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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沿海地區的
地理環境變遷與區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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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新竹沿海區域首尾不大，南北僅約 28 公里長，但卻再可分割成二到四個次區
域。北端的新豐區位於湖口臺地尾迆，其居民的維生方式反映了臺地、靠海、地處偏
僻等三種環境特徵的交互影響，土地贍養力受到侷限，地理形勢較孤立。新竹平原沿
海地區可再分為三個區域：鳳岡區、南寮區、香山區，洲潟型海岸地形架構出基本的
人文生態構造，其中以南寮區為最典型的洲潟型海岸區域。區內各次區域相同之處在
於臨海，但在局部的自然環境差異，以及持續的人地辯證過程中，造就同中有異的區
域發展特質。本區所展現的共同特色是：位居農業發展的風頭水尾之地，多元維生方
式的區域經濟型態，傳統聚落的血緣性特徵顯著；在清代，業戶的控制力較強，加上
泉州系移民裔高度優佔的情況下，母語均質性高、庶民文化近似，較相較於臺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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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地區，本區歷來是械鬥鮮少，社群關係相對安定的區域。相異之處在於新豐區向海
擴張的空間有限，港灣條件較差，紅土臺地區較貧瘠，灌溉受限，地理區位偏僻等；
東鄰環繞祖籍廣東的半福佬客，使得其人文區域性格相對突出。新竹平原區的環境特
質是：西臨潟湖、東接平原、沿海浮復地持續陸化、整個平原區族群均一。這樣的人
文生態環境，一方面潛藏維持生活及生計的艱辛；另一方面卻提供經濟多元發展的潛
力、居民生活空間持續向海擴張、土地贍養壓力可獲得抒解，建構出一個穩定發展的
人文生態區。

關鍵詞：新竹沿海、洲潟型海岸、區域、維生方式、隆恩庄、半福佬客

一、前言
約於 15 年前在偶然的機會裡，開始注意到新竹沿海地區的許多地理研究議題，
問題醞釀之後，便開始有計畫的蒐集相關史料、到戶政事務所抄錄日治時期的家戶資
料、逐步進行田野觀察與訪談，並且透過指導學生進行田野調查研究的機會，比對了
許多臺灣西部沿海地區的地理環境變遷與區域發展特色，近來更將方言學調查方法注
入到研究中，因而發現了新豐及桃園沿海地區的「半福佬客」族群。長期下來，已經
累積了可以較完整論述新竹沿海區域發展的基礎資料。
本研究所指稱的研究區（以下略稱本區）是新竹縣市合起來（以下稱「新竹地
區」）的沿海地區，北起自新竹縣新豐鄉坡頭村，南至新竹市香山區南港里，範圍不
大，南北僅約 28 公里長，但地理環境卻頗為多元，按山、河阻隔、腹地寬窄及人文
發展趨向，可再分成二或四個區域（參：圖 1、圖 2、圖 3）：

(一) 新豐區
「新豐區」為新豐沿海地區的略稱，其範圍介於羊寮溪至湖口臺地末端的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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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脈的臨海地區，1,2 所涵蓋的行政村包括：新豐鄉坡頭、新豐、埔和（此三村合稱紅
毛港）及鳳坑村等 4 村。這個區域以臺地地形為主，鳳山山脈最高的山頭可達標高
131m，向西一直延伸到臺灣海峽，且北緩南陡，3 與研究區內其它區域的地理分隔頗
為清楚。

(二) 新竹平原區
「新竹平原區」是新竹平原沿海地區的略稱，其範圍從鳳鼻尾以南至崎頂臺地北
坡。行政區涵蓋竹北市、新竹市北區及香山區的沿海各里，與苗栗竹南鎮相接。此區
域涵蓋約 21 公里的海岸線，按腹地寬窄與河流切割的形塑，可再分為 3 個次區域：
鳳岡區、南寮區、香山區。

1. 鳳岡區
鳳鼻尾以南至頭前溪以北的範圍在文中稱為「鳳岡區」，所涵蓋的行政村包括：
鳳山溪北岸的竹北市崇義、尚義、大義（此 3 里舊稱猫兒錠）及大眉等 4 里，鳳山溪
南岸至頭前溪北岸的竹北市白地、新庄及新港里及新竹市舊港里。本區大部分土地屬
於新竹平原區的範圍，頭前溪是新竹地區最大的河流，也是新竹縣、市的界河，作為
地理區界是相當明確的指標。

2. 南寮區
「南寮區」是新竹市南寮地區的略稱，其範圍介於頭前溪南岸與客雅溪北岸間，
新竹空軍基地（北起頭前溪南岸，南至客雅溪北岸。以下均簡稱「機場」）以西之
地。所涵蓋的行政村包括：新竹市北區南的寮、康樂、古賢、中寮、海濱、港北及香
山區的港南里等 7 里。這個區域的東界為機場，是明顯的人文界線。二次大戰前後急
速開闢的「新竹海埔地」，幾乎是全落在本區，海埔地開發固然是人為的操作，但卻
1

羊寮溪或稱福興溪，為桃園縣與新竹縣沿海地區的河界。參：連鋒宗，《臺灣地理人文全覽圖：北
島》（臺北：上河文化公司，2001），圖幅 8。

2

參：馬路灣主編，《1

10 萬臺灣全圖百科事典》，第三版（臺北：戶外生活圖書公司，2001），頁

16。
3

參：聯勤總部測量署，〈9522-I NE 新庄子〉，《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經建第
二版（臺北：聯勤 401 廠，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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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區位於頭前溪口南岸的自然環境特質有密切相關。

3. 香山區
「香山區」是新竹香山沿海地區的略稱，其範圍介於客雅溪以南至崎頂臺地北坡
之間，東以竹東丘陵西緣（約標高 10m）為界，由於地形區隔明顯，故所指涉的範圍
也相當具體。所涵蓋的行政村包括：新竹市香山區的浸水、大庄兩里，以及香山、美
山、朝山、海山、鹽水、內湖及南港等 7 里的沿海平原。本區與南寮區在地理環境上
最大的差別，在於本區平原範圍狹小，寬處不過 2 公里，窄處不及 200 米，向陸發展
受到一定程度的侷限。
本研究基於區域的對照性，在區域各論的部分會將論述焦點放在新豐與南寮兩區
上。

二、研究方法
(一) 概念之界定
在本文的開始必須釐清行文中所指涉的相關概念：
1. 本區地理現象的變遷，展現出質變與量變過程，有些現象變化是遽變的、有些
則是漸變的，但傳統社會所遺留下的文化景觀（文化殘丘）（如：傳統聚落、公廟、
一級產業景觀、石碑、塚地與墓碑、古橋、古路跡及自然遺跡等），到目前仍然頗為
顯著，足以呈現傳統社會文化景觀特徵的各類資訊（如：古文書、族譜、淡新檔案、
土地申告書、戶政資料、老地名等）保留得還算豐富，地理現象變遷的脈絡有跡可
尋，就地理景觀而言，研究區可謂傳統與現代並存，有利於野外調查及對比研究的進
行4,5。
2. 區域（Region）的概念大致具有以下的特徵：佔有地表一定的空間；區域為具

4

本文所稱之「傳統聚落」主要指非都市化聚落，即一般的鄉村聚落，而且在 1960 年代以前已經形成
的老社區，而區內大部分的地段是未經都市更新或改建的社區。

5

韋煙灶，《鄉土教學及教學資源調查》（臺北：臺灣師大地理系，2002），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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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特性的地表空間（即區域性格）；區域為一個有機的空間組合；區域對內具有統
一性。此外，研究區可視為一個實質區域（substantive region），依地表特定指標界
定出具有等質性與（或）統合性的區域，稱為實質區域。6
以上述要項來檢視研究區及各次區域是否具備構成一個「區域」的條件？答案
是肯定的，整個研究區的區域特色，可以說是「大同小異」；以小異為準，可再區分
為更小的「大同小異」次區域（sub-region）。此外，可見區域也可為地理研究的一
個手段、方法與歷程，當區域劃分指標找到之時，形塑區域個性的動力也就跟著浮現
了。
3. 影響現代區域發展的動力大異於傳統社會，本文所使用相關概念，並無法完全
套用於現代區域發展的議題上。李棟明（1975）指出：「自1967年起，有十分之一以
上的鄉鎮區呈現人口之巨量外流，使人口絕對數日愈減少，這種地區目前已增至三分
之一，就中尤以偏僻山礦及農漁鹽鄉鎮的人口外流最盛」7，故本研究將 1960 年代視
為現代社工商業會與傳統農漁業社會轉換的關鍵年代，將本文所探討的時間脈絡從土
地初墾之時（約 280 年前）到約 1960 年代而止。
4. 為避免閱讀上發生語意上的混淆，本文將所提及一些海埔地開發慣用的名詞
稍作定義。文中所稱之沿海浮復地（日治時期通常寫成浮覆地）、海埔浮復地、浮
復地均指尚未陸化的潮埔地（tidal flat）；已陸化且被開發使用的土地則稱為海埔地
（polder or tidal-land）或海埔新生地；陸化（landization）是指由潮埔地轉變成海埔
地的過程。

(二) 理論架構
本研究主要以地理學「人地關係」（man-land relationship）的研究觀點，整合人
文及自然地理發展出的相關原理原則作為分析與論證的基礎。人與地是地理學研究上
的兩大基本因素，人與地在特定空間中的互動關係就構成了地理空間組織。
早在 1923 年 Barrows 在美國地理學會會長就職演說時即揭示了「地理學就是人
6

陳憲明，〈地理用語釋義（一）：區域概念用語〉，《地理系友會刊》第 4 期（1981），頁 27-28。

7

李棟明，〈臺灣農村人口外流及其背景之研究〉，《臺灣文獻》第 26 卷 3 期（1975），頁 12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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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生態學」（Geography as Human Ecology）8 這樣的論點。人文生態學是地理學者與
人類學者所共有的領域，然而兩者各有所長，「地理學著重於人對環境的主動適應；
人類學則認為人對環境是被動的適應。…基於學科專業知識的訓練，地理學者往往
給予環境變數較多的考慮；人類學者則精於社會文化的分析，但拙於自然環境的掌
握」。9
1955 年 Steward 提出文化生態學（Cultural ecology）的研究法，文化生態學對地
理學的貢獻是點出了文化與自然環境間的密切關係，10 其基本假設是：「在特定的環
境狀況下，利用特定的開發技術和組織，加諸於一個群體的社會組織，將形成一定的
「文化核心」（制度的型態），特別強調社會文化組織是適應環境的的過程。」此方
法設定3個分析步驟，首先分析環境和開發的關係；其次為分析開發環境所涉及的人
類行為類型；最後探討這些行為類型和其他文化特徵的關係。11
Duncan（1976）提出生態複合體（Ecology complexity）研究觀點來強化論點，
所謂的生態複合體（Ecology complexity）的研究方法，認為所謂生態系係指：在
一定的時空條件下，存在於生態複合體中的四大成分：人口（population）、技術
（technology）、組織（organization）與環境（environment）（簡稱 POET）之間相
互依賴，相互影響的關係，12 在這四大因素相互依賴、相互影響之下，對本區具有不
同程度的塑造力。日本地理學者滿田久進一步對生態複合體提出修應正模式，滿田認
為：「一個村落社會體系面對經常變化的外部環境，村落為了存續、發展，自身的社
會組織、技術、文化、人口、自然環境，一方面要變動，一方面也要適應環境。所以
8

Barrows, H. H. “Geography as human ecolog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 13(1)
(1923): 1-14.

9

Grossman, L. “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in Anthropolog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 67(1) (1977): 126-132.

10

Rubenstein, James M.,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Geography, 7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2 pp.19-20.

11

引自：施添福，〈地理學中人地傳統及其主要研究主題〉，《地理研究報告》第 6 期（1980），頁
211-219。

12

引自：陳惠滿，《北投聚落景觀變遷的研究—人文生態觀點之探討》（臺北：臺灣師大地理學研究所
碩論，1998），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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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環境和村落社會是相互影響且動態變化著」，亦即將內、外部環境分離，以互動
回饋方式連結內外關係，形成一種動態的生態複合體模式。13
富田芳郎認為地理學的重要研究目的，在詮釋地表的區域性差異，而一地的地域
性，主要透過該地的景觀而具體的呈現出來。既然景觀為人地交互作用結果在地表的
呈現，因此，他認為以地表的景觀為對象或手段，以探索一地的地域性是一項有效的
研究方法。對於景觀的研究，他特別強調三點：14
1. 景觀的研究應始於地圖式的觀察；
2. 觀察的重點應擺在景觀的調和，即所謂「調和景觀」；
3. 探索「調和景觀」，應對構成景觀的各要素作綜合性的觀察，並探究這些要素
之間的有機關係。
本研究將研究區視為一個人文生態體系或者是「生態複合體」，站在「人對環境
的主動適應」的觀點上，以分析可能影響研究區人文生態的自然環境要素為出發點，
透過對人地關係理論架構的澄清，本文所設定之基本假設為：本區在：內部基本地理
構造及外部環境變遷的雙重影響下，透過釐清上述「人—地關係」的運作下，探討形
塑區域個性的主要動力15。

二、研究區的地理環境特色
(一) 研究區的地理環境的重要特性
經過長時間的調查與摸索，本研究嘗試提出影響本區地理景觀與區域發展的幾項
關鍵地理現象，這些現象有些是漸變的（1-5 項）、有的是遽變（第 6-7 項）：

13

同 12 註，頁 6-7。

14

施添福，〈臺灣聚落研究及其史料分析：以日治時期的地形圖為例〉，《臺灣史與臺灣史料》（臺
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3），頁 159。

15

張智欽，〈宜蘭自然環境特徵與人地關係〉，《宜蘭社區大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社區
大學，2003），頁 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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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農業發展之風頭水尾的區位特性。
2.「洲潟型海岸」且為「隆起堆積進夷海岸」的地形變遷模式。
3. 以 1900 年左右形成的海岸線（以下均簡稱「古海岸線」）可將本區分為兩個
地理空間單元。
4. 單一業戶（萃豐庄及隆恩庄）控制下的租佃關係。
5. 同籍移民高度優佔的地緣性特徵。
6. 新竹空軍基地的興建及多次擴建。
7. 1940-1967 年間沿海浮復地急速陸化成為海埔新生地。
上述 7 項地理環境交織辯證影響下所形塑的區域特色如下，後文中將針對這些區
域特色形成的影響因素，逐步加以釐清與驗證：
1. 西臨潟湖、東接平原或臺地是有利區域發展的人文生態區位。
2. 農業生態環境持續改善，逐次提高農地土地贍養力。
3. 展現多元維生方式的區域經濟特色。
4. 人與地（man-land）的良性互動下，提供區域穩定發展的基礎。

(二) 農業發展的風頭水尾區位性
1. 氣候
臺灣西部沿海地區處於農業發展的風頭水尾的地理位置的概念，一般人並不難於
理解。然而其間細緻的論述，卻仍須透過地理概念的建構加以釐清。
新竹沿海地區缺乏地形屏障，冬半年（10-4 月）期間東北季風長驅直入，農曆9
月飆起的「九降風」，風勢尤為強勁。由於冬、春季節氣溫較新埔、關西、竹東等地
的內陸河谷平原為低，風速也較大（表 1），農業氣象條件不如內陸之河谷平原區，
這可從本區第一期稻作插秧時程較其它新竹內陸地區晚約 10-15 日得到的間接印證
（向西 1 公里，第一期稻作插秧時間約推遲一日）。
新竹地區的氣候為秋冬少雨，春夏多雨的降水型態，但早春的2-3月份降雨偏
多，其偏多的趨勢甚至高於多雨的臺北地區，也正因為如此，研究區春耕並無明顯缺
水的現象。新竹平原區由東而西第一期稻作插秧期錯開，新竹農田水利會依此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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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不紊的次第供水，避免在同一時間大量需水，使得灌溉用水得以發揮最高的使用
效率。16 由於秋冬缺水、無法預期的颱風及強盛的東北季風，使得本區的第二期稻作
產量較不穩定，即便今日也是如此。
表 1、新竹地區各氣象站長期氣候要素之比較
年平均風速
(m/sec)

年平均
皿蒸發量(mm)

年平均
降水量(mm)

7月均溫
年平均值(℃)

1月均溫
年平均值(℃)

新竹舊站a

3.05

1374.5

1761.0

28.5

14.9

新竹新站

2.95

1328.3

1781.8

28.8

15.1

南寮測站

4.50

1550.8

1521.0

29.1

15.1

永安測站

--

--

1699.2

28.9

15.0

a

中央氣象局新竹氣象觀測所，原有的舊氣象站位於新竹市博愛路，1990 年 7 月遷至竹北市光明五街
60號為新站。

資料來源：同註 16，頁 34；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2007/09/27 瀏覽）。

2. 鹽分高土壤
沿海地區高鹽分土壤與地處沿海受海水及鹽霧影響、淺層地下水位較高，以及缺
充足的灌溉水等均有關。土壤顆粒大小與位在古潟湖與否有關，潟湖沈積環境在理論
上土壤粒徑較細，有機質較多，肥沃度稍高，土壤容易保水；然而，洗鹽較費力，又
為地勢較低，排水條件不佳之自然區位，但也因潟湖的細粒沈積物長期浸泡，使約位
於地面下 0.3-0.5 米處（如新豐區鳳坑村姜厝及南寮區港南里南油車港），形成天然的
黏重底土層（當地農民稱為「垎塗」）。17,18,19
16

韋煙灶，《新竹及竹南平原的地下水區劃分與水資源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博士論
文，2003b），頁 23。

17

臺灣農民習稱因水田耕作所澱積的黏重底土層為「垎塗」（kiah4 thoo5）或「塗垎」（thoo5 kiak4），理論
上，水田耕作時間愈久，垎塗層愈明顯，以陸化及水田耕作時間的長短而論，南寮地區最靠東邊的土壤
陸化最久，海埔地及古潟湖區的土壤化育時間最短，但後者的垎土層的化育程度最明顯，這與水田化理
論發生矛盾現象，因此本區所謂的垎塗極可能在土地水田化之前就已經形成了，亦即本的區垎塗主要來
自於潟湖沈積物而不盡然是水田耕作的影響。這可反證為何油車港潟湖區（鹽埕埔）在光復前後海埔地
開發的過程中（參：圖 1），最先陸化，也最先水田化，或與其有相對較適宜耕作的土壤條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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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多次實地開挖南寮區的土壤剖面（soil profile），南寮區在 1900 年海岸
線以東（圖 1）的土壤鹽度尚屬於適宜耕作的範圍。以西之地因地下水面（water
table）多位於地面下 0.4~0.7 米處，除了地下水充足外，就土性而言，其實是鹽度過
高，尤其是地下水的電導度超過 1,300µS/cm（2006/03/11實測），土壤鹽分高對稻米
生產質量有相當的影響。本區土壤含鹽量的情況是愈往西，鹽度愈高。根據韋煙灶與
黃琡勻在 2003-2004 年的實地調查為推論依據：新開發的海埔地，若不是以充足的圳

圖1

南寮區的傳統聚落分布與百年來海岸之變遷

18

葉昕祐，《雲林縣口湖地區土壤鹽化現象之研究》（臺北：臺灣師大地理系碩士論文，2006），頁17。

19

韋煙灶，《土壤地理學講義》（未出版，2008/09），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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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來洗鹽，則土壤鹽化情況將會頗為嚴重的。20,21

3. 淺層地下水位的影響
本處所指的淺層地下水位指自由地下水（unconfined groundwater）水位，根據韋
煙灶的調查，新竹平原區的淺層地下水，在古海岸線以西之地僅距離地面約 0.5 米；
此以東之地至機場間的地下水位約 2.0-1.0 米。22 由於地下水位較高，農民利用菜田
的角落，開挖深約 1 米，長、寬各約 1.5 米的「菜窟仔」（土質鬆軟，開挖容易），
即有充足的地下水湧出，以雙肩挑渲桶（suan24 thang41）23 澆灌菜園。鳳岡區的新港、
白地及新庄等里，南寮區的海濱、港北及港南等里都是新竹地區蔬菜主要的栽植區，
此與有方便的地下水灌溉有密切關聯。若遇大旱之年，單靠人力舀水灌田，沿海地區
就勉強可渡過缺水危機，使得本區農業對環境變動的適應力反而比內陸地區要來得
強。24

(三) 「洲潟海岸」的地形變遷特色
本區的海岸地形特徵屬於洲潟型海岸（liman-type coast），洲潟型海岸地形
演變模式的概念至少在 1966 年已經被國內學者引用， 25 石再添（1979、1980）繼

20

韋煙灶、黃琡勻，〈新竹機場興建與擴建對新竹南寮地區農地水田化及海埔地開發的影響〉《中國地
理學會九十四年度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國地理學會，2004），頁 41。

21

假設本區的農業僅以雨水及地下水作為灌溉水源，透過蒸發散作用，將使土壤水鹽分因濃縮而大幅
提高，按照灌溉水質的標準，當灌溉水的電導度值大於 4,000μS/cm 時，除了極耐鹽分作物外，其它
作物很難生長。陳買，《灌溉水質污染監視處理手冊》（臺北：臺灣省水利會暨臺灣省農田水利協進
會，1979），頁 6。

22

同註 16，頁 93。

23

本文採用教育部發展出的寬式音標 TLPA（臺灣語拼音系統）註記相關名詞發音。而以董忠司總纂
之《臺灣閩南語辭典》為語音核對工具。參：董忠司主編，《臺灣閩南語辭典》（臺北：五南圖書公
司，2001）。

24

以新竹市區及竹北市區一帶淺層地下水約距地面 8.0-10.0m，在大旱之年，是無法像沿海地區一樣靠
人力舀水灌田解決乾旱問題。見：註 16，頁 93。

25

張劭曾，〈臺灣海埔地之地形變遷〉，《臺灣之海埔經濟（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6b），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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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26,27 用以建構臺灣西部海岸地形的特徵與演變，之前作者將之轉移運用到沿海區
域研究上28，但繼之發現這種海岸地形模式並不符合本區近百年來海岸變遷的實際狀
況，原因在於本區屬於華倫亭（H. Valentin）海岸分類中的「離水堆積進夷海岸」29，
既是「進夷海岸」，則從第一到第五階段的海岸線不應靜止不前，韋煙灶（2003）透
過《淡水廳志》30 及《新竹縣志初稿》31 兩部方志附圖的比對，並輔以田野調查證據加
以證實，提出了修正模式：「形成濱外沙洲→濱外沙洲變為與北端陸地連結的沙嘴→
沙嘴內側潟湖淤淺陸化成沼地→沙嘴變為沙丘→沙丘化為海堤、潟湖轉變為鹽田或農
地→外海形成另一道濱外沙洲→聚落向海方向推進」32

(四) 「古海岸線」可將研究區分為兩個地理空間單元
區域的劃分指標必須具有決斷空間的功能，何謂「決斷空間的功能」？至少應包
括：具空間的連續性、凸顯區內同質而區外異質的功能、有助於釐清空間特性及其因
果關係。
受偶發性的洪氾堆積與階段性圍海造陸的影響，海岸線向外海的外移為跳躍式，
而非連續式，故古海岸線兩側都會有些微地形的遺跡；其次，配合這樣的概念模式推
理，古海岸線通常就是過去的濱外沙洲或沙嘴所在。本區許多傳統聚落緊臨「古海岸
線」，而大多數聚落形成年代在 150-250 年前之間。在當時家門口 10 餘米就是海，
可見在 1900 年以前的 100 年間的海岸線變化較小，（圖 1 及圖 2）。古海岸線東西

26

石再添，〈臺灣西南部嘉南洲潟海岸的地形及其演變〉，《地理研究報告》第 5 期（1979），頁 12。

27

石再添，〈臺灣西部海岸線的演變及海埔地的開發，《地理研究報告》第6期（1980），頁 2。

28

韋煙灶，〈新竹平原沿海地區生態環境的變遷與居民維生方式的轉變〉，《地理研究報告》第 29 期
（1998），頁89。

29

石再添，〈地形學〉，《中山自然科學大辭典•第六冊：地球科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3），頁25。

30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國防研究院暨中華學術院，1968 重印），頁 14-16。

31

鄭鵬雲、曾逢辰，《新竹縣志初稿》（臺北：國防研究院暨中華學術院，1968 重印），頁 5。

32

韋煙灶，〈臺灣西部沿海區域發展模式之探討—新竹市油車港地區的個案研究〉，《社會教育學報》
第 6 期（2003），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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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香山區的地理環境與聚落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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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的地形落差在田野訪查上並不難確認33。由於海岸線長期維持在相近位置，造成以
下幾個明顯的微地形特徵。

1. 明顯的微地形落差
古海岸線東側之地面標高約 2.5-3 米；西側則約為 0.5-1.0 米。一般沿海地區由於
地勢低平，聚落選址必須特別防範洪澇，本區普遍存在規模不大的海岸沙丘，1900年
以前建立的臨海聚落通常會選址在沙丘上或沙丘背後，宅地面東或面南34，由於海岸
沙丘的發展大致會與海岸線略為平行，故臨海聚落的空間分布型態就大致呈現南北走
向（圖 1），古海岸線以西地區則無此空間規律性。
由於海難或洪泛，偶見無主浮屍漂至堤岸邊，按臺灣民間習俗會在浮屍之處附
近安葬屍首，民間傳說或得「地理」或鬼魂托夢請求就地立祠，因此這些小祠（應公
廟）通常會緊鄰立祠在當時的海岸線，將研究區立祠供奉的應公廟連接起來，其位置

33

這條 1900 年前後的古海岸線由北而南的連線如下：新豐鄉坡頭村及新豐村西側目前海岸（但海水可
循各港汊侵入到今臺 61 號公路以東之地）→新豐村池和宮前停車場及鳳坑村姜厝北測及東側新豐溪
與茄苳溪匯流周圍約標高 2.0-2.5m 以下（1907 出版之《新竹廳志》稱為「屈指港灣」）→姜厝沙丘
西側目前海岸→鳳坑村鳳鼻尾目前海岸→竹北市尚義里羊寮港蘇宅前沙丘（目前已毀）→庄尾（似為
河口灣，有沈船傳說）→外湖西側沙丘（更外側為崁仔腳沙汕遺址，中間魚塭為崁仔腳潟湖遺跡，鳳
山溪北岸均屬之）→崇義里拔仔窟西側沙丘→崁仔腳沙丘→新港里海仔尾濱海公路東側沙丘→新竹市
北區舊港里舊港島西緣→新竹市北寮洲（舊時別稱金龜汕）→南寮里南寮舊漁港（西側新竹漁港東側
為南寮沙汕遺址）→海濱里代天府西側聚落邊緣→港北里海濱路東側約 400 公尺處水圳旁→港北橋
（油車港溝）→香山區港南里三姓媽廟（西緣為鹽埕埔潟湖—油車港鹽場，外側為五層坅汕遺址）→
延平路 2 段→延平路 2 段 1451 巷→順天宮前（為小河口灣）→海埔路 73 巷→延平路 2 段 1241 巷 32
弄（為小河口灣）→十一靈公廟→姓媽公廟→虎山里楊寮海防營入口→罟寮三姓公廟舊址→香雅橋
（為客雅溪之河口灣）→浸水里浸水北街→大庄里溝埤橋（兩側為三姓公溪之河口灣）→宮口街（為
河口灣）→萬厝聚落西緣→中華路5段208巷底沙丘→美山里中華路 5 段 320 巷底福寧宮（濱海公路東
側）→頂寮香山福地土地廟前→朝山里下寮香山天后宮廟口（非目前所見舊海堤）→中華路 5 段 420
巷及其東側 20m 處沙丘→海山里長興街→鹽水里長興宮（西側沙丘為古砂嘴—北汕遺址）→內湖里
內湖路→鹽港溪橋（為鹽港溪河口灣）→南港里濱海公路東側林宅前→濱海公路東緣（西側沙丘為古
砂嘴—南汕遺址）。（同註 28，頁 32；2007.02-2008.09補調查修訂）

34

由新竹市港北里的陳姓耆老於 1989 年所編之《陳氏族譜》的序言中清楚的描述沿海傳統聚落的自然
區位及維生方式：「陳家祖厝（即大廳）前有一口大池塘，後面繞圍一座盆地、沙崙仔，……爬登沙
崙頂上，望市區及壯大的大海等。…昔日族人密居於祖厝鄰近，務課農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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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的接近這條古海岸線的。

2. 土壤水及地下水含鹽量的空間不連續現象
根據韋煙灶（2003）的研究南寮區古海岸線是地下水質及土壤水質突變的界線，
以西之地的地下水電導度值約為 1,100-1,300μS/cm 間，以西之地則均在 850μS/cm 以
下， 35 韋煙灶及黃琡勻（2003-2004 年）以冬、夏各一次，檢測古海岸線東西兩側
各 5 處農地，結果顯示：以西之地夏季的表土電導度值（水：土＝1：1）平均值為

圖3

新豐鄉世居宗族開基祖的祖籍地與拓墾之初的方言區歸屬

資料來源：見：註 44，頁 22。

35

同註 16，頁 19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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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μS/cm，冬季為 1,400μS/cm；以西之地夏季表土電導度平均值為 450μS/cm，冬
季為 580μS/cm。36 古海岸線兩側的土壤鹽度有統計的顯著差異。雖然缺乏農地生產
力的資料佐證，但推測古海岸線西側的農地生產力應相對較差。

3. 古海岸線在解析聚落發展的價值
從地形演變的角度解析，新豐區鳳坑村姜厝原始聚落選址區位應是位於被外海及
「屈指港灣37」所環繞的海岸沙丘之上。據姜厝居民表示，在聚落附近開鑿淺井很容
易挖到鹹水，少數淡水井就成居民共同的飲水來源。從姜厝旁的姜氏祖塔碑文〈姜氏
淵源暨墓園概述〉：
……十一傳朝鳳公，於乾隆二年，與伯叔兄弟多人由粵東渡海來台，定居淡水
廳竹塹竹北二堡紅毛港樹林子，開拓荒地，專營農漁業，公生七男一女，及
長，幾全他遷另創基業，唯三男勝韜公，父志子承，續展農漁家業。
十二世勝韜公妣田大孺人，忠誠仁厚，同氣情深，姘手胝足，填壑剷丘，開發
了沿紅毛港以南一百多甲富饒之耕地；漁業則以最原始之竹筏網罟法，不分晴
雨，日夜和浪濤搏鬥。先人，在農漁業開創了千年基業。……38
碑文中樹林子即堡圖上的下樹林子，目前附近居民多稱姜厝，從現地聚落群的規模來
看，大概就可瞭解為何地名會從樹林子轉換為姜厝。開基祖姜朝鳳七子中僅三子姜勝
韜留下，其餘幾全它遷，另創基業，可見拓墾之初本地的生活環境應當是不佳的。姜
勝韜夫妻填壑剷丘，所開發的沿紅毛港（新豐溪）以南一百多甲富饒之耕地，正是古
「屈指港灣」，從堡圖上下樹林子的聚落規模尚小的情形及訪談資料研判，39 這富饒
的一百多甲耕地，應不是勝韜一代所能畢其功，屈指港灣的圍墾，提供勝韜一房開枝
散葉的穩定基礎。

36

同註 20，頁 41-42。

37

波越重之編（1908），《新竹廳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重印），頁 22。

38

天水墓園重建委員會，〈姜氏淵源暨墓園概述〉（新竹：天水墓園重建委員會，1999）。

39

台灣臨時土地調查局（1904），《臺灣堡圖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重印），圖幅：74 坑子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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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煙灶（2003a）透過田野訪查及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及《除戶簿》，分析
新竹市港南里居民移入的時、空間脈絡40。初墾之初僅有陳、韋、王等三姓宗族，入
墾年代約為乾隆初至末年，定居於緊鄰古海岸線東側的沙丘上，為第一波移民。清
朝中葉至日治時期遷入的移民，為第二波移民，這波移民透過通婚形式，與前一波移
民結合成密切的人際網絡。戰後初期因海埔地開發，吸引大批桃竹苗內山地區的客家
人陸續遷入，為第三波移民。受惠於海埔地的開闢，退輔會售讓建地、新竹科學園區
的經濟光環所帶來的就業機會，以及 1998 年初臺 61 號公路的開通。自 1980 年代迄
今，吸引大批的外地人士在臺 61 號公路東側建屋定居，為第四波移民。透過人口遷
移使原本姓氏單純的自然聚落，漸漸朝向雜姓化，最初拓墾的幾個主要姓氏，雖仍維
持著優勢的比例，只是所佔的比例下降，這種歷程也可以說是臺灣西部沿海村落居民
結構演變過程的縮影。

(五) 萃豐庄及竹塹隆恩業戶在新竹沿海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
頭前溪以北為萃豐庄業戶所墾殖與經營，施添福（1990） 41 對萃豐庄的墾殖、
經營與變遷已經有詳細的討論，受限於篇幅，本處不再詳述其細節。唯對於以「擁
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在地業戶和不在地業戶、以及閩粵莊主充分合作」來詮釋萃豐庄
內業佃關係良善，咸少被分籍械鬥波及， 42 而使維持整個墾庄相當長時期的社會安
定的說法，本文認為施添福的詮釋仍有不足之處。韋煙灶與林雅婷（2008）從新屋
及新豐兩地的世居居民祖籍訪查及閩南語口音分析，已經釐清在拓墾之初，萃豐庄
及大溪墘庄一帶存在著一群主要移自粵東惠州府海豐及陸豐兩縣的閩客語過渡區，
同時具備客、閩雙語溝通能力的「半福佬客」移民。以更細膩的地圖判讀，這批粵
東移民中竟有高達 39.8%（43/108）的祖籍地係沿著一條現名為螺河的流域區而分
40
41

同註 32，頁 52-55。
施添福，〈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墾區庄」：萃豐庄的設立和演變〉，《臺灣風物》第39卷第4期
（1989），頁37-70。

42

竹塹地區自乾隆52年（1787）在南崁和龜崙口爆發第一次閩粵分籍械鬥以後，分籍事件即不斷在這個
地區發生，其中尤以道咸兩朝為烈。在這些分籍事件中，唯一曾經波及萃豐庄的是咸豐4年（1854）
因田藔庄粵籍居民羅慶二、賴得六等在閩籍聚居的中港搶牛肇衅而引發的分籍械鬥。同註41，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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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 43 透過地緣凝聚及
方言溝通的優勢，作為
當地閩（沿海）與客
（內陸）之間的溝通橋
樑，這樣的社群結構自
是有助於緩衝閩、客間
衝突性，及製造一個相
對族群和諧的社會空間
（圖 4）。44
頭前溪以南原為王
世傑拓墾集團所墾的南
庄，到了乾隆年間，頭
前溪以南，鹽港溪以北
土地均歸竹塹隆恩業戶
所有竹塹隆恩業戶在新
竹平原區的區域開發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由於
未見學者討論過竹塹隆
恩業戶對竹塹地區的影
響，在此有必要扼要說
明其建立、發展歷程及
對區域的影響。

43

圖4

研究區海岸地形變演變與聚落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同註 32，頁 75-76。

螺河發源於陸河縣河田鎮山區，順流而下經河口鎮，抵陸豐的大安鎮，由縣城東海鎮注入碣石灣。
見：葉雁玲編，《廣東省地圖冊》（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8）。

44

韋煙灶、林雅婷，〈桃園及新竹沿海地區閩、客移民分佈的地理意涵—以新屋及新豐的調查為例〉，
《客家文化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研討會》（龍岩：龍岩學院客家文化中心暨龍岩市委宣傳部，
2008），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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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竹塹隆恩南庄的建立
(1) 臺灣城守營之諭示45
福建臺灣城守營參府功加一等軍功紀錄二次劉，為招墾官莊草埔，以裕息賞
事。竊查本營於雍正十三年，奉憲檄發本銀二千兩，內抽出本銀一千零四十三
兩四錢，向監生石邦瑞等買置竹塹南莊水田三百一十一甲五分，旱田六十五甲
五分五釐，並草埔、山崙、港渡等處…。
(2) 丁紹儀（1847）所著之《東瀛識略》〈卷四〉46
戍臺班兵額餉之外，另有眷米、眷餉、卹賞、加餉等項。雍正二年，奉諭加恩
月給戍兵家米一斗，以資養贍。七年，又蒙特恩，歲賞戍兵家銀四萬兩，均勻
散給，計每兵月得銀二錢八分零。八年，復發帑銀二萬五千餘兩置產生息，名
隆恩莊，為戍兵拾骸、扶柩、家屬吉凶事件賞卹之資。乾隆五年，又令於生息
銀內賞給往來盤費。……。
(3)《新竹縣志初稿》〈新竹隆恩息莊〉47
乾隆年間，竹塹北城外樹林頭莊王世傑之管事王佐往臺南府互控案情，遷延數
年，王家經費不敷，乃向臺南城守借銀五千圓．……王家無銀可還，願將該田
年徵大租穀平價抵還所有大租，自此歸官收掌；名曰「隆恩息莊」。……。
(4)《臺灣私法》對隆恩租的說明48
隆恩租是以公帑買置的田園、糖廍或魚塭等所發生的租穀或租銀，始於雍正八
年。每年秋收後由武營派員向佃戶徵收稻穀或糖觔稅銀，並按民業地稅率抽出
正供繳縣後，餘額六成存於營部充為在臺戍兵員賞恤經費，四成解送布政使司
充為戍兵家屬賞恤經費。
4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影印本），頁
456-458。

46

丁紹儀，《東瀛識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41。

47

同註 31，頁 65-66。

48

陳金田譯，《臺灣私法第一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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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 (4) 揭示了隆恩庄設立的緣由，故凡以在臺綠營為隆恩業戶者，以隆恩租補
貼部隊給養之用的土地均稱為隆恩田，以隆恩田為基礎發展出來的聚落則稱隆恩庄。
從 (1) 的內文可以判斷：竹塹隆恩庄應於雍正 13 年開始撥款購置，供臺灣城守備營官
兵養贍之需。(3) 則說明王世傑拓墾集團所建立的南庄大租權，如何轉移到臺灣城守
備營手中，但所敘述內容可能採自民間口碑，而非官方檔案（按：光緒 13 年之後始
有臺南府之稱）。但若王家興訟之事卻然屬實，則到乾隆年間，竹塹隆恩庄已經取得
新竹地區至少 1600 甲以上的農地的大租權及部分小租權，相當於當時竹塹城以西，
南到鹽水港（今鹽港溪）以北之土地面積，成為當時臺灣的大業戶之一。

2. 竹塹隆恩庄的擴張
竹塹隆恩庄大部分土地原為王世傑等在竹塹所建立的南庄 24 個聚落49,50,51，臺灣
城守備營取得王氏南庄大租權，將南庄更名為隆恩庄（或稱隆恩南庄、隆恩息庄，簡
稱息庄），隆恩莊（距廳城西五里）52，公館設在竹塹城內武營頭53。臺灣城守營獲
得竹塹南庄的大租權後，憑藉官營的優勢，持續擴張領域。隆恩庄擴張的事實與其所
屬的領域，可由以下的史料得知：
(1) 陳璋琦之請墾書：54,55
臺灣城守營參將府，…於雍正十三年，向石邦瑞等置竹塹南庄水田三百一十一
甲五分，旱田六五甲五分，並草埔、山崙、港渡等處。…東至隙仔山口山上

49

黃奇烈，〈新竹市文獻採訪錄〉，《新竹文獻會通訊》（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54）第 17 期，頁 6。

50

盛清沂，〈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上）〉，《臺灣文獻》（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81）第 31 卷第 4 期，頁 160。

51

陳國川，《臺灣地名辭書卷十八：新竹市》，（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暨臺灣師大地理系，
1996），頁 17。

52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1 重印），頁 75。

53

同註 31，頁 15。

5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物權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影印本），頁
992-993。

5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影印本），頁
456-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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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西至海，南至黃顯郎屋南山腳；北至上崙莊、下崙莊各厝前往港口渡頭
車路為界。…前據管莊把總黃三達查稟，買息莊界內有鹽水港海墘一帶荒埔，
東至山，西至海，南至鹽水港溪，北至香山莊飯店前熟園止，堪以開墾。及南
勢莊魚寮厝溪畔有小港一口，土名中港仔堪築魚塭。…未具有人投墾。…茲據
竹塹莊民陳璋琦具呈認佃，愿自備資本傭工前往開墾。…。（乾隆三十七年二
月

日給）。

(2) 油車港陳姓向隆恩業戶請墾照事（一）：56
署福建臺灣城守營竹塹隆恩息莊守府鄭，為給予墾照事。照得據油車港佃戶陳
文通、陳惟明、陳產炎呈報：該處浮復埔地一所，於同治七年，經明自備工
本、牛隻前往開墾，業已成旱田園，理合呈報，仰懇勘丈等情前來。……，計
丈三甲。按照下田，每年每甲應完大租四石，計算每年應完大租二十石（按：
應為十二石之誤）。…同治七年正月初三日給。
(3) 油車港陳姓向隆恩業戶請墾照事（二）：57
福建臺灣北路右營委派管理竹塹息莊租務守府鄭，為給予墾照事。照得據本莊
佃戶陳六稟稱，自備工銀九十元，開墾油車港南處水田一所，……。茲蒙仁憲
會同廳主陳，派撥書差清丈二分，按照下田納租，每年每甲應納大租四石，計
二分，每年應納大租八斗。……。（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給）
(4) 新竹縣正堂之諭示事：58
光緒十五年八月十二日，案據陳道等稟稱：竊油車港莊鹽埕一所，原係道承祖
父陳財遺下之業，前擬開田園。因同治年間，該地適被莊人晒鹽，時道向較，
適蒙吳道憲面諭：該地莊人要於此地晒鹽者，應即納稅。……。迨光緒十一年
間，地方不靖，時晒丁乘機抗納，叩請押納等情，具稟前來。……。為此，諭

56

同註 54，頁 943-944。

57

同註 55，頁 996-997。

58

同註 54，頁 996-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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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該道等即便遵照：爾等之鹽埕，准其向收稅銀；如該晒丁膽敢藉端抗納，許
即稟官究追，毋違，切切，特諭。光緒十五年九月初三日諭
(5)《新竹縣采訪冊》牛埔山勒石事蹟：
竊我竹隆恩息莊之南勢山（土名香山）、牛埔等處義冢牧場，東至隘口阬為
界、西至姚家埤為界、南至獅頭山為界、北至本莊田園墘為界，自乾隆年間莊
耆黃雅等僉控，蒙楊前廳憲勘清丈通報在案；勒石在牛埔，嚴禁不許附近土豪
侵佔。59
牛埔山在縣西五里，其山自石屑崙東方來，高五、六丈，由東迆西，復折而
南，兩面平直，周列若垣牆，山麓廣坦，悉成田園；延及香山一帶，皆為臺南
府城守營隆恩息莊租界。其上一片平岡，豐草茂密，為居民冢牧之地，故名牛
埔。……。60

3. 竹塹隆恩莊在竹塹地區所扮演的角色
(1) 張合顯與楊姓爭訟之事：61
同治年間，張合顯與楊姓互爭浸水莊浮復之地，經隆恩官覆丈，將原額斷歸張
合顯除外，尚有溢額甲數，諭兩姓不得相爭，撥充明善堂為義塾經費；年收小
租穀二十九石。…。
(2) 新竹市成功路威靈宮旁之石碑內容：62,63
黃配
福建台灣北路右營城汛兼管竹塹 息庄 租務守府鄭 為 洪囗

旺呈 祥
楊 才文 獻 曉諭事

59

陳朝龍，《新竹縣采訪冊》（臺北：國防研究院暨中華學術院，1968 年重印），頁 138。

60

同註 59，頁 23-24。

61

同註 48，頁 231。

62

在成功路威靈宮旁發現一塊古石碑，碑文充分揭示清末新竹沿海的環境變遷，以及隆恩業戶在新竹沿
海區域發展上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威靈宮管理委員會據舊碑內容，於 1989 年 10 月重刻新碑，唯由
於舊碑字跡不名之處甚多，新碑刻文脫字甚多，本段引文係同時參考舊碑刻文內容並參照相關文獻推
敲所得。加框之文字為推測之字。

63

黃琡勻，〈新竹空軍基地興建對新竹市南寮地區之影響〉，《大專學生參與國科會研究計畫》（未出
版，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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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得案据竹北一保洋藔庄□生周書升、蘇團芳，生員陳世昌、 總理 鄭德宗，
庄耆彭旦、洪水等稟称：為建祠充產 以 奉福德孤魂事。窃洋藔有塚埔一所，
四至界平田园，迩來近附庄民因空埔，拠而築田园，每年計收粟谷約有拾零
石。等公同酌訍 拟將埔塚新築之業充祀福德孤魂，貽春秋之祀，無碍兩庄民
之糊口等情。据 此 ，查洋 藔 原係浮 復 塚埔，與歷年应完大租兩無 干 碍， 各
紳董等所稟，充入福德祠煙祀暨歷年 掃孤魂 等項，殊属妥洽，合行出示□□
詞，為此示仰尔等各紳董，永遠尊照督□佃人種收充祀，毋得 始勤終無 ，致
□□貽祭祀無資。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禁埔塚墓自勒碑以後，若有人再損塚墓上草木或縱猪損毀人坆。有人□□鋤墓
草，人給賞佛銀弍元，如有殺死 損 坆猪，就此猪給賞荻猪人，所賞□□□禁
約首人取領，再示□□□，一示准此。
同治拾□□………曉諭鄭示福德山保庄
從碑文末尾「同治拾…」字跡可推測立碑時間（同治 10-13 年間），從碑文中的
「查洋藔原係浮復塚埔」，顯示羊寮沿海的土地應來自陸化的沙洲（或砂嘴）的轉
化，一旦開發後的土地所有權，即歸屬竹塹隆恩業戶所有。原碑文俗體字、簡體字、
錯別字夾雜，反映出這個租務守府鄭某識字有限，但碑文中的「…為此示仰 尔 等各
紳董，永遠尊照督□佃人種收充祀，毋得 始勤終無 ，致□□貽祭祀無資。凜之、慎
之，毋違」等訓示口氣，充分顯示鄭某，藉由掌控新竹沿海的土地拓墾及漁鹽利益，
得以介入地方事務，使得地方仕紳，甚至連有功名的生員，均得仰其鼻息。
(3)《新竹縣采訪冊》：「竹南堡移建老衢崎路碑」竹塹隆恩業戶之認捐銀兩：64
新竹縣正堂徐捐銀四十元，竹塹鹽局始委員沈捐銀三十四元，新竹隆恩館洪捐
銀十元，中港隆恩館鄭捐銀五元．中港隆恩館鄭捐銀五元．強恕堂陶捐銀二
元．履泰堂周捐銀二元．承敦堂俞捐銀十一元六角．留餘堂王捐銀四元．邱陳
發、劉建勳各捐銀三十元。

64

同註 59，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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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隆恩業戶租務守府作為的地方領袖的角色，透過承擔仲裁地方事務與慈善事
務的認捐。隆恩業戶代理人的角色到清末，儼然已經發展成為新竹地方重要的領袖角
色。

4. 小結
雍正 13 年臺灣城守營所購置的竹塹隆恩庄，到乾隆末年時，隆恩庄已擴展到東
自崙仔庄，北起自頭前溪南岸的槺榔，南至鹽水港一帶，西到沿海的油車港鹽場；到
清末已經擁有東到牛埔山上（今新竹市香山區牛埔里）、獅頭山、大坪頂、隘口（均
在今香山里）一線以西上的農地，日治初期的土地申告政策取消大租權，竹塹隆恩庄
之名才走入歷史，不復為一般人所記憶。
相對於竹塹隆恩業戶，私有的萃豐庄在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土地買賣轉移，到
了晚期，更有閩籍佃戶抗租的現象發生65，其租佃關係的穩定性及對地方影響的持續
性，終究不及官有的隆恩業戶。

(六) 聚落開發年代、移民結構中的地緣、血緣性及母語口音高度相似的特徵
研究區內各傳統自然聚落主要宗族姓氏及其祖籍地，目前雖未說完全釐清，但是
各傳統聚落的地緣及血緣性結構之輪廓已經清楚浮現了。

1. 聚落開發年代之探討
為了處理田野調查現有各聚落宗族入墾年代與文獻上所記載墾戶（業戶）請墾
的年代不一致的矛盾，作者提出「先驅拓墾者」與「開基拓墾者」兩類移民角色的差
異性，來調和這個矛盾。先驅拓墾者是指最早進入當地拓墾的移民；開基拓墾者則是
指最早定居當地且留下來開枝散葉的移民，往往成為當地的主要宗族。開基拓墾者可
以是先驅拓墾者，但也可能不是，因為先驅拓墾者可能會留下來，在當地繼續發展成
為開基拓墾者，也可能死亡無後、返回祖籍地或再次遷徙到臺灣島內它處。66 本區風
頭水尾的農業生態特性可能使較早的移民拓墾失敗離去，目前尚定居各聚落的主要宗
65

同註 41。

66

韋煙灶、張智欽，〈新竹市南寮地區的區域發展、聚落及宗族發展之探討〉，《地理研究報告》第40
期（2004），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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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代表其不僅能紮根與定根於研究區，也能拓根而開枝散葉，成為聚落內主要的宗
族。
表 2 共羅列出 112 個自然聚落以及至少 121 個世居宗族，最早入墾的記載為
1733 年，最晚入墾年代為 1967 年，主要入墾年代為 1760-1790 年，1760-1800 年與
文獻所記載萃豐庄、猫兒錠庄、竹塹南庄的拓墾年代， 67,68,69 約有 30-50 年的時間
差，呼應前述提出「先驅拓墾者」與「開基拓墾者」存在時間差異的論點。70

2. 聚落世居居民祖籍地的空間性分析
上述開基拓墾者的祖籍地絕大部分為泉州籍，佔本研究祖籍可考的世居宗族
的 83.5%（101/121）。祖籍泉州中又以同安籍最多，佔祖籍可考世居宗族的 50.4%
（61/121），再將世居宗族的祖籍範圍縮小到金門島，則至少佔 11.6%（14/121），
比例也不低；晉江籍佔第二位，為 19.0%（23/121）；惠安籍佔第三位，為 11.6%
（14/121）；南安籍佔 2.5%（3/121），無安溪籍；漳州籍全來自漳浦縣，只有新豐區
的陳姓及吳姓 3 支，佔 2.5%。本研究可考的開基拓墾者中屬於粵籍的宗族也只出現
在新豐區，佔 4.1%（5/121）。若以區域來分新豐、鳳岡及南寮三區均是同安移民裔
高度優佔的區域，香山是晉江移民裔相對優佔之地。新豐區及鳳岡區交界的鳳鼻尾南
北坡兩側；香山區南部鹽港溪下游兩岸，這兩處以惠安籍移民為主。本區傳統自然聚
落移民結構所表現的地緣性，不可謂不濃厚。

3.傳統聚落的世居居民母語口音的空間性分析
董忠司（2001）將臺灣閩南語區分為 6 個主要次方言群：海口腔、偏海腔、偏內
腔、內埔腔、北部通行腔、南部通行腔，而將南寮區作為偏海腔的方言點。71 從更細
膩的祖籍地空間性來看，晉江東石、同安馬巷、金門等地均環繞著廈門灣及頭圍灣，
這個區域至少有 60.0%（72/120）的世居宗族的祖籍地落在廈門灣的周邊地區。其實

67

同註 41。

68

同註 49。

69

同註 50。

70

同註 66，頁 92。

71

董忠司，〈出版說明〉，收於董忠司主編（2001）《臺灣閩南語辭典》。同註 23，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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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現階段的調查，新豐、鳳岡、南寮及香山這四個區域，世居居民所使用的母語，應
均可歸類為同安腔（新竹腔）72,73。新豐及鳳岡兩區地理區為相對偏遠，保留較多成
分的老同安腔特質；南寮及香山區地形較開闊且與核心區（新竹市區）距離較近，且
屬同一個行政區，語音特質表現出新同安腔的特質。
新豐區有一群來自粵東海、陸豐地區能說閩客雙語的半福佬客，以鄭姓、田姓
及姜姓為代表74，埔和村後湖子的鄭姓與後湖村頂鄭與下鄭的鄭姓宗族源出一脈，從
其族譜的資料，其先祖來自福建，其開臺祖娶蚵殼港閩南之女為妻，來臺前定居於惠
州府陸豐縣大安墟本圍內75,76，從訪談及頂鄭為閩南式地名來研判，概為閩底；鳳坑
村姜姓宗族的遷徙路徑為漳州府龍溪縣（閩語區）→陸豐縣碣石衛（閩語區）→陸豐
縣大安墟（閩、客語過渡區）77,78，從宗族遷徙路徑、訪談及地圖的綜合研判，故為
「閩底」；鳳坑村田姓宗族的遷徙路徑為嘉應州程鄉縣（今梅縣）→潮州府惠來縣→
惠州府海豐縣中坑尾→海豐縣東涌鎮東北村（今汕尾市城區東涌鎮東北村）79,80，從
宗族遷徙路徑、訪談及地圖的綜合研判，故為「客底」。在新竹平原區，客籍人士主
要聚集在南寮區港南里「海埔地」一處，且均為二次大戰前後移入，也就是湖口臺地
南坡一直到崎頂臺地北坡間 20 餘公里的沿海地區，絕少出現粵籍的世居宗族。

72

韋煙灶、曹治中，〈桃竹苗地區臺灣閩南語口音分布的區域特性〉，《地理學報》第 53 期（臺北：國
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2008），頁 65-76。

73

臺閩語口音是有其傳承的本源，大宗傳承自泉州與漳州兩個音系；小宗的傳承自泉州市泉港區（蕭
厝）的頭北話及粵東的潮汕話。泉系下再分泉州話、安溪話、同安話、崇武話與廈門話等；漳系
下又分為華安話、長泰話、漳浦話、東山（島）話、詔安話等。同安話區三面環山（山高可達
500-1,000m），一面臨海，自成獨立的集水區，促成獨立的口音系統。見註 72，頁 52；頁77。

74

新屋及新豐地區呈具有空間分佈規律性的半福佬客族群，本研究區僅涉及姜、田、鄭三姓，詳細資
料，請參圖 4 及註 44。

75

鄭阿送，〈蚵殼港鄭家族譜〉，《蚵殼港鄭家族譜》（新竹：作者自印，1956），頁 350。

76

社團法人新竹縣新豐鄉鄭長恩紀念會，〈鄭泰容祖塔吉修建事記錄〉（新竹：鄭泰容祖塔刻文，2007）。

77

同註 44。

78

同註 38。

79

田端仕公祠堂重建委員會，〈田端仕公派下祠堂重建誌〉（新竹：田端仕公祠堂重建委員會，2003）。

80

同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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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研究區各傳統自然聚落主要宗族之祖籍地及其入墾年代（由北而南排列）

目前
行政村

自然
聚落名

聚落創建年代

新豐鄉
埔和村

石人頭

1.約1850年
2.60-70年前

主要
宗族

主要宗族
移民來源地

目前
行政村

自然
聚落名

新豐鄉
坡頭村

田寮

約1800年前後 陳姓

漳浦縣(為漳浦
厝陳姓分出)

聚落創建年代

主要
宗族

主要宗族
移民來源地

1.吳姓
2.曾姓

1.漳州漳浦縣
2.新屋下埔村

新豐鄉
頂樹林仔 約200餘年前
坡頭村

張姓

泉州府同安縣金 新豐鄉
門
坡頭村

頂外湖

約200前遷自
李姓
臺北蘆洲

祖籍泉州府同安
縣

新豐鄉
埔和村

後湖子

約250餘年前

李姓

泉州府同安縣金 新豐鄉
門
埔和村

後湖子

1736年

鄭姓

惠州府陸豐縣大
安墟本圍內

新豐鄉
埔和村

埔頂

約250餘年前

李姓

泉州府同安縣

新豐鄉
埔和村

埔頭

不詳

李姓

泉州府同安縣

新豐鄉
坡頭村

後厝子

約200餘年前

李姓

泉州府同安縣

新豐鄉
坡頭村

李厝

不詳

李姓

泉州府同安縣

新豐鄉
坡頭村

陂仔頭

1.1785年前後
2.不詳

1.朱姓
2.史姓

1.同安縣金門
2.同安縣金門

新豐鄉 水沖隙(崁
約80年前後
新豐村 仔腳)

許姓

新豐村大庄許姓
所分出

新豐鄉
新豐村

大庄

約80年前

許姓

同安縣金門

新豐鄉
新豐村

翁厝

約200年前後

翁姓

同安縣金門

新豐鄉
新豐村

漳浦厝

1773年

陳姓

漳州漳浦縣

新豐鄉
新豐村

下底厝

約200年前後

陳姓

同安縣金門

新豐鄉
新豐村

下罟寮

約1800年前後 許姓

同安縣金門

新豐鄉
新豐村

崁仔腳

約200年前後

1.許、
1.同安縣金門
陳姓
2.同安縣
2.吳姓

約100年前後
新豐鄉
公館崎腳 ( 屈 指 狀 潟 湖 雜姓
新豐村
區)

來自鄰近村莊閩 新豐鄉
南籍居民
鳳坑村

姜厝

1737年

姜姓

惠州府陸豐縣大
安墟鹽墩村

新豐鄉
鳳坑村

林仔尾

略晚於姜厝

姜姓

姜厝分出

新豐鄉
鳳坑村

田厝

1771-1772年
田姓
間

惠州府海豐縣(
今汕尾市區)東
涌鎮東北村

新豐鄉
鳳坑村

沙崙內

1810年前後

田姓

田厝分出

1.1815年
新豐鄉 頂鳳鼻尾
2.不詳
鳳坑村 (頂庄)
3.不詳

1.黃姓
2.陳姓
3.許姓

1.同安縣
2.同安縣金門
3.同安縣

新豐鄉
鳳坑村

罟寮仔

1. 約1800年年
1.戴姓
前後
2.彭姓
2. 不詳

1.泉州惠安縣
2.泉州惠安縣

新豐鄉 下鳳鼻尾 1.1815年
鳳坑村 (下庄) 2.不詳

1.邵姓
2.鄭姓

1.同安縣
2.惠安縣

竹北市
尚義里

羊寮港

約1765年前後 蘇姓

泉州惠安縣

竹北市
尚義里

山腳

1733年

郭(郭奕
泉州惠安縣
榮請墾)

竹北市
尚義里

下山邊

1733年

1.楊姓
2.吳姓

1.祖籍同安
2.福佬客

竹北市
尚義里

頂山邊

1733年

吳

竹北市
尚義里

外湖

不詳

紀、曾
竹北市
曾：泉州同安縣
兩戶
尚義里

竹北市
尚義里

田心仔

約1770年前後

曾姓(曾
泉州同安縣
廷派下)

竹北市
崇義里

拔仔窟

1732年

1.黃、
1.泉州同安縣
林姓
2.泉州惠安縣
2.鄭姓

竹北市
崇義里

竹圍仔

1731年

曾姓(曾
肇 珠 派 泉州同安縣
下)

竹北市
崇義里

崁仔腳

1731年

1.林姓
2.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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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姓
約1765年前後 (曾廷派 泉州同安縣
下？)

竹北市
大義里

崁頭厝

曾姓
竹北市 園頂(即後
約1765年前後 (曾廷派 泉州同安縣
大義里
面)
下)

竹北市
大義里

東勢

戴姓(似
有 兩 支 泉州同安縣
以上)

竹北市
白地里

下白地
粉

約1750年前後 戴姓

竹北市
下新庄仔 不詳
新莊里

1.戴姓
2.林姓

竹北市
新港里

海仔尾

約1855前後

1.戴姓
2.陳姓

新竹市
舊港里

溪洲

約1790年

彭(煌禮
泉州同安縣馬巷 新竹市
及煌敬
彭厝
南寮里
派下)

南寮

約1790年

彭(煌丁 泉州同安縣馬巷
派下)
彭厝

新竹市
古賢里

苦苓腳

約1760年

林(林高
古賢及
泉州同安縣馬巷
庇派下)
康樂里

大店

約1760年

1.林高
1.泉州同安縣
庇派下
2.泉州同安縣
2.莊姓

併入機
下過溝仔 約1760年
場內

林(林高
併入機
泉州同安縣馬巷
庇派下)
場內

田庄

1765年

彭(彭汝 泉州同安縣馬巷
旦派下) 彭厝

新竹市
南寮里

牛埔

1770年

彭姓
吳姓

萬興

1770年

彭姓

新竹市
康樂里

槺榔

1765年

彭(彭汝 泉州同安縣馬巷 新竹市 船頭(造船
1764年以前
旦派下) 彭厝
南寮里 港？)

目前已
變 成 公 不詳
墓

新竹市
南寮里

王爺宮

約1940年前後

原 為 塚 鄰 近 村 落 ( 機 場 新竹市
墓之地 內聚落移入)
海濱里

十塊寮
(中寮)

1770年

彭姓

泉州同安縣馬巷
彭厝

海濱暨
港北里

草厝

1765年前後

彭姓

泉州同安縣馬巷 新竹市
彭厝
海濱里

蟹仔埔

1770年

彭姓

泉州同安縣馬巷
彭厝

新竹市
港北里

外湖

1.彭姓
約1845-1855
1.同安馬巷彭厝
2.陳裕
年間
2.同安縣
南派下

新竹市
港北里

北油車
港

竹北市
大義里

竹北市
新港里

崁頂

魚寮

不詳

1775年

1.魚寮戴分出
2.泉州同安縣

馬巷彭厝
泉州同安縣

新竹市
康樂里

鄭姓(與
母攜幼子遷自新 新竹市
韋氏聯
豐鄉坑仔口田厝 港南里
姻)

新竹市 海埔地
1959年以後
港南里 (內海埔)

客家
(雜姓)

楊寮村
(已廢)

楊姓(滄 泉州晉江縣東石 新竹市
岑楊氏 鎮郭岑村
虎山里

約1740年前後

1.陳姓
2.張姓

泉州同安縣
泉州同安縣

泉州同安縣
魚寮戴姓分出
泉州同安縣

泉州同安縣馬巷
彭厝

鄭厝

約1820年前後 鄭姓

同安縣馬巷

韋姓(韋
泉州府南安縣潭
新竹市 南油車港 約1755-1765 亥
能港(似在今南
港南里 (下罟寮) 年
、韋助
安市上林村)
派下)

新竹市 南油車港
1900年
港南里 (田厝)

頂洋寮

約1733年

黃 、
新竹市
約與南、北油
建機場遷村，僅
雙瓣竹圍
洪、許
港北里
車港同時
餘土地公廟
等姓

陳(主為
泉州南安縣潁川 新竹市
陳世發
庄
港北里
派下

1.黃姓
(黃宅縣
新竹市 南油車港 約1710-1730 派下)
1.同安縣金門
港南里 (頂罟寮) 年
2 . 陳 姓 2.同安縣金門鎮
(陳家誌
派下)

曾姓(曾
約1765年前後 廷 派 泉州同安縣
下？)

海口

約1780年前後 王姓

桃竹苗內山客家 新竹市 海埔地
1967年以後
地區
港南里 (外海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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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920年

雜姓

泉州同安縣金門

不詳

楊姓(滄 鄰村滄岑楊氏所
岑楊氏 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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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寮村(
下洋寮
已廢)

約1772年

楊姓(滄 泉州晉江縣東石 楊寮村
岑楊氏 鎮郭岑村
(已廢)

瓦厝

約1772年

楊姓(滄 泉州晉江縣東石
岑楊氏 鎮郭岑村

約1740年前後

楊姓(滄 泉州晉江縣東石 新竹市
岑楊氏 鎮郭岑村
虎山里

中庄

約1740年前後

楊姓(滄 泉州晉江縣東石
岑楊氏 鎮郭岑村

虎仔山

約1740年前後

楊姓(滄 泉州晉江縣東石
岑楊氏 鎮郭岑村

新竹市
新雅里

(下)
沙崙

新竹市
虎林里

小南勢

約1740年前後 陳姓

新竹市
樹下里

樹仔腳

約1740年前後

楊姓(滄 泉州晉江東石鎮 新竹市
岑楊氏 郭岑村
虎山里

陳厝

新竹市
浸水里

溝仔底

約1772年前後

楊姓(滄 泉州晉江縣東石 新竹市
岑楊氏 鎮郭岑村
虎林里

拔仔林

新竹市
浸水里

浸水

約1740年前後

楊姓(滄 泉州晉江縣東石 新竹市
下厝(角) 約1772年
岑楊氏 鎮郭岑村
香山里

新竹市
大庄里

北寮角

約1772年前後 雜姓

不詳

新竹市
大庄里

新竹市
大庄里

廍仔

約1850年以後 呂姓

祖籍晉江

新竹市 萬厝(蔗 約1850-1860
萬姓
大庄里
廍)
年間

嘉義縣朴子(祖
籍晉江)

新竹市
香山里

頂竹圍
仔

約1790年前後 陳姓

泉州晉江縣

新竹市
香山里

三姓橋

約1904年以後 雜姓

不詳

新竹市
香山里

吳厝圍

約1790年前後 吳姓

泉州晉江縣

新竹市
香山里

後壁厝

約1790年前後 張姓

泉州晉江縣

新竹市
美山里

草納
(草漯)

約1806年前後 王姓

泉州惠安縣

新竹市
美山里

香山塘
(飯店)

約1772年前後 雜姓

不詳

新竹市 香山塘
約1772年前後 雜姓
美山里 (香山塘)

不詳

新竹市
朝山里

頂寮

約1780年前後 王姓

分別來自晉江及
惠安縣

新竹市
朝山里

下寮

約1772年前後

王姓
林姓

林姓：晉江縣
香山區
王：晉江暨惠安 朝山里

新竹市
海山里

汫水港

約1772年前後

林姓稍
不詳
多

新竹市
虎山里

泉州晉江縣

新竹市 鹽水港
陳姓稍
約1772年前後
泉州府晉江縣
鹽水里 (米粉寮)
多

宮口

網罟寮

新竹市
海山里

香山

新竹市
海山里

海山罟

約1961-1964
陳姓
年左右
約1740年前後

楊姓(滄 泉州晉江縣東石
岑楊氏 鎮郭岑村
張姓

泉州晉江縣

約1800年前後 蔡姓

泉州晉江縣

1.林、
1.同安縣
約1880年前後 鄭姓
2.惠安縣
2.陳
約1772年前後 蔡姓
約1772年前後

內湖

約1790年

新竹市
南港里

海口

林姓(林
約1815-1825
大 目 派 泉州惠安縣
年間
下)

新竹市
南港里

陳厝

約1910年

雜姓

陳姓

不詳

同安縣

朱、黃
泉州惠安縣居多
姓稍多

新竹市 鹽水港
林 、 柯 泉州惠安縣頭北 新竹市 灰窯(北草 約1815-1825
約1772年前後
王姓
鹽水里 (尾槳寮)
姓
(今泉港區)
鹽水里
厝)
年間
新竹市
內湖里

機場內聚落移入

泉州府惠安縣

新竹市
內湖里

竹圍子

1.鄭姓
1.泉州府惠安縣
約1870年前後 2 . 客 家
2.不詳
人

新竹市
南港里

北汕尾

1880年以前

彰化縣芳苑鄉王 新竹市
功(祖籍同安)
南港里

蚵寮

雜姓

不詳

約1815-1825 林姓(林
泉州府惠安縣
年間
潘派下)

資料來源：田野訪查記錄；相關（家）族譜及墓碑文、《臺灣大租調查書》、《臺灣私法物權篇》（以
上見：徵引文獻）；莊英章，《家族與婚姻—台灣北部兩個閩客村落之研究》（臺北：中央
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94），頁 20-21；見：註 40；見：註 28，頁 91-94；見：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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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族聚居的血緣性特徵
新豐區來自金門的許姓優佔且相鄰的自然聚落至少有 4 個（與羊寮溪對岸的桃園
新屋蚵殼港許姓連成一氣），李姓優佔的相鄰自然聚落有 6 個；鳳岡區曾姓優佔的聚
落至少有 7 個，戴姓優佔的聚落有 4 個；南寮區來自同安馬巷彭厝彭氏優佔的聚落至
少有 10 個，香山區楊姓優佔的聚落至有 11 個，這種情況符合研究區居民對這五大望
族的稱呼：紅毛港許、崁頂曾、魚寮戴、槺榔彭、虎仔山楊。其次，如南寮區的油車
港（港北與港南里）5 支陳姓，雖比鄰而居，卻分別來自馬巷、金門、同安（非前兩
者）及南安等地。傳統聚落的血緣性色彩濃厚，也是本區區域發展的一大特色。

(七) 機場的興建及擴建對周邊地區地理景觀的影響
機場於中日戰爭期間的 1938 年興建，並於 1951 年、1953 年、1958 年、1961
年、1964 年及 1968 年多次擴建，加上其本身所佔的面積相當廣大（約 481.7164
甲），81 而南寮區本身即富有特殊的人文景觀：包含村廟發達以及其傳統的農漁社會
經濟型態的的維生方式等等，因此機場好比一個人文生態體系在短時間內受到外力侵
入，對於當地的人文生態所造成的影響，不容忽視，機場的興建及擴建影響的層面至
少可列舉以下數端82：
1. 機場興建與擴建使周邊地區廟宇及民間信仰之祭祀圈發生重組。
2. 機場興建與擴建使周邊地區的聚落發展的影響。
3. 機場興建與擴建對南寮區的都市化發展產生隔離作用。
4. 機場興建與擴建影響南寮區農地水田化。
5. 機場興建與擴建加速沿海地區海埔地的開發進程。

81

同註 63。

82

見：註 63。由於這部分篇幅過於龐大，本處僅大略呈現其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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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940年代-1966年代間沿海浮復地急速陸化成為海埔新生地
1. 鹽埕埔的陸化
鹽埕埔是當地南寮區居民對油車港鹽場所在地的潟湖區稱呼，（鹽埕埔位置請
參圖 1），油車港鹽場是清代中後期至日治前半期，北臺灣最重要的鹽場。《淡水廳
志》上的記載可知，同治初年新竹海鹽的產量已達 2 萬餘石，有相當的規模：83
府志云：淡水無鹽埕」。近如廳西南五里許之虎仔山，民自試煎曬，年可得鹽
二萬餘石。同治六年，臺灣道吳大廷議歸官辦；因曬本有限，銷路未暢，遂為
竹塹館之累。…近如中港、後壟各地熟番，亦有挑沙瀝鹵自煮，官不徵課，蓋
社番歸化時，曾奏准聽其煮海自食也。至私販之弊，各港口有之。其甚者，雞
籠、香山二口，奸船以鹽來，復私易煤炭、樟栳、米穀而去，頗為難治。
《新竹縣志初稿》：
……近來廳西南五里許之虎仔山莊，民自試煎曬，年得鹽二萬餘石．同治六
年，臺灣道吳大廷議歸官辦，以虎仔山為南廠、油車港為北廠；此外，又有十
塊寮，合計三處曬場．民自建造鹽埕開曬，歸課發售。……。84
油車港鹽場獨特的曬鹽方式稱為「淋滷式鹽灘」（乙種鹽田），與西南部的「曬
滷式鹽灘」（甲種鹽田）極不相同，簡而言之，其曬鹽法是曬海沙而非曬海水。淋滷
式曬鹽法為臺灣古曬鹽法，依據盧嘉興的說法係源自臺灣南部土著，明鄭以前即有
之85。
油車港鹽場於日治時期為辜顯榮家族所有，後改制為「大和拓殖株式會社」，在
日治末期至光復初期，為臺灣僅存的淋滷式鹽灘86,87。油車港鹽場的面積（1902-1923
83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國防研究院暨中華學術院，1968年重印），頁104-105。

84

同註 31，頁 82。

85

盧嘉興，〈光復以前臺灣鹽灘的擴建〉，《鹽務月刊》（臺北：鹽務月刊社）第 3 期（1968）：頁 31-38。

86

同註 85。

87

見：註 32，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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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除 1903 年達到高峰，1920 年跌至谷底外，多維持在 100 甲上下，年間的變異不
大。但年間產量變異頗大，可見曬鹽受到氣候與地形的影響極大，這項產業有著相當
的不穩定性。隨著沿海的陸化，日治末期僅分布於本區，稱為「油車港鹽場」。光復
初期仍有零星民間私曬的自給式的鹽業，已是強弩之末。
鹽埕埔的陸化是 1940-1966 年間研究區浮復地急速陸化的先聲。油車港鹽場在日
治至戰後初期間轉化為水田，土地所有權仍歸鹿港辜家所屬的大和株式會社所有，直
到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實施後，這些水田所有權轉移到在地農民手中。

2. 二次大戰前民間圍墾的海埔地
戰前除了鹿港辜家大規模圍墾鹽埕埔外，也有民間人士投入海埔地開發行列，大
正 2 年（1913）有曾維新者開發南寮區海口聚落西南側（參：圖 1）約 15 甲土地；
約 1936 年前後，本庄（海口）人楊堅墾殖海口西側約 3 甲土地；日人山本氏於 1940
年前後拓墾五層坅汕北端之地（見：圖 1）約 10 甲土地。88

3. 楊寮圍墾試驗區的開發
新竹海埔地係由 1957 年 5 月開始調查規劃工作，1958 年在楊寮村（楊寮村在
1963 廢村）附近海埔地（今海巡署楊寮營區西側），與農民合作，實地圍堤開墾，
造成一小試驗區，面積 1.5 公頃，圍墾費用 30,000 元，1959 年 1 月完成，名「楊
寮圍墾試驗區」，同年底已穫兩期水稻試驗成果，此為新竹海埔地之圍墾工作的開
端。89

4. 新竹海埔地實驗區的開發
鑑於「楊寮圍墾試驗區」圍墾的成功，退輔會的大規模海埔地圍墾工作始於
1959 年 6 月，設立「新竹海埔地第一實驗區」，面積 83 公頃，1960 年 7 月完成，90
相當於今港南里客雅溪以北，港北溝以南，金城橋以東、西濱公路以西的範圍。這次

88

本段內容由作者與曾敏雄共同調查，詳細內容見：曾敏雄、張玉怡（2007）《竹塹西岸話港南)》
（新竹：新竹市香山區港南社區發展協會，2007），頁 24-25。

89

張劭曾，〈臺灣海埔地之經濟建設目標〉，《臺灣之海埔經濟（第一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
室，1966a），頁 46。

90

同註 89，頁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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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圍墾時機巧合，使得新竹海埔地所在的港南村（今港南里）在 1959 年的八七水災
時，因「實驗區」所加築海堤阻擋了海水倒灌，免於全村滅頂的危機，當地村民至今
感念不忘。這樣的歷程，使得當地居民樂於協助與提供圍墾經驗，化解許多無形的阻
力，此後海埔地開墾工作更為順利。退輔會為了紀念這次的海埔地圍墾順利，在當地
設立了「水土平成」碑（目前矗立於港南里海埔路上）作為鎮水象徵，並興建「新竹
海埔地實驗區工作站」以為管理基地。91

5.新竹海埔地北區的開發
鑑於「新竹海埔地實驗區」圍墾的成功，退輔會於 1961 年著手規劃圍墾「第二
實驗區」（後稱「新竹海埔地北區」），1967 年初完工，相當於今港南里金城橋以西
至海，客雅溪河口北岸（金城湖），垃圾焚化爐以南的範圍的範圍，面積約 265 公
頃。 92,93 這兩次的圍墾主要動用軍人，在圍墾過程犧牲不少軍人，金城湖海堤上的
「王金城先生殉職紀念碑」，即為紀念殉職的軍人王金城先生94（常被誤解為與主持
開發海埔地之金城教授為同一人95）。「中區」、「中南區」及「南區」（均位於今香
91

為了紀念開墾新竹海埔地有功的臺大農工系金城教授，在「新竹海埔地實驗區工作站」旁規劃「金城
公園」，幾經時代變遷，在退輔會縮編撤出「新竹農場」之後，經港南里里民爭取在原址興建里民活
動中心，2003 年開始規劃動工，目前已經完工。

92

同註 89，頁 47。

93

李蔍苹，〈新竹海埔地自然地理因素與土地利用的影響〉，《臺灣大學地理系學報》第 7 期（1980），頁
115。

94

〈王金城先生殉職紀念碑〉碑文抄錄如下：「王君金城傳略：王君金城民國十二年二月三日生於福建
莆田，家□業農務，幼年失怙，秉性敦厚忠誠。及長參加抗日行列，以勇敢稱職。勝利後，卸甲還鄉
復事耕鑿。三十八年共匪竊據大陸，隨軍來臺。四十年元月起參加軍工，協建工作臺南鹽行溪堤防，
高雄半屏山鐵路改道，臺北永和堤防，蘭陽三星二號堤防諸工程，無役不與。五十二年五月從事脩築
新竹海埔地北區防潮堤，於是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十分封堵潮口，至君在潮溝運送沙包，以潮流湍，
急風浪洶湧，洪勢甚危殆，王君仍奮不顧身與巨浪搏鬥，力竭竟以身殉，雖經多方營救終無及。爰念
其勇於負責，以死勤事之，資矜式爰立碑，以示來業。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立

中華民

國五十二年十二月」（標點符號為作者所加）
95

新竹市港南里活動中心暨金城紀念園之〈金城先生紀念碑〉文：「民國五十二年冬國立臺灣大學農業
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金城先生奉派參加非洲農業考察團，於是年十二月赴多哥國首都洛梅至達拔哥，
途中以覆車殉職，國人盡焉傷之。先生前於講學之外，盡瘁於農業工程與水利，而於新竹海埔地之開
發為力尤勛。先是本會為闢地增產並利榮民，計自四十六年夏即從事新竹海埔地開發實驗區之創設，
聘先生負責研究計畫。凡新生地三勘測防潮堤之修築，作物之試植，先生均悉心擘劃，事必躬親，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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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濕地的範圍）則未按計畫圍墾。
從光復初期陸化的「鹽埕埔」鹽田區水田面積約 40 公頃土地，20 年間港南沿海
合計圍墾的海埔地面積超過 400 公頃（相當於三重市一半的面積）。至今這個廣袤
開闊的新竹海埔地，除作為農田與魚塭使用外，也成為新竹地區居民的休閒及遊憩場
所，也因為人煙稀少，成為候鳥及留鳥聚居的野鳥活動區，是臺灣西部重要的賞鳥勝
地之一。

三、地理環境交織影響所形塑的區域特色
(一) 西臨潟湖、東接平原或臺地是有利於區域發展的人文生態區位
1. 洲潟生態區是有利的人文生態區位
潟湖區咸被生態學者認為是生物量（biomass）十分豐富的地區96，這樣的生態環
境特質將回饋到當地居民的維生方式上。研究區過去的自然環境基本構造，是由東到
西是一連串的濱外沙洲或沙嘴與其所圍成的洲潟生態區。潟湖區內從事漁撈作業又遠
比外海安全，面對這樣的生態環境結構，除了提供了絕佳的副食品與足夠的動物蛋白
質外，也帶給本區居民取之不竭的財富。潟湖區的優良漁場，充分發揮其地盡其利的
作用。研究者以自家的情況作為樣本來估算，在 1950-70 年代間，沿岸漁業的年收入
約佔全年總收入的 1/3 以上。

2. 西臨潟湖、東接平原或臺地是向海或向陸發展兩相宜的生活空間
基於靠海吃海的維生法則，海洋資源豐富，大海在維持生計上，如南寮區從事曬
鹽、香山區的水產養殖、四個區域均發展傳統沿岸漁業—牽罟（四區均有帶罟寮字眼
的地名）、近海漁業，南寮區漁港口條件較佳，日治時期已有遠洋漁業及海外貿易等

雨櫛風，辛勤備至。每遇颱風突發，督工搶救，下憚艱危，以是該實驗區得迅速完成，嘉惠榮民，裨
利國計，厥功懋焉。茲以堤慶安瀾，田喜豐慶。悼斯人之下作懼往績之或湮，爰泐貞岷，用垂不朽。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
96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八月

穀旦」（標點符號為作者所加）

JR, G.. Tyler Miller, “Environmental Science”, 10th ed. (Toronto Thomson Learning, Inc.Press, 2004),
pp.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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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性的維生方式，有吸收農村過剩勞力的海綿作用，可吸納因子孫繁衍所造成農村
勞力過剩帶來的土地贍養壓力。尤其牽罟是一種包容性很強的漁撈活動，「偎 (ua) 索
可分魚」，參與者人人有份，而且一般的參與者並不需具備任何特殊技術與設備即可
從事，非屬漁民的「當地人」仍然有機會參與，可多少貼補家用。
向陸的生活方式則進行土地拓墾、開發水利設施，發展水、旱田農業經濟。而有
土斯有財，農業活動也是多元的如：圈養豬、禽，種植雜糧、蔬菜、水果，除提供自
家生活所需外，剩餘的可以賣到都市，以換取現金及購買生活所需用品。
而向海與向陸的維生方式並非互斥的，「晴耕雨罟」也使得年中勞力可獲得較充
分的利用，可增加家庭收入。據研究者長期的訪查發現：在進入現代社會以前，就各
區域而言，鳳岡及南寮兩區的居民的經濟生活至少處於溫飽的階段，絕少出現貧無立
椎的窘況；從田野訪查可知，新豐及香山兩區，則日治時期至二次大戰後的最初20年
間，在維生上仍是相當的艱辛。此外，由於食物來源的多元性，97 可推想：在傳統社
會裡，居民的營養及體格狀況，想必也是優於其它內陸地區的農民。

3. 西臨潟湖、東接平原或臺地有利於聚落與宗族穩定發展
研究者訪談新豐區鳳坑村田厝耆老時，耆老描述當初開基祖先為何選在本地開
基的理由，提出了：「背後有山丘可砍材煮飯，門口有平地可耕田，前面有大海可
捕魚」一種十分合乎人文生態法則的聚落選址考量。前臨潟湖後接平原或臺地的區位
條件，有充裕的邊際土地，隨農業條件的改善可供開墾，易於形成單姓聚落。尤其是
南寮區內廣大古潟湖區的陸化，使得當地居民的陸域生活空間不斷地擴張。土地贍養
力的提昇與沿海的不斷陸化，扺消本地宗族因丁口繁衍所造成的土地贍養壓力，促使
這些宗族相對地穩定發展下來，這些自然區位特質有利於開基拓墾者發展出血緣性聚
落，形成研究區一個個的單姓聚落。98

97

農村餘糧所圈養的畜、禽多半賣到市集，用於換取現金或生活用品，農民通常不捨得用以作日常食
物，沿海地區則因有容易取得且低價的海產食物，動物蛋白質的來源可依靠海產食物。

98

韋煙灶、張智欽（2004）針對新竹市南寮地區 17 個傳統聚落的血緣性調查發現：17 個自然村中，一
姓村與主姓村各半，沒有雜姓村，而主姓村中前兩大姓加起來的百分比大多超過 50% 了。各自然村
的姓氏結構相對單純。……。因此，本區聚落的血緣特徵相當顯著。見：註65，頁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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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復地陸化的過程同時使得沿海聚落及農田所在的生活環境改善，離海較遠，風
害、鹽害、海水倒灌的威脅自會減輕，這種現象以南寮區最顯著。

(二) 農業生態環境持續改善，逐次提高農地土地贍養力
1. 灌溉設施興築促使農地的水田化及發展近郊農業
新豐區由於是臺地地形，早期所發展的埤塘灌溉，灌溉水源不足的窘境，應是本
區農業發展的一大障礙，加上潟湖區陸化的土地有限，是故在日治時期居民成批前往
阿里山充當伐木工人，99 1966 年以後石門水庫完工，新建的光復圳送來源源不絕的水
源，農業環境才得以大幅改觀，原有的小型埤塘整併為大型埤塘，農地水田化，生產
力提高。
鳳岡、南寮及香山三區的灌溉水源，可說相當依賴頭前溪與鳳山溪兩溪，其他河
川所能提供的灌溉能量有限，如汀甫圳（見：圖 2）最遠可灌溉至鹽水港即是明顯的
例證。本區的農地最初僅有隆恩圳（含支圳）、猫兒錠圳、澎湖窟埤（澎湖圳）、泉
興圳（汀甫圳之前身）。沿海地區屬於「水尾」的邊陲特性是無需質疑的。從乾隆中
葉至咸豐年間百年餘，研究區無大規模的水圳開發，日治時期也僅再整修汀甫圳，其
間說明在使用地下水灌溉之前，研究區能開闢的水源已發揮到極限。但由於新竹平原
（用水區）的面積相較於供水河川源流區（供水區），是小了許多，加上河谷平原第
一期水稻插秧時序上下游錯開，使得研究區雖已位居相當的「水尾」地段，然而，除
非是在大旱年才有斷水之虞，灌溉水源雖不能令人滿意，也應算是差強人意了。
1960 年以後，地下水灌溉設施的普及，由於本區淺層地下水位十分接近地面，
灌溉效能特佳，農民選擇作物的自主性大幅提高，蔬菜成為研究區普遍種植的高經濟
價值的作物，也大幅提高農民的收入，進而發展成以種植蔬菜為主的所謂「近郊農
業」。

2. 防洪與排水設施的投入減輕洪水災害，促進河川引水的灌溉效能
新豐區受惠於臺地地形區因而少有水災發生，只有沿海一帶由於海水倒灌曾稍許

99

整理自新豐鄉戶政事務所 1946 年底的「戶口調查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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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淹水；香山區沿海平原的坡度較陡，無大河流貫，又有海灣可蓄洪，也很少發生
淹水。鳳岡及南寮區內具有改變河性的現代化防洪工程，如堤防與護岸等，大抵起於
光緒初年。光緒 2 年（1876）頭前溪芎林與竹東一帶所興建的堤防是對本區有影響最
早之現代化防洪設施。100 日治中期官方投入大量的經費著手改善頭前溪排水設施，
大正 8 年（1919）開始興建堤防、護岸。101,102 此後，頭前溪因中游束堤改變原來頭
前溪網流的河性103，後壁溪、豆仔埔溪、新社溪、金門厝溪等原來屬於頭前溪網流上
的分流，成為斷頭河，有的上游段一變為水圳的取水口，下游段則成為排水溝，相當
程度的減輕了新竹平原的洪泛災害。
南寮區沿海的排水問題則一直要等到 1959 年「海埔地實驗區」開發之後，海埔
新生地可作為洪水緩衝區，原本沿海的傳統聚落及農地的洪泛問題，才獲得較為妥善
的解決。
頭前溪之束堤工程的完成，使河水流路集中，此時設置攔河堰的技術也已經不成
問題，使得進入各水圳取水口的水量大增，導致沿海地區農地新一波的水田化革命。
由於沿海地區的灌溉水源大增，有充足的水源來洗鹽，解決海埔地開發土壤鹽化的問
題；加上機場興建，原本用於機場內水田的灌溉水源得以釋出104，提供更下游的地區
使用；戰後初期的 20 年間新竹農田水利會大力將灌區內的水圳水泥化，水圳漏水的
問題也得到大幅度的改善。105 故本研究推斷：灌溉水源的解決是南寮區在 1940-1967
年間，海埔地得以急速擴展的主因。

100

張勤，《重修臺灣省通志 • 卷四經濟志：水利篇（第一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166。

101

同註 100，頁 443。

102

張谷誠編，《新竹叢誌》（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再版），頁 363。

103

網流是指呈辮狀交織河道，通常發生於坡度稍陡且土石含量較多之行水區中，頭前溪下游平原符合這
樣的自然區位條件。

104

按：機場內的範圍在臺灣堡圖上的農業土地利用均為水田符號，表示這個區域在清末—日治初期農地
已經水田化。參：台灣臨時土地調查局，《台灣堡圖》（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圖幅：75 新
竹。

105

吳聲淼，《臺灣省新竹農田水利會誌》（新竹：新竹農田水利會，1996），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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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岸防風林的養成屏障臨海聚落並提高土地贍養力
海岸防風林具有防風及阻鹽、調節氣候、降低蒸發量、促進稻作生長增加收
穫、106 防沙定止海岸線，保護聚落及人員，並營造海岸地帶生態環境等功能，107 一
旦此一生態穩定之後，防風林在農業上的功能就發揮了。
本區內的海岸防風林大半養成於日治中期，108 而且多栽植木麻黃於沙丘之上。
戰後退輔會在新墾的海埔地，有計畫地按農地坵塊栽植耕地防風林，略呈東西向，海
岸防風林主要設於海灘及溪口，其分布空間型態與海岸線相符，飛砂防止林則分布於
海堤外、高潮線上端，以木麻黃、林投及黃槿為主。新豐、鳳岡與南寮區，內外有兩
道沙丘皆栽植防風林，避風、避鹽效果最佳；香山地區大部份聚落貼近海岸線，在缺
乏足夠縱深可栽植海岸防風林的情況下，泰半為居民所自行栽植，多為黃槿、木麻
黃、林投、苦苓與竹子等，栽植於宅第四周及田埂上，多東西走向。

(三) 展現多元維生方式的區域經濟特色
面對潟湖、海域，除了可提供豐富且多樣的水產食物外，又有鹽場產鹽，農村除
了稻米外，可提供雜糧、疏菜、肉類。在食的方面各家透過自家生產、採集與交換，
達到相當程度自給自足，也可生產些許的手工業品銷往核心區販賣，補貼家用。就整
體而言，本區居民的維生方式，大抵是以農漁為主的社會經濟型態。自清代至1960年
為止，其發展的方向，有由漁業為主或農漁並重，漸漸轉變成農業為主漁業為副的
106

本處以林夢輝（1997）所寫之〈防風林對北部沿海農作物的重要性〉一文為例說明之：(1) 9-11 月之
東北季風其風速超過 3.5m/sec 時，將導致水稻減產，且稻米碾製後之完整米率降低，入口品質為黏性
低且較硬。(2) 在防風林高度的 1-4 倍距離內的平均風力較同時間無防風林之處，其平均風速可降低
25-75%，而前者水稻收穫量比後者高出 25.2-85.6%。超過防風林高度的4倍距離以上，則距離愈遠風
害愈大，減產量愈大。(3) 防風林在第一期稻作時，對防風林下的水稻有遮蔽作用，阻礙水稻生育，
故必須在第一期稻作季風停止（4 月中旬），後進行防風林之剪修工作。見：林夢輝，〈防風林對北
部沿海農作物的重要性〉，《桃園區農業專訊》第 21 期（1997），頁 17-18。

107

郭寶章，〈臺灣之防風林及其功效〉，《臺灣銀行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1963），頁 188-216。

108

永山止米郎於昭和 2 年（1928）任新竹州知事，任內於轄內沿海遍植木麻黃，做為防風林。又記載
新竹州沿海 115 公里計畫造成海岸防潮林（昭和 6 年完成），參：黃旺成主修，郭輝總纂，《新竹縣
志》〈大事記〉（新竹：新竹縣政府，1957），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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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簡而言之，本區在成為工商業社會以前，居民的維生方式基本上是一個以農為
主、漁、鹽為副，小康的社會經濟型態。109
新竹平原區（鳳岡、南寮及香山三次區域）距核心區竹塹城，近則僅約4公里，
最遠的不過 10 餘公里，居民往來方便，且清代有竹塹港與香山港兩個通商口岸，
農、漁、鹽產品的集散產銷皆不成問題。對於居民的維生方式與區域經濟發展方向，
同時可選擇農、漁、鹽、工、商。在成為工商業社會以前，本區是一個具有多元維生
方式選擇的人文生態環境。這樣的人文生態環境提供區域穩定發展的有利基礎。
新豐區的區域經濟發展的多元性就不及新竹平原區了，除了旱作農業及漁業的維
生方式外，缺乏鹽業，相對於核心區距離較遠。農業發展條件則是「地高而燥，絕少
水源。農人隨地築陂，周廣數甲或十數甲者，所在皆有。然皆賴天時降雨，雖有陂之
名而未可恃陂為用」110。文獻中提到的紅毛港的港口條件：
紅毛港在紅毛溪口，古昔為屈指港灣，有荷蘭人鄭氏等時，寄船舶口碑。然於
今，港口，土沙塞，水淺淤，不為繫泊用。111
環淡皆海，礁砂沿邊如星羅碁布，匪船多不敢近邇。惟雞籠一口，匪艇最
多。……其餘如南嵌港、許厝港、紅毛港，皆砂石相錯，大船難近。遇風沖
礁，雖極堅洋船必破。至滬尾港、竹塹舊港、香山港，皆港門一線，大船雖可
出入，必須乘潮遙立望燈，小舟帶引，方可出入，否則有淺涸之患。112
清代的紅毛港，看似有較避風的屈指港灣，卻搭配使堅洋船必破的「砂石相錯」113，
如何也算不得是優良的港灣，因此無論就文獻檢索或現地訪查，均無法找到任何的港
市遺跡。
109

同註28，頁89。

110

同註 59，頁 162。

111

同註 37，頁 22。

112

同註 30，頁 19。

113

南崁、許厝港及紅毛港所在，均屬於紅土臺地礫石層的地質區，上覆的紅土層約 2-5 米，以下為數十
米的礫石層。紅土臺地礫石層向海延伸，紅土層浸水化去，剩餘的礫石層露水面上、下，形成礫灘，
因而阻礙大船的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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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新竹平原區，從拓墾之初以來的區域經濟，就一直缺乏較佳的農業發展條件
與具規模的港口貿易機能支持，在傳統農業社會時代裡，其區域經濟的發展狀況也就
一直遜於新竹平原區了。

(四) 結語：人與地的良性互動下，提供區域穩定發展的基礎
1. 一個具有和諧社群關係的地域
研究者在長期的田野調查及日常生活中，從未聽聞這個地區在清代至日治期
間，有「拼庄」的相關俚語的口碑傳說，也找不到分類械鬥所遺留下的遺址。施添
福（1987）彙整相關史料，羅列 1787~1860 年間竹塹地區的 29 次分類械鬥，其中僅
有發生在道光 13 年（1833），這一次提到可能與新竹平原區有關「塹南：竹塹、中
港」械鬥類型為閩粵械鬥。114 鳳岡、南寮兩區在清代是純閩區，閩粵械鬥應是可以
排除的，且同籍聚居的情況很普遍，閩南籍分縣及分府的摩擦就相對少了。新豐區則
有精明的在地業主及半福佬客的緩衝。故整個研究區在有清一代是一個能夠長期維持
社會秩序的區域。
施添福（1989）論及萃豐庄之所以能夠長期維持社會秩序的安定，至少受兩項因
素的影響：其一、萃豐庄擁有一個相當融洽的領導階層；其二、萃豐庄擁有一個強而
有力的粵籍在地地主。115 研究者認為應當再加上半福佬客的粵籍身份及語言所扮演
緩衝族群衝突的角色，如此更能周延的解釋新豐區和諧的社群關係。
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研究區之所以能夠長期維持社會秩序的安定，與相近
的祖籍地與相似的母語帶來共通的地域意識；其次，竹塹隆恩業戶帶有濃厚的官方
色彩，土地開發的所有權終須歸隆恩業戶所有，從前述「張合顯與楊姓爭訟之事」與
「洋藔原浮復塚埔開墾之事」，隆恩業戶的仲裁均是將所收租金用於慈善公益事業
上；而在隆恩業戶的壓制下，研究區即使能發展許多跨行政村的大宗族，但卻未出現
稱霸一方的「豪族」，這些人文地理特質的交互影響下，使得研究區得以一直維持較
為和諧的社群關係。
114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族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臺灣師大地理系，1987），頁 72-73。

115

同註 41，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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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和諧的社群關係在清代那個自求多福的時代裡，當有助發揮抵禦外侮、急難
救助及扶貧濟弱等功能，以維持各宗族及聚落的穩定發展。

2. 看似邊陲卻充滿發展潛力的自然區位
研究區開發之初具有：雨量少、蒸發量大、風沙大、灌溉水源末端、海水鹽漬、
土壤及地下水含鹽量高等不利於農業發展的自然特質，看似位於傳統農業生態的邊陲
地帶，因此趕走了許多「先驅拓墾者」。但是留下來奮鬥的「開基拓墾者」則充分利
用「人對環境的主動適應」以調和人地間的矛盾，如：將聚落選址於沙丘或河岸自然
堤（levees）高地上，避開洪水；栽植防風林阻滯凜冽的東北季風；利用水位接近地
面的淺層地下水來灌溉，本區農業對環境變動的適應力反而比內陸地區要來得強，也
得以發展近郊農業；定居在前鄰潟湖、東靠平原的自然區位，發揮兼具農、鹽、漁民
於一身的性格，以維生的多樣性（diversity）來適應無法預期的天災地變（潟湖也具
有緩衝洪水的功能116）；利用以血緣及地緣關係的人際紐帶（personal ties）運作，來
發揮抵禦天然災害及急難救助的功能。

3. 一個穩定且具發展潛力的人文生態系統
陸域土地的不斷擴增，向海維生的海綿作用，避免因生存空間激烈爭奪。隆恩業
戶扮演仲裁與維持地方和諧的角色，也抑制豪族發展，避免不同社群間的弱肉強食。
相近的語言及庶民文化帶來和諧的社群關係。綜合這些因素的交互影響，使得各區域
的各聚落及宗族在拓墾以來的 200 餘年間，均得以穩定、平和的發展，進而開枝散
葉。
沿海所處的生態環境，一方面處處潛藏著自然環境惡劣的壓力，謀生艱困；另一
方面當地居民卻能運用人為力量及當地風土，逐步地改造人文生態環境，將劣勢轉變
為機會，逐漸建構出一個一個穩定、且具有多元發展潛力的人文生態環境，讓在地居
民子子孫孫，得以永續的生活在這個區域上，這就是研究區所展現異於內陸區域的人
文生態特質，獨特的區域性格。
116

潟湖水域像是一個三環陸的海灣，在發生大雨時，諸溪流水流易匯聚於灣內，因為洪水（淡水）比重
小於海水，於是外海洪水與海水形成一楔形狀之交界面，阻滯洪水於灣內，形成類似滯洪區（或稱洪
水緩衝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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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新竹沿海區域發展是臺灣西部沿海區域發展的縮影。「洲潟型海岸地形」架構
出區域基本的生態環境構造，西臨潟湖、東接平原、沿海浮復地持續陸化、位居農業
發展的風頭水尾等。這樣的生態環境，一方面處處潛藏維持生活及生計的維艱；另一
方面卻提供多元發展的潛力，是研究記自然環境的特質。新竹沿海區域發展的特質是
自然與人文環境辯證過程中人地互動結果的呈現，所展現的特質包括：多元維生方式
（農、漁、鹽、商）、海埔浮復地持續開發、居民生活空間持續擴張、土地贍養力持
續改善、傳統聚落的血緣性特徵顯著。地理區域獨立、泉州系移民高度優佔的地緣性
特徵，母語的均質高、生活方式類似、庶民文化的均質性。數百年來開墾海埔地以及
漁、鹽技術的傳承經驗，以及隆恩業戶掌控沿海土地開發權，使得本區自清代以來，
相較於臺灣其它地區，械鬥鮮少、豪族勢力不彰，是個社會相對安定且持續發展的區
域。地理特徵的突出，提供新竹沿海區域穩定發展的基礎，強烈的人地互動關係，形
塑出鮮明的區域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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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search environment shifts and region
developments in Hsinchu Coastal Region from
geographical viewpoints
Yen-Tsao Wei**
ABSTRACT
The compass of Hsinchu Coastal Region is not too large, but it can be divides
into two or four sub-regions more. The Xinfeng Region locates in the western tips of
Hukou Tableland. The sustaining styles of residents reflect the reciprocal effect of three
environmental features: table land landforms, near the sea and in outlying areas. The capacity
of land was confined in the past, and the location is isolated relatively. The Coastal Region
of Hsinchu Plai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ub-regions: Fengkang Region, Nanliao Region
and Xiangsan Region. In this study, we use the concept of “liman-type coastal” to frame
the basic natural environment structure of study area. Nanliao Region has the most typical
liman-type coastal in study area. In study area, the similarity among sub-regions is near
the sea. Owing to some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features and in the process between
man and land dialects, they make some differences in similarity in region development. In
study area, the similarly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locating in the periphery
of agricultural land-use, multi--sustaining styles in regional economic, and the blood
relationship outstanding inside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Owing to the landlords poss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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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ul control for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governance, in the status of predominance
of Quanjhou immigrants, the high homogeneity of mother tongue, and the similar cultures
among plebeians. In study area, there were few fights between groups of people to be arisen,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 were in concordance. In study area, the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Xinfeng Region include: the living spaces of habitants to be confined, infertile arable,
short in irrigation water, remote location and so on. The “Half-Hohlo-Hakka” lives around
the Xinfeng Region, and their ancestors emigrated from Guangdong. It makes remarkable
regional character for Xinfeng Region. The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Hsinchu Plain
Region include: adjoining lagoons westward and bordering plains eastward,, the polders
exploited continually, and the living spaces of inhabitants extended continually For these
reasons, compared with other regions in Taiwan, Nanliao Region was a relatively tranquil
and developing region,.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features put Hsinchu Coastal Region up
a stable basis for region developments. Deep man-land interactions mold the vivid regional
character.
Keywords: Hsinchu Coastal, liman-type coast, man-land relationship, region, sustaining
styles Emperor’s granting farmstead, Half-Hohlo-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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