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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及目的 

 

    本研究計畫為延續博士論文〈水利秩序之形成與挑戰—以後村圳灌溉區為中

心之考察(1763-1945)〉而來，試圖擴大研究區域至整個大嵙崁溪(即今之大漢溪)

流域，時間斷限也將延長至 1980 年代，以長時段環境史的視角，探討大嵙崁溪

流域內各水利系統之間水利秩序的歷史變遷。 

    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曾獲國立台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第二期獎助

研究生計畫」，以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00 年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

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之獎助。博士論文的主要部分，已於 2012 年 10 月發表

於《白沙歷史地理學報》第 14 期。1目前已完成博士論文，送交初審中，預定於

2013 年 10 月口試。 

    博士論文所選定的研究例是以大嵙崁溪作為水源的後村圳灌溉區，主在探討

後村圳從清治至日治時期的歷史變遷，及其與國家、環境及相關人群所共構的水

利秩序之互動歷程，試圖釐清水利秩序的形成及其面臨的挑戰，對於一地水利發

展的具體影響。水利灌溉看似單純，但在水源引至農田的這段過程之中，卻牽涉

到種種複雜層面，諸如自然環境、水利政策、水利工程、農墾歷史、租佃關係及

流域上、下游間的區域競逐等。這些層面互相影響、交錯發展，長期積累逐漸形

成一套國家權力、埤圳業主及引水人共同認可的「水利秩序」。水利秩序在清治

時期主要以傳統慣習與民間契約加以維繫，日治時期之後則以國家法律及組合規

約來約束引水人，藉以維持水源充足供應灌溉所需，並確保灌溉區內各地間的水

量分配平均不起糾紛，使水利運作得以順暢進行。然而，水利秩序並非一成不變，

在悠長的歷史時間之中面對許多挑戰的干擾，諸如旱澇天災、國家政策及不同人

群對於水資源的爭奪等，這些挑戰既可令既有的水利秩序有所強化，亦能使之崩

                                                 
1
 參見李進億，〈由內而外--後村圳灌溉區爭水事件的歷史變遷(1763~1945)〉，《白沙歷史地理學 

  報》14(2012.10)，頁 6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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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無存，並在某種契機之下重新構成另一套水利秩序。
2
 

    透過博士論文的研究發現，後村圳的水利秩序能否維持穩定，取決於水、旱

天災來臨時大嵙崁溪中、上游水利系統的取水狀況，亦即與大嵙崁溪流域整體的

水利秩序密切相關。後村圳是由清治時期開鑿的張厝圳及劉厝圳，於日治時期為

臺灣總督府合併後而形成的水利系統，張厝圳及劉厝圳從開鑿之初即發生爭奪圳

頭用地的訴訟事件，在官方調停下達成和解，命令兩圳在水源地設立水汴均半分

水，兩圳圳主也各自與引水人簽訂契約規範分水率及水租額，此為後村圳灌溉區

最初達成共識的水利秩序。然而，由於兩圳共用水源和圳道重疊交錯的歷史共

業，往後 200 年間一遇自然災害造成各自田園進水不足，還是難免為了爭水而衝

突不斷，顯示在薄弱的官方約束力之下，水利秩序的基礎並不穩固，面對天災人

禍的挑戰，水利秩序有隨時崩解而引發爭水事件的可能。 

    劉厝圳及張厝圳通水之後，分別因資金不足及分類械鬥之故，兩家的圳主權

歷經多次移轉，最終在日治初期為臺灣總督府所收買，其水利秩序也在由私轉公

的過程中發生轉變。其後因圳道混雜、水權不明而衝突不斷，旱季時水頭及水尾

地區的爭水事件頻傳；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發展農業生產，以公權力介入傳

統水利運作，成立具公法人性格的水利組織，並以先進工程技術改建埤圳設施，

灌溉水量的供應穩定得以確保。此時，官方從民間手中取得水利事業的主導權，

管理組織較清治時期強化，配置專職的監視員定時巡視，並設計引水人互相監視

的制度，再於法律規約中訂定罰則處罰違規者，讓後村圳灌溉區內的水利妨害事

件逐漸消彌，水利秩序得以有效維繫。 

    然而，穩定的水利秩序並未持久，大正 14 年(1925)桃園大圳通水之後的旱

季時期，後村圳灌溉區爆發了一連串「水騷動」事件，引水人的抗爭對既有的水

利秩序發出挑戰。日治中期，總督府為了擴張水田面積，在大嵙崁溪上游興建桃

                                                 
2
 「水利秩序」的相關研究可參見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東京：亞紀書房，1989)；李宗 

  信、顧雅文、莊永忠，〈水利秩序的形成與崩解：十八至二十世紀初期瑠公圳之變遷〉，頁 

  145-228。鈔曉鴻，〈灌溉、環境與水利共同體：基於清代關中中部的分析〉，《中國社會科學》 

  4（2006.12），頁 19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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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大圳，其引水量之大造成中、下游水利組合的供水量大幅減少，尤其是位於大

嵙崁溪最末端的後村圳所受影響最大；加上遭逢昭和 3 年(1928)以來連續兩年旱

災，後村圳灌溉區的農民迫於生計，群起向總督府申訴，促使總督府在後村圳的

水尾地區興建抽水站以改善當地供水，但未能有效解決旱季缺水的問題。顯示日

治中期以後，後村圳灌溉區的爭水事件已有所質變，受到自然環境(旱災及洪災)

及人文環境(桃園大圳)的雙重壓迫，天災人禍交加之下，從灌溉區內部的「圳頭、

圳尾之爭」，轉變為與灌溉區外、同一流域各水利系統的「上游、下游之爭」，尤

其是旱季時桃園大圳在大嵙崁溪上游的超量截水行為，成為影響整個後村圳灌溉

區用水缺乏情形的癥結所在，也是主宰後村圳灌溉區水利秩序崩壞與否的關鍵。

另一方面，這也反映出臺灣總督府以近代的法人組織改造清代的埤圳主一人獨斷

式管理，並以近代工程技術整頓及維護水利系統，逐漸將灌溉區內的農民統合為

一個整體，因此在面臨旱災及桃園大圳等自然與人為的雙重危機之際，得以消弭

清代以來的宿怨，口徑一致對外與臺灣總督府極力扶植的官設埤圳進行抗爭。 

    後村圳灌溉區的爭水事件以興建抽水站而告一段落之後，大嵙崁溪中、下游

農田因桃園大圳截取水量而缺水的情形仍未獲得改善，迫使中、下游的水利組合

採取聯合手段來爭取水源。提案為使用水公平，建議當局依灌溉甲數及土質地情

的不同，實施相應的用水統制方針。然而，總督府的立場仍無意將桃園大圳的用

水分給中、下游的埤圳，採取以拖待變的敷衍態度來處理中、下游水利組合的抗

議。可見大嵙崁溪的分水問題的癥結點取決於總督府的態度及決策，若總督府願

意出面主導分水協定，限制桃園大圳的取水量，或許後村圳灌溉區的農田不會再

因旱災而失收。然而，桃園大圳作為官設埤圳，其灌溉面積是後村圳的 7 倍之多，

而大嵙崁溪中、下游各埤圳的灌溉面積總和也僅為桃園大圳的 30.5%，與桃園大

圳相較，廣狹頗為懸殊。此外，桃園大圳為總督府對外宣傳殖民地政績的重點水

利事業， 這也是總督府決策時優先考量其利益的原因之一。總之，總督府的態

度很明確，亦即犧牲大嵙崁溪中、下游地區的農田，來成就桃園大圳這個重點水

利事業，並灌溉桃園臺地上更為廣闊的農田，以達成米穀增產的目標。國家力量



 5 

在面對環境危機時棄車保帥、追求最大利益的處理方式，在此展露無遺。 

    戰後初期大嵙崁溪上游地區發生嚴重旱災，出現有記錄以來最低枯水量，

上、下游各個水利委員會，各自主張自身擁有用水優先權，爭水事件再起，政府

雖建立分水制度處理爭水事件，試圖建立新的水利秩序，但各水利會並不完全遵

從。民國 59 年(1970)5 月將管理後村圳的「新海農田水利會」，併入「桃園農田

水利會」，統一調配管理大嵙崁溪的農業灌溉水源，試圖消弭上、下游間的爭水

事件，但旱季枯水時期的上、下游爭水問題，自日治時期桃園大圳通水起始，直

到戰後仍未獲得有效解決。雖然如此，清治以來大嵙崁溪流域頻傳的爭水事件，

可說是戰後大嵙崁溪上、下游水利組織一體化最主要的歷史成因，清治時期以來

各自為政的大嵙崁溪各埤圳間之水利秩序，亦因此次著眼於流域整體性規劃的分

水管理方式而被重新塑造。 

    由以上的論述可知，河川的上游地區深刻影響著中、下游地區的歷史發展，

上、下游間有著休戚相關的共同命運，從而牽引起流域內各地區間的緊密聯繫。

另也凸顯出水利秩序具有兩個層次，一為灌溉區內圳頭及圳尾間的水利秩序，另

一為流域內各埤圳間的水利秩序。透過與其他埤圳的爭水行動，灌溉區內的引水

人消彌夙怨，一致對外要求上游埤圳恢復固有的流域內之水利秩序，這也有助於

灌溉區內水利秩序的強化及水利社會的凝聚。因此，這兩個層次的水利秩序存在

著交互影響的關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單一水圳的水利史研究似乎不應侷限在

其灌溉區之內，對於該水圳與共用水源的上、下游各水圳之間的水利秩序，也需

加以檢視與探討，始能得到較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成果。 

    以上為博士論文的主要結論，但除了後村圳之外，對於大嵙崁溪流域其他水

利系統內部之水利秩序的研究較為欠缺，無法深入分析大嵙崁溪各個水利系統之

間的具體聯繫及關係；此外，對於戰後時期的研究亦較為簡略，無法具體呈現這

段大嵙崁溪水利組織一體化關鍵時期之歷史發展。因此，本計畫試圖將視角從後

村圳灌溉區擴展至整個大嵙崁溪流域，時間斷限也從流域內最早開鑿的大安圳之

通水年份―乾隆元年(1736)，延伸至工業化與都市化造成農田水利功能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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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3此外，因大嵙崁溪流域爭水事件以上游的桃園大圳與中、下游的埤

圳為主要發起者，故將研究主體設定為桃園大圳、二甲九圳、公館後圳、隆恩埔

圳、石頭溪圳、十二股圳、大安圳及後村圳(各圳分布詳見「圖 1」)等水利系統，對

其作出整體性、長時段的考察及研究，試以環境史與流域史的觀點切入，探討大

嵙崁溪流域水利秩序的變遷過程。 

 

                                                 
3 李力庸，《臺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會誌》(桃園：桃園農田水利會，2010.04)，頁 19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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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大嵙崁溪流域水利系統分佈(1965) 

資料來源：臺灣省水利局編印，「臺灣省各農田水利會灌溉區域圖」，南投：臺灣省水利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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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相關著作之評述方面，可分為臺灣水利史、水利秩序、爭水事件、大嵙崁溪

流域水利事業及臺灣流域史等領域之相關研究，加以回顧評述。首先檢視臺灣水

利史的研究趨勢，這部分陳鴻圖及森田明皆有研究回顧專文問世。總結其看法，

1990 年以前臺灣水利史研究的重心在於水利開發的過程、水利組織的形成與演

變及水利開發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等，然自 1990 年代環境史領域興起之後，水文

環境與水利運作的互動關係成為當前臺灣水利史研究中的主要課題，並具體呈現

在「人－水利－環境」三者間的關係上；而臺灣面積雖小，但自然環境的區域多

樣性顯著，每一地區皆有以水利為中心成立的各種水利社會，各區域間的比較研

究便成為將臺灣水利史研究細緻化的基礎工程。4本計畫即為呼應此一趨勢的個

案研究，著眼於單一流域內的水利、環境及國家之間的長期互動關係，期能對臺

灣水利史的區域比較研究做出貢獻。此外，歷來學界對於臺灣水利史的研究成果

豐碩，對於本計畫在概念及方法上的頗具啟發性，值得本計畫所參考與借鏡。5 

    其次，水利秩序的研究方面，以日本的東洋史學者森田明探討最深，6臺灣

史學界的研究成果則有李宗信、顧雅文、莊永忠的〈水利秩序的形成與崩解：十

八至二十世紀初期瑠公圳之變遷〉一文。7李文主要參考森田明的概念加以論述，

                                                 
4
 陳鴻圖，〈臺灣水利史研究的回顧與趨勢〉，收於氏著，《活水利生:臺灣水利與區域環境的 

  互動》(臺北市:文英堂，2005.02)，頁 1-39。森田明，〈中国と台湾における水利史研究の 

  近況と新動向〉，發表於「黃富三教授榮退暨第二屆臺灣商業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資料， 

  2010年 9月 23日至 25日，頁 1-9。 
5
 如王世慶，〈從清代臺灣農田水利的開發看農村社會關係〉，收於氏著，《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

北：聯經，1994.08)。陳鴻圖，《臺灣水利史》(臺北：五南，2009.11)。陳鴻圖，《活水利生:

臺灣水利與區域環境的互動》(臺北市:文英堂，2005)。森田明，〈旧臺湾における水利組織

の植民地的再編政策：「公共埤圳規則」とその制定過程〉，《福岡大学研究所報》22（1974.11）。

李宗信、顧雅文、莊永忠，〈水利秩序的形成與崩解：十八至二十世紀初期瑠公圳之變遷〉，

收於黃富三主編，《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南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09.07)。顧雅文，〈八堡圳與彰化平原人文、自然環境變遷之互動歷程〉，國立臺灣大學歷

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06) 等。 
6
 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東京：亞紀書房，1989)。 
7
 李宗信、顧雅文、莊永忠，〈水利秩序的形成與崩解：十八至二十世紀初期瑠公圳之變遷〉， 

   頁 14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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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聚落內部會因水圳而生成種種人群關係，一條水圳的開成，串起了開圳主與

沿線不同聚落中的引水人之社會關係，亦同時形成了管理者與各引水人間的水利

秩序，若無此共同遵守的水利秩序，則數庄共享的水資源要如何分配，水圳該如

何長期保養維護，皆成為大問題，在此意義下，人群以圳路為紐帶而彼此連結，

承認共識下的用水原則，並負擔水租等義務，而共同體或共同秩序如何運作，依

水圳興築方式及管理方式而有不同，且同一水利共同體的水利秩序也不可能永遠

保持穩定，會受到災害等壓力和挑戰之衝擊，亦即水圳凝聚了不同人群，卻也可

能造成人群的分裂或緊張關係。8因此，將參考此一概念，考證、分析大嵙崁溪

水利系統中埤圳業主與引水人之間的關係，並論述兩百多年間水利事業為人群帶

來的凝聚與分裂、結合與衝突，及其所形成之水利秩序的具體內涵與變遷過程。 

    其三，聚焦至臺灣史學界對於大嵙崁溪流域的水利事業之研究，可知大多集

中於上游的桃園地區，並聚焦於桃園大圳及石門水庫等大型水利系統，對於中、

下游地區的水利系統則較不受矚目。9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游水利系統為主體的

歷史研究，大多僅重視上游水利事業的發展，對於與中、下游水利系統的連繫與

關係則少見探討。但基於水往下流的水文原理，上游水利系統的取水方式必然影

響中、下游水利系統的用水，而中、下游若因上游取水過度而缺水，也勢必引發

抗爭與糾紛，使上游水利系統的運作遭受干擾，因此對於大嵙崁溪中、下游水利

事業及其與上游之關係的研究應有所加強，始得充分瞭解流域水利秩序歷史變遷

的全貌，而不失於片面。因此，以流域史的角度考察大嵙崁溪流域整體水利秩序

                                                 
8
 同上註，頁 190。 
9
 關於桃園大圳及石門水庫之研究，主要有：李力庸，《臺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會誌》(桃園：桃 

園農田水利會，2010.04)。李力庸，《續修桃園縣誌‧經濟志》(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10.9)。

李力庸，〈水資源開發與國家社會：石門水庫籌建之研究（1945-1956）〉， 收於《健康、和平、

可持續發展─人文社會科學的視野》(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2012)，頁 93-128。李

力庸，〈水與糧食：石門水庫興建前後的觀察〉，發表於國立台灣圖書館主辦，「近代東亞中的臺

灣」研討會，2013年 3月 15 日。鄧佩菁，〈美援與石門水庫之興建—以經費、技術為中心

（1956-1964）〉，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01。劉曉明，〈戰後桃園農田水利會

組織之探討（1945-2002）〉，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01。陳鴻圖，〈桃園臺地

的水利變遷－從埤塘到大圳〉，收於氏著，《活水利生：臺灣水利與區域環境的互動》(臺北：文

英堂，2005)，頁 57-60。李彥霖，〈陂塘到大圳---桃園臺地水利變遷(1683-1945)〉，東吳大學

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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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變遷，即為本計畫所欲努力的方向。 

    其四，對於臺灣的爭水事件，相關的歷史研究並不多，值得進一步考察。陳

鴻圖的〈臺灣南部水利糾紛的歷史考察〉一文，10針對臺灣南部水利糾紛進行貫

時性的研究，詳明探討水利糾紛的成因、過程及歷代政權的處理方式，已為水利

糾紛的歷史研究建立完整的研究體系。然而，陳文的研究區域集中於臺灣南部，

尤其是以嘉南大圳為研究重點，目前學界對於北部爭水事件的研究較為缺乏。對

於一個歷史課題的研究，需要更多地區相關研究的加入，比較基礎始得漸趨完

整，關於北部地區爭水事件的研究成果仍有待開發，這正是本計畫試圖努力的方

向。此外，玉城哲、旗手勳與今村奈良臣等日本學者對於日本的爭水事件亦有所

研究，指出爭水事件為攸關農民死活的鬥爭，具有無法妥協的性格，常造成社會

衝突不安，因此制定水資源的分配秩序是歷代政府維持社會穩定必須的手段。11可

知爭水事件的頻率為水利秩序是否穩定的要素，因此本計畫嘗試以爭水事件發生

的原因、經過及影響切入，探討大嵙崁溪流域水利秩序的形成及其遭遇的挑戰。 

    最後，在臺灣流域史的研究方面，早期有 1970 年代中央研究院張光直主導

之「濁大流域人地研究計畫」，12及 1990 年代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之「四溪計

畫」，13引領跨學科區域整合研究之風潮，近年來則以王世慶的《淡水河河港水運

史》與溫振華、戴寶村的《淡水河流域變遷史》，14以及張素玢、顧雅文對於濁水

溪水資源變遷的一系列研究最為重要。15由於河川流域內的聚落、交通、族群與

                                                 
10
 陳鴻圖，〈臺灣南部水利糾紛的歷史考察〉，《興大歷史學報》20(2009.08)，頁 109-134。 

11
 玉城哲、旗手勳、今村奈良臣編，《水利の社会構造》(東京都：国際連合大學，1984.11)，頁 

  15-16。 
12
 詹素娟，2007，〈從地域社會出發的華南研究──與臺灣區域史研究的比較〉，發表於中研院臺 

  史所主辦，「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2007年 12月 20-21日，頁 8-10。 
13
 「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以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四溪流域為範圍跨學科   

   研究」計畫網站(http://hkc.nctu.edu.tw/4rivers/4rivers_b00.html)，檢索日期： 

   2013.08.01。 
14
 參見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臺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研究所，1996.12 

  溫振華、戴寶村，《淡水河流域變遷史》(臺北縣板橋市：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 
15
 參見張素玢，《歷史視野中的地方發展與變遷：濁水溪畔的二水、北斗、二林》(臺北市：臺 

   灣學生書局，2004)。張素玢，〈與河爭地--濁水溪河川地的利用與環境變遷〉，《淡江史學》 

   13(2002)，頁 169-180。張素玢，〈從治水到治山--以濁水溪流域為例〉，《臺灣文獻》60： 

   4( 2009.12)，頁 81-130。張素玢，〈濁水溪的歷史難題〉，《臺灣史研究》18：4(2011.12)， 

   頁 165-199。等顧雅文，〈八堡圳與彰化平原人文、自然環境變遷之互動歷程〉，臺灣大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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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活動可透過水流加以串連，彼此密切相關，隨著時間推移而形成為一個整

體，因此以流域作為區域研究的空間界限，已成為臺灣區域史研究的趨勢。唯上

述流域史的研究成果大多偏重於聚落發展、社會經濟變遷、族群互動關係、水利

事業及水運交通等課題，較少針對水利秩序的歷史變遷加以考察，而本計畫所選

定之大嵙崁溪流域各水利系統共用同一水源，長時期爭奪水源，並彼此間進行區

域整合加以對抗，為研究水利秩序之適切標的，在流域史研究上有其特殊性，值

得進一步開拓探討。 

 

三、研究方法 

 

關於研究方法，本計畫主要採取以文獻的整理、排比、解讀及分析為主體的

歷史文獻研究法。除此之外，仍將參考「環境史」的研究途徑，並運用地理資訊

系統(GIS)，作為分析文獻資料及提出相關論點之輔助。另外，本計畫將透過田

野調查蒐集相關史料，如地契、祖譜及口述訪談資料等，以充實本計畫所能運用

的資料。以下簡述所參考的概念工具，以及本計畫將如何運用這些概念來輔助論

述的形成。 

 

(一)  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 

    環境史是 1970 年代以來由於對環境保護運動的重視而興起於西方歷史學界

的研究領域，強調整合自然科學及人文學科的跨領域研究，藉以探索人類群體與

自然環境之間的長期互動關係。16環境史的概念近似地理學中的「人地關係」傳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06)。顧雅文，〈運用 GIS于水利史研究－以彰化平原及臺北平原之 

   水圳研究為例〉，運用地理資訊系統于人文研究工作坊，國立中正大學，2007年 6月 29日。 

   李宗信、顧雅文、莊永忠，〈水利秩序的形成與崩解：十八至二十世紀初期瑠公圳之變遷〉， 

   收於黃富三主編，《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南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09.07)。等 
16
 劉翠溶，〈導論〉，收於氏編，《自然與人為互動：環境史研究的視角》(南港：中央研究院， 

  2008)，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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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17
但環境史更關心的是以時間為主軸的縱向長期變遷，亦保有歷史學獨有的

史料分析和人文關懷，18可藉以探索在人與地的交互作用之下，區域歷史發展的

可能脈絡。19 

    自然環境可說是決定水利開發最重要的因子。20水圳為人力積極開發自然、

利用自然的極致體現，適合作為環境史的研究題材。大嵙崁溪流域的水利系統處

於大河之濱，飽受水災沖擊之苦，又時常遭逢旱災危害水源，其水利秩序的形成

與面臨的挑戰與當地自然環境關係緊密。因此，環境史的概念對於分析自然環境

與大嵙崁溪流域水利秩序之長時段關係上頗為契合，故而列為本計畫的研究方法

之一。 

 

(二)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地理資訊系統」(GIS)興起於 1960 年代，原本用於輔助土地管理及國土規

劃，近年來其觸角伸至各種學科領域，並逐漸在社會科學及歷史學界受到重視。

21
從 1990 年代開始，歷史研究者逐漸對這個工具發生興趣，借助 GIS 以明確掌握

史料中所包含的地理資訊，甚至出現「歷史 GIS」一詞。GIS 更有效率地提升了

「空間」在歷史研究中的地位，開創了一個再現與認知、解釋歷史的新方法。 

不論是研究史料或是研究議題，都包含了相當多空間資訊，透過 GIS 加以空

間化、視覺化並加以分析後，便能進行更進一步的歷史解釋。22本計畫為研究大

嵙崁溪流域各埤圳之圳道流路、灌溉區域及埤圳業主與引水人的住居地等課題，

應用 GIS 套疊古今地圖，將所蒐史料空間化，以呈現出研究區及相關論述的空間

                                                 
17
 施添福，〈地理學中的人地傳統及其主要的研究主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報告》

6(1980.12)，頁 204。 
18
 顧雅文，〈八堡圳與彰化平原人文、自然環境變遷之互動歷程〉，頁 5。 

19
 張素玢，《歷史視野中的地方發展與變遷：濁水溪畔的二水、北斗、二林》(臺北市：臺灣學生 

  書局，2004)。 
20
 陳鴻圖，〈嘉南大圳研究(1901-1993)─水利、組織與環境的互動歷程〉，頁 284-285。 

21
 李宗信，〈淺談地理資訊系統(GIS)於臺灣史研究上之應用〉,收錄於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 

《臺灣史系列講座專輯(一)》(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8.12)，頁 121-147。 
22
 顧雅文，〈再現、認知與解釋歷史的新工具－GIS 與台灣史研究的對話〉，收於賴進貴等編，《數 

 位典藏地理資訊》（台北：國立台灣大學，2008.10），頁 10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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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並試圖從中發掘新的解釋觀點，並進一步研究水利秩序的形成與變遷過程。 

 

四、史料運用 

 

本計畫具科際整合性質，在參考文獻的蒐集上頗為廣泛，大致上包含方志、

土地契約、寺廟碑記與沿革誌、古地圖、報紙、官方調查書，以及田野調查所得

之口訪資料等。此外，由於採取環境史之研究取向，氣象學、地理學及水文學等

自然科學的研究及調查成果，亦為本計畫所欲參考的資料。主要採用的史料種類

及具體的運用方法，分述如下： 

 

 (一) 「臺灣數位圖書館」(THDL)資料庫 

本計畫為探討清治時代的相關史實，需使用大量清代臺灣地方志及土地契約

資料，由「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中心」建置之「臺灣數位圖書館」(THDL)資

料庫，蒐集了大量古文書及地方志資料，其中相關者有《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典藏

北部地區古文書專輯》、《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15 年保存公文類纂》、

《泉州臺灣張士箱家族文件匯編》、《大臺北古契字集》(一)~(四集)、《臺北市文

獻委員會典藏臺灣北部相關古契書》及清代地方志等出版品，該資料庫已登錄全

文，並可使用關鍵字索引，提供大量且便利的史料取得途徑，是以本計畫以該資

料庫作為主要的古文書來源，但從線上取得契約全文後，需與契約原件或已出版

的契約集交互比對、校訂，以避免電腦輸入時的文字錯誤。 

 (二) 其他古文書資料 

「臺灣數位圖書館」資料庫未收錄的古文書資料，如《永泰租業契總》、清

代古碑文及地方志等史料，與本計畫清代部分的論述密切相關，亦列為蒐羅的對

象。 

 (三) 古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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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的特色之一為使用 GIS 將相關史料加以空間化，因此如《臺灣堡圖》、

《官有林野圖》、《臺灣地形圖》及戰後農田水利會之水利系統圖等日治時期與戰

後測繪的地圖，上標有圳道及流經聚落的位置，為重建圳道及作為呈現史料空間

性之底圖的重要參考。 

 (四) 桃園農田水利會所藏檔案 

大嵙崁溪水利系統於戰後為桃園農田水利會所統合，所屬檔案大部分藏於桃

園水利會圖書館及檔案庫之中，本計畫預計前往該會蒐集相關史料，作為研究日

治以後大嵙崁溪各埤圳水利運作的基礎。 

 (五) 《臺灣日日新報》 

    大嵙崁溪流域水利系統的爭水及缺水抗爭的事件，經常出現於日治時期主要

報紙《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中。此外，日治時期的重要水利政策之發佈及後村

圳的受災、改修及圳路擴張之報導，亦時見於官方性質濃厚的《臺灣日日新報》

上。 

 (六)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擁有豐富的日治時期水利政策之制定過程、官方調

查及發佈法令的第一手公文書往來資料，其中與大嵙崁溪流域水利系統直接相關

者，現已蒐得 26 件，23從中可清楚瞭解大嵙崁溪流域水利系統在日治時期的組織

構成、運作方式及國家力量的介入情形等。 

 (七) 日治時期各級水利主管機關出版品 

                                                 
23
 如〈公共埤圳後村圳外一圳規約改正認可〉、〈大安圳管理者官有地使用許可〉、〈臺北廳大安圳

及福德洋圳臺帳並圖面提出ノ件〉、〈臺北廳告示第三十三號公共埤圳大安圳認定區域變更ノ

件〉、〈卓晉元外一名公共埤圳二甲九圳外一圳規約改正認可〉、〈林慶芳公共埤圳大安圳組合

組織及規約認可〉、〈桃仔園廳公共二甲九圳規約認可報告ノ件〉、〈桃園廳告示第六十一號四

十二年告示第六號石頭溪圳灌溉區域中追加〉、〈桃園廳告示第六十號三十四年臺北廳告示第

百五十三號二甲九圳灌溉區域中追加〉、〈桃園廳告示第六號石頭溪圳ヲ公共埤圳ニ認定等ノ

件〉、〈後村水利組合水利組合區域變更認可〉、〈後村圳ニ關スル規約追加認可ノ旨臺北廳長

報ニ對シ照會及其回答〉、〈後村圳組合官租地拂下ノ件〉、〈後村圳管理局官租地拂下許可ノ

件〉、〈臺北廳公共埤圳規約認可報告〉、〈臺北廳公共埤圳劉厝圳臺帳並圖面提出ノ件〉、〈臺

北廳告示第三十四號公共埤圳後村圳外二埤圳合併ノ件〉、〈臺北廳告示第六十二號公共埤後

村圳管理ノ件〉、〈臺北廳後村圳、霧裏薜圳、大窠口圳規約認可報告〉、〈臺北廳後村圳ニ關

スル歲入出豫算報告ノ件〉、〈埤圳ニ関スル旧慣調查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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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官方的各級水利主管機關，皆會以期刊或書籍的形式定期編纂出版

品，作為向民眾宣達政令、諭知地方官廳及制定水利政策的參考，其論述的官方

色彩甚為濃厚，但仍可抽取出許多日治時期大嵙崁溪水利系統之歷史變遷的資

訊。其中直接相關者有：《臺灣の水利》、《臺北州水利梗概》、《新莊水利組合例

規集》、《臺北州令規類纂》、《全島水利事務協議會要錄》及《水利關係判例集》

等。24 

 (八) 田野調查所得資料 

    本計畫將前往研究區探訪相關史蹟，並訪問耆老，藉以取得口述歷史資料，

並發掘民間保存的古文書資料，以補圖書館所藏文獻資料之不足。 

 

六、研究限制 

 

    (說明執行本研究計畫可能遇到的困難，以及如何在未來的修課或撰寫過程

培養排除困難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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