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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土地篇

本 市 位 處 於 桃 園 縣（ 民 國 103 年 12

流域面積最大的一條河流，也是本市重要

月已改制為桃園市）西北方，為桃園縣隸

的河川之一。南崁溪原為古石門溪（今大

屬的 13 鄉鎮市之一。北臨新北市林口區，

漢溪）的一部分，在古石門溪尚未被襲奪

東接龜山鄉，西與大園鄉為界，南與桃園

前，即沿現今南崁溪流路出海，現在五福

市、中壢市相鄰。地勢呈東北向西南傾斜；
東北隅與林口台地、虎頭山丘陵支脈相
連，其中與林口台地相接處，土壤蘊含豐
富礦物成分的紅土，適合茶葉栽種，坑子
區一帶所生產的「蘆峰茶」頗有名氣；西
北邊海湖里瀕臨臺灣海峽，從新北市界到
南崁溪口，海岸線長約 4 公里。

宮附近還有一片石礫之地，便是當年的河
床。迨古石門溪被淡水河襲奪後，南崁溪
成為斷頭河。南崁溪流經桃園市、龜山鄉、
蘆竹市、大園鄉等 4 個行政區，於竹圍漁
港北側注入臺灣海峽。主要支流有大檜溪
（現又稱東門溪）、茄苳溪、楓樹坑溪、
坑仔溪、及大坑溪等。

本市的天然植被屬典型副熱帶氣候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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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區，多喬木與灌木。氣候變化的要素如

本篇詳述蘆竹位置、面積、人口密度

緯度、地形、季風、颱風、梅雨、寒潮等，

與地質，並述及氣候、水文、埤塘的變遷，

均直接影響蘆竹的氣候。南崁溪是桃園縣

同時分析各里地名的沿革與發展。

第一章 位置與地質
地方的所在稱為地理位置。一地的地
理位置，可以用「絕對位置」與「相對位
置」兩種方式來說明。「絕對位置」指地
方所在的地點，如經緯度，以及隨著該地
點而來的自然環境特徵，如地質、地形、
水文、土壤、氣候等；「相對位置」指地
方所處的社會關係，如在交通、城鄉、政
治、經濟等活動中的角色。地理位置對地
方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絕對位置是地方
發展的內在基礎條件，這些條件比較不會
因時間的改變而產生變化；相對位置則是

桃園區域圖
蘆竹市位置圖

地方發展的外在推動力量，這些社會關係
並非恆久不變，變化的機制則來自人群之

轄 13 鄉鎮市中第 8 名。全市地勢由東北

間，在特定的歷史過程中，長期互動所形

向西南傾斜，依照地面起伏的變化，大致

成的社會結構。

可以分為丘陵與台地兩部份，丘陵與台地
之間以西北─東南走向的南崁斷層為分

本市位於桃園縣最北端，轄區之絕對

界線。丘陵地部份位於本市的東北部，即

位置的極東點為東經 121°21'，極西點為

相當於外社、坑子、山腳、坑口、海湖、

東經 121°14'，極北點為北緯 25°07'，極

山鼻、內厝、五福、中山、福祿、長壽、

南點為北緯 24°59'。從相對位置來看，本

羊稠、吉祥等里的範圍，約占全市面積

市東接龜山鄉，西臨大園鄉，南連桃園市，

的 40%，為林口台地的一部分，因長年受

北接新北市林口區，西北部份瀕臨臺灣海

到流水的侵蝕，導致地面溝谷縱橫，地勢

峽。由於南北高速公路之南崁交流道，正

起伏不平。西南部則是平坦的農地，是桃

位於本市交通路線的輻輳地區，而鄰近的

園台地的一部分，分布於海湖、南崁、蘆

桃園國際機場，使本市成為國際航空客、

竹、大竹、埔仔等地區，約占全市面積的

貨運往來之要衝，因此本市不僅位居高

60%。市區的北境瀕臨臺灣海峽，依山臨

速公路之交通樞紐，更是國家航空門戶之

海，海岸線長度約 4 公里。

都。
根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民國 89
本市總面積為 75.5025 平方公里，約

年（2010）資料，南崁斷層，為一存疑性

占桃園縣土地總面積 6.18%，居桃園縣所

活動斷層。斷層位於林口台地和桃園台地
27

的交界，由北部竹圍附近海岸向東南延伸

壹

至龜山，全長約 14 公里。日人花井重次

土地篇

（1930）依據林口台地及桃園台地之地形
落差，認為南崁斷層為第 4 紀正斷層，即
林口台地為下盤，桃園台地為上盤。其後
學者大都同意花井的看法，但也有學者認
為斷層位於更西南方。由於南崁斷層線於
地形上為直線崖，地勢高差百餘公尺，形
似林口台地被相對的擠壓舉升。但是比對
林口台地與桃園台地的紅土層，並非原屬
於同一個地形面，而根據鑽探資料亦顯示
兩台地下大南灣層水平分布於斷層線形的
兩側，顯示地下並未有斷層存在，因此造
成此地表線性特徵的營力作用尚待進一步
調查。

桃園地勢圖

在地形方面，本市與林口台地及桃園
台地均相連。林口台地又稱坪頂台地，地
跨桃園和臺北之間，為臺北盆地西緣略成
三角形之台地，平均高度約 250 公尺，台
地地形各邊的邊界極明顯。自關渡附近，
順淡水河下流，向西南達樹林以西一線，
是台地與臺北盆地的交界線，台地高出臺
北盆地 200 公尺。台地以北，自淡水河口
到蘆竹海岸線為界，沿線為百公尺高之懸
崖。台地以西自蘆竹南方的鶯歌附近一線
為界，以 100 公尺的急坡和桃園台地相交
界。本台地高出 200-300 公尺，台地中央
的坪頂、大湖、南勢埔仔附近為殘存平面。
台地周圍溪流以此為發源地，分別流向臺
北盆地及中壢台地，注入臺北盆地者短
小，流入中壢台地者較為寬長，並由台地
中央放射流出。邊緣受劇烈沖蝕，原形破
壞，地面支離破碎且陡急，但中心部分尚
28

立體地勢圖

為平坦，其西南緣和屬桃園台地的蘆竹市

第二章 氣候與水文

差約達 100 公尺。

第一節

氣候

桃園台地乃古石門合成沖積扇的一部
份，古石門沖積扇係以石門附近為頂點，

本市居臺灣北部，位於北緯 24°59' 至

向北方海岸展開之古淡水河等數條順向

25°07' 之間，為副熱帶季風氣候區。年雨

河所共同沖積形成的一大沖積扇。在該沖

量 在 1,500-2,500 毫 米 之 間， 夏 季 雨 量 較

積扇右側的原面上，後來再被現在的南崁

多，但冬季受東北季風影響。最冷月之平

溪、埔心溪等扇面上的放射狀河川重新切

均溫度，在攝氏 15℃以下，尤以本市臨臺

割，所形成的低位河階平原，即為桃園台

灣海峽，冬季正當大陸冷氣團南下之衝，

地。桃園台地東北緣以 100 公尺左右的台

海風強勁，偶會降霜；4 月過後，風向多

地崖與林口台地相連，西則以 10-20 公尺

為南，9 月過後，風向多為北。夏暑冬寒，

的階崖與中壢台地相接。地面由南向北緩

春和秋暖，氣候甚宜。

傾，東西寬約 6.3 公里，南北長約 31.5 公
里。本市地處南崁溪中下游，位於桃園台

自 11 月 起 至 隔 年 3 月， 可 稱 涼 季

地之西北部，是桃園台地海拔高度最低的

或較冷季。各地最冷月之平均溫仍均在

地方。

15℃，平均最低溫，亦皆高於 10℃，絕少
霜雪，無冬寒可言。本市東北方的林口台
地和西南部的湖口台地，圍成一個 V 字地
形，本市地勢較平坦，由西北向東南緩升，
正迎強勁東北季風，故本市多地形雨，且
由北而來的冬季寒流，易在本市做短暫滯
留，氣溫降低，且帶來低雲濃霧。
本市因位置緊臨臺灣海峽，氣候受洋
流影響，臺灣洋流沿臺灣東部海面北流，
又稱黑潮。支流則經巴士海峽，沿臺灣
西岸北流，本支流在臺灣東北方的東海匯
合。由於暖流的水溫較所經地區海水的溫
度高，故可使附近陸地溫度升高，故本市
氣候受黑潮暖流影響，尤其東北季風經過
黑潮的暖水面，帶來大量的暖濕水氣，而
在本市降下豐沛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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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國沿岸流，

壹

其降雨量反多。

夏季溫熱而冬季寒冷。夏季水溫和黑潮幾

土地篇

乎相近，但冬季沿岸流和黑潮溫度相差約

第二節

河流

10℃左右。當東北季風盛行期間，中國沿
岸流流經臺灣海峽，對本市氣候也造成影

流經本市之河流為南崁溪及埔心溪。
南崁溪匯集茄苳溪、坑仔溪、羊稠坑溪、

響。

營盤坑溪等支流，貫穿過本市自西北方注
本市東北季風，大約自 10 月下旬開
始，隔年 3 月結束，歷時 5 個月，在此期

入臺灣海峽。轄內新庄溪、黃墘溪則發源
於內壢地區，屬於埔心溪水系支流。

間，東北風盛吹，風力強大，以北面沿海
為甚，故冬季農作栽培，須有防風林掩護。

南崁溪源於坪頂台地菜公堂附近的牛

西南季風於 5 月上旬開始，9 月底結束，

角坡，往南經過舊路坑，折往西南，於新

為期約 4 個月。然西南季風不若東北季風

路坑會合楓樹坑溪，自此向西，流經王公

強大。

山南麓，復折向西北經大檜溪，並會合小
檜溪，流經水汴頭。並且會合茄苳溪、大

本市冬季多雨，但以季節而言，雨量

坑溪、坑子溪，至竹圍南崁港口入海。沿

夏多冬少，降雨日數以夏日為少冬季為

途會經過龜山鄉、桃園市、蘆竹市及大

多。冬季因東北季風強烈常有少量之雨水

園鄉。流域面積 214.67 平方公 里， 全 長

下降，故降雨次數多。夏季則相反，降雨

30.73 公里，支流有楓樹坑溪、大檜溪。

次數少，但常以熱雷雨與颱風雨為主，故

南崁溪

30

埔心溪發源於茄苳溪西側，北流向內
壢，至福興庄及中興庄會合數條小溪流，
經大竹圍及新庄子之間，及牛稠庄、埔心，
至沙崙庄沙丘以北入海。
本市位於桃園沖積扇範圍內。桃園沖
積扇亦稱石門沖積扇。在地形上曾發生臺
灣最大的河川襲奪現象，即源於臺北盆地
的淡水河襲奪了南崁溪的中上游，使原流
於古石門沖積扇上的各溪，皆成斷頭河。
由於水系的變化，灌溉的水源成了大問
題，必須設法貯蓄雨水，以補農田之所需。
故溜池成為本市特殊的地理景觀，桃園大

0

1

2

3

4 公
里

圳完成後，土地利用產生變化。在灌溉水
所及之處，稻作成為本市之主要作物。
南崁溪、埔心溪流域圖

沖積扇地勢向海岸緩傾斜，地形無礙
於農業，但夏季常旱，又無水資源可供灌

題，本市所在的桃園台地構築數千個溜

溉。扇面上所殘留的小溪其上源被淡水河

池，溜池分布程度之密集，為全省各地理

襲奪後，失去了水源供給，為解決灌溉問

區中獨有少見，因地面傾斜，只需挖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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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子溪

表土的紅壤，在下坡處築一條土堤，即可

溜池之農民合作經營，兼業性質，較為粗

留水成池，方法簡單，不必費太多勞力與

放，生產量也低。本市較高處之紅壤，多

資本。但本市因雨量變率頗大，稻作僅靠

用以栽培茶樹，鮮綠灌木點綴其間。

溜池供水仍不安全。昭和 3 年（1928）桃
園大圳完工，給水較充分後，每公頃的溜
地，約可灌溉 10 公頃的水田，故有大批
溜池被合併廢棄，已改為水田。
溜池在當地稱為「埤塘」或「陂」，
本市第 2 期水稻在 11 月收成，故 10 月後
便不再供水，多餘的水便可貯蓄。所灌溉
的田地，以接近溜池下方者為主，也有用
水路間接引至下游農田使用。用過後，從
田中排出的水，可再流入下游的池中，繼
續利用。池中所沉澱的泥土富含有機質肥
料，農民可用農休期間，運至田間等同施
肥。並且溜池對暴雨深具調節之功效。溜
池兼可養魚。本市溜池養魚，皆為與使用
32

第三章 埤塘
桃園縣是屬於多河流與埤塘的縣市，
埤塘之多，居全臺之冠。由圖 1-3-1 可看
出桃園縣埤塘分布極多，早期由於沒有水
庫所以農民運用「埤塘」來儲存水資源，
等到春耕與夏旱時將所儲存的水用來灌溉
與耕種農田。
由於桃園縣地勢東南高、西北低，約
以石門大壩以下的大漢溪岸為界，將其桃
園縣水系分為兩大區域：東南部為大漢溪
流域，大部分是山地，再以高度、坡度之
不同，分成山岳和丘陵兩區。西北部為古
石門溪沖積扇，河川各自流入臺灣海峽，
地面較平坦，高度多在 400 公尺以下，向

圖 1-3-1 桃園埤塘分布圖

西北傾斜，以達沿海平原，而重要河川可
分為大漢溪水系及桃園縣境內主要 7 大縣

用來儲存雨水，也提供淡水養殖、日常洗

管河川水系。蘆竹市的河川並不屬於大漢

濯的功能；「圳渠」則是用來導引山泉、

溪水系而是屬於市管河川。

溪流，以灌溉農田，「埤」與「圳」往往
互相連接，相輔相成。農田水利灌溉的運

本市位於桃園台地最北端，地勢由東
北向西南傾斜，東北方是峰谷相間的丘陵

用方式不僅必須利用當地的自然生態資
源，更是直接反映出居民的生活方式。

地，約占全市 1/3 的面積。西南是平坦的
農地，部份瀕臨臺灣海峽，海岸線長約 4

有水的地方就有聚落，本市自古即有

公里，依山傍海，林口台地與桃園台地於

許多民間自行挖掘的埤塘與水圳，也就是

本市相連。本市從清初開發至日治初期，

自行經營的水利系統，以提供灌溉的需

本市大約擁有 500 多口的埤圳，這些埤圳

要。自古以來，由於本市所在的桃園台地

有些位於平地，有些則開發於山坡、山地。

上，地瘠水缺，耕種甚為艱難。基於早期
水利灌溉的需要，漢人的入墾選擇依存於

水 塘 溜 池， 在 本 市 稱 做「 埤 」 或

南崁溪和坑子溪，蓄水灌溉。坑子、外社、

「陂」，導引灌溉水的人工溝渠，則稱做

山脚、坑口等，位於林口台地的邊緣，仰

「圳」。「埤塘」築在台地或平野，平常

賴山谷間山泉野溪的匯集，做為灌溉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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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水源，是很自然的事。早期的上好田

1. 桃園農田水利會「桃園大圳 2 支線 2

地都集中在山區邊緣的谷地，也是富人居

分線 5 號溜池」，簡稱為 2-2-5 號池（下

住的地方，成為本市開發史之特色。之後

同），位於長興里南崁路 2 段 201 巷

才向南崁、大竹方面的平地拓展。隨著廣

口，蓄水面積 7.87 公頃，池呈三角形，

大平原的開發，水圳埤塘的大量建造，同

環 池 一 周 長 約 1,120 公 尺， 已 於 民 國

樣是為了農田灌溉的需求。

99 年（2010）闢建為「長興休閒埤塘
公園」。由臺灣堡圖上所見，本埤塘

埤塘的建造方法，是利用地面坡度，

北方地勢較低的村莊名為「大坡（陂）

造堤蓄雨水為池，以供灌溉之用。由於本

腳」，南方地勢較高的村莊名為「大

市的平地位於桃園台地面上，地勢向海岸

坡（陂）尾」判斷，此埤塘的舊名應

緩傾，故於傾斜較低處，建築一堤即可蓄

為「大陂」。本埤塘週邊有步道長約

水。因此溜池的面積大小就與坡度相關，

950 公 尺， 占 地 約 50,000 平 方 公 尺，

地表坡度如果較大，池則小；反之，如果

園內埤塘有漁戶養殖魚類，埤頂步道

地表坡度較小，則池大。並且這些溜池均

旁有種植蒲葵，夏日黃昏常見民眾沿

有一定方向之延長，其長軸皆與等高線平

埤塘堤頂步道漫步，享受悠閒午後時

行。池之深度，亦以近堤處最深，離堤越

光，附近的勞工朋友也常於中午休息

遠則愈淺。整理本市舊地名時，發現埤塘

時間到此散步，舒緩上班時的壓力，

也與部分地名的命名有關，如果村莊位於

是附近民眾與勞工朋友們散步、乘涼

塘堤下方地勢低於埤塘者，則名為「陂

的好地方。

腳」，如長興里的大陂腳、蘆竹里的黑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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陂腳、上竹里的八股陂腳等；如果村莊位

2. 2 支線 23 號溜池，簡稱為 2-23 池，位

於塘堤的對面側，埤塘上方地勢高於埤

於蘆竹里南青路富華路口以東，即瓦

塘，無法由埤塘提供灌溉用水者，則名為

窯埤，池呈三角形，蓄水面積 13.84 公

「陂尾」，如蘆竹里的大陂尾、 富竹里的

頃，環池一周長約 1,460 公尺。本埤塘

牛角陂尾、上竹里的八股陂尾、宏竹里的

在高鐵南青路以南，目前是正在施工

陂尾等。而溜池之大小並無定規，大者長

中桃園北區地下水污水處理廠的現址，

徑可達 500 公尺以上。水池面積 1 甲大致

將來會納入污水處理廠親水與環境綠

可以灌溉水田 3 甲。

美化工程的一部分。

本市現存的埤塘，以南崁溪和埔心溪

3. 2-2-3 池， 位 於 蘆 竹 里 中 正 北 路 1273

之間的地帶，數量最多，埤塘面積也最大，

巷口，池呈雨滴形，蓄水面積 5.54 公

以里為單位觀察，則會發現埤塘主要分布

頃，環池一周長約 910 公尺。由臺灣

在蘆竹、宏竹和富竹等 3 里。（參見附圖

堡圖上所見，本埤塘西方地勢較低的

1-3-2）茲分述大型埤塘如下：

塘堤附近，即現在中正北路 1273 巷一

圖 1-3-2 蘆竹市埤塘分布圖

帶的村莊名為「黑腳坡（陂）腳」判斷，
此埤塘的舊名應為「黑腳陂」。

4. 2-2-4 池，位於蘆竹里蘆竹街 12 巷內
蘆竹社區活動中心後方，池呈長橢圓
形，蓄水面積 6.91 公頃，環池一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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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號池

約 1,120 公尺。本埤塘在臺灣堡圖中，

眾早起來此慢跑或運動，步道兩旁樹

原為蘆竹厝城仔及頭厝兩個村莊以東

木生長良好，部份已成綠色隧道，夏

的兩口小池塘，疑似後來再將兩口小

日漫步其中觀賞水鳥覓食、水光粼粼，

池塘間的水田挖深連結重新闢建者。

更添美麗景象。

5. 2-17 池，位於蘆竹里富竹街和富宏街

7. 1-17 池， 位 於 蘆 興 里 南 竹 路 2 段 315

口東北側南天壇的旁邊，池形類似 3CC

巷內，池略呈梯形，蓄水面積 4.33 公

產品的對話方塊，蓄水面積 8.32 公頃，

頃，環池一周長約 880 公尺。現在池

環池一周長約 1,190 公尺，原為大竹圍

面大概只有原來舊有埤塘面積的一半

公埤的一部分。

左右，池面南方舊埤塘的形狀仍然依
稀可見。

6. 1-16 池，位於蘆興里，蘆興南路過高
速公路的南側，蓄水面積 8.48 公頃，

8. 2-2-1 池，位於富竹里蘆興街 408 巷內，

在臺灣堡圖中本埤塘原本形似人的耳

舊名牛角陂。現在的埤塘外觀呈梯形，

朵，現已縮小成接近橢圓形，環池一

蓄 水 面 積 9.96 公 頃， 環 池 一 周 長 約

周長約 1,220 公尺。民國 97 年（2008）

1,300 公尺，是由原本的牛角陂與其東

由當時的鄉公所闢建為景觀埤塘公園，

邊的另一個埤塘連接擴建而成。

在週邊興建步道長約 1,200 公尺，本公
園坐落本市與桃園市交界，目前由本

9. 2-16 池，位於富竹里富宏街 112 巷，

市與桃園市公所共管，埤塘主要供中

池略呈長方形，蓄水面積 6.83 公頃，

油煉油廠消防儲備用水。由於公園靠

環池一周長約 1,070 公尺。

近桃園市區，常吸引附近社區大樓民
36

10. 2-18 池，位於富竹里富竹街、富竹活

公尺。

動中心後方，舊名大口陂仔，現為富
竹里賞鳥埤塘，蓄水面積 9.31 公頃。

13. 2-1-2 池，位於宏竹里，夾在大竹北路

池呈長水滴形，環池一周長約 1,610 公

和大華北街之間，池形略呈月眉狀，

尺。本埤塘平日人車干擾極小，埤塘

蓄 水 面 積 8.53 公 頃， 環 池 一 周 長 約

原始風貌保持完整，每年 10 月至隔年

1,300 公尺。

3 月吸引大批候鳥棲息，鳥類生態豐富
至少 20 多種、600 多隻 ，於是在民國
98 年（2009）斥資 230 萬元打造為專
用的賞鳥埤塘，新規劃 27 公尺長的賞
鳥看棚，可供民眾以望遠鏡遠眺觀賞
鳥類外，入口處另設置 7 面計 21 種鳥
類解說展示板，以方便賞鳥民眾比對。

14. 大竹觀光休閒埤塘，舊名大竹陂，水
利編號為桃園大圳 2 支線 1 之 1 號池，
位於大竹里大福路，大竹國中東側，
池形呈長積木狀，蓄水面積 3.09 公頃，
環 池 一 周 長 約 790 公 尺。 民 國 97 年
（2008）以埤塘為主體，闢建為大竹

此一幽靜的埤塘環境，十分適合南崁、

觀光休閒公園，週邊步道長約 800 公

大竹地區大樓住戶晨昏攜家帶眷散步。

尺，占地約 3 公頃，公園鄰近大竹國
中與大竹路中油加油站，為養殖型埤

11. 2-19 池，位於宏竹里富華街，宏竹活

塘發展成觀光埤塘公園。本公園位處

動中心及蘆竹農會宏竹辦事處的後方，

大竹市區中心，交通便利，附近民眾

池形接近正方，池面相當寬廣，係由

早已將此公園作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原本的兩口埤塘合併而成，蓄水面積

休閒場所，清晨、傍晚時分常見三三

14.05 公頃，環池一周長約 1,420 公尺，

兩兩民眾結伴或散步或於涼亭內閒坐

原為大竹圍公埤的一部分。

天南地北話家常，園內水波盪漾、草
坪翠綠、花草迎風搖曳、樹木挺拔茁

12. 2-20 池，位於宏竹里宏竹路 190 巷內，
舊為林投厝埤，池呈正方梯形，蓄水

壯，構成一幅美麗景色，值得遊客駐
足細細品味。

面積 23.50 公頃，環池一周長約 1,310

大竹 2-18 號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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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11 池，位於上興里，興仁路與大興

16. 2-15 池，位於上竹里上竹路，國道 1

八街口，舊名六股陂，池呈刀刃狀，

號與國道 2 號的系統交流道旁，舊名

蓄 水 面 積 6.49 公 頃， 環 池 一 周 長 約

八角陂，蓄水面積 5.00 公頃，只剩下

860 公尺。因位在新興的住宅區內，為

原八角陂的一半左右，池呈五角形，

免發生意外，埤塘四周以高牆圍繞，

環池一周長約 1,050 公尺。民國 89 年

僅在興仁路與大興八街口留有一門以

（2000）興建為「上竹池塘公園」，

供出入。

週邊步道長約 1,100 公尺。本公園鄰近

大竹觀光休閒公園埤塘

上竹 2-15 號池

38

上竹公園，與大竹觀光休閒公園均為

不明顯，周長約 790 公尺。

養殖型埤塘發展成觀光埤塘公園。本
公園位處大竹市區旁，園內大樹生長

20. 2-7 池，位於新興里文新街 30 巷文中

健壯、斜坡草坪翠綠一片，搭配水鳥

山莊北面，舊名八股陂，原本形狀頗

低飛，景色怡人。公園堤頂步道較長，

不規則，目前重新整治成長橢圓形，

常吸引喜愛慢跑或散步的民眾前來運

俗稱「長陂」，蓄水面積 6.65 公頃，

動，並欣賞公園美麗景色，所以除附

周長約 1,080 公尺。

近居民外也常有住桃園市區的民眾前
來踏青散步。

21. 2-8 池，位於新興里文新街 30 巷口以
西，池形略呈圓形，俗稱「高陂」，

17. 3-8 池，位於新莊里國道 2 號大竹交流
道下方，舊名伯公埤，亦名老埤。埤

池面較小，蓄水面積 3.41 公頃，環池
一周長約 680 公尺。

作栗子形狀，蓄水面積 4.37 公頃，周
長約 750 公尺。

除了埤圳等水利系統外，清代本市田
地 尚 有 依 賴「 湳 仔 」 之 水 灌 溉 者。「 湳

18. 3-6 池， 位 於 中 福 里 龍 安 街 2 段 1517

仔」或稱「濫仔」，是專門指地形下陷而

巷底，舊名為坔埤，埤塘原本為三口

能蓄水的窪地。它所蓄存的水，有的是來

東西向相連，現只存最西邊一口，呈

自地表的雨水，有的則是地下水，也都能

不規則長條形，蓄水面積 4.13 公頃，

提供農田之需，引來做為灌溉的用水。大

周長約 900 公尺。

正 5 年（1916），開設桃園大圳，以期能
改善桃園台地的灌溉供水，達到兩期耕作

19. 2-10 池，位於中福里龍安街以東，桃

的目的。本市之主要圳道支線為第 2 支線，

園市農會的後方，池形狀似金煌芒果，

其次為第 1 支線，再其次為第 3 支線。本

但已呈湮滅狀態，在空照圖上外觀頗

市轄內農田，分屬於桃園農田水利會之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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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大竹工作站及坑子口、南崁、竹圍等

湖地區。由於水源豐沛，昔日的荒地，一

分站。至於排水方面，本市之排水系統乃

躍而為兩期稻作的良田，成為桃園地區重

就天然河川的地理形勢加以利用，概括可

要的米倉之一。日治時期，溪洲的徐厝及

分為南崁溪水系及埔心溪水系兩大排水系

大竹的蕭家，在農業生產，因迭創佳績而

統。除此之外，尚有水利會管理的南崁圳、

獲得日本政府的表揚，蕭家的稻米還曾經

坑子口圳 2 支圳等大型水利溝渠，以及獨

外銷到日本及歐洲各地。由上可知，本市

流入海的後壁厝排水幹線等特殊排水溝

大竹地區的農業開發，在「桃園大圳」完

渠，均各具其灌溉排水功能，而架構出本

成後，才開始眞正的蓬勃起來。

市之整體排水狀況。

有關南崁圳的市民記憶，蘆竹生活美

除了住家附近私人水塘外，本市境內
較為有名的大埤池，都兼具淡水養殖的功
能。表 1-3-1 是本市在清朝時較具規模的
埤圳：

學協會曾出版〈南崁圳─微旅行〉一文，
獲得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的肯定，茲節錄於
下：
楔子

大正 8 年（1919）由臺灣總督府開始

環境美學生活美學生命美學

規劃興築桃園大圳，14 年（1925）舉行通
水典禮；本市的坑子口圳和南崁圳，分別

一個沒有歷史（文史記述、記載）的

在昭和 16 年（1941）和民國 39 年（1950）

地方（國家）是個蠻荒之地，一個沒有記

陸續開鑿完成。桃園大圳係於石門設立進

憶的人是個沒有 （真實）生命的靈魂。

水口，然後引用大嵙崁溪（即今大漢溪）

2015 年 3 月 10 日德國總理梅克爾訪問日

的水源下流，完成後，受惠區有本市的大

本：「無視於過去者，對現在和末來是盲

竹地區、南崁下與南崁的內厝、坑口、海

目的。」一個不知省思的國家、地區、民

表 1-3-1 蘆竹市清朝年間較具規模的埤圳
埤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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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

灌溉面積（甲）

創設時間

水源

城子溝圳

南崁下

36

康熙 41 年（1702）11 月

番子窩溪

南崁內厝下圳

南崁內厝

65

康熙 42 年（1703）11 月

南崁溪

南崁內厝頂圳

南崁內厝

64

康熙 50 年（1711）10 月

茄苳溪

八十二分圳

坑子口

49

康熙 55 年（1716）10 月

南崁溪

七番半圳

坑子外

33

雍正 11 年（1733）11 月

坑子溪

山鼻子圳

南崁廟口

75

雍正 13 年（1748）10 月

坑子溪

大竹圍公埤

大竹圍

54

清代

赤土埤

蘆竹厝

43

清代

牛角埤

蘆竹厝

31

清代

眾與「文明」的距離會漸行漸遠。

蘆竹區生活美學協會「南崁圳─微旅
行」活動跨出及時第一步，獲得桃園市政

桃園有一個護衛這片大地的石門水
庫，藉由桃園大圳及各地渠圳傳送清淨水

府文化局肯定與支持，期盼社區鄉親走出
家門，一起來疼惜自己的家園。

源，灌溉、滋養 7 千多公頃土地，將早年
僅能看天吃飯的旱作耕種，改為最佳水稻

蘆竹區生活美學監事 黃俊竹

良田，宛如一個健康的人，心臟（水庫）
經由血管（桃園大圳）、微血管（各地渠
圳）輸送新鮮血液到全身，譜寫健康生命
（水庫帶來農工發展、民生富裕：灌溉區
域包括桃園、新北和新竹 3 縣市，每年增
產稻穀，可達 7 萬 4 千公噸，價值逾 1 億
7 千餘萬元）。隨著經濟發展，水庫清淨
水源輸送至各地水圳途中，被工廠違法排
放廢水污染、被隨意扔棄垃圾填塞，水圳
的水不再清澈。住在圳邊的居民承受污水
帶來的異味，地下水被滲透（井水）不能
飲用，帶有重金屬的水質灌溉農田，生產
出「致命」的農產品危害身體，日以繼夜…
環境開始惡化，健康受到危害。居民逐漸
覺悟「自己的家園、自己愛護」，開始要
求政府主管部門正視污染帶來的禍害，要

歷史沿革
蘆竹鄉南崁廟口、內厝、公埔、山鼻、
山腳等地方約 60 公頃農地，長期以來均
依賴雨水與山澗餘水灌溉，農民靠天吃
飯。地方人士積極奔走後成立委員會，在
民國 48 年經多次勘查規畫後與桃園農田
水利會接洽，由地方受益農民集資沿線先
行開鑿土方水路 13 公里，連接於原有南
崁圳水利工程末端，次年由桃園農田水利
會申請政府補助，設施有關構造物，計有
河水堰 1 座、攔水工 3 處、管徑 90 公分，
隧道 162 公尺，虹吸工 3 處、暗渠 4 座及
量水設備等。完工後地方農地由「看天田」
乾旱區，一躍成為雙期作之良田。

求製造污染的工廠改善設備與生產流程，

南崁圳於民國 48 年前後完工之際，

但是家門前面的環境還是得靠自己動手維

並無加蓋，流經南崁國中，將校園一分為

護，「綠美化居處環境」的觀念與作為，

二，跨橋銜接兩岸，校區位於圳邊兩側，

正在各個社區擴散開來。

校舍前圳邊椰子樹，見證了圳邊人生。

「南崁圳」依然蜿蜒流經我們居住的

為方便南崁國中師生往返教室與操場

社區，部分是看得到的明渠，部分流經馬

便利性，於民國 60 年代將南崁圳加蓋，

路、大樓、學校、溪河、山丘就變成地下

現今南崁國中校園人行步道，步道下方即

水道：整體灌溉農田的功能已大不如當年。

為南崁圳位置所在。

漆黑的渠水影響身心健康、生活品質與居
處安全，我們必須正視，並尋求解決方法。

南崁國中於日據時期為新竹州立南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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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崁圳提供充沛的水源，滋補了南崁地區的農作，居民
的生活大大改善
貫穿南崁國中的南崁圳

實業補習學校，課程以農業為主，設有實
習農場兩處，分別在南崁高中現址北側和
北區兒童之家現址設有實習農場兩處。南
崁高中現址種植水稻、蔬果及雜糧栽培農
作實習之用，北區兒童之家現址供學生造
林果樹。
咱們的故鄉∼南崁，是臺灣桃園市一
處地名，橫跨蘆竹區及龜山區兩區，是蘆
竹 區 的 行 政、 商 業、 工 業 重 心。 有 南 崁
溪穿過。地名來源眾說紛紜。一說昔為平
埔族原住民龜崙族南崁社所在地，因而得
名。

南崁原住民後裔多與漢人通婚，後裔多姓藍、干、夏、
潘等姓氏為主

桃 園 大 圳， 原 稱 八 塊 厝 中 壢 附 近 埤
圳，為臺灣日治時期重要水利工程之一，

南崁本以農業為主，近 20 年來因為

大正 14 年（1925）5 月 22 日舉行通水儀

中山高速公路桃園交流道（俗稱南崁交流

式，昭和 3 年（1928）各蓄水池與給水幹

道）的興建，再加上地近桃園國際機場，

線的工程正式完工。灌溉區域涵蓋桃園市

蘆竹市的人口從原本的 5 萬成長到今日的

大溪區、八德區、桃園區、中壢區、楊梅

15 萬，經過許多建商於 1990 年代以來的

區、蘆竹區、觀音區、大園區。

不斷開發，南崁地區具備的生活機能己相
當完整。

外社溪河水堰災害修復工程，由陳文
卿工程技師設計為橡皮壩，此方式可以攔

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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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溪水，提升水位，雨季來臨可以機動放

氣排水，徹底改善灌溉水源的問題。

過多，水瞬間淨流速較高，易將固定河水
源沖壞，當地居民不願做混凝土壩，擔心

水利之美

農田和房子被沖刷掉，如此一來，卻造成
山腳地區的農田無法得到足夠的灌溉水，

曾任桃園農田水利會陳文卿先生畢生
奉獻臺灣水利建設，並多次奉派支援友邦
水利工程建設。近年來，陳文卿先生致力
水彩創作，以繪畫方式呈現水圳之美。
改變水圳設計，水泥平台緩衝、直式
（非斜式）設計維護了民眾的生命安全。
兩側植栽綠美化，讓周邊的人更能親近，
也提升了環境與生活的品質。

先生為了讓外社溪周遭的農田，能有充分
的水源，參考了臺北碧潭附近瑠公圳橡皮
壩，排除萬難將其引進南崁頂圳，在民國
80 年耗資 2,000 萬左右進行施工，工程完
工後，山鼻、山腳幹線附近農田得到充分
水源，徹底改善農作生活，先生是桃園第
一個引進橡皮壩的人，也為南崁圳寫下不
同的歷史。
先生一生為水利工程服務，足跡遍及

地方人談南崁圳

臺灣與友邦國，92 年退休後，專職桃園大
1. 陳文卿 先生

圳導覽志工，並應邀演講，講述有關桃園
大圳與水利歷史，也協助水利會進行員工

陳文卿先生於水利會服務 40 多年，
曾派駐印尼、非洲、賴比瑞亞等國服務。

受訓，傳授畢生經驗予後輩，精神令人感
佩。

先生喜歡畫畫，他將畢生在水利會的回憶
用畫作呈現出來，已完成 400 多幅珍貴的

2. 李詩霸 老師

作品。去年值桃園大圳通水 90 週年，友
人將其部份畫作燒錄成光碟，讓大家更加

李詩霸老師是資深的南崁國小老師，

了解水利會的過往，也因先生對水利會有

幾年前自南小退休，世代居住於南崁國小

份特殊情誼，此份光碟定名為「飲水思源

旁，祖宅傍著南崁圳，世代務農，自身也

─感恩水利會」，他的歷練堪稱「水利工

是桃園農工校友，後來就讀台北 師院，取

程的活字典」。

得教師資格。曾經主編過南崁國小百周年
校刊，非常嫻熟人際關係，對地方事務如

南崁圳屬於桃園大圳的一大支線，民

數家珍。南崁圳民國 48 年完工後，記憶

國 48 年興建，增加灌溉面積 800 公頃，

中，為了灌溉引南崁圳的水，徹夜不眠的

民國 51 年增建南崁頂圳灌溉面積增加至

「顧水」，就只是為了防止上游別戶人家

2,380 公頃，民國 78 年 6 月將灌溉區延伸

因為多取了圳水灌溉，而影響自家農田取

至坑口、海湖、田寮等地。當時林口開發

水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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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南 崁 國 小 任 職 時， 對 學 生 特 別 嚴

餘，總會聽到族親及鄰居長輩晚上聚在一

厲，但又不失慈祥的一面。曾有段時間，

起討論著一件事「顧水」，它的做法就是

讓在學校表現好但家境不寬裕的學生，課

村民每家戶輪值於夜間到村裡水稻田灌溉

後，請他們來家裡進行課後輔導，由桃園

區域的水源頭看顧水源，並於沿途阻止漏

地區的英文與數學名師，單獨為這些學生

水或減少上游水稻田灌溉的水量，確保要

授課，教室就位於住宅的三合院中廳，院

灌溉的水源能流到稻田要灌溉的埤塘先留

後便是南崁圳，記得下課時，學生多會結

存，以備於灌溉期缺水時能有足夠的水

伴於圳邊的竹林間，或嬉戲，或玩躲貓貓，

量。

或採竹筍等，讓小朋友放鬆學習。
村裡灌溉的上游水源來自何處呢？就
民國 89 年南崁國小遷校，曾經服務

是指流經五酒桶山山腰上的南崁圳。回憶

超過近 30 年的老校區，改闢為南崁完全

起與南崁圳這條水系的記憶最記得的是在

中學校園，所有的歷史回憶，只能從照片

南崁國中求學這一階段，記得國中 3 年都

中追尋。當時也反對遷校，主要是南小是

是騎腳踏車上下學，而且都是成群結隊一

很多人的母校，凡走過，必留下足跡，對

起騎車上下學，南崁圳流經國中校園，每

南小總是有感情的，再者，當時南小校區

天都會經過。鄭先生曾任職蘆竹鄉公所秘

較為廣闊，可以容納更多學生就近就學。

書一職，負責整治排水期間，發現一個現
象；因為 30 年來建商的開發已將既有圳

每逢小學畢業之際，老師對有潛力培

排路線依建地的現況需求而更改，所有路

養的學生，多鼓勵到桃園市區就讀，並和

線都被水泥封閉，已與原水利會的水文地

擬就讀的學校事先安排好，避免因跨學區

籍圖相差甚遠。這部分需有心人進一步實

而無法入學的情形。雖然老師已經退休，

地會勘，南崁圳的真實型態才有機會重見

還是積極參加老人會活動，並擔任羊稠老

天地。

人會的會長，熱心公益，同時對南小的家
長會也很支持，提供物質與財 務上的贊

4. 楊國棟 先生

助。
楊國棟里長在營盤里已服務 15 年之
3. 鄭文賢 先生

久，他隨著白雪工廠遷居南崁，迄今已超
過 30 年，算是在地人。服務熱心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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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文賢先生因結婚的關係搬到南崁圳

將里民的需求視為服務重點，讓營盤里更

番仔厝段的住家，現住家與南崁圳緊鄰，

加完善。現為長庚醫療社區總體營之營造

南崁圳水流的一切晨昏變化，已是他每天

師。楊里長深入在地文化，比當地人更了

生活關注的一環，因此，跟南崁圳結下不

解南崁的歷史。這次南中 90 周年校刊回

解之緣。每逢春、秋耕之前夕，在農忙之

顧，楊里長四處尋訪，遠從板橋、新莊到

桃園，克服許多困難，蒐集到許多古老的

今本市因農業耕作面積減少，導致埤塘原

照片，每張照片訴說著當年的人文背景及

先的灌溉農地的機能減退，間接的促使居

歷史文化，讓我們對南崁圳的歷史更加深

民生活及景觀環境變遷。近年來在社會經

入了解。就如楊里長說的，每一張照片都

濟情況的轉變下，隨著區域工業化、都市

得來不易，只要看到老建築、老事物都是

化的進程，產業的重心早已由農業轉變為

他要尋的對象。也因楊里長如此熱心，蒐

二、三級的工商業為主，水稻種植不再是

尋這麼多老照片，讓此次老照尋根活動增

經濟效益最大的土地利用方式，自然埤塘

色不少。

的原始蓄水灌溉的機能，日見消失或荒
廢，取而代之的是養魚休閒，甚至成為風

5. 李旺金 先生

水景觀兼具的場所。

李旺金先生是土生土長的南崁人，曾

埤塘存在必要的首因是埤塘仍具灌溉

任營盤村村長，現任農會理事。先生到南

價值，如今灌溉機能減退，但埤塘是桃園

崁國小讀書時，都要沿著南崁圳邊到學

台地特殊的地理景觀，具有重要的人文歷

校，對於南崁圳的歷史很清楚。南崁圳是

史意義。本市積極轉換埤塘資源型態，除

在民國 48 年由水利會蔡達三提議開發，

保留埤塘灌溉的功用外，並加強埤塘綠美

由於當時都是人工挖鑿，用鋤頭、畚箕，

化工作，發展休閒公園，此外交由社區認

一磚一石用人力工方式來搬運，先生也曾

養，活化地方機能，也是一種可行的選擇。

參與開挖過程，但因年紀小，無法勝任。
南崁圳早在日據時代就有，但真正命名是
在石門水庫建造好，桃園大圳興建之後，
引其支流，來灌溉南崁地區附近的農田。
早在農業時代，南崁圳是農民灌溉的來
源，當時有所謂的「水租」，凡是有跟水
利會申請到灌溉的資格，即是會員之一，
而水租是繳交穀子給農會，而非用現金交
易，這是當時農業時代一特色。工業時代
發達，南崁圳已不像以前那麼必要，再加
上都市計畫的因素，南崁圳有些路段都被
加蓋，已看不到原始樣貌，現在只有在六
福路透天厝那一帶，可以看到圳溝的原
貌。
本市的埤塘原以灌溉農地為主，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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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 15 村，民國 59 年（1970）新增大華
本市里界的變化極大，從清代的 5 大

圖 1-4-1 蘆竹市行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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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到日本時代的 12 庄，光復後，依 12 庄

村而成 16 村，緊隨著人口增加，民國 83

年（1994）增為 23 村、民國 87 年（1998）

坑子區原屬八里坌堡，與前 2 區不同，

再 改 26 村， 至 民 國 103 年（2014） 已 變

故置於最後，亦依各里的核心性分述坑子

成 37 村， 改 制 後 成 37 里。（ 參 見 附 圖

里、山腳里、外社里、坑口里、海湖里。

1-4-1）里界的改變依附著土地，地名與當

最後再補述消失的大華村。

地的自然環境、居民生活與社會發展息息
相關。本市舊地名不僅保存著原來的自然

一、南崁區

環境特徵，也保留了許多早期居民在開發
過程中的社會生活與歷史發展。因此瞭解
本市地名的由來，往往也是認識蘆竹歷史
發展的方法之一。

第一節 各里沿革
本市各里的里界，雖然因里數不斷增
加而有極大的變化，但是新增各里的行政
界線變化，皆只在日治初期成立的南崁
區、埔仔區和坑仔區等 3 個區內進行，即
此 3 區的界限長期以來從未改變。因此本
市志即以此南崁、埔仔和坑子 3 區，作為
說明各里沿革的空間順序。
本市市名來自蘆竹庄，因此先述蘆竹

蘆竹里

（一）蘆竹里

庄所在原屬桃澗堡的南崁區，依與本市的
關聯性深淺，分述蘆竹里、南崁里、南興

蘆竹里大致於本市中部偏西，東距茄

里、順興里、福昌里、福興里、蘆興里、

苳溪約 1.3 公里，略居桃園台地中部，海

南榮里、興榮里、錦興里、錦中里、長興

拔 55 公尺。離南崁里 2.6 公里，東與南興

里、五福里、中山里、福祿里、長壽里、

里為界，西接大園鄉，南邊為宏竹里，北

羊稠里、吉祥里、營盤里、營福里、瓦窯

為長興里，境內平原為主，里民大都以種

里、山鼻里、內厝里。

水稻為主。

其次說明原屬桃澗堡的埔仔區，依各

本市雖有南崁溪，茄苳溪、坑子溪、

里的核心性分述大竹里、上竹里、富竹里、

大坑溪，卻仍缺乏水利資源，早期先民為

宏竹里、新莊里、新興里、上興里、中福

解決此問題，於是靠人力鑿圳築埤。本市

里和中興里。

內四處可見埤圳，其中蘆竹里內便有 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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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其中以赤土埤及中角埤較大；境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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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桃園大圳，為日治時代所建，使農田灌

土地篇

溉更便利。埤是貯水的池塘；圳則是引灌

遲至同治初年，地位已相當重要。同

溉之人工渠道。民國 45 年（1956）桃園

治 9 年（1870），所著《淡水廳志》之地

縣水利農田會成立，興建桃園大圳第 2 支

圖上，除「南崁」外，並標示出「蘆竹厝」

線經過蘆竹里，使農業用水不虞匱乏，此

和南崁並列之姿。之後，清廷於淡水縣桃

對蘆竹里農業影響很大。

澗堡之下，將蘆竹厝設庄，並改名為爐仔
厝庄。日本治臺前期，改回原名蘆竹厝庄，

清康熙末期（18 世紀初期），漳州詔

隸桃園廳桃澗堡南崁區。大正 9 年（1920）

安縣人游學糠於此時入墾，開始開發，是

地方制度改革時，改蘆竹厝庄為「蘆竹大

蘆竹里最早開發紀錄，此後游氏族人積極

字」，並將同時改為大字的南崁下庄、南

前來，乾隆初（18 世紀中期）有游士煙，

崁廟口庄、南崁內厝庄（原隸屬桃園廳南

乾隆中有游士煠，乾隆末葉有游士簟、游

崁區），和新興庄、中興庄、福興庄、新

榮陽、游士洮先後到來。

庄仔庄、大竹圍庄（原隸屬桃園廳埔仔
區），以及坑子口庄、坑子外庄、坑子庄

雍正 8 年（1730）南安縣人陳仲日兄

（原隸屬臺北廳新庄支廳坑仔區）等，共

弟 4 人入墾此地，從事開拓，此外，雍正

12 個大字行政區，設為「蘆竹庄」，成為

年間，營盤坑之清朝駐軍於 3 年任滿時，

全庄之名，隸屬新竹州桃園郡，此時「蘆

不願移調，而和部分南崁墾民入墾蘆竹與

竹」始正式成為全市之名。

竹圍之地。又有客籍永安縣人江漢維，五
華縣人劉聞倬等人也入墾此地。乾隆初葉

「蘆竹厝」能成為全庄之名，可能是

則有詔安縣人呂廷玉來墾，中葉有南靖縣

因位處於南崁區、坑子區、埔仔區之中心，

人邱德發，之後客籍永定縣人江仰輝，鎮

為求公平起見避免爭執起，於是取此 3 區

平縣人巫玉宗、巫玉富 2 兄弟，巫永蘭 6

之中間的「蘆竹」為全庄地名。民國 34

兄弟，閩籍平和縣吳兩全來墾。至乾隆末

年（1945）臺灣光復，行政區名將「蘆竹

年尚有閩籍南靖縣人徐管生，客籍興寧縣

庄」改為「蘆竹鄉」。本市之地名由歷史

人陳東浩等人陸續來墾。直到嘉慶年間，

進程看來，是由「蘆竹厝城仔」，再到「蘆

有客籍永定縣人蘇湖宗入墾。歷經康熙末

竹厝庄」，進而變成全部市名。

年至嘉慶年間百餘年的開墾，荒埔終於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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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當地盛產蘆竹，墾民就地取材，多以

里內有蘆竹厝、趙厝、邱厝、水尾仔、

蘆竹的莖來做為造房之材料，因而其地起

瓦窯等居民點。民國 104 年（2015）2 月

名為「蘆竹厝」（「厝」為閩南語「房屋」

底，里內居民有男 2,489 人、女 2,226 人，

之意）。蘆竹，一名葦，生於濕地或淺水

合 計 共 1,588 戶、4,715 人。 全 里 共 分 26

中，高可達數尺至丈餘，葉細長且尖，似

鄰。

社社名「南崁社」以外，另一說，為鄭氏
軍隊至南崁港上岸時，見林口台地（坪
頂台地）唯一斷崖，南崁在斷崖下故稱
「崁」，即「南崁」。
古時大嵙崁溪（今大漢溪）流經此處
出海，為著名港口，且早期進入臺北盆地
是海線的必經之路，郁永河由臺南北來便
是由此進入淡水河流域，是北臺灣早期交
通路線要道。雍正年間有王克卿者入南崁
荒埔墾殖，即由此進，雍正 10 年間（1732）
漳泉移民入墾廟口（五福里）、南崁下
南崁里

（南崁里）、內厝（內厝里），乾隆 2 年
（1737），廣東人薛啟隆率丁數百人渡臺，

（二）南崁里

初居斗六門，後北上，由南崁港登陸，入
墾虎茅庄，其墾區東至龜崙嶺，西至崁仔

位於本市東南部，南崁溪西岸，林口

腳，南迄霄裡，北達南崁（今錦興、南崁、

台地（坪頂台地）西南麓，海拔約 60 公

五福、內厝、山鼻等里）。南崁里在當時

尺，一直以來與錦興里、內厝里、五福里、

墾成後，其聚落建於林口台地崖下南麓，

山鼻里及龜山鄉之南上村、大坑村緊密連

稱為下庄，意為下方之村莊。相對的，距

結，稱為南崁區。而今北以南竹路和錦中

其東北 1.2 公里處海拔較高之聚落，稱為

里為界，南以南崁後街溪和龜山鄉南上村

頂庄（今龜山鄉南上、大坑 2 村）。

為界，西側以中正路（和新南路交界處以
下改稱新南路）鄰南榮里，南方則接桃園
市春日路。

下庄開發很快，墾民移入漸多，商旅、
農人、番人來往交易，市集漸形成。最遲
於同治 9 年（1870）南崁街已發展起來，

南崁是桃園縣最早開發之處，廣義的

為當時東桃澗堡 29 庄 3 街中的一街（其

範圍包含之前的「南崁 5 大庄」（即南崁

他 2 街為桃仔園街，中壢街），街又分頂

頂庄、南崁下庄、南崁廟口庄、南崁內厝

街、下街，與頂庄、下庄並稱，皆隸屬淡

庄、蘆竹厝庄）。狹義的指的是南崁下（即

水縣桃澗堡管轄。

今之錦中里、錦興里、長興里、南崁里、
南榮里、南興里）。

日治初期，將下庄改稱南崁下庄，又
於明治 35 年（1902）地名大改革時，將

南崁地名的由來，除凱達格蘭平埔族

南崁街南崁下庄合併，稱南崁下庄，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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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桃園郡蘆竹庄管轄。其「南崁」一詞，
並非譯平埔族語言，而是漢人閩南語音稱
呼原住民平埔族社名。其原社社祉在南崁
廟口小字「番仔厝」，後遷移至山鼻里。
光復後，將南崁下大部分劃為南崁村，其
偏北之較小部份劃為錦興村。至民國 83
年（1994）8 月，又將南崁村劃分為南崁、
南興、南榮 3 村。戰後，仍以農村景觀為
主，民國 63 年（1974）8 月公佈「南崁新
市鎮都市計畫」之後，分期發展交通及工
業、商業。景觀變化劇烈，原有農田在今
南崁里、錦興里已不復見。而今南崁里著
名的地標為高速公路南崁交流道。

南興等里

即民國 103 年（2014）以前的南興里，
本里位於本市東南部，林口台地西南麓，
海拔高度約 60 公尺。東部鄰蘆竹、富竹，

南崁里的開墾原不如五福、坑子這兩

以茄苳溪為界；西部鄰南榮里，以南崁溪

里早，直到雍正 10 年（1732）間漳泉移

為里界，北部鄰長興、錦中、錦興，以茄

民漸漸入墾，日治時代早期南崁里內部還

苳溪和南崁溪為界；以南則緊鄰桃園市。

是廣大稻田為主的景象，居民不多，呈現
散村景觀，只有同姓血源的宗親共同居

本里原為南崁區南崁 5 大庄中之下庄

住。而今日的南崁里則因交通路線（高速

一部分。清領時期為淡水廳桃澗堡，日治

公路通過，南崁路拓寬到機場路線），長

初期，為桃園廳桃澗堡南崁區之一部分，

榮集團進駐等因素，移民漸增，如今的改

其後歸桃園郡蘆竹庄。臺灣光復之後，劃

變已比五福、坑子更加繁榮發展。

為桃園縣蘆竹市南崁村之一部分，民國 83
年（1994）3 月才由南崁村中分劃出，獨

里內有南崁下、圳腳、圳頭下等居民
點。民國 104 年（2015）2 月底，里內居

立成村。民國 103 年（2014）6 月改制為
市，村改為里。

民有男 1,907 人、女 1,947 人，合計共 1,494
戶、3,854 人。全里共分 22 鄰。

「南興」地名的由來，乃因本里中有
18 年歷史的鑼鼓陣社團－「南興社」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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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興里、順興里、福昌里、福興里

名。早期以漳州詔安籍邱姓、曾姓、徐姓、

與蘆興里

游姓、黃姓、許姓和余姓居民為主，為散

村型態。里民昔以務農種稻為主，依賴池
埤（死牛坡、樹仔坡）引南崁溪，茄苳溪
的水源灌溉。而近年來，由於本市的發展
及南崁新市鎮都市計畫實施，已成為繁盛
之大型住宅區，導致外來人口大量移入，
集中頂河底一帶向外積極開發。
本里有河底、河底崁頭、頂河底、下
河底、三角竹圍、拔子埔等居民點，居民
主要集中在東部都市化程度較高之處，
近年人口宛如爆炸般的增加，因此於民國
103 年（2014）時，由 1 里析分成南興里、
順興里、福昌里、福興里與蘆興里等 5 里。
民國 104 年（2015）2 月底，南興里內居
民有男 2,864 人、女 3,014 人，合計共 2,344
戶、5,878 人，全里共分 15 鄰。順興里內
居 民 有 男 1,893 人、 女 1,984 人， 合 計 共
1,680 戶、3,877 人，全里共分 8 鄰。福昌

南榮等里

為南崁區南崁大庄中之下庄的一部分。清
領時期隸淡水廳桃澗堡，日治初期為桃園
廳桃澗堡南崁區的一部分，之後又歸為桃
園郡蘆竹庄。光復後，劃為桃園縣蘆竹市

里 內 居 民 有 男 2,921 人、 女 3,218 人， 合

南崁村之一部，民國 83 年（1994）3 月，

計共 2,418 戶、6,139 人，全里共分 16 鄰。

由南崁村分劃出獨立成為一村。

福興里內居民有男 4,597 人、女 4,835 人，
合 計 共 3,625 戶、9,432 人， 全 里 共 分 20
鄰。蘆興里內居民有男 1,086 人、女 1,004
人， 合 計 共 628 戶、2,090 人， 全 里 共 分
10 鄰。

「南榮」地名的由來是由鄰長提出，
再經里民大會通過。「南」為南崁之意；
「榮」則一方面象徵繁榮，另一則為感謝
長榮集團於此推動地方發展。民國 50 年
代前，以漳州詔安籍張姓居民為主，人口

（四）南榮里、興榮里

不多，為散村型態，里民以務農植水稻為
主，依賴人工埤圳引南崁溪水灌溉。民國

即 民 國 103 年（2014） 以 前 的 南 榮

60 年代後，中山高速公路興建，南崁新市

里，本里位於本市東南部，處林口台地西

鎮計畫實施及長榮公司前來進駐等因素，

南麓，海拔約 60 公尺。以南崁溪為里界，

日益繁榮，外來人口大量移入，已由昔日

東和南興里為鄰；西則與南崁里為鄰，以

阡陌縱橫轉為工廠，住宅林立。

中正路、新南路為里界；北則和錦興里為
鄰；南以南竹路為界緊鄰桃園市。本里原

由 於 接 近 南 崁 交 流 道， 南 榮 地 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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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社 區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增 加， 民 國 103 年

字名。原里形狀呈長方形，主要位於南崁

（2014）時，在里境的北部新劃出興榮里。

溪、大坑溪之河床地，又居南崁溪和茄苳

民國 104 年（2015）2 月底，南榮里內居

溪交界處，本以溪洲名之。光復之初，將

民有男 1,762 人、女 1,920 人，合計共 1,428

溪洲與南崁下一部分合併，故稱錦興，民

戶、3,682 人，全里共分 22 鄰。興榮里內

國 83 年（1994）3 月，又將錦興村劃分為

居 民 有 男 1,611 人、 女 1,811 人， 合 計 共

錦興、錦中、長興 3 村。民國 103 年（2014）

1,256 戶、3,422 人，全里共分 13 鄰。

6 月改制為市，村改為里。而今日錦興里，
北以聯福巷、錦順街為平行線和錦中里為
界，中正路（和南崁路交界處後改稱南崁
路 1 段）和錦中里之東邊為界，西以南崁
溪和南興里為界，南以南竹路與南榮里為
鄰。
本 里 都 市 化 程 度 較 高， 民 國 104 年
（2015）2 月底，里內居民有男 2,277 人、
女 2,352 人，合計共 1,522 戶、4,629 人。
全里共分 22 鄰。

錦興里

（五）錦興里
本 市 最 居 中 的 一 里， 緊 臨 南 崁 溪 東
岸， 南 半 部 為 茄 苳 溪 所 橫 越， 海 拔 約
30-50 公尺。其聚落所在地區原為南崁溪
河床地，故清代時稱為溪洲庄，當時聚落
一帶居民多閩籍以種植水稻為主。其開發
應和南崁里及內厝里為同時進行。日治前
期，將其與南崁溪和其支流對面的內厝庄
合併稱之南崁內厝庄，隸桃園廳桃澗堡南

錦中里

（六）錦中里

崁區管轄。大正 9 年（1920）後，改南崁
內厝為大字，隸桃園郡蘆竹庄，溪洲為小
52

本里為南崁區的一部分。位於本市中

部偏東南側，東以大坑溪為界，與五福里

大園鄉，南以南崁溪與內厝里為鄰，西以

為鄰，北界長興里，南接南崁里，西界錦

南崁路與蘆竹里相隔，南以南崁溪和錦

興里。大約在南崁路 1 段兩側的位置。民

中里為界，以南崁路和長榮路與錦中街

國 83 年（1994）3 月因錦興村範圍太大，

相接，以茄苳溪分隔南興里。海拔約在

人口數太多，而重新調整分劃區域時，將

30-50 公尺之間，主要河流有南崁溪、茄

錦興分劃為錦興、錦中、和長興 3 村。而

苳溪、大坑溪與河底溪，以南崁溪與 5 號

錦中里名是因位於長興和錦興之中間，所

埤為主要灌溉水源。聚落為散村，沿南崁

以名錦中。民國 103 年（2014）6 月改制

路由南崁至水尾一段，才有較密集的沿街

為市，村改為里。重劃之前，錦中里的行

住屋分布。交通幹線有南崁路、長興路、

政區一直為南崁下轄區，所以今錦中地區

南工路和富國路。透過長興路、南工路接

仍習稱南崁下。南崁下庄就是俗稱的南崁

連內厝里和蘆竹里，由南崁路往北通往大

（狹義的南崁），位於本市中間偏東，聚

園鄉或南崁其他地區。今日為農、工業各

落於南崁溪岸，海拔約 60 公尺，南崁下

半，義美公司、長榮企業及南亞公司皆設

是相對南崁頂庄的稱呼，大正 9 年（1920）

廠於此。

改稱為南崁下。民國 104 年（2015）2 月
底，里內居民有男 1,791 人、女 1,895 人，

聚落所在地昔日為南崁溪的河床，古

合 計 共 1,420 戶、3,686 人。 全 里 共 分 29

名「溪洲」，清領時期為南崁 5 大庄之廟

鄰。

口庄的一部分，隸淡水廳桃澗堡管轄；日
治初期為桃園廳桃澗堡轄下南崁內厝庄的
一部分；大正街庄改制實施後，屬新竹州
桃園郡蘆竹庄，舊大字名為南崁內厝，舊
小字名為溪洲。光復後溪洲和南崁下的一
部分合併，稱為錦興村；民國 83 年（1994）
3 月，再將錦興村分劃為錦中、錦興、 長
興 3 村。故今日長興里的里名由來是分割
後時才取，來由是因長興路經過本里，故
名。
里內有溪洲、頂溪洲、下溪洲、水尾、

長興里

九節梘等居民點。民國 104 年（2015）2
月底，里內居民有男 1,609 人、女 1,505 人，

（七）長興里
本里屬南崁區，位於本市中段，北接

合計共 1,116 戶、3,114 人。全里共分 18 鄰。
（八）五福里、中山里、福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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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奉祀趙光明（元帥爺）。據《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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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廳志》所記載，鄭氏駐軍，曾懸香火包

土地篇

於大樹，後人祀之頗為靈顯，乃建廟奉祀。
《續修臺灣府志》載：「元壇廟，在南崁
社。」可證實平埔族南崁社原址即在此。
而此廟附近隨即成為南崁發展中心。明鄭
之後，部分屯田兵與南崁社番通婚，續留
此地開墾。康熙末年，又有廣東嘉應州人
來到，向社番借地築寨聚居，從事貿易。
雍正 10 年間（1732），前述漳泉移民陸
續入墾五福里及內厝等地。乾隆初，前述
薛啟隆的墾業也到達五福里。乾隆 25 年
五福等里

（1760），還有陳登觀等自南崁社通事麻
美屢購得營盤坑荒埔，進墾其地，乾隆 27

即民國 103 年以前的五福里。舊五福

年（1762）張士輝向通事萬里嘓承墾南崁

里為南崁區的一部分，位於本市東部，地

社轆狗尾荒埔，廟口附近廣大土地即開發

當林口台地西南側崖下及南崁溪短小支谷

完成。清廷設了廟口庄、羊稠坑庄、營盤

中，海拔在 100-150 公尺間。在漢人移民

坑庄，隸淡水廳桃澗堡。清領之後，因五

進入桃園台地之前，平埔族中的凱達格蘭

福宮的立廟（元壇廟於同治 6 年（1867）

族（Ketagalan）之亞族雷朗（Luilang）分

改名為五福宮）形成區域政經、文教、軍

布於此地，有南崁、霄裡、坑仔、龜崙 4

事、信仰中心、直至以五福宮為樞紐的交

社，其中南崁、坑仔兩社即在本市境內。

通網絡形成，便使本里發展成了南崁地區

而五福里最早的住民為南崁社的平埔族

的中樞。

人，五福里為本市最早開發之地。明代後
期，此地已有漁民、流動性農民、商賈進

五福里的行政沿革，在清代隸屬淡水

入，與原居此地（廟口番仔窩）之平埔族

縣桃澗堡廟口庄，日治前期，明治 35 年

南崁社番往來。但這些暫時性移民對此地

（1902）將羊稠坑、營盤坑、廟口與番仔

開發並不積極。漢人的大規模開發應始於

厝、山鼻仔 2 庄皆去庄名，而合併成南崁

明鄭時代鄭軍在廟口營盤坑紮營屯田，並

廟口庄，隸桃園廳桃澗堡南崁區管轄，至

招來漢人移民從事開墾。

大正 9 年（1920）為南崁廟口（大字），
隸桃園郡蘆竹庄，以其下羊稠坑、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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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福 里 原 含 有 廟 口、 羊 稠 坑、 營 盤

營盤坑、番仔厝、山鼻子為小字。光復之

坑 3 小聚落。廟口地名源起於里內五福

初，則將羊稠坑、廟口、營盤坑 3 小字的

宮， 創 建 於 明 鄭 時 期， 重 修 於 乾 隆 5 年

範圍合置為 1 村，稱五福村。五福村名乃

源於五福宮而來。到了民國 87 年（1998）
3 月，五福村戶數因達分村標準以上，而
將五福村分劃為五福村、羊稠村、營盤村、
瓦窯村。
本里自漢人入墾以來，除廟口地區有
商業活動外，居民大多利用營盤坑溪、羊
稠坑溪、大坑溪的溪水灌溉水田，作為主
要的經濟來源，也有興築人工灌溉渠道如
南崁頂圳、南崁圳等；而部分地勢較高之
地區則因無法獲得充足水源灌溉而成為
「看天田」。如今，則是高樓林立的景觀
取代。

羊稠等里

五福里的都市化程度高，近年人口迅

為一南崁溪短小支流的坑谷，有南崁溪支

速增加，因此於民國 103 年（2014）時，

流羊稠坑溪流貫，三面台地，緩丘環抱，

由一里析分成五福里、中山里、福祿里等

坑口朝西面對南崁廟口，南以崩崁腳山

3 里。 民 國 104 年（2015）2 月 底， 五 福

（即今羊稠公山）與龜山鄉相鄰。今五福

里 里 內 居 民 有 男 1,471 人、 女 1,474 人，

里的仁愛路，舊地名稱羊稠坑路。

合 計 共 1,032 戶、2,945 人， 全 里 共 分 11
鄰。 中 山 里 里 內 居 民 有 男 1,721 人、 女

羊稠坑地名由來，並非起源於日治時

1,865 人， 合 計 共 1,298 戶、3,586 人， 全

代，而是與原居住地的南崁社平埔族番人

里共分 15 鄰。福祿里里內居民有男 1,810

有關。早期此地曾被稱為「番社」、「番

人、 女 2,025 人， 合 計 共 1,336 戶、3,835

仔社」。據說此地原有南崁平埔族 3 姊妹

人，全里共分 16 鄰。

放羊為生，並招贅前來拓墾的漢人，之後

（九）羊稠里、吉祥里、長壽里

便因平埔族人牧羊設羊稠舍之處而名為羊
稠。若以當地耆老閩南語發音說法，羊稠

即民國 103 年（2014）以前的羊稠里，

的「稠」字，意指「廄」或「寮」，為羊舍、

地名起源於「羊稠坑」。羊稠坑為日治時

羊廄之意。「坑」則指河谷地形。當時漢

代南崁區南崁廟口庄下的小地名，當地人

人移民的拓墾方式，大多先居住於番社外

稱「羊稠坑仔」。光復之初，原屬五福村

圍臨水高地，藉通婚、租佃等方式向平埔

轄內，後因五福村達分村標準以上，而另

族取得耕地進行開墾。且此地曾有南崁社

分劃出來。在廟口東南約 500 公尺，地形

平埔族人干家居於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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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自南崁五福宮廟口，經羊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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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谷，可通往龜山庄；或經大窩、苦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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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林口街仔；或經此地沿虎頭山邊通往桃
園神社。
羊稠坑吳家本厝曾是本市最早的西醫
院「逢春醫院」所在，此西醫院不僅是羊
稠坑、五福里最早之西醫院，也是本市最
早的西醫院。
羊稠坑地區的居民主要集中在西部都
市化程度較高之處，由於接近南崁交流
道，新社區如雨後春筍般增加，民國 103
年（2014）時，羊稠里因人口太多，故將

營盤等里

吉林路以南新劃為吉祥里，而吉林路以
北、中山路以西則劃為長壽里。民國 104

盤坑向東北方向進入坑仔里（即今統帥高

年（2015）2 月底，吉祥里內居民有男 2,021

爾夫球場與臺北高爾夫球場間），可接番

人、 女 2,170 人， 合 計 共 1,644 戶、4,191

仔埔、社角、社底，再經由貓尾崎或赤塗

人。全里共分 14 鄰。羊稠里內居民有男

崎到林口台地，進入林口街仔。

2,521 人、女 2,698 人，合計共 1,932 戶、
5,219 人，全里共分 17 鄰。長壽里里內居

當地人稱營盤坑為「營盤坑仔」，地

民有男 3,238 人、女 3,541 人，合計共 2,406

名源起於明鄭時期的軍事屯田。荷蘭人

戶、6,779 人，全里共分 18 鄰。

與鄭成功簽下和平協議是在明永曆 15 年
（1661）2 月，而鄭成功來臺後便於明永

（十）營盤里、營福里

曆 15 年（1661）6 月因病去世，尚且未及
恢復全島事業。而臺灣實施屯田制為陳永

即民國 103 年（2014）以前的營盤里，

華於明永曆 19 年（1665）決定施行，故

地名由來是「營盤坑」。營盤坑為日治時

明鄭軍隊最早屯戍南崁的時間應於明永曆

代南崁區南崁廟口庄下的小字名，光復之

35 年（1681）。

初，原屬五福村轄內，後因五福里達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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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以上，而另分劃出來。位於南崁廟口

「坑」是指河谷地形；「營盤」所指

庄東北約 500 公尺的坑谷中，為營盤溪切

的是「營盤田」。明鄭的軍制為屯田制，

穿台地所形成的河谷，坑口朝西，東北與

各軍隊就近於所駐之地，自耕自給。由此

坑仔里相鄰。日治時代由南崁廟口，經營

可知營盤田為駐軍自謀軍糧的拓墾地，多

分布於軍營附近。明鄭軍隊將營盤設於近
溪谷地區，在缺乏水利資源的台地上，目
的即是因近水能有利屯田農作之故。
另一說法為明永曆 35 年（1681）明
鄭知悉清軍即將襲臺，隨命左武衛何祐為
北路總督守雞籠（基隆）。軍需品皆派遣
平埔族人以人力背負輸送。平埔族人因受
徵調差役而停頓生產，且不堪奴役，便相
率反抗。鄭克塽面對此「番變」，命左協
陳絳率兵進剿，經淡水、雞籠一帶，並於
南崁地方防守，拓地屯戍。陳絳屯戍之地
即今南崁廟口、而營盤立於河谷區，以收
汲水之利。

瓦窯里

清領時期曾於此地置塘汛（武營），

因五福里達分村標準以上，而另分劃出

駐兵於此。塘汛兵於八里坌上岸點檢後，

來。民國 103 年（2014）6 月改制為市，

分屯於南崁營盤等地。故「營盤」一詞與

村改為里。

軍事屯田密切相關。
本 里 都 市 化 程 度 較 高。 民 國 104 年
營盤地區的居民主要集中在西部都市
化程度較高之處，民國 103 年（2014）時，
因人口增加，乃將六福一路以南新劃成營
福里。民國 104 年（2015）2 月底，營盤
里 內 居 民 有 男 2,650 人、 女 2,746 人， 合

（2015）2 月底，里內居民有男 1,681 人、
女 1,779 人，合計共 1,353 戶、3,460 人。
全里共分 11 鄰。
（十二）山鼻里

計共 1,979 戶、5,396 人，全里共分 19 鄰。
營 福 里 里 內 居 民 有 男 1,804 人、 女 1,880

位於本市中部偏北，在林口台地西側

人，合計共 1,375 戶、3,684 人，全里共分

崖下的山麓聚落，居南崁溪支線流坑仔溪

17 鄰。
（十一）瓦窯里

谷口的南側，海拔約 40-50 公尺，山鼻里
包括鼻仔庄和蕃仔厝，日治時代南崁區鼻
仔庄改稱山鼻仔。正當大坑、坑仔 2 溪間

瓦窯里屬南崁區，原為五福里境內的
一小地名，光復初期原屬五福里轄內，後

的林口台地岸邊突出處，因此稱山鼻仔。
其開發時間較五福里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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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鼻里

入墾五福里的墾民也同時向山鼻里入

內厝里

（十三）內厝里

墾。雍正 13 年（1735）則有泉州南安縣
人陳仲月，率仲特、仲將、仲麟 3 兄弟直
接入墾本區。移民漸多發展為聚落而為鼻
仔庄。原居廟口的南崁社平埔族人也遷來
此地，距離鼻仔庄東南 1 公里處，位林口
台地西側崖麓谷口之地，稱為番仔厝庄，
即為平埔番人房屋聚集之村莊。
日治前期，將鼻仔庄改為山鼻仔，番
仔厝庄改為蕃子厝，而與五福里內 3 庄合
併為南崁廟口庄。至大正 9 年（1920），
又將蕃子厝、山鼻仔改為蕃子厝、山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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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里屬南崁區，位於本市的中部，南
崁溪之東岸，地處林口台地崖下西麓，海
拔 30-50 公尺。東與山鼻里相連，西隔南
崁溪與長興里為鄰，南面以瓦窯溪（營盤
坑溪）和五福里為界，向北越過坑仔溪即
為山腳里。地形上為東南高西北低。內厝
里的開發時間應甚早，可能和五福、山鼻
同時或稍後。
明代末葉，此地已有大陸漁民和季節
性農業移民前來。清廷領臺初期，移民入
墾更多，大都自南崁港登陸，沿南崁溪

（日人「番」字為「蕃」，「仔」字改為

至五福里廟口處，本里因為至五福里廟口

「子」字），為小字，屬南崁廟口（大字

的必經之路，是故逐漸聚集墾民，便成聚

名）。光復初期，將蕃子厝與山鼻子合設

落，由南崁港上陸點算起，本地聚居之地

為山鼻村。民國 103 年（2014）6 月改制

為最內側的住家。今內厝里於清代僅稱內

為 市， 村 改 為 里。 民 國 104 年（2015）2

厝庄，日治時代因位南崁地方，故將南崁

月底，里內居民有男 1,133 人、女 1,071 人，

加於其上，內厝庄之意指建在內的村庄。

合計共 711 戶、2,204 人。全里共分 14 鄰。

另一說法謂先民入墾此地之初，為防「番

害」，需設圍防衛，村民建屋於圍內，因
此稱為「內厝」。
日治前期將內厝庄和溪州庄合併稱為
南崁內厝庄，隸屬桃園廳桃澗堡南崁區管
轄，大正 9 年（1920），去掉「庄」字，
改稱南崁內厝（大字名），隸桃園郡蘆竹
庄，下有小字「內厝」。光復之初，改設
內厝村。民國 103 年（2014）6 月改制為
市，村改為里。里內有南崁圳、內厝頂圳、
內厝下圳。聚落形成為散村，靠近南崁地
區的部分及公埔一帶，聚落多沿街分布，

大竹里

有陳、鄭、蔡 3 姓。交通路線主要有南山
路及長興路，經由南山路向南經過五福里

南部，桃園台地茄苳溪以西，埔心溪的上

到達南崁；往北通過山鼻里和山腳地區相

游地區，海拔在 70 公尺。因本區冬季東

連；長興路則為本里和長興里、蘆竹里的

北季風強盛，居民將住屋集中於田畑（畑

主要交通路線。工業主要分布於道路沿

意指旱田）之中，稻田村屋四周則遍繞圍

線，現有臺灣水泥及日立冷氣等大企業設

以茂密之防風林，因此稱為「大竹圍」。

廠於此，農家分布則較偏北邊。
清代時設有大竹圍庄，隸淡水縣桃澗
本里有內厝、公埔、埔尾、五分汴、

堡。大正 9 年（1920），地方制度改制後，

陂仔頭、陂腳、大份、水頭厝、紅瓦厝、

改設大竹圍大字，隸桃園郡蘆竹庄。光復

蕃仔潭、頂龍盛、下龍盛、崙仔、土地公
厝、橋頭頂下、下厝仔、沈厝、門口陂等
居民點，民國 104 年（2015）2 月底，里
內 居 民 有 男 1,646 人、 女 1,353 人， 合 計
共 1,183 戶、2,999 人。全里共分 14 鄰。
二、埔仔區

初期，改為大竹村。民國 83 年（1994）3
月，再將大竹村分劃出上竹、富竹、大竹、
宏竹四村。民國 103 年（2014）6 月改制
為市，村改為里。
本 里 都 市 化 程 度 高， 民 國 104 年
（2015）2 月底，里內居民有男 2,457 人、

（一）大竹里

女 2,535 人，合計共 1,596 戶、4,992 人。
全里共分 22 鄰。

本里在日治前期，稱大竹圍庄，隸桃
園廳桃澗堡埔仔區管轄。位本市南部及西

（二）上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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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土地篇
上竹里

富竹里

本里屬埔仔區之一部分，位於本市南

部，桃園台地茄苳溪以西。本里以北為蘆

部，桃園台地茄苳溪以西。本里以北為富

竹里，南為上竹里，西與宏竹、大竹 2 里

竹里，南鄰新興里，西接大竹里，以東則

相接，以東則與南興里和桃園市相連。日

與桃園市相連。日治前期，本區隸屬桃園

治前期，本區隸屬桃園廳桃澗堡大竹圍

廳桃澗堡大竹圍庄。

庄。大正 9 年（1920），隸屬桃園郡蘆竹
庄大竹圍大字。光復初期，改為大竹村，

大正 9 年（1920），隸屬桃園郡蘆竹

富竹村則是於民國 83 年（1994）由大竹

庄大竹圍大字。光復初期，改為大竹村，

村分出。民國 103 年（2014）6 月改制為

上竹村則是於民國 83 年（1994）由大竹

市，村改為里。

村分出。民國 103 年（2014）6 月改制為
市，村改為里。

大竹圍為本里主要聚落。民國 104 年
（2015）2 月底，里內居民有男 841 人、

本里西部地區都市化程度較高，為主
要人口聚集區。民國 104 年（2015）2 月

女 721 人， 合 計 共 523 戶、1,562 人。 全
里共分 13 鄰。

底，里內居民有男 2,058 人、女 2,009 人，
合 計 共 1,327 戶、4,067 人。 全 里 共 分 22

（四）宏竹里

鄰。
本里屬埔仔區之一部分，本里位於本
（三）富竹里

市南部，桃園台地茄苳溪以西，埔心溪的
上游地區。與新莊里、大竹里、上竹里、

本里屬埔仔區之一部分，位於本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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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竹里、大華里和蘆竹里相鄰。日治前期，

宏竹里

新莊里

本區隸屬桃園廳桃澗堡大竹圍庄。大正 9

稱新興庄、福興庄、中興庄，隸淡水縣桃

年（1920），隸屬桃園郡蘆竹庄大竹圍大

澗堡。新庄仔庄與新中福興庄相連而較晚

字。光復初期，改為大竹村。民國 103 年

開闢，本來為荒涼草埔地，後由王、游兩

（2014）6 月改制為市，村改為里。宏竹

族人在此繁衍新立村落，因此稱之為新庄

里則是於民國 83 年（1994）3 月時由大竹

仔庄。清代時設為新庄仔庄，隸桃澗堡。

里分出。

日治前期，仍設新興庄、福興庄、中興庄、
新庄仔庄，隸桃園廳桃澗堡埔仔區。大正

民國 104 年（2015）2 月底，里內居

9 年（1920）改新興、福興、中興、新庄

民有男 1,946 人、女 1,635 人，合計共 1,222

子 4 大字，隸桃園郡蘆竹庄。光復初期，

戶、3,581 人。全里共分 22 鄰。

改為新興村、中興村（中興、福興合為一
村）、新莊村。民國 103 年（2014）6 月

（五）新莊里
本里屬埔仔區之一部分，位於本市南
部，自清代開闢以來，和大竹圍緊密相連，
合稱埔仔區。因此區土地較貧瘠，且缺灌

改制為市，村改為里。
民國 104 年（2015）2 月底，里內居
民有男 2,768 人、女 2,614 人，合計共 1,739
戶、5,382 人。全里共分 26 鄰。

溉水，故整區開發時間較南崁、坑仔兩區
為遲，其開發時間，約在南崁、坑仔方向

（六）新興里、上興里

開發飽和之後，開始向本區移入，所拓墾
土地以旱田為多，水田很少。因經過械鬥，

新興里屬埔仔區之一部分，位於本市

而改名新中福興庄。清代時期各自設庄，

南部，舊稱新中福興庄，中福里、新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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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土地篇
新興等里

中興等里

自清代開闢以來，與大竹圍庄緊密相連，

男 1,841 人、女 1,887 人，合計共 1,300 戶、

合稱為埔仔區。因本區土地較貧瘠，且缺

3,728 人，全里共分 13 鄰。

灌溉水，故整區開發時間較南崁、坑仔兩
區為遲。其開發時間，約在南崁、坑仔方

（七）中福里、中興里

向開發達到飽和之後，人口才開始向本區
移入，所拓墾土地以旱田為多，水田很少。

中福里位於本市南部，與新興里、新

原稱中福興庄，再經過械鬥，而改名新中

莊里，自清代開闢以來，和大竹圍庄緊密

福興庄。清雍正年間之南北大道經過桃園

相連，合稱埔仔區。舊稱新中福興庄，清

市八角店，本庄因鄰近而興起，設新興庄，

代時期設福興庄、中興庄，隸淡水縣桃澗

隸桃園廳桃澗堡埔仔區。大正 9 年（1920）

堡。日治前期，仍設新興庄、福興庄、中

改新興、福興、中興、新庄子 4 大字，隸

興庄、新庄仔庄，隸桃園廳桃澗堡埔仔區。

桃園郡蘆竹庄。光復初期設新興村。民國

大正 9 年（1920）改新興、中興、福興、

103 年（2014）6 月改制為市，村改為里。

新庄子四大字，隸桃園郡蘆竹庄。光復後，
中興與福興合併為一村稱中福村。民國

本里地近中山高與機場高速的系統交

103 年（2014）6 月改制為市，村改為里。

流道，由於出入方便，頗得建商青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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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增加迅速，人口因而增加，民國 103

本里曾於民國 77 年（1988）發生「鎘

年（2014）再新分出上興里。民國 104 年

米」污染事件，引起社會大眾高度關切，

（2015）2 月底，新興里內居民有男 1,813

本里的農地之所以造成污染，原因是設廠

人、 女 1,646 人， 合 計 共 1,178 戶、3,459

於蘆竹市新興里（當時的蘆竹鄉新興村）

人，全里共分 19 鄰。上興里里內居民有

基力化工廠，在生產製造硬脂酸鎘、鉛、

鋅、鋇等安定劑時，違法排放未經妥善處

地處林口台地西側坑子溪流谷中；東臨新

理之高濃度鎘及鉛重金屬廢水，該排放廢

北縣林口區，南以高速公路與桃園縣龜山

水沿桃園大圳第 2 支渠及其新興支渠流至

鄉相鄰。西側接外社里，西南側則為五福

下游的中福、新興及新莊等里，透過灌溉

里。自古以來，本里與外社里、山腳里、

系統而造成本里一帶的農田遭受污染。

坑口里、海湖里緊密相連，合稱為坑仔區。
本區包括貓尾崎、土地公坑、頂社、赤土

本里有福興和中興等居民點。本里如

崎等谷地聚落。因全域屬林口台地的山坡

同新興里一般，地近中山高與機場高速的

區，故地名多以「崎」稱之（閩南語「坡」

系統交流道，人口增加迅速，因而於民

稱為「崎」），且開發較南崁略晚。

國 103 年（2014）再新分出中興里。民國
104 年（2015）2 月底，中福里內居民有

清 康 熙 52 年（1713） 時， 大 雞 籠 通

男 2,238 人、女 1,945 人，合計共 1,334 戶、

事賴科及鄭珍、朱焜侯、王謨等人，合墾

4,183 人，全里共分 19 鄰。中興里內居民

坑仔口社荒埔（今坑子、外社、山腳、坑

有男 2,367 人、女 2,489 人，合計共 1,852

口、海湖等里一帶），開墾地區多集中於

戶、4,865 人，全里共分 12 鄰。

山坡上，因當時本部地區缺乏河水灌溉，
大多利用山上之泉水、山溪灌溉，故當時

三、坑子區

上好田地反而分布在山坡上，這便是坑仔
區墾務大進之因。雍正 13 年（1735），
坑仔社土目馬難招佃陳老，入墾坑仔社荒
埔。最遲至乾隆 6 年（1741），坑仔庄的
漢人聚落已經形成，是當時本市唯一的村
莊，甚較南崁更早。而在漢人進入開發之
前，已有凱達格蘭之平埔族於此建立坑仔
社。這可由鄰里外社里的「外社」，和本
里社頂、社底、社角等保留下來的舊地名
來印證，坑仔社與南崁社這兩個平埔社
名，皆非平埔族人自稱，而是漢人所給予
的稱呼。一般臺灣地區被保留下來的平埔

坑子里

族社名，多是按照當地平埔人的語音來稱
呼其社名，而本市的兩大平埔族──南崁

（一）坑子里

社、坑仔社，卻是以漢人的稱呼來取其社
名，這一點也反映出漢人進入本市五福、

坑子里又稱「坑仔」，位本市東北部，

坑子 2 里的時間相當早，因此漢人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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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了平埔族人的自稱。其後，開闢日廣，

壹

清廷遂於此區置坑仔庄、坑仔外庄、坑仔

土地篇

口庄，隸淡水縣八里坌管轄。坑子里的漢
人移民以泉州籍居多，漳州人其次，坑仔
為閩南人對有山有谷的地形稱呼。
日 治 時 代， 明 治 34 年（1901） 稱 為
頂社庄，次年將頂社、貓尾崎、赤土崎、
土地公坑合為坑仔庄，隸臺北廳八里坌堡
坑仔區管轄。至大正 9 年（1920）改坑仔
庄為坑子（大字），隸桃園郡蘆竹庄管轄，
下設頂社、貓尾崎、赤塗崎、土地公坑 4

外社里

小字。光復之初，改為坑子村，仍包含上
述 4 小聚落。

公尺。此 3 聚落在清代時並未各自設庄，
合併設為坑仔外庄，隸淡水縣八里坌堡的

土地公坑、貓尾崎、赤塗崎、頂社、

管轄。日治前期，稱坑仔外庄，隸臺北廳

社角、社底、番仔埔、公田仔、壞溪仔、

八里坌堡坑仔區。大正 9 年（1920）改稱

崎腳、四十八階崎等居民點。民國 104 年

坑子外（大字），隸桃園郡蘆竹庄，下仍

（2015）2 月底，里內居民有男 1,090 人、

包括外社、草仔崎、山腳 3 小字。光復之

女 891 人， 合 計 共 563 戶、1,981 人。 全

初，改為外社村（包含外社、草仔崎）、

里共分 18 鄰。

山腳村。民國 103 年（2014）6 月改制為
市，村改為里。

（二）外社里
民國 104 年（2015）2 月底，里內居
本里為坑子區之一部分。位於本市北
部，在林口台地西南側，坑仔溪河谷北側

民有男 919 人、女 776 人，合計共 491 戶、
1,695 人。全里共分 15 鄰。

的山坡。包含有外社、草仔崎、後面坑、
興化厝、樹林仔等小地名，位置在坑仔的

（三）山腳里

外部，故稱之坑仔外。清朝在此設坑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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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包括有外社、草仔崎、山腳 3 小聚落。

山 腳 里 為 坑 子 區 之 一 部 分。 地 名 由

外社的名稱是因坑仔社而得來；外社是坑

來，因本區地處林口台地西北側及坑仔溪

仔社平埔族人的遷居地。坑仔社番舊分為

河谷北側的山坡下而得此名。日治大正 9

頂社、下社兩小社，下社因位在頂社的外

年（1920）改稱坑子外（大字），隸桃園

方，之後改為外社，海拔高度約 100-200

郡蘆竹庄，下仍包括外社、草仔崎、山腳

33 小字。光復之初，改為外社村（包含外
小字。光復之初，改為外社村（包含外
小字。光復之初，改為外社村（包含外
33 小字。光復之初，改為外社村（包含外
社、
草仔崎）
、
山腳村。
民國
103
年
（2014）
社、
草仔崎）
、
山腳村。
民國
103
年
（2014）
社、草仔崎）
草仔崎）、
、山腳村。
山腳村。民國
民國 103
103 年
年（2014）
（2014）
社、
月改
改制
制為
為 市，
村
改
為
里。
民
國
104 年
666 月
市，
村
改
為
里。
民
國
104
年
月
改
制
為
市，
村
改
為
里。
民
國
104
年
6 月 改 制 為 市， 村 改 為 里。 民 國 104 年
（2015）2
月底，里內居民有男
2,238
人、
（2015）2 月底，里內居民有男
月底，里內居民有男 2,238
2,238 人、
人、
（2015）2
（2015）2
月底，里內居民有男 2,238
人、

坑口里
坑口里
坑口里
坑口里

山腳里
山腳里
山腳里
山腳里

女
2,094
人，合計共
1,216
戶、4,332
人。
女
2,094
人，合計共
1,216
戶、4,332
人。
女 2,094
2,094 人，合計共
人，合計共 1,216
1,216 戶、4,332
戶、4,332 人。
人。
女
全里共分
22
鄰。
全里共分
22
鄰。
全里共分 22
22 鄰。
鄰。
全里共分
（四）坑口里
（四）坑口里
（四）坑口里
（四）坑口里
本里為坑子區之一部分。位於本市北
本里為坑子區之一部分。位於本市北
本里為坑子區之一部分。位於本市北
本里為坑子區之一部分。位於本市北
部，瀕臨臺灣海峽，在林口台地西北端崖
部，瀕臨臺灣海峽，在林口台地西北端崖
部，瀕臨臺灣海峽，在林口台地西北端崖
部，瀕臨臺灣海峽，在林口台地西北端崖
坡一短小坑谷流域。此地在開拓當時稱為
坡一短小坑谷流域。此地在開拓當時稱為
坡一短小坑谷流域。此地在開拓當時稱為
坡一短小坑谷流域。此地在開拓當時稱為
坑仔口，地名來源有三種說法：其一是因
坑仔口，地名來源有三種說法：其一是因
坑仔口，地名來源有三種說法：其一是因
坑仔口，地名來源有三種說法：其一是因
當進入坑仔社之谷口位置，相對於凱達格
當進入坑仔社之谷口位置，相對於凱達格
當進入坑仔社之谷口位置，相對於凱達格
當進入坑仔社之谷口位置，相對於凱達格
蘭平埔族「坑仔社」的位置而言，適位其
蘭平埔族「坑仔社」的位置而言，適位其
蘭平埔族「坑仔社」的位置而言，適位其
蘭平埔族「坑仔社」的位置而言，適位其
谷口
；
其二是指由南崁港進入坑仔的關口，
谷口
；
其二是指由南崁港進入坑仔的關口，
谷口
；
其二是指由南崁港進入坑仔的關口，
谷口；其二是指由南崁港進入坑仔的關口，
故稱此名；其三是因閩南人習慣上稱近海
故稱此名；其三是因閩南人習慣上稱近海
故稱此名；其三是因閩南人習慣上稱近海
故稱此名；其三是因閩南人習慣上稱近海
地方為「海口」，故稱坑仔口。此地開墾
地方為「海口」，故稱坑仔口。此地開墾
地方為「海口」，故稱坑仔口。此地開墾
地方為「海口」，故稱坑仔口。此地開墾
之墾戶以漳州南靖縣人徐管生及二子徐淡
之墾戶以漳州南靖縣人徐管生及二子徐淡
之墾戶以漳州南靖縣人徐管生及二子徐淡
之墾戶以漳州南靖縣人徐管生及二子徐淡

建、徐都建最有名。坑仔口包括頭前、後
建、徐都建最有名。坑仔口包括頭前、後
建、徐都建最有名。坑仔口包括頭前、後
建、徐都建最有名。坑仔口包括頭前、後
壁厝、海湖
33 小字。此
33 小聚落在清代未
壁厝、海湖
小字。此
小聚落在清代未
壁厝、海湖
3
小字。此
小聚落在清代未
壁厝、海湖 3 小字。此 33 小聚落在清代未
各自設庄，是合併為坑仔口庄，隸淡水縣
各自設庄，是合併為坑仔口庄，隸淡水縣
各自設庄，是合併為坑仔口庄，隸淡水縣
各自設庄，是合併為坑仔口庄，隸淡水縣
八里坌堡。日治前期改稱頭前庄，直到明
八里坌堡。日治前期改稱頭前庄，直到明
八里坌堡。日治前期改稱頭前庄，直到明
八里坌堡。日治前期改稱頭前庄，直到明
治
35
年（1902）才將頭前庄、後壁厝、
治
35
年（1902）才將頭前庄、後壁厝、
治
35
年（1902）才將頭前庄、後壁厝、
治 35 年（1902）才將頭前庄、後壁厝、
海湖合成一庄，稱為坑仔口庄，隸臺北廳
海湖合成一庄，稱為坑仔口庄，隸臺北廳
海湖合成一庄，稱為坑仔口庄，隸臺北廳
海湖合成一庄，稱為坑仔口庄，隸臺北廳
八里坌堡坑仔區管轄，大正
99 年（1920），
八里坌堡坑仔區管轄，大正
年（1920），
八里坌堡坑仔區管轄，大正
年（1920），
八里坌堡坑仔區管轄，大正 99 年（1920），
改坑子口為大字，隸桃園郡蘆竹庄，有頭
改坑子口為大字，隸桃園郡蘆竹庄，有頭
改坑子口為大字，隸桃園郡蘆竹庄，有頭
改坑子口為大字，隸桃園郡蘆竹庄，有頭
前、後壁厝、海湖
33 小字。光復之初改為
前、後壁厝、海湖
小字。光復之初改為
前、後壁厝、海湖
小字。光復之初改為
前、後壁厝、海湖 33 小字。光復之初改為
坑口村（包括頭前、後壁厝）、海湖村。
坑口村（包括頭前、後壁厝）、海湖村。
坑口村（包括頭前、後壁厝）、海湖村。
坑口村（包括頭前、後壁厝）、海湖村。
坑口村則多徐、陳、余、劉姓。多以閩籍
坑口村則多徐、陳、余、劉姓。多以閩籍
坑口村則多徐、陳、余、劉姓。多以閩籍
坑口村則多徐、陳、余、劉姓。多以閩籍
占多數，以農業為主，物產主要有稻米和
占多數，以農業為主，物產主要有稻米和
占多數，以農業為主，物產主要有稻米和
占多數，以農業為主，物產主要有稻米和
蔬菜。
蔬菜。
蔬菜。
蔬菜。
頭前、後壁厝為本里主要的居民點。
頭前、後壁厝為本里主要的居民點。
頭前、後壁厝為本里主要的居民點。
頭前、後壁厝為本里主要的居民點。
民國
104
年（2015）2
月底，里內居民有
民國
104
年（2015）2
月底，里內居民有
民國 104
104 年（2015）2
年（2015）2 月底，里內居民有
月底，里內居民有
民國
男
1,530
人、女
1,386
人，合計共
838
戶、
男
1,530
人、女
1,386
人，合計共
838
戶、
男
1,530
人、女
1,386
人，合計共
838
戶、
男 1,530 人、女 1,386 人，合計共 838 戶、
2,916
人。全里共分
21
鄰。
2,916
人。全里共分
21
鄰。
2,916 人。全里共分
人。全里共分 21
21 鄰。
鄰。
2,916
（五）海湖里
（五）海湖里
（五）海湖里
（五）海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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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村、海湖村。海湖里居民多童、鍾、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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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民國 103 年（2014）6 月改制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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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為里。
民國 104 年（2015）2 月底，里內居
民有男 3,291 人、女 3,101 人，合計共 2,166
戶、6,392 人。全里共分 22 鄰。
民國 103 年（2014）裁併的大華村
大華村原本位於今日宏竹里的範圍
海湖里

內。位於本市南部，桃園台地茄苳溪以
西，埔心溪的上游地區。日治前期，本區
隸屬桃園廳桃澗堡大竹圍庄。大正 9 年
（1920）， 隸 屬 桃 園 郡 蘆 竹 庄 大 竹 圍 大
字。光復初期，改為大竹村。民國 59 年
（1970），將分散於大竹村境內各處，國
軍所有的各棟眷舍，無論在空間上有無連
接，合併成一村，名為大華村，村辦公處
設於大華街 56 號大華社區活動中心。
由於靠近桃園軍用機場，所以位於大
華村的國軍眷村清一色皆為空軍眷村，其
興建年代、興建單位、村址及規模，詳如
表 1-4-1 所示。

大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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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85 年（1996） 立 法 院 通 過 老

海湖里於清代為坑仔口庄下的小聚

舊眷村改建條例，大華村內凌雲一村於

落，隸屬淡水縣八里坌堡，日治前期改為

93 年（2004）遷至龜山貿商一村，95 年

坑仔區頭前庄，明治 35 年（1902）頭前庄、

（2006）建國四村、十二村、十六村、慈

後壁厝、海湖合成一庄，為坑仔口庄，隸

恩一村遷至陸光新城，民國 101 年（2012）

臺北廳八里坌堡管轄。大正 9 年（1920），

建國二村、五村、六村、十九村、廿村，

改坑子口為大字，隸桃園郡蘆竹庄，下有

直接按縣府條例補償現金，自行購屋，全

頭前、後壁厝、海湖 3 小字。光復後改坑

數搬遷，至此大華村因已無住戶，自動消

表 1-4-1 桃園縣蘆竹鄉空軍眷村分布表
編號

村名

裁併前自治會長之地址

興建年代

興建單位

興建戶數

423

建國二村

大華村建國二村 14 號

1944

日遺野戰醫院倉庫

45

424

建國十九村

大華村建國十九村 8 號

1958

公地自建約 70 戶

31

427

凌雲一村

凌雲一村大華街 20 號

1962

婦聯會

112

428

建國四村

建國四村 6 號

1945

日遺房舍

45

429

建國五村

大華村建國五村 18 號

1945

日遺房舍

48

430

建國六村

建國六村 34 號

1949

第五基勤大

70

436

建國十二村

大華村建國十二村 17 號

1951

第五基勤大

112

439

建國十六村

建國十六村 37 號

1952

空總部

50

440

慈恩一村

慈恩一村 25 號之 1

1975

婦聯會

136

441

建國二十村

建國二十村 33 號

1965

第五基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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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國科會數位典藏臺灣眷村 GIS Online 首頁，桃園縣空軍眷村分布圖眷村列表，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2、依前大華村村長王蓉生先生口述修正。

失。大華村眷地位於宏竹里內，因此眷地

人的祖先來到臺灣後會用他熟悉的語言命

行政權歸宏竹里行使。

名所到居住之地，像漳泉語系會對姓張的
人在一塊埔地蓋了一間房子叫「張厝」，

大 華 村 的 人 口 規 模 在 民 國 91 年

客家語系對當地有 3 座房子，會叫做「三

（2002） 曾 達 822 戶，2,078 人， 可 分 成

座屋」。總之，古人對所居住之地，有一

32 鄰。之後隨著眷舍老舊、空間狹小、與

套命名的系統，與自然、人文環境，以及

眷村改建政策的推行，規模逐漸減小。民

產業會有一定程度的關連，透過舊地名的

國 95 年（2006）是眷戶遷出最多的一年，

研究，縱然在缺少文獻輔證下，還是可一

年初時雖然全村縮編成 23 鄰，但戶數還

定程度上想像還原這個地區的生態環境，

有 654 戶，人口為 1,565 人，至年底時戶

以及祖先如何篳路藍縷以啟山林。3、4 百

數 已 降 至 388 戶， 人 口 減 為 976 人。 民

年來，臺灣歷史有變與不變之處，眾多的

國 102 年（2013）底，村內居民只剩男 65

舊地名，不僅可以瞭解在地的地理現象，

人、女 43 人，合計共 43 戶、108 人。民

還可以恢復古地理的面貌，找出區域地理

國 103 年（2014）大華村正式裁併消失。

特徵及演變過程。

第二節 舊地名

本節舊地名乃參照內政部地政司委託
中央研究院製作的「臺灣地區地名整合檢

舊地名可以說是先人用生活寫的歷史

索系統」資料庫，以及《我家鄉桃園縣》、

材料。原住民與漢人祖先，絕大部分是不

《蘆竹鄉志》、《走尋南崁的地名歷史》

識字的人，沒有辦法留下文字記錄，但幸

等書整理而成。以下分南崁區、埔仔區、

虧他們用生活的經驗，留下歷史資料。漢

坑仔區，3 區詳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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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舊地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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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崁區的舊地名

之區分，近土地公廟的為東門，該廟並名
為東門土地公廟。清朝時，建有城牆以滋

1. 蘆竹

防禦，日治時代拆除，已無遺跡。當時建
造此城的原因是為防禦盜匪而築城。此

蘆竹舊名蘆竹厝，是日治時期桃園郡
轄下的一個大字地名，即今本市的蘆竹

外，蘆竹國小前的「西門」地名，是為古
蘆竹厝城的西邊。

里，當地以盛產蘆竹聞名，蘆竹可為建屋
之材料，為實用植物，在蘆竹厝許多「湳

2. 水尾

仔」及溪水都很適合生長，而今日本市已
難以見到蘆竹。蘆竹厝地名由來，源於雍
正 8 年（1730）福建南安人陳仲日兄弟始
墾於此，伐蘆竹建屋成村社，因以蘆竹編

水尾位於蘆竹里和長興里之間，在本
市內是和蘆竹厝同為人熟知的小地名，水
尾居民大多以種田為業，當地有桃園大圳
第 2 支線通過，將石門水庫的水源引入村
內為農業灌溉水源。
水尾為河川下游之意。水尾因位於水
圳（灌溉渠道）的尾端而得名。在農業時
代蘆竹厝是水頭，水尾是末端，蘆竹厝的
灌溉水流到渠道末端叫水尾，有一口埤留
下，所以水尾顧名思義是灌溉水流的尾端
而名水尾。水尾又分頂水尾和下水尾，頂

趙厝

水尾屬於蘆竹里，地名源自於地勢較水尾
高的聚落。頂水尾位於水尾的西南方，因
邱厝

為地勢略高於水尾而得名。而下水尾則距
蘆竹厝較遠屬於長興里。
3. 瓦窯

成房屋，故取名蘆竹厝。當時因此地盛產

位於蘆竹里西北部，桃 19 線水尾下

蘆竹，墾民就地取材，多以蘆竹的莖部作

方，附近皆為農地。瓦窯此地有一大埤，

為葺屋製簾的材料，才取名為蘆竹厝，蘆

村民叫此埤為瓦窯埤，是里內最大的埤

竹厝今仍為附近村民慣用地名。當地村民

塘。居民表示，瓦窯地名的由來為百年前，

表示蘆竹厝最初是一個城，故當時另一名

此地附近有做瓦工廠（蓋於舊厝上的紅瓦

為蘆竹厝城仔。蘆竹厝城仔有東門、西門

片），而今工廠已無，只留瓦窯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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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崁下庄、南崁下、南崁

5. 南崁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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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崁地名源自於山崖的南方。本地區

南崁後街由今日的南上路通往兩處，

在漢人土地墾成後，將其聚落建在林口台

一為龜山鄉，一為沿用今日的南崁後街溪

地崖下南麓，因山上另有聚落，稱南崁頂

通往福德市場再往五福一橋，往上接原

庄，此處因而稱為南崁下庄，意為下方之

來的南崁街（五福宮前為其原始地帶），

村莊。南崁下庄包括今日的錦中里、錦興

昔日的南崁街是主要市集地所在，清領時

里、長興里、南崁里、南榮里、南興等里。

期，南崁街又分頂街、下街。日治明治 31

下庄的開發甚速，墾民移入漸多，商旅，

年（1898）， 臺 北 縣 桃 仔 園 辨 務 署 設 第

農人，土番來往交易，市集逐漸形成。日

10、11 兩區，第 11 區轄南崁街、大坑庄、

治時初期（1902）劃分行政街庄單位，將

陳厝坑庄、番仔窩庄。明治 35 年（1902）

下庄改稱南崁下庄，為「南崁 5 大庄」之

南崁街併入南崁下庄內，南崁街應為早期

一，其餘 4 者分別為南崁頂庄（龜山鄉南

所形成的市街之一。然今日早已不復昔

上村、大坑村）、南崁廟口庄（本市五福

日，市街逐漸移轉至今日五福一橋下（跨

里、山鼻里、外社里）、南崁內厝庄（本

坑仔溪，南崁後街溪交界處）錦中里、南

市內厝里、錦中里部分地方）、蘆竹厝庄
（本市蘆竹里、部分大園鄉），皆為昔日
廣意稱作「南崁」的地方，包括了今日部
分的龜山鄉、大園鄉及大部分屬本市的

崁里一帶及福德菜市場、南華菜市場、南
崁路與新南路交界處附近。
6. 圳腳

範圍。南崁下庄的名稱由來據當地耆老說

位在今日南崁里內，約自南崁橋下沿

法，當時的「南崁 5 大庄」和五福宮祭典

南崁後街溪以下大部分的地方，據田調所

輪流承辦時的區域相符合，日治時代因行

得，昔日圳腳的由來是因為一條水圳而

政劃分需要就原有 5 個祭祀區名稱為行政

來，水圳於日治時代前已存在。圳腳所在

區街庄名，因此轉為行政單位。

地的水圳約有 2 公里，屬排水灌溉溝渠，
清代已有此溝渠，日治時代則有一小土石

大正 9 年（1920）地方制度改革後，
本地區改稱南崁下，南崁下的範圍大約是

壩。圳腳原以原籍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的
游姓家族居多，而後遷移他處，原有的游

今日的錦中里、錦興里、長興里、南崁里、

姓公厝也拆毀，而後以莊姓居民占較多

南榮里、南興里等地方，即狹義的「南崁」

數。今日圳腳土地除被徵收為高速公路用

所意指的地區。光復後再度改名為南崁。

地外，其餘為長榮公司收購，大樓林立，

執今世界航業牛耳的長榮公司，即設於南

已不復當年農村景色。

崁交流道之兩側，高聳的長榮大樓，已是
南崁的主要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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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圳頭下

為今南崁交流道下長榮貨櫃集散場位
置處的一大片土地，為水圳的前頭端，現
已為長榮集團的用地。
8. 田心仔
田心仔位今南崁里內，原始區大約在
今日中正路和新南路交界的三角地帶。田
心仔是一普遍的舊地名，今日的南興村內
也有一地名稱作田心仔。大抵上昔日眾多
田地而較無人居住的地方就叫田心仔；田
心仔地名常和天然地景有關，顧名思義是
指一大片水稻田田心的位置。也有當地居
民說法稱南崁路以西至市公所所在地處為
田心仔。田心仔著名的家族為王姓家族。
9. 河底

隆起高台地形為「崁」。本地位於南崁溪
南崁與桃園交會處之最南端，由於河水沖

隸屬於南興里，地名源自於河底的下

刷造成高低落差，故名崁頭，而「河底崁

游處。河底位於南崁溪西側，與茄苳溪交

頭」因位於河底區地勢最高處而得名。昔

會處，因其地勢較東側為低，代表南崁溪

以漳州籍馮姓、邱姓居民為多，務農植水

下方，故得此名。河底分為 3 部分，從溪

稻為主。

流上游至下游依序而下，分別為「河底崁
頭」、「頂河底」「河底」、「南崁下」、

11. 頂河底

和「下河底」5 個聚落。境內在南竹路通
過南崁溪處，有一橋樑，稱為「河底橋」，

位於南興里南竹路以南，高速公路以

而南崁溪俗稱「河底溪」也是由此地得名。

北的南崁溪西側一帶。與下游的「下河底」

10. 河底崁頭

是以河底橋與南竹路為界，因而得此名。
此地昔以務農植稻為主，以漳州籍曾姓、

隸 屬 於 南 興 里， 大 約 在 高 速 公 路 以

徐姓和黃姓為多，人口不多，但於民國 62

南，南崁溪西側一帶。有「河底崁頭」、

年（1973）的「南崁都市計畫」實施後，

「崁頭」和「崁頂」3 種稱呼。地名源自

此地則劃為住宅區為主，人口大量移入，

於溪流底部與山崖交接之處。閩南人習稱

已成全里最繁榮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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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河底

位於南興里大約在「三角竹圍」以北
的茄苳溪兩岸地區。地名由來可能因當地

土地篇

位於南興里南竹路以北的南崁溪西側

以往有種植番石榴而得名；另一說是當地

一帶，直到南崁溪和茄苳溪的合流處，因

曾為平埔族原住民所居住，因此「番仔埔」

與上游「頂河底」以河底橋和南竹路為界，

的稱呼之後轉音為「拔子埔」。但當地其

相對而得此名稱。

實並無種植番石榴記錄，故後者的說法較
接近事實。

13. 大坡腳
此處一橋樑稱為「拔子橋」，俗稱「拔
本市有三個大坡腳的地名，其一、位
於南興里，地名源自於埤塘下的村莊。本

仔埔橋」便依此地而命名。此橋曾因茄苳
溪暴漲而沖毀，現已翻修。

地位於大竹北方約 1 公里處，聚落建立在
數個埤塘之間的低漥處，故名大坡腳。其

16. 南榮

二、位於長興里，南崁路 2 段 226 巷以北
興隆工業區一帶，因地當桃園農田水利會

即今南榮里，南榮地名的由來是由鄰

桃園大圳 2 支線 2 分線 5 號溜池（簡稱 2-2-5

長提出，再經村民大會通過。「南」為南

號池），即舊名「大陂」北方地勢較低處，

崁之意；「榮」則一方面象徵繁榮。

故名為「大坡（陂）腳」。三、位於宏竹
里，大竹北路和光華街口一帶，因地當桃

17. 錦興

園農田水利會桃園大圳 2 支線 18 號溜池，
即舊名「大口陂」西方地勢較低處，故名
為「大坡（陂）腳」。

隸屬於錦興里，其聚落所在地原為南
崁溪之河床地，故在清代時稱為溪洲庄，
日治時期與鄰近之內厝庄合併稱為南崁內

14. 三角竹圍仔

厝庄。光復之初，將溪洲與南崁下一部合
併，稱為錦興村。民國 83 年（1994）又

隸屬於南興里，約於南竹路與同安街

將錦興村劃分為錦興、錦中、長興 3 村。

的交會處附近一帶，茄苳溪以東。地名由

民國 103 年（2014）6 月改制為市，村改

來，據訪應為居民於聚落外普遍植竹林

為里。

而整體約呈三角形狀而得名。此地風大沙
多，農田為確保收穫，必須於四周植竹為

18. 保甲路

林保護，因此得名竹圍。又因該地處於溪
流交會之處，故名為三角竹圍。

部分位於今錦興里內和聯福巷相交，
可通往南崁路。路寬約 5 米，日治時代為

15. 拔子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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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內往來道路之一。現保甲路旁多為農

民國 103 年（2014）6 月改制為市，村改
為里。
田、工廠等。保甲路地名的由來，應是日
治時代動員保甲組織內的村民共同修建道

21. 溪洲

路，故命名保甲路。
今錦興、錦中、長興里在清代稱為溪
19. 錦中

洲庄，屬南崁 5 大庄之廟口庄轄區內，地
名源自於溪中的淤灘。日治初期，與清代

錦中地名由來乃因錦興村範圍太大，

時的內厝庄合併，並在內厝上加上南崁字

人口數太多，而重新調整分劃區域時，將

樣，變成南崁內厝庄。而後南崁內厝庄改

錦興分劃 3 村。而錦中村名是因位於長興

成「南崁內庄」為大字，本地便為「溪洲」

和錦興之中間，所以名錦中。

小字。此地名是因位於南崁溪的河床地而
得名，清領時期本地為南崁溪中淤灘開墾

20. 長興

而來，故稱溪洲。於日本統治後併為南崁
內厝的一部份。

隸屬於長興里，其聚落所在地原為南
崁溪之河床地，故在清代時稱為溪洲庄，

22. 頂溪洲

日治時期與鄰近之內厝庄合併稱為南崁內
厝庄。光復之初，將溪洲與南崁下一部合

隸屬於長興里，此地所包含的範圍約

併，稱為錦興村。民國 83 年（1994）又

在南崁溪至南崁橋一段的河岸河階地形。

將錦興村劃分為錦興、錦中、長興 3 村。

沿街聚落較多。主要河流為南崁溪與茄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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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主要灌溉用水是由 5 號埤而來。主要

長興村

道路是南工路、南崁路，今日農工各半，

土地篇

義美公司於此設廠，沿南崁街以工商業為
主要產業，南崁溪旁有砂石業。

九節梘
錦興村

此地位於南崁溪及茄苳溪交會的河床
地一帶，故名溪洲仔，而沿南崁溪向北行

公館

至長興橋附近也有一溪洲仔，依南崁溪流
向來區分，便將本地稱頂溪洲。
23. 下溪洲

五福村

隸屬於長興里，此地仍屬南崁溪河岸
地，主要交通要道是南崁路與長興路，以

南崁村

公尺1000

500

0

此兩條道路通內厝里及其他地區。沿長興
路多為工廠，長榮空廚即設於此處。此地
為了要和頂溪洲區別，因位於較下游處，

時已毀，戰後又修護，今隨南崁路拓寬已

便稱下溪洲。

改建。

24. 九節梘

25. 內厝

隸屬於長興里，此地屬南崁溪的河岸

今內厝里的舊地名。清朝將蘆竹地區

地，主要水系為南崁溪，主要道路為南崁

劃分為 5 大庄，分別為頂庄、下庄、廟口

路，現今產業形態已轉為工業，有南亞工

庄、 蘆 竹 厝 及 坑 仔。 當 時「 內 厝 庄 」 屬

廠於此設廠。

於廟口庄的一部分，隸屬淡水廳桃澗堡管
轄。日明治 35 年（1902）「內厝」、「溪洲」

此地地名由來是因當初為建造內厝頂

兩庄合併，且在內厝上加上南崁，成為南

圳；便用木板製造 9 隻大水管連接而起，

崁內厝庄。後來街庄改制時，將南崁內厝

將茄苳溪之水渡過南崁溪引到內厝頂圳。

庄改成「南崁內厝」，並設為大字行政區，

而每支水管長 1 丈 2 尺，材質好，價錢也

而「內厝」便成了小字地名。

高，為防失竊，晚上還得有看守之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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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搭寮看顧以免被偷，或遇溪水暴漲會

內厝地名的由來說法大致有三：其一，

被洪水沖毀。此地的南崁橋早期以木板建

若由南崁港登陸點來算，內厝里在當時屬

成，日治時代則改用石板和水泥重建，戰

漢人聚落中最內厝，故得此名；其二，內

厝里東面的蕃仔厝曾是平埔族的居住地，

名。地名的起源有三種說法：(1)、此一帶

漢人來墾和平埔族緊鄰而居，在安全層面

地勢高於四周，在當時缺乏水利灌溉的情

的考量下，設圍防護，而建造房屋在圍內

況下，無法闢成水田，因而無漢人在此占

居住，因此稱圍內村落為內厝；其三，以

地開墾，便成一公有地，居民因此稱此地

前此地在當時同屬於一個地主，當時稱今

公埔。(2)、地名源自於公共使用放牧的荒

五福宮為外厝，而相對於外厝的名稱，本

埔，此地未開墾前為平埔族公共放牧地，

地便稱內厝。

故其地稱為公埔。(3)、因觀音媽出巡時，
遶境南崁 5 大庄經由此地，附近居民殺豬
迎接祭拜，因得豬公埔之名。現除少數農

26. 磚仔墓（磚仔墓邊）

田外，以工業為主要產業。有內新路、內
在內厝里 1 鄰，於南崁山山坡地邊，

溪路及南山路。現有公埔國小和勞工活動

由於昔日的墳墓一般多為石頭建成，而此

中心等公共建築。

處有一座墳是用磚頭蓋起，相當的特殊，
28. 埔尾

所以得磚仔墓（磚仔墓邊）之名。

埔尾位內厝里 1 鄰、2 鄰境內，以游
姓和簡姓人家為主。因由公埔來算此
地屬尾端，故得此名。以南崁
公尺1000

500

0

圳為主要圳溝。而今產業以工
業為主，主要交通依賴長安路
和南山路，南山路旁多聚落沿線
分布。
29. 五分汴
五 分 汴 位 內 厝 里 5 鄰， 瓦
窯溪旁。因之前居民將營盤坑溪
水引至此處建造水汴，將溪水分成 5

份共享，因而得五分汴名。昔日此處有一
27. 公埔（豬公埔）

橋樑，名為五分汴橋，也就是今日的南山
路上的內厝橋。今日則多為工廠，以南山

此地地名為內厝第 7 鄰、第 8 鄰所在。

路為交通幹道。

以蔡姓為主，地形為一小山丘，有南崁
圳，今南崁內厝該地之國民小學亦由此得

30. 陂仔頭、陂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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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位於內厝里 4、5 鄰，以南崁溪

33. 紅瓦厝

為水源，築成公陂（陂即為埤，是儲水灌

土地篇

溉用的池塘）藉小圳溝灌溉田地。內厝里

此地位內厝里 10 鄰，內溪路與南山

4 鄰因處水頭，便命名為陂仔頭，據田調

路交叉口附近。紅瓦厝原屬林本源的產

此地曾於日治時代設有派出所，現已蓋滿

業，由陳家在此耕作，林氏為收租及管理

樓房及工廠，要先由巷道連接長安路，再

上方便，便於此處建立公館的分館，房屋

至南山路，或以長安路連接長興村的南工

頂上覆蓋紅色瓦片，因而得名。現陳姓為

路，再接南崁路。內厝里 5 鄰因地當公陂

主要姓氏，透過內厝頂圳將河底溪水引入

尾端故名陂腳。當時利用小圳灌溉。但現

灌溉農田，工業為主要發展。

在公陂已多填平，今日以工廠、公司為多。
靠巷道連接長安路、南山路，通往山腳和
南崁。
31. 大份
此地和陂腳同位於內厝里 5 鄰，有南
崁溪流經。地名由來是因本地當時簡姓人
家的田地廣，分到的水權相對較多，故取
大份之名。而當時簡姓人家以 1 甲 4 千斤
稻穀的代價，向林本源租地。現仍以簡姓
居多，但簡姓人家古厝因長安路開通遭拆

34. 龍盛
內厝里 11 鄰和 12 鄰一帶，在清代設
立有鹽館，館名叫作龍盛，因而演變為地
名。11 鄰 地 勢 較 高 些， 便 稱 頂 龍 盛；12
鄰的地勢較低，就稱為下龍盛。
35. 崙仔
位內厝里 11 鄰一部份，在長興路和
鐵路林口支線交叉口附近，長興路位北
邊，林口支線位東邊。崙仔意指地勢稍高

除，僅部分留下。現被劃歸小型工業區，

而缺水灌溉之處。此地之前因缺水無法種

交通主賴長安路連接南山路或由南山路接

稻，便植蕃薯為主。

南崁路。
36. 土地公厝
32. 水頭厝（王厝）
此地位內厝里 12 鄰，由小巷道連接
此地位於內厝里南崁溪與瓦窯溪交會

長興路，再接南山路通往南崁、山腳地區。

處附近。內厝頂圳為主要灌溉渠道，因內

原有的土地公廟，因附近工廠設立之故，

厝下圳的水由此處引入，有人在此建屋居

遷移至長興路和鐵路交叉處。農、工產業

住而得名；之後又有王姓人家遷居於此，

兼有，透過小圳溝取水灌溉。

故名王厝。現今產業為農田及工廠，主要
姓氏為王姓，屬同族聚居的村落。透過長
安路接南山路與外界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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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原為土地公廟產，土地公廟管理
員將其售出，意為替土地公取妻。而後有

人於此建屋居住，因此便
名土地公厝。而另一種
說法為百年前蔡氏人家
為內厝村之大家族，
在此建房舍而居，為
當時村內最佳房舍，而
蔡宅所在地離林本源份
土地公祠不遠，因此而得
名。
37. 橋頭頂下（橋頭）
因五福宮具區域
此處位內厝里 12 鄰內，現無人居住，

政治、經濟、文教、交通、軍事、信仰中

長興路旁有工廠，其餘有水稻田分布。原

心的特性，因此本區舊日便以該廟來稱整

有土地公祠一座及林本源建橋時的石碑一
塊，後來因溪水暴漲，土地公祠遭沖毀，
石碑也斷成兩截，橋頭土地公祠因此重新
安置於 12 鄰的田間，石碑便修復安置於
橋頭土地公祠旁。石碑內載：「同治十二
年癸酉仲秋置，林本源自造萬安橋，監工

個區域，涵蓋了廟口、營盤坑、羊稠坑、
番仔厝、山鼻子等範圍。直到日治時代仍
為蘆竹的核心區。
由南崁廟口為中心向外觀察交通網
絡，北以瓦窯溪與內厝里相鄰，可經由內
厝、山鼻、山腳、坑口、海湖，沿清代海

林登雲、林濟和立。」祠內並有一塊石頭，

線舊官道通八里坌、淡水。東北接營盤坑，

上面寫「福德正神」4 字，和石碑為同時

有通往坑子庄（外社、坑子）、林口的交

的產物，因林本源曾於此建橋 1 座，故名

通路線。東與羊稠坑溪、南崁頂庄相鄰，

橋頭頂下，而後便簡稱橋頭。

可經此到林口、龜山。南以大坑溪與南崁
下庄、頂庄。（南崁、錦興相鄰），由此

38. 南崁廟口

通往水汴頭、桃園。西面也以大坑溪與蘆
竹厝庄（錦中、長興、蘆竹）相鄰，而經

南崁廟口即今五福里，於清領時期舊
稱為「廟口庄」，即位於南崁玄壇廟（五

大園通中壢。這個明顯以廟口為核心的交
通網，由中心向四方放射狀分布，可看出

福宮）附近之村庄（南崁五福宮簡介，

廟口庄確實是較早開發的地區，更是區域

1976：7），位南崁村東北約 800 公尺處，

的中心。

為林口台地崖下山麓聚落，海拔自 100150 公尺間，地名源起於位居五福宮前。

39. 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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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後一名是與廟口相對稱的小地名，

「窩」和「坑」的差別在於窩是指圓形的

即位於五福宮廟後的地區，在今南崁國

的山間濕地；而坑仔是指河流侵蝕後所形

中、南崁高中附近，和營盤坑口、羊稠坑

成的狹長谷地。此「窩」的發音是採客語

相鄰。

發音，由此可知早期據此開墾的漢人應為
粵籍人士。

40. 崩崁腳仔
43. 營盤口
崩 崁 腳 仔 位 在 崩 崁 腳 山（ 今 羊 稠 公
山）山腳下，東接羊稠坑，西北接廟後，

營盤口是營盤里的舊名，位五福宮通

南臨龜山鄉大坑。地名源起台地受河川侵

往大眾廟、營盤坑的交通線上，舊稱「營

蝕，羊稠坑溪流過崩崁腳山，受河川側蝕

盤坑口」，地名起源於明鄭時期的軍事屯

因而造成山坡崩壞，形成一崖崁，便稱為

田，而舉凡營盤田的出入口區，皆稱為營

崩崁，位於崁腳之下便稱之為崩崁腳仔。
41. 羊稠坑
隸屬於羊稠里，地名源自於有羊舍的
山谷。羊稠坑位於廟口東南約 500 公尺，
地處於南崁溪之短小支流坑谷中，昔日為
牧羊者放牧山羊之地，並設簡陋廐舍以為
夜間收牧之所，閩南語稱牛羊廐為「稠」，
因此得名。
42. 大窩坑
大窩坑舊稱「大窩」，是河流侵蝕台
地所造成的河谷地形，位於羊稠里，為羊
稠坑溪上游的發源地，在今六福路和仁

盤口。
44. 瓦窯
瓦窯又名「瓦窯仔」，今瓦窯里，位
於營盤溪下游，內厝村與五福村交界處，
在內厝橋南邊，當地原有一座燒瓦的窯，
因此窯煙囪較高，便成了一明顯地標，當
地居民便稱之為瓦窯仔。瓦窯地當五福村
通往內厝、山鼻、山腳、林口等交通要道
上，現則有桃園林口線鐵路從旁經過。
45. 山鼻仔
隸 屬 於 山 鼻 里， 地 名 源 自 於 山 的 鼻
樑。清治時期因此地正處於大坑、坑仔兩
溪間林口台地崖突出之處，山型狀若鼻

愛路交會處。由南崁廟口溯羊稠坑溪往上

樑，故稱為山鼻仔，大正 9 年（1920）更

行，經過羊稠坑和本地，可以通往林口街

名為山鼻仔。

仔。
46. 蕃仔厝
「窩」字意味閩南語的「坑」字類似，
都指低窪谷地，「大窩」一詞為客家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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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屬於山鼻里，地名源自於番人住的

房子。林口台地西側崖麓谷口之地，昔日

務農，為水稻和淡水魚的產地。界內以呂、

為平埔番人房屋聚集之地，原名為「番仔

邱、陳兩姓人家居多，以閩籍為多數。

厝庄」，日治時期改名為「蕃仔厝」。今
里中陳氏祖廟，為歸化平埔族之祠堂。
二、埔仔區的舊地名

4. 新中福
隸屬於新興里，地名源自於由中福分
出來的新聚落。新中福為西鄰中福里所分

1. 大竹圍
位於上竹里西部，桃 6 和桃 19 號鄉

出，位居全里中央，為全里最大的聚落。
5. 中福

道的交會處以東。本地區因冬季季風強
勁，居民集中房屋，稻田於內部，外為四

隸屬於中福里，在光復後由中興與福

周遍繞防風之竹林，故稱大竹圍。大竹圍

興兩村聯合設立的村莊，故名中福。中福

庄內包含許多散庄，其中央最大的一座，

最知名的歷史是基力化工廠設此，曾造成

比北鄰另一聚落也稱為「竹圍」的大，因

土地嚴重污染。（參見經濟篇農業一節）

此稱為「大竹圍」，光復之初改名為大竹。
此區居民多為閩籍，昔以李、呂、林、徐、

6. 頂中福

黃、游、邱、楊、劉、蕭、蘇、胡等姓為主。
隸屬於中福里，位於中福南方的小聚
2. 林投厝
隸屬於宏竹里，地名源自於林投樹林

落，因地勢高於中福，故取名頂中福。
7. 福興

中的房子。據當地人說法，此地地名源自
當初開墾時期，因此地風大，居民於房舍
邊種植許多林投樹防風，故名林投厝。

位於今中福里之一部分。在桃園台地
埔心溪上游，海拔約 85-90 公尺之間。位
置地當本市最南端，福興原稱「巫厝」，

3. 新興

因閩粵械鬥，粵人敗走，清乾隆 12 年間
（1747），福建移民入墾，在此聚居，寓

位於新興里，桃園台地上，東距茄苳

興盛之意，因此稱「福興」。光復後與中

溪約 1.7 公里，海拔約 80 公尺。「新興」

興合併成一村稱中福村，即今中福里。昔

意為新興起的村落。清雍正年間之南北大

為水稻種植地帶。

道經過桃園市八角店，本地以位置接近隨
即興起。
本里北部為高速公路斜貫，居民昔多

8. 中興
為於今中福里之一部分，地處桃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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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間。因介於新興與福興兩個村落之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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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得中興之名。昔日此地一帶多為水稻田

12. 浮梘

及蔬菜生產地。
隸屬於富竹里，是南竹路 3 段與富國
9. 新庄仔

路的十字路口一帶的舊地名，地名源自於
桃園大圳 2 支線的一段架在空中的木製水

位於今新莊里，在桃園台地上，屬埔
心溪流域，昔日此地一帶為荒涼草埔地，

路，由於設置在圳路交叉點或溪壑，故名
浮梘，但現今早已不復存。

之後移民開闢墾殖，創建新村莊，故名。
埔心溪流經本區時，分成兩股並流，中夾
一長形溪洲地，由於其所在地本為荒涼草
埔，後由大竹圍游、王姓兩族人在此繁衍
新立聚落，開墾成功，因稱為新庄仔，日
本統治前期改名為新庄仔，光復初期更名
為新莊。本地居民仍多游姓和王姓，昔多
以水稻種植為主。
10. 相思坡
地名應作相思陂，隸屬於新興里，地
名源自於在中山高速公路機場系統交流道
西南側，今中興路、中興一街、二街一帶，
原有一口名為「相思陂」的大溜池，今開
南大學運動場旁邊，沿著高速公路南側的

13. 大華
有 廣 狹 二 義。 廣 義 的 大 華， 指 民 國
103 年（2014）被裁併的舊大華村，請參
見本章第一節「民國 103 年（2014）裁併
的大華村」的說明；狹義的大華，則指舊
大華村的村辦公處，即指位於大華街 56
號大華社區活動中心一帶。
14. 大營門
位於宏竹里西部，大竹北路和宏竹路
口，昔日為出入空軍基地之大營門，故名。
由於軍事基地有衛兵管制，村民必須持
「出入證」才能進出營區。「出入證」每
年更換一次。

水塘，就是相思陂的殘留，故相思坡實為
「相思陂」的誤稱。
11. 八股陂

15. 水斗仔
位於宏竹里西部與大園區大海里的交
界一帶，根據「大園區大海社區簡介」的

位於新興里，即桃園農田水利會「桃
園大圳 2 支線 7 號溜池」，址在文新街 30

解釋，水斗仔地名是由於當地氣候獨特多
雨而得名。

巷文中山莊北面，原本形狀頗不規則，目
前重新整治成長橢圓形，周長約 1,08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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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大坡腳

年（1735），坑仔社土目馬難
招佃陳老，入墾坑仔社荒埔。
最遲至乾隆 6 年（1741），
坑仔庄的漢人村落已經形
成，是當時本市唯一的村
莊，甚較南崁更早。而在
漢人進入開發之前，已
有凱達格蘭之平埔族
於此建立坑仔社。
2. 土地公坑
土地公坑位於坑
子里西南部，西北鄰
頂社，東接赤塗崎，南接高爾

隸屬於宏竹里，請參見前揭「南崁區
舊地名第 13 條大坡腳」。

夫球場以高速公路與龜山鄉交界，往北則
為貓尾崎，有赤塗崎溪由其南側流經。海

三、坑子區的舊地名

拔約 120 公尺，位坑子溪支流谷地中。大
正 9 年（1920）改隸桃園郡蘆竹庄坑子大

1. 坑子

字，土地公坑是坑子大字轄下的 4 小字之
一。

隸屬於坑子里，地名源自於有山有谷
的地形。坑仔為閩南人對有山有谷之地型

土地公坑的地形是河流侵蝕林口台地

之稱呼，該地為林口台地西緣之一侵蝕谷

所形成的坑谷，其地名由來與該谷地中

地，高低落差最大可達百公尺。聚落多建

的福德正神祠有關，故名為土地公坑。當

坑底或崖頂，故名坑仔。

地原有赤塗崎溪等溪流經過，取水灌溉方
便，漢人於是移入，位居於番社周圍，沿

坑 子 的 開 發 甚 早， 清 康 熙 52 年

溪兩岸及坑內種水稻，漢人因各於其田中

（1713）時，大雞籠通事賴科及鄭珍、朱

立土地公奉祀來保護家園，於是形成坑內

焜侯、王謨等人，合墾坑仔口社荒埔，開

遍佈土地公神像之景色，才得此名。

墾地區多集中於山坡上，因當時本部地區
缺乏河水灌溉，大多利用山上之泉水、山

3. 貓尾崎

溪灌溉，故當時上好田地反而分布在山坡
上，這便是坑子區墾務大進之因。雍正 13

位於坑子里東北部，是舊貓尾崎溪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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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林口台地所形成的山坡。之前有貓尾崎

土，露出地面可見而得名，故名赤土，崎

溪流貫此地，今該溪剩舊河谷，原來的溪

字於閩南語為山坡之意。這種磚紅土的土

水已消失。河道變成水田。貓尾崎東為林

質較適合種茶，因此本地沿著山坡有許多

口崎頂；北為臥龍崗遊樂區；山坡下為崎

茶園為其特色。臺北林口高爾夫球場，雖

腳，有四十八階崎、四十八階崎土地公、

稱林口，實位於赤塗崎。

壞溪仔、公田仔等小地名；西鄰頂社；南
則為赤塗崎，海拔約 160-180 公尺。大正

5. 頂社

9 年（1920）本區改隸桃園郡蘆竹庄坑子
大字，貓尾崎是坑子大字轄下的 4 小字之

位於坑子里西北方，西和外社里相交
界，東鄰貓尾崎，東南為土地公坑，地處

一。

舊貓尾崎溪與赤塗崎溪交會處，現有頂社
貓尾崎的地名由來是當地人認為貓尾

新橋沿用頂社地名。頂社海拔約 220-260

崎的「貓尾」指的是「貓穴」之尾。貓穴

公尺，因位林口台地（俗稱坪頂）的平坦

為龍穴的一種，龍穴位在貓頭，即今日林

頂部，故以「頂」稱之，又因為原居於今

口區崎頂附近；龍脈由貓頭向西延伸至貓

南崁北方坑仔附近的凱達格蘭平埔族坑仔

尾崎隨山坡降至平地而止，故稱該地「貓

社人原居地。「社」是指該族聚落，因名

尾」。「崎」字之意與地形有關，指坡度

「頂社」。

較大的山坡。也有說法是認為當地地形像
貓的尾巴而命名。著名的「臥龍崗育樂中
心」即是設在此地。

以交通線來看，頂社為坑子里的交通
中心，向西可通外社里；向東往貓尾崎上
達林口崎頂；向東南經土地公坑、赤塗崎，

4. 赤塗崎

上至崎頂可通林口街仔；南經社底、社角、
番仔埔通往 五福里的營盤坑、廟口的古

位於坑子里東南部，是赤塗崎溪源頭

道，但現已被高爾夫球場阻斷，不能通行。

侵蝕林口台地所形成的山坡。東北方為林
口崎頂，南以高速公路交界龜山鄉，西與

6. 上頂社

土地公坑相鄰，北為貓尾崎，南側為赤塗
崎溪流貫， 海拔 160-180 公尺。大正 9 年

隸屬於坑子里，地名源自於頂社上方

（1920）本地改隸桃園郡蘆竹庄坑子大字，

的聚落。位處於坑子溪流域最高點頂社之

赤塗崎為坑子大字轄下 4 小字之一。

後方，因地勢略高於頂社，故稱上頂社。

赤塗崎別稱赤土崎，地名源自於紅土

7. 社角

的山坡。因當地土質為顏色較深的磚紅
社角位於坑子里西方，北臨社底與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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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東南為土地公坑，南接番子埔與五福

盤坑要進入坑子地區的必經之地。地名由

村營盤坑相鄰，西鄰外社里，東側有赤塗

來和平埔坑仔社有關；「埔」是平地的意

崎溪流經。

思，此地因有坑仔社人活動，也為平埔族
人交通孔道，故漢人稱此地為番仔埔。

社角地名由來和頂社、社底的地名有
相同的意思，皆和平埔族的坑仔社相關。

10. 公田

「社」是指坑仔社；「角」則是指該地相
對於坑仔社的方位。當地因為平埔族坑仔

公田，在閩南語稱為「公田仔」，位

社原居地邊緣，在相對位置上，漢人將此

在坑子里頂社通往貓尾崎的道路上，即今

類邊緣地區名為「角」，故有「社角」之

公田溪橋、第一高爾夫球場、坑子里 7 鄰

名。

附近。東臨貓尾崎、崎腳，西接頂社，有
公田溪流經此地。
過去要由南崁廟口進入坑子地區，可

由內厝、山鼻、外社進入坑子村外，也可

公田意味祭祀公業。即某家族以部分

由營盤坑、番子埔、社角、社底而到頂社

田地做為家族之公共田產，由家族成員共

這條路線進入。

同耕作、輪耕，或聘人耕作，而田產所得
作為公共祭祀活動的費用。日久後，這片

8. 社底
位於坑子里西側，即今社底橋、藍厝

祭祀公業變成地標，稱為公田。
11. 壞溪仔

附近，西與外社相鄰，北接頂社，南鄰社
角，東有赤塗崎溪流經。

壞溪仔指的是公田、崎腳、貓尾崎附
近的貓尾崎舊溪谷，位今坑子里 8 鄰附近。

地名由來與坑仔社有關，「社」是指
平埔族聚落；「底」則是相對「內側」的
方位。坑仔社聚落大致上可分幾個部落，
其中有部落分布在多數部落以外地區，便
稱外社；而多數部落則相對於其聚落位社
群中心，內側位置者，漢人取名為「底」。

坑子里因受地形條件限制，除赤塗崎
附近的土質適合種茶外，居民多種稻。而
本里大多地區又因地處各溪流源頭，河
川下蝕力量強，造成坡度較大的「崎」，
並不適合農耕，因此農田多分布於溪谷兩
側，方便引水灌溉。農民便與溪水爭地，

9. 番仔埔

在攔水灌溉下，使河道水流面積縮小。農
人搶耕乾涸舊河道，但與溪爭地的結果，

位於坑子里，今日統帥高爾夫球場與

在遇到大雨水量暴增時，縮小的河道無法

臺北高爾夫球場之間，過去曾是廟口經營

正常排水，常沖毀舊河道上的水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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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溪仔」指除原有河道消失、廢棄外，

較多，聚落也較大。於光復後分成外社及

更隱藏居民對暴增溪水沖毀水田的恐懼，

山腳兩村。民國 103 年（2014）6 月改制

才取名為壞溪仔。

為市，村改為里。

12. 四十八階崎

15. 外社

位於坑子里由公田往貓尾崎上坡處，

隸屬於外社里，地名別稱下社，地名

今崎腳橋旁。在過去由頂社往林口路途

源自於外方的聚落。外社之名乃因坑仔社

中，經過公田後便要爬上貓尾崎，而在

而來，坑仔社番昔分頂社、下社兩社，下

爬上貓尾崎前有一段 48 階的山坡，居民

社因在頂社之外方，後改稱外社。

稱為四十八階崎。在四十八階崎底下（今
之 崎 腳 橋 旁 ）， 有 1 座 土 地 公 廟， 稱 為
四十八階崎土地公。傳言過去坑子里養豬
人家將豬隻趕往林口買賣時，在經過此地
時，常受驚嚇而場面大亂，當地人便在此
地建土地公廟，保護往來商旅。由此可知
坑子地區是通往林口街仔的重要通道。
13. 崎腳
位於坑子里東北側舊貓尾崎溪源頭的
坑谷中，南邊的山坡是貓尾崎，北邊山坡

16. 草仔崎
草 仔 崎 位 於 外 社 里， 海 拔 高 度 約 在
90-140 公尺之間，地名由來乃因昔日為茅
草密生的山坡而得名。因當地風強土劣，
樹林難生而成為茅草蔓生之牧地，後來林
姓移民開墾此地，建閩南式小屋居住，故
又稱紅瓦房。昔日居民從事農業為主，主
要物產有水稻和甘藷，有部分為工廠。
17. 公溝

則為今臥龍崗遊樂區，西側為壞溪仔，東

隸屬於外社里，地名由「土地公溝」

臨林口台地，現當地仍留崎腳橋來印證地

簡化才來。土地公溝是山腳里大崙山區的

名。崎腳是相對於東側地勢較高的崎頂，

野溪，沿著外社里 7 鄰流經 8 鄰，於公溝

崎頂歸林口區。而林口台地被貓尾崎溪侵

橋和後面坑溪匯流後，向南併入坑子溪，

蝕形成坡度甚大的「崎」，因此在地形上

成為南崁溪的支流。

的特色稱之為崎腳。
18. 後面坑
14. 坑仔外
隸屬於外社里，原名「店仔後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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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屬於外社里，地名源自於在坑子外

也稱為「後邊坑」或「後平坑」，地名源

的聚落。坑仔外因在坑仔溪谷地外方（西

自於後方的山谷。外社地區主要聚落是下

面）而得名，由於所屬谷地開展，故耕地

社（即外社），昔日是山腳、海湖、竹圍

一帶前往林口、新莊等地的中途站，因而

姓人家有 5 個兄弟喜愛喝酒， 常帶著酒

漸成市集，有肉舖、藥店、打鐵店、布店、

甕上山喝酒作樂，5 個人酒量大，喝酒都

派出所、公學校等設施，因此又名「外社

以桶計，地方傳為美談，於是稱這座山為

店仔」。本地因位於外社店仔後方的山谷

「五酒桶山」。整個五酒桶山山區都是海

中，故外方人稱之為「店仔後坑」，在地

拔 100 多公尺的丘陵地，山區路線縱橫，

人則稱為「後邊坑」或「後平坑」。待山

而且路況良好，多平緩易行，適合闔家出

林路拓寬段，在通往本地的巷口將路標立

遊，吸引許多愛好戶外活動者來此登山健

為「後面坑」，此後才有後面坑的地名。

行。五酒桶山登山步道與羊稠森林步道合
為本市兩大知名的登山步道。

19. 興化厝
21. 樹林仔
隸屬於外社里，位於山外路往北過山
林路後，沿桃北 4-1 縣道北上約 500 公尺

位於外社里山林路南方，沿山外路過

處，即蘆竹生命紀念園區一帶山區。主要

了外社橋往南，這一帶就屬於「樹林仔」

聚落在外社里 8 鄰，此地原屬大地主林本

的範圍。「樹林仔」，故名思義，這裏林

源的土地，道光年間原居林口後湖的林天

木茂密，除了偏北的 9 鄰一帶有小片平地

賜帶領家人遷移來此耕作。因林家祖籍福

外，其餘的聚落皆位在淺山區。本區自古

建省興化府，地名即依此而來。由於位置

多為黃姓族人所居，約在同治 9 年（1870）

僻遠，本地是坑子地區的傳統墓葬區之

之前便 已在淺山地區建祖厝，後子孫繁

一，為蘆竹市第 18 公墓的所在地，民國

衍，漸向平地一帶拓展。受黃姓族人的影

86 年（1997）開始闢為公園，民國 99 年

響，有人稱這帶山區作「黃厝山」。晚近

底（2010）， 成 立 為「 蘆 竹 生 命 紀 念 園

因恩主公廟宇香火興盛，也有人稱為「恩

區」。民國 101 年（2012）由蘆竹外社社

主公嶺」。

區發展協會將本地規劃為興化厝賞鳥區。
22. 山腳
20. 五酒桶山
隸屬於山腳里，地名源自於山腳下的
位於外社、山鼻和營盤 3 里交界的山

聚落。山腳位於外社西方，北方縣界上有

丘，海拔高約 170 公尺。五酒桶山亦有人

大古山（高 151 公尺），聚落因建於其南

稱為「虎尾寮仔」，地名的由來，有兩種

麓上而得名。山腳位在山腳里南部，居坑

說法，一是這裡的山區谷地有一座池塘，

子地區中央位置，是林口、海湖、南崁三

以前村民常牽牛來此飲水及洗澡，因此被

方交通之會合點，故能發展為坑子地區最

稱為「牛水桶山」， 後來演變變成「五酒

大市集，亦為本里的行政中心，郵局、國

桶山」。另一種說法是，傳說昔日當地蔡

小、消防分隊、社區活動中心、農會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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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土地篇

處等機構都集中於此。此外，它也是本里

太和國寶廟於民國 84 年（1995）破土興

的交通中心，桃 3、桃 4 號鄉道以及 108

建，歷經波折克服萬難，巍峨堂皇竣工安

號縣道均在此交會。本聚落規模較大，為

座。現今大古山上咖啡屋林立， 賞景、賞

本里人口聚集區。

鷹兩相宜，吸引無數人潮，帶動山腳觀光
休閒產業發展。

23. 彎頭仔
26. 坑口
隸屬於山腳里，今南山路、海山路、
山林路交叉口，為今日山腳地區交通樞

即今本市坑口里，地理位置瀕臨臺灣

紐。日治時代為載運坑子、外社出產的茶

海峽，在林口台地西北端崖坡一短小坑谷

葉、木材、木炭、甘蔗等農產品至桃園地

之谷口，因此在開拓當時稱為「坑仔口」。

區而建造輕便車軌道。此軌道自桃園經南

地名來源有三種說法：其一是因當進入坑

崁到外社，因在山腳處轉一個大彎，故此

仔社之谷口位置，相對於凱達格蘭平埔族

處被稱呼「彎頭仔」。

「坑仔社」的位置而言，適位其谷口；其
二是指由南崁港進入坑仔的關口，故稱此

24. 頭番、尾番
隸屬於山腳里，早期水利不興時，居
民分區利用坑子溪水灌溉，每區輪流灌溉

名；其三是因閩南人習慣上稱近海地方稱
為「海口」，故稱坑仔口。
27. 頭前

24 小時，先灌溉使用的田地範圍即稱「頭
番」，依序稱為「二番」、「三番」…「尾

位於坑子里西部 19-21 鄰一帶，頭前

番」。頭番位於蘆竹區農會山腳辦事處大

位於後壁厝西方約 1.6 公里處，閩南語中

樓處，二番位於海山路仁愛社區對面，三

的「頭前」，與「後壁」即為「前方」、「後

番位於蜻蜓幼稚園一帶，尾番位於山腳國

方」的意思。意指此二地是前後相對應的

民中學一帶。

住家聚落。頭前為坑仔口鄰近南崁溪邊之
地，因為水利好，所以開發的也較早。

25. 大古山
28. 後壁厝
大古山，舊名「大崙尖」，因軍事用
地名稱過於敏感，而改名為「大古山」，

位於坑子里中部 7-11 鄰一帶，後壁厝

亦即 151 高地，現無人居住。早期居民有

與頭前互相對應，為「前方」、「後方」

黃添旺、戴什、陳興等人。大古山福德祠

的住家聚落。

興建於此，占地約 2,300 坪，地方熱心人
士捐款購地，提供社區居民最佳休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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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圳岸

隸屬於坑口里，地名源自於水圳旁的聚

隸屬於海湖里，下海湖位於海湖里西

落。因聚落建立於灌溉水圳旁，故取名為圳岸。

方鄰海一帶，西接竹圍地區，由於竹圍漁
港的發展迅速，使得這個區域也跟著發展

30. 大坑
隸屬於坑口里，地名源自於高低落差
的山谷。其地正當進入坑仔社之谷口位
置，背對林口台地崁崖，高低落差相當的
大，因此稱為大坑。
31. 海湖
即 今 本 市 海 湖 里。 海 湖 因 地 形 而 得

了起來，現今已被竹圍一名涵括。
35. 崎頭
隸屬於海湖里，地名源自於崁崖的起
點。因地處於林口斷層崖之起點，所以稱
為崎頭。
36. 出水仔

名，閩南語之「湖」為盆地地形之意，地
處林口台地西北端山腳下，由林口台地伸

隸屬於海湖里，地名源自於溪流出海

出山腳，作東、南、西南三面環繞，有一

口的小聚落。出水坑之外側海岸地形，因

高度 26 公尺小丘位於其西南方，地勢低

溪短流散，平時水小，如同間歇性河川，

平，高度只在海拔 20 公尺以下，開口面

大雨時始顯旺盛，因名出水仔。

臨臺灣海峽，呈現臨海的盆狀地形，以閩
南語「湖」是用來表示盆狀地形，故稱「海
湖」。
32. 頂海湖
隸屬於海湖里，位於出水坑內，由於
地勢較海湖高而得名頂海湖。
33. 中海湖
隸屬於海湖里，日治時期所指的下海
湖實指昔日的中海湖，為海湖地區最主要
的聚落，一般民眾通稱的海湖即是指此
地。
34. 下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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