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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多年來，許多以淡水社區大學為推

動平台的發想，包含「淡水鼻仔頭區域的生

態城市規劃」、「綠建築生態教育示範園

區」、「推展淡水鼻仔頭史蹟公園運動」，

以及今2015年由淡水文化基金會與本校發起

的「淡水世界遺產推展計畫」等。顯見本校

所在的淡水鼻仔頭區域，具備豐富多元的人

文歷史和自然生態特色，極受公部門、學者

專家及相關專業團體重視。

　　淡水最豐富的地景特色，在於山脈與水

岸生態的連貫性，臨近校園這裡有紅樹林

區、淡水殼牌倉庫古蹟建築、空軍氣象聯

隊、陸軍裝甲部隊基地及水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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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淡水社區大學主任

家聚落等。本校創校15年來，一直都

能善用在地資源，將淡水學相關領域融入教學內

容，作為人文歷史、生態環境教育的解說、研究與推廣。

    今天淡水隨著捷運系統的發展，以及淡海新市鎮開發等多

重因素的影響，這幾年的人口成長已超越20萬人。從過去漁

港、農村純樸生活型態，轉型成現在另一番新貌，然而淡水

景觀與街區，依然因擁豐富古蹟、人文歷史與生態水岸等特

景，休閒觀光活動興盛熱絡，年年都有逾千萬的遊客人潮湧

入。1872年三月馬偕博士初到淡水，在其日記寫著：“約下

午三點，船進入淡水港，我的心好激動；立刻明白，這裡就

是等待我來到的地方……噢！真的讚美神！我心欣喜，真想

鼓掌踴跳！淡水真的很美！我心激動不已……”。時隔143

年，淡水河岸、山系與街區依然都是好教材，本校自我期

許，透過教育學習，讓更多人認識淡水的好山、好水與好文

化，人人都像馬偕博士當時的心情，一來到淡水就“立刻

明白，這裡就是等待我來到的地方”。



鄞山寺

謝德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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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        綠精靈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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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謝德錫

淡水渡輪回眸最美的一撇，

便是由面天山、虎頭山一瀉而下

的一條綠色廊道的岬角─鼻頭崙。

這段綠色廊道

造始於二百多萬年前的大地震動─

大地板塊抬起了千仞大山。

而向西南方傾瀉的地底熔漿，

在中途頓挫積疊出一塊小山丘後，

再以扇形面的方式向下蜿蜒流淌，

扇骨則是五條長短不一的小山崙。

隨後二百多萬年的時間裏，

歷經陽光、強風、暴雨

不斷的捶鍊，

蒼綠的枝椏布滿的

大山、小丘、崙崗，崗崙間

是終年有著流水的小溪流。

因此，幾千年來，

原住民、漢人，在這五條崗崙上

締造出文明的足跡，

留下不同年代的標幟。



鼻頭崙是五條崗崙

最靠近淡水河內側的一條，

也是涵蓋面最廣的一條！

鼻頭崙是一座獨特的崗崙，

曾是淡水庄子內庄

與竿蓁林庄的分界，

兩側有庄子內溪與鼻頭溪流布。

而在這溪河交界處，幾千年前，

便有原住民在這兒生息，

留下竿蓁林，淡水測候所、

平遠街、鄧公國小幾處

大坌坑文化晚期的遺址。

二百多年前，

在漢人陸續拓墾後，

兩側的溪流沖積地帶

建造了庄子內、竿蓁林兩大村庄

及鼻仔頭、後厝仔、

營盤埔的小聚落，

一座古蹟廟宇─鄞山寺，

與一座黃金豐的古厝，

以及渡海死歿的湖南勇墓。

隨著十九世紀開港通商，

鼻頭崙前端地鼻仔頭

成為外商碼頭、倉庫用地。

而在日本領有台灣後，

更在一旁建造

台灣第一座水上飛機場與觀測所。

目前，鼻頭崙是舊五虎崗中，

古蹟密度最高，

含具歷史人文意義最廣，

綠色生態涵蓋度

最密的最深遠的一崗。

我們將透過淡水社大的夥伴們

一同來解密，

深入瞭解它涵具的特色。



圖文／陳錫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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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山寺

淡水鄞山寺 國定古蹟

　走出淡水捷運站，進入學府路，發現了一間古建築寺廟「鄞山寺」。

它是台灣福建汀洲籍移民，於清道光三年(1823年)所建造完成的寺廟。

主祀原鄉守護神：定光古佛，它有會館功能，又稱為「汀洲會館」，提

供謀生開墾或經商的汀州鄉親暫居之所。清代時期，在台灣創建兩座定

光古佛寺廟，彰化的定光古佛寺廟，於日治時期因道路拓寬，前殿被拆

除，淡水鄞山寺成為全臺僅存形制完整的定光佛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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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陳錫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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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山寺

為何要建鄞山寺

　清道光初年，當時住在淡水的汀洲人氏羅可斌、羅可榮兄弟，在該地

的東興街經營商店。而當時往返於唐山汀洲人士很頻繁，在出入淡水

時，必定會聚集在羅氏兄弟的商店，該處儼然成為他們的匯集之地。於

是羅氏兄弟便提倡建廟祭祀定公佛，並利用廟旁一部份，充當汀洲人會

館，獲得總理張鳴崗及眾人贊成，募得建築費用，於清道光2年(1822年)

開始建廟，翌年便落成。

　羅氏兄弟為這座廟宇竭盡心力，不光只是帶頭發起募捐建廟而已，到

廟宇完工落成之後，又捐出田地3段(田租350石)作為廟宇維護費用。

　為感恩紀念羅氏兄弟，鄞山寺汀郡眾姓

將其兄弟骸骨遷建至寺廟右後方羅公亭。

圖／呂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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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錫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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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山寺

風水地理

　中國的傳統建築是很重視風水地理，鄞山寺承接大屯山地靈之氣，在

此聚結成蛤蟆穴的好風水。其平面格局是橢圓形，前有半月池，寺後左

右各有一口水井，形似蛤蟆嘴巴與其雙眼，兩旁護室廂房，整體得構造

與寺後弧形坡坎，彷如一隻栩栩如生的蛤蟆。

　相傳鄞山寺興盛之時，凡每次敲鐘擊鼓時，寺門前方的淡水河邊，有

一處名為草厝尾(今公明街尾)，經常發生民宅火燒的災厄，不得以便請

地理師傅查明究竟，才知道草厝尾是個蚊子穴(蛤蟆剋蚊子)。居民為免

再發生意外，屢次與鄞山寺相商都不被採納，只得請地理師來鎮壓其風

水，以利居民生活。地理師就在草厝尾街上(約在今淡江戲院處)，豎起

一長竿，象徵在釣蛤蟆狀，釣竿上端繫上一燈籠來誘蛤蟆上鉤，作法後

鄞山寺兩口水井中，左邊水井漸變混濁，象徵蛤蟆穴的靈體被釣竿傷了

眼睛，草厝尾方平靜下來，並建王爺廟作為鎮壓。而後寺方也延請道士

祈福祭祀，另一眼方得保存。鄞山寺二口水井，一清一濁，至今還是如

此。

上圖／呂慧娟
左圖／陳錫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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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陳錫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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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山寺

建築格局

　鄞山寺是屬於「七包三」的建築格局，正面寬七間，前後兩殿以兩廊

連接，正殿前廊左右出過水廊連通兩側護室，護室前後亦各接過水門，

可獨立出入，祭儀區與起居區分開，莊嚴中不失其寧靜。寺前為大埕，

稱為「禾坪」，前鑿有半月池，半月池左前有一山門，寺後有一弧形坡

坎，稱之「化胎」，恰好構成一橢圓形，其左右對稱，前低後高，屬

「前水為鏡、後山為屏」,有一句順口溜「前有照、後有靠、雙有來環

抱，中間在冒泡(院中出泉水)」在風水上是絕佳的地理環境，客家鄉親

所建的鄞山寺是與一般閩南式建築有所差異，值得我們去尋訪探秘。



15



圖文／潘國明

中山派出所正對面的「滬尾湖南勇古墓」2015年11月

16

湖南勇古墓

沉睡的古墓 復活的古蹟

　當你進入淡水市區前，會先踏上淡水五虎崗的第一崙「鼻仔頭崙」，

在這小丘陵上，有古墓靜靜地沉睡著，不知不覺中已過百餘年；民國80

年代，淡水鎮為了打造一座運動公園，先期整地工程中，在荒煙漫草間

發現了6座古墓，根據古墓石碑上的刻字，經鑑定為前清光緒時期湖南駐

軍兵勇的墓塚，便將6座古墓命名為「滬尾湖南勇古墓」。歷經淡水地方

文史工作者多年的爭取下，民國87年8月，正式公告為臺北縣縣定古蹟，

為淡水的過去增添一頁史話。地址在淡水區中正東路與竿蓁一街交叉口

斜坡上，中山派出所的正對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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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鄉成為故鄉

　清同治13年(西元1874年)台灣南

部牡丹社事件後，清廷開始積極

對全台灣的經營，為了防患「生

番」再度與漢人及外國人發生衝

突， 重新制定原住民政策，以積

極的「開山撫番」取代了消極的

「土牛界線」；同時，欽差大臣

沈葆楨向清廷建議調派軍隊抵台

駐防。光緒六年(1880年)清末名

將孫開華奉命招募精勇，編為擢

勝中、左兩營，這六位鄉勇被編

入擢勝左營，跟隨孫開華將軍渡

過黑水溝，從滬尾上岸，來到台

灣，駐軍於「鼻仔頭崙」。光緒7

年(1881年)這六位鄉勇因水土不服

或其他原因，相繼遷逝，客死此

地，同僚就近埋葬於此。



文／潘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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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勇古墓

鼻仔頭 好風水 好住起

　「鼻仔頭崙」後有面天山為屏，前有淡水河為鏡，眺望觀音山;自古

至今就是充滿歷史話題的風水好地。左有鼻頭溪與天造營盤埔，素為風

水學家稱之蜂巢穴；乾隆年間燕樓李氏開基祖－泉州人李鼎成與夫人林

耀渡海來台行醫、開墾耕作，落戶鼻頭溪畔後厝仔，夫妻仙逝後葬於營

盤埔，庇蔭後世，開枝散葉；長子李臣春在北投仔上游購地十餘甲，荒

地變良田，為李家奠基後世，文風鼎盛，人才輩出，世代為淡水之名望

家族。右有庄子內溪地設蛤蟆穴，道光年間汀州人據此寶地蓋鄞山寺設

會館，迎來家鄉信仰的定光古佛來台灣享人間煙火，祈求垂顧賜福。鄞

山寺獻地大施主羅可斌、羅可榮兄弟身後，葬於鄞山寺的附近，續享蛤

蟆穴的庇蔭。日治時期，原籍泉州，人稱「五舍」的石油大王黃東茂，

在「鼻仔頭崙」濱淡水河邊，蓋了一棟豪華洋樓別墅；過世後，也葬於

「鼻仔頭崙」上。

族群大融合

　近年來在鼻仔頭崙上的小山坡

上，發現了似乎是明朝回教徒墓

碑，雖未被證實，但是著實地為

這充滿歷史的風水寶地，再度增

添了人文風采。先人無論先來後

到，泉州人或汀洲人，最終歸於

此地者，乃形成族群大融合的最

佳寫照。

黃東茂古宅 1917年川田友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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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潘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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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勇古墓

被遺忘的消逝歷史

   1895年九名日本海軍在淡水港殉國，也

是葬於「鼻仔頭崙」的上方，並專設為海軍

墓地;日治時期，淡江中學學生行軍去海軍

墓園參拜，是培養淡中學生「日本精神」的

重要活動。隨後日本政府倡導日本宗教死後

火化觀念，及推動公共衛生教育,在台灣各

地設立火葬場，淡水街便在「鼻仔頭崙」的

一角，設立一處火葬場，淡水街人士稱之

「燒死番仔」,反射出殖民時期當地住

民風俗習慣落差的心理反射。

日治時期淡水火葬場
圖／連易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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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呂俐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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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觀測所

圖／陳順興 圖／潘國明

斜陽古道、遺址上的風華歲月

　時間回到沒有捷運的年代，每當搭乘北淡線火車經過竿蓁林眺望左側

的小山坡地時，眼簾中閃過的是一段石板所舖成的步道，在夕陽西下時

顯得格外的古意盎然。就在石板步道的旁邊，矗立著一棟三層樓高磚造

的米白色建築，仔細看屋頂上豎立有三支風向儀(如圖)，原來它就是日

據時代末期所建的「氣候觀測所」，也是傳說中淡水風雲人物黃東茂(五

舍)的別墅遺址。在淡水還是國際貿易港的清代民初(約1897-1934年)，

黃東茂可是鼎鼎有名的煤油大王。他在河岸邊築起了一棟豪華的歐式住

宅，除了擁有遊艇碼頭外，還有網球場與游泳池，在當時不知羨煞了多

少淡水人。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這棟豪華別墅被日本人強制徵收拆除並

建為「水上機場」及「氣候觀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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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呂俐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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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觀測所

地方爭取成為古蹟

　氣候觀測所創建於日據時期(1937年)，當時稱為「台灣總督府氣象台

淡水飛行出張所」。設立目的是為了因應日本的航空發展需求，及為配

合<水上機場>飛機起降所需獲取的氣象資料而建。1997年，交通部計劃

沿著淡水河北側興建快速道路，沿線的氣候觀測所在拆除之列。淡水地

方文史工作者的強烈反對與抗爭。2000年氣候觀測所被列為臺北縣縣定

古蹟(現為市定古蹟)。

現仍提供淡水低溫資訊

　氣候觀測所的設施包含三層樓的測候台(又稱風力塔)、一層的職員辦

公廳與宿舍(原為日式木造建築，現已不存在，以貨櫃屋取代)，以及

以木柵圍起來的觀測坪(含百葉箱、雨量儀、溫濕度測量儀等設施(如

圖)。雖然現在以鐵絲網阻隔了我們與這座氣象站的關係，但是每當寒

流來臨時，新聞播報有關淡水最低溫的

訊息便是由此傳出。

這棟三層樓的風力塔就是蓋在當
初黃東茂的別墅遺址上，地點為
竿蓁林(舊名上鼻仔頭)。經過風霜
摧折，樓體建築已損耗，且被鑑
定為危樓，部份機器設備已被移
至圖片下方的貨櫃屋內，並有專
人負責維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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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陳順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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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機場～一個飛行的遙想

　1940年某個午後，一架自橫濱出發的飛行

艇經塞班、帛琉飛來淡水，降落在郡役所後

方的河道上，河岸邊擠滿了約1,000名由官

員、記者、民眾與學生組成，揮舞著旗幟的

歡迎隊伍。這是淡水在地耆老周明德先生中

學時期目睹水上飛機的畫面，地點大約是現

今星巴克附近。這個事件即使發生在現代，

相信都是令人振奮的。而事實上，淡水水上

機場(當時名為淡水飛行場)就在隔年竣工啟

用，成為台灣唯一的民用水上機場，也是第

二個國際機場。目前，淡水飛行場僅留的遺

跡，位於今淡水捷運站旁的鼻頭街東側殼牌

倉庫隔鄰的國軍營區中，沿營區前堅固的觀

音山石鋪面道路上行約100公尺右方則是因

機場設立而生的氣候觀測所，兀自在河岸迎

著季風，探測人間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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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順興

28

水上機場～一個飛行的遙想

　1925年進行洲際飛行試驗的義大利飛行艇首度降落淡水，開啟淡水水

上飛機的飛行歷史。之後歷經以水陸兩用機場為考量的「內台航線」，

及放眼中國華南、中南半島及南洋的「航空南進」政策多次試飛洗禮

下，確定淡水成為飛行場的優越性。七七蘆溝橋事變當年，淡水鼻頭村

這個漢洋交雜的村落，成為台灣總督府遞信部航空局選定的水上機場預

定地，並開始積極的進行測量及購地等籌設作業。

　1941年4月「淡水飛行場」完工，7月開始營運，以單翼雙引擎飛艇自

橫濱經淡水停靠加油後飛往曼谷試飛，每月往來2次。以淡水河口沙洲

(俗稱「浮線」)與八里間的河道為飛行航道，但因為水上機場與河港同

時使用河道，每在水上飛機起降前，都會有巡邏艇會在淡水河道上以擴

音器通知行船避開河道，以確保飛航安全。但因日本於同年12月7日偷襲

珍珠港，此航線也在這個月宣告停止，結束了不到8個月的國際航運。

圖／王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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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陳順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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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機場～一個飛行的遙想

　二次大戰後，空軍接收了水上機場用地，因此這個曾捲起江頭風雲的

水上飛行先趨，在軍事用地的原由下逐漸淡出人們的記憶。直到交通部

規劃的「淡水河北側環河快速道路」，路線壓過水上機場、殼牌倉庫及

紅樹林保護區所在，引發淡水文史及各生態環保團體成立「搶救淡水河

行動聯盟」，並經台北縣政府勘定，淡水水上機場、氣候觀測所以及殼

牌倉庫，同時在2000年公告為臺北縣縣定古蹟(現為市定古蹟)。

　前些天，跑步到淡水捷運站後方河岸，凝視著觀音山時，一隻飛鳥滑

翔著進入我的視線，猛以為是單翼飛行艇又傍著山勢滑進淡水河，不禁

想起前人注視著天邊的小點，倏忽成為巨鳥在身邊降落的情景。視線投

向水上機場，近七十年間不見飛行器光顧的滑溜台斜坡，到是憩息著一

隻面向河口的水鳥，不知僅是享受金黃色的微風，還是也遙想著當年的

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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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站旁的秘密花園一殼牌倉庫

　1862年淡水開港通商後，鼻仔頭、砲台埔被劃為洋商租界區。英商范

嘉士於1894年向鼻仔頭居民紀化三永久租斷土地、設置嘉士洋行、經營

茶葉、樟腦外銷。1897年與殼牌合作油品生意、1900年殼牌承接租約，

陸續增建倉庫油槽作為儲放油品的倉庫。

　殼牌倉庫約近4千坪的土地，為台灣僅存的百年油品倉庫，也是台灣

少數的工業遺址古蹟。2000年6月指定為新北市市定古蹟，同年底殼牌公

司將倉庫地上物捐贈予「淡水文化基金會」。經過三年多的整修，才於

2011年11月正式以「淡水文化園區」對外開放。倉庫的美等待你我共同

去欣賞。

圖文／賴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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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牌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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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牌倉庫的建築之美 

　殼牌倉庫內共有4座保存良好且構造不同的倉庫、是目前臺灣保存較完

整且構造形式較能代表十九世紀末棧房建築。

　A棟為製罐工廠及辦公室、共有八開間、以七組木衍架支撐每組衍架

設有中柱。簷口下設有花崗石舖成的排水溝。A棟為唯一舖有44X60公分

的花崗石地面，砌磚與B棟一樣為福建進口的手工磚。B棟為煤油桶倉庫

與A棟呈直角、六組木衍架同樣具有中柱。C棟為潤滑油倉庫規模與B棟相

近但砌磚採用的是日治初期的機器磚、出入口比較少。D棟為唯一用六組

鋼衍架構成，室內中央有65公分的磚牆將空間一分為二、屋頂同為兩坡

式。漫遊於建築物間可欣賞紅磚之美，而微笑的牛眼窗似乎也在凝視著

你我呢！

文／賴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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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牌倉庫

圖／淡水社大提供

圖／賀仲薇

圖／賀仲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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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賴淑玲

殼牌倉庫的復活

　目前園區內有淡水文化基金會、淡水社區大

學、殼牌故事館、藝文展場、咖啡館。A棟為

淡水文化基金會及淡水社區大學辦公室，可讓

大家坐下啜飲一杯香醇的鼻仔頭咖啡。B棟為

藝文展場及5間社區大學教室，社大的學生幸

福的在百年倉庫中學習、成長，也等著您一起

來參與！C棟目前會不定期舉辦藝文活動。D棟

為殼牌故事館及咖啡廳、殼牌故事館內有展示

一百多年來殼牌公司在台灣留下來的文物資料

歡迎大家來尋寶。

　喜歡淡水的夕陽嗎？在D棟倉庫的堤岸是欣

賞夕陽的絕佳地點喔！

36

殼牌倉庫

圖／賀仲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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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莉莉

懷念的北淡線

　北淡線火車是1901年8月25日通車、成為淡水到台北間的重要的交通運

輸。直到1988年7月16日停駛、北淡線火車共營運了87年。

　殼牌倉庫保存著北淡線側線的遺跡，月台整體以磚砌而成，百年地磅

上刻有精細的紋路和字樣。殼牌公司為了運送油品申請從淡水站修築一

條進入倉庫的火車側線，鐵道由北面大門進入，設有月台及地磅。散裝

油品是用20噸、10噸的油罐車由火車送到全島各地。另一種罐裝油以馬

口鐵，打造為各種容量的殼牌油桶。油罐在加油填充後，用火車或貨車

機動的分銷到全台各地。

　目前舊地磅與依原線重鋪的鐵道靜靜的躺在倉庫內等待你的造訪。

38

殼牌倉庫

圖／賀仲薇 圖／賴淑玲

圖／賴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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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槽、油管之路

　1900年殼牌公司買下嘉士洋行的產業，在鼻仔頭這片土地上建了三座

油槽，2500噸貯石油、1200噸貯煤油、60噸貯輕油。

　散裝油原則是郵輪從荷屬東印度的蘇門答臘及英屬婆羅洲進口，在海

關檢驗後，便駛入河口上游，停泊於鼻仔頭附近；再以油管將不同油品

注入不同的油槽，現在B棟倉庫後面還保留了油管輸送的基座。

　1944年10月12日，美軍飛機轟炸水上機場時，油槽受到波及，殘存的

油品立即引燃，頓時烈焰沖天、臭味撲鼻，整整燃燒了三晝夜才被撲

滅，是老一輩淡水人記憶中難忘的「火燒臭油棧」，目前僅存2500噸油

槽的底座。

油管輸送的基座

油槽基座

40

殼牌倉庫
文／郭莉莉

圖／呂慧娟

圖／賴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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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李春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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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內溪

港仔溝匯流處
觀音山淡水河

水上人家
淡水蜑家棚

　淡水捷運站後面借了部自行車，開心地向

著紅樹林的方向往東走，耶！岬角處有條小

溪河從捷運站底下穿過來，匯入淡水河耶！

這應該就是漢人移民至滬尾時，各族群為爭

水爭地發生郊拼，血染該河的庄子內溪吧！

靈機一動，不妨就來個尋溪之旅吧！ 

　謐靜的溪水緩緩地注入淡水河，融為河水

的一部份，跟著河水一起，依偎在觀音山腳

下，滿足地享受著觀音山和淡水河的親密擁

抱，歷史的恩怨已不復見，只有水鳥、白

鷺、蒼鷺，魚群在身邊快樂地跳著舞！兩三

隻紅頭舢舨船靜靜地躲在橋下，主人或許已

經將它們遺忘了，但它們並不孤單，因為白

鷺最愛來這兒和它們作伴了！

 原本數棟的水上建築，在50年代由老榮民沿

用家鄉的水上建築方式，蓋了數戶高腳屋住

宅，形成另一種不一樣的社區風貌，這兒，

有著濃烈的戰後朋友情誼，這些情誼，隨著

歲月的演進、老兵的凋零，在2014年最後一戶

人家也不在世上了，就這樣大部份殘破不堪

的高腳屋已被撤除，僅留下兩間，對映著背

面的高樓，見證了淡水60幾年歷史的演變，

背面高樓下社區內的友誼，和這個小小水上

人家的社區，是否會有一樣的濃厚情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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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 熱鬧的社區群

　穿過了捷運地下道，來到中正路，嘿！溪道究竟在哪兒，往哪兒去

呢？尋尋覓覓，好不容易在SUBWAY旁的機車行和麥當勞中間看到一條小

水溝，這怎麼看起來像「黑龍江」呀！這是庄子內溪嗎？原來庄子內

溪，在流經中下游，即由淡江大學下鄧公路進入了市區，這段未經整

治，所有家庭廢水，均排入了溪中，再流入淡水河。這條與鄧公里和幸

福里息息相關的溪流，在里民的漠視下，日復一日，就這樣成了一條黑

庄子內溪

臭的「黑龍江」了，我們是否要進一

步地思考，如何才能解救這條溪，讓

它也能像日本古川町小鎮改變了瀨戶

川，成為一個美麗的社區，想像著，

在社區內的溪段，溪水清澈見底，五

顏六色的魚群悠游其間，社區男女

老幼，在清晨，在黃昏，漫步溪旁，

或蹲或坐溪旁，靜靜地看著魚群悠游

呢，多麼美麗的社區呀！

　在還沒實現這個美麗的遠景時，我

還是先騎著單車，享受一下這兒的美

食，祭祭我的五臟廟吧！這附近的區

塊，是淡水最有名的英專路，各式各

樣年青人的衣著、小吃、美食、水果

攤，短短的一條街，走一趟，什麼都

滿足了！

圖文／李春滿



45



上游 

主流～埔尾、樹林口、樟腦寮坪

支流1～淡江大學和黃帝廟中間凹地

支流2～虎頭山第一水源處　

　享受完美食、拍拍肚子、伸伸懶腰、打個喀，繼續上路尋找這條庄子

內溪囉！圖上標示著有主流和兩條支流，兩條支流，其一發源於黃帝廟

和淡江大學之間的凹地；支流二發源於虎頭山第一水源處；主流則發源

於埔尾，流經樟腦寮坪。再經庄子內後流入中下游的市區內，範圍還蠻

廣的，看看我還是來尋找主流吧！但支流二好像也不錯，有全台灣最早

的自來水道廠和好玩的淡江農場，以及百年以上的李家宗祠，這些就等

下次再去探訪囉！

　從學府路100巷出來，這段的水質已經比下游的水質乾淨些，但還是看

得出來家庭的污染，繼續往上，轉往鄧公路才能進入最上游的發源地埔

尾，鄧公路往山上的坡度慢慢增加了，還來個90度大轉彎，哇！太難了

吧！嘿嘿！天下無難事，只怕本女子！終於挑戰成功！路漸漸平緩， 視

野為之一亮，雖然這段沒看到溪水，但左邊盡是漂亮的別墅群，右邊是

圖文／李春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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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內溪

登輝大道天橋 庄子內溪源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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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綠的山，聖本篤教堂和國泰訓練中心。繼續往前，過了登

輝大道天橋，往下看著正在修築捷運綠山線，變得土黃的馬路，以及

各式來來往往的車輛，也是人生一大樂事呢！過了天橋，眼睛一亮，原

來這就是每年早春淡水最熱鬧的櫻花大道呀！

　櫻花大道原自民國87年里長許秋芳爭取，由當時台北縣政府將位於新

店苗圃的山櫻花2000株移至該地，沿著這條通往樹興里的山路上，沿

道栽種，當時的櫻花苗高100CM，直徑才1CM，現在最大顆的直徑已到

25CM了，每當櫻花盛開時，人潮絡繹不絕，為社區增添了熱鬧和商機。 

　再繼續往上，耶！樟腦寮坪，庄子內溪由埔尾流經樟腦寮坪，原來早

期台灣出口很多樟腦和茶葉，這區塊種植很多樟木林，和茶園，當地人

即在此蓋了寮(即現今的廠房)，用蒸餾的方式來綷取樟腦油外銷，外銷

的盛況不再後，這些寮也就撤除消失不見了，當時，這裡的山坡地也廣

種茶樹，唯茶葉沒落後，目前已不見茶廠，但於民國99年8月通過的農

村再生條例後，再次開啟了農村的心靈革命，人口的回流，讓樹興里再

次以蒔茶樹(非經由人工剪苗插枝，而是經由茶樹種子自然脫落，長成

茶苗，蘊育成茶樹，結成的茶籽，經過冷壓，做出最健康的有機茶油)

產業再生，重新營造了美麗的社區，為社區帶來不同的新風貌

　聽著許里長豐富的文史典故和其對蒔茶籽油加工的驕傲和信心，再看

著由埔尾發源地的庄子內溪乾淨的水和濃密的樹林，讓我再次對這條庄

子內溪充滿了美好的憧憬，期待它能被重視，將下游改造成為密集人口

社區內最美麗的一條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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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             生
態步道歲時記紅樹林

圖文／陳江河

位於淡水捷運站旁，

淡水文化園區(殼牌倉庫)前廣場

至竹圍捷運站間的紅樹林生態步道，

是一條可以觀察多樣性生物棲息、

又富有四季變化之美的步道。

全長約4公里，

平常有許多人喜歡在這條步道上

騎自行車、跑步運動，

您也可以輕鬆地在步道上漫步，

只要放慢腳步，仔細看看四週，

隨時會有驚奇的發現。

春天時，

百花盛開，蝴蝶、蜜蜂

及各式各樣的昆蟲

在花叢間忙碌著，

水筆仔的胎生苗在此時成熟脫落，

開啟另一段生命之旅，

而灘地上的生物

也紛紛從泥地裡探出身來，

招潮蟹、彈塗魚

彷彿是灘地上的小精靈，



當小白鷺飛落的瞬間，

倏地消失無蹤。

夏日的傍晚，

漫步在步道上

是最舒服、最愜意的享受，

晚風徐徐吹來，

伴著夕陽餘暉；

相思樹的小黃花灑落滿地，

僅剩稀稀疏疏掛在枝頭；

外出覓食的水鳥

也在此時陸續回到紅樹林叢裡，

一時間呱呱嘎嘎好不熱鬧，

似乎在彼此分享著

今日外出打拼的成果。

秋天是葉子表演的季節，

許多落葉性植物的葉子在此時

漸漸轉黃、變紅，

妝點得滿樹繽紛。

而台灣欒樹

在串串小黃花飄落後，

淡綠色的苞片逐漸轉成酒紅，

再變成褐紅，

氣候觀測所旁的綠色隧道，

是觀賞台灣欒樹變裝秀

的最佳場地。

冬日的步道上，

落葉紛飛，

從北國南下避冬的水鳥

在紅樹林灘地上停歇覓食，

此時是觀察水鳥最佳的時節，

偶而陽光露臉時，

灑落在樹林間的一地斑瀾，

與身上暖暖舒服的感覺，

是冬日的小確幸。

紅樹林生態步道的美，

值得您細細品味，

請放慢您的腳步，

開放您的感官，

帶著一顆閒適輕鬆的心，

一起來去紅樹林生態步道走走吧！



　「紅樹林植物」是生長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河海交界處潮間帶水域

環境的喬木及灌木類植物的通稱。台灣曾經分布有水筆仔、紅茄苳、細

蕊紅樹、紅海欖(一說「五梨跤」)、欖李與海茄苳等六種紅樹林植物，

其中紅茄苳及細蕊紅樹因分布地遭人為開發破壞而絕跡。

　紅樹林植物一般多分布在南北緯25度間之區域，其中水筆仔為較耐寒

冷的紅樹林植物，淡水河口為目前台灣水筆仔分布之最北界，而亞洲地

區分布之最北界則是日本的九州島南部。

　水筆仔因其具有筆狀之胎生苗而得名，每年五、六月水筆仔開滿白色

小花，接著結果後並不立即脫離母株，而是在母株上逐漸長出小苗，直

至隔年一、二月，成熟的胎生幼苗才陸續自母株脫落，這種現象有如動

物界之胎生現象，故有「胎生植物」之稱。

圖文／陳江河

50

淡水河紅樹林的秘密



　1632年，西班牙人占領淡水後，沿著淡水河深入台北平

原進行調查，隨行的神父在報告中曾提及淡水港口附近的Senaer

社，出產甚多名為Mangrove的灌木，漢人四兩銀可以買其樹皮一百

斤，然後運到中國販賣。

　1864年，英國人Richard Oldham曾於淡水和基隆一帶採集到水筆

仔，後依據日本學者的發表文章推測，淡水原生的水筆仔可能在日據時

期即已絕滅。

　目前生長於淡水河流域的水筆仔，據學者研究，大約是1930年代，由

淡水當地的貿易商自福建鼓浪嶼引入少許幼苗，栽植於淡水竿蓁林河岸

附近，並逐漸繁衍而成。

　民國70年代，淡水竹圍一帶的紅樹林沼澤區曾被計畫開發為國民住宅

用地，所幸在眾多學者和保育人士的努力下，終於得以保全。而後於民

國75年，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為「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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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鷺科是淡水河沿岸與紅樹林步道最常

見的鳥類之一，今天我們就來好好認識

這個龐大的家族~

　蒼鷺又稱「老等」或「海倚仔」(台

語)，大型全身灰白色體態修長，黃腿黃

嘴，頭頂前有二道黑色羽斑。

　夜鷺又稱「暗光鳥」(台

語)，中型全身灰白體泰圓

胖短頸，紅眼黃腳黑嘴。

　黃頭鷺又稱「牛背

鷺」，小型全身白色，

頸部較小白鷺粗短，

繁殖期頭胸

白色轉為橙

紅色。

圖文／胡淑嫻

　大白鷺又稱「白鴒鷥」

(台語)，大型全身白色體態

修長，長頸呈曲折S狀，繁殖

期嘴黑轉黃，嘴裂極長致眼後。

　中白鷺也稱「白鴒鷥」(台

語)，大型全身白色體態修長，嘴

裂叫大白鷺短，喙尖黑色。

　小白鷺同樣也稱「白鴒鷥」(台

語)，小型全身白色體態修長，腳

爪黃色，繁殖期頭後、胸前及尾

上覆羽呈絲狀飾羽。

52

步道飛羽

蒼鷺

夜鷺

大白鷺

小白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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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紅樹林步道導覽經驗中，看見蟲

蟲通常有二種反應，一是讚不絕口愛

到不行，二是花容失色驚聲尖叫，往

往經過解說與觀察分享後，可愛蟲蟲

常常擄獲人心，此刻因好奇而對生態

產生了解。昆蟲在分類學上屬於昆蟲

綱(學名Insecta)，是世界上最繁盛的

動物，已發現超過100萬種。 

　人見人愛翩翩飛舞的蝴蝶，屬於完

全變態的昆蟲，牠的一生要經過四個

時期，即卵、幼蟲、蛹、成蟲期，每

個時期的形態差異相當大，不同種類

的蝴蝶，其生活週期各有差異。

 不認識椿象的民眾常因為好奇觸

摸，而被牠的防禦毒氣給嚇一跳。步

道近年荔枝椿象大發生，椿象對農作

物有一定的損害，讓許多民眾對他印

象深刻。

圖文／胡淑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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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六足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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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紅樹林步道，欣賞兩側綠意盎然的植物，腦海中總會浮現童年時

期在南部家鄉的快樂時光，那個物資缺乏，沒有芭比娃娃與維尼熊的年

代，小孩發揮豐富想像力，男孩們以苦楝種子當自製木槍的子彈，女孩

們則拿黃槿葉做家家酒的餐具，黃槿花蕊當指甲油擦。

黃槿

　鄉村生活中最受媽媽們歡迎，黃花可

以煮食或油炸，心形葉墊在紅龜粿、

芋仔粿下面蒸，散發出特殊的香味，

蒸熟後可以托著粿葉吃，方便又不黏

手，故黃槿又稱「粿葉樹」。鄉間有

句關於黃槿的諺語「正面炊紅龜粿，後

面擦ㄎㄚ ㄔㄥ ㄆㄟˋ」。

圖文／張淑利

苦楝

　傳說被朱元璋詛咒過，

冬天凋零枯萎的景象，成

了不祥的象徵。其果實味

苦，苦楝的台語諧音「苦

苓」，聽起來像「可憐」。花

淡紫色有特異芳香。果實呈核果

狀，秋天成熟後成黃色，中藥稱

為「金鈴子」具有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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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步道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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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張淑利

好吃好玩的大花咸豐草

　小時候將其果實射在別人衣服上，被射中的

人，拔起來再射向他人，一邊追逐著將其射向別

人，卻也一邊奔跑，不讓別人射中自己，這無痛又

不花錢的玩具，陪著我們走在放學回家的路上。

　大花咸豐草是夏天消暑降火青草茶中不可或缺

的，也可取其嫩葉汆燙加薑絲清炒或煮蛋花湯，因

性寒不可多食。

龍葵

　龍葵的漿果是童年時最美好的記憶，在沒有錢買

巧克力及速食的年代，龍葵可真是免費又健康的零

食，但要摘紫色的(綠色的未熟有毒不可吃)，雖然好

吃也別吃太多，以免拉肚子或喉嚨不適。

鼠麴草

　嫩葉及幼苗花朵可以用來做糯米草餅，即鼠麴

粿。中藥是鎮咳、袪痰藥，可以治氣喘、高血壓、

胃潰瘍及支氣管炎。但每個人體質不同，身體有問

題還是要看醫生，千萬不要自己採摘草藥服用喔。

圖／陳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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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的步道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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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陳江河

　紅樹林步道旁的潮間帶

灘地上，可以看到眾多的

招潮蟹家族，雄蟹的大小

螯相差懸殊是招潮蟹的特

色，雄蟹賣力揮舞大螯的樣子像是

在招喚潮水，所以被稱為招潮蟹。

　背甲灰白有白色大螯的是清白招潮蟹；

體形較大、背甲有網狀紋路且有紅色螯指和步

足的是弧邊招潮蟹；而大螯呈黃色，並有如同老

虎鉗般凹陷形狀的，則是北方凹指招潮蟹。

　另外，還有很多非屬招潮蟹家族的可愛螃蟹，像是

有著黃色螯，喜歡躲在水中露出像潛望鏡般眼睛的是萬歲大眼蟹；個性

凶狠，有著厚實螯足的是厚蟹，而帶點淡藍色圓滾滾的和尚蟹，可是少

數能向前走的螃蟹呢。

　除了螃蟹外，水路兩棲的彈塗魚和花跳，牠們獨特的搖晃覓食、左右

打滾及彈跳行進方式非常逗趣，常常能吸引大小朋友們的驚呼和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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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地上的小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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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苦楝

秋之欒樹

夏之相思

冬之烏臼

文／黃建雄  圖／陳江河

綠樹成蔭茂密成林 樹種均佈花開四季

招蜂引蝶四處紛飛 色彩斑爛富麗華美

昆蟲隱蠢適季登場 禽鳥成群啼聲盈耳

敞徉其間總是詩 春夏秋冬各領韻

春 有嫩綠 花引蝶  

山城錦簇花引蝶 小徑藏珍守香閨

晨曦微透墎明媚 綠蔭搖曳舞東風

知心徜徉話家常 蝶影纏綿洩春光

夏 有蟬鳴 不孤寞

蟬鳴在盛夏迴盪 吶喊生命的短暫

讚嘆夕陽無限好 傷吟黃泉路已近

管他使者頻招手 唱出宿命的渾厚

生命內蘊遍角落 禪意哲理不孤寞

秋 有金欒 批金沙

幽徑灣處豁曉光 煙波粼粼映魚白

左岸山明雲無蹤 西口水逝目難窮

秋欒婆娑披紗金 秋韻徜徉步晚晴

冬 有臼紅 珍相惜

蕭沁冷冽披紅衫 紅紅似火照客船

滿地落紅話別離 戀戀紅塵心依依

葉紅心赤最多情 心心相印珍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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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之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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