庄市場零售。 

 

1915 年 

因一次世界大戰影響造成國際間的糧貨需求增加，加上殖民

政府在產地交通運輸設施上的改善，柑橘類業開始對外輸

出。 

 

1921 年 
台北的農務主任平澤龜一郎及技師鈴田巖、磯永吉在竹子湖

與地方農民合作試種「中村種」獲得成功。 
 

1925 年 
總督府實施「柑橘狀」鼓勵生產事業，使得台灣島內之柑橘

類的生產、運輸及改良更見蓬勃。 
 

1935 年 

參加「台灣全國稻米改良競賽」獲得第一名，當時之台灣總

督並為其命名為「蓬萊種」，並在竹子湖設原種田試驗所，

進而將此蓬萊種稻作推廣至全島。 

除蓬萊米之外，當

時在十八份、紗帽

山、竹子湖等地亦

栽 種 了 少 量 的 紅

米稻種。 

1960 年 陽明山地區柑橘因黃龍病之傳染而受到生產衰歇的打擊。  

1967 年 
竹子湖地區引入夏季高冷蔬菜與花卉逐漸取代水稻，成為當

地主要作物。 
 

1971 年 竹子湖地區開始栽培唐菖蒲、杜鵑、松柏等觀賞植栽。  

1991 年至 

迄今 

陽明山地區的傳統農業活動已趨沒落，取而代之的是極具產

業觀光功能的花卉栽培，如：海芋、繡球花等精緻休閒農業。 
 

資料來源: 整理自陽明山地景變遷之研究，吳瓊芬，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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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竹子湖地區梯田之相關研究 

竹子湖，又稱台灣蓬萊米的故鄉。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轄區內，為台灣北部大屯

山與七星山之間的一個山谷，當地海拔約 670 公尺，行政區屬台北市北投區湖田里。

竹子湖早年係火山爆發後所形成的天然堰塞湖，湖水乾涸後，因其地形平坦、土壤肥

沃、當地氣候涼爽多雨，又擁有豐沛潔淨的山泉水源，發展出陽明山地區獨特的梯田

農作的人文地景。陽明山國家公園尚未成立前，竹子湖即為假日市民休憩停留地點及

鄰近果蔬之集聚地。目前為陽明山區少有的休閒農業區，亦是大台北地區知名的旅遊

景點。有關竹子湖地區以梯田水圳人文地景為基礎的研究計畫，整理如表 2。 

表 2  竹子湖地區以梯田水圳人為地景為基礎的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名稱（時間） 研究摘要 研究單位 

1 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行為

與發展型態之研究--以竹

子湖地區為例（1996/05/01） 

此研究目的在分析竹子湖地區自然、人文社會

及產業環境因素，調查遊客的行為與動機，探

討農民、炒青菜業者以及主管與輔導等相關單

位之意見，以研擬一套適於當地產業與遊憩型

態發展的方案。 

中華民國農業

推廣學會 

2 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地

區休閒農園遊憩型態之規

劃研究（1997/06/01） 

此研究目的主要探討休閒農園於國家公園發

展之可行性與本區遊憩發展型態，並針對餐飲

活動之市場供需進行分析。 

中華民國戶外

遊憩學會 

3 陽明山國家公園共同規劃

與管理機制之先驅性研究

--以竹子湖地區為例

（2003/01/01） 

此計畫之研究目的係透過陽明山國家公園區

內具有代表性和優先性的個案研究區（竹子湖

地區）之行動研究，結合權益關係人共同參與

地方管理問題之研討，建立該地區公眾參與模

式，提供該區以及後續推動陽明山國家公園其

它地區實施共同規劃和管理之參考。 

國家公園學會 

4 陽明山國家公園居民參與

社區整體改造計畫輔導及

審議機制研究---以竹子湖

地區為例（2003/12/01） 

此研究期能更具體整合陽明山國家公園與社

區資源，凝聚社區民眾意識，讓社區民眾以自

提計畫方式參與規劃國家公園整體環境，並協

助社區建立地方特色，展現地方活力。 

開創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 

5 陽明山國家公園七星山天

坪及竹子湖考古學研究

（2004/12/01） 

此計畫針對陽明山區的七星山及竹子湖地區

進行更深入的調查研究，期能對人文歷史及其

發展有進一步的認識；同時，本計畫亦試圖結

合金包里大路、面天坪遺址與本計畫的研究空

間，希望能釐清陽明山地區在台北盆地與北海

岸之間的交通樞紐地位，同時討論該區的不同

時期考古遺址內涵、遺址的族群歸屬等課題。 

國家公園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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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計畫名稱（時間） 研究摘要 研究單位 

6 竹子湖地區自然與人文資

源細部調查（2005/11/01） 

此計畫為了更加深入瞭解竹子湖地區的環境

與資源，因此進行植物與動物調查，以了解研

究區域內的動植物生態運作機制。此外人文資

源也是研究之重點，除蒐集文獻、整理前人訪

談資料之外，同時再進行個別訪談，以瞭解竹

子湖地區之歷史發展與人文變遷，以提供陽明

山國家公園未來經營管理之參考。 

中國文化大學

森林暨自然保

育系 

7 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社

區自提計畫先期規劃

（2007/12/01） 

此計畫為自提計畫之先期規劃，主要目標為在

過去研究發展的執行成果基礎上，賡續完備自

提計畫中先期規劃的程序要求與實質計畫內

容。為落實民眾參與的培力養成，此計畫將居

民、村里辦公室、專家學者與具規劃設計背景

之專業人士合組成社區規劃小組，並藉由工作

坊及民眾座談會的辦理，逐步凝聚共識、確認

相關成果。 

中國文化大學 

8 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社

區自提計畫整體規劃

（2008/12/01） 

此計畫除清查確認符合社區居民條件者、檢討

自提計畫相關法規條件外，總計辦理五場次相

關工作會議、八場次社區培力工作坊及三場民

眾座談會，藉由積極溝通與駐地諮詢，建構社

區居民參與社區環境改造基至，並逐步周全自

提計畫整體規劃。 

中華民國永續

發展學會 

9 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社

區生態旅遊機制推動計畫

成果報告 

（2009/12/01） 

此計畫為解決竹子湖社區環境發展之課題，藉

由區域環境文化特色研擬發展主軸，並與在地

社區及地方學校合作彙編生態旅遊解說資料

及建置導覽服務機制，建立社區永續發展之基

礎。有效推動社區環境改造，實務運用相關計

畫成果，以建構完善之資源環境經營管理方

針、達到生態旅遊的發展願景。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永續生態

旅遊協會 

1

0 

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入

口溼地生態調查報告

（2011/06/01） 

此研究計畫將位於陽金公路與竹子湖路交叉

路口北側的竹子湖濕地，重新進行生態調查。

計畫區植物林相已歷經相當的變化，動物相亦

隨之變更；隨著整體主客觀環境的異動，此區

需要重啟生態調查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進行總體環境規劃之參考。 

謝長富 

1

1 

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入

口地區文化意象整體規劃 

（附光碟）（2011/11/01） 

此研究計畫因國防部同意釋出梅荷研習中

心，作為文史展示及休憩接駁轉運功能使用，

希望透過文化意象整體規劃，整合入口地區功

能發展與歷史建築活化再利用，並將「永續發

展」、「簡約漫活」、「土地關懷」等符合國家公

園精神之內涵價值，深入規劃內容，適地適性

推動竹子湖地區的整體發展。 

中華民國國家

公園學會 

資料來源: 整理自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網站的研究報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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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煙聚落水梯田之相關研究 

八煙聚落位於國家公園內海拔約為 320 公尺，地形南高北低，故聚落水圳自南面

引水後，順應地形灌溉梯田。區域水系則是匯入北磺溪流域。氣候冬季潮濕多雨；夏

季水氣氤氳，時常雲霧裊繞。加上野溪溫泉地熱水煙，「八煙」意象油然而生。八煙聚

落屬於火岩地質不僅地質鬆軟，多含風化碎石，土質則呈現弱酸至中度酸性。由於地

下水位高、水質清澈、生態豐富。聚落裡一棟棟砌石屋比鄰而立，居民口中的魚路古

道，從前居民在這條路上迎娶、探親、運送著物資，趕著牛…等，直到現在沒落。八

煙聚落的梯田景觀、豐富的人文與生態特色為當地獨特的資產。有關八煙聚落以梯田

水圳人文地景為基礎的研究計畫，整理如（表 3）。 

表 3  八煙聚落以梯田水圳人文地景為基礎的研究計畫 

 報告名稱 報告摘要 研究單位 

1 陽明山國家公園溫泉資源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可

行性分析--以八煙溫泉地

區為例報告書（2002/04/01） 

此規劃目的為研究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溫泉

資源提供民間投資開發之可行性。並評估選定

一處區位，進行個案規劃研提未來開發及經營

管理模式與可行性之研究。 

中華民國戶外

遊憩學會 

2 陽明山國家公園八煙溫泉

開 放 使 用 之 可 行 性 評 估

（2003/12/01） 

此計畫研究八煙溫泉地區之開放與否成為陽

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目前面臨之課題，特委託

戶外遊憩學會進行遊客與相關專家學者進行

調查並研擬管理對策。 

中華民國戶外

遊憩學會 

3 陽明山國家公園八煙地區

文化景觀活化與生態聚落

永續發展推動計畫成果報

告書（2011/11/01） 

此計畫期能推動八煙地區活化，並深化國家公

園生態聚落理念，以符合生態保育與環境共生

原則，進行傳統農業活化、輔導有機與生態農

業轉型，並與在地人力及社團合作推動水圳梯

田等文化景觀復舊與再利用，讓八煙能成為國

家公園文化景觀示範生態聚落。 

山桐子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 整理自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網站的研究報告，2012 

 

  



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景觀保育與資源調查─以梯田水圳為例 

16 

第二節 陽明山地區水圳之相關研究 

水圳為農業賴以灌溉及排水的重要設施。台灣農業發展的過程中，從粗放經營轉

向精細耕作，水圳設施的建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別於一般旱作田的水稻種植，必須

先有完備的水圳賴以灌溉，陽明山地區得天獨厚的火山地形，風化後的土壤十分肥沃，

加上山泉湧井帶來豐沛的灌溉水源，造就了台灣蓬萊米的故鄉。 

一、陽明山地區之水系 

陽明山地區溪流均孕育自大屯火山群中，沿山坡向四方分歧而下，大多獨流入海，

形成輻射狀水系，溪流短促，坡降甚大。而溪流主要受降水變化之影響，流量變化率

極大，以豪雨、颱風期間經常發生崩坍情形，威脅遊客的安全。陽明山地區之地形因

火山隆起而中央高四周低，因此擁有向四周放射的水系。溪谷流水中，更有因火山週

期性隆起而產生的瀑布景觀，例如冷水坑絹絲瀑布、內雙溪雙溪瀑布、鹿角坑溪楓林

瀑布與崩石瀑布等。水系分布狀況如圖 3。陽明山地區其水源多來自地表湧泉與短小

的溪流，常與河川的發展連成一氣，呈現放射狀的北海基隆水圳系統與七星山水圳系

統。 

 

圖 3  陽明山國家範圍水系圖 



第二章 文獻與資料收集 

17 

二、北海基隆水圳系統（北基灌區） 

北基灌區位於台灣最北端，東接宜蘭縣界，南臨台北市，北臨台灣海峽，西與淡

水河為界。地形狹長傍山沿海，層巒重疊，丘陵環境，山地多而平原少，耕地星散，

灌地大都為梯田，雖轄區面積廣達 82100 公頃，但 2005 年灌溉服務面積只有 5.245

公頃。轄區包括基隆市各區及新北市的淡水區、三芝區、石門區、萬里區、瑞芳區、

平溪區、雙溪區與貢寮區等九個行政區界。主要灌溉水源由大屯山脈（高 1,090 公尺）

之貴子坑溪、外竿蓁林溪、庄子內溪、公司田溪、下圭柔山溪、興化店溪、後洲子溪、

灰瑤子溪、大屯溪、八連溪、大坑溪、八甲溪、楓林溪、石門溪、阿里磅溪、老梅溪

及竹子山脈之清水溪、牛埔子溪、潭子內溪、倒照湖溪、磺嘴山脈之磺溪、石槌子溪、

三重橋溪、員潭子溪、鹿崛坪溪、金包里溪、貢子寮溪、三貂嶺山脈之基隆河、柑腳

溪、枋腳溪等溪流引用。（台灣省北基農田水利會會誌，2005）尚有部份引灌湧泉及取

自坑澗山水，並有分佈於各地之埤池外另鑿八口地下深水井為補灌。2012 年灌溉服務

面積為 5,299 公頃，星散於山澗及溪谷兩旁，交通不便，往返以步行為主，管理十分

困難（北基農田水利會網站，2012）。根據 99 年度農田水利聯合會統計資料，目前北

基灌區灌溉面積 5,299 公頃、圳路 300 條。北基灌區以四個工作站為劃分，分別為淡

水工作站、三石工作站、金山工作站與基隆工作站。 

(一) 淡水工作站 

淡水工作站的範圍包括整個淡水鎮，轄區內水圳有坪頂圳，取水口為貴子坑溪的

源頭，長 1,433 公尺的中、上游區段，等於是新北市與台北市的邊界區分，壩頭的右

上方為北投的轄區青礐，左下方就是貴子坑，它沿山壁開鑿而成，渠道為混凝土三面

工，因它取水的源頭是台北市的轄區，所以水權是向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申請的，貴

子坑溪流域屬台北市轄區，經過關渡平原匯入八仙（淡水河系支流）。開墾年代約為

1674 年，位於海拔三百公尺，灌溉面積有（雙期田）五公頃。坪頂圳圳旁的山壁，有

二戰末期的防空洞，渠道上在中、上游段有石製的渡槽三座，以防山壁上沖刷下來的

水破壞水圳。渠道左邊有步道，是台北市修建的休閒步道，圳旁有生態解說告示牌，

在此可遠眺台北盆地。水碓子圳，圳路 1,420 公尺，有水碓一圳等十三條圳路，其中

以高厝圳與水碓一圳灌區分別是 18 及 14 公頃。而以水碓一圳的輸水量 0.041C.M.S

為最大。灌溉面積有 20 公頃。沙崙圳修築於 1645 年（荷蘭時期），全長 1,661 公尺，

灌溉著大庄埔、中崙子到油車口一帶。灌溉面積有 28 公頃。與水梘頭圳其水源屬於湧

泉，泉水甘美，因而此地的原生植物為水蕹菜，為多年生草本植物，又稱西洋菜或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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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菜。一定要生長在清澈且自然流動的活泉中，水質乾淨才能生長，為一指標性植物。

水梘頭圳的湧泉水，終年保持在 20℃左右，灌溉面積有 95 公頃。與大龜崙圳，水源

來自公司田溪，灌溉的區域包括到林子地區，灌溉面積有 67 公頃。八里堆全長約 6,864

公尺，為大屯溪流域最長、灌溉面積第二的水圳。八里堆圳流經公埔子、崙仔頂、八

里堆、新埔等灌溉面積有 85 公頃。大屯圳於嘉慶年間開設，由中和里取水，越過番社，

灌溉面積直抵濱海地區的六塊厝，老一輩的人都稱「六塊厝圳」。大屯圳長約 2,023

公尺，是大屯溪流域灌溉面積最大的一條水圳，灌溉面積 104 公頃。以及龜子山圳，

水源來自大屯溪為歷史文獻記載中大屯溪流域最早開鑿的水圳，圳路長度有 1,357 公

尺，灌溉面積有 44 公頃，輸水量 0.133C.M.S.，其灌區橫跨三芝區與淡水區（台灣省

北基農田水利會會誌，2005）。 

(二) 三石工作站 

三石工作站，管理範圍大致分布在三芝鄉、石門鄉。三芝鄉原為平埔族小基隆社

的舊址；石門鄉水源大部分以老梅溪為主，老梅溪位於石門鄉老梅村與山溪村，主流

長有 8.7 公里，流域面積 1732 公頃，分歧點有六處，匯集支流最多，其源流於海拔

1,094公尺的竹子山，上游包括三芝鄉二坪頂的豬母坪溪與石門區山溪村的尖山湖溪、

香蕉林坑；流經尖山湖至豬槽潭橋，在匯入坑仔內溪，向北經七股、大丘田另與大溪

墘溪會合，至老梅公地凌虛宮東側入海。菜公坑溪於大屯溪源頭取水，三板橋、店子

村、崙頂，圳路取水口位於大屯溪三板橋側，取溪水引灌，在往下經龜子山，又匯集

至烘爐溪，最終流至草埔尾一帶。長有 319 公尺，灌溉面積有 19 公頃，目前則擴增到

45 公頃，輸水量 0.135C.M.S。紅毛田圳位於三芝鄉內坡度最陡的梯田，長約 2,904

公尺。荷蘭人曾於 1624 年至 1661 年間統治台灣，當時為求糧食自給自足，荷蘭殖民

政府大力獎勵耕作，並設置穀倉，同時引進水利技術，台灣最早的水利設施如「參若

陂」、「紅毛埤」等，便是出現於荷蘭據台期間。淡水於 1624 年至 1661 年間，亦有荷

軍駐守，紅毛田圳與荷蘭人水利建設的關係，值得推敲。（大屯溪流域整體規劃與生態

工法示範工程設計委託規劃設計，2003）。灌溉面積有 50 公頃。八連溪八連圳的開發

源自於乾隆中葉，係福建永定籍華姓客家人所開發的，因於八連溪上游而命名之，取

水於八連溪，流經土地公埔、五腳松、埔尾，圳長 5,009 公尺，輸水量為 0.286C.M.S，

灌溉面積有 95 公頃。與八連頂圳位於小，灌溉面積有 28 公頃。埔頭圳位於八賢村、

埔頭村、古庄、新莊村，取水於八連溪，流經大坑、埔頭、埔頭坑、舊庄、茂興店、

番社後與新莊。埔頭乃早年小基隆舊庄的位置，埔頭村原為凱達格蘭平埔族的小雞籠



第二章 文獻與資料收集 

19 

社，灌溉面積有 215 公頃。楓林溪圳位於富基村，在老梅溪取水，流經老梅、七股、

頭圍、楓林、崁子腳，灌溉面積有 23 公頃。成渠頂圳與中圳，頂圳水源來自於老梅溪，

位於富基村、德茂村、橫山、新莊村，流經七股、頭圍、楓林、崁子腳、八甲、下員

坑、小新庄子；中圳由老梅溪取水，位於富基村，流經老梅、七股、頭圍、楓林、崁

子腳。渠頂圳、中圳灌溉面積分別是 180 公頃與 145 公頃。成渠下圳水源來自於老梅

溪，位於富基村、老梅村，流灌老梅、七股、頭圍、楓林地區。此圳灌溉面積有 83

公頃。四合興圳灌溉面積有 68 公頃。與豬槽潭上、下圳，取水口位於豬槽潭溪，位於

山溪村、老梅村，流經老梅、尖山湖、豬槽潭、大溪墘。豬槽潭地名的由來，為當時

老梅溪經過該河段，兩岸盡是堅硬的大石壁，往下游的溪水不斷的沖刷，形成一深藍

的潭水，潭的進、出口很小，看似早年傳統社會養豬人家所用的豬槽，地名也由此而

生。早期墾民向著山坡開拓形成梯田，灌溉面積有 26 公頃。最後為涵源圳，取水口位

於老梅溪、尖山湖，流經九芎林、尖山湖、老崩山、豬槽潭。圳路為砌塊石及土渠，

老梅乃取字早年平埔族部落（番社）名稱，輸水量為 0.231C.M.S.，灌溉面積有 75 公

頃（台灣省北基農田水利會會誌，2005）。 

(三) 金山工作站 

金山工作站，原來在此地為平埔族的金包里社，因金包里地處北海岸濱，靠近大

屯火山群之東北斜面，山多平原少且冬季直接受到東北季風吹凜，農業環境較差，因

此漢人較晚到此地開墾。金山工作站對水圳的管理系統亦與其他工作站不同，其他工

作站是由小圳的組長巡圳路、帶領工程人員進入圳路系統搜尋。但在金山站是聘請兩

位掌水工管理。其中頂中股圳因水源與田間落差大，因此整條圳路中有數處消能池，

以降低強大衝擊力。水源來自三重橋溪，長 3,800 公尺，輸水量 0.180 C.M.S.灌溉面

積有 95 公頃。咸治圳源自於黑金崁溪（現清水溪）灌溉面積有 14 公頃。與清水圳又

稱老埕圳，水源來自於清水溪上游，水質因沒有硫磺物質，與磺溪相比收成較好。清

水圳的水閘門處有一段水圳，為日治末期開鑿的，因在七七事變後，日本急需稻米糧

食，有位日本警察山川在清水溪的下游溪段開鑿水圳，引取清水溪的水使得六股地區，

也就是水尾的地方有水灌溉。當時招募地方上農民花費很短的時間完成，以前這區段

又稱山川圳，目前已是清水圳的一部分了。早年長度 1,750 公尺，灌溉面積 112 公頃，

目前實際灌溉面積有 90 公頃，輸水量 0.324 C.M.S.。磺溪一、二圳位於磺溪中下游，

這裡水硫磺質含量較少，在天旱無水的時候，勉強可以拿來灌溉作為補充水源，灌溉

總面積為 24 公頃：磺溪一圳的攔水堰有五層靜水池，為北基農田水利會最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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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分為三個階段進行，首先在民國 68 年時，完成攔水堰及第一層靜水池，民國 80

幾年完成第二層靜水池，最後一次是在民國 91 年完成最後三層靜水池。因為下游砂石

業者彩及砂石，使得河床下陷沖刷嚴重，因此北基農田水利會這三十幾年來，持續加

蓋靜水池，以維持河床的高度。另磺溪二圳攔水壩總長 75.2 公尺，可灌溉面積為 10

公頃。三界壇一至五圳，三界壇這邊的圳都是農民自己開墾的，約在昭和五年到六年

間，三界壇一圳本來叫潭子內圳，二圳叫做三界壇，三圳叫作牛稠內圳，四圳叫作海

尾子圳。日治時代金山庄的庄長賴宗碧開闢第五條圳，灌溉面積有 79 公頃。雙溪口一、

二圳灌溉面積有 26 公頃（台灣省北基農田水利會會誌，2005）。 

(四) 基隆工作站 

基隆工作站，基隆工作站灌溉面積僅有 321 公頃，主要分布在基隆雙溪鄉一帶，

因為境內丘陵起伏，坑谷縱橫，殊少廣闊平原，所以圳路規模很小。水源多來自坑谷

泉源，水質清澈優良。其中四腳亭圳於民國 65 年開鑿，水源來自基隆河，灌區位於瑞

芳鎮，灌溉面有僅有 2公頃。粗坑一圳圳路長度 2,167 公尺，總輸水量 0.060C.M.S.，

在牡丹溪上設攔河堰，考慮到堰堤過高，影響魚蝦的迴流，在設計上採兩段式跌水工，

灌溉面積有 15 公頃。長源一、二圳，圳路長度 268 公尺，在柑腳溪取水，輸水量

0.09C.M.S.，灌溉總面積 21 公頃。大瀨一、二、三圳，圳路長度 2,413 公尺，輸水量

0.020C.M.S.，水源來自於山中野溪水，總灌溉面積 25 公頃。內平林圳，水源來自柑

腳溪，內平林圳從開鑿到日據時代，時常遭受破壞需要巨額的維修，後繼者放棄圳主

主權，交由水利組合管理，灌溉面積有 30 公頃。外平林圳依據大正 14 年（1925 年）

「管內概況一覽」公共俾圳條云：平林幹線：三（日）里二町三十間四尺。支線：五

町五十一間三尺。總計：三（日）里八町二十二間一尺（1 公尺= 0.00062137 尺=3.3 間

= 0.55 町，為日本制度量衡）。灌溉區域：平林、柑腳一百零五甲。灌溉面積有 42 公

頃。明治 44 年（1910 年）5月，將內、外平林二圳變更認定，結合麻竹坑、曲尺溪、

溪洲仔三圳創立組合，正名「平林圳」，會名為「平林水圳組合」，歸由基隆廳長管理。

魚行圳這條水圳開鑿了兩百年的歷史，是基隆工作站最長的一條圳。此區地名又稱魚

缸仔，得地號名魚坑，整條河水魚源豐富，為魚行村之始，灌溉面積有 16 公頃。八股

一、二、三圳：八股的意思就是設八個出水口，八股一圳在雙溪鄉，由丁子蘭坑溪取

水，長度 1,275 公尺，灌溉面積 10 公頃；八股二圳灌區達貢寮鄉，取水口位於山間溪

谷，灌溉面積為 4公頃，輸水量分別為 0.030C.M.S.與 0.069 C.M.S.，總灌溉面積為

19 公頃。田寮洋一、二、三圳，圳路長 1,667 公尺，取水口位於貢寮鄉的遠望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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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輸水量 0.220 C.M.S.，灌溉總面積有 46 公頃（台灣省北基農田水利會會誌，2005）。 

三、七星水圳系統（七星灌區） 

台北盆地早期農田水利發達，南北所引水源不同，而形成以基隆河為界的兩大水

圳組織。北側芝蘭堡地區主要水源源自七星山故以「七星」為名，南側則以紀念創圳

人郭錫瑠先生而以「瑠公」為名。七星灌區自清朝發展以來已有將近 300 年左右的歷

史，本灌區為大屯山系以南至淡水河、基隆河間及五指山系。以東至基隆河間，屬於

台北盆地之北端至東北端之區域其坡向係由北向南及由西向東下降。灌溉轄區為台北

市北投、士林、南港、內湖等區及新北市汐止區，面積共計 660 公頃。早期發展受限

於自然因素，之後受都市化影響，服務轄區內產業結構、土地使用的轉變，使得灌溉

面積逐年遞減，但因服務範圍屬於台北市市郊，且尚有部份區域被都市計畫劃定為農

業區及保護區，因此還有保存部分水圳資源。 

(一) 七星灌區圳路發展與變遷 

從清朝年間開始至發展健全後服務的轄區為芝蘭ㄧ堡及芝蘭二堡，即今日士林、

北投、內湖、南港等地區。在近 300 年的發展中，合併大小埤圳共達 70 多條，因地形

所致灌渠多細小短促，呈放射狀零星分佈，主要引水自基隆河、貴子坑溪、磺溪及雙

溪與水磨坑溪等（張淯婷、黃書禮，2007）。全盛時期灌溉面積多達 5000 多公頃。根

據 99 年度農田水利聯合會統計資料，目前灌溉面積 660 公頃、圳路 24 條，為台北市

僅存尚具有農業灌溉功能之水圳。並有數條圳路分佈在七星山區海拔 300 公尺至 700

公尺之間。七星灌區圳路的發展變遷，整理如（表 4）。 

表 4  七星灌區圳路的發展變遷 

時間 七星灌區圳路發展變遷 備註 

清領時期 

1723 年 

水圳興築始於清雍正年間，於台北市士林區一帶興築兩條水圳：一是鄭

維謙與佃戶合築的「雙溪圳」，另一個是由業戶舉人王錫祺與當地農民

合築的「七星墩圳」，此後陸續闢築福德洋圳、番仔井圳、水梘頭圳、

水磨坑圳、八仙圳、唭哩岸圳、十八份圳等灌溉圳路，有文獻紀錄者灌

溉面積約 2000 公頃，此間水圳多屬私人出資興建，產權可自由買賣。 

 

日據時期 

1901 年 

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政府有鑒於過去私設埤圳制度，缺乏管理、也常

引發壟斷、剝削等弊端，公布「台灣公有埤圳管理規則」，凡有關公眾

利害者，皆認為公共埤圳，不再是私有，並由政府監督管理。因此將福

德洋圳、磺溪圳、唭哩岸圳、登峰圳、內湖埤、匠頭埤、大塹圳、芳泰

圳、溪洲寮圳等，認定為公共埤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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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七星灌區圳路發展變遷 備註 

光復初期 

1949 年 

二次戰爭後，許多圳路設施受到破壞，區內水利相關人員在水利協會的

運作下積極的以簡陋的器具先行修復部分水利設施，以維持基本的灌溉

功能。 

 

中央政府時

期 

1953 年 

直迄中央政府播遷來台後，將農業生產的恢復作為戰後台灣經濟重建的

首要目標及各種民生需求日益增加，因此灌溉圳路的整修便相當積極，

水利事業除承襲過去的基礎外，政府更積極推動農田水利事業的發展。

先後實施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等三項農地改革方案外，

並在六期四年經建計畫中明訂「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

經濟政策。因此，此時期的灌溉面積便有增加的趨勢，水圳之發展亦在

此時達到巔峰。 

 

經濟起飛都

市化時期 

1957 年 

台北市城中區發展趨於飽和，便向周邊市郊地區擴張，位於市郊地區的

士林、北投、內湖及南港也受到都市化的影響，轄區內農田使用土地逐

漸萎縮，圳路支線陸續廢除，或改設為水泥涵管，至民國 50 年後因都市

發展需要，這些擔任負責輸水灌溉農田的圳路己大多數幾乎報廢。地區

經濟由農業轉型到工業，用水型態也從農業用水逐漸被工業用水及民生

用水為主的型態所取代。 

 

基隆河截彎

取直 

1981 年 

由於境內基隆河流經的水道蜿蜒多變，每當颱風、豪雨來襲便使得士

林、南港等地區深受洪患之苦，於是政府自民國 70 年著手規劃基隆河彎

曲部份截彎取直計畫，此計畫範圍為內湖區水圳主要灌溉區，因截彎取

直計畫的完工，使這區被劃為科技產業用地，使得境內已經逐漸萎縮的

農田大部份變成建地，為地區貢獻將近 300 年的水圳，也從此功成身退。

 

後工業化 

1990 年後迄

今 

水圳在內湖及南港區灌溉範圍已幾乎消失，土地使用大多轉為科技園區

用地，原本的圳路多已被掩埋或地下化，而提供水源的埤塘則配合週邊

土地多被規劃為公園。這時期灌溉區域以士林及北投區為主，尚有 660

公頃，具灌溉功能的水圳主要集中在北投關渡平原及士林平等里一帶，

水圳還保存較完整的主要因素是土地使用類型的關係，在關渡地區因為

被都市計畫劃為農業用地，土地使用類型受到限制；而平等里地區則因

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及地勢較高，對外交通可急性低，都市化程度

相對平原地區來得低。 

 

資料來源: 整理自台北都市農業之保存與活化-以七星灌區為例，2008 

(二) 七星灌區現存之圳路使用概況調查 

七星灌區內灌溉圳路主要水源取得大致來自於人工修築的儲水池、河川溪流、雨

水及湧泉等四種，主要因地形關係，以河川溪流放射狀發展所提供的水源為主，北投

地區為磺溪、貴子坑溪與水磨坑溪，士林地區為雙溪，這些溪流皆屬於基隆河水系。

而南港、內湖地區因境內河川較短且流速急促，有十四份埤、內湖大埤、公館埤、樟

桔埤、後山埤等，以儲水為主。隨著社會工商業化，多數圳路已遭填滿或地下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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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多以不再具有灌溉之機能，其中內湖、南港地區的各段圳路多由於被劃為科技園

區之故多已消失，而目前僅存圳路以士林山麓的農業區或保護區保存最為完整、其次

則為流往關渡平原介於士林、北投之圳路，各圳路環境概況如表 5。 

表 5  各圳路環境概況表 

類別 行政區 水圳名稱 環境概況 引用水源 備註 

都市型 士林區 福德洋圳 民國 81 年後，都市化街道的需求，水

利會無償提供作為道路。目前多為道路

下暗渠，明渠段常可見圳道內或上方垃

圾及泥砂淤積、周圍建築直接排放廢污

水至圳中及周圍空間雜亂缺乏管理維

護等，導致下游圳路水質惡化、無水等

狀況。 

雙溪 水質惡化

嚴重，多已

加蓋 

近郊型 士林區 芋子園圳 流經區域位於台北市郊，屬於保護區，

圳路兩側多為其所灌溉之梯田，僅有少

數民宅位於圳尾處。兩側皆為灌溉區

域，以種植水蕹菜為主，採漫灌的方

式，其灌溉面積為 6.4 公頃。 

湧泉 可及性低 

都市型 士林區 水硿圳 目前已被台北市自來水事業處徵用，外

圍均被引水設備所掩蓋。流經區域屬台

北市郊，上游為機關用地及保護區，中

游及下游處有較集中之綠地及住宅。圳

路於住宅後側時常成為家庭污水之排

水溝，水質受到嚴重污染。灌溉區農田

多已廢耕，尚存零星之農田，多為菜圃

使用，總灌溉面積為 0.2 公頃。 

湧泉 可及性低 

都市型 士林區 大石角圳 圳路於圳首湧泉處即因周圍住家廢水

的排放而遭到污染，目前以人工灌溉為

主要方式，主要種植之作物以水蕹菜及

園藝作物為主，總灌溉面積為 3 公頃。

湧泉 污染嚴重 

近郊型 士林區 猴洞一圳 圳路上、中游兩側皆為保護區，僅下游

有零星農田、菜圃為主，有少數的水

田；總灌溉面積 2 公頃。 

湧泉 可及性

低、觀賞價

值低 

都市型 士林區 下東勢圳 目前僅餘圳首之取水湧泉，其水權仍為

水利會所有，湧泉處為職訓中心內之魚

池，除作為學員休憩空間外，其圳路湧

泉處亦接以管線作為消防用水。早年前

為一片數公頃之農地，為圳路主要灌溉

的區域，今則因市區內建地的取得，圳

路已遭掩蓋不復見。 

湧泉 僅餘湧

泉，圳路已

消失 

自然型 士林區 山豬湖圳 圳路主要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圳

路中、上兩側皆為林地，圳路下游有零

磺溪 可及姓

高，緊鄰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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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行政區 水圳名稱 環境概況 引用水源 備註 

星住宅，有兼作為排水溝使用，且有佔

用情形，水質受到影響。菁山里擎天岡

附近為為台北市重要夏季蔬菜及花圃

產區之一，目前圳路皆為明渠型式，總

灌溉面積 6.5 公頃。 

絲步道，常

呈無水狀

態 

自然型 士林區 坪頂舊圳 平等里為士林區重要花卉產地，多種植

蘭花、杜鵑，另有蔬菜、綠竹筍、雜糧

等的生產，由此三條圳路提供灌溉用水

路。三條圳路上游段皆為明渠，景觀、

生態及水質良好，並有步道串連，中、

下游段流經聚落集中區域，圳路多作為

道路及農宅旁之排水邊溝，灌排兼用，

且有佔用圳路的情況，下游水質受到影

響。 

坪林坑溪 可及性

高、具有環

境歷史解

說意涵 自然型 士林區 坪頂新圳 

自然型 士林區 登峰圳 

自然型 士林區 金合興圳 圳路中、上游周邊皆為林地及保護區，

自然景觀、生態豐富，中游有零星的住

宅分布於圳路右側，整體而言住宅多集

中於圳路下游。目前仍維持農業灌溉之

機能，主要以種植菜圃、綠竹筍及花卉

為主，周邊地區亦有許多果園，總面積

約為 13.2 公頃。 

菁礜溪 可及性較

低 

都市型 士林區 三角埔圳 主要流經天母、天玉及天壽三里，由於

圳首取水位高於磺溪，水源無法由圳首

引導至灌溉田中，故以周邊住宅之污廢

水為主要水源，已喪失灌溉機能，目前

為排水溝。 

湧泉 已淪為排

水溝，不具

灌溉用途 

都市型 北投區 唭哩岸 

一圳 

屬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周圍有許多溫

泉業者，為台北市郊重要之遊憩景點。

圳首至圳尾周邊多為溫泉餐廳建築

物，周圍雜草叢生，許多溫泉業者甚至

將廢污水排至圳道中，水質受到汙染。

磺溪 多生活污

水直接排

放 

都市型

/近郊

型 

北投區 八仙圳 曾為水利會灌溉面積最廣者，以農業灌

溉機能為主，灌溉區位於圳路下游的關

渡平原，為最主要之水稻生產地，總灌

溉面積約 150 公頃，但圳路周邊有許多

工業發展，使得灌溉水水質深受影響。

磺溪 經多處公

園綠地、醫

院，雖部分

遭受加

蓋，仍具改

造潛力 

近郊型 北投區 石牌新圳 灌溉區域內有幾處為北投區有機及市

民農園，但周邊仍有零星工廠夾雜其

中，水質恐有受污染的疑慮，主要以種

植水稻、蔬菜為主，總灌溉面積約 13.3

公頃。 

磺溪 多生活污

水直接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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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行政區 水圳名稱 環境概況 引用水源 備註 

近郊型 北投區 石牌 

抽水機圳 

圳路上游有許多養豬戶，再加上周邊建

築物排放的污水，使得水質大受影響。

主要灌溉區域以種植水稻及蓮藕為

主，總灌溉面積約 42 公頃。 

磺溪 多生活污

水直接排

放 

近郊型 北投區 洲美 

抽水機圳 

圳路仍以農業灌溉為主要機能，灌溉洲

美里一帶，為台北另一穀倉，以種植水

稻為主，另有蔬菜等作物，總灌溉面積

約 73 公頃。 

雙溪 遠離人口

集中區 

自然型 北投區 十八份圳 十八份圳所在地勢較高，其下方即為十

八挖圳，當十八份圳的水輸送至灌溉區

域後，餘水除了流入河川外，亦為補助

十八挖圳之用，兩圳相互依存。所經區

域皆屬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圳路上游部

份為山林地、梯田及私人土地外，皆經

水利會整治規劃，沿線皆有步道系統。

兩條水圳仍維持農業灌溉機能，圳路下

游區域，多以種植植栽、蔬菜為主，總

灌溉面積約 49 公頃。 

十八份坑

溪 

圳路長度

短、可及性

較低 

自然型 北投區 十八挖圳 

都市型

/ 

近郊型 

北投區 水磨坑圳 為灌溉關渡平原的水圳之一，主要為種

植水稻，另有小面積的菜圃分佈，總灌

溉面積約 214 公頃。 

水磨坑溪 遠離人口

集中區 

資料來源: 台北都市農業之保存與活化-以七星灌區為例，2008 

 

陽明山地區水圳的源頭雖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但灌區多位於下游。故有關

北基灌區、七星灌區文獻內容之描述亦多不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故本計畫將針

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梯田水圳進行整體調查以建置初步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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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衛星影像判釋技術 

影像分類通常使用監督式分類和非監督式分類，監督式分類以人工介入選取訓練

區，求出每個訓練區的光譜平均值,依據光譜平均值為群聚之中心，以此計算分類的結

果；非監督式分類法為人為給定好欲分類的數目，自動給定各類別光譜中心的初始值，

經不斷反覆迭代修正光譜中心值，滿足收歛的結果，以完成分類。 

本研究使用 eCognition 8 軟體進行物件導向影像分類判釋陽明山地區梯田；物

件導向影像分類，是一種利用影像單位物件分割技術，除了利用光譜特徵外，並可特

過影像物件波譜統計值（color statistic） 、物件形狀（shape/form） 、物件大小

（area/size） 、物件紋理（texture）、物件脈絡（context）、鄰近關係和階層關係

成為重要的分類特性，依照不同的重要性由使用者設定權重，進行地物分類對，影像

判識的準確度與可靠度更高。 

影像判釋的流程衛星影進行像影像分割（segmentation）出合理且不同特性的區

塊，這些區塊稱為影像物件（image object），並根據不同的指標進行影像分類。衛星

影像經由影像切割後會產生影像物件，影像物件是有一群相鄰（spatially-connected）

的像素所組成的區域，而這個區域可以表示為一個有意義的單元。在進行物件導向影

像分類過程時，會將影像分割出許多影像物件。如圖 4，這些影像物件每個長條型及

圓形的圖例可以組織成階層關係的資料結構，成為影像物件階層。 

物件影像階層在影像物件等級是由不同層級影像物件所組成的。在 eCognition

中可進行不同尺度的影像切割，分割愈精細該影像物件的層次就愈低，反之亦然，如

圖 5所示。 

物件導向影像分類則能使用多元資訊，如物件波譜統計值（color statistic） 、

物件形狀（shape/form） 、物件大小（area/size） 、物件紋理（texture）、物件脈

絡（context），因此對影像判識的準確度與可靠度更高，如圖 6所示。 

張雅華等人（2004）利用物件導向分類技術用於基隆河土地變遷，可以很清楚的

看出基隆河土地改變的範圍與情形，再透過物件導向高解析影像分類技術，快速分析

地表之變遷結果，不但可充分描述表現當地土地利用變遷的情形與現象。鄭雅文等人

（2008）物件導向分類法於土地覆蓋複雜具紋理的地區，相較於其他分類法，物件導

向分類之類別區域較為合理。董炤巖（2009）利用物件導向分類和影像的光譜值進行

以邊界偵測法進行崩塌地影像切割，加入紋理特徵值後提升了分類的精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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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前人研究，證明了物件導向分類技術在分類上較為合理且精確，所以本

研究以物件導向分類來判釋梯田。 

 

圖 4  物件的階層網路圖 

  

圖 5  物件影像層級 

 

圖 6  物件導向分類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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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現有資料庫系統 

現在調查與登錄方法相關計畫與研究有國家公園國土資訊系統自然資源生態資料

庫整合作業、陽管處自然資源資料庫系統、營建署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理資訊系統。 

一、國家公園資訊系統自然資源生態資料庫整合作業 

國家公園資訊系統自然資源生態資料庫整合作業（圖 7），為特於「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國土資訊系統（NGIS）推動小組」下設「生態資源資料庫分組」（原名「自然

資源與生態資料庫工作分組」），強調國土資訊系統生態資料及生物資源空間資料庫建

置，及促進資料之整合與流通應用所設置的。此資料庫的建置計畫涵蓋農、林、漁、

牧與保育等內容，除了彙整各相關機構已建置的資料外，亦進行各項野外調查和 GIS

建檔的工作，野外調查工作大多為自然生態和保育方面的內容，其重點可從生物種的

分布、群聚特徵，擴大到整個生態系的分布等。但是因為過去相關資料調查不足，或

散見於各書面報告中，缺乏建檔，或有許多單位建置，但資訊標準、空間尺度不一致，

不易整合，甚至也有許多的資料尚缺調查資訊，所以此計畫試圖改善此問題。而在彙

整工作資料上，許多機構已建置 GIS 資料庫無需重複建置，這部分資料庫的內容，藉

由機構間的協調，建立相關性；置於僅有的書面資料但可以轉成地圖資者，建立 GIS

資料庫與圖層。 

此計畫出版了《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Ⅰ-生物多樣性》、《台灣的自然資源

與生態資料庫Ⅱ-綠色大地》及《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Ⅲ-農林漁牧》三書，

在《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Ⅰ-生物多樣性》中以地圖方式呈現各國家公園的空

間位置並簡單描述國家公園的自然生態景觀，書中其他主題如昆蟲以海拔高度區分、

野生保育類動物和兩生類以單一動物作介紹……等。另外《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

料庫Ⅱ-綠色大地》及《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Ⅲ-農林漁牧》，前者以台灣本島

和離島的植物為主介紹特有植物、野生植物、綠資源、台灣的植群……，後者以地圖

為主配合簡明扼要的文字和圖片的說明呈現農業、林業、漁業、牧業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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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國家公園資訊系統自然資源生態資料庫整合作業 

資料來源:林務局 

二、陽管處自然資源生態資料庫系統 

陽管處自然資源生態資料庫系統（圖 8），彙整介紹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動物和植物

和環境的資料，為詳細調查國家公園內的動物、植物、環境，邀請專家學者做調查及

建置資料庫，並請專人設計動物、植物、環境的屬性資料庫（表 6）。並建議結合衛星

影像或航照影像，當作地貌索引支檢索。目前資料庫查詢系統有五大項:（一）植物資

料庫、（二）動物資料庫、（三）地質資料庫、（四）人文資料庫、（五）氣象資料庫，

並配合陽管處設立的攝影資料庫系統，讓資料庫資料與影像資料結合，使資料庫資料

更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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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陽管處自然資源生態資料庫系統 

資料來源:陽管處 

 

表 6  陽明山地理資料庫-地質屬性資料庫    

資料庫名稱:地質屬性資料庫 頁次 日期 

表格名稱: 

潛在地質災害類資料表格（Pot.dbf） 

表格編號 

表格說明： 

主鍵:C（6） 

序號 欄位代號 欄位中文名稱 資料型態及長度 備註 

1 RDATE 地質圖檔 C（10）  

2 PNAME 名稱 C（20）  

3 CLASSES 特性類別 C（100）  

4 LOCATE 分佈位置 C（100）  

5 NOTE 備註 C（10）  

資料來源:陽明山國家公園資料庫建置報告書，1998 

三、營建署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理資訊系統 

營建署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理資訊系統（圖 9），整合台灣國土規劃、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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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建築管理、住宅管理八大項，而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理資訊系統以台灣

八個國家公園:太魯閣、玉山、陽明山、雪霸、墾丁、金門、東沙、台江，依據國家公

園內各物種的出現區位，以地理資訊系統的技術，將每一筆可以建立分布圖的資料，

依據調查研究報告的記載，逐步彙整建立；這些資料不僅呈現每一物種的出現位置，

並透過與其他地理資料的分析，更加了解物種的生態特色，也更容易管理與保育這些

寶貴的自然資源。而「生態寶庫－臺灣國家公園的生物多樣性」一書將這些數位化的

成果資料，轉化成通俗性的知識內容，以地圖、生態照片、文字等方式呈現給大眾。 

  

圖 9  營建署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理資訊系統 

資料來源:營建署 

以上三個自然資源生態資料庫，生物多樣性為宗旨建立資料庫，而本研究是以文

化地景為主，調查陽明山地區的梯田、水圳、聚落和實地訪談，了解目前梯田、水圳

使用現況建立資料庫如:梯田的作物類別、周邊設施物或者水圳的水源源頭、工法材料、

水圳的維護單位等，建立適合土地管理的資料，方便土地規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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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圖檔資料收集 

本計畫收集到的圖檔主要包含了北基農田水利會提供的十萬分之一灌溉區域紙圖、

七星農田水利會提供的五萬分之一曾灌溉水圳紙圖、由陽管處提供進行田野調查的

2010年陽明山地區航空照片圖、2012年步道圖kml圖檔，與本計畫透過採購取得三張，

拍攝時間分別是 2011 年 7 月、12 月和 2012 年 5 月的福衛影像，於本計畫進行影像判

識使用。以及陽明山梯田變遷使用的 1971 年、1995 年、2007 年陽明山土地分類圖。

其中七星與北基農田水利會提供的紙圖，因手繪紙圖經由 GIS 數化後比例尺誤差甚大

不予使用，後續經由訪談七星、北基兩農田水利會取得水利會現況管理使用之 shp 向

量圖檔，現況水圳位置準確度甚高。 

表 7  圖檔資料收集表 

圖資內容 年份 比例尺 檔案類型 資料來源 目的 

北基農田水利會圳路圖 97

座標 

2012  向量檔（shp） 北基農田 

水利會 

現況水圳 

位置 

七星農田水利會 

圳路圖 97 座標 

2012  向量檔（shp） 七星農田 

水利會 

現況水圳 

位置 

陽明山國家公園步道圖 97

座標 

2012  向量檔（kml） 陽明山國家

公園管理處 

現況步道 

位置 

陽明山國家公園航照圖 2010  影像檔（img） 陽明山國家

公園 

現地判釋 

陽明山地區福衛二號影像 2011/07 

2011/12 

2012/05 

8 公尺 影像檔（img） 台灣大學理

學院空間資

訊研究中心 

判 釋 梯 田 和

聚落 

陽明山地區土地分類圖 1977  向量檔（shp） 農林航測所 梯田變遷 

分析 

1995  向量檔（shp） 內政部 

地政司 

梯田變遷 

分析 

2007  向量檔（shp） 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 

梯田變遷 

分析 

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數值

地形模型（DTM） 

2012 5 公尺  陽明山國家

公園管理處 

 

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地籍

圖 

2012   內政部 

地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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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調查  

本計畫首先針對陽明山地區之水圳與梯田環境進行勘查，並結合地理資訊系統之

衛星影像判釋，以及地方意見領袖訪談後，再配合水圳資料和國土調查利用資料與地

籍資料套疊，選定一示範區進行詳細梯田、水圳現況調查。各部分操作內容將分述如

下。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目的乃透過衛星影像判釋並佐以現地調查，勾勒出陽明山國家公園之水

圳與梯田資料。並將上述資料建立在地理資訊系統之中，作為日後陽明山國家公園經

營管理之參考。以下就梯田與水圳系統資料分別說明： 

一、全區梯田系統 

全區梯田研究，主要是以判釋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內之現有梯田範圍為主。梯田系

統之判釋主要透過不同年度的衛星影像資料以及 2007 國土利用調查資料為基礎，利用

eCognition 軟體作為初步判釋，並結合航照圖，佐以現地地方意見領袖訪談、以及全

區的勘查，數位化陽明山地區梯田範圍（圖 10）。除全區梯田範圍判釋之外，透過上

述資料，亦可初步分析出近年來國家公園境內之梯田變遷消長過程。 

二、全區水圳系統 

由於水圳屬於現狀資料，且部分位於樹蔭下或被加蓋，因此無法直接猶未興影像

或航空照片圖判斷。然而透過農田水利會之灌區資料，仍能掌握現有水圳之圳路。本

研究透過七星農田水利會與北基農田水利會所提供之水圳圖層資料，配合數值高程圖、

地方意見領袖訪談與現地勘查，初步可以判斷出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之重要水圳全貌

（圖 10）。 

三、示範區選取原則與調查 

以上述全區梯田與水圳調查資料為基礎，分別就其不同特性分類，訂定示範區選

取原則，並依據此原則，進行進一步的調查。調查內容包括其週邊土地使用，現有使

用、以及水圳之型式、流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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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庫建立與整合 

將上述梯田、水圳資料數位化，並鍵入地理資訊系統中，作為日後陽明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經營管理之參考，並據此提出初步經營管理或後續研究之建議。 

 

圖 10  研究架構圖 

梯田範圍判釋

梯田變遷分析

衛星影像資料

2011年7月
2011年12月
2012年5月

全區梯田水圳基礎分析

里長訪談
梯田區位
水圳位置

全區基礎勘查

文獻收集

二手資料收集

七星灌區水圳圖層

北基灌區水圳圖層

示範區選區原則研擬

示範區水圳梯田調查

資料庫建立與整合

結論與建議

2007國土利用調查
航照圖

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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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梯田衛星影像判釋 

使用 ECognition 物件導向分類軟體進行二分樹法分類(圖 11)，本研究的影像判

釋有四大步驟:載入影像、影像物件化、判釋森林和人為使用地、判釋聚落和梯田。 

 

圖 11  影像判釋流程圖 

一、載入影像 

分別載入三張福衛二號影像:2011 年 7 月、11 月和 2012 年 5 月，2012 年 5 月的

衛星影像，研究區內的雲覆率比其他兩張高，雲覆蓋位置並未影像判釋(圖 12)。 

二、影像物件化 

載入後將影像分割(Multiresolution)，設定物件生成條 Scale:5~250，Scale 愈

大，分割生成物件愈多。本研究 Scale 設定 50，因為 Scale<50，生成物件愈少，每個

物件涵蓋範圍愈大，同一個物件容易包含不同的土地類型，容易產生誤判(圖 13)。 

三、判釋森林和人為使用地 

依照二分樹法分類將研究區中，根據顏色和紋理在衛星影像上看到的樹林、雲覆

蓋的區域、道路等，都歸類森林；而聚落、梯田都歸類在人為使用地。在分類時，稻

作的生長速度容易影響準確度，如果梯田種植的作物為果樹或者以播種後一段時的作

載入影像

森林 人為使用地

聚落 梯田

福衛二號影像
2011年7月、12月

2012年5月

影像物件化
根據顏色、紋理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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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因梯田的紋理被遮蓋住，在判釋上易被歸為樹林，所以需再次確認(圖 14)。 

四、判釋梯田和聚落 

判釋出人為使用地，再依據顏色和紋理細分出聚落、梯田，梯田旁邊的周邊設施

物如農舍或儲藏室，盡可能歸類在聚落中。而梯田也因被誤判而要再次確認(圖 15)。 

五、影像判釋完成匯出資料 

以 polygon 輸出相容於 ESRI.shp 的向量分類成果，在 Domain 中選擇梯田、聚落

的物件圖層輸出(圖 16 與圖 17)。 

 

 

 圖 12  載入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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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影像物件化 (scale Parament=50) 

  

圖 14  選取人為使用土地物件(scale Parament=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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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選取梯田、聚落物件(scale Parament=50) 

 

圖 16  物件分類檔(梯田-紫色、粉色-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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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梯田、聚落輸出至 GIS 進行分析 

  



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景觀保育與資源調查─以梯田水圳為例 

40 

第三節 梯田現況判釋 

為了更精準的知道陽明山梯田的分布情形，本研究匯整陽明山國家公園之 DTM（5m

×5m）、地籍資料、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2010 年的航照圖、地方訪談梯田的資料，利

用 ArcGIS 技術處理得梯田分布情形與使用狀況。梯田判釋示意圖（圖 19），並將判釋

流程分成四大步驟，以下將分項說明。 

一、透過 DTM 和地籍資料交集得到潛在梯田分布圖 

梯田大多分布在坡度 5%以下（因為農耕使用），且地籍之地目(地目之編定是依據

現況使用)。因此，首先使用 ArcGIS 的空間分析（Spatial Analyst）的工具將陽明山

地區的 DTM 轉成坡度，並得到坡度 5%以下的資料，並將台北市的地籍資料依照地目的

分類，分別找出水田、旱田的資料，再與坡度 5%以下的 DTM 圖交集，得到潛在梯田分

布圖。 

二、整合加入 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資料 

由 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將取稻作、旱作、廢耕地，與潛在梯田分布圖（圖交集，

可以更確定梯田的分布位置。 

三、透過現地訪談與調查檢核分析資料 

透過里長訪談與現地調查，指認具有高度保存價值的梯田，並與上述分析資料交

互檢核。 

四、搭配 2010 年航空照片圖，可以更加了解現地周遭的環境 

透過最新的航空照片資料，可以補充上述分析中所遺漏的梯田位置。 

 

圖 18  潛在梯田判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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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梯田判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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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地方訪談 

本計畫因國內有關梯田、水圳相關研究著墨較少。初期文獻收集較為困難，特此

拜訪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資源學識豐富的陽明書屋呂理昌主任。於 2012 年 5 月 31 日

本團隊前往陽管處進行訪談，水圳調查方面呂主任建議透過北基、七星水利會的文獻

與拜訪地方文史工作室、地方耆老加上現地會勘找出水圳主線；另外梯田的調查，由

於陽明山過去全境幾乎都是梯田使用，因此計畫重點應放在現況仍做農業生產使用之

梯田。建議調查內容宜包含與水圳共存的聚落，如：八煙、竹子湖、十八份圳等。並

優先選出一兩條具遊憩發展潛力的古圳道，評估是否具有環境教育解說價值、資源種

類等。調查內容宜包括沿線之人文資源。 

另外，本團隊透過陽管處所提供之地方首長名單進行拜訪約談，將陽明山國家公

園境內的梯田、水圳座落位置，作一全盤的初步實地調查與紀錄。訪談過程中，除了

透過輸出成 A3 大小的航照紙圖資與當地里長作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梯田、水圳的位置

指認，亦請調查訪員前往實地拍照以確認梯田、水圳目前使用的情況。訪談後得到初

步彙整的現況調查內容作為日後建置梯田、水圳資料庫的基本初步資料，為加強本計

畫的後續的課題對策，團隊前往計畫範圍內負責水圳管理的七星與北基農田水利會管

理組的兩位周組長與劉先生進行訪問約談，透過第一階段訪員實地調查收集到的初步

現況資料數化成電子檔案，於前往農田水利會訪談過程中進行計畫範圍內梯田、水圳

區位的二次確認與資料的修正等並透過農田水利會管理層面目前各區內水圳所遇到的

情形進行訪談。訪談內容將作為後續示範區的選擇條件與提出後續策略的依據。 

一、訪談流程 

本計畫透過團隊成員拜訪陽明書屋呂主任、計畫範圍內各地區里長與七星、北基

農田水利會管理組組長們，得到陽明山地區梯田、水圳實地指認的初步調查資料與目

前使用與維護管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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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訪談流程圖 

二、訪談目的與方法 

利用訪談里長與現地指認掌握的現況第一手資料，使用 ArcGIS 軟體數化梯田、水

圳位置與屬性資料，初步建置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梯田、水圳資料庫。透過初步調查

資料的數化建置，掌握陽明山地區內梯田、水圳目前的使用現況，依據各地區的不同

特色與使用情況，作為後續示範區遴選的依據。 

三、範圍確立 

訪談範圍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所涵蓋台北市、新北市的鄰里行政區界，計有 26

個鄰里。 

拜訪陽明書屋呂理昌主任

陽明山地區範圍確立

對象選擇（地方之領袖）

訪員訓練

現地指認、拍照
（各里的梯田、水圳）

拜訪地方里長

資料建置
（資料整理與數化）

航照圖資與表格設計

拜訪北基、七星
農田水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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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象選擇 

透過 2012 年 6 月 14 日至陽管處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後，由陽管處企劃課張課長提

供之里長名單，扣除範圍狹小之鄰里，計有 21 位里長，作為各地區梯田、水圳指認與

訪談的對象。各鄰里訪談時間整理如(表 8)。另外，本團隊於 2012 年 8 月 30 日與 8

月 31 日個別拜訪七星農田水利會與農田水利會管理組長。訪談內容整理附錄三。 

表 8  各鄰里訪談時間表  

 區域 里長姓名 訪談時間 訪員 備註 

1 陽明里 黃裕倉 2012 年 6 月 27 日 林宜萱、潘柏堯  

2 溪山里 簡清波 2012 年 7 月 2 日 黃愍涵、洪學民  

3 平等里 陳添地 2012 年 7 月 6 日 蘇煜文、張原瀚  

4 菁山里 何勝男 2012 年 7 月 6 日 蘇煜文、張原瀚  

5 泉源里 陳志成 2012 年 7 月 4 日 蘇煜文、張原瀚  

6 湖山里 李秋霞 2012 年 7 月 4 日 蘇煜文、張原瀚  

7 湖田里 曹昌正 2012 年 7 月 5 日 黃愍涵、洪學民  

8 大屯里 勤榮輝 2012 年 6 月 28 日  
透過電話訪談，沒

有梯田水圳。 

9 水源里 徐榮樹 2012 年 7 月 3 日 黃愍涵、洪學民  

10 樹興里 許秋芳 2012 年 6 月 28 日  
透過電話訪談，沒

有梯田水圳。 

11 坪頂里 張天賜 2012 年 6 月 28 日  
透過電話訪談，沒

有梯田水圳。 

12 興華里 杜國偵 2012 年 6 月 28 日 林宜萱、潘柏堯 電話訪談 

13 店子里 盧政忠 2012 年 6 月 29 日 林宜萱、潘柏堯  

14 圓山里 葉泓志 2012 年 6 月 29 日 林宜萱、潘柏堯  

15 山溪里 許阿煌 101 年 7 月 5 日 蔡惟亘、黃寶萱  

16 乾華里 曾清松 2012 年 6 月 28 日 蔡惟亘、黃寶萱 電話訪談 

17 兩湖里 徐登煌 2012 年 7 月 3 日 黃愍涵、洪學民  

18 重和里 賴蔡標 2012 年 7 月 5 日 蔡惟亘、黃寶萱  

19 磺潭里 張宗基 2012 年 6 月 28 日 張原瀚、蘇煜文 電話訪談 

20 雙興里 余宗仁 2012 年 7 月 5 日 張原瀚、蘇煜文  

21 溪底里 吳連財 2012 年 7 月 5 日 張原瀚、蘇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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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航照圖資與表格設計 

航照圖資方面，先行透過 ArcGIS 軟體在航照圖檔上標示出各鄰里的里界範圍、水

系、重要道路與地標等，輸出彩色列印 A3 尺寸大小紙圖；另訪談表格由本計畫人員開

會討論決議後所需的調查內容進行表格設計，以便訪員進行各地區里長梯田、水圳指

認時需要攜帶的基本圖資與訪談表格。各鄰里的航照圖資請參見附錄一。湖山里航照

圖資與表格範例如下，詳見圖 21 與圖 22。 

 

圖 21  訪談與調查基本圖-以湖山里為例 

資料來源：陽管處 

   

圖 22  里長訪談與現地指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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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訪員訓練 

為求里長訪談與現地調查回來的資料能夠迅速被數化，於訪員前往各鄰里訪談調

查前進行行前訓練與提醒。 

(一) 告知訪員訪談主要目的為透過里長訪談中全面性瞭解梯田、水圳的使用現況，以便日

後示範點地選定與進行詳細調查。 

(二) 請訪員出發前針對負責的鄰里，事先確認主要道路、重要建物或地標與河川溪流。 

七、里長訪談 

於訪談前已先行透過電話訪談說明來意，並邀約里長們確認可以前往訪談的時間，

前往拜訪時必須再次詳細向里長說明來意後，透過訪談瞭解當地的產業變遷或是聚落

發展，以協助快速了解各鄰里的土地利用情形，並利用航照圖資針對主要道路、地標

與重要建物等的相對位置進行各鄰里梯田、水圳使用現況的訪談指認。 

八、現地指認、拍照（各里的梯田、水圳） 

透過與當地里長的訪談後得知現況梯田、水圳使用情形與所在位置，前往現地進

行梯田、水圳位置指認與現況使用情形的拍攝記錄。 

九、資料建置（資料整理與數化） 

請訪員於訪談後將各鄰里訪談後的內容與現地指認的照片等進行資料整理與利用

ArcGIS 軟體進行數化，建置初步的梯田、水圳資料庫的現況資料建置，以利後續示範

區遴選的參考資料。 

十、拜訪七星、北基農田水利會 

藉由訪員實地調查收集到的初步現況資料數化成電子檔案，透過拜訪七星與北基

農田水利會進行計畫範圍內梯田、水圳區位的二次確認與資料的修正等並透過農田水

利會管理層面，以開發、生產為主的不同面向角度思考，得到目前各區內水圳所遇到

的情形。訪談內容將作為後續示範區的選擇條件與提出後續策略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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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七星與北基農田水利會訪談內容，整理如下列表格： 

表 9  七星與北基農田水利會訪談整理表 

項目 出處 訪談內容 

水利會發展 

與業務管理 

北基 

農田 

水利會 

北基農田水利會在民國 80 年後由政府代繳水租；相較七星農田水利

會由農田水利管理轉資產處理的轉型，透過資產處理。沒有收省政

府的錢。 

日據時代是由圳長巡圳，目前由地區農民組成水利小組，小組中選

出班長隸屬水利會管理。 

用水補給主要提供民生用水、農業用水，最後才是工業與其他用水。

水利會與農會的關係，是由農會負責生產、運輸、銷售與信託；水

利會負責提供生產用水，前、後端相配合。 

七星 

農田 

水利會 

七星灌區，因都市化汐止與南港地區的水圳逐漸消失。北投約 550

公頃、士林約 105 公頃。內湖地區因水圳多位於基隆河畔行水區範

圍，目前多已為重劃區。水圳僅約 1.26 公頃，現況為抽水站設施以

前是池塘。 

目前七星農田水利會僅有進行水圳 GIS 構造物調查拍攝現況照片。 

早期的水圳沒有灌溉的功能就報廢，現況有持續使用的都有在維

護。目前維護管理，針對構造體有編定年度改善，水圳淤積會定期

清理，颱風來幾次就會去幾次的災害搶修。 

民國 80 年，由政府經費出資維護水圳，一公頃的農田約產出 50-300

公斤的稻穀。由農糧署公定價格。收水租的部分，政府有編預算補

助費用已沒收水租了，目前營運靠一些不動產、水利處分與更新出

租出售的部分，比較像基金會的方式的營運。 

產業 

北基 

農田 

水利會 

北基農田水利會推薦的示範區：頂中股圳靠近鹿崛坪，灌區在下游，

受磺溪影響水質的酸度。與淡水的坪頂古圳道。 

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北基灌區的步道：老梅溪上游（石門梯

田）、青山瀑布步道、坎頂步道與魚路（金包里）步道。 

金山萬里盛產甘藷，農曆二~三月曬太陽；四~五月種植、八月收成。

之後要用水淹農地半年防蟲害以恢復地力。 

三芝盛產筊白筍與山藥，產值為種植水稻的 3~5 倍。 

七星 

農田 

水利會 

七星灌區建議示範區的地區有下列：十八份的泉源里與涓絲瀑布地

區。 

目前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的水圳有下列，作物為雜作：1.半嶺灌區

約一期作物，作物有蔬菜、切花、櫻花、筊白筍、一季的水稻以及

十年前有種植過櫻花。2.坪頂灌區（平等里的坪頂、登峰圳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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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出處 訪談內容 

種植櫻花、楓樹、草莓、大理花與設施農業：佛蘭等。3.金合興灌區

（擎天崗、山豬湖）。4.十八份灌區（竹子湖、泉源里）：水圳、聚落

與農田。雜作，主要作物有園藝作物、櫻花與繡球花等。 

生態旅遊方面，之前農委會有推行聚落與產業的結合。金合興與平

等里地區網路上有很多部落客介紹，解說昆蟲、植被等介紹。 

平等里地區設有步道，寬度約 80 公分，因設施較多且步道多有遮蔭，

暑假常配合市政府，七星水利會與農會、綠化基金會合作舉辦「親

一夏」夏令營活動。一梯次約 40-80 人，兩個梯次，主要介紹：隧道、

水橋、親水活動與自然生態等。 

梯田田梯田 

與水圳管理 

 

北基 

農田 

水利會 

北基灌區水源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內，但灌區多位於下游。 

三芝、石門地區有很多大片的梯田，但多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外。

石門地區老梅溪上游，有塊梯田具有景觀美質。 

近幾年因水量遞減，灌溉功能的圳路須考慮流量，排水功能的圳道

有入滲功能。 

水圳維護是種開發行為，常因維護舊有水圳與新開發水圳源頭與陽

管處立場相左。如：圳路是否使用生態工法或自然工法等爭議。目

前水圳的開發需透過陽管處企劃科審核申請文件。 

七星 

農田 

水利會 

雷隱橋下游約在東昇路上有一取水點（陽明花鐘附近），約在東昇路

195-197 號之間看得到梯田，水源為大坑溪的分流。 

七星灌區內，如：中山樓、半嶺地區附近有溫泉的干擾。溫泉影響

水圳的水質進而影響作物，如種植水生植物，作物收成會受到影響。

水利會就會收到農民的抗議。半嶺地區因有磺溪經過，水質 PH 值為

4，如果遇到乾旱枯水期，水質會更酸。如：蓮花因水量縮減影響收

成，部份農民會接山泉水灌溉。 

竹子湖沒有灌溉系統。 

水圳的本質為工作的通道，非遊憩使用。在安全的考量下，常會怕

民眾使用受傷。以及民國 90 年後水溝的乾枯差異甚大，為維持河川

的水量，怕灌溉的水在過程中被劫走。目前灌溉水圳的工法多為混

凝土櫬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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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陽明山梯田現況分析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調查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梯田與水圳資源，延續前章中所建立

之調查方法與步驟，本章中首先使用陽明山地區土地分類圖得知不同年代土地使用狀

況，並了解陽明山地區農地資源空間型態上之轉變趨勢。此外，透過衛星影像、DTM、

地籍資料分析陽明山梯田現況，藉由水圳資料之收集與彙整，在進行示範區的詳細調

查前，掌握初步梯田與水圳資源之空間分布現況。 

第一節 陽明山梯田變遷分析 

本計畫主要透過 1977 年（農委會農林航空測量所）、1995 年（內政部地政司）與

2007 年陽明山地區土地分類圖（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對這三年陽明山地區梯田分

布在時間與空間上之變化，進行了解，並加以得知陽明山國家公園近 35 年來農地資源

的變化情形。本計畫中將土地類型分成四大類:1. 農業，包括稻作、旱作、廢耕地；

2. 建地，包括商業用地、住宅用地、工業用地；3.林地，包括針葉林、闊葉林、竹林、

混合林；4.其他，包括水體與其他用地。 

 從 1977、1995 與 2007 土地使用類型面積得知(表 10)，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了

重要的天然林地資源，因此範圍內主要為林地（約佔 80%）。而 1977 年至 2007 年間隨

著產業的轉型，早期大量栽種稻米的梯田景觀已大量消失，由 1977 年之 1761.98 公頃

減少為 2007 年的 864.32 公頃。由此可知，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之梯田資源與其獨特

的農產景觀，已隨著時代的變遷逐漸流失。在國際上逐漸重視文化景觀的同時，如何

確實掌握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之梯田資源而進行有效之規劃與管理，將成為國家公園

文化解說與環境教育重要的課題之一。 

表 10 土地使用類型的面積與比例表  

                                         單位:面積:公頃；百分比:% 

   年 份 

 類  型 

1977 1995 2007 

面積 百分比 面積 百分比 面積 百分比 

農地 1761.98 14.52% 921.76 7.59% 864.32 7.12% 

建地 529.90 4.36% 224.79 1.85% 527.61 4.34.% 

林地 9773.23 80.55% 10191.56 83.94% 9347.71. 80.0% 

其他 66.58 0.54% 802.915   6.61% 1401.12 11.54% 

面積(公頃) 12131.71 12141.04 121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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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77-1995、1995-2007 兩個時期看陽明山梯田空間上的變化，從圖 23 上得知

1977 到 1995，陽明山地區北邊如:山溪里、乾華里、兩湖里、重和里、溪底里、湖田

里的梯田還繼續維持農業耕作，在樹興里、秀山里、泉源里、平等里、溪山里、店子

里的農地多廢耕而逐漸變為林地，而亦有部分農地在進行開發後轉變為建地使用，如：

部份的泉源里與陽明里一帶。林地方面幾乎都維持現狀，只有少部分林地變更成農田、

建地和其他用地。此外，此一階段的住宅開發多集中於陽明里一帶，因而產生明顯的

農地與林地被開發為建地的現象。 

1995-2007 這段時間，農地在山溪里、乾華里、兩湖里、重和里，少部分維持現

狀，但大部分的農地都轉變成林地，只有少部份的農地轉成建地和其他用地(圖 24)。

就建地方面，這段時間的建地面積不高，多集中於湖田里、樹興里、中心里、林泉里

與大屯里。而湖田里部份，則因為近年來竹子湖地區觀光產業的興盛，已有相當多農

地被開發為建地使用。 

表 11 1971-1995、1971-2007 各土地類型面積變化及比例 

單位:面積(公頃)；百分比(%) 

 1977-1995 1995-2007 
面積 百分比 面積 百分比 

農地→農地 266.02 3.67 380.85 5.25 

農地→建地 40.75 0.56 39.09 0.53 

農地→林地 246.4 3.40 169.28 2.33 

農地→其他 53.60 0.74 17.51 0.24 

建地→農地 47.68 0.65 105.77 1.46 

建地→建地 71.66 0.98 37.07 0.51 

建地→林地 56.28 0.77 77.36 1.06 

建地→其他 51.42 0.71 6.84 0.09 

林地→農地 996.69 13.75 1750.14 24.16 

林地→建地 53.01 0.73 246.03 3.39 

林地→林地 1784.66 24.63 1011.06 8.32 

林地→其他 100.68 1.38 39.42 0.32 

其他→農地 1493.60 20.61 2574.02 35.53 

其他→-建地 174.09 2.40 356.03 4.91 

其他→林地 1714.33 23.66 528.60 7.29 

其他→其他 92.6 1.27 2574.08 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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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陽明山梯田現況分析 

一、影像判釋 

本研究採用 2011 年 7 月、12 月和 2012 年 5 月福衛二號影像進行分析，由於陽明

山地區稻作 6月插秧、12 月收割，透過這三張的影像利用 E-cognition 進行分析可以

了解梯田耕作的情形和陽明山地區梯田的使用狀況。搭配梯田、聚落判釋圖可知陽明

山國家公園的梯田多分布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四周如南邊的泉源里、中心里、林泉里、

溪山里、平等里，西邊的秀山里、樹興里、水源里、店子里，北邊的圓山里、乾華里、

重和里，東邊的磺潭里、雙溪里、溪底里一帶。以下分別就三張不同時期的衛星影像

判釋進行說明。 

(一) 2011 年 7 月陽明山地區衛星影像(圖 23)，在北邊圓山里和乾華里及東邊溪底里有一

小部分沒有衛星影像，經分析此張圖的梯田分佈面積是最多的約為 2,394.76 公頃 

(圖 24)，可能是 6月播種，7月稻作已生長一段間與周邊草地類似，可能易造成誤

判。  

(二) 2011 年 12 月陽明山地區衛星影像(圖 25)，雲覆率最少，影像也最清晰，從梯田判

釋圖(圖 26)上得知，此圖的梯田分佈面積及位置遠遠少於 2011 年 7 月，可能是 12

月梯田剛收割完，梯田的紋理較不明顯易被視為控地。 

(三) 2012 年 5 月陽明山地區衛星影像(圖 27)，雲覆率是三張中最多的，集中於湖田里、

圓山里和重和里的交界處，陽明山梯田判釋圖(圖 28)，此圖梯田的分佈位置和 2011

年 12 月大致相同面積較 12 月多 25.49 公頃，可能 5月陽明山地區的梯田還沒插秧或

剛插秧，其梯田紋理比 2011 年 12 月明顯。 

 

2011 年 7 月、12 月、2012 年 5 月和 2007 年梯田面積的變化表，陽明山國家公園

梯田主要分佈在國家公園四周，以西南邊梯田分佈數量較多，國家公園中心梯田主要

分布於湖田里竹子湖，2007 年旱作和稻作面積是 555.53 公頃、2011 年 7月是 2,394.76

公頃、12 月是 1,094.60 公頃、2012 年 5 月是 1,120.09 公頃，7月跟 12 月相比減少

大約 1,300.16 公頃，12 月和 2012 年 5 月增加大約 24.09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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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2011 年 7 月陽明山地區衛星影像 

資料來源：台灣大學理學院空間資訊研究中心  

 

 

圖 24  2011 年 7 月陽明山梯田判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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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2011 年 12 月陽明山地區衛星影像 

資料來源：台灣大學理學院空間資訊研究中心 

 

 

圖 26  2011 年 12 月陽明山梯田判釋圖 

  

 

 



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景觀保育與資源調查─以梯田水圳為例 

54 

 

圖 27  2012 年 5 月陽明山地區衛星影像 

資料來源：台灣大學理學院空間資訊研究中心 

 

 

圖 28  2012 年 5 月陽明山梯田判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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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土利用調查 

為了檢核影像判釋結果之正確性，本研究除野外現地確認梯田分佈及使用狀況，

同時與 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陽明山旱作和稻作（圖 29）進行交叉對比，衛星影像

梯田判釋圖梯田分佈位置，與國土地利用調查的資料相近，但本研究顯示判釋的梯田

面積比 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的梯田面積較廣（表 12）。 

因 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項目僅取得稻作和旱作項目，摒除了梯田上的廢耕地，故

影像判釋的梯田面積比國土利用調查的梯田面積較多。整體而言陽明山地區的梯田面

積有逐漸減少的趨勢。 

而店子里、圓山里等里擁有的大面積梯田且分布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範圍外，不

屬於這次的研究範圍。  

 

圖 29  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陽明山旱作和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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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11 年 7 月、12 月、2012 年 5 月和 2007 年梯田面積的變化 

時間 梯田(公頃) 與 2011 年 7 月差異 

2011 年 7 月衛星影像圖判釋 2,394.76

2011 年 12 月衛星影像圖判釋 1,094.60 －1,300.16

2012 年 5 月衛星影像圖判釋 1,120.09 ＋24.09

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 555.53

三、精度分析 

為確認影像判釋結果之正確性，本研究透過野外現地調查與 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

資料進行交叉比對-陽明山旱作和稻作相互比較分析。同時也進行衛星影像判釋之精度

分析，以 2010 年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航照圖為基礎，將 3個年份的影像判釋結果進行對

分析，確認分類結果之可信度。 

三個時期影像判釋的精度範圍落在 40%-60%，2011 年 5 月的精度為 48%、2011 年

12 月的精度為 50%、2012 年 7 月的精度為 60%。以陽明山地區複雜的植生林相，衛星

影像判釋能達到 60%的精度，已算精準，但若是要採用此結果進行土地管理，則顯不

足。因此本研究後續將加入地籍資料、國土利用調查，與坡度等資料，進行疊圖分析。 

表 13  影像判釋分類精度表 

年份 2011 年 5 月 2011 年 12 月 2012 年 7 月 

精度(%) 48% 50% 60% 

四、整合地籍圖、坡度圖與 2007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圖 

梯田所在位置通常具有以下特性（1）坡度小於 5%；（2）地籍資料上記錄為田地

目（包括水田與旱田）。為了進一步了解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現有潛在梯田的位置，本

研究整合 DTM（製作成坡度圖）、台北市地籍資料、2007 國土利用調查資料，以及現地

調查，再次確認其梯田範圍。 

(一) 坡度圖與地籍圖疊圖分析 

地籍圖內之地目編定，主要是透過現地調查，依照當時的土地使用狀況進行現地

編定，因此地目上為水田與旱田之土地，表示過去該筆土地是作為農業使用。將 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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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GIS 系統轉換成坡度圖，並篩選出坡度在 5%以下的土地，再將其與上述資料進行

疊合，將可初步得知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的潛在梯田位置（圖 30），分析結果可知，

梯田大部分分布在淡水、三芝、石門、金山、萬里等區之國家公園邊緣。 

(二) 2007 國土利用調查資料 

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資料乃由內政部結合中央及地方地政、戶政及稅捐等機關人

力，辦理之全國性土地利用調查作業，藉由地面調查方式建立、獲取當時已登記土地

的使用現況，作為土地管制作業的依據。本研究於 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資料中篩選，

稻作、旱作、廢耕地（圖 31），從圖上得知:國土利用¬調查資料的陽明山國家公園境

內農田大部分位在石門地區、竹子湖、八煙地區，而國家公園邊緣淡水、三芝則有零

星的梯田散佈。根據 2007 國土利用調查資料，陽明山國家公園全區之稻作、旱作以及

廢耕地約有 555.53 公頃（可參見表 12）。 

(三) 第一階段全區梯田分布概估 

由於潛在梯田分析僅坡度與田地目進行疊圖分析，屬於較為寬鬆的梯田認定方式，

因此本研究特將前述兩項資料（潛在梯田圖、2007 國土利用調查圖）進行交集分析，

亦即潛在梯田之區域，在 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中又屬於稻作、旱田或廢耕地，基本上

即可認定其現況乃為梯田（圖 32），從圖上得知：大部分梯田分布在竹子湖、平等里

地區、十八份地區、八煙地區、石門地區、三芝地區，後續在從這幾個地區選出示範

區做更詳細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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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潛在梯田分布圖（坡度 5%以下、地目） 

 

 

圖 31  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_稻作、旱作、廢耕地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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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陽明山梯田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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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地訪談與勘查 

前述各項梯田範圍均是採用地理資訊圖資，透過空間分析與影像判釋來決定梯田

所在位置，但完整的調查方式，仍須透過現地訪談與勘查重新檢視資訊之正確性。因

此本研究透過地方意見領袖（里長）的訪談與現地指認，進一步的檢核上述地理資訊

系統分析的結果，並將現地指認的資料，結合第一階段圈區梯田範圍，納入最終的梯

田分布圖中。 

1.全區現況梯田分布位置 

本研究藉由訪員訪談與現地指認現況梯田區位等資料，透過 ArcGIS 軟體的數化後，

從影像得知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現況梯田的主要分布在陽明山國家公園位置南北端，

有梯田分布的鄰里北端有店子里、圓山里、山溪里、兩湖里、重和里與溪底里等六個

里；南端則有湖田里、湖山里、菁山里與平等里等四個里，主要分布於竹子湖地區，

全區分布位置，如圖 33，其個里梯田分布面積如表 14。 

 

圖 33  里長訪談重要梯田指認區位圖-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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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梯田分布的鄰里與面積 

 里名 面積（公頃）  里名 面積（公頃）

1 店子里 20.92 7 湖田里 63.52

2 圓山里 32.67 8 湖山里 18.33

3 山溪里 40.92 9 菁山里 15.38

4 兩湖里 26.30 10 平等里 32.49

5 重和里 19.40 11 全區 273.92

6 溪底里 4.03 ─ ─ ─ 

資料來源:本計畫里長訪談與實地勘查數化後資料 

2.各鄰里現況梯田、水圳分布位置 

以下分別針對本研究成功訪談的 10 位里長，與現地勘查的結果進行說明。 

(1)  店子里 

店子里位於新北市三芝區，主要梯田分布於三板橋、溪底一帶，三板橋路為古蹟，

沿著此路左右兩邊過去都是種植蓬萊米的梯田，但目前大都改種其他作物。目前作物

類別為雜作，多數為當地農民種植自行食用的蔬果，如：番薯、筊白筍、玉米、冬瓜

與其他瓜類等等。灌溉水源來自大屯溪的菜公坑圳與湧泉圳，水圳沿線與道路平行。

水圳管理單位為北基水利會。梯田分布位置如圖 34。 

  

34-A 

林宜萱 攝 

 

34-B 

潘柏堯 攝 

圖 34  里長訪談重要梯田指認區位與現況照片圖-店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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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圓山里 

圓山里位於新北市三芝區。主要梯田分布於台北商城、二坪頂一帶。二平等里地

區過去梯田遍布，但現況大多廢耕了。圓山里的梯田，有一半以上沒廢耕，除了因地

勢高，水源取得較困難與溫度較低外，由於梯田多屬人工耕作方式，作業成本較高，

種植作物不符合經濟效益，目前種植範圍僅有 20 幾甲。以前有種植蓬萊米與糯米等作

物，現況作物類別主要有地瓜、筊白筍等，多為農民自家食用。灌溉水源來自八連溪

支流、老梅溪，水圳為茄苳坑圳等三條水源，管理單位為北基水利會。梯田分布位置

如圖 35。 

 

35-A 林宜萱 攝

35-B 潘柏堯 攝

圖 35  里長訪談重要梯田指認區位與現況照片圖-圓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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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山溪里 

山溪里位於新北市石門區。山溪里的名稱是源於老崩山和大溪墘二地各取一字。

梯田現況非常完整但現在大部份都休耕，作物類別有水稻與部分花卉。灌溉水源來自

尖山湖溪、九芎林溪與大溪墘溪等溪流。管理單位為北基水利會。梯田周圍有尖山湖

紀念碑步道等古圳道遊憩資源。梯田分布位置如圖 36。 

 

36-A 洪學民 攝

36-B 黃愍涵 攝

圖 36  里長訪談重要梯田指認區位與現況照片圖-山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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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兩湖里 

兩湖里位於新北市金山區，梯田現況完整，土地使用現況為水田與旱田，以前為

蓬萊米的原種田，現況仍在使用，但作物類別為香蕉與番薯為主。梯田分布位置如圖 

37。 

 

37-A 黃愍涵 攝

37-B 洪學民 攝

圖 37  里長訪談重要梯田指認區位與現況照片圖-兩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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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重和里 

重和里位於新北市金山區，梯田現況非常完整，但現況水田大都休耕，多旱田。

作物類別有竹筍、雜作蔬果與部分花卉，以前為蓬萊米的原種田，但現在已無人種植

水稻。灌溉水源來自牛埔子圳、頂八煙圳與林口圳、頂中股圳與咸治一、二圳等水圳。

管理單位為北基水利會。梯田週遭擁有許多古圳道，因耕種而闢建，但不屬於農田水

利會管轄之範圍內。梯田分布位置如圖 38。 

 

38-A 蘇煜文 攝

38-B 蔡惟亘 攝

圖 38  里長訪談重要梯田指認區位與現況照片圖-重和里 

 

 

 

 

  



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景觀保育與資源調查─以梯田水圳為例 

66 

(6) 溪底里 

溪底里位於新北市萬里區。梯田現況為旱田，作物類別為雜作，僅種植蔬果。30

年前曾有種植蓬萊米，現況已無種植水稻。灌溉水源為瑪鍊溪，梯田分布位置如圖 39。 

 

39-A 蘇煜文 攝

39-B 張原瀚 攝

圖 39  里長訪談重要梯田指認區位與現況照片圖-溪底里 

 

 

 

 

 

  



第四章 陽明山梯田現況分析 

67 

(7) 湖田里 

湖田里位於台北市北投區，為陽明山竹子湖地區，梯田現況非常完整。日據時代

設有蓬萊米原種田試驗所，大多種植蓬萊米，而後種植高冷蔬菜與觀賞植物如松柏、

杜鵑等。近幾年作物類別為海芋、繡球花與百子蓮等植栽。為全台灣知名的休閒農業

區，梯田週遭設有緩坡式的竹子湖環山步道等遊憩資源。梯田分布位置如圖 40。 

 

40-A 陳品如 攝

40-B 陳品如 攝

圖 40  里長訪談重要梯田指認區位與現況照片圖-湖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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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湖山里 

湖山里位於台北市北投區，現況梯田大多位於下半嶺一帶，梯田現況非常完整。

多為旱田，作物類別有櫻花、蔬果與杜鵑。部分雜作種植玉米、絲瓜、松柏與南瓜等

作物。灌溉水源來自無名水圳，水圳源頭約在七星山登山口一帶。管理單位為七星水

利會，梯田分布位置如圖 41。 

 

41-A 蘇煜文 攝

41-B 張原瀚 攝

圖 41  里長訪談重要梯田指認區位與現況照片圖-湖山里 

 

 

 

 

 

 



第四章 陽明山梯田現況分析 

69 

(9) 菁山里 

菁山里位於台北市士林區，梯田現況為旱田。作物類別有水稻、果樹與其他花木

等。過去曾有蓬萊米原種田，現已無人種植，梯田週遭擁有因耕作需求闢建的古圳道。

灌溉水源來自菁翠圳與山豬湖圳等水圳。菁山里梯田的分佈緊鄰著兩條水圳，梯田管

理單位為七星水利會，梯田分布位置如圖 42。 

   

42-A 洪學民 攝

42-B 黃愍涵 攝

圖 42  里長訪談重要梯田指認區位與現況照片圖-菁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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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平等里 

平等里位於台北市士林區，過去曾大規模之梯田，百分之八十為稻作，現在已無

種植水稻。梯田現況多為旱田，改種植花卉蔬果及觀賞植物如：櫻花。灌溉水源為三

條有名的水圳，分別為平等舊圳、平等新圳與登峰圳等。管理單位為七星水利會。梯

田週遭擁有早期因耕種所闢建的古圳道。梯田分布位置如圖 43。 

 

43-A 蘇煜文 攝

43-B 林宜萱 攝

圖 43  里長訪談重要梯田指認區位與現況照片圖-平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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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二階段全區梯田概估 

第二階段全區梯田範圍的概估，主要是透過第一階段地理資訊分析的結果，結合

現地訪談與現勘的資料，進一步指認出陽明山國家公園進內的梯田概況。主要梯田分

布在竹子湖、平等里地區、十八份地區、八煙地區、三芝地區，面積為 562.74 公頃(圖 

44)。 

  

圖 44  全區實地訪談梯田分布圖 

 

經過兩階段調整梯田範圍面積，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梯田面積與 2007 年國土利用調

查，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的農地面積相差 1.2%，顯示本研究所採用之方法信度極高。

之後將再利用此結果，進一步選出示範點位置，進行詳細之調研。 

表 15  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梯田變遷分布 

 梯田面積（公頃） 

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的梯田 555.53 

陽明山梯田 562.74 

陽明山梯田與 2007 年梯田的面積差異 7.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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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陽明山水圳現況分析 

由圖 45 得知北基農田水利會的範圍包括了淡水區、金山區、三芝區、石門區、

萬里區、基隆市、瑞芳區、平溪區、雙溪區、貢寮區，而淡水區、三芝區、石門區、

金山區、萬里區則包含部分的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水圳；而圖 46 七星農田水利會的

範圍包括士林區、汐止區、內湖區、南港區，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水圳有平等新圳、

平等新圳、十八份圳、十八挖圳、登峰圳、半嶺圳、登峰補給圳、磺溪內三圳。 

散佈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所有的水圳幹線、支線、分線、補給、小給共有 173 條，

主要的水圳幹線有 26 條(表 16)，頂中股圳和咸治圳位於金山地區，屬於磺溪流域；

涵源圳和豬槽潭上圳與豬槽潭下圳三圳位於石門地區，屬於老梅溪流域；八連菜公坑

圳、菜公坑南圳、菜公坑北圳、十一股圳、柑宅圳圳位於三芝地區，分別屬於八連溪、

大屯溪流域；楓樹湖圳、水頭圳、中田寮圳、馬路腳圳、大埤頭上圳位於淡水地區，

屬於公司田溪流域；大坪圳和麻斯稟圳位於萬里地區、屬於頭前溪流域；登峰圳、平

等新圳、平等舊和山豬湖圳位於士林區，分別屬於坪林坑溪、菁譽溪；半嶺圳、十八

份圳、十八挖圳位於北投地區，皆屬於磺溪。 

第一次水圳訪談陽明里、溪山里、水源里與泉源里，平等里、溪山里有登峰圳、

坪頂新圳、坪頂舊圳，屬於七星農田水里會，水源里有水梘頭圳，位在陽明山國家範

圍外，為北基農田水利會所有。 

   

圖 45  北基農田水利會水圳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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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七星農田水利會水圳分布圖 

  

 

圖 47  陽明山水系水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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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主要水圳 

單位:公里 

水圳名稱 引用水源 水圳長度 

頂中股圳 
磺溪 

3.95 

咸治圳 0.54 

 涵源圳 

老梅溪 

3.91 

豬槽潭上圳 3.41 

豬槽潭下圳 1.91 

 八連圳 八連溪 2.57 

菜公坑圳 

大屯溪 

3.18 

菜公坑南圳 0.35 

菜公坑北圳 0.34 

十一股圳 0.52 

柑宅圳 0.55 

楓樹湖圳 
公司田溪 

1.63 

中田寮二圳 0.49 

馬路腳圳 
公司田溪 

0.36 

大埤頭上圳 0.72 

大坪圳 
頭前溪 

2.09 

麻斯稟圳 4.17 

登峰圳 

 

坪林坑溪 

5.54 

坪頂新圳 2.85 

坪頂舊圳 2.23 

半嶺圳 磺溪 1.50 

山豬湖圳 菁譽溪 1.66 

十八份圳 
十八份坑溪 

1.46 

十八挖圳 2.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七星農田水利會與北基農田水利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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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陽明山梯田示範區現況分析 

本計畫主要針對陽明山地區之梯田與水圳，建立一套資料調查程序，作為未來陽

明山地區梯田與水圳資源普查的基礎。因此，本章延續第四章中所掌握陽明山地區之

梯田與水圳初步之地理資訊圖資，進一步挑選現地調查之示範點，並針對梯田與水圳

的調查建立完整的調查程序，且據以進行現地調查與資料庫建制。 

第一節 示範調查點的選定 

藉由前章中之分析發現陽明山梯田與水圳分布較為聚集的地區包括：石門地區、

三芝地區、竹子湖地區、十八份地區、平等里地區、八煙地區與鹿崛坪地區。本章中

將從以上七個地區，選出一個地區作為本計畫之示範區進行調查。示範區的遴選標準，

在水圳部分包括『「已建置古圳系統」:在相關歷史文獻及研究報告記載者。或「能具

有灌溉功能」:目前現況能在耕種作物、「具有景觀遊憩潛力」:有步道可到達的梯田與

「可及性高」:有步道或交通工具可到達。』等四項；而梯田部分則以『「大面積的完

整梯田」:依據陽明山梯田現況圖、「具歷史意義與遊憩潛力」:有沿途有步道具歷史、

「仍維持耕作型態」:目潛能維持耕作與「有聚落分布」:依據 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圖

所判斷；作為示範區選擇標準。』 

其中，參見圖 48 與表 17 所示，石門地區主要位於新北市石門區山溪里一帶，梯

田面積為38.5公頃，該地區具有大面積的完整梯田，作物類別以水稻和部分花卉為主，

但目前大部分都休耕，水源引自於尖山湖溪、九芎林溪與大溪墘溪等溪流，以及尖山

圳、穿山圳與涵源圳等圳。梯田週遭擁有尖山湖紀念步道等古圳道遊憩資源。但石門

地區的古圳與完整的梯田景觀，多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外。 

三芝地區包含店子、圓山兩里，梯田集中分布於店子里的三板橋路兩側以及圓山

里的二坪頂一帶，梯田面積為 34.9 公頃，具有大面積的完整梯田，灌溉水源主要引自

大屯溪的菜公坑圳、湧泉圳及八連溪支流、老梅溪、茄苳坑圳。過去作物類別以蓬萊

米為主，目前因不符經濟效益大多廢耕或改種植當地農民自行食用的蔬果作物，已不

易辨識出原本的梯田景觀。 

竹子湖地區位於台北市北投區的湖田里，梯田面積達 124.4 公頃，現況保持的相

當完整。本區在日據時代即設有蓬萊米原種田試驗所以種植蓬萊米為主，幾經更迭後

目前作物以海芋、繡球花等觀賞植栽為主，輔以周圍的環山步道等遊憩資源，讓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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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地區的農業成功轉型成休閒農業並帶來蓬勃的商機。 

十八份地區主要位於台北市北投區泉源里與湖山里，梯田面積為 37.7 公頃，原為

平埔族的狩獵場，隨著漢人集資開墾，按股抽籤均分，聚集成庄。由業主出資修築十

八分圳、十八分挖圳引大坑溪水源開墾山園及梯田賴以維生。所經區域皆屬於陽明山

國家公園，仍保有自然風貌，圳路上游部份為山林地、梯田及私人土地外，皆經水利

會整治規劃，有中正山步道環繞。但圳路長度較短，大眾運輸工具可及性低。 

平等里地區位於台北市士林區平等里，梯田面積為 38.1 公頃，以前梯田以種植水

稻為主，但現在已旱田為主，仍持續種植花卉蔬果及觀賞用植物為士林地區重要花卉

生產地，提供灌溉的水圳有坪頂舊圳、坪頂新圳、登峰圳，水源引自於坪林坑溪，三

條圳路上游段皆為明渠，景觀、生態及水質良好，並有步道串連，中、下游段流經聚

落集中區域，圳路多作為道路及農宅旁之排水邊溝，灌排兼用，且有佔用圳路的情況，

下游水質受到影響；但三條圳路為完整的古圳系統、具有灌溉功能、景觀遊憩潛力，

具有環境歷史解說意涵，聯外道路完整、可及性高，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 

八煙地區位於新北市金山區重和里，梯田面積為 29 公頃，雖小於其他地區，但現

況保持得非常完整，擁有北台灣少見的大規模梯田景觀。灌溉方面擁有完整的圳道系

統，諸如牛埔子圳、頂八煙圳、林口圳、頂中股圳與咸治一、二圳等水圳。目前區內

的聚落人口老化，梯田大多處於休耕狀態，惟大規模的梯田景觀及傳統的砌石水圳使

深具遊憩潛力。 

鹿堀坪地區位於新北市萬里區的溪底里，梯田原種植蓬萊米，目前已無種植水稻

改種植蔬果雜作。除梯田景觀外，貼近山林的古道讓本區亦具有發展遊憩的潛力，但

本區為國家公園生態護區，所以可及性不高。 

整體而言，八煙地區評選條件最優，平等里地區具有六項評選條件，而石門地區、

十八份地區與鹿崛坪地區各具有五項評選條件，而竹子湖地區則滿足四項條件。此外，

經由上述分析中可發現，石門地區之梯田大多數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外，而十八份地

區交通可及性較低，而平等里地區有良好的梯田景觀、完善的古圳系統、可及性高容

易前往，又有聚落分布，適合作為體驗農村、生態旅遊的地區。其中八煙地區目前已

投入大量資源，故與陽管處招開工作會議討論後，本次調查計畫即以「平等里地區」

作為示範調查點進行現地詳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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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示範區的遴選矩陣 

項目 \ 地區 
石門 

地區 

三芝 

地區 

竹子湖

地區 

十八份

地區 

平等里 

地區 

八煙 

地區 

鹿崛坪 

地區 

梯田面積(Ha) 38.5 34.9 124.4 37.7 38.1 29.00 28.98 

梯 

田 

大面積的

完整梯田 
● ●    ● ● 

具歷史意

義與遊憩

潛力 

●  ● ● ● ● ● 

仍維持 

耕作型態 
●     ● ● 

有聚落 

分布 
  ● ● ● ● ● 

水 

圳 

已建置古

圳系統 
●    ● ●  

仍具有灌

溉功能 
● ●  ● ● ●  

具有景觀

遊憩潛力 
●  ● ● ● ● ● 

可及性高   ● ● ●   

總  計 6 2 4 5 6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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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陽明山國家公園梯田與水圳分布圖 

 

 

 

石門地區 

三芝地區 

竹子湖地區 

十八份地區 

八煙地區 

鹿崛坪地區 

平等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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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陽明山國家公園梯田與水圳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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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調查流程與方法 

本計畫為求調查成果能作為後續梯田與水圳進行相關規劃與經營管理之基礎，與

陽管處多次召開工作會議進行討論後，並參考國內現行有關梯田、水圳等相關單位資

料庫項目，如：農委會與營建署等，整合修正作為本計畫調查項目。 

一、示範區調查項目參考資料 

(一) 農委會農田水利會聯合會於 2006 年起委託淡江大學水資源管理與政策中心建置「灌

溉管理情勢資料庫」針對灌溉渠道系統建置資料，其中，灌溉管理情勢資料庫資料收

集內容與更新方式參見表 18 所示，其資料內涵與項目將作為本計畫梯田調查項目之

參考。 

表 18  「灌溉管理情勢資料庫」調查項目彙整表 

項目 資料內涵 資料範圍 資料長度 更新方式 

灌溉計畫 1. 各旬計畫水量 

2. 作物計畫面積 

3. 輸配水損失 

1. 各農田水利會 

2. 各工作站 

3. 各灌溉埤圳 

91-99 年 

各期作 

線上填報 

每期作 

用水實績 1. 各旬實際取水量

2. 各水源別取水量

3. 作物實際面積 

1. 各農田水利會 

2. 各工作站 

3. 各灌溉埤圳 

91-99 年 

各期作 

線上填報 

每期作 

降雨量 1. 各日降雨量 

2. 各旬降雨量 

3. 各月降雨量 

各工作站 91 年至今 

每日雨量 

1. 線上填報 

2. 自動交換 

埤圳基本 

資料 

1. 地理區位 

2. 圳路特性 

3. 灌溉制度 

4. 土壤組成 

5. 農作時期 

6. 作物水深 

7. 有效雨量 

8. 旱作類別 

各灌溉埤圳 － 線上填報 

每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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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統計年報」中，農作物調查項目分為八大項，參見表 19。

其中，稻米項目分為「稻穀」與「糙米」，各項皆依照收穫面積、每公頃產量與產量

依照期數分類。本計畫梯田調查之目的，為求現地梯田是否仍有耕作行為與作物類型

與農委會的農業產量統計資料有所差異，故僅以農作物調查的八大類型項目作為示範

區調查現地耕作行為與作物型態的參考依據。 

表 19  「農業統計年報」農作物調查項目彙整表 

 農作物調查項目 分類項目 

1 稻米   

種植面積 

收穫面積/期數 

每公頃產量/期數 

產量/期數 

加工量(ex:產糖量)/ 期數 

土地面積（百分比） 

平原地區/山坡地區/高山地區 

耕地面積 

水田/旱田 

單期作田/兩期作田 

 

2 雜糧 （飼料玉米、食用玉米、甘藷、

落花生、高粱、紅豆、大豆、其他等）

3 特用作物（製糖甘蔗、生食甘蔗、茶、

菸草、胡麻、其他等）  

4 蔬菜  

5 果品 

6 花卉  

7 牧草 

8 綠肥作物  

 

(三) 根據農委會的「農業統計年報」資料，農田灌溉排水設施/施工項目分為灌排渠道、

構造物兩大項。 

表 20  「農業統計年報」農田灌溉排水設施項目彙整表 

灌排渠道 構造物 

導水路 排水路 臨時攔水壩 跌水工 沈砂池 給水門 

幹線 隧道 水閘 虹吸工 減水壩 量水設備 

支線  渠首工 道路暗渠 貯水池  

分線  渡槽 排水暗渠 揚水場  

給水線  版橋 涵洞 圍墾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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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之國土利用調查之分類標準，將農業使用土地，分為三級，如

下表 21 所示。 

表 21  「國土利用調查」農業使用土地分類彙整表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說明 

農業使用 

土地 

01 農作 0101 稻作 010101 係指從事稻

米栽培之土

地，包括水

稻、陸稻。

正射影像 現地實況 

  

 

本計畫參考上述水圳、梯田等相關單位的資料庫調查項目，在梯田實地調查項目

主要有灌溉水源、田埂高度、每年農作期數、栽種類別與周遭是否有農作設施物等，

其中因本計畫執行實地調查時間正值稻田已收割時期，未能測得水田蓄水高度，故以

田埂高度作為替代。另外，在水圳調查內容有：水圳的源頭、水圳寬度、流速、圳內

動植物、圳路用途、工法材料與周遭設施（如：解說牌、步道等）和水圳類別等項目。

調查表格與示範區（平等里地區）調查圖，參考如下表 22、表 23 與圖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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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梯田實地調查項目表 

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景觀保育與資源調查-以梯田水圳為例 

地理位置 

區域/里  里長  

地點編號  標註人員  

GPS 標註點編

號 

 標註日期 

標註時間 

   年   月  日 

               

梯田實地調查項目 

灌溉水源 

（溪、圳） 
 

田埂高度 CM 

農作時期 □ 單期作田， □ 兩期作田  

栽種類別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ㄧ

月 

十

二

月 

1 稻米 

2 雜糧 

3 蔬菜 

4 果品 

5 花卉 

6 特用作物 

7 牧草 

8 綠肥作物 

            

農業設施與 

人工構造物 

□育苗作業室， □菇類栽培設施，□溫室， 

□作物栽培及培養設施，□堆肥舍，□農機具室， 

□倉庫、儲藏室及碾米房，□曬場，□管理室 ， 

□灌溉或排水用抽水設施，□農產品集貨轉運場，□農路， 

□農產品批發零售場，□農藥調配室 (池)， 

□自產農產品加工設施，□其他農業產銷設施 

梯田現況照片 □拍攝現地梯田照片，一梯田約 3~4 張，資料夾           

□地圖上需標示拍照地點與角度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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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水圳實地調查項目表 

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景觀保育與資源調查-以梯田水圳為例 

地理位置 

區域/里  里長  

地點編號  標註人員  

GPS 標註點

編號 
 

標註日期 

標註時間 

  年   月  日 

              

水圳調查項目 

溪 流 / 水 圳

名稱 
 

水圳源頭  

寬度 
≒          m 流速 □無（乾枯） 

□      m/s 

圳內植物  圳內動物  

圳路用途 □灌溉  □排水 

工法材料 
□土渠 □砌石 □混凝土內面工 □防水塑膠布  

□其他                                                   

周遭設施 □解說牌 □步道 □其他                                     

水圳 
維護單位 

□北基/七星水利會 □私人管理，聯絡方式                    

水圳類別 排渠道：  

□導水路  □幹線  □支線  □分線  □給水線  □排水路  □隧道 

構造物： 

□臨時攔水壩  □水閘  □渠首工  □渡槽  □版橋  □跌水工   

□虹吸工 □道路暗渠  □排水暗渠  □涵洞  □沈砂池  □減水壩  

□貯水池 □揚水場  □圍墾堤  □給水門  □量水設備  

現況 
斷面照片 

□拍攝現地水圳照片，一斷面約 3~4 張，資料夾              

□地圖上需標示拍照地點與角度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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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平等里地區梯田與水圳現地調查基本圖（樣本） 

二、示範區調查流程 

本計畫梯田與水圳的調查在與陽管處的工作會議中確定調查示範點為平等里地區

後。主要透過現地調查基本圖與調查表格的設計，並於 2012 年 10 月 31 日，中國文化

大學大典館 630 教室舉行示範區調查的訪員訓練，藉由訪員的訓練提高調查員對於調

查內容的熟悉度，本次調查共計有 6名調查員。此外，現地調查時，除調查項目的記

錄外，亦藉由現地的攝影與 GPS 的定位收集梯田與水圳的現地照片。後製作業中，則

整合資料庫的建置、GIS 圖檔的編修與屬性資料表的建置等工作，以完成本次的梯田

水圳調查（參見圖 5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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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平等里地區梯田水圳 

調查流程圖 

三、現地調查工具 

配合梯田與水圳的調查項目與需求，調查員進行示範區之現地調查時主要配備有

GPS 定位防水相機（型號：Olympus Tough TG-1）、調查基本圖、調查表格、四色油性

簽字筆、雨衣與卷尺等工具，此外，為提高調查的機動性，調查員的移動主要以機車

與步行為主。 

四、示範區調查資料庫建置 

梯田與水圳現地資料的調查為能與 GIS 系統之圖型資料進行有效的整合，本計畫

中依據梯田與水圳的調查表格為基礎，於Excel軟體中建置其對應資料庫，參照圖 51，

主要以梯田與水圳的編碼為基礎，與梯田及水圳圖型資料庫進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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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  梯田與水圳調查資料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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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調查結果與分析 

本計畫經調查員實地調查平等里地區梯田、水圳後，進行梯田分布圖資的編修及

調查資料庫的連結，以完成平等里地區現地梯田水圳之調查。參見圖 51 所示，經由

GIS 疊圖分析可發現，本計畫第四章中彙整的陽明山國家公園全區潛在梯田分布（綠

色區塊），經由現地調查確認現況非繼續作為梯田使用之部分（橘色區塊），並針對現

地調查新增的梯田位置加以更新，對平等里地區實際的梯田資源有更精確的掌握。此

外，平等里地區之梯田與水圳空間分布 GIS 圖檔（參見圖 52 與圖 53），均可連結至

其調查資料庫，查詢梯田與水圳現地調查之細項，如：梯田的栽種類別、栽種時間、

農作設施、水圳的類型、寬度等資料。 

此外，圖 53 中平等里地區梯田編號 6、編號 40、編號 44、編號 48 與編號 152 的

梯田，經由現地調查後發現其實際作為梯田使用之面積，分別減少了1.14、0.67、0.55、

0.14 與 0.15 公頃（參見表 25）。而梯田編號 151 面積擴大了 0.61 公頃，以及另有四

塊梯田為新增的梯田，未出現在原先彙整之潛在梯田範圍內。整體而言，透過實地調

查與指認後發現平等里地區整體梯田面積約減少了 1.95 公頃（參見表 25），其中部分

梯田已不再耕種、或被人為開發。此外，透過現況照片資料庫的建立，亦發現面積有

變化的梯田多位於路邊地勢較為陡峭的地形上，隨著農產品栽種的經濟效益與轉型，

現況梯田已多種植蔬菜、雜糧、果品以及花卉作物，與過去水田為主的梯田景觀有所

不同。 

 

圖 53  潛在梯田與現況梯田分布比較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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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調查內容數化後的梯田屬性表（範例） 

 

圖 55  調查內容數化後的水圳屬性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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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梯田面積變化之現況照片 

編號 40-1~40-4 梯田變小的現況照片 

44-1 梯田面積變小的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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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梯田面積變小的現況照片 

  

N-1~N-4 新增的梯田現況照片 

  

 

表 25  現地調查後梯田面積變動分析表（單位：公頃） 

梯田編號 6 40 44 48 152 151 N1 N2 N3 N4 合計

潛在梯田面積 1.84 2.60 0.86 0.19 0.42 0.08 0 0 0 0 5.99

現況梯田面積 0.70 1.92 0.30 0.05 0.27 0.19 0.04 0.48 0.05 0.03 4.03

面積變化 -1.14 -0.67 -0.55 -0.14 -0.15 0.10 0.04 0.48 0.05 0.03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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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庫建置 

本計畫是以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梯田與水圳之調查為主，在整個調查與分析的

過程中，除針對各里里長進行訪談瞭解各里梯田與水圳的初步概況，亦透過衛星影像

圖資、土地利用調查、土地使用編定、DTM 數值地形模型及七星與北基農田水利會水

圳資料的收集與分析等，掌握全陽明山地區梯田與水圳的初步狀況；並針對「平等里

地區」進行詳細的現地調查並建構梯田與水圳的 GIS 與屬性資料。整體而言，本計畫

執行過程中主要之成果資料分為「基礎圖資」、「陽明山全區梯田與水圳分佈概況」與

「平等里地區梯田與水圳調查成果」三部分，主要均建構於 ArcGIS 軟體中，並以

shapefile 標準格式儲存，便於未來其他資料庫整合或進行土地使用與遊憩規劃使

用。 

一、基礎圖資：衛星影像 

本研究使用 2011 年 7 月、12 月和 2012 年 5 月三個時期的福衛二號影像，用來進

行衛星影像判釋，試圖分析這三個時期的梯田範圍變化，資料說明包含：檔案名稱、

檔案格式、影像類別、範圍、空間解析度與座標系統(參見表 26、表 27 與表 28)。 

表 26  2011 年 7 月衛星影像資料結構說明表 

檔案名稱 05s06s_20110724_ok 檔案格式 Tif.檔 

影像類別 福衛二號影像 

範圍 

最西經度值 297504 

最東經度值 313936 

最南緯度值 2778496 

最北緯度值 2793600 

空間解析度 2m 

座標系統 TWD97 

資料來源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空間資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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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2011 年 12 月衛星影像資料結構說明表 

檔案名稱 05s06s_20111228_ok 檔案格式 Tif.檔 

影像類別 福衛二號影像 

範圍 

最西經度值 297504 

最東經度值 313936 

最南緯度值 2778496 

最北緯度值 2793600 

空間解析度 2m 

座標系統 TWD97 

資料來源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空間資訊研究中心 

 

表 28  2012 年 5 月衛星影像資料結構說明表 

檔案名稱 05s06s_20120505_ok 檔案格式 Tif.檔 

影像類別 福衛二號影像 

範圍 

最西經度值 297504 

最東經度值 313936 

最南緯度值 2778496 

最北緯度值 2793600 

空間解析度 2m 

座標系統 TWD97 

資料來源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空間資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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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陽明山全區梯田屬性資料庫 

根據梯田調查項目設計空間屬性資料庫，主要以 SHP 格式進行資料建置，調查內

容將分別填入資料庫結構表之中，主要內容包括：編碼、2007 年國土利用調查、台北

市地籍資料、型式、種類、面積，詳見表 29。 

表 29  梯田圖層資料結構設計說明表 

檔案名稱 梯田(面) 檔案格式 SHP 圖層屬性 

資料說明 空間資料表 

欄位名稱 欄位內容說明 
欄位格式描述 

備註 
型態 長度 小數 NULL 

ID 編碼 LONG 6 - -  

Landuse_ 2007 國土利用調查 CHAR 10 - -  

Taipei_landuse 台北市地籍 CHAR 6 - -  

TYPE 型式 CHAR 4 - - 水田、旱田 

USE 土地使用 CHAR 6 - - 
稻作、旱作、

廢耕地 

AREA 面積 FLOAT 10 2 -  

三、陽明山全區水圳屬性資料庫 

根據水圳調查項目設計空間屬性資料庫，主要以 SHP 格式進行資料建置，調查內

容將分別填入資料庫結構表之中，主要內容包括編碼、名稱、管理單位、水圳種類、

水圳長度、建立日期，詳見表 30。 

表 30  水圳圖層資料結構設計說明表 

檔案名稱 水圳(線) 檔案格式 SHP 圖層屬性 

資料說明 空間資料表 

欄位名稱 欄位內說明 欄位格式描述 備註 

型態 長度 小數 Null 

ID 編碼 LONG 6 - -  

NAME 水圳名稱 CHAR 20 - -  

 管理單位 CHAR 16 - - 七星農田水利會 

北基農田水利會 

SYS_CLS 水圳種類 CHAR 6 - - 幹線、分線、支線、

小給 

Length  水圳長度 FLOAT 4 2 X  

Ymd 建立日期 DATE 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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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等里地區陽明山全區梯田屬性資料庫 

根據梯田調查項目設計空間屬性資料庫，主要以 SHP 格式進行資料建置，調查內

容將分別填入資料庫結構表之中，主要內容包括：編碼、梯田面積、田埂高度、農作

時期、栽種月份、栽種種類、農業設施與人工構造物、座標、相片檔名、縣市別、鄉

鎮別、村里別、簡介與備註，詳見表 31。 

表 31  梯田圖層資料結構設計說明表 

檔案名稱 梯田(面) 檔案格式 SHP 圖層屬性 

資料說明 空間資料表 

欄位名稱 欄位內容說明 欄位格式描述 備註 

型態 長度 小數 NULL 

ID 編碼 LONG 6 - -  

AREA 面積 CHAR 12 - -  

HEIGHT 田埂高度_公分 FLOAT 6 2 X  

 農作時期 CHAR 8 - - 單期作田 

兩期作田 

MONTH 栽種類別_月份 FLOAT 4 - - 1 月至 12 月 

CATEGORY 栽種類別_種類 CHAR 8 - - 稻米、雜糧 

蔬菜、果品 

花卉、特用作物、牧草、

綠肥作物 

FACILITY 農業設施與人

工構造物 

 

CHAR 18 - - 育苗作業室、 菇類栽培設

施、溫室、作物栽培及培

養設施、堆肥舍、農機具

室、倉庫、儲藏室及碾米

房、曬場、管理室、農路、

農產品批發零售場、農藥

條配室、自產農產品加工

設施、其他農業產業設施 

UP_LX 左上座標 X FLOAT 10 3 X  

UP_LY 左上座標 Y FLOAT 11 3 X  

LOW_RX 右下座標 X FLOAT 10 3 X  

LOW_RY 右下座標 Y FLOAT 11 3 X  

PIC 相片檔名 CHAR 60 - -  

COUNTY 縣市別 CHAR 6 - -  

TOWNSHIP 鄉鎮別 CHAR 12 - -  

LI 村里別 CHAR 12 - -  

BRIEF 簡介 CHAR 255 - -  

REMARK 備註 CHAR 25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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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等里地區陽明山全區水圳屬性資料庫 

根據水圳調查項目設計空間屬性資料庫，主要以 SHP 格式進行資料建置，調查內

容將分別填入資料庫結構表之中，主要內容包括編碼、名稱、水圳源頭、水圳長度、

水圳維護單位、寬度、流速、圳內植物、圳內動物、圳路用途、工法材料、周遭設施、

灌排渠道、水圳構造物、縣市別、鄉鎮別、村里別、簡介與備註，詳見表 32。 

表 32  水圳圖層資料結構設計說明表 

檔案名稱 水圳(線) 檔案格式 SHP 圖層屬性 

資料說明 空間資料表 

欄位名稱 欄位內說明 欄位格式描述 備註 

型態 長度 小數 Null 

ID 編碼 LONG 6 - -  

NAME 名稱 CHAR 60 - -  

 水圳源頭 CHAR 10 - -  

Length 水圳長度 FLOAT 10 3 X  

 水圳維護單位 
CHAR 16 - - 

七星農田水利會 

北基農田水利會 

WIDTH 寬度_公尺 FLOAT 8 2 X  

RATE 流速_每秒公尺 FLOAT 4 2 X  

VEGETATION 圳內植物 CHAR 10 - -  

ANIMAL 圳內動物 CHAR 10 - -  

USE 圳路用途 CHAR 4 - - 灌溉、排水 

MATERIAL 工法材料 

CHAR 12 - - 

土渠、砌石 

混凝土內面工 

防水塑膠布其他 

FACILITY 周遭設施 CHAR 6 - - 解說牌、步道、其他 

CHANNEL 水圳類別_ 

灌排渠道 CHAR 6 - - 

導水路、幹線、支線、

分線、給水線、排水

路、隧道 

STURCTURE 水圳類別_ 

構造物 
CHAR 10 - - 

臨時攔水壩、水閘、渠

首工、渡槽 

COUNRTRY 縣市別 CHAR 6 - -  

TOWNSHIP 鄉鎮別 CHAR 6 - -  

LI 村里別 CHAR 12 - -  

BRIEF 簡介 CHAR 225 - -  

REMARK 備註 CHAR 2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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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資料收集、實地訪談與野外調查，建置梯田與水圳的資料庫。其中，

影像資料庫是用來協助梯田的判釋與範圍確認；本研究建立梯田判釋的流程，將梯田

調查項目填入梯田屬性表中以建置梯田資料庫；水圳資料透過文史資料蒐集、實地調

查訪談與北基農田水利會與七星農田水利會的資料提供完成現有水圳資料的蒐集，並

針對調查各類別項目進行資料庫編輯。所建立的梯田與水圳空間圖資，可以透過管理

處現有的平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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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討論與建議 

陽明山國家公園有別於一般國家公園，為一鄰近台北都會區之公園，境內除了有

豐富的自然資源外，更擁有因人文活動所遺留下來的人文資源，是一個結合自然與人

文資產的國家級公園。早期因農業耕作需求，沿著坡地耕作所造成的梯田，以及因灌

溉與生活需求的水圳，形成了特殊的人文地景。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將梯田列

入了世界遺產的名單中，顯示人文資產在國際上的重要性。本研究為瞭解陽明山國家

公園境內梯田與水圳資源，進行基礎調查工作，以利掌握境內的資訊。本計畫透過衛

星影像判釋，佐以 DTM、地籍資料、以及現地訪談分析梯田的位置。並透過準則評估，

選擇一較具代表性的示範點，進行詳細梯田與水圳的現地檢核與調查，建立其地理資

資料系統資料庫，以利後續資料的維護，以及經營管理的參考，以下為本研究之分析

結論與建議。 

一、梯田變遷分析 

由歷史文獻可知，陽明山自清朝中葉以來，園區就開鑿了許多的水圳。水圳的開

鑿使先民由甘藷、玉米等旱作轉而栽植產量較大的水稻，改變了陽明山地區居民的生

活方式，創造了國家公園與水圳相伴的另一項特殊地景─梯田。早年先民順應大屯山

的形勢，在此開闢了連綿的水梯田。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生產的相對產值已經

不如過去。加上梯田的特殊地形，無法使用機械式的現代化耕作，因此生產成本無法

降低，也失去了競爭力。透過國土利用調查的歷年資料（1977 年、1995 年、2007 年）

分析陽明山梯田變遷發現：1977-1995 時期，農地面積呈現緩慢成長的狀態，可能是

種植一般作物的利潤不高，於是農民紛紛改種植果樹或花卉等經濟價值較高的作物，

因此農地面積增加。後來因為農業生產經濟價值不高，加上 1985 年正式成立陽明山國

家公園，受到國家公園法的管制，農地和建地慢慢變成林地。 

二、梯田水圳範圍判釋 

本研究採用 2011 年 7 月、12 月和 2012 年 5 月福衛二號影像進行分析，由於陽明

山地區稻作 6月插秧、12 月收割，透過這三張的影像利用 eCognition 軟體進行分析

了解梯田耕作的情形和陽明山地區梯田的使用狀況。研究發現陽明山國家公園梯田的

分佈主要在國家公園四周，以西南邊梯田分佈數量較多，國家公園中心梯田主要分布

於湖田里竹子湖。然而由於衛星影像會因天候的關係，影響其影像品質，加上陽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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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境內植栽種類複雜，影像判釋時，稻作有時候會與長草混淆，降低其精確度。

以本案而言，最佳之判識度達 60％，對於土地管理目的仍顯不足。為了更精確知道梯

田的分布狀況，以利後續實地調查掌握，本研究增加 DTM、台北市地籍資料、國土調

查資料、現況資料再搭配航照圖可更確切知道梯田的位置，以 DTM 與其他資料套疊的

準確度比衛星影像判釋的高出許多，也適合小範圍梯田的現地檢核。水圳資料則是透

過訪談，以及北基與七星農田水利會提供的地理資訊系統圖資，進行現地調查補充。

本區內之水圳多屬上游源頭部分，其灌溉範圍多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外。 

(一) 全區現況 

訪談陽明山地區 10 里的里長，湖山里、菁山里、平等里、溪底里四里，多以旱田

為主；店子里、圓山里、兩湖里三里，水田和旱田耕作情形各半；重和里、山溪里兩

里，梯田多數是休耕的狀態；湖田里為陽明山知名的農業休閒區，梯田四周有步道環

繞，據訪談的內容所知，以前滿山的梯田，因為經濟、人口、時間種種因素，以往種

植水稻的梯田，改種花卉、果樹以及自家食用的農作物。 

(二) 示範區現況 

以平等里地區為一示範區，有坪頂舊圳、坪頂新圳、登峰圳，交通易到達，梯田

分布在道路兩旁，梯田也改種花卉及觀賞用植物，櫻花花季也吸引許多遊客及攝影人

士。 

三、建議 

目前因人口外移，農作物獲利低，耕作成本提高，造成梯田廢耕、休耕或變更為

其他使用，間接水圳也失去其主要灌溉功能，政府若能給予適當的補貼政策，可以有

引導的效果，但是梯田與水圳的維持、歷史文化維護，就有賴於民眾的認知與行動，

結合外部的資金與內部的資源推動農村的發展。藉由民眾的參與及資金的引進，來維

護梯田與水圳。因此，本計畫針對梯田與水圳未來之保育、研究、經營管理與規劃提

出以下建議。 

(一)逐年分期調查各區域之梯田水圳，作為日後經營管理之基礎。本研究透過全面性分析

調查結果，共將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梯田水圳分為七區，並完成平等里地區之調查。

未來建議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逐年調查各分區內之梯田水圳，並建置其資料庫，

作為日後經營管理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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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梯田水圳之調查，可運用地理資訊系統之技術，佐以人員現地檢核，提高資料之精準

度。航照圖、地籍圖、DTM 圖資的更新，可提昇資料判釋的準確性。此外，並可透過

公眾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提高地方居民與遊客對梯田水圳文化的認同。 

(三)廢休耕之農地，復育為原有自然狀態。其餘未具歷史價值或農業生產價值之廢休耕農

地，投入適當之資源，將其回復為原有林地，作為生物之棲息地，並涵養水源，使國

家公園內之生態更加豐富穩定。 

(四)部分梯田若無水圳通過，則可輔導期進行旱作。透過不同季節植栽的特性（如各類不

同顏色的花卉），表現陽明山地區的特殊性，吸引民眾的注意，借此提昇民眾對生態環

境的意識。 

此外，水梯田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明顯的土地利用景觀，如同濕地為台江國家公

園內明顯的土地利用景觀，有必要做進一步的瞭解作為管理與規劃所需。因此，如何

選擇完整並具備特色之梯田水圳區進行人文資產維護，並結合生態旅遊賦予教育意義，

並對於極具人文歷史意義之梯田水圳，積極投入復舊與維護，重新塑造陽明山地區之

特殊人文地景，並作為生態旅遊之資源，即為未來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然而，這些

維護與保育工作需以充分的基礎研究與調查作為基礎，因此建議未來梯田與水圳可針

對具有特色之集水區，有計畫地進行下列研究。 

(一) 環境與生物面向 

1. 環境面：包括水圳梯田的時空變遷下，相關之水資源（水文與化學）與 土資源（水

土保持、流失物之物理化學性質，如：污染）的調查研究。 

2. 生物面：可著重於不同時間點的生物分佈與棲地研究，如：季節變遷生物分佈之

差異性、生態系統服務功能（Ecosystem Services）之變化、入侵外來種之演替。 

3. 環境與生物之關係：可著重於前述環境與生物間的互動與關聯性。 

(二) 人文與社會面向 

1. 水梯田農業與聚落之關係：含括生產力、文化與社會結構的變遷等。 

2. 梯田與聚落之復舊：以生態景觀利用與管理之觀念，針對梯田水圳不同之復舊方

式進行研究與評估。 

3. 未來經營管理與規劃：評估未來梯田水圳與聚落資源結合後，做為遊憩區之可行

性，亦可作為農村再造之參考典範，其法律層面之問題，亦需同時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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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全區實地調查訪談表格 

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景觀保育與資源調查-以梯田水圳為例 

地理位置 

區域/里  里長  

地點編號  標註人員  

GPS 標註點編號  標註時間  

梯田實地調查項目 

現況梯田範圍 □辨識梯田座落位置（基本圖） 

灌溉水源（溪、圳）  

土地使用 □廢耕 □水田（    年    期） □旱田 

作物類別 □果樹 □水稻 □其他                                            

週邊設施物 □農舍 □儲藏室 □其他                                          

是否具代表性 

 

□古圳道、聚落等歷史意義，                                     

□梯田非常完整，                                              

□現況仍種植，                                                 

□蓬萊米原種田，                                              

是否設有解說設施  

梯田現況照片 
□拍攝現地梯田照片，一梯田約 3~4 張，資料夾           

□地圖上需標示拍照地點與角度 

區域的產業變遷（以前到現在種植的作物）： 

 



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景觀保育與資源調查─以梯田水圳為例 

106 

 

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景觀保育與資源調查-以梯田水圳為例 

地理位置 

區域/里  里長  

地點編號  標註人員  

GPS 標註編號  標註時間     年    月    日    午 

水圳調查項目 

溪流/水圳名稱  

水圳源頭  

寬度 ≒          m 流速 
□無（乾枯）  

□      m/s 

圳內植物  圳內動物  

工法材料 
□土渠 □砌石 □混凝土內面工 □防水塑膠布  

□其他                                                   

相關設施 □水閘門 □攔汙柵 □其他                             

水圳的維護單位 □北基/七星水利會 □私人管理，聯絡方式              

現況斷面照片 
□拍攝現地水圳照片，一斷面約 3~4 張，資料夾              

□地圖上需標示拍照地點與角度 

區域的聚落發展： 

 

 

 

 

 

里長訪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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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內容摘錄 

文化大學＝訪員；里長＝各里里長 

陽明里 

現況梯田水圳指認調查航照圖 

 

陽明里訪談內容摘要 

里長：是哪個單位要做的計畫？ 

訪員：陽管處委託的案子 

里長的人：阿你們沒有大一點的圖？  

訪員：目前就只有這個圖 

里長：這太小了啦 

里長的人： 這裡面看起來沒有梯田阿，就這張看起來沒有梯田阿 

里長：太小了！這要很大啦！ 

里長的人：阿那你們你們看得出來哪裡有梯田嗎？用你們所知道的梯田來看 

里長：陽明里應該是沒有 

訪員：陽明里沒有唷？ 

里長：對阿 

訪員：那有水圳嗎？這裡有磺溪通過。 

里長：水圳應該是菁山里，沒有，完全沒有通過這裡。 

訪員：所以整個陽明應該就是…… 

里長：應該是在十六鄰，陽明路以後才算國家公園，過了中國飯店福壽橋那邊，然後到興元街，

阿那個興元街應該都沒有啊！那是河邊阿！ 所以你這個太小，人家拿起來都是幾十倍在

看阿，他們那個保安林的來啊！都是幾十倍阿！你這個太小！但陽明里好像沒有梯田

啦！應該福山里才會有啦！陽明里應該有人在種啦！但那個應該是菁山里？ 

訪員：喔！所以是說陽明里的人有在種但都去菁山里！ 

里長：對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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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員：所以陽明里應該沒有 

里長：對對對對！陽明里應該是從陽明路一段開始，左邊是福山里，右邊是陽明里。 

訪員：這條是陽明路對不對？ 

里長：我不知道，因為我看不出來仰德大道在哪裡？ 

訪員：應該是這裡這有一條線，他這邊是福山這邊是陽明 

里長：我跟你說我跟你說他這邊，路的這一邊是福山里，這邊是陽明里，中山樓中山樓在哪裡

你看得出來？你看不出來，是不是這裡還哪裡？中山樓是福山里，這邊…應該是興元街

吧！應該是這樣，還是這邊，還是怎樣！你這個太小了啦！ 

訪員：所以就里長現在知道的這個地方其實沒有 

里長：沒有梯田啦！沒有！ 

訪員：也沒有任何的水圳 

里長：水圳是七星水利啦，但他那個地方好像也沒有在用，因為沒有在種田了！ 

我方：那里長知道大概在哪個位置。 

里長：喔那個水圳應該是在格致路兩百多號 

訪員：喔喔，那是誰在管理？ 

里長：七星水利會，在那個中國飯店那裏往下 239 號那裏啦！237 號開始啦 

訪員：那有名字嗎？ 

里長：就七星水利會的 

訪員：喔所以就七星水利會 

里長：那在往下格致路 237 號，後面有人在種花啦！ 

-------------里長電話中--------------- 

里長：那你還要問什麼？ 

訪員：沒有 就只要知道哪裡有梯田跟水圳 

里長：應該就是格致路 237 號那邊 

訪員：所以我們在自己去看 

里長：對阿！現在就沒有人在種了阿！ 

訪員：所以就大概是這邊有像梯田的 

里長：恩恩對 

訪員：那有地方是沒有人在種，但以前是梯田的嗎？ 

里長：沒有，阿還有菁山路差不多 85 號那邊有很像梯田的 

里長：你們是什麼系？ 

訪員：我們是市政系景觀系。 

里長：景觀阿那就對阿 

訪員：那這樣等下我們去看一下，然後之後如果有問題再拜訪你 

里長：就是中國飯店那裏，格致路那邊 166 巷對面那邊你也順便看一下，就這樣而已。 

訪員：好好好！那里長我等下去看一下，之後如果有問題再拜訪你，謝謝！拜拜！ 

里長：好好有問題再問我！拜拜！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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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訪談重要梯田指認區位圖 

 

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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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山里 

現況梯田水圳指認調查航照圖 

 

溪山里訪談內容摘要 

訪員:里長好，我們是文化大學，要來調查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的梯田水圳，請問您這邊附近

有沒有梯田水圳? 

里長:目前有三條，有一條好像叫登峰圳，其他兩條我也不記得了，你們要自己去看。 

訪員:那麼這三條水圳的位置在哪裡呢? 

里長:沿著 336 巷上去，看到全城土雞城，會看到登峰圳的源頭，再走一段路，會看到一個木製

的階梯下去，沿著階梯走會看到登峰圳，再繼續走，要走蠻一段時間，會看到往上以及往

下的石製階梯，往上面的階梯走，會陸續看到第二條以及第三條水圳，但它的名稱你們要

走到底，會有一個鐵柵欄，上面有牌子標示這是哪條水圳。 

訪員:那除了這三條水圳還有其他條嗎? 

里長:附近沒有了。 

訪員:附近有梯田嗎? 

里長:附近就只有這三條水圳，沒有梯田。 

訪員:這三條水圳的管理維護單位請問是? 

里長:是七星水利會。 

訪員:里長謝謝，那我們要去拍照囉，里長掰掰。 

里長:不會，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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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訪談重要梯田指認區位圖 

 

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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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源里 

現況梯田水圳指認調查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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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訪談重要梯田指認區位圖 

 

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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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里 

現況梯田水圳指認調查航照圖 

 

水源里訪談內容摘要 

訪員：我們要問水圳跟梯田？ 

里長：我們後面有一條水梘頭圳。那個「梘」，現在不是很普遍，是木頭中間挖空，可以導水，

跟水管的意思是一樣的。 

訪員：源頭在哪？ 

里長：二段跟三段交接 

訪員：是什麼管理的？ 

里長：北基水利會管理的。 

訪員：這邊有梯田嗎？ 

里長：這邊都是梯田，但大部分都休耕。水梘頭圳的下面都是梯田。以前只有一小部分種稻子，

其他都種柑橘、種茶葉、竹子。水源里大部分人以前都漳州裔的，都喜歡種茶跟種柑橘，那種

田的大部分都泉州裔。 

訪員：那麼一開始有這個圳道？歷史？ 

里長：以前從大陸來這邊開墾，一定要找到水，就要找一條水溝，接水下來 

灌溉田地，水梘頭是接水的地方，在那個地方要分水到田地來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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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訪談重要梯田指認區位圖 

 

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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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興里 

現況梯田水圳指認調查航照圖 

 

雙興里訪談內容摘要 

訪員：里內有水圳或梯田嗎？ 

里長：有，但是都荒廢了。他現在也不讓我們做什麼 

訪員：所以裡面也沒有水圳在使用了？ 

里長：有啦，可是他是裡面有一條水源頭從那邊下來。 

訪員：這條圳叫什麼名字？ 

里長：大坪圳跟二坪圳 

訪員：那裡在管理的？ 

里長：北基農田水利會在管理 

訪員：那邊還有梯田嗎？ 

里長：有，都在種地瓜跟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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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訪談重要梯田指認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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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期中審查會議記錄回應表 

發言人 建議與意見 回應 

邱委員祈榮 1. 遙測影像分類部份建議應有較明確

的分類架構並建議納入 DEM 資料

（可洽請內政部測繪中心獲取光達

資料），並應有準確度評估結果。示

範點需發展一方法，其結果可應用

至其他區，此為選擇示範點需考慮

的。 

2. 梯田資料庫內容應擬具更具體的資

料調查項目架構，以其建立更完整

梯田資料庫，例如:「辨識梯田座落

位置」(基本圖)部份，是要實際測

boundary 或只是要確認位置，但因為

現地調查會紀錄 GPS 資料，此部份

是否有必要; 與管理處溝通確定「作

物類別」中的「果樹」、「土地類別」

中的「旱田」是否再細分;「周邊的

設施物」建議依農業調查中除了農

舍、儲藏室的其他分類；「是否具代

表性」中的「梯田非常完整」的定

義為何，應需註明。 

3. 水圳圖資料定位過程中，每次定位

後需存檔紀錄，並註明其定位誤

差，以瞭解其誤差為何，如有呈現

控制點的配置更好。由於水圳大多

沿著步道或道路，水圳的野外測量

可搭配步道、道路圖資來輔助繪

製，以避免遮避效應引起之 GPS 誤

差。 

4. 有關梯田及水圳資源空間特性與分

區部份因與系統保存會有關聯，可

依作物型態、水圳的連結、使用區

塊等作不同的分區，非僅用面積，

以使梯田及水圳資源空間特性與分

區與後續系統保存之評估有呼應。 

5. 可用 DTM 資料或坡度圖資料，不建

議再用衛星影像找梯田的位置，因

為無法區分草生地及作物，應以地

籍圖及 DTM 資料找出潛在水梯田區

域，再瞭解實際是否有耕作。 

6. 考量找出潛在水梯田地區時已九

1. 不同的作物會有判釋的困難，才

會以不同時期(有秧苗及收割時

期)的衛星影像判釋梯田，也因此

發現不同時期的梯田面積有明顯

差異，後續會補上地籍資料上登

錄的資料，如陽管處可提供 Lidar 

5M×5M 的資料也會更有幫助。希

望確認梯田的範圍為何？是包括

形態上為梯田或目前仍維持使用

的梯田。 

 

2. 目前為初步的調查梯田資料庫的

內容，且因實際作物變化很大，

後續依陽管處需求定細分的程

度。 

 

3. 報告書會補入控制點及定位誤差

的資料，並能加入步道系統圖以

加強水圳資料。 

 

4. 空間特性與分區可依過去是原種

田、與聚落有連結的區域、與水

圳聯結的灌溉系統之區域等來分

區，示範區的部份會有更細緻的

劃分。謝謝指教。 

 

5. 此為快速的方法，可以執行。謝

謝邱委員之建議與意見未來將納

入後續與陽管處進行工作會議時

討論。 

 

6. 請詳見第四章第一節陽明山梯田

變遷分析。 

 

 

 



陽明山國家公園人文景觀保育與資源調查─以梯田水圳為例 

120 

發言人 建議與意見 回應 

月，恐怕不及調查示範點，建議找

梯田較密集的里或流域，雖然部份

位於區外，仍可列入示範點進行調

查。重點是具有故事性，即選擇的

示範點，能從航照影像、衛星影像、

歷史圖籍及水圳等資料呈現該區域

從開發到發展成水稻田，以及後來

因時代變遷而沒落，至今如何轉型

的過程，同時顯現水梯田已越來越

少，需要大家去重視。我可提供 2003

年正射航照影像作流域的調查。 

羅課長淑英 1. 期中報告書中第一節第一段是否再

加入生物多樣性等其他多樣性;第二

段提到，如何保育與永續經營此一

特殊水圳與梯田系統，成為本處未

來永續經營的重要課題之一，此寫

法或訪談說明會使里長或其他人以

為本處將來會對所有的梯田水圳會

進行永續經營工作。本處目前僅規

劃選擇一~二個實際可行並具有保

育價值的區域執行。 

2. 因為在口述歷史時方法上會有相關

資料的驗證，但本案非口述歷史研

究，因此建議將資料註明出處，以

瞭解引用文獻中哪些是口語相傳、

哪些為出自文獻資料，例如 P11 文

獻收集部份，最後倒數第二行提

到，「茶、柑橘在日據前為小規模的

生產」可否說明出處; 此外，倒數第

五行，「福建陳姓一…」是否有多字

或錯字，另報告書中許多字有誤。 

3. P21 的水系圖為黑白的，無法看清楚

各水系脈絡，是否可調整。P22，例

舉有「番」字頭的圳名，其中列舉

的圳名大多並無番字，寫法請再修

正。 

4. 受託單位以里來細分水圳及水田，

簡報最後並提及每個里在景觀、現

況上的評分表，選出溪山里為最佳

的地區，其中每個里的介紹是否可

再詳細，例如該水圳是否能用?其特

性是否具有保存價值?選出溪山里

1. 會重新檢視二手文獻資料來源及

字句修詞，由於期中報告送出後

仍繼續作業，故簡報檔加入新資

料，此外，里的介紹、水圳的資

料會再補充，但灌區內的水圳不

見得有名字，因為是旁支，會以

其附近的古圳名稱來標示。 

 

2. 後續會依照審查意見修正。 

 

3. 謝謝指教，「番」字頭的圳名已修

正。 

 

4. 水系圖後續會依照審查意見修

正。 

 

5. 謝謝指教，現階段僅藉由陽管處

所提供的里長聯絡清冊進行粗略

的梯田水圳訪談，後續會依照審

查意見進行修正調整。 

 

6. 謝謝指教，本報告書已確認修正。

7. 謝謝指教，課長提出之建議與意

見未來將納入後續與陽管處進行

工作會議時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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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與意見 回應 

的理由? 

5. P66 溪底里部份提及「灌溉水源為瑪

鋉溪，為無人管理的野溪。」措詞

可否再調整?；P66 提到灌溉水源為

無名水圳，請再確認? 

6. 本案為一先驅計畫，希望瞭解園區

內梯田的特性及分布狀況，本案成

果將提供管理處選擇適合區域以接

續後續的計畫。 

張課長順發 
1. 本案確實不容易，目前梯田以衛星

影像判釋的精度並不佳，但可用委

員所提的 5m3D Lidar 的資料，還有

本處 85 年全區的地形圖、96 年台北

市測的地形圖，地籍圖亦有地目資

料可供判斷。報告書以 2011、2012

衛星影像和 2007 國土利用調查的資

料比較，但分析後似乎無法比對，

建議取得 2007 年衛星影像資料以利

比對。 

2. 由於本案為大範圍的調查，只需瞭

解哪些為水田、旱作，應不用細分

至作物的種類。 

3. 本案既為資源的調查，建議格式應

與自然資源資料庫聯結，或可用圖

層方式呈現。 

4. 由於閱讀文獻比較沒有現場空間概

念，故敘述水圳資料需留意方位等

細部資料。希望透過示範點的實地

確認與衛星影象的比對而作為未來

判讀模式的建立，及提供後續經營

管理的建議，包括由圖面資料呈現

今年現況，並分析與過去的差異原

因以提出建議。 

1. 會再補 2007 年的衛星影像以作比

對;水圳的資料會再做確認;示範

點的後續經營管理會提出保育的

建議及策略。 

2. 謝謝指教，精確度分析已修正於

本報告書，請參閱 P56。 

3. 謝謝指教，課長提出之建議與意

見未來將納入後續與陽管處進行

工作會議時討論。 

4. 謝謝指教，課長提出之建議與意

見未來將納入後續與陽管處進行

工作會議時討論。 

呂主任理昌 1. 依上次的工作會議結論，是否有詢

問七星及北基的巡水員。他們很瞭

解水圳的狀況。建議將園區內主要

溪流的聚落標示出來，例如雙溪、

磺港溪、竹子湖溪及八連溪等，並

1. 里長指認的部份即是聚落，從航

照圖上可容易判斷，灌區圖資料

中大多的水圳是落在園區外的地

區，如北投及士林區域，例如店

子里有很漂亮的梯田，但多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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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與意見 回應 

包括溪流旁的梯田及主要古圳，例

如絹絲瀑布旁的山豬湖圳從哪邊

來，北基水利會的承辦人應該知道。

2. 古圳源頭一定在園區內，例如 P23

有提到的七星灌區圳路主要引水自

基隆河、貴子坑溪、磺溪、雙溪及

水磨坑溪等，這些位置是否可標示

出來，此外，亦可透過訪問知道古

圳名稱。 

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外。 

2. 本計畫已於 7/30、7/31 前往七星農

田水利會與北基農田水利會進行

拜訪，訪談內容意見，請參見附

錄四、附錄五。 

林處長永發 1. 雖然訪談中得知是在區外的水圳，

請標示出其源頭是哪一條及其位

置。 

2. 本案原是希望瞭解園區除了竹子

湖、八煙的梯田，是否還有其他類

似的梯田，雖然現在可能梯田已未

使用，但大致的型都還保留，例如

阿里磅溪旁有一「聖天順母廟」附

近的梯田。故希望作簡單的普查，

挑選幾個特殊的區域詳細調查，期

末報告時評估哪些區域適合與當地

互動及討論是否可能恢復該地區的

景觀等，此外，希望納入第三次通

盤檢討。 

3. 目前只要稍微調整方法，亦符合本

案的想法。報告書中的選字再請老

師注意修正。 

謝謝處長指教，請參見本報告書圖 49，

報告書用字遣詞與水圳名稱後續會加

強注意。提出之建議未來將納入後續

與陽管處進行工作會議時討論。 

陳約聘 

解說員振祥 

1. 里長訪談中提到雙興里的水圳都荒

廢了，但大坪那邊有鹿崛坪，往磺

嘴山方向約有一公里長的梯田。 

謝謝指教，後續透過地籍及坡度的資

料應可呈現出此資料，訪談時因提及

保育以溼地為優先，故里長訪談與現

地指認僅對現在仍作水梯田使用的部

分。 

叢秘書培芝 1. 套地籍圖及坡度圖等意見在期初會

議已提過，建議於報告書及簡報檔

回應期初及工作會議意見，以使計

畫進行順利。 

2. 收集資料及訪問時應同時擬定示範

點及後續經營管理策略，否則調查

完後再選一示範點作細部調查，時

間是否來得及。三芝的梯田雖然多

位區外，但水源在區內，上游亦是

保育的重點。 

3. 分布位置圖部分，例如店子里的梯

1. 會議意見會回應，請參見附錄

三、附錄六與附錄七。 

2. 本案最初提到主要是資料庫的建

立，故是對全區作普查，再選擇

示範區及提供保育策略，因而主

要是電腦圖層作業，將補上分析

報告、圖面資料及建議。 

3. 謝謝指教，圳路圖已依照意見修

正於本報告書 P72、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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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與意見 回應 

田分布位置圖是否放入圳路的位置;

北基及七星農田水利會的灌溉區域

圖未見國家公園界線及細部圖面資

料，建議放入里界及圳路呈現較佳。

詹副處長 

德樞 

 

上次工作會議有提到，先作全區大尺度

調查，再挑選適合區域作示範點，以提

出建議。 

謝謝指教，副處長提出之建議與意見

已納入本計畫方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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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北基農田水利會訪談內容摘要 

 

1. 北基農田水利會推薦的示範區：頂中股圳靠近鹿崛坪，灌區在下游。受磺溪影響水質的

酸度、淡水的坪頂古圳道 

2. 北基灌區水源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內，但灌區多位於下游。 

3. 北基農田水利會在民國 80 年後由政府代繳水租；相較七星農田水利會由農田水利管理轉

資產處理的轉型，透過資產處理。沒有收省政府的錢。 

4. 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北基灌區的步道：老梅溪上游（石門梯田）、青山瀑布步道、坎

頂步道、魚路（金包里）步道 

5. 近幾年因水量遞減，灌溉功能的圳路須考慮流量，排水功能的圳道有入滲功能。 

6. 三芝、石門地區有很多大片的梯田，但多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外。 

7. 水圳維護是種開發行為，常因維護舊有水圳與新開發水圳源頭與陽管處立場相左。如：

圳路是否使用生態工法或自然工法等爭議。目前水圳的開發需透過陽管處企劃課審核申

請文件。 

8. 石門地區老梅溪上游，有塊梯田具有景觀美質。 

9. 日據時代是由圳長巡圳，目前由地區農民組成水利小組，小組中選出班長隸屬水利會管

理。 

10. 水利會與農會的關係，是由農會負責生產、運輸、銷售與信託；水利會負責提供生產用

水，前、後端相配合。 

11. 用水補給主要提供民生用水、農業用水，最後才是工業與其他用水。 

12. 金山萬里盛產甘藷，農曆二~三月曬太陽；四~五月種植、八月收成。之後要用水淹農地

半年防蟲害以恢復地力。 

13. 三芝盛產筊白筍與山藥，產值為種植水稻的 3~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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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七星農田水利會訪談內容摘要 

 

1. 竹子湖沒有灌溉系統 

2. 雷隱橋下游約在東昇路上有一取水點（陽明花鐘附近），約在東昇路 195-197 號之間看得

到梯田，水源為大坑溪的分流。 

3. 建議示範區的地區有下列：十八份的泉源里與涓絲瀑布地區。 

4. 目前七星農田水利會僅有進行水圳 GIS 構造物調查拍攝現況照片，現況與照片定義不符，

需要再做釐清。 

5. 早期的水圳沒有灌溉的功能就報廢，現況有持續使用的都有在維護。目前維護管理，針

對構造體有編定年度改善，水圳淤積會定期清理，颱風來幾次就會去幾次的災害搶修。 

6. 民國 80 年，由政府經費出資維護水圳，一公頃的農田約產出 50-300 公斤的稻穀。由農

糧署公定價格。 

7. 收水租的部分，政府有編預算補助費用已沒收水租了，目前營運靠一些不動產與水利處

分與更新出租出售的部分，比較像基金會的方式的營運。 

8. 目前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的水圳有下列，作物為雜作： 

A. 半嶺灌區約一期作物，作物有蔬菜、切花、櫻花、筊白筍、一季的水稻以及十年前

有種植過櫻花 

B. 坪頂灌區（平等里的坪頂、登峰圳等），多種植櫻花、楓樹、草莓、大理花與設施農

業：佛蘭等。 

C. 金合興灌區（擎天崗、山豬湖） 

D. 十八份灌區（竹子湖、泉源里）：水圳、聚落與農田。雜作，主要作物有園藝作物、

櫻花與繡球花等。 

E. 七星灌區，因都市化汐止與南港地區的水圳逐漸消失。北投約 550 公頃、士林約 105

公頃。內湖地區因水圳多位於基隆河畔行水區範圍，目前多已為重劃區。水圳僅約

1.26 公頃，現況為抽水站設施以前是池塘。 

9. 七星灌區內，如：中山樓、半嶺地區附近有溫泉的干擾。溫泉影響水圳的水質進而影響

作物，如種植水生植物，作物收成會受到影響。水利會就會收到農民的抗議。半嶺地區

因有磺溪經過，水質 PH 值為 4，如果遇到乾旱枯水期，水質會更酸。如：蓮花因水量縮

減影響收成，部份農民會接山泉水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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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生態旅遊方面，之前農委會有推行聚落與產業的結合。 

11. 金合興與平等里地區網路上有很多部落客介紹，解說昆蟲、植被等介紹。 

12. 平等里地區設有步道，寬度約 80 公分，因設施較多且步道多有遮蔭，暑假常配合市政府，

七星水利會與農會、綠化基金會合作舉辦「親一夏」夏令營活動。一梯次約 40-80 人，

兩個梯次，主要介紹：隧道、水橋、親水活動與自然生態等。 

13. 水圳的本質為工作的通道，非遊憩使用。在安全的考量下，常會怕民眾使用受傷。以及

民國 90 年後水溝的乾枯差異甚大，為維持河川的水量，怕灌溉的水在過程中被劫走。目

前灌溉水圳的工法多為混凝土襯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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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第二次工作會議記錄回應表 

 

項目 建議與意見 回應 

1 

八煙地區與鹿崛坪地區確切的區位請確認。魚路古道沿線

的梯田位於何處? 陽明山國家公園現況梯田的差異，簡報

內梯田面積請修正。 

謝謝指正，已於本報告書第

五章第一節說明。 

2 

遴選矩陣略為粗略，需要文字說明解釋梯田現況是否要復

育保存。另在遴選矩陣內加入：「目前已有計畫執行的條

件」；水圳修正為「已建置古圳系統」。其中具有歷史意義

與遊憩價值潛力，依據什麼? 請用敘述方式補入報告書。

謝謝指教，已於本報告書第

五章第一節內容說明。 

3 

圖面國家公園範圍線請企畫科提供修正，邊界顏色(細線)

須調整、統一；道路圖層可加入陽投公路、陽金公路與 101

甲道路線。報告書內引用的照片出處要注意。 

謝謝指教，本報告書已修

正。 

4 
未來陽管處將提供三芝地區物種（生物特殊性）的資料，

請套入圖層。 

謝謝指教，提出之建議未來

可納入本計畫資料庫連結

使用。 

5 
在梯田景觀的變遷與要如何保育。透過示範區瞭解地方，

給予策略性建議。 

謝謝指教，已於第四章第一

節內容說明。 

6 

北基水圳目前聯外狀況，請敘述說明。調查項目加入水圳

工法與生態工法的類型，請參考林務局生態工法相關資

料，現況水圳的工法：三面光、砌石。 

謝謝指教，提出的建議會納

入調查表格參考。 

7 

期末結案以招標條件為第一主要完成的目標，請於梯田分

佈重點區域選一處作為示範區，調查的部分用 GIS 圖面與

文字完成。 

謝謝指教，本計畫選定平等

里地區作為示範區，內容請

詳見第五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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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期末簡報會議記錄回應表 

項目 建議與意見 回應 

1 

金委員恆鑣: 

水梯田是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明顯的土地利用景觀，例

如濕地是台江國家公園內明顯的土地利用景觀，有必

要做進一步了解的必要，為管理計畫所需。水梯田建

議選擇幾個區域更有系統的研究，需有生物多樣性面

向、人文造成的擾動影響(水土保持、社區、水資源、

生物多樣性等)，並列出為何選出這幾個區域(可分無

擾動、擾動少且廢耕、擾動多)，詳細如下: 

1.水梯田的研究可包括: 

(1)環境:水資源(水文、化學)、地景破碎度、土資源(水

土保持、流失物的物理、化學、生物性質，如污染)、

水梯田面積的時、空變動與水圳的現況。 

(2)生物:生物多樣性(如季節變遷、生態功能、人為利用

造成的衝擊與變動、入侵外來種的衝擊等) 

(3)環境與生物的關係。 

2.人文與社會方面包括: 

(1)水梯田農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包括生產力、對社

會的貢獻)。 

(2)復舊(復育生態系重新利用與管理) 

(3)做為遊憩區的可能性與管理；農村再造的方向。 

(4)法律層面。 

3.研究方法: 

選取有代表性的「水梯田集水區」，包括教育性(能有做

為梯田的條件，但受限於道路、法律、人力等的限制)、

利用較集約、廢棄或永久休耕等不同狀況條件的試區。

 

謝謝金委員指教，建議事項

已納入本報告書第六章的

討論與建議。 

2 

林處長永發: 

1.因順應自然而形成的水圳及梯田的地景，可能因人為過

度開發而使地景景觀遭受破壞，以平等里地區為示範區

所拍攝的照片，大多為已開發，且無法保持完整，可做

為對照組，並需選 2~3 個示範區，以瞭解哪些人為干擾

嚴重?哪些值得保存?哪些已廢耕及後續可能的演變? 

謝謝林處長指教，本計畫已

於第五章第一節圖 49 說明

潛 在 梯 田 與 水 圳 分 布 位

置，以提供未來後續計畫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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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們明年有延續的計畫，但本案需有一初步的方向以進

行明年計畫，如可知道有哪些地區仍有較完整的梯田、

水圳，本處可透過經營管理協助當地居民並建立夥伴關

係，以維持該地區的自然地景及生態，並可增益地方經

濟，例如竹子湖的頂湖及八煙，即為維持完整良好的梯

田。梯田、水圳如已破壞嚴重地區，則無法恢復。 

 

3 

金委員恆鑣: 

經營管理部份，建議聚焦在幾個集水區，針對人文、

自然、法律等面向，預測未來如何發展。 

林處長永發: 

因為需有方針才能進行明、後年的計畫，此部份可由

老師的實地訪問及調查資料中找出重點的地區，進行

經營管理並協助當地發展，例如台江國家公園透過合

作方式經營魚瘟，而增加黑面琵鷺的生存力。 

 

謝 謝 金 委 員 與 林 處 長 指

教，建議事項已納入本報告

書第六章的 討論與建議。

以提供未來後續計畫參考。

4 

羅課長淑英: 

1.報告書 p21 的町、間、尺，請加註注解；有許多錯字，

請受託單位再審視報告書，其中有些為文言文，一字之

差使意義很不同。 

2.p57 提到「陽明山區內沒有農地」，是否從地目來看?

但區內有農田，請加註說明。 

3.七星及北基農田水利會提供的圖資，請將原圖放入報

告書。p90 圖 48 放大為 A3 大小並標明水圳名稱，以利

後續計畫進行選點。 

4.簡報中有增加的部份請修正至報告書中。 

5.表 1 的表頭漏了「陽」字，且內容是以台北市為主，

不能代表陽明山，請修正表頭，其他文獻回顧資料的表

頭亦請審視修正。 

6.計畫緣起中的地景多樣性即可涵括地質多樣性，並增

加生物多樣性。 

 

謝謝羅課長指教 

1.已於本報告書 P20 加入說

明 1 公尺= 0.00062137 尺

=3.3 間= 0.55 町，為日本制

度量衡， 

2.陽明山區內農地較國家

公園區外小且零散，已於本

報告書修正。 

3.4.5.已修正至本報告書。 

6.建議事項已納入本計畫書

p1。 

5 

韓課長志武: 

簡報檔 p23 提到，「沒有梯田水圳﹕坪頂里」，坪頂里

是否是後來的平等里?坪頂沒有梯田水圳，卻又進行示

謝 謝 林 處 長 與 韓 課 長 指

教，坪頂里位於淡水與士林

區平等里分屬不同鄰里。示

範區的平等里地區以古圳

名，如：坪頂古圳作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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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區調查，有所矛盾。 

林處長永發: 

經大家討論，因為淡水有坪頂，而簡報資料指的地方

是平等里，平等里舊名為“坪頂”，其閩南語發音近

似“平等”，故後來稱平等里，為避免與淡水的坪頂

混淆請使用現在名稱平等里。 

因易造成混淆，已於本報告

書修正為「平等里地區」。

6 

呂主任理昌: 

1.七星水圳系統建議選十八份地區。 

2.未來建議以區內主要溪流，例如阿里磅溪、八連溪、

老梅溪等選一條串連人文、產業、聚落、古道、交通、

生態等面向，建構出一水圳系統，以供解說教育。 

林處長永發: 

仍以本計畫的方向為主，請保育課開會確定方針及定位。

 

 

謝 謝 林 處 長 與 呂 主 任 指

教，提出的建議會納入第六

章討論與建議參考，以作為

後續計畫參考。 

7 

金委員恆鑣: 

1.報告書放入摘要;參考文獻應置於附錄前;示範區建議

改為展示區。 

2.p3 圖 1、p64 的圖建議放入粗略的等高線圖，有助於判

斷生態位置。 

3.文獻資料分析，不用加“ 二手”兩字。 

4.p7 無方框，無法看出相互關係。 

5.梯田水圳的保育建議，應改為管理建議，因為管理已

涵概保育部份。 

6.p69 圖 30 綠色未標示出為何物。 

7.圖 32 將重點的里放大，例如泉源里、溪山里，圖 34~

圖 43 所附拍攝的照片應在圖上標示拍攝位置。 

8.計畫後續的目的、預期、用途等要寫明。 

 

謝謝金委員指教， 

中、英文摘要已納入本報告

書並於第五章第一節圖 49

已加入等高線圖，報告書內

圖說已重新檢討圖例、 

拍攝地點等；計畫後續目的

已於第六章討論與建議內

容說明與詳見 P100-101。 

 

8 

陳課長彥伯: 

梯田水圳的圖可套疊本處的土地使用分區圖，以檢視

土地使用分區圖是否合宜，作為未來通盤檢討的參

考，例如特別景觀區如有完整梯田且有農作，是否還

適宜放在特別景觀區。 

謝謝陳課長指教，本計畫數

化後的圖檔，未來可供陽管

處套疊其它圖層，是可以套

疊連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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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詹副處長德樞: 

 1.第四章 p59 開始，有些重和里打錯為重合里;p62 的「潭

磺」里→「磺潭」里。 

 2.p91 表 17 的資料請再檢視，例如竹子湖的梯田應具大

面積的完整梯田且仍維持耕作型態;八煙地區的梯田

有聚落分布、水圳具景觀遊憩潛力及可及性高。 

3.p115 陽明山國家公園成立時間應為 1985 年。 

4.報告書中錯字多請再審視。 

林處長永發: 

竹子湖及八煙地區的梯田、水圳仍維持與生活有關，請將

其資料完整放入報告書。 

謝 謝 林 處 長 與 詹 副 座 指

教，提出修改的部分已於本

報告書內容進行修正與調

整，請參見第四章，p49。

10 

范技士雅靜 

1.為利於閱讀，報告書的書眉，雙頁請放計畫名稱，單頁

放章及章名。 

2.會議紀錄回應表的回應項號未一致，請調整以便對照回

應的問題。例如 p139 回應 3 及 4 應皆為回應 3。 

3.p101 提到圖 5-6、5-7 及表 5-7，但報告書未找到該圖表。

4.p71 圖 33 的鄰里界線不清楚，且未看到國家公園界線。

5.一些選字有誤，例如 p69，十八「分」→「份」;p140「經」

度→「精」。 

6.依契約內容，報告書中請加入中、英文摘要。 

7.建議意見請加註「立即可行建議」或「中長期建議」。

8.p91 表 17 的資料與文字未相符，例如十八份的可及性、

八煙的遊憩力。 

謝謝范承辦人指教，本報告

書已依照陽管處提供的格

式排版並加入中、英摘要。

另會議記錄回應表、圖說等

已分別修改至 p116、p117。

 

11 

林處長永發： 

梯田水圳與人文發展息息相關，在區外的部份亦將資料

放入報告書，透過國家公園週邊及跨域的合作如能讓環

境更好，並帶動聚落的商機，也有助於土地的活化再利

用。 

謝謝林處長指教，本計畫調

查後的數化檔案未來將建

置資料庫。內容已包含區外

資料，可提供陽管處後續計

畫操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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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僅係受託單位或個人之研究/規劃意見，僅供陽明山國家公園

管理處施政之參考」 

*「本報告之著作財產權屬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所有，非經陽明山國

家公園管理處同意，任何人均不得重製、仿製或為其他之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