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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溪走~探討大溪地區開發歷史沿革與產業發展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臺灣眾多典型鄉鎮中，選擇大溪地區作為研究主題，是因為我們三人都是土生土
長的大溪人，對於這塊土地有著深厚的鄉土情懷，也常聯想到《台灣通史》裡的一句話：
「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所以想要進一步了解自己的家鄉。
大溪擁有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在先人的努力下，曾躍升為臺灣首屈一指的城鎮，
但隨著時代的變化，由繁華轉沒落，沉寂了許久。但大溪擁有豐富文化傳承的聚落，著
名的巴洛克式建築街屋立面牌樓，以及饒富古色古香風貌的石板古道和小巷，具體而微
的刻劃著大溪從過去至今的發展歷程。近年，在大溪紳民們的努力推動下轉型成為文化
重鎮和觀光勝地，吸引絡繹不絕的人潮。這座依山傍水，風景秀麗的城鎮，幾百年來的
變遷和產業發展，在在吸引著我們想要去探究和了解。

二、研究目的
(一)藉由大溪老街的地理位置，了解其環境優勢。
(二)分析大溪老街開發的歷史沿革。
(三)探討大溪老街傳統和新興產業發展。
三、研究方法
(一) 文獻探討：
利用圖書館的館藏書籍、網路等資源，蒐集相關資料，並加以整理。
(二) 實地訪查：
訪問當地耆老或文史工作室，了解此地的歷史變遷，並且實地走訪，紀
錄老街風光。
(三) 分析比較與結論：
將所蒐集資料分類整理，重要部分並製作成表格，以幫助理解，最後統
整文獻、訪查資料與我們自身的想法作成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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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流程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與方法，其研究流程如下：
研究動機

確定訪問題目

確立研究區
區

實地訪查

討
論
與
修
正

文獻整理
分析比較與結論

圖 1 研究流程圖(作者自繪)
貳、正文
一、介紹大溪區地理位置並分析其環境優勢
(一) 地理位置：
1. 行政區劃及地形：
大溪區位於桃園市東南方，西有
平鎮區，西南接龍潭區，西北鄰八德
區，東南為復興區，東北與新北市鶯
歌區、三峽區相接。
大溪之山脈屬低山帶，高度約在
500 公尺左右。東南方是溪洲山脈，
山脈起伏較平緩，為典型的丘陵地形；
而其他方向則是數座低矮山丘，如草
嶺山或是大溪東岸的蓮座山。
圖 2 桃園市大溪區地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

2. 水文影響：

大溪原名「大嵙崁」，其命名緣由來自於大嵙崁溪（大漢溪）流經此
區，以溪名為地名，顯示大漢溪在此區的發展過程扮演著重要角色。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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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流域三大源流之一，從雪山山脈流至宜蘭，後到復興區，早期因為
河川襲奪而將桃園台地沖刷成河谷，為大溪區主要的河川，全區幾乎都是
大漢溪和其支流的流域範圍，居上游航運終點地帶。
(二) 環境優勢：
1. 四面環山，資源豐富：
大溪區四周皆被低矮的山丘環繞，其中金面山和溪洲山的地層都含有
煤礦，成為發展採煤產業的優勢；而山中豐富的木材也是大溪發展木工產
業的重要後盾，在清領時期更開啟了蓬勃的樟腦事業；低矮的丘陵則適合
種植茶葉，使大溪曾為重要的茶葉集散地。
2. 水利之便，貨物集散地：
大漢溪流貫全區，平地、山區和大河在大溪交會，過去豐富的水量，
水深處可行舟。清中葉時，淡水開港通商，大溪成為桃園、新竹、苗栗地
區內山產物資的集散地，經由河運與周邊城鎮如三峽、鶯歌貿易往來。到
了清光緒時期，更因巡撫劉銘傳在此地設立「撫墾總局」，開採林中資源，
吸引許多洋行和商人設店於街上，大量運輸並外銷樟腦和茶葉，使大溪逐
漸發展為繁榮市鎮。
總結以上論述，因為得天獨厚的山林資源與便利的大漢溪河運，使得大溪
比周圍的城鎮更早開發，發展貿易如魚得水，於是在清代開港後仰賴這些優勢
開啟了悠長興盛的繁榮時期。
二、大溪開發的歷史沿革
依據文獻資料，統整大溪從清領乾隆時期至現今的開發歷史發展如下：
表1
時期

年代

大事紀

前期：

閩人謝秀川等人招募許多來自閩、粵佃農來此開墾，奠定大溪街

乾隆年間
清代

大溪地區從清領時期至現今的開發史

中葉：
嘉慶~咸豐年間

坊的發展基礎。
漢人增加，並擴大種植茶樹的面積，且多次與高砂族戰鬥。

同治 6 年潘永清征服沿山一帶番地，並開墾樟腦、茶葉，事業興盛。
後期：
光緒 12 年：劉銘傳在復興山區設立「撫墾總局」，以管理征服地，
同治、光緒年間
山禁開放，樟腦和山林產業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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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
(明治
時期)

明治初期

利用大溪資源對外征戰，同時日本商社紛紛來此拓殖。

明治 29 年

在山區創設相關撫墾業務的機構。

大正 5 年

修築桃園大圳，其水源導引自大漢溪，致使溪水流量驟減，不利
航運。

大正 12 年

1. 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進而影響日人對大溪的投資，日人將其
在大溪的財產收回。
2. 使原先的在地土豪們錢財散盡，紛紛遷出至別處另謀生路。
3. 窮人們便搬進被遺留下來的豪宅，發展木工、玩具和美食產
業，使大溪的經濟並未斷落，同時老街亦形成多元的風貌。

大正 14 年

新闢的縱貫公路未經過此區，新公路取代了過往大溪河運的地
位，此地轉運貨物的功能逐漸消失，逐漸為地方行政文教中心。

40 年代

60 年代

蔣中正總統從南京輾轉至大溪居住，使大溪受到保護，歷史文物
都被保留下來，但也因此造成大溪的發展落後其他地區。
因為蔣公去世，全國掀起一陣哀悼潮，人人都到大溪慈湖陵寢致
哀，加上興起拆屋潮，大溪轉型為觀光小鎮，意外促成大溪老街
新一波經濟起飛。

民國

大溪興起「社區總體營造」的風潮，「大溪之寶」的票選活動，
對區內近百戶歷史建築進行評選，成功喚起居民們對自家傳統建
築的重視與認同。
80 年代

成立「大溪鎮歷史街坊再造協會」，輔導大溪老城區的社區營造
工作，規劃許多街慶活動，如更換招牌、「招牌統一樣式票選」。
民國 87 年的全國文藝季更在大溪舉辦，使大溪「形象商圈」的打
造工作向前邁進一大步。

100 年後至今

地方政府和居民們計畫將大溪打造成為一座「博物館城」，以各
項傳統產業為主軸，配合豐富的歷史文化及文物，使商家即為展
覽場所，同時配合志工講解，並拒絕小吃攤販設攤，期望提升大
溪的觀光品質與水準。
(作者根據文獻資料等自行整理)

悠久的開發過程中，可發現大溪原先只是一塊富有天然資源的山林地，但
在先人的辛勤開墾下，加上地方政府因征討原住民而取得更廣大的開發土地，
進而發展木器、樟腦及茶葉等產業；後期由於天災及外商投資，使得大溪的產
業更加多元。近年來，地方居民們積極推動社區營造活動，希望藉由提升區內
品質以帶動觀光，因此許多新興的產業也順勢而起。
三、大溪重要傳統與新興產業發展
(一) 重要傳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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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器：
大溪木器行業發展至今已 240 多年，由於
鄰近復興鄉山區提供大量原料，再加上便利的
水運，為早期農具、家用器具奠定基礎。另外，
林本源家族為了要蓋大厝，從中國引進的許多
技術精良的匠師，且廣募門徒，如此天時地利
人和的環境，使得大溪得到了家具之鄉美譽。

圖 3 木藝品(作者實拍)

依據文獻、史料及書籍資料整理，木器的發展優劣勢分析如下：
表2
S:優勢(strengths)

木器產業的 SWOT 分析
W:劣勢(weaknesses)
1. 山林資源匱乏，林產業凋零
2. 大漢溪因桃園大圳與石門水庫的興建，導致水
量銳減，航運受阻

1.原料充足
2.大漢溪水運
3.有來自中國的唐山師傅
4.品質受外界信賴
O:機會(opportunities)
T:威脅(threats)
1. 目前正積極推動「博物館化」，帶動 1. 由於觀念的改變，市場對木製神桌等宗教用
經濟，刺激消費
品需求下降
2. 以精美細緻等優良品質，吸引國內外 2. 來自中國與東南亞的商品雖品質不佳，但價格
顧客
十分便宜，因此較吸引消費者
(作者根據文獻資料等自行整理)
2. 茶葉：
自道光年間（1866 年）淡水開港通商後，大溪合
資開墾者從糧食作物轉向經濟作物開發並外銷，茶葉
就是其中之一。其利用大漢溪便利的河運及得天獨厚
的地形，種植茶葉以便出口賺取外匯，在日治時期產
量及發展達到顛峰，成為北部茶葉重鎮，後又因全面
採取機械化製造而再創高峰。之後隨著大溪發展的停
圖 4 大溪展館內的海報
滯，加上受到各種外在競爭，茶葉產業逐漸沒落。
(作者實拍)
根據多方文獻資料整理與比較，茶葉的發展優劣勢分析如下：
表3
S:優勢(strengths)
1.多丘陵地區，為主要產茶區
2.大漢溪水運

茶葉產業的 SWOT 分析
W:劣勢(weaknesses)
1.日治時期大溪地區武裝抗日，茶園荒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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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機會(opportunities)
T:威脅(threats)
1. 淡水開港通商後，開始外銷
1. 大正 6 年因蘇聯侵擾及廉價爪哇茶的競爭，
2. 日本商社三井合名株式會社，在本鎮建
導致台灣烏龍茶遭受損失
設新式製茶廠，採大規模機械製造，出 2. 國外茶葉市場不景氣
產紅茶
3. 中南部新興茶葉業者的崛起
(作者根據文獻資料等自行整理)
3. 樟腦：
樟腦曾是大溪重要的物產之一，可用在家具、醫療、香料和無煙火藥
的製作，也是合成塑膠「賽璐珞」的主要原料，從清代到二次大戰，樟腦
一直都是台灣財政的重要收入，歷代執政者也都將它收為專賣，在清朝，
它更與茶、糖同列為台灣的出口三大宗，但由於外部環境的改變，因此樟
腦業至今在台灣已沒落。
作者閱讀文獻資料後的整理與分析，樟腦的發展優劣勢分析如下：
表4

樟腦產業的 SWOT 分析

S:優勢(strengths)
1.原料充足
2.賽璐珞的發明
O:機會(opportunities)
1.製造樟腦相關天然產品，吸引消費者

W:劣勢(weaknesses)
1.山林產業凋零，費工且價格昂貴
2.塑膠合成品取代賽璐珞
T:威脅(threats)
1. 採集樟腦需深入原生林，常造成外來者與原住
民的衝突
2. 日據時期大肆砍伐，到了光復初期已所剩無幾
(作者根據文獻資料等自行整理)

4. 豆干：
大溪豆干的開端源於民初時期林絨將中國的製造技術帶入臺灣而開啟，
後黃屋創立黃日香店號始蓬勃發展，民國 53 年，三房承繼豆類製品業，此
後黃日香成為豆干製造商。石門水庫完工後，
為大溪帶來大量觀光人潮，供不應求下，調
味豆干的零食包問世，使得大溪豆干擁有更
多元的銷售模式。不過其真正的巔峰期於民
國 64 年，因為蔣中正總統離世，引起的悼
念人潮促使豆干業者迅速增加，但風潮一過，
只剩下具有實力的業者，逐漸擴張其經營版
圖，至今仍在大溪發揚光大。
圖 5 大溪老街上的黃日香店家
(資料來源：隨意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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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詳閱書籍資料後所做的統整，豆干的發展優劣勢分析如下：
表5

豆干產業的 SWOT 分析
W:劣勢(weaknesses)
1.缺乏創新及產品特色

S:優勢(strengths)
1. 天然泉水的軟性地下水
2. 林絨先生引進大陸的技術製成
3. 為勞工階級工作時補充的蛋白質來源

O:機會(opportunities)
1. 民國 53 年石門水庫完工，觀光人口增加
2. 民國 64 年，蔣中正的棺木暫放慈湖引起
的謁靈人潮

T:威脅(threats)
1. 養豬事業沒落，原本作為飼料的豆渣、豆水
便不易處理
2. 同業在市場上競爭激烈
3. 成本日益提升，獲利減少

(作者根據文獻資料等自行整理)
5. 煤礦：
大溪煤礦是續樟腦之後的重要產業之一，其興起的原因為大溪的山區
蘊含豐富的煤礦，加上清代劉銘傳收服番地，在大嵙崁設置撫墾局並解除
山禁，吸引漢人入山開墾。日治時期頒布的〈台灣礦業規則〉，則使大溪
煤礦產業更加蓬勃。到了民國時期，其發展高峰曾達到年產量 172,944 公
噸的輝煌紀錄，後卻因台灣電力公司改以石油為燃料，同時蘊藏量亦日漸
減少，礦坑荒廢，有衰退之趨勢。但在民國 62 年的能源危機時，石油價格
飆升而導致煤礦產業暫時復甦，可是最終仍不敵國外的低廉煤碳，逐漸沒
落，於民國 80 年全面收坑。
依據文獻及書籍資料整理，煤礦的發展優劣勢分析如下：
表6

煤礦產業的 SWOT 分析
S:優勢(strengths)
W:劣勢(weaknesses)
1.開鑿設備及技術的進步
1. 煤礦佔所有礦產比例最高，而大溪又是以產
2.北部製陶所需的燃料煤就在大溪出產
單純的煤為主(無其他附加產品)，因此產生
3.金面山和溪洲山的地層含煤礦
依賴式經濟
O:機會(opportunities)
1. 日人頒布〈台灣礦業規則〉，推廣開採
2. 戰後中央政府實施補貼、獎勵機制，恢
復日治時期的生產規模
3. 民國 62 年能源危機，石油價格上升，
使得煤炭市場再次活躍

T:威脅(threats)
1. 民國 54 年時台灣電力公司改以石油為燃料
2. 其他產業因技術改變、環保意識等減少對煤
的需求
3. 民國 68 年，政府開始大量進口國外的低廉
外煤

(作者根據文獻資料等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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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溪新興產業發展狀況：
1. 綠竹筍：
大溪地區為火山岩地質，再加上豐沛的雨水，提供綠竹筍良好的生長
環境，每年夏季為竹筍的盛產期。在新峰里，設有「大溪綠竹筍加工站」，
將竹筍加工處理成真空包裝，再運送到各地，不僅可以保存竹筍的鮮美，
還能延長保存期限，讓更多人有機會品嚐到大溪綠竹筍的絕佳美味。
根據農情報告資訊網中桃園市各區竹筍的產量，以下是產量前五名的
資料，其中大溪區收量最高，為新興產業成功發展的範例。
表7

104 年桃園市竹筍收量比較
104桃園市竹筍收量比較

3000000
2500000
2000000
1500000
1000000
500000
0

大溪區

復興區

蘆竹區

龜山區

龍潭區

收量(公斤) 2476650 1632076 308520 206100 139810
收量(公斤)

(資料來源：農情報告資訊網)
2. 韭菜：
大溪區的韭菜主要在大漢溪河階上種植，由於土壤為肥沃砂質土壤，
透水性佳，因此發展出獨特的口感，味道也相當濃郁。民國 70 年代政府開
始輔導居民種植韭菜，使大溪成為全國最大的韭菜專業區。民國 80 年農民
組織中新韭菜產銷班，開始研發各種韭菜料理。每年 10 月入秋後，韭菜花
盛開，有如雪白世界的韭菜田，被譽為「九月雪」，吸引大批遊客造訪。
根據農情報告資訊網中桃園市各區韭菜的產量，我們擷取了產量前五
名的資料，發現大溪區位居第一，遠遠超過其他區域，可見其韭菜產業之
發展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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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104 年桃園市韭菜收量比較
104桃園市韭菜收量比較

3000000
2500000
2000000
1500000
1000000
500000
0

蘆竹區

龍潭區

復興區

新屋區

收量(公斤) 2688000 33300

大溪區

24960

8000

6300

收量(公斤)

(資料來源：農情報告資訊網)
3. 花卉：
大溪位於山地和河階交界處，雨量適中，因此在政府的輔導推動下，
開始種植各式各樣的花卉，並產銷至台北與桃園都會區。大溪種植的花卉
種類繁多，其中又以蘭花最廣為人知，在月眉即有私人農園「金興蘭園」
專門培育，「大溪花海農場」更是全家出遊的好去處。近年來大溪政府又
結合花卉與休閒農場，發展觀光，例如「2016 桃園第二屆花彩節」便在大
溪舉辦，創造無可限量的商機。
根據農情報告資訊網中桃園市此五區蘭花的產量，可以發現到大溪的
蘭花收盆量為五區之冠，說明其在此項產業有一定的地位，結合觀光帶動
大溪在地經濟。
表9

104 年桃園市蘭花收量比較
104桃園市蘭花收量比較

80000
60000
40000
20000
0
收量(盆)

大溪區

中壢區

平鎮區

龜山區

龍潭區

70875

17000

11700

2000

448

收量(盆)

(資料來源：農情報告資訊網)
參、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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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上述我們所提出的論點與資料，可以發現大溪發展的重要優勢主要為大漢溪河
運及豐富的山林資源，但在桃園大圳開鑿成功後，造成大漢溪水位下降，不利航運，失
去了貨物集散的轉運功能，再加上長久以來的開發，各項天然資源的蘊藏量逐漸下降，
資源枯竭，產業漸趨凋零。在發展低迷時期，因為蔣中正總統去世，其陵寢安置在大溪
慈湖，所吸引的謁靈人潮促使大溪產業有些微的復甦，但最終仍不敵外在的競爭與威脅，
逐漸走上觀光這一條路。
現如今大溪老街的傳統產業僅存豆干及木器二者，皆以精湛的製造技術支撐其發展，
同時也配合著觀光來轉型，既保留了傳統之美，也帶給遊客全新的老街風貌。而韭菜和
綠竹筍是大溪近年來新興的產業，利用在地的優良土質及氣候，發展此二項農產品，其
中大溪更是全桃園市最大的韭菜種植區，花卉的培植也為大溪的觀光業帶來無限商機。
在維持經濟的同時，一方面積極尋找具有發展潛力的產業，另一方面達到保存文化
的目標，是大溪一直在努力的事情。以產觀學拉動經濟，是大溪老街重新崛起的關鍵，
不可再生的資源枯竭，讓大家意識到以原料為重要發展支柱的產業是不能長久經營的，
繁榮只是一時的。因此大溪仕紳們積極推動各項社區總體營造活動，以觀光資源為資本。
例如「大溪之寶」的建築之美票選活動，「神恩‧豆香‧木器馨」普濟堂百周年慶等。
而現今大溪正朝著「博物館城」的目標前進，企圖將此區打造為一座既古色古香又富饒
文藝氣息的城區，在各個商家內皆設有展品和展覽，並且搭配志工的導覽，希望遊客們
來到大溪，能夠更加認識它的美麗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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