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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資料建檔 

一、文化景觀公告基本資料 

石滬為台灣海岸居民順應自然而發展出之傳統漁業活動，見證台灣

海洋歷史之文化演替，更為沿海居民以智慧利用自然資源而發展出之獨

特石滬文化。桃園市政府於 108 年 4 月 8 日以府文資字第 1080074320 號

公告登錄「新屋蚵間石滬群」桃園市文化景觀，文化景觀公告資料為： 

 名稱：新屋蚵間石滬群。 

 位置：桃園市新屋區蚵殼港段蚵殼港小段 1383-1、1384、1387 地

號附近淺坪海域。 

 範圍：新屋蚵間石滬群 2、3、6 號，總面積約 40,059.9 平方公

尺，如表 1-1 所示。 

 登錄理由： 

1. 運用天然地形、卵石堆砌與潮汐變換所構築之捕魚設施，呈

現人類生活智慧與自然互動之定著地景。 

2. 具備漁業設施之具體意義，使用人仍擁有傳統知識與文化系

絡，表現對土地永續利用之在地技術，甚具價值。 

3. 為清領時期所建造，屬北台灣少數尚使用與維護之石滬群，

反映當地沿岸漁業特殊形式與環境關係，具時代與社會意

義。 

 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1 條暨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審查辦

法第 2、3、4 條。 

 評定基準： 

1. 表現人類與自然互動具有文化意義。 

2. 具紀念性、代表性或特殊性之歷史、文化、藝術或科學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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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時代或社會意義。 

4. 具罕見性。 

表 1-1 文化景觀「新屋蚵間石滬群」登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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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歷史文獻史料之蒐集 

 鄰近地區歷史發展 

1. 新屋區之開拓史及區名緣起 

漢人入墾前的新屋地區為平埔族的勢力範圍，分佈的主要社

群以新屋境內的社子溪為界，社子溪以北為凱達格蘭族南崁社社

域，南岸為道卡斯族竹塹社社域。 

康熙末年已有漢人零星入墾新屋區，並以社子溪為界分屬不

同墾區莊，社子溪以北係以郭振岳墾號、姜勝本墾號為首的「大

溪墘莊」；社子溪以南係以汪仰詹墾號為首的「萃豐莊」，蚵殼港

庄即屬於萃豐莊。 

乾隆初年，陸路交通尚不甚便利的新屋地區，民生物資運輸

皆有賴海運。位於社子溪出海口的崁頭厝港是當時主要貿易良

港，乾隆年間大批來自中國廣東省的粵籍移民多由崁頭厝上岸，

再往社子溪以北一帶開墾。乾隆元年(西元 1736 年)，范姜殿高渡

海來臺，先後在郭振岳墾號及姜勝本墾號參與墾務，爾後逐漸開

啟范姜家族在新屋地區大規模拓墾的時代。咸豐 4 年(西元 1854

年)，范姜家族由於墾務有成，決定整建原有的土埆厝公廳，改為

磚造建築並覆紅瓦屋頂、中脊為翹鵝(燕尾)；因造型優美，當地人

稱「起新屋」，以後遂成庄名及今之區名。 

在漢人大規模入墾新屋地區後，為了維持農耕運作之需，水

源的取得與穩定利用便成為各墾戶需要解決的一大問題。一開始

以陂塘儲水作為灌溉用水，乾隆年間亦有引溪水築埤圳灌溉的作

法，其中較具規模且有文獻記載者僅三七圳。即使灌溉面積擴

大，水源並不穩定，仍有部分農地僅能採旱作型態維持耕作；再

者，三七圳供水之區多集中於近社子溪南岸的村莊，再往南的大

坡莊、蚵殼港莊、後莊等地則已非屬灌溉區域。日治時期頒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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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則，將原屬私人產業的水利設施公共化，並且以官方資源興

築大型水利設施。大正 2 年(西元 1913 年)，由於發生嚴重旱災，

總督府決議於桃園台地興築大型水利設施，即為「桃園大圳」，直

至昭和 3 年(西元 1928 年)才告完工。桃園大圳的完工，提供社子

溪以北地區豐沛及穩定水源，然而社子溪以南仍維持清領時期以

私有埤圳、陂塘小區域灌溉的模式。遲至民國 50 年後，因石門水

庫及石門大圳之興建，以及新屋社子溪以南地區水利系統的改

善，新屋地區自此完全改變自清領時期以來的陂塘景觀，也終於

弭平與社子溪南北兩岸岸近 40 年的灌溉系統差異。農田水利灌溉

無虞匱乏，政府為使農田土地充分利用，增加稻作產量，普及農

業機械化耕作，土地重劃推展各地區，以致農業發展如日中天。 

行政區域的演變，新屋區早期屬於城外北廂，後改屬竹北二

堡，再棣楊梅壢支廳。當時新屋區與大坡區並駕齊驅，後新屋區

交通市集漸漸發達，超越大坡、崁頭厝鼎足的形勢，脫穎而出。

大正 9 年（西元 1920 年），日治時廢大坡、新屋兩區名，合崁頭

厝而成新屋庄役所。二戰後改為桃園縣新屋鄉，103 年 12 月 25

日因桃園縣改制直轄市，成為新屋區。 

2. 新屋蚵殼港聚落發展概述 

古稱蚵殼港庄或蚵殼港地區，係指現今蚵間里及深圳里，參

考「108 年探究自然環境對新屋文化形成之影響與教育推廣計

畫」，透過梳理新屋地區聚落及水利開發歷程，歸納蚵殼港庄之自

然環境及人文特質： 

(1) 蚵殼港庄為新屋社子溪以南地區唯一的閩籍村落，至戰後未

有變動。 

(2) 蚵殼港庄居民就近從事地曳網漁業及石滬漁業等漁撈相關產

業者，多於新屋其他沿海村落，此一事實或可說明其與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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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墾者於原鄉的生活技能有關。 

(3) 蚵殼港庄直至戰後民國 50 年代中期，水利設施始興築完

善，於此之前，水利系統缺乏，農耕條件欠佳。由於一直以

來水利設施不興，供水不穩，導致農耕條件欠佳，在農閒之

餘，轉而從事漁撈工作，成為早期當地居民生產模式之一，

一方面避免勞動力過剩、閒置，另一方面也透過漁獲穩定獲

取蛋白質來源。 

(4) 利用石滬所捕撈之漁獲，絕大多數都是家族成員自行食用或

餽贈聚落鄰里，仍有剩餘才轉賣前來收魚的魚販。因此，魚

群的捕撈與農事耕作都是為自給自足所需，而非以經濟產業

型態經營。 

(5) 日治時期新屋地區的交通運輸系統，多以社子溪以北的新屋

庄(今永安村)為主，蚵殼港地區未有完善交通系統支應人員

以外的物資運輸。 

據此，可歸納出蚵殼港地區一直有近岸漁業活動，但多限於

聚落內自給自足。漁業規模小，連帶可供轉運之漁獲變少，從而

亦無拓展交通系統之需求。 

3. 新屋石滬歷史發展 

當地主要信仰中心新屋區蚵間里福興宮之沿革碑記即有與新

屋石滬相關之記載，沿革碑記之內容如下： 

「本宮位於桃園縣新屋鄉蚵間村 6鄰蚵殼港 55號。創建於民

前三十六年，清光緒二年，西元一八七六年歲次丙子。 

奉玉旨敕封代天巡狩察理陰陽七位夫人(王、金、李、黄、

世、何、梁)掛帥，七府王爺(蕭、蘇、邢、沈、羅、池、朱)護

駕，於民前三十八年明治七年西元一八七四年歲次甲戌年七月中

旬，七位夫人七府王爺船駕臨本境：新竹州中壢郡新屋庄蚵殼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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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后改制為桃園縣新屋鄉蚵間村)。傳記敘述係由福建省泉州府

后府尾鱟尾口，信眾發起建造夫人王爺船，放洋出海祈求平安之

風俗，其掌舵繁纜全靠神明威力，王船行經台灣海峽因海象欠

佳，停泊寶島台灣蚵殼港北邊車路巷口之石滬內，被許克明、許

俊德昆仲發現，船上似乎有人招手，其船古雅新穎，獅頭燕尾，

於是許氏昆仲上船詳察，並無人跡，發現內置有案棹、鮮花、水

果供奉七位夫人、七府王爺金尊，燈燭輝煌、爐香四溢，立即膜

拜，並發覺船帆之力度索損斷，即刻修接，但船舵故障，雖經檢

視修復，奈何石滬大石磊磊無法開船，待滿潮始得行駛靠岸。然

後許克明急回稟報雙親及兄長，並召集鄰居前往協助搬運。船內

案棹置有捐獻簿，記載鱟尾口信眾捐之名冊、五營令旗、木牌

匾、鎮牌、官刀、柴槍、金瓜槌等，還有杉楹、桶仔、磚瓦、鋤

頭、畚箕、棕簔、笠仔、棹椅等物。船艙備有水果、餅乾、醬

醋、油、鹽、柴、米、茶葉、寢具、櫥、箱、櫃、化妝盒等。舺

舨上備有炊具、鼎中白飯熱騰，菜湯沸沸，並有羊犬各一隻，皆

迎至許加興罟察內暫奉及保管。自此神靈顯赫，香火鼎盛，沿海

五穀豐收，魚獲量滿載而歸，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村民經濟改

善，感念神恩，商議集資建廟成立籌建委員會，信眾踴躍捐獻，

於是在民前三十六年清光緒二年西元一八七六年歲次丙子，擇日

興工建廟。新廟落成後，七位夫人、七府王爺迎駕安奉，神威更

顯昭彰。據稱每逢氣候變化前兆，入夜後七位夫人、七府王爺船

顯現於本境外海行駛巡視，保佑漁民平安魚獲滿載。⋯⋯（後

略）。」 

與新屋石滬相關之描述整理如下： 

(1) 依據碑記記載，新屋石滬於清同治 13 年(西元 1874 年)即已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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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論該區域石滬主要為許家使用，包括許克明、許俊德或

許家興，而目前許家亦為石滬主要使用人。 

(3) 當時新屋海邊已有「罟寮」木建築，因為漁民通常是用

「牽罟」的方式捕魚，牽罟用具都放在「罟寮」中，「寮」

通常為簡易的木造建築。 

(4) 區域主要分布：蚵殼港北邊之車路巷口石滬內。 

(5) 「七夫人」及「七王爺」為新屋當時石滬所有者祭祀之重

要神靈。 

 新屋石滬於清領至日治史料及近代研究成果 

根據「桃園縣新屋石滬基礎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整

理，簡要敘述各歷史階段，石滬相關使用權演變如表 1-2 所示。 

表 1-2 新屋區石滬相關使用權演變簡史 

年代 
清領時期 

(1684~1895) 

日治時期 

(1895~1945) 

民國時期 

(1945~) 

所有者或 

使用人 

漢民族(閩粵移民)

所有 

日治時期竹北二堡 

漁業免許管理 

政府國有；民間私下

讓渡，並未進行定置

漁業權申請 

1. 清領時期 

清領時期關於石滬之史料記載出現於「臺灣府志」、「諸羅縣

志」、「臺灣縣志」、「重修臺灣府志」、「續修府志」、「台海使槎

錄」、「澎湖台灣紀略」等史料，其用字為「魚扈」或「石扈」。最

早出現之史料紀錄為康熙 24 年(西元 1685 年)由蔣毓英所著之「臺

灣府志」之「臺灣縣：大小網、泊、滬三十八張口，每張口徵銀

不等」(賦稅志‧雜稅)，由此一紀錄可知，臺灣石滬之形成與應用

甚早，且於清領時期即已發展出課稅制度，顯見當時石滬漁撈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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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可擁有一定收入之產業類別。關於石滬之徵稅紀載尚出現於

高拱乾所著之「臺灣府志」，以及一系列續修、重修之「臺灣府

志」與澎湖志略等澎湖地區之地方史料，茲整理相關內容如表 1-3

所示。 

表 1-3 清領時期石滬相關文獻 

史料/作者 年代 內容 

臺灣府志/蔣

毓英 

康熙 24 年 

(西元 1685 年) 

臺灣縣：大小網、泊、滬三十八張口，每張口徵

銀不等。（賦稅志‧雜稅） 

臺灣府志/高

拱乾 

康熙 35 年 

(西元 1696 年) 

臺灣縣：澎湖大小網、泊、滬四十張口，大滬二

口，每口徵銀八錢四分，….；小滬二十口，每口

徵銀四錢二分，…。(賦稅志‧雜稅) 

諸羅縣志/周

鍾瑄 

康熙 56 年 

(西元 1717 年) 

自吞霄至淡水，砌溪石沿海，名日魚扈；高三尺

許，綿亙數十里。潮漲魚入，汐則男婦群取之，

功倍網罟。(風俗志‧番俗‧雜俗) 

臺灣縣志/陳

文達 

康熙 59 年 

(西元 1720 年) 

澎湖：大滬二口(每口徵銀八錢四分)，小滬二十

口(每口徵銀四錢二分)。(賦稅志‧雜稅) 

澎湖志略/周

于仁 

康熙 59 年 

(西元 1720 年) 

大滬二口，徵銀一兩六錢八分。小滬七十三口

半，徵銀三十兩四錢五分。(戶口‧錢糧) 

重修福建台灣

府志/劉良壁 

乾隆 2 年 

(西元 1737 年) 

大滬二口(每口徵銀八錢四分)，共徵銀一兩六錢

八分(於雍正五年奉文割歸澎湖通判管轄)，小滬

二十口(每口徵銀四錢二分)，共徵銀八兩四錢(於

雍正五年奉文割歸澎湖通判管轄)。 

雍正六年，溢額小滬三十四口(每口徵銀四錢二

分)，共徵銀一十四兩二錢八分；…雍正八年，小

滬半口，徵銀二錢一分。雍正十三年，報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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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作者 年代 內容 

滬一十八口(每口徵銀四錢二分)，共徵銀七兩五

錢六分。(戶役‧雜稅) 

重修臺灣府志

/范咸 

乾隆 12 年 

（西元 1747 年） 

大滬二口(每口徵銀八錢四分)，共徵銀一兩六錢

八分。小滬七十二口半(每口徵銀四錢二分)，共

徵銀三十兩零四錢五分(原額二十口，徵銀八兩四

錢。雍正六年，報陞三十四口，徵銀一十四兩二

錢八分；八年，報陞半口，徵銀二錢一分；十三

年，報陞一十八口，徵銀七兩五錢六分)。(賦役‧

水餉) 

續修臺灣府志

/余文儀 

乾隆 29 年 

(西元 1764 年) 

大滬二口(每口徵銀八錢四分)，共徵銀一兩六錢

八分。小滬七十二口半(每口徵銀四錢二分)，共

徵銀三十兩零四錢五分(原額二十口，徵銀八兩四

錢。雍正六年，報陞三十四口，徵銀一十四兩二

錢八分；八年，報陞半口，徵銀二錢一分；十三

年，報陞一十八口，徵銀七兩五錢六分)。(賦役‧

水餉) 

澎湖紀略/胡

建偉 

乾隆 36 年 

(西元 1771 年) 

通澎共小滬六十九口半，每口徵銀四錢二分…。

通澎共大滬二口，每口徵銀八錢四分…。(賦稅

紀‧款項) 

澎湖續編/蔣

鏞 

道光 12 年 

(西元 1832 年) 

續報升船、網、滬、繒等項未入額每年徵銀一十

七兩二錢二分…先經前廳詳報奉准撥充關聖、天

后祭祀之資…。又小滬半口，徵銀二錢一分…。

(賦稅紀‧度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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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作者 年代 內容 

澎湖廳志/林

豪 

光緒 19 年 

(西元 1893 年) 

通共小滬六十九半(每口徵銀四錢二分)…。通共

大滬二口(每口徵銀八錢四分)。(經政‧雜稅) 

資料來源：108年探究自然環境對新屋文化形成之影響與教育推廣計畫。 

除徵稅紀錄外，由周鍾瑄所著之「諸羅縣志」、黃叔璥所著

「台海使槎錄」亦明確記載石滬所在之地理區位範圍、石滬砌築

方式與石滬獵漁所應用之原理。 

依周鍾瑄所著「諸羅縣志」之記載「自吞霄至淡水，砌溪石

沿海，名曰魚扈；高三尺許，綿亙數十里。潮漲魚入，汐則男婦

群取之；功倍網罟。」(卷八 風俗志/番俗/雜俗)可知於清領時期

臺灣中北部西海岸確實已有築石滬捕魚之慣習，而石滬群的數量

可「綿亙數十里」，漁獲量是為結網捕魚之數倍。此外，於「諸羅

縣志」卷十一藝文志後壟港中更清楚記載在今苗栗後龍港所見之

海勢及當地住民的漁撈方式與漁獲去處等詳情：「雙溪奔流西入

海，海勢吞溪溪氣餒；銀濤翻逐綠波迥，遂使溪流忽然改，番丁

日暮候潮歸，竹箭穿魚二尺肥（不事網罟，多築石滬；潮退，以

竹箭射取），少婦家中藏美酒，其夫倒酌夜爐圍，得魚勝得獐與

鹿，遭遭送去頭家屋。」文字中明白指出當時的後龍港地區漁撈

行為主要以石滬捕漁為主，且漁撈之利勝過獐、鹿，文末所指稱

之「頭家」則是指沿續荷治時期所創之贌社制的漢人社商 。 

依巡臺御史黃叔璥在「台海使槎錄」中，清楚描述澎湖石滬

的區位、量體、與捕魚方式等：「滬者，於海坪潮漲所及處，周圍

築土岸，高一、二尺，留缺為門；兩旁豎木柱，挂小網柱上，截

塞岸門。潮漲，淹沒滬岸，魚蛤隨漲入滬；潮退，水由滬門出，

魚蛤為網所阻。寬者為大滬，狹者為小滬。」。 

由表可知，清領時期關於石滬之史料記載多係與稅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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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諸羅縣志」與「台海使槎錄」提及石滬砌築方式與所在的明

確地理位置，而在上述史料中，則未發現新屋石滬相關之記載文

字。 

2. 日治時期 

台灣總督府於大正元年(西元 1911 年)發布「台灣漁業規則」，

係為日治時期漁業申請許可的法令依據，石滬漁撈行為被納為

「漁業免許(漁業許可)」種類下的「特別漁業」，臺灣西北海岸各

地石滬所有人紛紛提出漁業免許申請。大正 13 年(西元 1924 年)，

台灣總督府續行「漁業法施行規則」，各地方漁業許可之決定權歸

各地行政長官裁定，故造成後續漁業許可申請紀錄無法透過日治

時期總督府相關檔案系統進行查詢，因而相關史料集中於大正元

年至 11 年間(西元 1911~1922 年)。 

透過「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查詢日治時期

石滬相關資訊，包含「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總督府府報」及

搜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之相關資料（圖 1-1），所獲資料

中，與新屋石滬相關者計 12 筆，其內容詳如表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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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20965a010 

圖 1-1 臺灣總督府府報 

表 1-4 日治時期總督府府報公告桃園廳竹北二堡蚵殼港石滬漁業免許資料 

免許番號 
免許年月

日 

漁業權者 

姓名及住所 
漁場位置 

漁業種類及

名稱 
漁獲物種類 漁業時期 

漁業權 

存續時間 

第 195 號 
大正 4 年 

1 月 30 日 

許端 

蚵殼港庄 

228 番地 

蚵殼港庄

地先 

特別漁業 

石滬漁業 

饒仔、赤

翅、蝦、其

他雜魚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0 年 

第 196 號 
大正 4 年 

1 月 30 日 

許禎祥 

蚵殼港庄 

278 番地 

蚵殼港庄

地先 

特別漁業 

石滬漁業 

饒仔、赤

翅、蝦、其

他雜魚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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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許番號 
免許年月

日 

漁業權者 

姓名及住所 
漁場位置 

漁業種類及

名稱 
漁獲物種類 漁業時期 

漁業權 

存續時間 

第 197 號 
大正 4 年 

1 月 30 日 

楊全 

後湖庄 

39 番地 

蚵殼港庄

地先 

特別漁業 

石滬漁業 

饒仔、赤

翅、蝦、其

他雜魚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0 年 

第 198 號 
大正 4 年 

1 月 30 日 

吳彈盔 

蚵殼港庄 

256 番地 

蚵殼港庄

地先 

特別漁業 

石滬漁業 

饒仔、赤

翅、蝦、其

他雜魚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0 年 

第 199 號 
大正 4 年 

1 月 30 日 

鄭火勝 

後湖庄 

32 番地 

蚵殼港庄

地先 

特別漁業 

石滬漁業 

饒仔、赤

翅、蝦、其

他雜魚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0 年 

第 200 號 
大正 4 年 

1 月 30 日 

許達 

蚵殼港庄 

171 番地 

蚵殼港庄

地先 

特別漁業 

石滬漁業 

饒仔、赤

翅、蝦、其

他雜魚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0 年 

第 485 號 
大正 5 年 

3 月 3 日 

李炎 

蚵殼港庄 

土名深圳 

128 番地 

蚵殼港庄

地先 

特別漁業 

石滬漁業 

饒仔、赤

翅、龍蝦、

其他雜魚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0 年 

第 485 號 
大正 5 年 

3 月 3 日 

胡氏招妹 

蚵殼港庄 

土名深圳 

128 番地 

蚵殼港庄

地先 

特別漁業 

石滬漁業 

饒仔、赤

翅、龍蝦、

其他雜魚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0 年 

第 990 號 
大正 7 年 

8 月 24 日 

許候 

蚵殼港庄 

171 番地 

蚵殼港庄

地先 

特別漁業 

石滬漁業 
雜魚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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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許番號 
免許年月

日 

漁業權者 

姓名及住所 
漁場位置 

漁業種類及

名稱 
漁獲物種類 漁業時期 

漁業權 

存續時間 

第 991 號 
大正 7 年 

8 月 24 日 

許圳德 

蚵殼港庄 

227 番地 

蚵殼港庄

地先 

特別漁業 

石滬漁業 
雜魚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0 年 

桃第 8 號 
大正 9 年 

2 月 3 日 

許撐 

蚵殼港庄 

土名蚵殼港 

128 番地 

蚵殼港庄 

土名深圳

海岸 

特別漁業 

石滬漁業 

饒仔、烏

仔、雜魚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0 年 

桃第 9 號 
大正 9 年 

2 月 3 日 

李是 

蚵殼港庄 

土名深圳 

139 番地 

蚵殼港庄 

土名深圳

海岸 

特別漁業 

石滬漁業 

饒仔、烏

仔、雜魚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0 年 

資料來源：108 年探究自然環境對新屋文化形成之影響與教育推廣計畫。 

由表 1-4 可知， 12 名申請漁業免許的石滬中，有 2 口位於蚵

殼港庄土名深圳海岸，其餘則皆位於蚵殼港，或可推測，當時申

請漁業免許的石滬中，有 10 口位於今蚵間里，2 口為今深圳里。 

3. 近代新屋石滬既有研究成果 

國民政府來台後，石滬相關資料及漁業權登記等資訊，並無

官方資料可以查詢，但對於石滬之研究則有相當豐碩的成果。 

新屋地區石滬群於 101 年由「桃園市新屋區愛鄉協會」進行

社區資源調查後，即陸續展開相關調查研究計畫，迄今針對或觸

及新屋石滬之調查研究計有 6 件，詳如表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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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近年觸及新屋石滬群之相關研究 

計畫名稱 
執行(受補助)

單位 
主管機關 摘要 

桃園縣新屋石滬基礎

調查研究計畫 (102

年) 

桃園縣城鄉不

動產協會 

桃園縣政府 

文化局 
新屋石滬基礎調查研究。 

石滬文化資產普查計

畫(104 年) 

澎湖海洋 

文化協會 

林文鎮 

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 

針對全國石滬進行普查。已

完成普查範圍包含澎湖縣

白沙鄉白沙島、中屯嶼，桃

園市新屋區，新竹縣新豐

鄉，台中市大甲區，苗栗後

龍鎮，新北市淡水區。 

桃園市草漯沙丘及新

屋石滬指定或登錄有

形文化資產之可行性

評估(105 年) 

合圃股份 

有限公司 

桃園市政府 

農業局、桃園市

政府海岸管理工

程處 

針對草漯沙丘及新屋石滬

指定或登錄有形文化資產

進行可行性評估。 

全國石滬保存調查計

畫(第二階段)(106年) 

東海大學 

建築研究 

中心郭奇正 

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 

全國石滬保存現況普查，針

對臺中大甲、苗栗後龍、新

竹新豐、桃園新屋等地區重

新以無人載具進行空中拍

攝；並針對具有文化資產身

分之石滬進行文化資產價

值評估。(計畫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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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執行(受補助)

單位 
主管機關 摘要 

新屋蚵間石滬群(2、

3、6號)基礎資料建檔

計畫(107 年) 

時境設計 

顧問有限 

公司 

桃園市政府 

文化局 

針對新屋區 2、3、6 號石滬

進行基本資料建檔及現況

調查。 

108 年探究自然環境

對新屋文化形成之影

響與教育推廣計畫

(108 年) 

國立中央 

大學 

桃園市政府 

海岸管理工程處 

針對新屋蚵間石滬群蒐集

相關史料及監測 2、3、6 號

石滬周邊水文。 

102 年「桃園縣新屋石滬基礎調查研究計畫」以歷史航空影像

與現今航空影像比對與現況調查等方式，全面盤點新屋地區之石

滬群狀況，指認出蚵間村 7 口、深圳村 2 口之石滬數量，而永興

村石滬則已滅失。計畫中亦針對各石滬朝向、形式、面積大小、

構築方式、損壞程度等現況進行調查與量測，其中，蚵間村的 7

口石滬中，2、3、6 號石滬部分損壞尚可使用，其餘則損壞嚴重

而難以修復；而深圳村 2 口石滬皆為部分損壞、尚可使用的狀

況。 

104 年由林文鎮老師執行之「石滬文化資產普查計畫」，其於

新屋地區之深圳里及蚵間里分別探察出各 9 口石滬。而依其針對

石滬所作的保存狀況分類標準而言，深圳里的 9 口石滬多僅存斷

續之基石，只能列為 D 級石滬。而蚵間里的 9 口石滬中，3 號石

滬整體結構較殘缺，列為 C 級石滬；2 號及 6 號石滬結構較完

整，列為 B 級。此外，計畫中亦針對臺澎兩地之石滬構築方式、

滬體型式、起造行為做了全面的調查與分析。其中較為特殊者是

新竹新豐地區及桃園新屋地區的石滬，係屬家族滬，即其是依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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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之力建造而成，其餘則多為聚落共同起造修建。由「石滬文

化資產普查計畫」成果報告書中所調閱的 1984 年航照圖可知，當

時蚵間里共有 9 座石滬(圖 1-2)，調閱 106 年航照圖可粗略辨識範

圍者共剩 8 座(圖 1-3)，多數石滬因海沙淤積、年久失修的坍塌，

而變成整片的卵石灘。 

106 年由東海大學所執行的「全國石滬保存調查計畫(第二階

段)」中，進一步探究與描述，蚵間石滬群可能因其海岸線的沙洲

地形之故，使其滬堤而不同於其他地區(如後龍石滬)之滬斷面，施

作呈不規則狀。此外，為順應海岸灘地而建的滬堤由於緊依沙

洲，使得沙洲對石滬滬堤成為一道天然的防護而可免於其受海浪

直接沖刷且受潮汐影響亦較小，或許可說明何以新屋地區僅憑家

戶之力，得以一戶一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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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73 年圖資。 

註：圖上 10-20 號之編碼，為「石滬文化資產普查計畫」成果報告書調查時與鄰近之深圳里共

同編碼。 

圖 1-2 新屋蚵間 1984 年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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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6 年中央大學水海所近岸泥沙輸送實驗室航照圖。 

註：圖上編碼為 108 年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委託「新屋蚵間石滬群(2、3、6 號)基礎資料調查建

檔」調查時再製編碼。 

圖 1-3 新屋蚵間 2017 年航照圖 

三、自然、人文環境調查與分析 

 新屋蚵間石滬群分佈 

新屋蚵間石滬依海岸地形及漲退潮範圍所呈現樣貌，多為線狀排

列分佈，其分佈情形如圖 1-4 所示。新屋蚵間石滬群目前遺跡尚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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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除已公告登錄為文化景觀之 2、3 及 6 號石滬外，其周遭亦存在

多個石滬，形成密集的魚鱗狀聚合石滬群。 

 

圖 1-4 新屋蚵間石滬群分佈圖 

 文化景觀範圍之地籍資料、土地權屬關係 

文化景觀新屋蚵間石滬群座落於蚵殼港段蚵殼港小段 1383-1、

1384、1387 地號附近淺坪海域(地籍圖如圖 1-4 所示)，屬於未登錄土

地。其土地所有權屬於中華民國，土地管理機關為國有財產局。 

新屋蚵間石滬群使用人於日治時期具有官方文書證明，如「台灣

總督府公文類纂」所公告之「漁業免許狀」，其明確登載石滬漁業及

相關權屬資料。國民政府來台後，因石滬位於海岸，為土地法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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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土地，土地所有權屬於中華民國。依據 95 年修訂之漁業法，石

滬漁業屬定置漁業之一種，滬主得申請定置漁業權。然而彼時滬主未

曾申請漁業權登記，使得石滬產權及使用權並未獲得官方認可。以往

石滬交易買賣或繼承時，雙方亦會有契約及漁場圖示，如漁場圖及漁

場讓渡證明書等，以證明石滬使用權屬之轉移；然而此僅屬於買賣雙

方個人之行為，不具法律效力。現今 3 座石滬之管理者、使用人及現

況如表 1-6 及圖 1-5 所示。 

表 1-6 新屋蚵間石滬群權屬關係及現況表 

編號 座標 面積 管理者 使用人 現況 使用情形 

2 號石滬 
24.94813 N, 

120.99068 E 
16,786.8 m2 桃園市政府 

吳金邦、 

吳金騰 
尚可 使用中 

3 號石滬 
24.94813 N, 

120.99068 E 
15,704.5 m2 桃園市政府 許立志 良好 使用中 

6 號石滬 
24.94813 N, 

120.99068 E 
7,568.6 m2 桃園市政府 許火煙 良好 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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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桃園石滬協會提供。 

圖 1-5 新屋蚵間 2、3 及 6 號石滬空拍照 

 

2號石滬

3號石滬

6號石滬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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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管制體系現況 

文化景觀新屋蚵間石滬群位於蚵殼港段蚵殼港小段 1383-1、

1384、1387 地號附近平均高潮線為基準水深 5 公尺內之淺坪海域，為

未登錄地，屬於非都市計畫分區之海域區；後續國土計畫分區上路

後，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表 1-7），應屬

海洋資源地區第 1-1 類 

表 1-7 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分區一覽表 

分類 劃設條件 

第一類之一 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 

第一類之二 

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包括水面、

水體、海床或底土等)，設置人為設施，管制人員、船舶或其他行為

進入或通過之使用。 

第一類之三 

屬第一類之一及第一類之二以外之範圍，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核定前，經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核定之

重大建設計畫，其使用需設置人為設施且具排他性者。 

第二類 

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包括水面、

水體、海床或底土等)，未設置人為設施;或擬增設置之人為設施，

能維持其相容使用人。除特定時間外，有條件容許人員、船舶或其

他行為進入或通過之使用。 

第三類 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之海域。 

資料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此外，依據海岸管理法，文化景觀所公告登錄之範圍屬二級海岸

保護區，鄰近潮間帶則屬該法之「特定區位」，因此倘有開發單位欲

於此處進行開發利用時，需符合海岸管理法及其子法之規定。 

其鄰近蚵殼港段蚵殼港小段 1383-1、1384、1387 地號屬於非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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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森林區，使用地類別為國土保安用地（如圖 1-6），於未

來國土計畫分區中屬國土保安用地。鄰近環境目前僅有人行步道、自

行車道及涼亭等遊憩設施，其他為未經大量開發利用之狀態，仍屬於

較原始之狀態。 

 

圖 1-6 新屋蚵間石滬群與鄰近土地分區使用圖 

 地區發展之特殊需求與限制  

1. 新屋石滬修築環境限制 

石滬之修造深受環境限制，必須於方便取得石材之「近海」，

同時需考量地形或海流等環境因素，才能修建石滬。台灣西部沿

海岸潮間帶之礫石灘較窄，且能採集到的石材多是沒有稜角之圓

石或鵝卵石，彼此相互咬合力道不足，因而難以跨過低潮線修造

石滬，以致為數頗多之「畚箕形」石滬，只能左右相連、排成一

列，或由內往外層層相疊在潮間帶上。新屋蚵間石滬群即是內外

Ｎ

海洋

陸地

森林區 一般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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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層相疊，形成似魚鱗、面狀分佈完整之石滬群（圖 1-7）；石滬

砌築與海岸地形條件息息相關，於水深愈深、海流愈強、波高較

高之處，漁獲量會較多，但滬堤高度需求亦隨之提高，此亦容易

造成損壞。 

 

資料來源：108 年「探究自然環境對新屋石滬文化形成之影響與教育推廣計畫」空拍圖。 

圖 1-7 蚵間石滬群空拍圖 

2. 新屋石滬發展之限制 

因石滬持續受到海浪侵蝕沖刷，故需經常維護修繕。新屋蚵

間石滬群目前除了 2、3、6 號石滬保存有較完整之構造型態外，

故仍保有漁撈功能，其餘多僅存基礎殘跡或成為整片之卵石灘。

石滬維護修繕屬於高度勞力密集技術，且堆疊滬堤需具備相當之

技術及經驗，石滬砌築與勞力密集之關係亦屬密切，勞力投入程

度愈高，修築技術愈提升，而石滬滬體可能愈大、愈寬，漁獲程

度因而提高。堆疊完成後需俟藤壺或牡蠣等附著型生物膠結生長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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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圖 1-8），方可使滬堤真正穩固。當地社區人口老化，青年人

口流失，保有技術或知識之長者日益凋零，石滬之修造技術、傳

統漁法技藝亟需傳承。近年來在地組織，例如：桃園市新屋區愛

鄉協會及桃園石滬協會等，透過體驗活動、解說導覽或影像紀錄

等方式，積極推動石滬文化及技藝之保存。 

 

圖 1-8 牡蠣附著於卵石生長情形 

本文化景觀面臨之問題，包含漁業資源枯竭、相關產業沒

落、修繕人力缺乏及相關傳統技藝或知識並無系統化保存等，如

何於面臨氣候變遷下強度及頻度愈來愈難以預測之暴潮、強浪侵

襲，以及海岸變遷等問題，同時協助地方產業轉型，發展經濟效

益，吸引年輕人根留在地並學習石滬修築技藝、協助相關技術知

識之傳承，將是未來亟需克服之困難及挑戰。 

 地理環境分析 

新屋區位處於桃園市西側，面臨台灣海峽，東與中壢、平鎮、楊

梅等區為鄰，南北分別與觀音、新豐鄉為界，土地面積 85.2 平方公

里。新屋石滬群主要分布於永安漁港以南至蚵殼港間共計有 11 座(如

圖 1-9)，位於新屋深圳里與蚵間里。新屋地區沿岸主要為沙灘與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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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交錯，地形平緩，海浪較為低緩且利於牡蠣生長，此等條件亦影響

新屋區石滬群之特色及分布情形，其中此區以蚵間里石滬群保留最多

亦較完整。 

新屋區因本身地理位置、地質、水文環境及歷史演變等因素，塑

造出北臺灣特有的石滬漁業，亦是北臺灣少數尚在使用與維護、且保

存狀況較為良好之石滬群。 

 

圖 1-9 新屋石滬分布範圍示意圖 

 人口發展與共作網絡 

1. 人口發展 

依據 98~108 年新屋區人口統計數據，新屋區人口發展概況如

下所述： 

(1) 0~14 歲人口數逐年下降，98 年為 17.9%，108 年為

11.97%。 

(2) 15~64 歲人口數成長趨緩，98 年為 68.3%，108 年為 71%。 

(3) 65 歲人口數逐年上升，98 年為 14%，108 年為 16.93%。 

 

桃園市

新屋區 

新竹市新豐鄉 

石 

滬 

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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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沿海地區有 4 個里(蚵間、深圳、笨港、永興)皆少於 1,200

人，為新屋區人口較少里別。 

2. 共作網絡 

 新屋區與石滬相關之在地團體或組織，主要有桃園市新屋區

愛鄉協會及桃園石滬協會 2 個單位，各有特性與專長。桃園市新

屋區愛鄉協會以石滬文化推廣及環境教育見長，並著力於修復深

圳石滬；桃園石滬協會以新屋蚵間石滬滬主家族為主要組成，具

備傳統石滬修築技藝，於蚵間里具備緊密之人際網絡，並且致力

於石滬文化與技藝之傳承。 

 文化資源特色 

新屋區人口組成 9 成為客家族群，是以具備濃烈之客家文化特

色，新屋區頗負盛名之范姜祖堂為桃園市定古蹟。咸豐 4 年，范姜家

族由於墾務有成而整建公廳，因造型優美，當地人稱「起新厝」，亦

即「新屋」區名由來。范姜祖堂為古厝群，保存四合院及三合院的建

築景觀，具有客家樸實的特色；整體建築呈口字形，兩側開放式的橫

屋供奉觀世音菩薩與伯公，是宗祠中少見的案例。范姜祖堂於每年農

曆 4 月 5 日、8 月 1 日舉行春秋兩祭，是范姜族人最盛大的聚會祭祀

活動，可一窺客家人祭祖的過程。此外，沿海客家聚落過往亦有傳統

牽罟漁法，並發展出獨特之海洋客家文化。 

新屋蚵間石滬群座落之蚵間里，卻是新屋區沿海少見以閩南人為

主的聚落，石滬使用人吳家及許家皆為閩南人。依據在地文史工作者

姜義溎先生於 102 年度有關新屋區沿海五村里閩客族群之觀察，新屋

區蚵間里雖然為新屋唯一的閩南村，但當地閩南人亦會講海陸腔的客

家話，閩客族群因環境因素如當地行政申請、經濟活動互動頻繁而具

有相互融合同化現象。 

 生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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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區海岸由社子溪口以南至福興溪口，是桃園海岸保存最好的

區域，潮間帶為礫石灘與沙灘交錯為主、礁體較少，海岸保安林之保

存完整，區域內更有豐富的濱海植物。 

石滬除了具備文史價值，亦具備生態價值。因石滬築成後，卵石

與卵石間的縫隙，因多孔隙環境而造就多樣性的生態。石滬滬堤上除

了能見牡蠣、笠螺、蝦、蟹等潮間帶生物出沒，漲潮時還可見到海葵

（圖 1-10）。 

依據「桃園縣新屋石滬基礎研究調查計畫果報告書」成果報告書

調查彙整結果，新屋蚵間石滬群常見之無脊椎動物包含，史氏酋婦

蟹、紅點黎明蟹、紅星梭子蟹、鋸緣青蟹、遠海梭子蟹、雜色龍蝦、

牡蠣及海瓜子，另魚類發現有異葉公鯷、日本鯷、火斑笛鯛、斑鱵、

孟加拉豆娘魚、沙鮻、北梭魚、鮨科、白鯧、斑鬚鲛、黑斑裸胸鯙、

石狗公、花身雞魚、鰆魚、單棘魨、馬鮁魚科、雙棘原黃姑魚、白帶

魚、鯔魚、短鑽嘴魚、灰鰭鯛及大鱗鮻。 

 

圖 1-10 生長於石滬卵石上的海葵 

 農漁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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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區是南桃園最早開發之處，功能大多屬於農業發展地區，居

民多以務農為生，耕地面積約 5,370 公頃。農產品以稻米為主，蔬

菜、瓜果、雜糧次之；農田均以機械化耕作，是全市最大米倉，亦是

全國重要供應來源。 

新屋區以永安漁港為首，區域内漁業經營主要為現代化漁法之棒

受網、流刺網、定置刺網及一支釣。近年來，新屋漁獲量因受社會變

遷、產業轉型及海岸變遷影響，以致從事漁業人口數遽降。 

蚵間里農作亦以稻米為主，地瓜或花生等雜糧次之。早期漁產豐

碩時，居民利用石滬捕魚，或於潮間帶挖海瓜子等作為食物來源或補

貼經濟來源之一部分。近年在地人口減少，從事漁業人口降低，再者

漁獲量降低，是多以自行食用或分送親友為主。 

 景觀資源特色 

桃園市海岸地區擁有豐厚的生態與人文資源，由於桃園市海岸幅

員廣大，呈南北狹長形，因此在生態旅遊規劃範圍係北起竹圍漁港，

南至福興宮，以「南北雙軸心」的規劃模式，北軸心以許厝港為核

心，南軸心則以永安漁港為核心。 

北軸心擁有許厝港國家級重要濕地、草漯沙丘地質公園，以及豐

富的候鳥、濕地、濱海植物等生態資源，在生態旅遊之發展上，將注

重生態觀察與環境教育，以濕地和沙丘等生態旅遊為主題。北軸心未

來亦規劃串聯 A15 自行車道、許厝港遊客中心、水鳥濕地樂園(含濕

地公園、景觀木棧道)，往北至竹圍漁港，往南至草漯沙丘地景公園，

如圖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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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北軸心生態旅遊規劃 

永安漁港為南軸心的核心景點，是臺灣唯一的客庄海洋文化聚

落，也是臺灣唯一結合觀光休閒產業的客家漁港。南軸心現有之遊憩

體驗資源十分豐富，如後湖溪親水遊憩區獨木舟體驗、海洋客家牽罟

文化館、新屋綠色走廊、青年體驗園區、漂流木公園、新屋農博環境

教育基地等，因此生態旅遊之發展以文化與農漁業體驗為特色，以藻

礁和石滬等觀光遊憩為主題，如圖 1-12。 

 

圖 1-12 南軸心生態旅遊規劃 

四、文化景觀面臨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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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

停車區

(2 f)

許厝港遊客中心

濕地公園(含許厝港故事館)

許厝港濕地整體營造計畫

北軸心

濱海的新屋區，
超過85% 的人口是客
家人， 有著不同於山
林、 丘陵的客家文化。
這裡的傳統漁業， 用
牽罟的方式捕魚， 再
透過吹海螺的方式，
呼喚同庄的客家鄉親
一起收網， 具有臺灣
非常獨特的「 海客文

化」 ， 這不只是傳統
漁業的傳承價值更彰
顯出客家鄉親互助的
團結精神

石滬文化園區
牽罟文化園區

濱海植物園區

永安漁港遊客中心

後湖溪生態園區
藻礁生態園區

往環保科技園區永續資源館

點亮新屋1心2線5園區計畫

南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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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威脅 

因氣候變遷造成海平面上升或強颱來臨，導致石滬易受風災影響

或海浪侵襲，故例行巡滬作業更顯重要，以免造成「小坑的不補，大

坑就叫苦」；即於出現小坑洞、輕微損壞時，就應立即修繕，避免於

遭遇大風浪時擴大損壞範圍或程度。 

 海岸變遷 

因海岸修築堤防、漁港或投擲消坡塊，改變桃園沿岸海流及漂沙

路徑，致使部分海岸呈現後退；此外因氣候變遷帶來暴潮而使情況更

為嚴重。新屋蚵間石滬群海岸即可看到日益傾圮之軍事碉堡（圖 1-

13），呈現此處海岸變遷之歷程。 

 

圖 1-13 新屋蚵間海岸上日益頹圮之碉堡 

 海水污染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7 年桃園市河川流域污染整治綜合管

理計畫」調查桃園從北至南 10 條河川出海口之牡蠣體內重金屬含

量，最北為南崁溪，最南為福興溪。牡蠣不僅會累積重金屬，亦可進

行淨化作用，若水體內銅濃度過高時，將使牡蠣累積作用大於淨化作

用，一旦牡蠣體內銅含量超過 500 mg/Kg，即可能造成「綠牡蠣」。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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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結果顯示，數次採樣平均值，10 個出海口的牡蠣銅含量皆超過 500 

mg/Kg，顯示桃園海岸皆已受污染。海水污染將造成沿岸生態衰退、

漁獲減少等，亦可能影響牡蠣生長或存活，致使牡蠣無法提供滬堤卵

石膠結作用，間接影響滬堤結構。 

 漁業資源枯竭 

因漁獲減少，石滬滬主或使用人無法藉此維生，必須轉進其他方

式，過往由使用人進行例行巡滬作業因而減少。短期需雇用專人定期

巡視，長期則須產業轉型，發展生態旅遊、漁撈體驗等活動，讓使用

人得以有經濟收益，願意持續投入。 

 青壯人力缺乏 

沿海地區謀生不易，使得青年外移，造成社區人口老化。石滬之

修繕極度仰賴勞力，且熟習技藝者年事已高，後續將面臨後繼無人、

技藝傳承之困境。因此現有產業須轉型，發展生態旅遊、漁撈體驗、

在地文創產品發展等，使返鄉青年有經濟收入，而能根留地方。 

五、新屋蚵間石滬群之現況 

 新屋蚵間石滬群之構造說明 

石滬類型依據形狀及潮差等因素，一般可區分為弧形石堤、單滬

房石滬、雙滬房石滬或多滬房石滬。新屋蚵間石滬群之滬堤呈現弧

形，沒有滬房，依照上述分類，係屬於弧形石堤。此外新屋蚵間石滬

群為數個石滬前後組成，形狀如同魚鱗排列，又稱「魚鱗滬」。 

構築石滬之材料多就地取材，通常包括各種大小尺寸的礫石、卵

石與珊瑚礁石等。依據「漁滬文化的源起與分佈：一個跨國際觀點的

探索」一書中說明石滬堆疊方式，通常以較大的石塊放置於底部與外

側，中間與上部則用較小的卵石填入，讓石頭的縫隙填實，以防水流

的沖蝕。新屋區海岸以礫石及卵石組成，故構築新屋石滬群堆疊材料

亦以礫石及卵石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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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蚵間石滬群 2、3 及 6 號石滬之構造內容，包括：類型、開口

朝向、大小及構造平面等基本資訊如表 1-8 所示。 

表 1-8 新屋蚵間 2、3、6 號石滬構造資訊 

石滬名稱 石滬類型 開口朝向 大小 構造平面圖示 

2 號石滬 弧形石堤 東南方 約 16,786.8 m² 

 

3 號石滬 弧形石堤 東南方 約 15,704.5 m² 

 

6 號石滬 弧形石堤 東南方 約 7,568.6 m² 

 

資料來源：桃園縣新屋石滬基礎調查研究計畫(102 年)及新屋蚵間石滬群(2、3、6 號)基礎資料調查建

檔報告(108 年)。 

 新屋蚵間石滬群 2、3、6 號石滬現況 

新屋蚵間石滬群的滬主及使用人針對石滬部位或損壞情形並無專

有名詞，為利於系統化描述，以滬堤剖面觀之，以內面、外面及頂面

稱呼不同部位(如圖 1-14 所示)，並概略以北段、中段及南段稱呼損壞

發生位置(如圖 1-15 所示)。此外，經歸納滬堤可能損壞之狀態，依其

損壞情形、發生部位及嚴重程度分別為卵石淘空、塌陷及崩塌(如表 1-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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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桃園縣新屋石滬基礎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 

     圖 1-14 滬堤剖面及各部位名稱 

 

註：本圖以 2 號石滬為例，其他石滬以此類推。 

圖 1-15 石滬滬堤各位置名稱示意圖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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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滬堤部位、損壞及未損壞對照表 

滬堤損壞情形及發生部位 滬堤未損壞情況 

 

1.卵石淘空：發生於內面，可清楚見到滬堤

內面有空缺。 

 

卵石緊密排列或有牡蠣附著生長，並完全

覆蓋。 

 

2.塌陷：發生於頂面，已非平坦狀態。 

 

滬堤頂面應為平坦、易行走之狀態。 

 

3.崩塌：內面非垂直狀態，頂面亦不平整，

甚至看不出原本滬堤結構，僅殘存遺跡。 

 

滬堤內面需為垂直狀態且結構穩固、清楚

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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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管理工程處自 109 年委外進行每月例行巡視，至 109 年 8 月

18 日，新屋蚵間 2、3 及 6 號等 3 座石滬之現況綜整如下。 

1. 2 號石滬 

名稱 新屋蚵間 2 號石滬 舊名 憨來伯大滬 

地址或位置 
327 桃園市新屋區蚵

間里 
GPS 定位 24.94813 N, 120.99068 E 

使用/管理者 ■使用人 ■管理人 聯絡人 吳金邦及吳金騰/先生 

整體

概述 

面積 約 16,786.8 ㎡ 

使用現況 
■使用中：仍有漁撈活動 

□閒置 □殘破荒廢棄置 

滬堤現況 

2 號石滬離海岸線較近，目前北段多處卵石淘空；石滬滬堤

多處頂面塌陷或不平整；南段有一處崩塌，石滬狀況尚

可。 

石滬圖面 

 

資料來源：桃園縣新屋石滬基礎調查研究計畫。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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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號石滬 

名稱 新屋蚵間 3 號石滬 舊名 許家深滬 

地址或位置 
327 桃園市新屋區蚵

間里 
GPS 定位 24.94813 N, 120.99068 E 

使用/管理者 ■使用人 ■管理人 聯絡人 許立志/先生 

整

體

概

述 

面積 約 15,704.5 ㎡ 

使用現況 
■使用中：修護後開始有漁撈活動 

□閒置 □殘破荒廢棄置 

滬堤現況 

3 號石滬位於石滬群最外側，曾遭受海浪嚴重侵蝕，小潮時，

石滬範圍難以辨別，需待至大潮時才會露出石滬範圍，因此

較不易維護與維修，於 109 年由桃園石滬協會修護完成，目

前石滬狀況良好。 

石滬圖面 

 

資料來源：桃園縣新屋石滬基礎調查研究計畫。 

  

Ｎ 



 

 39 

3. 6 號石滬 

名稱 新屋蚵間 6 號石滬 舊名 許泉滬 

地址或位置 
327 桃園市新屋區蚵間

里 
GPS 定位 24.94813 N, 120.99068 E 

使用/管理者 ■使用人 ■管理人 聯絡人 許火煙先生 

整體

概述 

面積 約 7,568.6 ㎡ 

使用現況 
■使用中：仍有漁撈活動 

□閒置 □殘破荒廢棄置 

滬堤現況 

6 號石滬位於較南邊的靠岸處，是目前留存最小的石滬。 

108 年底由桃園石滬協會進行修護，北段及南段出現幾處卵石

淘空，其餘滬堤狀況良好。夏天時因石滬幾乎全被漂沙掩蓋，

無法進行漁撈作業。 

石滬圖面 

 

資料來源：桃園縣新屋石滬基礎調查研究計畫。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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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化景觀核心文資價值分析 

 文化景觀價值 

石滬是先民透過觀察自然運行之規律及累積漁獵經驗，逐步發展

出來的古老漁法，亦是大型漁撈陷阱。桃園市新屋區因本身地理位

置、地質水文環境及歷史演變等因素，塑造出北臺灣特有之石滬漁

業。依據文獻記載，新屋蚵間石滬群至少可上溯至清領時期，亦是北

臺灣現存少數尚在使用與維護之石滬群，具體呈現先民與自然環境持

續互動之智慧，於歷史上展現人文自然和諧共生之價值。 

 持續傳承及演化的營造技術之技藝價值 

新屋蚵間石滬群之砌築完全仰賴人力，其填築技術當地人則稱

「咬牙」技術，中心卵石與其他卵石間至少有 3 個點的接觸，並且需

用小顆礫石填塞縫隙。石滬之堅固與否，關係漁獲量多寡，而填築石

滬技術之優劣，亦攸關石滬之堅固程度。新屋區石滬填築技術之發展

與傳承，具備在地性特點，利用海岸卵石材料、沙岸地形及牡蠣附著

強固滬體等特性，發展出新屋石滬獨具一格之特色。而新屋蚵間石滬

群為家族滬，仰賴家族內傳承之傳統智慧及技藝修築而成，相關技術

經由代代相傳持續傳承、維護及演化。直至今日，使用人仍擁有傳統

知識與文化系絡，使台灣近海傳統漁撈文化及技術得以流傳。 

 傳統社會產業發展之社會與經濟（產業）價值 

昔日因新屋區沿海聚落位於灌溉水源末端，境內之水稻產量常因

水源不足而受到影響。以往居住於此之村民，雖以農為業，農閒之餘

會到海邊從事挖蚵、捕魚、抓魚苗等漁業活動。除了提供額外之食物

來源，亦提供經濟補貼，造就新屋蚵間里「以農為主、漁業為輔」之

生產模式，漁獲之豐時甚至有「一口石滬勝過兩甲地」之說法。 

 聚落常民生活之集體記憶價值 

新屋蚵間石滬群與蚵間聚落之興衰息息相關，蚵間聚落之先民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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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石滬漁獲供給食物來源及補貼家計，亦利用相似技術修築石頭屋或

圍牆。石滬群是層層交疊，漲潮時，海水進入每座石滬時間必然有先

後，漁獲亦受影響。使用人之間卻鮮少因石滬位置及漁獲量多寡發生

爭端，反因互相幫助捕魚、維護而和睦相處，反映使用人之間具備互

助合作、資源共享之傳統漁村精神，亦建構了蚵間聚落集體生活記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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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日常管理維護 

一、保存及管理原則 

 保存目標 

1. 應維持石滬之完整性與原始樣貌，並致力於石滬相關文史、

修築技藝的傳承及保存。 

2. 維護新屋蚵間石滬群周邊景觀與生態環境完整性。 

3. 維護及活化原有之空間，提供民眾從事觀賞、教育、解說與

休閒遊憩等活動。 

4. 尋求原有產業轉型及促成石滬文化地方創生之可能性。 

 保存原則 

1. 以保存及持續維護已公告之石滬本體為優先考量，已具有法

定文化資產身分需依個別類型特性，並採用傳統修築技藝

（包含材料、工法等）進行修復與維護。 

2. 系統化保存石滬相關文史。 

3. 引入社區發展組織或地方志工人力，參與日常維護工作。 

4. 結合社區各級學校，規劃校內或校外學習課程，以深化社會

大眾對新屋蚵間石滬群歷史文化意義之認知。 

5. 適時與國內外其他保有石滬之地區進行互動及交流，共同推

廣石滬文化，以期喚起社會大眾對石滬文化之重視。 

6. 建立環境教育基地以利後續推動生態旅遊、環境監測或學校

教育等。 

 管理原則 

1. 日常保養及定期維修 

(1) 運用科學技術及儀器等，定期監測石滬及周圍海岸環

境，並於保存維護計畫訂定監測項目、頻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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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適宜之監管機制，範圍包含石滬及周圍海岸環境，

並定期進行訪視巡查，以避免發生非自然因素之破壞，

並降低自然損害之可能。 

2. 使用或再利用之經營管理 

(1) 石滬之管理維護或活化利用（例如環境教育、生態旅遊

等），需以顧及且不影響滬主或使用人之原有權益為前

提，其他法規之允許事項亦保障其原有使用。 

(2) 為維護新屋蚵間石滬群之本體構造，禁止於已公告之石

滬滬堤挖掘蝦蟹貝類、翻動石頭或其他可能破壞滬堤之

行為。 

(3) 針對參觀、環境教育、遊憩等活動應設定適宜之承載量

與管制措施，並需由合格之社區導覽解說員帶領，並在

不破壞既有文化景觀風貌之前提下，規劃適宜之參觀路

徑。 

3. 緊急應變計畫之擬定 

(1) 因應重大災害及其他緊急狀況需進行緊急修復，需於保

存維護計畫訂定相關緊急應變措施。 

4. 其他管理維護事項 

(1) 適時調整管理方式，以維護滬體構造、預防因水文環境

變化之影響，及避免其他損壞滬體之因子。 

(2) 管理機關得編列相關經費用於石滬之管理維護、修護或

再利用等所需經費。 

(3) 石滬發展管理向下紮根，推動在地組織及社區居民共同

參與管理，以促進產業及社區發展為永續發展目標。 

(4) 倘有開發利用、工程建設、建築等開發行為，須符合相

關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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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運管理事項之設定 

本文化景觀的保存概念為人類藉由傳統漁撈陷阱與自然產生互動之

價值，整體維護管理亦須持續維持本區價值特色及人文自然之互動狀

態。營運管理是活化文化資產最關鍵的工作，對保存文化資產亦有輔助

功能，亦是文化資產管理維護重要事項之一。營運管理事項可包含開放

參觀、經營管理、環境監測及宣傳推廣等計畫。 

開放參觀之原則 

為發揚文化景觀文化活力與歷史價值，應適度開放大眾參觀，作

為與民眾文化交流的場所。依本文化景觀特性應針對新屋蚵間石滬群

設定開放時間、解說或導覽範圍、人數上限；團體遊客應聘僱受訓後

之導覽解說員進行導覽解說等工作，不僅讓民眾更加深入了解石滬，

亦可協助宣導相關之禁止事項。 

 經營管理之原則 

新屋蚵間石滬群係為傳統漁撈設施，應保障及兼顧原有使用人漁

撈之權益，避免因開放大眾參觀而危及原有之漁撈作業，導致人與文

化景觀之互動關係消失，減損文化景觀之活力。是以經營管理本文化

景觀應訂定相關禁止事項，並公告周知，以確保不危及使用人之權益

或石滬之完整性，建議禁止事項包含： 

1. 禁止於已公告之石滬滬堤挖掘蝦蟹貝類、翻動石頭或進行其他可

能破壞滬堤之行為。 

2. 滬主或使用人在滬內作業，應避免進入滬內，以免干擾漁撈作

業。 

3. 禁止進行毒、電、炸魚等違法漁業行為。 

因文化資產保存法針對文化景觀遭破壞並無相關罰則，管理維護

單位可委由巡護隊例行巡視，倘發現民眾有破壞滬堤之行為時，由巡

護隊即時制止並勸導，勸導不聽者，則通報海巡單位前往驅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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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述之建議禁止事項，亦應藉由漁獲紀錄瞭解桃園沿岸漁業資

源及石滬漁業之效益，管理維護單位可採鼓勵或獎勵方式與滬主或使

用人合作進行，由滬主或使用人進行漁撈作業時記錄捕獲之魚種、大

小等。 

 環境監測 

文化景觀係在具有特殊自然條件或地理範圍內，發生人類有目的

性的活動，經歷一段時間後於此產生的具體元素，因而透過定期監

測，或可深入探究產生此文化景觀的自然條件為何，甚至理解威脅文

化景觀的原因，進而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適度的保存維護作為，並且

可成為深化石滬相關教材內容之素材。為此可訂定相關監測或調查計

畫，例如： 

1. 水質監測：參考環保署海域水質監測項目，包含氣溫、水溫、鹽

度、酸鹼值、溶氧、溶氧飽和度、懸浮固體、葉綠素 a、鎘、

銅、鋅、鉛、汞等，頻率可為每季 1 次。另因為牡蠣體內重金屬

含量可反應當地水體重金屬濃度，牡蠣附著可膠結滬堤卵石，可

說是石滬指標生物，因此可調查牡蠣體內重金屬銅及鉛含量，頻

率為每季 1 次。 

2. 水文調查：固定監測石滬周邊之水文，包含波高、海流等。本項

調查可進行 1~2 年連續監測，以水動力學分析瞭解其與石滬之交

互作用後，再視情況是否持續搜集數據。 

3. 生態調查：針對石滬內及周邊潮間帶生態進行調查，頻率可為每

季 1 次。此外，亦可與巡護隊或負責石滬修繕團隊合作，於例行

巡視或石滬修繕維護過程記錄所觀察到之生物，並予以建檔。 

 宣傳推廣 

保存維護之責不僅限於管理維護單位，針對本文化景觀所具有特

性，也應納入文史工作者、地方社區發展協會等在地組織之不同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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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或團體的參與，並加以落實執行，以達成活用再利用與永續發

展之目標。 

文化景觀所在社區必有其當地文化特色，人文資源及在地文化傳

承機制，是保存與活用文化資產主要動力，社區亦可藉文化資產帶動

社區發展，兩者實可相輔相成。 

管理維護單位透過與在地團體之積極合作，建立社區共同參與保

存記錄新屋蚵間石滬群及聚落文史之機制，藉此提升社區民眾及不同

權益關係人/團體之瞭解與認同。此外，亦可利用蒐集之新屋蚵間石滬

群及周邊聚落、歷史沿革、發展史料或自然資源作為基礎，以滬主或

使用人為主導，結合其他在地團體，推動周邊學校鄉土教學課程。藉

此增進社區各年齡層對於相關文史或文化意涵之認同感，以利後續持

續推動文化資產營運及社區發展之相關規劃，例如：對新屋蚵間石滬

群與社區清潔維護之認養；舉辦石滬與社區文化相關之創意競賽活動

與文化議題之研討；與社區團體合作以平面、多媒體、影像與網頁資

訊進行宣傳推廣。  

三、監管及審議制度 

 審議制度 

新屋蚵間石滬群位於蚵殼港段蚵殼港小段 1383-1、1384、1387 地

號附近平均高潮線為基準水深 5 公尺內之淺坪海域，為未登錄地，屬

於非都市計畫分區之海域區，於未來國土計畫分區中屬海洋資源地區

第 1-1 類。此外，依據海岸管理法，文化景觀所公告登錄之範圍屬二

級海岸保護區，周邊之潮間帶亦屬該法公告之「特定區位」，倘有開

發行為，皆需依據海岸管理法及相關子法之規定辦理。 

因此未來若有開發利用、工程建設、建築等開發行為，為避免在

行政管理上疊床架屋，無須另行建立專責之審議制度與小組，僅須依

照原有法規，例如：文化資產保存法、海岸管理法及環境影響評估法



 

 47 

等進行審議即可。 

 監管制度 

依現行法令規定，新屋蚵間石滬群主管機關為桃園市政府文化

局，而相關管理維護已委託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是以海岸管

理工程處為管理維護單位。未來如涉及大規模改變現況行為，應送桃

園市政府文化局邀集學者專家審議。 

新屋蚵間石滬群的日常管理維護由海岸管理工程處管轄，損壞通

報或石滬內使用行為等監管，建議可賦權在地居民或在地組織，成立

巡護隊協助文化景觀的監管及例行巡視。 

四、管理維護之方法與組織架構 

 人員組織架構 

本文化景觀之管理維護相關任務及人員組織架構如圖 2-1 所示，

詳細說明如下。 

1. 主管機關 

因文化景觀是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所公告登錄，因此新屋蚵

間石滬群之主管機關為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具有監督管理之責。 

2. 管理維護單位 

新屋蚵間石滬群位於海岸管理工程處所管轄範圍，且桃園市

政府文化局亦委託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管理維護。為維護

文化景觀之完整性，管理維護單位需進行建檔記錄、例行巡視、

日常檢修及緊急應變等 4 項任務，而相關任務可再委託專業廠

商、巡護隊或專業團隊協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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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管理維護之主要任務及組織架構 

 管理維護方法 

1. 建檔紀錄 

為維持文化景觀保存與維護，勢必衍生相關紀錄、文件或資

料等（表 2-1），紀錄保存完善可呈現管理維護單位是否善盡責

任，並供主管機關監督查核，亦可協助相關單位累積經驗，因而

相關紀錄建檔保存至關重要，得由管理維護單位負責本項工作。 

表 2-1 建檔紀錄之項目 

類別 項目 

維護類 

 例行巡視紀錄   

 維修資料檔案  

 重大災害記錄檔案  

管理類 
 各項採購契約檔案 

 年度大事紀檔案  

2. 例行巡視 

以往石滬滬主或使用人需於每日退潮之際捕捉困於石滬之魚

群，因此養成巡滬或捕撈時，順便巡視滬堤是否有受損情形。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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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滬有所損壞且範圍不大，可隨手立即修護。 

由於在地居民、滬主或使用人仍有閒暇時前往巡滬的習慣，

對石滬亦保有情感，管理維護單位可協助在地居民、滬主或使用

人成立巡護隊，並建立一套易於記錄的巡視流程（如圖 2-2）及表

單（附件 1），由巡護隊進行石滬日常巡查工作。每次巡視人力至

少 2 名，巡視頻率至少每週 1 次，於颱風季期間，倘颱風路徑經

過桃園沿海，則於颱風來臨前及海上颱風警報解除後 5 日內確認

石滬損壞情形。此外，於春夏遊客到訪之旺季，則可提高巡視人

力，以利於巡視民眾是否有破壞滬堤之行為。巡視後應作成紀

錄，為簡化相關文書作業，至少每月 1 次提供管理維護單位日常

巡視紀錄留存。 

巡視時倘發現大規模損壞，巡護隊應立即通報管理維護單

位，由管理維護單位轉知專業團隊前往評估損壞情形及規劃修繕

作業。 

管理維護單位亦可委由在地巡護隊協助監管石滬文化景觀保

存範圍內的使用行為，避免不可預期之人為破壞。 



 

 50 

 

圖 2-2 巡視作業流程 

3. 日常檢修 

修築滬堤時，互相咬合的卵石間已達受力平衡，若小部分卵

石淘空或鬆脫，將破壞原本受力平衡之現象；倘又碰上自然災害

例如颱風等，將使受損範圍擴大，因而以往常有「小坑的不補，

大坑就叫苦」之說法，顯見日常檢修是維護石滬構造穩定的關

鍵。因此由巡護隊進行例行巡視後，倘於現場發現小規模之損壞

時，例如滬堤內面發現淘空，巡護隊應立即進行修補，以避免後

續更大規模的滬堤損壞，於此過程亦可累積人員之修築石滬經

驗。 

4. 緊急應變措施 

造成石滬大規模損壞之原因，可區分人為因素與自然因素。

人為因素可能係民眾採集蝦、蟹、貝時搬動滬堤，破壞卵石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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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致使滬堤損壞。自然因素通常係颱風所帶來的風浪破壞滬

堤，尤其近幾年因氣候變遷形成之強烈颱風，例如：蘇迪勒、莫

蘭蒂、梅姬。颱風帶來強烈風浪拍擊，將可能造成大規模破堤情

況，因而需投入較高經費與人力成本進行搶修。 

巡護隊倘有發現大規模損壞部分，可藉由網路通訊軟體（例

如：Line 群組）立即通報管理維護單位。管理維護單位轉知專業

團隊到場評估，並進行損害陳報，過程中管理維護單位應通報主

管單位。待專業團隊完成修繕後，再提交緊急修復報告。緊急應

變措施之流程如圖 2-3 所示。 

 

圖 2-3 緊急應變措施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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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預防颱風季節的石滬損壞，仍應以例行巡視及日常檢修作

為防颱準備，加強石滬卵石的嵌合緊密，避免颱風期間造成損壞

之滬堤擴大範圍。颱風過境後，於人員安全無虞情形下立即加強

巡視與檢修工作，避免颱風回南風浪造成的大規模破壞。 

倘若颱風過境期間，滬堤有明顯損壞且來不及修繕時，可考

量暫以鐵絲網或防護網覆蓋。依據全國石滬保存調查計畫（第二

期）成果報告描述，新豐坡頭石滬群 4 號石滬，因滬內淤沙，牡

蠣生長不易，滬主以鐵絲網覆蓋滬堤，使滬堤較不易受海浪拍擊

而損壞。參考此案例之作法，颱風過境期間若滬堤已有損壞，為

避免損壞繼續擴大，可視情況以鐵絲網或防護網覆蓋滬堤或滬頂

等容易遭沖刷或浪擊處（如圖 2-4），作為穩定工程，等待風浪較

小後再進行修繕維護。 

 

圖 2-4 淡水沙崙石滬滬堤以鐵絲網覆蓋 

五、修繕策略 

由於石滬位於潮間帶，堆疊好後開始遭受海浪或海流衝擊，石滬卵

石之間的嵌合狀態逐漸劣化；加上石滬就像壩堤，一旦一部份卵石淘空

或鬆脫，就喪失原本完整的形抗結構，亦將導致周邊其他卵石的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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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更大規模的破壞，因此日常維護顯得格外重要。然而海岸地區人口

老化、外移之情況嚴重，因而造成修築石滬之人力缺乏。針對石滬維護

的現況課題與對策，以下進行分析並提出策略方案。 

 以日常維護與培育修築人才為主的修復 

由於新屋蚵間石滬群是持續使用的文化景觀，仍持續進行捕撈活

動，而傳統的維護修築活動則面臨該如何調整與傳承的課題。 

依據「石滬文化普查計畫」訪談結果，苗栗後龍砌築石滬的人手

通常都有大工、中工、和小工之分，大工是負責疊砌的師傅，必須懂

得看石勢；中工則是負責搬運大石頭給大工疊砌的助手，必須有足夠

的力氣；小工則負責撿拾比較小的石頭來填塞滬堤之間的空隙，不必

具備什麼條件，幾乎是想參加的成年人不拘男女都可以做。當地的耆

老說：「工作時大多是一個大工配兩個中工和三、四個小工為一組，

有時候也會由兩個大工配上五、六個中工，和幾位小工合作。」，從

此段描述可一窺石滬之人力配置情形。 

桃園石滬協會則將修滬人力區分為耆老、技術工與體力工（圖 2-

5），其定義如下所述，雖名稱使用不同，實則與苗栗後龍大同小異。 

1. 耆老：為技術指導，於修砌期間提供傳統工法的技術要點，傳授

過去累積的經驗。 

2. 技術工：負責整體修護工程，依照耆老之指示與說明，視現場地

形進行修護與砌石。 

3. 體力工：負責搬運及集中石材至待修護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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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各級修滬人力配置 

石滬位於潮間帶，需配合潮汐時間及間隔，亦不適合一般公共工

程管理方式，應以日常維護配合修復，分年度編列經費執行日常維

護，於日常維護，由技術工等級的人員帶領資歷較淺之青壯年進行例

行巡視及小規模修補，在日常檢修過程中累積經驗。修護大規模損壞

時，則由耆老帶領其餘人員進行修滬作業(如圖 2-6)，於過程中給予指

導，進而達到技術傳承之目標。 

 

圖 2-6 耆老與技術工修築石滬 

 修築技術與人才之補充 

由於石滬修築人才年齡漸長，具有相關技術的匠師多已是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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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石滬傳統的修築技術與人才正面臨斷層與失傳的危機，而石滬的

日常維護與修復也需要更多人力才足以傳統工法進行。 

應協助在地具備相關修築技藝者登錄或列冊保存技術及保存者，

後續可委託進行修繕維護或培訓傳承工作。前述之日常檢修人員與培

訓工作之費用，管理維護單位可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

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作業要點」爭取中央經費補助。 

初期透過中央機關之經費挹注，記錄與保存逐漸流失的石滬修築

技術，並進行修復與維護工作過程的工事紀錄；中長程後編列預算，

由保存技術團體進行石滬修築技術培訓，並配合石滬維護開口合約之

維護工作，讓老師傅可以在進行修復與維護的工作中，帶領培育新一

批匠師，傳承石滬修築技術。待累積足夠之培訓經驗與案例，可發展

成匠師認證制度，並將相關紀錄編列紀錄成果成冊或書籍。目前新屋

蚵間里仍保有修滬技術、了解石滬技術構造特色的使用人盤點如下： 

1. 2 號石滬滬主及使用人：吳金邦、吳金騰。 

2. 3 號石滬滬主及使用人：許永川、許仁郎、許立志、許閎喆。 

3. 6 號石滬滬主：許火煙。 

 以科技或科學方法分析及協助結構穩定 

由於石滬位於潮間帶，隨時接受海流與海浪沖擊，需要付出大量

勞動力進行石滬的維護工作，尤其氣候變遷導致的極端氣候，將可能

導致石滬因強烈颱風過境而有大規模損壞。缺乏人員與經費維護之

下，石滬卵石嵌合與滬堤拱形之形抗結構將可能逐漸變形，維護工作

首要在於如何加強石滬結構之穩定。 

由於環境變遷，石滬滬主與使用人之漁撈行為亦有所有不同，未

來需調適為新的維護管理模式，應採取適當之科技或科學方法分析滬

堤之形抗結構或力學，以作為傳統砌築工法進行修復之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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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以就地取材進行文化景觀修復 

石滬是先民就地取材、直接使用海岸卵石修築而成，因而石滬之

修護亦優先以在地之卵石為材料。倘後續需改變原有使用材料，為了

盡量維持文化景觀之原貌，採用之新材料，應以能夠與原文化景觀元

素和諧整合為主要原則。 

六、保存維護所需經費及人力 

針對石滬之保存維護，需進行例行巡視、日常檢修與大規模損壞之

修滬以及環境監測，分別說明各項工作人力或經費需求。 

 例行巡視及日常檢修 

於發現滬堤有小範圍損壞時，立即進行修補，可避免滬堤損壞範

圍持續擴大，因此例行巡視時發現小範圍之損壞，應立即進行修補。

可委託滬主、使用人及在地居民組成巡護隊，每次至少 2 名人力前往

巡視。於例行巡視過程中，倘發現小範圍損壞，例如：滬堤內面淘空

時，立即進行修補。巡視人員中需有 1 名為「技術工」，具備基礎之

石滬修築技術，帶領另外其他巡視人員修補，以累積相關經驗，本項

工作之相關經費如表 2-2 所示。 

表 2-2 日常維護經費明細表 

 單價（元） 數量 單位 小計 說明 

巡視人員 1,280（註） 120 人・日 153,600 

12 個月*4 次*2 人、颱風

季節期間巡視作業及旅

遊旺季額外人力需求 

報告製作 12,000 1 式 12,000 撰寫巡視紀錄 

雜支 6,000 1 式 6,000 巡視相關器材及雜支 

保險 100 120 人 12,000 巡視人員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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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價（元） 數量 單位 小計 說明 

總計 183,600  

註：依勞動部於 109 年 9 月 7 日發布，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60 元，

故 160 元/小時*8 小時/日=1,280 元。 

 大規模損壞之修滬 

因每次損壞發生之頻率或規模皆難以預測，建議可由管理維護單

位以開口契約方式委託專業團體加強颱風來臨前或東北季風期間滬堤

砌石的檢修，以及進行大規模損壞之修滬作業。 

倘發生大規模滬堤損壞，以約 10～20 公尺損壞範圍粗估其經費如

表 2-3 所示。 

表 2-3 大規模損壞修滬作業經費表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單位 小計（元） 說明 

耆老技術 

指導費 
2,000 20 時 40,000 

每小時 2,000 元，每日

不超過 3 小時，共計 20

小時。 

技術工 2,800 30 人次 84,000 

每人次 2,800 元估計，

修滬期間共計 30 人

次。 

體力工 1,800 30 人次 54,000 

每人次 1,800 元估計，

修滬期間共計 30 人

次。 

誤餐費 100 60 人次 6,000 

提供技術工及體力工，

共計 60 人次之茶水、

誤餐費。 

雜支 16,000 1 式 16,000 修護所需工具，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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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價（元） 數量 單位 小計（元） 說明 

袖套、手套、膠鞋及防

寒衣等，以及紙張、印

刷、保險等相關費用。 

總計 200,000  

註：本經費表係參考「桃園縣新屋石滬基礎調查研究計畫報告書」（102 年）所載，重大天然災

害維護時之平均每次維護時程約需 1 週，每日出工需求約 10 人次，總計 70 人次。本經費表將

相關出勤人次分配與耆老、技術工及體力工，總計約 67 人次。因耆老屬技術指導，每日不超過

3 小時之前提，酌量估算約需 20 小時。 

 環境監測之費用 

透過進行石滬及其周邊環境之定期監測，可深入探究文化景觀形

成之自然條件、威脅文化景觀的原因，進而採取預防措施，並成為石

滬相關教材內容，針對水質監測及生態調查粗估經費如表 2-3。 

表 2-3 石滬環境監測之需求經費估算 

類別 監測項目 單價（元） 監測頻率 年度費用 

水質監測 

氣溫、水溫、鹽度、酸鹼值、

溶氧、溶氧飽和度、懸浮固

體、葉綠素 a 等 

15,000 每季 1 次 60,000 

鎘、銅、鋅、鉛、汞 10,000 每季 1 次 60,000 

生態調查 
附著性藻類、浮游生物、底

棲生物、魚類、軟體動物 
60,000 每季 1 次 24,0000 

註：本經費表係以單一測站，時程 1 年為範圍進行估算。 

參、 其他計畫之擬定 

欲進行文化景觀之保存，除持續修繕維護硬體外，亦應思考如何使文化

景觀之經營管理得以永續經營，因此需搭配短、中及長期策略與相關做

法，循序漸進地操作，促使社區、地方組織等相關權益人/團體立基於新屋



 

 59 

蚵間石滬群之相關文史、文化促成地方創生，藉此而活絡在地經濟，使青

壯年人口鮭魚返鄉，成為石滬技藝傳承之生力軍。短、中及長期策略及相

關做法說明如下。 

一、短期策略及相關做法 

 定期監測石滬生態系統，供管理與解說教案基礎 

1. 定期監測石滬生態系統，建立監測成果資料庫，並整理分

析。 

2. 評估運用科技定期監測石滬本體及周圍海岸環境之可行性，

以供適時調整保存石滬之管理方式參考。 

3. 定期監測成果配合導覽解說之需求，製作成可納入教案之教

材或簡報。 

 石滬風采結合地方資源，打造地方限定生態旅遊 

1. 盤點當地自然、人文資源，建立資料庫，並規劃導入生態導

覽遊程之解說教材設計，並搭配設置區域導覽牌、解說牌或

觀景平台等。 

2. 以修築技藝、潮汐動態等石滬特色為核心，結合自然人文資

源、互動素材、場域設施服務功能等，規劃區分一般遊憩、

深度體驗之生態旅遊行程或活動課程，以對應不同需求之客

源。 

3. 建立生態遊客資料庫，培養管理生態遊客，對反映事項回應

並持續互動。 

二、中期策略及相關做法 

 推動在地組織策略聯盟，形成地方創生推動共識 

1. 持續辦理石滬策略聯盟會議，其議題包含管理維護、發展在

地特色、行銷推廣之研習或訓練，以提升在地組織相關人員

之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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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陪伴輔導在地組織推動策略聯盟，包括凝聚社區共識、建立

相關運作機制，並配合經營管理需求，導入知能培力。 

3. 強化活動場域串連周邊，朝向石滬體驗園區規劃。 

4. 修滬技藝、石滬相關史料及傳統漁法等器具、文物整理與分

類，並規劃陳列展示，營造百年石滬之歷史記憶空間。 

5. 配合南軸心生態旅遊政策建置石滬文化園區，經營管理石滬

故事館。 

三、長期策略及相關做法 

 打造推動新屋石滬品牌，帶動地方產業活絡經濟 

1. 建立新屋區不同時令之農特產品清單，並評估可連結石滬特

色地景文化或共同行銷之潛力項目，並結合當地、當令之食

物，規劃具地方特色之餐飲。 

2. 結合桃園濱海遊憩廊道，串連周邊景點之資源，打造推動新

屋石滬專有品牌，活絡地方產業及經濟，促成青年鮭魚返

鄉。 

 藉串連國內外關聯網路，以提升新屋石滬知名度 

1. 串起國內其他地區，例如澎湖、北海岸或苗栗後龍之石滬，

一同推動台灣石滬維護管理及再利用等。 

2. 台灣石滬網絡與其他國家，例如美國、南非、澳洲、日本

等，共同推動將石滬視為重要世界文化遺產的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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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109年度「新屋蚵間石滬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專家諮詢會意見回覆表 

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王鑫委員 

1.本案未來發展尚不可期，宜採用滾動式

規劃，適時修訂保存維護計畫。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28條， 

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應於文化景觀登

錄公告日起 3年內完成，且至少每 5年檢

討 1次。後續本處將視保存維護計畫執行

狀況，配合當下之所需，予以滾動式檢討

修正內容。 

2.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與古蹟、歷史建築等

性質不同。後者偏重原貌保存，允許更

新部分受限，管制嚴格。文化景觀整修

規模及工程要求，較無定論。如擬保存

石滬功能，則較大比例整修必不可免，

能否維持原造型也較困難。 

文化景觀係人與自然持續互動後產生之

具體元素，而環境則是持續變遷的狀態，

為順應變動之自然環境與條件，石滬亦難

以維持過往之造型，保存相關技術與知

識，可為保存文化景觀之根本方法。 

因而「保存及管理原則」之保存目標納入

「應維持石滬之完整性與原始樣貌，並致

力於石滬相關文史、修築技藝的傳承及保

存」，係希冀從日常維護石滬中兼顧培育

修滬人才，由耆老為技術指導，於修砌期

間提供傳統工法之技術要點，傳授過去累

積的經驗，朝維持石滬之完整性與原始樣

貌的目標邁進。 

3.善用社會力、與學校及民間團體合作必

然有利，資料整合及保存仍以本處辦理

為恰當。 

已於「建檔紀錄」段落(p.48)補充說明本項

工作得由管理維護單位負責。 

許民陽委員 

1.圖1-2及圖1-3航照圖宜註明航照拍攝單

位出處。 
已註明航照拍攝單位及年份（p.18~19）。 

2.圖 1-5 石滬影像空拍圖應轉至與圖 1-4

相同之正南北向。 

已更換圖 1-5（p.22），採用與圖 1-4 角度

相同之照片，以利於互相對照。 

3.圖 1-7圖不夠完整。 已修正原圖 1-7，現為圖 1-6(p.24)。 

4.P.25-26 文化景觀面臨的威脅建議加一

段：水污染，因沿岸承受觀音工業區南

流污水影響，已出現污染，如綠牡蠣等

已於「文化景觀面臨之威脅」段落(p.32)

補充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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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污染指標。 

5.報告多處內容係綜合多份多方的報告而

成，有時前後不一致、觀點亦不同，請

統整，例 P.32 提及填築技術為「亂石

砌」，但也有其他說法。 

「相關歷史文獻史料之蒐集」已經重新彙

整呈現。另石滬修築技術之說法，尊重當

地人之解釋權，故採在地耆老之說法，補

充說明於 p.40。 

6.P.34 管理原則建議改為管理方法，經營

管理建議增加漁獲量之登錄及季節變化

分析，才可呈現使用之成效效益分析及

未來可能管理。 

(1)鑑於「保存及管理原則」已於 109 年 6

月 29 日提報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定稿，且

「管理原則」一詞亦屬法規用語，故予以

沿用；惟「管理細則之設定」，則依委員

意見修正為「營運管理事項之設定」(p.44)。 

(2)已於「經理管理之原則」段落(p.44)補

充漁獲紀錄之調查，惟目前尚無法規可強

制規範，將採獎勵或合作方式，促使石滬

滬主或使用人配合執行。 

7.各種計畫包括規劃，例如巡護、環境資

源監測、資源盤點需要經費、技術，例

如海相。生態需經費，如何做，經費在

哪、是否可行，可能在可行性上要說明。 

已於「環境監測」段落(p.45)規劃水質、水

文、生態等監測調查，亦將「盤點當地自

然、人文資源」段落(p.59)納入短期策略之

建議。「保存維護所需經費及人力」段落

(p.56~58)，業已提供例行巡視、日常檢修

與大規模損壞及環境監測（含水質監測及

生態監測）等經費需求之估算。 

資源盤點之部分，本處擬於其他計畫執

行，相關經費將另做規劃。 

8.巡護、環境監測、資源盤點、修護等如

何和當地兩個協會任務整合，較為可

行，建議加以說明，例如蚵一哨所(石滬

及牽罟文化館)的業務是否和這些未來

的任務整合。 

(1)保存維護計畫內針對管理維護之人員

組織架構，已提出部分之管理維護任務可

委託在地社區所組成之巡護隊；另「宣傳

推廣」亦提及管理維護單位可與在地團體

合作，並提供社區民眾參與之管道

（p.45~46）。 

(2)目前新屋石滬故事館已由本處委託在

地團體建置展設內容及進行營運規劃，預

計 110 年 3 月開館營運。除海岸環境教育

推廣外，亦作為海岸地景旅遊中繼站，提

供新屋石滬靜態展覽及教室使用；據此，

新屋石滬來自巡滬、修滬、環境監測、文

史調查等相關資源，均可為場館呈現石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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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故事之素材豐富來原。 

姜義溎委員 

1.讚許執行單位對於新屋蚵間石滬群的努

力。 
感謝委員肯定。 

2.整體計畫制定相當完整。 感謝委員肯定。 

3.整體計畫外，是否能將維護期間所發現

的生態也能列入生態環境鏈內。 

保存維護計畫內容已納入生態調查

（p.45），係針對石滬內及周邊潮間帶生態

進行調查，頻率為每季 1次。同時，亦將

與巡護隊及石滬修繕團隊合作，於例行巡

視或石滬修繕過程亦可進行生物之記錄

建檔。 

4.既為文化景觀保存，就應編列紀錄成果

成冊或編輯書籍。 

已於「修築技術與人才」段落(p.54~55)補

充說明之。 

5.桃園石滬協會很認真修滬，但後續也曾

遭受破壞。目前告示牌或禁止牌並未設

立完善(僅涼亭二面)，建議警告牌也需加

列聽從巡防人員指示等。 

桃園市政府觀旅局於蚵間石滬群旁涼亭

設置之導覽解說牌，已加上「因本區 2、3、

6 號石滬已公告為本市文化景觀，請勿翻

動或搬動石滬範圍內石頭。」之呼籲事

項。本處亦已完成敬告遊客禁止事項之告

示牌內容規劃，後續配合涼亭之整修納入

告示牌之設置。 

6.石滬文化館(即蚵一哨所)目前好像正在

規劃中，這些修滬過程及注意事項有無

列入宣導。 

目前新屋石滬故事館已由本處委託在地

團體建置展設內容及進行營運規劃，預計

110 年 3 月開館營運。除海岸環境教育推

廣外，亦作為海岸地景旅遊中繼站，提供

新屋石滬靜態展覽及教室使用；據此，新

屋石滬來自巡滬、修滬、環境監測、文史

調查等相關資源，均可為場館呈現石滬故

事之素材豐富來原。 

7.文史資料的呈現，可能需評估後再重現

報告中，避免錯誤後又不斷地外傳，導

致錯誤資訊不斷傳輸。 

已再次檢閱相關文史資料，並予以修正錯

誤描述之處。 

8.文化保存，除了現況外，文化意涵也應

列入保存之內。 

於「宣傳推廣」段落(p.45~46)納入應建立

社區共同參與保存記錄新屋蚵間石滬群

及聚落文史之機制，即冀透過爬梳及盤點

相關文史資料，以保存本文化景觀所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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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的文化意涵。 

葉曾孟委員 

1.保存維護計畫中：貳、日常管理維護，

一、保存管理原則，(一)保存目標，2.維

護新屋石滬群周邊景觀與生態環境完整

性，針對周邊景觀所述： 

(1)目前 11 座：尚有 29 座遺址文化待調

查、資源盤整、石器文物、特色內容、

GPS 定位圖示。 

(2)番仔滬（魚墩）逾百座，待文化調查、

資源盤整、千年石器、特色內容、GPS

定位圖示。 

因保存維護計畫係針對已公告為文化景

觀之新屋蚵間 3 座石滬(2、3 及 6 號)所擬

訂，故對於調查周邊其他文化遺址之任

務，本處將搭配用以促進地方創生為優

先，包括持續推動將已修復完成之石滬登

錄為本市文化景觀，以達成 11 座石滬(蚵

間里 9座及深圳里 2座)悉數完成登錄為目

標；除石滬景觀外，蒐集具修滬技藝之耆

老名單及相關事證，朝向提報登錄為本市

之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讓文化景

觀之經營管理得以永續經營。再者，生態

旅遊之設計需先有核心商品或服務，進而

搭配當地特色或串聯其他周邊景點，營塑

具吸引力之套裝遊程。故亦將「盤點當地

自然、人文資源」納入短期策略之建議中。 

2.針對生態環境： 

(1)依據漁業法放流海瓜子苗，設禁捕期。 

(2)比照後龍灣瓦國姓蟯貝繁殖復育區，避

免後龍人於 12 月 1 日至隔年 3 月 31 日

跨區 6小時、5個人橫掃新屋海瓜子，每

人帶走十斤憾事。 

(3)蚵間里鄰近有新豐垃圾場及工業廢

水，應保護海瓜子成為生態指標、水質

指標、觀光體驗，避免破壞石滬遺址及

番仔滬遺址。 

「國姓蟯」俗稱「海瓜子」，係台灣小型

簾蛤類 (Venus clams) 的通稱，包括小海

瓜子蛤 (Ruditapes variegatus)、淺蜊 

(Tapes literatus)、花蛤 (Gomphina 

aequilatera)等 3~4個不同物種，前述種類

屬於軟體動物門、 雙 殼 綱 、 簾 蛤 

目、簾蛤科。海洋無脊椎動物多採卵海戰

術，以爭取受精卵之存活率，因描述海瓜

子產卵數量之文獻缺乏，故參考同科物種

文蛤之產卵數量。3~4 齡文蛤懷卵量為

40-200萬粒，排放量為 20-40萬粒，推估

海瓜子之產卵數量可能為數十萬到數百

萬之譜。若能維持海瓜子之棲息環境，即

可仰賴海瓜子本身之繁殖能力維持族群

數量。 

本處將透過生態調查之數據瞭解海瓜子

族群變動情形，若發現海瓜子族群數量有

衰退趨勢，則再研擬是否進行海瓜子苗放

流，或與本府農業局會商討論設置海瓜子



5 

委員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禁捕期之可能性。 

桃園石滬協會 

1.新屋蚵間目前有 4 座石滬可進行漁撈，

倘要本會協助登記漁獲種類及數量，希

望能有相關機制或流程可讓使用人主動

回報本會。 

已於「經營管理之原則」段落(p.44~45)補

充漁獲紀錄之調查，本處將採獎勵或合作

方式，促使石滬滬主或使用人配合執行。 

2.在地耆老對於修築石滬工法並無「一心

六石」等專有名詞，僅有提到砌築原則

是要讓石頭「卡牙」，與其他石頭間至少

有 3 個點的接觸，並且一定要用小石頭

填塞縫隙。 

已於「持續傳承及演化的營造技術之技藝

價值」段落(p.40)補充說明之。 

3.近期有不少導覽團會前往石滬活動，因

導覽人員或遊客不瞭解石滬砌築構造及

周邊石頭功用，有時會翻動滬堤前方石

頭，因而影響消浪功能。希望外地導覽

團來到新屋蚵間石滬時，能聘用在地導

覽人員。因本會培訓導覽人員時，亦會

讓他們參與修築過程，加深對石滬構造

的理解，於導覽解說時更能傳達正確訊

息給遊客，減少活動時對滬堤造成損壞

的機會。另海管處能否發函予相關協

會，提醒前往石滬導覽時之應注意事項。 

(1)本處於培訓海岸生態解說員時，擬將相

關禁止或注意事項納入之課程教材及內

容，並建議團體遊客應聘請經過受訓之解

說導覽員。 

(2)本處將發函各協會周知，亦將透過發送

新聞稿方式，提醒民眾到訪石滬之注意事

項。 

4.挖海瓜子是在地人閒暇時重要活動，為

避免在地人反彈，希望以開放區域或開

放採捕期間的方式，並設計機制讓他們

回報本會採捕量，以利於相關資源管理。 

本處將透過生態調查數據瞭解海瓜子族

群變動情形，若發現海瓜子族群數量有衰

退趨勢，則再研擬是否進行海瓜子苗放

流，或與本府農業局會商討論設置海瓜子

禁捕期之可能性。 

5.導覽解說牌上應有相關禁止事項，以利

於巡護隊勸導時有所依據。另例行巡視

人力應再增加，倘碰上遊客大量湧入或

有人挖掘螺貝時，才有足夠人力巡視及

勸導。 

(1)桃園市政府觀旅局於蚵間石滬群旁涼

亭設置之導覽解說牌，已加上「因本區 2、

3、6號石滬已公告為本市文化景觀，請勿

翻動或搬動石滬範圍內石頭。」之呼籲事

項。本處亦已完成敬告遊客禁止事項之告

示牌內容規劃，後續配合涼亭之整修納入

告示牌之設置。 

(2)已於「例行巡視」(p.48~49)段落調整巡

視人力及頻率，因保存維護計畫係規劃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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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巡視頻率，後續執行者(單位)可視組織

人力與可用資源，調整提高巡視頻率或人

力。 

6.目前海瓜子數量已回升，並且開始觀察

到與以往不同物種的海瓜子出現，為避

免外來海瓜子數量太多，應不需要放流

海瓜子。 

「國姓蟯」俗稱「海瓜子」，係台灣小型

簾蛤類 (Venus clams) 的通稱，包括小海

瓜子蛤  (Ruditapes variegatus) 、淺蜊 

(Tapes literatus) 、 花 蛤  (Gomphina 

aequilatera) 等 3~4個不同物種，前述種類

屬於軟體動物門、 雙 殼 綱 、 簾 蛤 

目、簾蛤科。海洋無脊椎動物多採卵海戰

術，以爭取受精卵之存活率，因描述海瓜

子產卵數量之文獻缺乏，故參考同科物種

文蛤之產卵數量。3~4 齡文蛤懷卵量為

40-200 萬粒，排放量為 20-40 萬粒，推估

海瓜子之產卵數量可能為數十萬到數百

萬之譜。若能維持海瓜子之棲息環境，即

可仰賴海瓜子本身之繁殖能力維持族群

數量。 

本處將透過生態調查之數據瞭解海瓜子

族群變動情形，若發現海瓜子族群數量有

衰退趨勢，則再研擬是否進行海瓜子苗放

流，或與本府農業局會商討論設置海瓜子

禁捕期之可能性。 

7.針對參與修築石滬的人員，能否建立匠

師認證制度，並以修築成果佐證其技術

能力。 

已於「修築技術與人才之補充」段落

(p.54~55)補充說明之。 

戴寶村委員（書面意見） 

1.能掌握基本要項做清楚扼要之敘述說

明，可做為相關作為之依循。已針對書

面審查意見作回應說明與修訂。 

感謝委員肯定。 

2.P.8有關漁業免許資料，除總督府府報之

外，台灣總督府殖民局商工課在總督府

公 文 類纂 ：大 正三 年 - 昭 和七 年

(1914-1932)第59卷的檔案中或許會有有

關石滬漁權公文書的資料，請參考。 

經查閱詢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

詢系統後，「台灣總督府殖民局商工課在

總督府公文類纂」與新屋石滬相關之漁業

免許文獻計有 2筆，記載漁業權人分別為

李炎及胡氏招妹，該等資料業已整入表

1-4(p.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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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44 以科學方法加強結構穩定方面，未

來可進行波浪湧生落雨石滬結構體的水

理分析，作為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之研究教學案例。 

目前本文化景觀相關監測數據尚有不

足，待後續累積足夠資料，方可作為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之研究教學案例。 

4.P.45 表 2-3 的總計應是新臺幣 200,000

元。 
已修正金額總數(p.58)。 

5.P.47 長期策略及相關作法，新增：(二)

石滬關聯網路 1.新屋石滬與台灣其他地

區如澎湖、北海岸、後龍之石滬的異同

維管再利用等。2.台灣石滬與世界其他各

地(如鄰國日本的石干見)，乃至其他國家

推動將石滬視為重要世界文化遺產的措

施等。 

已納入「長期策略及相關做法」(p.59~60) 

補充說明之。 

6.以上意見供參考修正，業務科確認後通

過。 
感謝委員提供相關指導意見。 

榮芳杰委員(書面意見) 

1.P.32 到 P.33 的文化景觀價值分析，標題

文字尚有待斟酌，例如： 

(一)人類與自然互動之歷史價值，建議修

正為「文化景觀價值」。 

(二)…傳統工藝之技術價值，建議修正為

「營造技術之技藝價值」。 

(三)…經濟(產業)價值、社會價值，建議

修正為：社會與經濟(產業)價值。 

(四)修正為：聚落常民生活之集體記憶價

值。 

已修正相關文字(p.40~41)。 

2.P.17缺圖 1-6，請補正。 
已刪除原圖 1-6，並修正圖 1-5(p.22)，以

呈現 2、3、6號石滬之現況。 

3.P.22 第七行的三級古蹟，請修正為「新

屋范姜祖堂」為桃園市定古蹟。 
已修正(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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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新屋蚵間石滬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書面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109.09.07)          

業務單位審查意見 委辦團隊回覆辦理情形 

1.本計畫為新屋蚵間石滬群文化景觀保存

維護計畫，但僅基本資料建檔及日常維

護管理等內容，未見未來短中長程保存

策略與發展定位等規劃，請補充。 

已於「參、其他計畫之擬定」補充短、中

及長程策略及相關做法。 

2.本計畫未見未來新屋蚵間石滬群之保存

維護費用相關資料，請補充。 

已補充說明例行巡視及日常檢修與大規模

損壞之修護作業所需經費及人力。 

3.文末未見參考書目，請補充。 
已新增「肆、參考文獻」，並說明於撰寫本

保存維護計畫時參考之文獻。 

4.本計畫內容引用相當多其他計畫之文

字，但通篇未見相關輔助解釋照片，請

補充。 

針對部分段落文字已補充適切之照片作為

輔助。 

5.附件 1 新屋石滬於清領至日治史料及近

代研究結果，屬基本資料建檔內容，請

調整至第壹章第二節中。 

已調整相關章節順序。 

6.第壹章第三節，未見石滬之生態調查內

容，請依「桃園縣新屋石滬基礎調查研

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附件內容補充。 

已依據「桃園縣新屋石滬基礎調查研究計

畫成果報告書」附件內容補充生態調查部

分之說明。 

7.p.4「魚獲」請更正為「漁獲」。 已更正誤繕之文字。 

8.p.4 請補充新屋蚵間福興宮沿革碑記全

文。 
已補充全文。 

9.新屋石滬歷史發展除新屋蚵間福興宮之

碑文外，是否尚有其他史料可輔以說

明，請補充。 

本保存維護計畫參考「108 年探究自然環

境對新屋文化形成之影響與教育推廣計

畫」之研究成果，除新屋蚵間福興宮之沿

革外，亦有清領、日治時期相關歷史文獻

輔以說明，已於「二、相關歷史文獻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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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蒐集」予以說明相關歷史發展。 

10.新屋蚵間石滬群 2、3、6號石滬已漸修

復，請於本計畫中補充石滬群之空照圖

並敘述目前情形。 

已新增 2、3、6號近期之空拍圖，並於「五、

新屋蚵間石滬群之現況說明」中敘明 3座

石滬最新情形。 

11.p.7 請依 2、3、6 號石滬修復現況更新

表 1-3 使用情形一欄，並補充 3 座石滬

之座標。 

已更新 3座石滬之現況及座標。 

12.p.7請補充說明現況漁權。 已說明石滬漁業權之現況。 

13.p.有關土地使用及區位劃分等論述，海

洋委員會已於 108年 12月 3日預告制定

海洋保育法草案，於 108 年 11 月 29 日

預告制定海域管理法草案，於 108年 11

月 20日公布施行海洋基本法，請將以上

法規皆納入土地使用管制體系現況中，

並請補充國土計畫法分區之圖表及該區

位之使用定義。 

1.海洋基本法其性質偏向海洋相關政策指

導及規劃，並不涉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故不適宜納入「土地使用管制體系現況」。

另海洋保育法及海域管理法皆屬預告階

段，法條及相關施行細尚不明確，建議後

續本保存維護計畫進行檢討時再行評估是

否納入。 

2.已補充說明國土計畫分區中「海洋資源

分區」各類之定義。 

14.p.11 新屋蚵間石滬群非臺灣本島最大

石滬群，依據文化部文資局 108 年 10

月全國石滬保存調查計畫(第二階段)成

果報告書 p.95所述，新屋石滬群並非本

島最大之石滬群，新北市淡水區共計 61

口，苗栗縣後龍鎮共計 58口，新屋石滬

僅 22口，請修正本段文字敘述。 

已檢視相關文字並予以修正。 

15.p.11新屋愛鄉協會、新屋區笨港里民協

會及桃園市石滬協會名稱皆非該協會正

式名稱，請修正，並請確認有關新屋區

笨港里民協會之單位敘述與石滬之關聯

已檢視相關段落並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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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另請確認在地是否尚有相關協會之

活動涉及新屋蚵間石滬群區域。 

16.p.11 (七)文化資源特色內容與標題不

符，請參考「文化資源」之定義後修正。 
已檢視相關段落並予以修正內容。 

17.p.11 (九)農漁業特色未見蚵間里之敘

述，請補充。 
已補充說明蚵間里農漁業特色。 

18.p.13 (十)景觀資源特色，請確認內容為

未來規劃或皆為現有軟硬體設施之描

述，並請說明圖 1-5 資料來源及補充其

詳細敘述。 

已檢視相關段落之描述，並更正內文。 

19.p.14 (二)新屋蚵間石滬群之構築材料來

源及其構造與標題四、現況對文化景觀

之威脅不符，請修正。 

已重新調整該段落之標題及架構。 

20.p.14 「漁滬文化的起源與分布」未見其

作者其發表年分，請補充。另請確認本

計畫中引用之文獻是否皆有敘明作者名

稱及發表年分。 

已補充作者名稱及發表年份。 

21.p.15 (三)石滬現況調查與標題四、現況

對文化景觀之威脅不符，請修正。 
已重新調整該段落之標題及架構。 

22.p.19 3 號石滬使用現況與 p.7 表 1-3 使

用情形一欄不符，請修正。 
已檢視 2個表格之內容並予以更新。 

23.p.23 (一)開放參觀之原則僅敘明海管處

培訓海岸生態解說員可進行導覽解說工

作似有偏頗，若為其他單位核准之導覽

解說員前來進行導覽，是否可行，請確

認。 

已檢視相關做法是否合宜，並修改相關文

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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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p.24 (三)環境監測除水文之外是否需檢

測周遭水質，請確認後補充相關內容。 
已於該段落補充環境水質監測項目。 

25.p.24 (四)宣傳推廣第二段「建立社區參

與保存紀錄新屋蚵間石滬群人文歷史之

機制」語意未明，另第三段「依所建立

歷史沿革與社區發展史料作為楔子」未

見主體為何，請確認，並請強化該段敘

述。 

已檢視相關段落並予以修正及補充說明。 

26.p.25 (一)審議制度請說明欲審議內容及

方向、位於國土計劃分區分類之意義、

及是否納入海洋基本法、海域管理法草

案、海洋保育法草案等內容。 

海洋基本法其性質偏向海洋相關政策指導

及規劃，並不涉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另

海洋保育法及海域管理法皆屬預告階段，

法條及相關施行細尚不明確，因此現階段

不建議納入審議制度。待後續海洋保育法

及海域管理法通過後，可於保存維護計畫

檢討修正作業時，再行評估是否納入。 

26.p.25 (二)監管制度，「新屋石滬群」請修

正為「新屋蚵間石滬群」。 
已修正相關文字。 

27.p.27 圖 2-2巡視作業流程，若石滬發現

損壞後僅通報業務單位並製作巡視紀

錄，未見相關後續處理以維護文化景觀

之完整，請補充說明。 

已補充發現損壞後之流程及做法。 

28.p.28 五、修繕策略第一段，石滬位於潮

間帶，應不分修復時段皆受海浪或海流

衝擊，另(一)以日常維護與培育修築人

才為主的修復第一段，「為避免一次大規

模修復造成海流與海量變化的不可預期

性」，早期沿海石滬數量較現存數量多，

亦屬大規模修築，且沿岸流之流體力與

潮汐拉引力作用應遠大於修復石滬後對

已檢視該段落並修正相關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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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流造成之阻礙，請確認後修正文字

敘述。 

29.p.35 表 3 近年觸及新屋石滬群之相關

研究，「全國石滬保存調查計畫(第二階

段)」業於 108 年 10 月完成，請修正文

字敘述。 

已修正。 

30.本保存維護計畫之細部執行內容，應與

保存及管理原則項目相互對應，請修正

敘述方式，並請補充說明禁止事項制定

之實際作法、巡視頻率與通報機制、建

立匠師培訓制度、保存維護所需經費與

人力、緊急應變措施種類與事項及其執

行內容、環境教育推廣及海岸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經營管理應用、結合在地產業

推展與行銷等內容。 

1.禁止事項制定之實際作法、巡視頻率與

通報機制、建立匠師培訓制度、保存維護

所需經費與人力、緊急應變措施種類與事

項及其執行內容等涉及本文化景觀硬體之

保存維護，已補充說明相關作法。 

2. 環境教育推廣、海岸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經營管理應及結合在地產業推展與行銷等

內容，則於「參、其他計畫之擬定」內容

中，配合不同階段之策略予以說明相關做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