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18-隆山路

埔頭坑、布房、陳厝坑、打鐵店、
大坑、橫山、內橫山



•三芝往橫山、 二坪頂、石門鄉八甲方向
小基隆到橫山，又稱「隆山路」。現已
延伸到豬槽潭。

•北18公路全長7.5公里，在日據時期由庄
長盧根德親率鄉民所建，初建時埔頭至
橫山路段寬6公尺。民國56年行駛公車，
民國67年鋪柏油。民國71年內橫山段舖
設柏油。往石門鄉七股及妙法寺段在民
國66年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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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頭坑內

• 從王厝營往埔頭坑溪的上游稱做「埔頭
坑內」，有時候簡稱「坑內」。為江、
華、王、賴等姓聚居地。乾隆年間初墾。



埔頭坑內

王厝營

名人館

大埔

布房崙
北11公路

北18布房









源興居--王姓家族先祖為王開興與王源興，因此

源興居是有「源自開興」的意思。











松山磚廠

台灣煉瓦製造

古蹟修復

一般用



1920年

•TR磚
•因土質雜質少,土不需加水攪拌,以乾式壓磚
機壓製TR標誌的一级磚.
•每塊四斤重,6*11*23cm,表面光整線條平滑,
出窯後在磚兩邊上油,又稱油面磚,出廠前再以
紙包裝.
•一至四等级品,其他工廠的磚僅約同四级品
價格.

•
台灣煉瓦在社子、內湖，都有設廠









碌碡+草踏

















金 仔 坑









布房崎

•在三芝往橫山的北18公路1公里處的一群
聚落稱「布房」。因早年有人在此織布
或染布，織布的房子就稱為「布房」。
而屋後的坡路稱「布房崎」。



布房崎



陳厝坑

•原地名陳厝坑，光復後改茂長村。在乾
隆四十八年（1783年）（注1）的契約書
中已出現陳厝坑這地名。東鄰橫山村，
西以布房崙與埔坪村界，北有新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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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長里地形

•地形：本村為丘陵與溪谷地形陳厝坑溪
為主要溪流

•本村面積2.049平方公里。人口547人。

•交通：以北18公路連接橫山和三芝，在
打鐵店往北走可接臺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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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18-1

茂長村.ppt#24. 陳厝坑頭土地公廟
茂長村.ppt#14. 打鐵店
茂長村.ppt#11. 埤仔頂
茂長村.ppt#21. 陳厝坑梯田
茂長村.ppt#24. 陳厝坑梯田
茂長村.ppt#42. 布房崎
茂長村.ppt#40. 台北太子宮
茂長村.ppt#33. 芝柏山莊
茂長村.ppt#19. 古契約書(一)
茂長村.ppt#38. 芝柏土地公廟


台北太子宮

























活動中心



芝柏土地公廟







打鐵店

•位於陳厝坑12-5號村長林雙喜家後竹林
內，百年前有一人稱「打鐵世」在此開
打鐵店。由於資料不全，故無法查出確
切的年代，僅知道當時三芝街上尚未有
打鐵店，但也無從確定這裡是三芝最早
的打鐵店。

•每年五月初七媽祖繞境中午輪值角頭準
備飯菜給繞境隊伍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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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原圖

茂長村.ppt#5. 投影片 5


陳厝坑梯田

• 在陳厝坑溪兩旁的梯田，娓婉曲折的山勢狹窄
的山谷陡峭的梯田，就像地圖上的等高線。平
緩、陡峭、寬、窄、疏、密顯示出梯田在地理
景觀上的特色。由於陳厝坑溪溪谷的寬度，不
若大坑溪谷的寬，因此陳厝坑梯田，看起來就
沒有大坑梯田那麼的壯觀，但是狹窄的山谷，
使的先民在開墾時，面臨的困難度和所需克服
的技術問題，卻是別的地方所不能比擬的。由
於大部分的梯田都有在耕種，所以在三芝所有
的梯田當中陳厝坑梯田算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
區。













回原圖

茂長村.ppt#5. 投影片 5


埤仔頂

•俗稱破埤仔現在已經乾涸位於崙頂與橫
山村為界面積約100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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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仔頂

茂長村.ppt#5. 投影片 5


陳厝坑頭土地公廟

•從三芝往橫山方向，在埤仔頂右轉約1公里到底。路的
上方有一間看起來不怎麼起眼的土地公廟，裡面有一
塊石碑記載著建廟時捐獻者的人名和金額，如果有帶
計算機的話，把這些金額加起來保證會下您一跳，因
為它的總金額高達一千六百四十萬元整。怎麼樣夠嚇
人的吧！如果您懷疑是不是刻錯了，似乎不太可能，
因為不可能每個人的金額都刻錯了吧。給您一個提示，
舊台幣換新台幣是40000圓舊台幣換1元新台幣，這下
子弄清楚了吧。不過這裡還有一項紀錄，那就是在1公
里的山路裡，有四間土地公廟，所以說這裡是三芝土
地公廟最密集的地方。這也印證了「田頭田尾土地公」
這句話，因為這裡平均兩、三戶就有一間土地公廟。





回原圖

民國38年

茂長村.ppt#5. 投影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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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

•橫山村係由原大坑村與橫山村在民國67年合併而成，
以昔日橫山庄得名，從石門鄉頭圍，八甲或從三芝地
區看本村因地勢高聳，橫亙而得名。原橫山與二坪頂
同一山脈，屬於台地地形。

•橫山---早在乾隆44年（1779年）契約書就出現「橫山
崁」。以及乾隆54年（1789年）契約書出現「小圭籠
橫山頂」承租人李坎（注1）。乾隆末年，漳州人李
坎？、簡、林、江四姓及由滬尾來的居民共同開墾而
成(三芝鄉志)。

•在光緒8年(1882年)契約書出現「小基隆橫山頂伯公崙
埔地壹段 」，按「伯公」為客家人對土地公的稱呼，
可見客家人也曾經開墾過橫山地區。



沿革
•大坑---位在大坑溪（新庄溪上游）溪谷中，
康熙、雍正年間有詔安謝姓入墾，乾隆嘉慶年
間有永定賴、江二姓入墾。

•在乾隆17年（1752年）江金川所立契約書就出
現「…小圭籠新庄仔小地名恆濟庄…」此時尚
未出現「大坑」，而是稱作「恆濟庄」。



地形

•本村橫山地區為台地地形高度約200-300公尺，大坑地
區為大坑溪谷地形，溪谷高度從50-300公尺寬度約
300-500公尺不等，故形成三芝最大的梯田區。

•本村面積7.99平方公里，人口684人。

•崩山：高219公尺，有一顆三等三角點編號：N405位於
南亞製茶場後面

•交通：北18公路又稱「隆山路」為往來三芝的主要道
路，在公車站牌「橋頭」接北15公路到燈台口，以及
從橫山往山上走可到二坪頂，此外尚可由公車站牌
「大坑」往北走到陽光別墅接臺二線。





北13-1

大坑土地公廟

寶樹宅

桐花林

永南邸













大坑溪土地公廟

•位於大坑溪旁，為大小僅次於大坑頭土地公廟
的石造土地公廟。但是建造年代可是三芝有紀
錄最早的一間，建於道光二十年（1840年）本
來有一個刻有「道光二十年吉旦」香爐，在象
神颱風帶來的土石流當中，沒被沖走可是卻被
偷走了，甚為可惜。刻著福德正神的神位碑，
在在顯示出年代的久遠，逆水而建的座向，種
植老樹的樂山。說明百年前建廟時所需注意的
風水等條件，和現在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

















油桐花







永南宅邸

• 大坑14號前總統李登輝的媽媽出生於此，原為一棟有兩對護龍的
豪宅，現則除正身之外均已改建。中庭除了可曬稻穀之外尚兼練
拳術的場地，當年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就是在這裡練拳術，所以
說他個子不高大，但是卻能當刑警不是說沒有道理的。農暇之時
習武練拳除了健身之外尚可保衛家園之用，在民國五十年代三芝
有些地方還有保有這種習俗，其中以圓窗的「金獅團獅陣」最有
名，大坑「永南」與圓窗「永昌」同脈，屬汀州永定客家人，雖
然分居兩地但是習武的精神卻是一致的，不知是原鄉帶來的習俗，
還是在分類械鬥時為保衛家園而開始習武那就不知道了。李登輝
先生有六個舅舅一個阿姨據說個個長的人高馬大身高超過六尺，
所以說以李登輝先生的身高而言也就不足為奇了。

• 本宅第處-螃蟹穴乃因其前庭圍牆尚可見到好幾處的湧泉。









王阿土磑米間

•正名萬美碾米廠，位在橫山村大坑5鄰20號大坑溪旁。
約於九十年前由王土所建，因位於大坑溪旁，利用溪
水推動水車碾米兼營崁仔店，以及賣豬肉。後傳其子
王枝經營至民國五十年代始歇業。在沒有電的年代這
裡可是橫山，大坑，二坪頂等地區唯一的一間碨米間。
人來人往的，自然的走出一條道路來，這裡遂變成橫
山到三芝之間的古道的中途站。原為二樓石造老宅、
寬廣的庭院種著一排椰子樹、石牆紅瓦宛如別墅，前
有溪流後有梯田茶園，在三芝的早期建築物之中算是
最有風味的一間。可惜消失於民國八十九年的象神颱
風帶來的土石流之中。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原址建土地
公廟。









大坑溪

• 大坑溪全長7公里留經橫山村和新庄村，
• 民國九十年十月三十日的象神颱風，徹底的摧毀原有的河道和兩

旁的梯田，從損壞的程度來看，可知這是大坑溪自從開墾成田以
來，最嚴重的一次。原因是從大坑溪上游靠近二坪頂的崁邊，大
量的土石沿著溪溝而下，由於是梯田地形夾扎著樹木的土石流越
滾越大在當天晚上11-12點左右，大坑溪橋就因為樹枝塞住河道淹
過橋面，不久後土石流的重量壓斷樹木，在一陣撼動地表的巨響
之後，爆發了三芝鄉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土石流，隨後再下游的
王阿土磑米間，瞬間從地表消失了，大量的土石流一直到新庄村
因地勢平坦而淤積，然而源源不絕的大水，因宣洩不及加上從陳
厝坑、埔頭坑沖下來的土石流集中在社寮港的出海口，之後在溪
口西邊300公尺的地方又沖出一個缺口，部分的積水才得以排泄掉。
大坑溪全長約7公里留經橫山村和新庄村，











大坑溪

•大水過後縣政府發包請來怪手，把在溪裏的石頭挖起
來做駁坎，整個溪道裡一個直徑一米的石頭都沒有留，
設計的人也很聰明，怕大水沖刷溪床，在溪底兩邊做
蛇籠和大約間隔100公尺做一個攔砂壩，完工之後確實
很好看。第二年的颱風過後無數個攔砂壩就變成無數
個瀑布，不僅掏空溪床連蛇籠也毀損殆盡，甚至有的
攔砂壩整個掏空水從下面流過。在九十三年政府重新
整治上游段，大坑46號華溪家門口，這次不再挖溪底
的石頭做垂直的駁坎，而是下層用石頭上層用水泥做
成隔狀斜坡，中間用沙帶裝泥土，溪底不再做攔砂壩。









漳州人與客家人

•在三芝鄉漳州人，相對於同安人與客家人算是少數族
群，而大部分的漳州人則居住在橫山、大坑一帶的林、
李、王、陳、黃、簡等姓。客家人則分佈在大坑江姓
－汀州永定客，謝姓－漳州詔安寶樹、華姓－汀州上
杭、及橫山戲埔余姓-。又依謝氏族譜記載，其祖先於
康熙年間渡臺，入墾定居於大坑福地-蜈蚣穴，也就是
今村長謝忠藏厝，族群繁衍至今已成為大姓人家。此
外江氏族人則於乾隆年間入居建邸稱「永南」，與圓
窗「永昌」相對應。據聞有另一邸「永吉」在八連溪
但詳細地址不知在何處。



橫山謝宅



蜈蚣穴



講習所

•位於大坑29號為日據時期的講習所。當
時的老師有林開壁等人在此教日語。同
時間也集中二十歲以上之男女青年在此
實施軍事訓練。





大坑梯田



大坑梯田



















福德堂

•大坑頭土地公廟初建於乙巳年（1905），在三
芝鄉的石造土地公廟當中最大的一間，老榕樹
的板狀樹根，把土地公廟包圍住，似乎在訴說
著老樹與土地公廟相依相存的故事。現在所看
到的土地公廟，並非一開始就是蓋這麼大，而
是經過重建之後的模樣，這可以從牆上看到以
前的門柱得知。另外在左側後面牆角，可以看
到當年捐獻人名的石碑和建造年代。荒廢的稻
田，潺潺的流水，綿密的樹林若不是有一條產
業道路從這裡經過，實在很難想像這裡有一間
這麼壯觀的土地公廟。



福德堂



虎尾寮

•虎尾寮為鄉下地區因為蓋房子時，基地沒有足
夠的空間，可以蓋房屋和禾埕，就把出入門口，
改在一般房屋的側邊，也就是所謂的山牆邊的
建築形式名稱。房屋成縱深形，雞舍或豬舍往
兩邊蓋，與一般傳統的三合院截然不同，橫山
地區現存華溪家(大坑46號)建於民國33年，當
年門柱一支工錢要一塊多。另外在大溪橋邊以
及內柑宅(鄭維德村長家)。

•又虎尾寮名稱在中南部多轉成地名，其由來多
為溪邊的茅草屋。





橫山國小

• 創於民國四十三年八月一日，其前身為三芝國民學校
大坑分班，此時未建校舍，暫借橫山村林石頭先生住
家充當教室。民國四十五年升格為國基分校，民國四
十九年由省政府、縣政府、地方樂捐款共同興建教室，
落成時由當時省主席周志柔題的大理石碑，現在還保
存在教室的牆上。民國五十四年奉命獨立為台北縣橫
山國民學校，民國五十四年更名為台北縣三芝鄉橫山
國民小學。學校位於崙頂，背山面海，俯瞰三芝，大
坑溪谷，白沙灣風景秀麗。學區包含橫山村、圓山村
二坪頂、石門鄉八甲頭圍等地區。









橫山國小





橫山茶工廠

• 位於橫山國小對面廠房四周種植榕樹為三芝鄉
內僅次於古庄村宋厝和興華國小前路旁的老榕
樹群。三芝鄉的茶葉生產早年為最主要的經濟
作物，橫山茶工廠從光復後開始生產茶葉。從
民國六十年以後茶葉逐年減產，茶工廠也一間
一間的結束營業，終至完全消失。民國七十年
曾經作為太空包工廠生產木耳，香菇用太空包。
目前廠房一部分已經倒塌，但是最重要的地標
－煙囪還完整如初，也是僅存能回味製茶工業
的工廠。





楊文石



蓮 花



橋頭



北15公路往老梅

北18公路往內橫山
北15公路往二坪頂



演戲埔

•位於橫山村往二坪頂北15公路4公里處的
路旁，演戲埔是鄉下地方的公共空間，
平常是空地，廟會祭祀時搭紅壇及酬神
演戲的地方。特點是演戲的地方地勢較
高，紅壇地勢較低。













天元宮1985年落成













end



內橫山 南亞茶工廠

• 民國六十一年設廠，稱文山茶工廠，原
為生產外銷茶工廠。民國六十九年由謝
堉均先生繼續經營改名「南亞」，民國
七十四年左右因為成本增加經營不易，
改進口茶葉經過篩選分裝或製成茶包再
內外銷，目前是三芝唯一與茶葉有關的
工廠。



內橫山南亞茶工廠



大坑梯田

• 梯田（棚仔田）本是水稻田隨著地形起伏，曲折變化
而產生之自然景觀。三芝鄉以梯田聞名於世，尤以大
坑梯田從新庄子到大坑頭，沿著大坑溪兩旁，綿延數
公里與落差數百公尺的梯度，均為三芝之最，從來就
是欣賞梯田的最佳地區。雖說欣賞梯田是一件賞心悅
目的事情，尤其是每年三、四月插秧後，一片綠油油
的稻田，到夏天收成時金黃色的稻穗，一陣陣的南風
帶來泥土的香味，那種味道一輩子也忘不了。但是對
在地的農民而言梯田是最不得已的選擇，事倍功半，
產量少，萬一弄花時（稻子開花時）又是風又是雨的，
收成時再來一個大颱風，那真的是要「頂冬沒望看下
冬」。



大坑梯田

• 看下冬（第二期稻作，夏種冬收），也不見的
有什麼指望，缺水的夏天加上雨下不停的冬天，
即使風調雨順時的產量只有頂冬的三分之二，
看來靠天吃飯的日子也不見的很好過。不過樂
天的天性，告訴他們沒關係「這冬沒望看後
冬」，明年再來，就這樣梯田的景觀幾百年來
都沒變過。直到被民國八十九年象神颱風帶來
的土石流所沖毀。所幸經過兩年的河川整治始
又恢復原貌，更幸運的是，大部分的河川兩岸
不用水泥做牆，而是用現地的石頭堆砌而成，
將來這裡勢必是一個很有看頭的景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