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長
序

連結山林、海洋與世界的貿易之路

桃園市長

古人有言：「逢山必有客，無客不住山。」昔日先人渡
海而來、依山而居，他們胼手胝足，墾拓內山經濟，無論是
生活、文化或產業，客家族群皆與山林密不可分。
客家先民在山林裡種茶焗腦，為了運送這些經濟作物，
他們將林徑開闢為路，翻越綿亙山巒，以扁擔將茶葉、樟腦
一擔擔地挑往港口，乘船出海，銷往世界，打通一條連結山
林、海洋與世界的貿易之路。
這些道路最初為了聯絡交通往來而鑿闢，曾經的商旅雜
沓、人聲步伐，已在歲月遞嬗中沉寂。被時光遺忘的它們，
從交通要道轉變成為山林古道，讓綠意悄然地覆蓋蔓延。
近年，政府規劃、串聯國家級長程步道「樟之細路」，
這些蘊含豐富人文歷史的客家古道，再度展現於世人面前。
桃園大溪、龍潭、楊梅的山林間，坐落著不同風情樣貌、故
事背景的古道，它們曾肩負島嶼連結海洋的使命，也承載客
家先民辛勤打拚的過往。
初夏時分，正是親近山林的好時機，走一趟桃園客家古
道，除了遊賞自然生態，也能循著先人步履，感受昔日其勤
勉挑擔，為臺灣建立出的輝煌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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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古道，
尋來時路
漫步在古道上，沿路俯拾可見駁坎、水圳、石橋、
茶園等，當年先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人文地
景，彰顯客家族群與山林共處的智慧。行古道不
僅可以欣賞自然風光，更是一段依循百年前的先
人足跡，尋覓過往崢嶸歲月的記憶之路。

設計涵義：客家人越過重重高山，走出一條條古道，成為運送重要產物的經濟動脈，
也開創客家庄的輝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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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關係與產業運輸交織

族群紛爭

歷史劃下的人文界線

臺三線是一條有許多客家聚落與文

穿越臺三線 一探古道前世

化地景的公路，拍攝客家文化議題紀錄
片的導演彭啟原指出，「以宏觀的歷史

撰文／郭柏均

插畫／ James Lee

角度來看，臺三線確實是從三條線發展
而來的，也就是土牛溝、隘勇線，以及

臺

灣是多山的島嶼，70%都是山

古道運輸線。」

林。近年，親山健行、山岳旅遊

在清朝治理臺灣時期，因漢人與生

風氣正盛，一條條設計完善、風景多變

大坵園

番間的衝突屢屢爆發， 清政府遂於1761

的步道，領著我們前去探險；但百年

流為界，並在平地開挖溝渠，阻隔生番

前，先民為了彼此聯絡、運輸物資，徒

與漢人及熟番來往，此界線便稱為「土

手徒腳開闢山徑，只為循一條安全的路

桃仔園

走。

牛溝」，也是最早的漢番界線。但當時
為了拓墾土地、開發利用，占有優勢地

與休閒遊憩性質的步道不同，古

中壢

位的熟番不斷向東開墾，於是土牛溝以

道是過去具有聚落聯繫與產業運送功能

東形成「保留區」，是界線的緩衝之

演變而來的路徑。樟之細路以臺三線為

地，留給在地的熟番頭家管理，以西則

楊梅

主幹，串聯舊有古道與郊山步道，而臺

龍潭

三線的前身，其實就是從清朝到日治時

大嵙崁

舊社

是「漢墾區」；而保留區的位置，也是
客家人口數最多的地方。

新社

期，執政者為了維持社會和諧安定、阻
隔族群紛爭，所劃定出來的分界。

年（乾隆26年）劃分疆界，沿山形與河

昔日，楊梅以北的頭家屬於霄裡

新埔

社（凱達格蘭族），楊梅以南的土地管

竹塹街
九芎林

理者則屬於竹塹社（道卡斯族）。但土

聚落
鹹菜甕
樹杞林

北埔

土牛溝（確定）

牛溝僅是一個象徵性的界線，要讓兩邊

土牛溝（推測）

族群不敢跨越雷池，便需要設隘，並聘

番界（乾隆 55 年）

請隘丁管理，以保衛地方。彭啟原分

研究區界

享，「因為設隘之地都是客家庄，當時
客家先民流傳的《渡臺悲歌》裡寫道，
『一日人工錢兩百，明知死路都敢行，

清代土牛溝位置圖，此範圍為現在的桃
園與新竹地區。
參 考 資 料： 施 添 福（2001）。《 清 代
台灣的地域社會 - 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
研究》。新竹縣，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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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前來到頭斬去，變無頭鬼落陰間。』
指這些客家隘丁明知守隘危險，但因錢
賺得多，為了生活都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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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漢番武裝衝突頻繁，進入山區

子，以及連接陸運與水運的大溪，因具

就像是在冒生命危險，當隘確立後，隘

有河運地利，於焉成為許多城鎮的貨物

跟隘之間會有聯絡通道，產業運輸也利

集散中心。路徑的開闢，便是基於生活

用聯絡道路作為運輸道，挑夫才能安穩

所需或貿易之便，在山林間穿梭，連結

地運送物資。「設隘防番、隘隨墾設，

起各地的交通。

日治時期的隘勇線也就是臺三線真正的

「古道，是路徑安全以後才能發展

前身，是山區丘陵地區重要商品的運輸

產業，產業需要運輸，就利用既有的聯

道路。」彭啟原說道。

絡道路或補給路線，並就地取材整修路
面，以減輕人力挑擔的負擔，於是就形

告別繁華

靜靜陳述過往

臺灣早期的貨物流通仰賴水運，位
在大嵙崁溪上游的「龍潭第一街」三坑

成了產業道路。」彭啟原強調，唯有先
釐清複雜的族群關係，才能理解臺三線
古道群的發展脈絡。
隨著1925年桃園大圳通水，大漢

商品外銷

循安全的山徑而走

溪）航運，樟腦、茶葉都往三坑子（現

溪的水量驟降，加上鐵公路運輸日漸

土地有隘丁管理、守衛後，掌握

稱三坑）或大溪運送，「像楊梅的茶葉

發達，內陸航運趨於沒落，古

土地經營權利的頭家招攬當地的客家居

會從保甲古道挑到銅鑼圈，再到龍潭，

道也卸下昔日重擔，淹沒

民擔任佃頭與佃農，以發展產業。在平

往三坑子集中，再往南的山區叫「大

在荒煙蔓草之中。雖

原有水的地方，種植水稻作為糧食；沒

坪」（現稱大平），而三坑子與大坪都

然古道的繁盛已成

水源的地方，布滿樟樹，則能焗腦、抽

是當時的隘。」

藤。

的圓卵石階梯、
18世紀，國際間陸續拓展海上勢

紀錄片導演彭啟原分享，

邊坡駁坎與舊

力，因樟腦能做為無煙火藥的安定劑，

早期一擔茶一百斤，挑夫

橋，就像一

焗腦遂成為國防工業，許多國家便為了

天還沒亮就出門上山、運

隻停止運

樟腦而來到臺灣貿易。到1870年代，臺

送 茶 葉， 因 為 走 山 路 辛

轉的錶，提

灣北部樟樹採罄，因英國人將茶葉發展

苦，汗流全身，挑夫會一

成臺灣的外銷商品，近山地區的龍潭、
楊梅與大溪，便開始種植茶樹。
「你有了產業，就需要運輸道，
才能把貨送出去交易買賣。」彭啟原指
出，桃園過往倚賴大嵙崁溪（現稱大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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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挑一邊脫去衣服，快到
三坑子再穿上，把茶交
給茶商。可見人力挑擔
之辛苦。

醒我們這條
路上曾發生的
種種歷史，等著
我們前去探尋古
道的前世今生與文
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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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便利河運之
賜，清朝時

期的大溪是北臺灣重
要的貿易集散中心。
桃、竹一帶的物資匯聚在
此，送往淡水出口；來自臺
北的生活必需品，也由水運
運輸至此。大溪港口盛極
一時，造就茶葉、樟腦、
木材、煤炭等四大產業崛

太平橋原為紅磚護欄，因安全考量經翻修整治，
鐵欄杆下邊仍可見紅磚遺跡。

起，揭開大溪的黃金年代。
在群山環繞的先天條件
下，為了讓龐大物資互通

香客大道的「齋明寺古道」等，串聯起
大溪豐富的歷史風華。

有無，先民築起一條條古
道路徑。桃園市大溪區歷
史街坊再造協會導覽員范煥

打鐵寮古道是大溪三層往來復興

彩說，北臺灣除了陽明山、

三民之間的重要道路，原名「東興古

九份金瓜石，另一個古道密集

道」，後因公所整修古道時，當時鎮長

的區域就在大溪，「大溪古道

認為過去古道入口處有家打鐵舖，提供

群共有14條，每條各有不同角

入山開採樟腦的鐵器，以及農民所需的

色。」像是見證過去開採樟腦盛況
大溪為舊時的貨物集散中心，打鐵寮古
道除了是運送復興地區樟腦的往來之
地，更緊鄰慈湖陵寢，重要性不言而喻。

看見大溪繁榮產業史

打鐵寮古道
打出採樟歷史回聲
撰文／陳怡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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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黃建彬

打鐵舖見證樟腦榮景

鋤頭、鐮刀，而被暱稱為打鐵寮古道。

的「打鐵寮古道」、連接大溪老街與月

范煥彩表示，山裡河谷土地肥沃，

眉地區的「月眉古道」、曾在日治時期

過去居民常在此地種植山產，加上相思

迎接皇太子的「御成古道」，以及扮演

樹林立，古道途中還可看到舊時的木炭
窯遺址，「這條古道除了樟腦，也扮演

開客囉！

運送山產、木炭、茶葉等物資的重要角

打鐵寮

色。」

四縣腔

daˋ tiedˋ liauˇ

海陸腔

daˊ tied liau

打鐵寮古道跨越草嶺溪，現以3座
古橋最具特色。初入步道不久，第一座
「太平橋」映入眼簾，橋頭的石柱及

Taoyuan Hakka ‧ June 20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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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大溪區歷史街坊再造
協會導覽員范煥彩，熱衷研
究大溪地區的文化歷史發展。

橋身的紅磚立面，至今已有近百年歷
史。范煥彩說明，「在1926年（大正15
年），橋身都用糯米加紅糖固定，所以
又叫『糯米橋』。」
再走一小段路，旋即看到第二座
「濟安橋」，小巧的拱橋和筆直平坦的
太平橋各異其趣，但同樣具有古樸風
貌。越過兩座古橋後，沿路盡是茂密竹
林和挺拔老樹，石板古道和森林泥徑相
互穿插，不時還有油桐花飄落，為小徑
鋪上白色地毯。

雜貨店遺跡一探古道趣聞
大約行至古道三分之一處，便可看

古道上的雜貨店遺跡，上頭的標籤為後人貼上。

到「阿姆伯雜貨店」的遺跡。范煥彩分
享，過去有位「阿姆伯」在此開了間雜
貨店，恰好成為挑夫和做工之人的中繼
休息點。阿姆伯心腸好，免費供應茶水

上圖：濟安橋因橋身特殊造型，另有「翹龜橋」
下圖：東興橋經百年的風雨考驗，仍保有完整模
樣，顯見先人造橋智慧。

讓眾人飲用，他怕大家急著解渴，猛喝
熱茶反而傷身，因而靈機一動，把稻殼
倒入熱茶中，要喝熱茶時得先吹開，茶
涼了，氣也就順了。
早年，手電筒並非人人都有，但晚
上仍有許多人往返古道，阿姆伯便把竹
片浸在山泉水中，泉水含有微量甲烷，
竹片曬乾後點火便能燃燒，擺在店
門口的竹片免費供應，讓行經的

山上還留有廢棄崗哨，行至古道高處，能
俯瞰後慈湖的神祕面貌。從高處一路往
下，行至古道尾端，第三座「東興橋」
終於登場，古意盎然的石橋爬滿青苔，
圓拱橋墩靜靜矗立在山林野溪之中，時
光彷彿退回百年前，仍能
想像先民挑著重擔跨
越古橋的身影。

人能照亮古道夜路。
打鐵寮古道的 3 座橋皆由地方人士捐

古道因緊鄰慈湖陵寢，
長期受到軍事管制，如今在

12

No.26

綿密古道各有功用

等地，往來大溪運送物資的重要道路，

的別稱。

建而成，橋附近皆設有紀念碑，詳細
記錄捐獻者的姓名與捐款金額。

大溪地區運送物資的重要古道，還

尤其又以峨嵋、北埔所產的東方美人茶

有連接大溪老街和月眉地區的「月眉古

最為出名，因此這條古道又有「絲路」

道」。月眉擁有遼闊田野，毗鄰大溪農

之稱。

業產區，為方便運送稻米、蔬菜、水果

離御成古道不遠處，有一條「齋明

等作物，當時居於月眉的富豪李家便闢

寺古道」，因古道行經齋明寺而得名。

築古道，連接自家「李騰芳古宅」和大

供奉觀音菩薩的齋明寺，至今約有170

溪和平老街，也成為月眉人往來老街的

年歷史，是大溪古老的佛寺，也是客家

捷徑。

人的重要信仰。范煥彩說，「齋明寺古

揮別熱鬧老街，來到大溪河西地
區，即可一探大溪古道群中最寬廣的

道是信徒前往寺廟參拜的必經要道，可
說是香客大道。」

「御成古道」。1923年，日本裕仁皇太

近年，在大溪區公所修復下，幾條

子訪臺，此路遂修築為石板道路，路面

古道已成為人們健行休閒之所。即使不

寬廣無階梯，方便轎夫行走。過去，這

再扮演運輸角色，但古道仍以另一種形

裡也是龍潭、關西、新埔、峨嵋、北埔

式，繼續陪伴人們走過下個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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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

近大漢溪畔的桃園龍

小粗坑古道沿路種有許多油桐樹，

潭，在翠綠山巒間、

每年4、5月油桐花綻放，猶如雪花般

清澈水圳旁，聯繫貫穿著一

覆蓋其上，甚是浪漫，是龍潭頗有名氣

條又一條客家老祖先走出來

的賞桐路徑。早年油桐其實是客家族群

的古道。

重要的經濟作物，果實可榨油，防水性

桃園市龍潭導覽協會導

極佳，在化工原料尚未普及時，常用來

覽員徐榮俊指出，龍潭古道

塗在船舶外殼或當作油紙傘原料，木材

大致分為兩類，一是運送

則可作成火柴與木屐。近年因桐花祭活

重要物資的主要幹道，另

動，滿山遍野的油桐花躍升主角，成為

一種屬於村落間聯繫往來

客家觀賞植物，吸引大批遊客朝聖。

的支道，均記錄客家人在

古道入口處有座福德祠「原佑

這塊土地打拚的痕跡。由

宮」，供奉全臺少見石刻彩繪的土地公

於龍潭三坑從清朝到日治

夫婦，土地婆雙手還抱著小孩。據說早

時期為附近城鎮的貨物集

期神像僅是3顆石頭，日治時代遭毀棄於

散站，鄰近的楊梅、新埔

路邊，曾經有人不慎誤坐，回家立即高

均以此為中繼點，將貨品
一起運送到大溪，併船出

開客囉！

貨運往大稻埕或淡水，所
以龍潭當地古道開拓，與
三坑貿易地位極為相關。

小粗坑
四縣腔

seuˋ cuˊ hangˊ

海陸腔

siauˊ cuˋ hangˋ

小粗坑古道 挑茶路化為賞桐美境
位於龍潭高平里的小粗坑古

探索龍潭生活足跡

小粗坑 、
清水坑
先民生活點滴再現
撰文／唐祖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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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粗坑古道沿著小粗坑溪闢建，
現仍保留豐富的植物生態。

道，「坑」在客語意思為小溪，「粗」
是「初」的誤寫，「初坑」意指最初
的水源之地。日治時期，粗坑、關西十
寮、茅武督等地區居民皆依賴此通道運
送物資。山區多數種植茶葉，農戶採
摘、初製後，便循此古道，經銅鑼圈再
運至大溪外地販售。

小粗坑古道入口的福德祠，內有土地公一家三口，
是庇護居民出入平安的守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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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不止。到了近代，有信眾出資重建祠
桃園市龍潭導覽協會導覽員徐榮俊，對龍潭

宇，一家三口便如神仙家庭，庇佑在地與

地區的古道發展擁有豐富的知識與熱忱。

往來遊客，成為安定守護地方的力量。

清水坑古道群

遺世獨立的桃源祕境

位於龍潭三林里與三坑里交界的清
水坑古道群，迄今有百年歷史，早年是
村庄與村庄的聯絡道路，路邊可見多處
客庄獨有的傳統工法「駁坎」。
清水坑古道順著天然水圳而行，

駁坎
為傳統的擋土與護坡工法，保留

潺潺流水聲不絕於耳，居民日常飲水、

石塊間空隙，使其相互咬合緊密，

煮飯洗衣、農業灌溉皆就地取用，至今

既為生物留有生存空間，更兼具排

仍保留古早水閘轉盤、露天浣衣池等設

水功能。
早期客家先民移墾定居時在半山

施，時光彷彿在此凍結。古道高處有座

腰蓋房，就地取材用卵石疊砌成護

伯公廟「清福祠」，每年元宵節仍沿襲

坡，形成天然屏障，展現出對土地

客家族群「借柑求平安」的習俗，經跌
筊獲得伯公應允後，即可取得一對柑橘

挑擔與三洽水古道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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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穿梭絡繹不絕

三洽水運茶古道是一條不折不扣的「茶

龍潭佳安里的古地名為「十一

道」。三洽水範圍大致為龍潭三水里與

份」，與昔日被稱作「三坑子」的三

三和里，居民世代以種茶為業，古道開

清水坑古道群包含打牛崎古道、伙

坑，同樣位於大漢溪河階地，因位置有

鑿後將山上茶農辛苦種植的新鮮茶葉，

房崎古道、林埤古道3條路線。「崎」在

高低落差，無法用輕便鐵道載貨，挑擔

從產地運至山下茶工廠，讓客家茶香飄

客語中有「坡」的意思，早年物品靠牛

古道就成為往來兩地間的重要通道。傳

揚更遠。

車運送，上坡時需鞭打牛隻，才能勉強

統以人力肩挑或牛車搬運，一邊將稻

「龍潭的古道，過去除了提供物

前行；「伙房」為廚房之意，因古道沿

米、茶葉、蔗糖等貨品送至三坑集貨出

產運輸、建構地方信仰，也蘊含人與人

著當地民宅廚房邊闢建，而有了這些有

港，另一邊則將艋舺船隻運來的香茅

的交流，承載客庄生活交易、遷徙、通

趣的名稱，兩者皆為早年清水坑通往三

油、煤炭等日用品，載運至龍潭、關西

婚、宗教、文化、歷史等涵義。」徐榮

角林耕作的聯繫便道。林埤古道則因設

市集販售。因路途遙遠，古道前設有百

俊娓娓道出古道的重要性。經過時代轉

有陂塘灌溉農田而得名，是十一份通往

年古井，是在地住戶家用飲水之源，亦

變，古道生態景觀也日益豐富，已成為

大平的物資運輸之路，隨著石門水庫興

供挑夫解渴沖涼，稍事休息後再上路。

體驗山林的絕佳路線，有空選一條來走

求得平安，來年信眾再加倍奉還。

舊時使用的水閘轉盤至今仍保留著。

連接三坑與十一份的挑擔古道，現已改建為石板路。

的尊重與愛護。

建完成後，便逐漸沒落。

不同於挑擔古道運送各種物資，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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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步古道，向來是認識當地歷史
的最好方式。來到桃園楊梅，

可以深刻體會這句話的涵義。
大約在1785年（清乾隆50年）前
後，源自廣東的「諸協和」墾業團體落
腳楊梅，大舉開發。楊梅為丘陵台地，
在先民披荊斬棘的拓墾過程，老坑一帶
居民須出入店仔湖台地出入採購日用
品，幾條日常簡單便道，就此伴隨客
家移民的生活腳印，逐漸成形。

清朝

挑擔運送物資要道

楊梅老坑、小楊梅一帶留有不
少古道，其中位於老坑的保甲古道
極為親民，步入老莊路783巷，看
見一面彩繪牆，不消一分鐘即可抵
達古道口。
桃園市人與地學會鄉土導覽教
學老師謝煥文分享，定居於楊梅老
坑的客家先民，種植稻米、茶葉等農
作物，初期自給自足，隨著產量逐漸豐
盛，開始有了商業買賣，「當時以人力
挑擔，從保甲古道翻越山頭，經埔心矮

保甲古道是過往楊梅老坑地區
往龍潭、大溪的聯絡要道。

坪子，一路到龍潭、大溪，再轉水運從

拾遺楊梅昔日風華

保甲古道
運茶必經之路
撰文／唐祖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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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到臺北。」原本的聯外便道，演

開客囉！

保甲古道

變成為運送物資的途徑。
保甲古道最大特色為路面採客家傳

四縣腔

boˋ gabˋ guˋ to

統工法堆疊施作而成，大小不一的圓卵

海陸腔

boˊ gab guˊ to+

石交互鑲嵌，中央石塊既寬又大，周遭
則堆累小石固定；以石塊傾斜鋪面，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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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走起來如履平地，也彰顯了客家祖先

持山區治安、方便警力進出，原本的羊

桃園市人與地學會鄉土導覽

的智慧。

腸小道拓寬，保甲古道的名稱也由此而

古道遺跡的文化涵義。

從楊梅步行到龍潭，少說也有二十

教學老師謝煥文，詳細解說

來。

公里。在保甲古道的山徑上，有在地居

日治期間，因日本人在臺推廣茶葉

民簡單搭建避風躲雨的茶亭，附近農家

種植，並外銷至東印度公司，桃園遂成

每天準備一壺茶水放在亭子，長途跋涉

為北臺灣重要的茶產地之一。謝煥文回

的挑夫可在此喝水、歇腳，再繼續趕

溯這段歷史說道：「當時楊梅埔心設有

路。這種奉茶文化，展現出客家族群人

茶業改良場，鑽研製茶及茶樹栽培，日

情敦厚的心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體恤

本總督甚至曾搭火車到埔心親自視察，

和信任。

可見其地位的重要！」保甲古道因此成
為楊梅運送茶葉至外地販售的重要路

日治

茶葉貿易必經路徑
到了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實施保

徑，周遭盡是綠油油茶園，至今仍留有
許多老茶樹。

甲制度，每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

為了增加收益，當地居民會栽植重

每甲都設「甲長」，保則設「保正」，

要經濟作物苦茶油樹。現在保甲古道沿

類似鄰里長的功能，協助維持地方秩

途仍種植數棵，主要是原生種小果苦茶

油，不飽和脂肪酸含量豐富，營養價值

一塊塊圓卵石鋪設，花費10個月時間

序。當有修路造橋等地方重要工程，每

樹，收成後將其曝晒，剝去外殼後揀選

高。但因產量不多，在過往物質缺乏時

將古道修復，才又以新的面貌重回世

戶須派出一壯丁組團執行任務。而為維

苦茶籽，交給製油行將其榨成小果苦茶

代更顯珍貴，客家人捨不得用來煎煮炒

人眼前。

保甲古道沿途留有堆石駁坎的遺跡。

炸，大多作為拌飯或拌麵線食用，也有

現存約750公尺長的保甲古道，路

婦女會拿來保養秀髮和肌膚，榨油後的

面與兩側邊坡保留昔日石砌駁坎的面

苦茶粕還可做成肥皂或除蟲劑，實踐物

貌，沿途設有導覽地圖、解說亭、奉茶

盡其用的美德。

亭、裝飾石雕等設施，還可以欣賞百年
苦茶樹、茶園、竹林等鄉間景緻，讓旅

如今

傳統的茶亭讓挑夫能短暫歇息、喝水，現在的歇腳
亭修建得更為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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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古道沿路現在仍有栽種苦茶樹。

緬懷客庄生活風情

人們體驗原汁原味的古道風情。

在1925年桃園大圳通水後，大溪

跨越百年，保甲古道從最早的物資

河運斷絕，挑擔人力運輸方式消逝；

運輸功能，承載老坑一帶昔日風華，近

加上1970年代工業區林立，更鮮少有

年修復後，又讓當代得以遙想百年前客庄

人行經古道，約兩百年歷史的保甲古

先民的開墾艱辛。保甲古道牽繫桃園楊

道荒廢傾頹。直到2014年，永寧里前

梅今昔記憶，不僅兼具深度休閒、教育

里長黃耀昌帶領居民修建，徒手搬運

與保育功能，更是重要的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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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有三百多年歷史的龍潭柯子崎
古道，是過去關西往龍潭運茶

的主要路徑。因為地形為長陡坡（坡
的客語為「崎」），加上鄰近一帶長
了許多野生高大的臺灣赤楊，客語稱
之為「柯」，因而得名。
柯子崎古道的盡頭為銅鑼圈臺
地，古道路徑因國家中山科學研究
院的設置而截斷，無法通行。早
期，這段坡道每逢下雨總是泥濘難
行，在地居民便鋪設石頭以利於行
走。每年春天，柯子崎古道的石階
會布滿青苔，遠遠看就像一顆一顆
的綠珠子，綠意盎然。

材料就地取材
從石階看出當地地質型態
有別於一般水泥步道，古道
修復會特別強調手作，以符合
柯子崎古道坡度陡峭，居民在
山徑鋪設石頭，便於行走。

周遭環境與文史特色。台灣
千里步道協會資深步道師李
嘉智表示，手作步道是為了
保存過去居民就地採用的材
料，「古道工法承襲當地的

融合環境生態與景觀美學

歷史脈絡，就地取材的意義

開客囉！
柯子崎

修復層層石階的手作工法
撰文／鍾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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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亂墾亂挖，而是因地制宜，建
造可融合周圍環境、減少生態擾

四縣腔

koˊ eˋ gia

動，又符合人體工學、獨具特色

海陸腔

koˋ er giaˇ

的路段。」
修復方式會依當地環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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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伯公福
古道石階以容易取得的礫石為主。李嘉

為基底，旁邊再以兩顆小石左右頂住。

智分享，但臺三線往東到中央山脈的古

「一方面是穩固、防止滑落，另外也可

道，則是以砂岩塊石做成石階，「光是

藉此界定步道與水道之別。」李嘉智解

臺三線東邊與西邊的步道用料就不同，

釋，手作古道幾乎都要處理水路問題，

像柯子崎、石光古道是礫石，但到關刀

尤其是坡道較陡的路段，會特別留意施

山古道就變塊石了。」

作是否保有「人走人的路、水走水的

客家人在伯公生日時，由爐主
負責拜伯公及籌備伯公戲，之
後大家在伯公祠旁或爐主家共
食祭品，以分得福氣。

路」，盡量不讓兩者交疊。
兩小石夾一大石
「種」石頭的關鍵在「抬頭」
柯子崎古道的工法精巧，以兩顆小石頭在左右頂
住中間大石，強化支撐。

質與土壤型態，衍生出各種適地適性的
工法。銅鑼圈的地質大致分為紅黃色黏

在遇到水道彎曲或急流處時，為
了避免水流的沖刷力道過大，則會施作

因運送物資需求而開闢的古道，階

「橫向導流」，也就是取一適當角度將

梯距離通常不會太大，以利挑扁擔的先

石頭排列後，讓向下沖的水流能受阻礙

民能輕鬆邁步，並讓肩上的扁擔搖晃規

而轉道，才不會形成小瀑布或讓步道因

律且不至於太費力。

強力沖刷受到破壞。

柯子崎古道工法的巧妙之處，在於

石頭的鋪設也有訣竅，「我們通

古道沿途有簡易的伯公小廟，讓行經的人祈求平安。

修復講求路感

土層與礫石層，自冰河時期至今已形成

每一石階的堆砌都

常不稱『擺』，而是『種』石頭。」李

大約20至40公尺的礫石層，因此柯子崎

是以一顆大石頭

嘉智指出，種石頭是將弧面較平整的部

客家聚落會有許多大大小小的伯公

分置於上方，較尖的部位往下種在土壤

散居在田野、庄頭尾、古道間。早期，

中，接著還要考量上下坡的安全性，調

古道多以林間最壯碩的大樹作為伯公；

整石頭的斜切面以讓人平穩踩踏、不會

隨著祭拜講求方便，多數已改在樹旁另

滑倒，「關鍵就是要讓石頭抬頭。」

立伯公廟。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資深步道師
李嘉智說明，「種」石頭要依
照石頭的弧面判斷。

位置清楚就不會迷途

重視歲時節令的客家人，在每年伯
公生日會舉行「食伯公福」儀式。庄頭

修復古道的材料與小幫手
古道石階的用料，通常是優先選
用石頭，但在森林區及石頭採集不
易處，也會運用颱風過後的風倒
木，如柳杉作為橫木階梯，多數是
依照取得的便利性來作為手作修復
的材料。

No.26

的古道，最後再一起「食伯公福」，具
有祈福還願的意味。
如今，古道的修復工作在民間各有
各的做法。李嘉智深切地說，修復古道的

修復常用的工具，則多以十字

重點除了要保存古意，也應注重路感，

鎬、圓鍬、寬鋤、鶴嘴鋤為主，避

「要能清楚找到路，知道每一步踩下去

免使用容易損壞古道的大型器械。

24

庄尾的居民會集合，相互幫忙修繕破損

都是對的、穩的，才不會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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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

密挺拔的樟樹林曾為

復興巴陵的「打鐵寮古道」，另一條則

臺灣博得「樟腦王

是「大艽（ㄑ一ㄡˊ）芎（ㄑㄩㄥˊ）

國」的美名，從清末到日治的

古道」，昔日是大溪進入復興的重要捷

全盛時期，全球70%的樟腦產量

徑，也是早期居民運送樟腦和其他重要

都來自臺灣，成為製作藥材、香料、火

物資的途徑。

藥、底片、賽璐璐（Celluloid Nitrate，一
種合成樹脂）等物品的重要原料。

客家人扮演腦丁先鋒

桃園復興區的角板山在北臺灣伐

負責開採樟腦的人稱為「腦丁」，

樟製腦產業扮演關鍵角色，當地設立的

這是個難度極高的技術工作，要能分辨

「角板山樟腦收納所」，不僅匯集角

本樟、芳樟、油樟、陰陽樟等7種樟樹的

板山開採的樟腦，就連龍潭、關西

味道，才能取得製腦執照。日治時期，

一帶的樟腦也都送到此地，經濟地

每位腦丁身上都會配掛有官方印記、用

位可見一斑。

檜木製成的「腦丁牌」，可說是腦丁上
山的通行證。

古道串起樟腦運送軌跡

因為要求嚴格，所以腦丁薪水也

角板山之所以成為樟腦集散
中心，一是因復興山區一帶的樟樹
眾多，二是由於位在大嵙崁溪（現稱
大漢溪）流域，河運發達，可將粗製的
樟腦送到臺北，再做精製與出口。
日治時期，樟腦是臺灣重要的貿易
產品，更稱霸全球樟腦市場。

製腦地疆界以角板山為中心，周
邊包括合

（ ㄨ ㄣ ˇ） 頭 山 、 金 面 山

（桃園－大溪）、南插天山（桃園－復

古道開闢客庄經濟之路

一窺臺灣
樟腦王國的黃金年代
撰文／陳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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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國立臺灣博物館

興）、石牛山（新竹－關西）、李棟山
（新竹－尖石），面積範圍廣大。
為了將樟腦集中至收納所，連接
山間庄頭聚落的古道，便扮演重要角
色。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導覽員陳
玉子指出，在桃園眾多古道中，有兩條
特別與樟腦有關。一條是連接大溪和

挑夫搬運腦砂、腦油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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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客囉！
四縣腔

海陸腔

腦丁

noˋ denˊ

noˊ denˋ

焗腦

giugˋ noˋ

giug noˊ

輕便車 kinˊ pien caˊ kinˋ pien+ caˋ

生活上有許多用品都含有樟腦成分。

不僅工作辛苦，腦丁的居住環境也

到角板山行館可一探日治時期樟腦收納所的風貌。

很簡陋。伐樟製腦往往都要花上數月，

居。」

高，在日本的腦丁月薪只有10元，但臺

的店家幾乎都仰賴腦丁的消費，不僅帶

腦丁會攜家帶眷上山，住在用竹子、木

隨著樟樹砍伐殆盡、石化工業興

灣的腦丁月薪可高達60元，不僅是高收

動大溪街市發展，也間接促成桃竹苗客

頭搭建的簡易腦寮中，男人白天外出採

起，臺灣樟腦榮景在二次大戰後漸漸畫

入戶，還享有一些特權。陳玉子分享，

家鄉鎮城市化，大幅改善客家先民的社

樟，女人和小孩就在腦寮負責焗腦、

下句點，如今只在角板山行館保留樟腦

日治時期樟腦是重要的國防工業，腦丁

會經濟地位。

煮飯等。一個巨大腦炊雖然一次可放入

收納所的日式房舍，為臺灣僅存的日治

600斤樟樹片，但熬出來的腦砂卻不到

時期樟腦專賣局廳舍。

可不受徵召到南洋打仗，二戰時期因物
資短缺，當時豬肉、豬油都是政府配
給，百姓不能想吃就吃，但當腦丁卻能
配給得更多又快。

逐樟而居的生活

10斤。每當開採完畢就需舉家遷寮，陳

到樟腦收納所旁的原護衛宿舍，裡頭設有

但在山中伐樟風險極高，除了極耗
體力、容易受傷，還要面對蚊蟲疾病，

想了解更多樟腦歷史，可移動腳步

早期往來大溪與角板山的輕便車，
可分為客、貨車兩用，加速山林產
業向外輸出（此為復刻版）。

「百年角板見真樟–角板山樟腦文化特
展」，展示許多珍貴文物。比如過去提煉

在臺灣樟腦王國的美譽背後，客

更常因為侵犯原住民族領域而引發衝

家族群的貢獻不小。陳玉子表示，過去

突。例如1907年，日本軍警為徵用山區

樟腦的碩大腦炊、刨樟樹的工具「手鋒

角板山的腦丁大多是客家人，「因為客

木材資源、擴張插天山的隘勇線，與泰

子」，以及各式樟腦製品

家人居於近山地區，開採樟腦有地利之

雅族人爆發激烈戰爭，史稱「枕頭山之

和歷史照片。縱使臺

便，加上腦丁收入較高，早期社會封

役」。在歷史紀錄可發現，日本警察會

灣已卸下樟腦王國的

閉，親朋好友會互通消息，介紹同鄉一

荷槍實彈，帶腦丁到山上開採。為了採

美名，但看著一幕幕

起工作。」

樟腦，當時流傳「一斤樟腦，一斤

開樟製腦的情景，仍

血」的諺語，透露出採集樟腦連

能遙想過去臺灣樟腦

帶產生的族群紛爭。

的黃金年代。

腦丁生活水準普遍較好，在當時就
有能力飲用昂貴的日本啤酒。大溪街上

28

玉子說：「就像是遊牧民族，逐樟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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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人愛喝飲料，街
頭巷尾飲料店與便

利商店林立，到處可見人手
一杯的「飲君子」。現在只需
要幾個銅板，便能輕鬆買到罐裝飲料
茶或手搖飲，但在鐵公路運輸尚未發達
前，可是得靠人力挑擔，一步步將茶葉

在臺灣街頭經常可見人手一瓶茶類飲品。

送到商行手中。
過去，茶葉種植以北臺灣為大

國，大受好評，臺灣茶葉聲名鵲起，外

宗，桃園埔心因位於新竹與臺北的

國商人接踵而至北臺灣開設洋行，茶葉

中間位置，加上日治時期埔心已

龍潭山區有大片的翠綠茶園，層層綠浪
見證臺灣茶業發展的興衰。而手工採摘
的一心二葉新鮮幼嫩，讓茶湯更具風味。

輸出產量也與日俱增。

有鐵路與公路，因而成為茶葉轉

到了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察覺到

運中心，並於1903年成立「台

臺灣茶葉的高經濟價值，除了設置製茶試

灣總督府殖產局安平鎮製茶試驗

驗場，更成立「日本三井合名會社」，輔

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

導地方大量栽植阿薩姆種紅茶，成為主要

良場前身），掌管製茶並鑽研茶

的外銷品項。福源茶業股份有限公司老闆

葉品種，顯見茶業的重要性。

黃文諒分享，「日本政府有做地質調查，
從新北三芝到桃園、新竹的矮丘陵地不適

茶葉輸出國際

奠定北臺灣茶鄉地位

合造林，只適合種茶，所以日本就鼓勵臺

昔日資源貧乏，平原地區以栽種糧

灣人製茶做國際貿易。」自此，臺灣呈現

食作物為主。桃園因多為山坡地，難以

南糖北茶的極盛時期，就此開啟將茶輸出

發展稻米產業，但廣大的山丘，加上特

海外的大時代。

殊紅土酸性地質與豐沛雨量帶來濕氣，

繼樟腦後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一「泡」而紅的
臺灣茶葉
撰文／郭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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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適合茶葉種植，故成為北臺灣最大
的茶葉產區。

從興盛到黯淡

茶產量銳減

清朝末年、日治時期到1970年代初

桃園最早有種茶的紀錄是1860年

期，茶葉商品始終走在外銷前端，占據

代的龍潭與大溪，英國人約翰．杜德

外匯的首位。當時，平鎮、楊梅、龍潭

（John Dodd）在1864年自福建安溪引

與大溪，全都種滿了茶樹，茶葉由挑夫

進茶苗與種植技術，在北臺灣大規模種

走古道送往三坑或大溪，再自大漢溪順

茶，兩年後將臺灣製造的烏龍茶外銷美

流至大稻埕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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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
平鎮

大溪
龍潭
大溪港口
三坑

茶廠數量銳減，現在僅剩寥寥無幾的老

大漢溪

工廠仍持續經營。
1970 年代，茶葉從外銷轉內需，國內消費者開始將飲茶與日常生活連結。

飲茶文化改變
憶起往日茶業發展榮景，行政院農

傳統以外銷為主的茶葉，在國內為

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副場長邱垂豐說：

摘茶細妹

「聽前輩分享，1960年代臺三線沿線

詞曲／陳雙雄

少數有經濟地位的家族才能品茗；在國
原唱者／王羽馨

滿是茶園，像現在的高爾夫球場、小人
國、科技園區，以前都種滿了茶樹。」
當時龍潭有4百多家茶葉工廠，光是龍潭
的茶葉產量，就占全臺灣的十分之一，
「茶金」盛況可想而知。
但1970年代前後，臺灣適逢產業

笠嫲搭花巾，行到山園心，

獨特茶葉，提高競爭力。

在家享受好茶，便利、快速的飲料茶，

桃園力推的茶品。」邱垂豐說明，「東

茶頭像阿哥身啊，茶葉啊係妹心，

也成為臺灣飲茶文化的主流風氣。

方美人茶在夏天採收，桃映紅茶則是秋

摘茶愛摘个兩皮嫩葉合一心，
阿妹心肝緊想對門山个阿哥情，

較多的楊梅、平鎮，茶園逐漸荒廢，重

更大且更便宜的茶葉，強占國際茶葉市

茶與消費習慣改變，茶葉轉而供應國內

腰纏 公巾，手袖洗變新，

舊年講到裏下 提親，

加上全球貿易衝擊，東南亞國家以產量

茶飲；另一方面，以高品質、口碑好的

「東方美人茶和桃映紅茶，是現在

轉型，工商業發展快速，平地面積相對

每年6萬多公噸，下降到約1萬公噸。再

際市場失利後，隨著國民所得增加，飲

需求。除了每家每戶都買得起茶葉，能

滿山个茶頭樹啊，行行盡分明，

仰般心情緊來緊毋定，

工業工廠取而代之，外銷數量從最高的

因應社會需求轉型

「1990年代，開喜婆婆出現，臺灣
人從開喜烏龍茶進入喝飲料茶的時代，

天，而春冬的茶葉就供應給飲料廠商，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茶類產出！」

喜慶場合都會擺上一瓶瓶烏龍茶。」邱

即使輝煌的茶金歷史不再，老茶

垂豐笑著說道。包裝飲料茶與手搖飲的

廠的骨董級機具仍轟隆隆地運轉，烘

強勢進攻，讓老茶廠思索因應策略。臺

茶聲與茶香縈繞在山嶺田野間飄香。

盡分明：很整齊

灣製茶技術純熟，不同產區的茶葉有其

古道作為商品運輸的經濟動脈，開創

公 巾 ：綁在竹籮上的花手巾
仰結煞：怎麼辦

獨特香氣與品種，茶廠一方面轉型與飲

了客家庄的璀璨時代，也留下茶歷史

料工廠合作，推出各類型高品質的包裝

的歲月軌跡。

驚佢無聘金，仰結煞哪？

場，臺灣受到栽種面積與人力的限制，
參考資料：許書維（1965）。《臺茶輸出百年簡史》。臺北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5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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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人
旅札

劃的國家級綠道「樟之細路」，其中有
幾段古道就位於此處。由於河階地地形

吳雲天

獨特，現存的幾段古道大多距離不長，

著有《淡蘭古道 - 北路》一書，

是先民往來上下層河階地的聯絡道路；

現為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
所動物核心設施助理。在高中

而橫向順著河階地往來打鐵坑與三坑的

第一次登上玉山後，受到高山

清水坑街，恰好串聯這幾條古道，是認

美景感動，因而一頭栽入登山

識三林社區的最佳途徑。

的世界，至今已攀爬超過 50 座
百岳。隨著心境轉變，近年沉

靈山古道香火情

迷於走入近郊的淺山山徑，探

在大榕樹旁的集福宮向伯公問好

究蘊藏人文內涵的山間古道。

後，走到建成路底可看見一條欄杆小
徑，是往來十一份與大平之間的林埤古

曾永記（右）帶著吳雲天認識挑擔石板古道
的歷史人文故事。

穿山尋村情意濃

樟之細路
撰文／吳雲天

攝影／黃建彬

離下層河階地的三坑老街不遠，兩地以

百年客庄古道散策
解說導覽／曾永記

挑擔石板古道相連。過往河運繁榮，挑
夫將送抵三坑的貨物挑上十一份後，再
以輕便車送至中壢、楊梅與關西。細看
古道旁植被下的古老卵石駁坎，工法細
緻、層層相疊，一旁石砌的水井訴說著

位

於佳安社區的經濟部水利署北區

的伯公與大榕樹也提醒我們，別忘了這

水資源局圓環大草坪，有個引人

裡曾經的過往與故事。

34

除了一般遊客熟悉的三坑老街與北
側串聯大溪的石門大圳自行車道，三坑

注目的巨大山老榕樹與樹旁的伯公廟集
福宮，圓環附近則是建設石門水庫時附

當年古道旁家家戶戶在此生活的樣貌。

內山風情憶先民

老街南側的三林社區也是蘊藏時光寶藏

屬的現代化社區。當年水庫的興建為佳

此處舊名「十一份」，位處桃園

的祕密花園。現今三林社區包含早時三

安里帶來了巨大的改變與發展，但素雅

臺地與大漢溪之間河階地的最上層，距

角林與打鐵坑兩地，近年客家委員會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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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坑街上的孔家老屋，舊時的廚房透出傳統古
樸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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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人
旅札

爾後，經過「樟之細路」的打牛
崎古道，全長約300公尺，以鵝卵石鋪
設。古道穿過樹林到上方的茶園，此地
的茶樹以製作包種茶為主，前總統李登
輝（當時為省主席）1983年為其命名為
打牛 崎古 道山 林蓊 鬱、 步道 靜謐
讓人能深切地感受土地的脈動。

，

「龍泉茶」而聞名。
順著民族路繼續前往打鐵坑溪上

樟之細路
臺灣西北部丘陵台地地區為客家
聚落，早期因客家人與平埔族合
作 開 墾、 採 樟 製 腦， 而 繁 榮 興
旺。為振興臺三線沿線客庄聚落經
濟，引進徒步旅遊的深度觀光，
政 府 推 出 樟 之 細 路 長 程 步 道，
主、副軸線有 28 條步道，保留許

游的粗坑，沿途茶園與石門山的美景讓

多當年開墾的歷史遺跡和人

人驚艷。在水泥橋旁的原佑福德祠，為

化路徑，引領民眾循步道走

「樟之細路」的小粗坑古道入口，古道
全長約1.5公里。小粗坑古道是日治時

文景觀，透過自然步道與文
入社區，體驗自然生態與歷
史人文結合的深度之旅。

期闢建的一條牛車道，在地居民藉此道
運送物資出入，後來因石門水庫興建，
居民遷離，如今為山友登山健行的熱門

香氣芬芳，淡綠色的茶湯滋味優雅。走

路線。小粗坑古道與前幾條古道景色截

完古道，一定要找間茶莊品茗。

然不同，豐富而自然的生態宛若熱帶雨

來到此地，更不容錯過美味的石門

林，4月油桐盛開、滿地白雪，5月螢火

活魚。石門活魚料理源自石門水庫新建

蟲流星飛舞，怡人風景渾然天成。

後，因水庫的水質清澈，養殖的活魚不
帶任何土腥味而得名；加上各式創意料

茶香鮮魚好手藝
道；接著來到石門大圳跨越打鐵坑溪的

龍潭自日治時期即為重要的產茶

旅行、探索先民落地生根所遺留

區，龍泉包種茶適合用瞬間高溫沖泡，

的蛛絲馬跡，總能帶給我們新的發現

水圳橋，溪畔的步道剛整理完成，可步

崎古道，古道蜿蜒而上，全長約200公

行至下游百年古橋「大平紅橋」。離開

尺。在清水坑街狹窄的路上偶爾可見高

與感受。兩百多年來，勤勞的客家先民

車道折返與水圳平行的清水坑街，貼在

大的龍眼老樹綠蔭蔽天，隨後路邊出現

在此拓墾務農，層層的河階地滿布水

山邊的古道寬度僅容牛車通行，山坡上

一整面高大的卵石駁坎，來到在地孔家

田，一戶戶人家則隱身在竹林與龍眼樹

就是打鐵坑在地居民最重要的精神信仰

的老屋。孔家本籍曲阜，正是孔子本

林之後，雖然已遭逢現代化開發的侵

清福祠。伯公祠的前庭鋪著石匠手工雕

家，百年老屋精美儒雅，牆座以卵石堆

襲，卻仍有老屋、古道、伯公廟、茶園

鑿的巨大卵圓形石板，代表先民敬天感

疊，石磚雕花，牆面以土磚堆砌，屋前

等傳統地景與產業隱身於社區周遭。歡

恩的心意。

的庭院可以瞭望下方河階地的水田綠野

迎來走走，感受客庄深厚的生活與文化

接著行經「樟之細路」中的伙房

36

理搭配，更顯色香味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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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頃。

十一份社區周邊著名的活魚合菜。

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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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衫
妹力

莊惠玟

新生代嶄露頭角

龍潭茶鄉女兒
致力推廣臺灣茶
撰文／唐祖湘

時尚新穎的包裝，翻新大眾對茶葉的印象。

攝影／黃建彬

莊惠玟希望為茶葉文化注入「輕
鬆自然」的想像，讓茶美學體
現於生活每一處。

的家鄉茶葉。她注意到外國人喝茶習慣
使用茶包，對茶葉的製作工法與發酵
技術，皆不如臺灣講究。同學看她竟
用原片茶葉沖泡，感到嘖嘖稱奇，品嘗
後更是驚艷，當時這讓莊惠玟十分訝
異，「習以為常的臺灣茶，原來那麼優
秀！」
在她留學空檔回鄉探親時，她發現
龍潭茶園一間間地消失，年輕一代普遍
只喝現成的罐裝茶或手搖飲，對茶道、
茶具缺乏認識，泡茶甚至被歸類為老年

龍

潭是知名的客家茶鄉，客家先民

後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莊惠玟說：

人才做的事。莊惠玟心中無比難過，於

以人力肩挑方式，循著山林、溪

「每年元宵節，我們小孩子會提著燈籠火

是她在2016年開設茶館「茶．山行 Max

澗的崎嶇古道緩緩走行，將一擔又一擔

把，跑到茶園裡探險。」與現在車水馬龍

手製茶、泡茶的好功夫，招呼親友「來

& Oia Tea Lounge」，推廣泡茶與品茶文

的茶葉送往外地銷售。

的熱鬧景觀，相差甚遠。

食茶」，就像問候「食飽 」一樣。參

化，她想讓更多人知道，茶是生活、是

加全國比賽得到名次，也未特意訓練，

品味，而非古板枯燥的傳統文化。

2006年獲得「台灣茶•泡茶比賽」
冠軍的客家女兒莊惠玟，是土生土長的龍

38

留學經驗

體會臺灣茶的珍貴

而是自然展現基本功，「因為茶已經融

潭人，不惑之年的她，如今走在龍潭中正

家裡是製茶世家，從事茶葉批發

路一帶的市區，總是別有感觸。在她的童

多年，父親莊榮熙又是全臺第一位品茗

自高中赴澳洲讀書到碩士畢業，

以莊惠玟國外留學的資歷，在臺灣

年記憶中，這裡盡是綠油油的茶園，入夜

師，莊惠玟從小到大耳濡目染，養成一

莊惠玟的行囊裡必定有個角落留給最愛

有很多地方可以施展長才，但她卻將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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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我的血液與生命裡。」莊惠玟說道。

硬頸精神

有夢想就要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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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衫
妹力
莊惠玟希望能顛覆大眾對

振茶文化視為一生志業。剛開店時，她

喝茶的既定印象，讓更多
人認識臺灣好茶。

曾面臨青黃不接的困境，老一輩未必支
持，多數年輕人又不愛喝茶。很多人問
她為什麼要做這吃力不討好的事，她答
道：「可能是身為製茶第二代，以及作
為客家族群的使命感吧。」
莊惠玟認為，國外將茶葉視為原
物料大規模採購，相較之下，臺灣茶屬
於精品級，優質且具商業價值，實在沒
有理由得不到欣賞。因此，即使茶產業
面臨沒落的危機，她依然全力一搏，
「客家文化給我的影響，就是一個字：
『做』！」
莊惠玟與父親（左）、丈夫在店內品茶。

莊惠玟以傳統茶道為基礎卻不忘創
新，除了將店內空間打造得沉穩有質感，

茶．山行店內風格典雅沉靜。

也採用充滿文藝風格的包裝，更以手作甜

到了莊惠玟這一代，客家女性以

點取代傳統瓜子，讓品茶貼合時下文青

新姿態展現力量，主動實踐自我。像她

風，吸引更多年輕人親近。創業之餘，莊

出國留學、參加競賽、開店、傳承茶

惠玟不忘向下扎根，別出心裁開辦各式品

葉知識，一路走來挑戰不斷，還是堅持

茗課程，讓小學與幼稚園小朋友當起「小

不懈，把握客家女性發聲的機會，積極

小茶道師」，從小體驗茶藝的美好。

追求生命價值。莊惠玟分享自身信念：
「除了不讓自己將來後悔，也是示範給

新世代客家女性

積極追求生命價值

身為客家女性，莊惠玟認為，傳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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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看，在追求夢想的路上，不要害
怕失敗。」

與現代最大差異，就是女性不再隱身於

「我的成長過程，從未感受到傳

幕後。她感念勤勞刻苦的祖母輩，全心

統框架與性別侷限，都是受到鼓勵，

投入家庭，在家務上操持得宜，採茶、

大方地站在舞臺上。」莊惠玟期許，

製茶等表現亦不遑多讓，奉獻犧牲、勤

未來能建立起臺灣茶葉品牌文化，有

儉樸實的生命能量，是子孫輩成長過程

朝一日走向國際，綻放出屬於客家女

中最溫暖的依靠。

力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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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
轉藝

臺灣客家音樂

神棍樂團

客家山歌
變身潮流搖滾樂
撰文／邱韻如

攝影／林宜賢

始嘗試融合東西方音樂元素。他將
西式的吉他、鼓，和東方的嗩吶、
北管等樂器合成一體，並結合搖滾
樂、客家山歌等民俗曲風和節奏，
創造出既潮又酷，且貼近本土的新
世代音樂，為「轉藝」做了最佳示
範。
客家山歌給人的刻板印象，帶

客

家人早期多居於山區或丘陵

有些鄉土、年代感，因為它主要呈

地，與古道的關係自然密

現客家人早期的生活點滴，包括與

切，許多客家山歌也在當時應運

山嶺間一同辛勤工作的夥伴相互勉

而生。但你有想過質樸的客家山

勵、問候，又或是對異性傾訴的情
意等。歐比

歌也能很搖滾嗎？桃園客家在地
的神棍樂團，便將客家山歌轉譯，

因小時候爸爸就愛聽客家山歌，

為傳統的客家山歌賦予潮流新生命。

家音樂元素帶入樂團創作。

王表示，這

主唱歐比王耳濡目染，也將客

種傳統地方
曲調，看似

在舞臺上
充滿爆發張力
的神棍樂團，

吉他手竣傑是客家人，擅於
展現厚重的搖滾音色。

將前衛的搖滾

和流行樂扯不上關係，「但若
深入研究，會發現客家山歌的
旋律相當多元，時而高亢激

曲風，融合客家等地方傳統民俗音樂元素，

昂，時而柔和抒情，這點和

中、西、新、舊交織結合，讓神棍樂團的音

搖滾樂的本質很相近，只是

樂顯得鮮明而獨特。

經由不同的樂器、曲調和
節奏演繹，才會有不一樣

東西混血音樂
最潮的新世代創作誕生

要讓差異極大的東

主唱兼團長歐比

西方元素，能夠毫無違

王是桃園中壢的客家

和感地接軌，其實是相

人，雖然熱愛搖滾

當具有挑戰性的。「這

樂，但因為自小受到

點從我們創團15年來，

客家文化的陶冶，他開

42

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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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出了3張專輯應該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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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
轉藝

神棍樂
團為自
己取了
號，玩
「乩童
遍各類
搖滾」
音樂融
是神棍
的稱
合，嗩
樂團展
吶、笛
現音樂
子
創造力
都
的素材
。

神棍樂團
成立於 2006 年，音樂創作結合
現代搖滾、客家山歌、北管、嗩
吶等民族曲風，被譽為「樂團界的
達文西」，也是桃園在地客家重磅
樂團。
創 作 專 輯 包 括《 萬 佛 朝 宗 》、
《 神 棍 被 電 了 》和《 神 一 樣 的 存
在》， 其中《神一樣的存在》專輯
獲選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2019
年 度 十 大 專 輯 」。 神 棍 樂 團 也 在
2020 年 入 圍 第 31 屆 金 曲 獎 最 佳
樂團，創造華語音樂圈獨一無二

神棍樂團創團 15 年，音樂作品就像中西大熔爐，風格強烈。

的另類搖滾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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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看出吧！」歐比王笑說：「我們的團

隨歌曲意境

員都必須對音樂和創作很有想法，尤其

踏上滿載歷史與文化足跡的路途

化與社群能夠有所交流。

心，也能夠賦予教育、傳承文化的意

是要結合像客家山歌這類民族曲風的作

《九號公路》是神棍樂團代表作

悠揚的旋律和意境唯美的客語歌

義。像是音樂風格既衝突又和諧的神棍

品，對非客家人的團員們來說，就需要

之一，這首歌同時也被封為「客家神

詞，不僅讓更多人注意和喜歡上神棍樂

樂團，不但運用多元的創作元素突破音

花更多時間和心力，了解及內化客家文

曲」。歌詞描述的是歐比王曾在環島旅

團，甚至吸引許多歌迷開始學習客語。

樂的框架，創造出獨樹一格的自我風

化與精髓。」因此，神棍樂團每一首音

行途經東部臺九線，發現這條公路由南

歐比王感性地說：「每次演唱這首曲目

格，也翻轉了大家對傳統地方歌曲的既

樂創作的誕生，都是經過團員們一次次

到北，連接起截然不同的景色與環境。

時，都能聽到臺下有不少人跟著合唱，

定印象，重新定義潮流音樂的深度與價

相互討論激盪、調整修正後，直到完全

一路上可看盡自然山海美景，以及熱鬧

對我們來說，就是做音樂最大的動力和

值。最重要的是，神棍樂團用音樂創作

符合大家心目中的模樣，才能夠過關並

的繁華都市，就如同昔日的古道，串聯

鼓勵。」

讓大家知道，「轉藝」後的客家山歌，

展示在大眾眼前。

起居住在各個區域的人們，讓不同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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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的感染力能夠療癒、撫慰人

很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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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客家在地信仰

鎮守鄉土的守護神
客家人的伯公情
撰文／陳怡如

攝影／黃建彬

500 年老樟樹下的三粒石伯公，其根部凹槽
疊有 3 塊石頭。

是貼地而立，一方面代表土地神，另一
方面是人們插香時得要彎腰，表示尊
先民會以大樹或石頭作為祭拜的對象，更藉由
伯公信仰發展出對土地的情懷與尊敬。

敬。」黃耀昌表示，隨著經濟越來越富
裕，伯公祠開始出現石板廟的形式，也
有神位牌或神像，甚至還有仿照宮廟、
雕梁畫棟的福德祠。

無

論光陰交替、四季更迭，大樹下

託，沒有一個神明像伯公一樣和我們那

公祠也開枝散葉，黃耀昌指出，「光是

有些伯公祠，常伴隨挺拔的「伯公

有個身影始終默默庇佑地方居

麼親近。」桃園市楊梅區永揚社區發展

永寧里就有23間伯公廟，從這些祠宇可

樹」一同出現。黃耀昌表示，永寧里的

民，祂是客庄永遠的守護神「伯公」。

協會總幹事黃耀昌說道。

以看出伯公祠的演變。」

百年老樹有28棵，樹齡250年以上的更

從古至今，牽連起客家族群的濃厚情
感，也刻劃出重要的信仰文化。
客家先民從對岸遷移來臺，多定居

46

有6棵，這6棵老樹全都有伯公的身影。

到楊梅永寧里
尋覓老樟樹與伯公身影

三粒石伯公

樹齡第二高的500年老樟樹前，即有古

早期的伯公祠不是廟，甚至沒有神

樸的三粒石伯公，還保有現今已少見的

於山區或荒蕪之地，為祈求拓荒墾地、

百年前，先民來到楊梅開墾，在古

像，先民認為大樹有神、巨石有靈，因

原始伯公樣貌。在大樹根部，有一處小

開闢路途順利，在聚落、古道、田野或

道留下篳路藍縷的足跡，楊梅永寧里的

而在大樹或巨石結上紅布，就此膜拜；

小凹槽，3塊石頭由大至小、從下而上依

山林間廣設伯公祠，遇到疑難雜症便會

保甲古道，便是早期居民往返新竹新埔

後來也會在大樹下堆砌3塊石頭，統稱

序堆疊，前方的碩長石板則是供桌，質

請示伯公。「伯公就像客家人的心靈寄

和大溪的要道。隨著開墾範圍擴大，伯

為「三粒石伯公」。「以前的伯公祠都

樸的石頭造型，貼近自然又古意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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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龍潭佳安里的十一份集福宮，主祀的伯公有特殊造型。

龍潭掌牛伯公廟

造型，也呼應公務人員的身分；另外還

公務人員的信仰？

有一說，過去當水庫乾旱時，水資源局

移動腳步，來到桃園另一個客家聚
落龍潭，在昔日連結清水坑與大平之間

樹齡約 700 年的樟樹伯公。

光復伯公

有「石門水庫鎮庫之神」的稱號。

的清水坑古道群不遠處，有間著名的伯

針對這些傳說，桃園市龍潭導覽協

公祠「十一份集福宮」，坐落在經濟部

會理事長徐鳳園則有另一種看法。他指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前身為石門水庫

出，過去在集福宮附近有間真正的掌牛伯

管理局）的大草坪上。百年伯公廟早在

公廟，後來為了要蓋公務宿舍而拆除，後

石門水庫興建前就已存在，因過往牧童

人便誤以為掌牛伯公廟是集福宮。

常會請託伯公代為尋找走失牛隻，因而

而「聰明正直」的橫批，則是出自

又稱「掌牛伯公廟」，現由北區水資源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神，聰

局負責維護。

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意即神

離三粒石伯公不遠，還有一間造

老樟樹。黃耀昌說明，「在苗栗以北

由於集福宮鄰近公務機關，有不

明是聰明正直且一心一意的，會按照不

型獨特的「光復伯公」。黃耀昌說，

的平地樟樹，最老的就是這棵樹，老

少信徒為公務人員，許多廟宇特色，也

同的人而行事。至於官帽造型，則是依

這是過去為了紀念國民政府從日本手

樹下的伯公就稱為『樟樹伯公』。」

被視為與公務人員有關。比如橫批寫著

照當時流行的神像造型而塑，與公務人

中拿回政權而建的祠宇。門楣直白寫

原先古樸的三粒石伯公，隨著樟樹越

「聰明正直」，有人認為這是希望公務

員無關，也無法說明「石門水庫鎮庫之

著「紀念台灣光復」，左右橫批也各

長越大，連帶也將石頭往上推。

人員都要謹守本分；而伯公特殊的官帽

神」的地位。

以「紀念」兩字開頭，整體的紅藍配
色更像是對國旗致敬。

後來居民取得伯公同意，在老樹
前蓋了新的伯公祠，原先的三粒石頭
則安置在新廟下方。如今，老樹周遭

樟樹伯公
而樹齡最大的，是高達750年的

48

的人便會前來參拜、祈求降雨，因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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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論傳說是真是假，伯公的存
4 字，
十一份集福宮橫批「聰明正直」
關。
多有
員眾
務人
有人認為與附近公

在，都是人們的情感寄託，數百年來撫慰
無數人心，保佑人民生活平安順利。想要

的環境經過整治，秀麗清幽，成了親

體驗道地的客庄信仰，來一趟尋訪伯公之

近伯公信仰的最好去處。

旅，客家的文化之美正潛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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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年老屋注入新生

1

源古本舖
展現另類修復典範
撰文／陳怡如

攝影／黃建彬
2

3
源古本舖昔日為糕餅老店，古宅的建
築混合各式風格，在 2009 年由當時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登錄為歷史建築。

到人聲鼎沸的大溪，在鄰近碼頭古道的
街上創立商行，販售糕餅與南北貨，

店；一進和二進大廳中間，五連拱圈起

還曾經是日治時期的煙酒公賣處。

優雅的石板中庭；穿過天井來到三進，

大溪四通八達的古道網絡，成了

寧靜氛圍瞬間隔絕老街喧囂。

4
圖 1：有些地磚為屋頂舊瓦片鋪設而成。
圖 2：洗手臺的水盆是舊時養豬用的豬槽。
圖 3、4：客廳一邊保留原貌，一邊則是以現
行修法修復後的模樣，兩邊呈現強烈對比。

百

年前，大溪港人稠物穰，和平老

來來往往的客家居民最便利的採購路

街上180年老屋「源古本舖」，

徑。天未亮時就開始趕路，極有人情味

親身見證了這段黃金歲月。

的「阿炎哥」，每天都會炒米粉，免費

古家第五代古正君熟絡地介紹自

水，每天得花上一個多小時，才能煮好

讓辦貨的人吃飽再回家。屋裡龜裂的地

宅，但這裡卻曾是她想逃離的家。老宅

一鍋熱水，再一桶桶搬到浴室，「這對

磚，道盡當年商賈雜沓的景象。

沒有熱水器，在老宅出生、長大的古正

我來說非常不文明，所以我拼命念書，

君，從國小開始就負責燒全家人的洗澡

希望可以去很遠的地方。」

源古本舖過去是糕餅老店「古裕發
商號」。1894年，原在新竹新埔經營糖
果地攤的客家小販古金炎，隨著戲班來

50

一進店面現已從餅鋪搖身一變成為民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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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源古本舖傳統的三進建築，

善用一磚一瓦

完全零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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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說，最直接的方法是修成嶄新的白灰

說，「我們給出修復的另一種思維，修

牆，但這不是古家想要的，「我們在這

房子貪圖快速會很可怕，因為這是不可

裡生活這麼多年，糕餅煙燻的痕跡都還

逆的，修壞就回不去了。」

在，我們希望保留這些記憶，所以很多
修復都沒有遵照制式方法修築。」

屋內的牆面仍留有過去糕餅煙燻的痕跡。

上演各種可能

她舉例，老牆沒有重新塗上灰

古正君不只修房子，更深思如何

泥，而是用更細緻的「小針美容法」，

活化老宅。因一開始沒有修復經費，她

將黏著劑一針一針注入壁中鞏固結構，

靈機一動，以舉辦活動的方式，讓老宅

保留牆面原始風貌，「全新白牆3天就

「被看見」。這處空間跳過現代舞、

能完工，但這樣做，一面牆要花8個

演過布袋戲、辦過日本茶席、唱過法國

月。」來到客廳，更能看出鮮明對比，

香頌，還有每月一次的招牌節目「不

一邊是依照現行修法修復的鮮艷顏色，

老職人講堂」，請來在地耆老、職人闡

18歲時，古正君考上大學，如願

屋頂舊瓦化為地磚、壞掉的梁柱重製為

一邊是小針美容後再染色，舊時氛圍顯

述大溪歷史。古家老宅漸漸打出名號，

到外地念書，家人決定收起家業，將老

桌椅、舊磚塊雕砌成水龍頭、水盆是養

而易見。

2016年獲文化部「古蹟歷史建築管理

宅租給社區營造團隊。就在她漸漸遺忘

豬的豬槽，老屋完全「零浪費」再製，

這棟老宅時，老宅卻再次現身。一次旅

信手拈來彷彿都是天成的美景。

老宅成為臺灣推薦景點；幾年後，她在

一路走來，古家始終堅持「修舊如
舊」，即使老宅2019年才完工，「但整
個百年氛圍都沒有改變。」古正君接著

途中，她在飛機上翻著雜誌，赫然發現
修舊如舊

維護」特殊表現獎，更是當時唯一民間
自主經營的代表。
直到現在，她仍然沒有為老宅下
定義，「當初修房子，只是想要讓它活

保留昔日痕跡

上海看到社區營造案例，照片又是古家

古正君坦言，修復房子最大的挑

著，並不是為了開店或辦活

大宅。她突然驚覺，在別人眼中視若珍

戰，就是要和專家溝通磨合。她指著牆

動，這也是它能這麼活化、

寶的宅院，自己卻從沒放在心上，「召

有機的原因。」在古正君眼

喚的力量很厲害！我說不出對家族的貢

中，老宅有無限可能，「我在

獻，所以我就回家了。」

做一個寧靜革命，想讓大家知

2009年，她再次踏入老屋，卻看

道，大溪老街是有潛力以這樣

到白蟻肆虐、漏水不斷，「幾乎快要倒

的方式經營，希望能影響整個

了！」於是，她向當時的桃園縣政府文

環境或是擁有老房的人，這樣

化局提出申請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盼能

就會有各式各樣的源古本舖出

申請修復經費。11年來，她秉持「勤

現。」古正君為老宅迎來了第

儉」和「堅持」的客家精神，一點一滴
修復老宅。古正君從不捨棄任何廢材，

52

活化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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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源古本舖將在未來繼
左圖：屋內多處還保有過往日常生活的歷史記憶。
右圖：現在的源古本舖店面展示販賣古董雜貨。

續綻放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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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紅磚老屋

梅活化老房。將老屋化為餐廳是黃錠耀

再加入老薑跟麻油，細火慢燉4小時；品

八方園
用餐像回到家想待久一點

的構想，Tony分享父親的理念：「開

嘗起來湯頭濃郁，鴨肉久燉也不乾柴，

餐廳是能接觸到最多客人的方式，希望

輕輕一夾便骨肉分離，這道費工的手路

讓更多人都能看到老屋的魅力。」

菜，每日限量供應。另一道招牌「八

撰文／陳怡如

攝影／林宜賢

方燉牛肉」，也是Tony小時候的美味
改良客家傳統滋味

回憶，牛腩、牛筋和白菜一起燉煮2小

在古色古香的三合院中，Tony用
一道道客家菜餚，吸引客人聞香而來，

楊

梅老坑地區的保甲古道，從通商

中間的正屋仍作為祠堂，第二代接班人

「我們不說自己是『正統』，而是改良

要道搖身一變成為當地賞桐、親

Tony（黃帥欽）每天都會按時上香，

後仍保有客家特色，有些菜色更是復刻

近山林的祕境。走訪古道之餘，還能到

兩側的廂房則改做餐廳，可容納百來人

我小時候的記憶。」

離古道不遠的百年客家三合院「八方

之多。Tony的父親黃錠耀從年輕時就

雞鴨魚都是客家人的主食，而燉鴨

園」，一嘗道地的客家美食。

到臺北打拼、經營旅館，因不忍看到老

就是長輩傳承下來的美味。八方園招牌

家日漸荒廢，1995 年決定回到故鄉楊

菜「八方燜鴨」，是將鴨身塞入蓮子，

這棟百年紅磚三合院是黃家老屋，

八方燜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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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牛肉軟嫩，

客家小炒怎麼做
步驟 1 備料：魷魚、豆干、肉絲；

濃郁醬汁極其入

豆豉、蝦米、辣椒、蒜末、芹菜、

味。
To n y 還 結 合

客家料理經典的

自己的咖啡專業，

薑絲大腸、客家小炒、梅
干扣肉、桔醬白斬雞也都無所不包，

八方園熱銷的八方燉牛肉（左）與八方豆腐（右）。

把豬圈改裝為咖啡廳，讓

受饕客歡迎的客家小炒，魷魚就不煸得

材選用，「這些菜色沒有很了不起的

構思，都是為了讓大家能在這裡待久

太過乾硬，方便長輩入口，梅干扣肉的

工法，但就是真材實料，每天新鮮直

一點，就像回到家一樣悠哉舒適，而不

調味也刻意做得清淡一些。

送。」過去餐廳有多達70道菜色，現

只是吃頓飯而已。

楊梅工業區有許多商務客，餐廳又

乳」，找來傳承三代的豆腐乳世家，以

鄰近高爾夫球場，八方園以景觀餐廳經

古法手工製作，沒有任何化學添加物，

營的新奇模式，吸引許多人前來體驗，

滋味濃厚綿密。

靠著口碑相傳，數個月就打出知名度。

一直以來，Tony都提倡客家「吃的
藝術」，但並不專指菜餚，而是營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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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下油、蝦米、蒜末爆香，
香氣

廳的招牌伴手禮「台灣起司超好吃豆腐

營造回家吃飯的感覺

56

微油炸

創新老屋餐廳打響名聲

獨特的客家風味，更成為外國客戶的最

家的感受。

步驟 2 先將魷魚、豆干、肉絲稍

再將魷魚、豆干、肉絲下鍋炒至有

在簡化到約30道，就是為了減少儲存
的菜量，讓客人吃到最新鮮的食材。餐

第二代接班人 Tony（左）與母親，為八方園營造

糖、雞粉

客人吃完飯能留下來喝咖啡。這些

甚至還因應現代人的口味調整。像是最

除 了 調 整 口 感 ， To n y 也 重 視 食

青蔥；調味的醬油、油膏、米酒、

愛，「你會驚訝這個山裡怎麼那麼多外

步驟 4 加入醬油、油膏、米酒、
糖、雞粉調味

國人，一個用餐時段，這裡各種膚色都
有，像聯合國一樣。」Tony笑說。

親朋好友回家吃飯的氛圍，「來到客家

創業維艱，但守成更不易。To n y

庄，在客家老房吃客家菜，會有回到過

坦言經營老屋餐廳最大的挑戰，就是修

去的感覺，希望透過這間老房帶來一股

繕、維護，「開了26年就修了26年，

家庭凝聚力。」

這些都不是兩個禮拜或一個月就能做好

為 了 營 造 家 的 感 受 ， To n y 費 盡

的。」傳統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為它

心思，讓客人一踏入八方園，就像進

保留了過去歲月沉澱的迷人風華，「但

到世外桃源。他將原先屋外的泥土地

是老東西必須符合新時代，在傳統的框

鋪上大片草皮，周圍種上老樹植栽，

架下創新，這樣才能走得遠。」因為當

遼闊的空間適合親子同樂，坐在池塘

初一個起心動念，不僅賦予老屋新的生

邊的涼亭也能享受無限綠意。此外，

命，也讓人看到新舊融合的美好。

步驟 5 加入豆豉、香油，大火快
炒 2-3 分鐘，食材微乾即可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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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道地客庄風情

轉型休閒農業

漫遊大北坑休閒農業區
撰文／陳怡如

攝影／黃建彬

大北坑風姿再現

呼應天然有機趨勢，茶農也採行友

大北坑的種茶歷史可追溯至清朝，

善耕作，減少農藥，引來棲食茶樹的小

從種茶大戶江家開始，已有150年，百

綠葉蟬。經小綠葉蟬叮咬後製成的東方

年的江家老屋至今仍在，但鼎盛茶鄉卻

美人茶，有獨特的花果蜜香，大北坑更

在1990年代因中南部高山茶崛起而大受

成為臺灣東方美人茶的重要產區之一。

衝擊，不少茶園荒廢，遂轉型為休閒農

想要一覽大北坑的茶園風光，最好

沿

著蜿蜒山道，來到龍潭「大北坑

社區發展協會，此農業區廣達300公頃，

業。建步道、整治野溪、環境綠美化，

的方式就是沿著龍泉、江申、奉茶亭等

休閒農業區」，滿山遍野、層層

也是龍潭茶葉的大本營。這裡的酸性紅

甚至還打造水土保持教室，大北坑一步

3條園內步道悠閒漫步，偶爾還能一睹

起伏的茶樹，在翠綠山谷中顯得格外秀

土，雖不利農耕，卻成了茶樹最好的生長之

步脫胎換骨，再現風姿綽約。

在大樟樹底下、庇佑茶園的茶伯公。大

麗雅致，每年有破百萬遊客來此欣賞茶

地，龍潭包種茶曾被前總統李登輝譽為「龍

北坑農村發展協會總幹事江增平還透露

園風光。

泉飄香」，而取名為「龍泉茶」。鼎盛時

一個最佳觀賞點，爬上龍泉步道的觀景

大北坑農村發展協會曾入選全國10大

期，龍潭的茶產量更占全臺十分之一。

小綠葉蟬是生產東方美
人茶最重要的幫手。

臺，居高臨下，視野極佳，還能遙望遠
處的大霸尖山、五指山等連綿山峰。

大北

坑一

街

觀景臺

大
北
坑
街

水土保持教室
大北坑遊客
服務中心

北坑
街

龍泉步道
江申步道

奉茶亭步道

大北坑是最早種植魯冰花的地區，故又被
稱為魯冰花的故鄉，每年 2-3 月為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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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坑農村發展協會總幹事江

仙，因為園區內種植獨角仙最愛吸食的

增平，致力推動農村再生。

光臘樹，數年後生態便自然成形，「造
林就是最好的生態復育！」江增平分
享，現在每年4、5月的賞螢季，和 6、7
月獨角仙繁殖的季節，都能在村內的觀
賞區一探芳蹤。

濃濃客家風情

打造戶外文化村

除了飽覽自然風光，漫步大北坑，
更能感受濃濃的客家風情。從入口處綿
延100多公尺的戶外藝廊，展示眾多瓷
版畫和陶版畫，描繪客家風情與茶園
風光；社區裡蔓延400公尺的客家文化
紅磚牆，用在地紅土燒製的紅磚砌成，

大北坑休閒農業區生態豐富，是適合全家大小一
同出遊的好去處。

園區的客家文化紅磚牆上，寫滿客家歇後語、童謠、新詩等，無處不展現豐富的客家文化。

上頭寫著客家歇後語、童謠、客家菜、
謎語、新詩。遊客中心旁，還做了一個

生態迷人

花海、螢火蟲、獨角仙迎客

每逢2、3月，大北坑會換上新裝，

「黃金伯公蟬」的裝置藝術，感恩伯公

家人會把做好的湯圓，放一些在牆縫

的庇佑與小綠葉

裡，讓老鼠和鳥能分食福氣，展現老祖

蟬的幫忙，遊歷

宗共利、共享、共存的精神。這段故事

黃花搖曳生姿。除了賞花季活動，江增
因園區內種植光臘樹，獨

一望無際的黃色魯冰花海覆蓋。大北坑

平更要找回傳統客家的感恩精神，在每

是全臺最早種魯冰花的地方，又被稱為

年花季時舉辦「孝親感恩奉茶」，讓參

一圈便能滿滿吸收

特別邀請創作者改作，寫進紅磚牆的新

「魯冰花的故鄉」。江增平說，過去客

加者對想感謝的人表達心意，每次一開

客家文化精華。

詩裡，更多民間故事也會慢慢在農村其

家先民將魯冰花種植在茶園間，凋謝後

放報名，上千名額都立刻額滿。

角仙也成為大北坑常客。

一般人想到客家文

他角落呈現。「一般人講到文化都覺得

作為綠肥，對客家人而言，魯冰花更有

恬靜農村擁有的豐富生態景觀，也

化，大概是油桐花、客

很有距離，我希望把大北坑變成一個戶

「客家母親花」之稱，「即使凋零仍提

是眾人努力耕耘而來。江增平說，從27

家花布或山歌。「但我

外的客家文化村，拉近大家與客家文化

供大地養分，就像媽媽一輩子都守護著

年前開始做綠美化，至今已種了15萬棵

們不想呈現很樣板、制

的距離。」江增平說道。

家人。」

樹，換算面積將近有40多公頃，樹林一

式的樣子。」江增平

宛如世外桃源的大北坑，其實是

隨著化學肥料興起，魯冰花漸漸消

多，生態也變得豐富，再加上友善耕作

費盡心思，花了16年

交通便利之境，距國道一號、二號交流

失。2017年，大北坑開始復育魯冰花，

農法，「大約在7、8年前，在大北坑消

訪問耆老，收集4 0 多

道各7公里，只要短短時間，就能揮別

廣達15公頃的魯冰花海，幾乎是全臺灣

失40年的螢火蟲回來了！」

個客家人文故事。

都市喧囂，投入山林懷抱，細細品味客

最大的魯冰花園區，桃園市政府每年舉

60

辦的「戀戀魯冰花季」，都能看到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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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裡另一個珍貴嬌客還有獨角

比如每年冬至，客

家茶鄉的自然人文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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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諺語

idˋ ginˊ zongˊ noˋ idˋ ginˊ hiedˋ（四縣腔）
一 斤
樟
腦 一 斤 血
rhid ginˋ zhongˋnoˊ rhid ginˋ hied （海陸腔）
在古道旁，有許多山中寶貴資源，其中之一就是樟腦。眾人拼命砍伐樟樹、
折樟樹葉去焗腦油，不僅作為藥用、工業用，又可外銷，但也因此發
生糾紛與戰爭，付出血淚的代價。墾民千辛萬苦來到山上，進到原
住民族的活動範圍，當時為了樟腦利益，甚至犧牲了性
命，難怪被人稱為「血樟腦」。民間都說「一斤樟腦
一斤血」，表示樟腦得來不易，以及先民開發山林的
辛酸與無奈。

幽幽古道情
撰文／何石松 插畫／ James Lee
註：本文從古道的視角呈現，將古道擬人化，以第一人稱自述

古道是舊時兩地間的交通要道，歷

手相連的使者，永遠笑臉迎接大家。

人們上山斲榛莽、伐茅草、砍樟樹、種茶樹，開山打林，一定要使用刀斧等

經歲月的滄桑，處處充滿幽情與詩意、

不要笑我怪石嶙峋，不要怨我蜿蜒

工具。「上山不帶刀，不如家裡坐」，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任何事情都

美麗與鄉愁。儘管風雲變幻，淘盡英

曲折，別嫌棄我凹凸不平的鵝卵石臉

要有所準備，否則即使入寶山，也會空手而回。

雄，古道依然永存，真是江山為主、人

蛋，其實我是真的熱心腸，我經歷了

註：斲（ㄓㄨㄛ ˊ，砍伐）。斲榛莽，意為砍除雜生草木。

為客，豈能未有一片思念之情。

人世的滄桑，不論多少狼煙烽火，都

古道，是一位青苔滿身的老人，是

甘之如飴。我們有滿山遍野的青春使

皺紋深邃的長者，儘管它已奉獻過往的

者，一邊高唱採茶情歌，一邊在茶亭

青春歲月，仍然堅強屹立、不屈不撓。

裡為您奉茶，讓我們風簷展書讀，古

雖然許多人已忘了它的存在，仍然不怨

道照顏色！

不悔的守護山林，緊緊地牽繫著兩個地

青山蒼蒼，白雲悠悠，古道依然，

方，因為這裡有親切的絮語、溫馨的呼

只是道狹草木長，已添上歲月的秋霜。

喚，點燃飲水思源的熱情。

您知否？觀今宜鑑古，無古不成今，沒

不論是打鐵寮古道、保甲古道、
清水坑古道群或小粗坑古道，都如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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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ˊ sanˊ mˇ dai doˊ mˇ dong vugˋ haˊ coˊ（四縣腔）
上
山
毋
帶 刀
毋
當
屋 下 坐
shongˋsanˋ m daiˇ doˋ m dongˇ vug haˋ coˋ （海陸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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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道，怎會有今塵？且翻開歷史的卷
軸，一起悠遊古道的風雨晨昏吧。

qinˊ qidˋ qiong kienˊ gi iuˊ loiˇ zang iuˊ hi （四縣腔）
親
戚
像
牽
鋸
有
來
正
有
去
cinˋ cid ciongˇ kienˋ giˇ rhiuˋ loi zhangˇ rhiuˋ hiˇ（海陸腔）
所謂親朋好友，應該要像兩人拉鋸子鋸樹木一
樣，一來一去、一去一來。此諺語即表達人際相處
之道，要像鋸子一樣，有來有去，禮尚往來！如此
相處，朋友才會多，朋友一多，不就東南西北方方
利，春夏秋冬季季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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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令仔（謎語）分你揣

dungˊ fungˊ teu
xiˊ fungˊ guanˊ iaˇ
東 風
透
西
風 ， 關
爺
dungˋ fungˋ teuˇ xiˋ fungˋ guanˋ rha

ngi
guedˋ gungˊ（四縣腔）
遇
國
公
ngi+ gued gungˋ（海陸腔）

tonˇ ngˇ ngauˊ biedˋ eˋ
cong fuˊ daˋ loˋ gungˊ（四縣腔）
團
魚
咬
鱉
仔 ， 丈
夫
打
老
公
ton
ng ngauˋ bied er
chong+ fuˋ daˊ loˊ gungˋ（海陸腔）
同樣是風，總是東風撞西風，互相掀出缺點，如
同關爺遇上國公。我們要互相比武磨練，團魚咬住鱉仔
不放，但丈夫怎麼一直在打老公呢？就是愛之深，責之
切！實實在在做到不「打」不成器，千錘百鍊，打到百
鍊鋼可化為繞指柔。
註：關爺、國公指關公；團魚亦稱為甲魚、鱉。
謎底：打鐵

sangˊcai sanˊ dangˋ
生
在
山
頂
，
+
sangˋcai sanˋ dangˊ

mai cai sanˊ haˊ （四縣腔）
賣
在
山
下
；
+
+
mai cai sanˋ haˋ （海陸腔）

idˋ log suiˋ deu
一
落
水
竇 ，
rhid logˋ shuiˊ deuˇ

qiu voi koiˊ faˊ （四縣腔）
就
會
開
花
。
+
+
ciu voi koiˋ faˋ （海陸腔）

我生長在高山之上，看盡山間的白雲悠悠、美景變化，一旦亭亭玉立初長成，便
有人間使者，把我迎接到山下。他們不斷地培訓我、鍛鍊我、琢磨我、考驗我，使我成
為金剛不壞之身；視我如珍寶，百般呵護我，最喜歡我的水中獻舞之術，還說我是東方
美人。因為，我一旦成了仙子，便舞姿翩翩、百媚千嬌、花枝招展、蕩人心魂。
謎底：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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