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政文

• 台灣史、台灣社會史、基督教史

1. 台灣史→清代、日治時期研究

2. 社會史→社會網絡研究

3. 基督教史→基督徒史研究

4. 台中海線→沙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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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內容：

1. 竹塹開墾

2. 灌溉水圳

3. 水利建設

4. 生態歷史



前言

• 頭前溪

• 文獻中記載：竹塹溪、眩眩溪、金門厝溪

臺灣府志→竹塹溪

新竹廳志→拖仔溪、油羅溪、舊社溪

• 明治37年（1904）「台灣堡圖」



流域概況

新竹縣市主要河川

流域面積：565.94 平方公里

主要支流：

油羅溪

上坪溪

主流長度：63.03公里

平均坡降：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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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以前的竹塹

• 竹塹社（Tik-tshàm），平埔道卡斯族

• 康熙三十六年（1697）
• 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掘土窟，置瓦
釜為炊，就烈日下，以澗水沃之，各飽一餐。途中遇麋、鹿、麏、麚逐隊
行，甚伙，驅獫猲獟獲三鹿。既至南嵌，入深箐中，披荊度莽，冠履俱敗：
直狐狢之窟，非人類所宜至也。郁永河，《裨海紀遊》

竹塹開墾



• 康熙六十年（1721）
• 竹塹埔寬長百里，行竟日無人煙。野番出沒，伏草莽以伺殺人，割首級，
剝髑髏(ㄉㄨˊ ㄌㄡˊ)飾金，誇為奇貨，由來舊矣。行人將過此，必請熟番
挾弓矢護衛，然後敢行；亦間有失事者。以此視為畏途。然郡城、淡水 ，
上下必經之地，不能舍竹塹而他之，雖甚苦，亦不得不行云。其地平坦，
極膏腴，野水縱橫，處處病涉。藍鼎元，〈記竹塹埔〉



• 王世傑（1661－1721）

• 康熙十三年（1674年）發生三藩之亂，大明延平王鄭經應
大清靖南王耿精忠之邀反攻閩南，遷居之金廈居民逐漸重
返故鄉，王世傑在此時加入鄭軍。十九年（1680年）金門
再次被清軍攻陷後，王世傑隨鄭軍撤臺。

• 鄭克塽繼位後，北路原住民興兵反抗明鄭，王世傑以運糧
官的身分與軍隊前往鎮壓。

王世傑入墾竹塹



• 因運糧有功，開墾範圍以馬一馳驅的範圍作賞
賜。

• 從鳳山崎（今新豐鄉山崎地區）騎馬南行，到
老衢崎（今苗栗縣的崎頂），馬始停足，範圍
內墾權皆歸其所有。



• 1712年竹塹社頭目衛阿貴率領九十五位族人，
支援清兵平定朱一貴有功。清廷賜了七個姓給
竹塹社族人，分別是「錢、廖、金、潘、衛、
黎、三」。

• 采田福地，竹塹社祭祀七姓公的祖祠。

竹北中正西路219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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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五十餘年，始墾海濱之地：大小南勢，上下羊寮，虎仔山，油
車港，南莊，凡二十有四社，為田數千甲，歲入穀數萬石。既又墾
迤南之地：樹林頭，後湖莊，八卦厝，南雅，金門厝，姜寮，北莊，
凡十有三社。儼然一方之雄矣。

《臺灣通史·列傳三·王世傑列傳》

• 康熙五十八年（1781）開鑿四百甲圳

• 城隍廟、竹蓮寺、關帝廟、土地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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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三年（1725）陸豐人徐立鵬移入竹塹

• 開墾四階段：

1. 康熙年間，王世傑

2. 雍正年間，粵人加入

3. 乾隆年間，竹塹社平林爽文有功，

聘粵人開墾社番保留地。

1. 道光年間，粵人組「金廣福」。

閩、粵、平埔的分布



• 竹塹的水圳

• 四百甲--隆恩圳

灌溉水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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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水防洪

• 水利設施

水利建設



• 動植物的紀錄

• 人文與生態記憶

• 河川污染

生態歷史





頭前溪自然觀察
公民科學

王豫煌

社團法人台灣生態學會

2020-09-21
新竹左岸生態情報地圖及環境教育網路建置計畫

教育訓練工作坊

用手機探索頭前溪：iNaturalist操作教學



工作坊教學 App

App Android iOS

GPS 
定位狀態

iNaturalist



參與公民科學 - iNaturalist

https://www.inaturalist.org/


參與公民科學 - iNaturalist

https://www.inaturalist.org/


參與公民科學 - iNaturalist

https://www.inaturalist.org/


全球的生物觀察紀錄分佈



台灣的生物觀察紀錄分佈



新竹市的生物觀察紀錄分佈



頭前溪的生物觀察紀錄分佈



附近的生物觀察紀錄分佈



頭前溪左岸自然觀察專案

https://reurl.cc/D6dEoO


斑腿樹蛙的全球觀察紀錄分佈



斑腿樹蛙在亞洲的觀察紀錄分佈



外來入侵生物監測
斑腿樹蛙在台灣的觀察紀錄分佈



外來入侵生物監測
斑腿樹蛙在頭前溪的觀察紀錄分佈



iNaturalist - Android



iNaturalist – iPhone & iPad



iNaturalist 簡易教學

https://tinyurl.com/v9rj36n


iNaturalist 教學資源

https://tinyurl.com/y5dwwdop
https://tinyurl.com/y5dwwdop




iNaturalist Taiwan臉書公開社團

https://e-info.org.tw/node/215237
https://e-info.org.tw/node/215240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iNaturalistTaiwan/


開始參與自然觀察公民科學
• 觀察拍攝時，注意周圍環境風險和自身安全
• 安靜觀察拍攝，不干擾動植物、不破壞棲地
• 定位資訊要精確

• 使用GPS 定位狀態App確認定位精度
• 開啟手機、相機定位功能及服務

• 拍攝照片要完整、清晰
• 拍攝觀察生物體的整體、不同角度、局部和棲地環境的照片
• 照片主體要清晰對焦

• 使用自己拍攝的照片，上傳觀察紀錄照片
• 嘗試練習鑑定物種
• 提供觀察相關屬性資訊 (生命階段、性別、活體或死亡、
植物物候、圈養或栽培、加到專案)



分組操作練習

•開啟手機及相機定位服務功能
•安裝 GPS定位狀態工具app，確認完成GPS
定位

•安裝 iNaturalist app
•使用手機相機拍照
•使用iNaturalist app，觀察和共享生物分佈
紀錄



開啟手機、相機定位功能及服務

開啟手機定位功能 開啟相機定位服務



GPS定位狀態工具 (Androi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eclipsim.gpsstatus2&hl=zh_TW


確認GPS狀態與定位精度

水平定位誤差
收斂至穩定數
值，約3-5m。

Fix 
定位狀態鎖定

Android 手機
使用GPS定位
狀態工具 App



GPS數據map (iPhone & Pad)

https://reurl.cc/WLk7rL


確認GPS狀態與定位精度

水平定位誤差收
斂至穩定數值，
約10m以內。

iPhone & iPad
使用GPS數據
map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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