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岡傳統建築多屬各地大族的伙房，其造型設計、精細建材

雕塑及匾額對聯都是漢人建築藝術的高度表現。伙房更是

100 多年來石岡鄉土藝術史重要的一頁。

土牛劉家

康熙 50 年來臺祖劉元龍後代劉文進於土牛發跡，建立伙房，堂號「德馨堂」現
伙房與土牛客家文化館於 921 震災後重建。

德興里連家

嘉慶元年來臺祖連永清曾任「鄉飲大賓」，地
方 上 聲 望 極 高。 連 家 祠 堂「 燕 翼 堂 」 與 土 牛
劉家伙房的新屋相望，921 地震，公廳屹立不
搖，實乃祖先庇佑。

梅子林家

乾隆 23 年渡臺始祖林孫嗣。林家四大房，建
有 四 座 祠 堂， 三 座 毀 於 921 地 震。 後 原 地 重
建，由祭祀公業管理。

崁仔腳林家

為來台祖林仕泰於乾隆 46 年建造，風水上為
「梅花穴」，已有 200 多年的歷史。
日治時期曾為「石岡公學校」創校校址，石岡國
小的前身。

金星面張家

康熙 50 年來臺祖張達京後代張始猛於金星建立
伙房，金星張屋有兩大伙房，舊伙房於 921 地震
時損毀，新伙房為張七貴子孫於昭和 6 年興建。

九房厝黃家

乾隆年間來臺祖黃英隆定居九房屋，後代「榮華
富貴全」五大房，為祭祀公業黃五常由來。
九房屋黃家祖屋 - 江夏為黃五常公祖屋，921 地
震屋頂倒塌，於民國 100 年重建為現今模樣。

萬興郭家

乾隆年間來臺祖郭若朋其子郭福時、郭壽時於沙
連墩建立伙房。1935 年關刀山大地震損毀；原
地重建。921 大地震僅最外側廂房損毀，重建為
今日規模。



劉屋伙房內部公廳

客家傳統聚落建築 -伙房　

石岡為傳統的客家聚落，清朝時期客家人移墾來
臺，易和原居住平埔族、高山族發生衝突，危險
度較高，衍生同一宗族住在一起以團結力量，形
成區內擁有許多客家傳統建築，客家人習慣稱傳
統合院式民居為「伙房」。

使命　

伙房多以泥磚建造，外牆敷上白灰，屋頂覆蓋黑
瓦或紅瓦，有三合、四合院或其他更複雜的建
築，“房”除房子意思外，兼負繼承文化與傳宗
接代使命。

伙房建築的型式及特色　

與閩南傳統建築大同小異，有一條龍、單伸手、
三合院或四合院及多護龍、多院落的合院式類
型，閩南人稱三合或四合院；客家人則稱伙房。

客家文化精髓

為公廳，有「祖在廳、神在廟」的祭拜習俗。

伙房建築特色　

為客家人崇尚風水習俗在屋前常有「半月池」後
有「化胎」用以聚財及安穩支撐家的建築風格。

家族組織 -祭祀公業

客家族群院建築空間結合嚴密血緣親屬關係的家
族成員建構的穩定結構，伙房數堂、數屋的龐大
合院內結合一宗族下眾多家庭經濟、社會、文
化，融合成一個團結的力量，使傳統社會宗族得
以維持龐大勢力。

祭祀公業　

先民離鄉背景為懷念原鄉祖先由子孫購置田產以
祭祀公業為名，以示慎終追遠不忘本的傳統精
神，形成一股家族團結的力量。

客家文化保存衝擊與伙房新生　

石岡境內有 32 座歷史悠久且兼具建築特色的客
家傳統伙房。921 震災中 28 處伙房震毀，對文
化資產和客家聚落生活造成重創，災後在各界及
族親的努力下，逐漸完成重建工作。
土牛客家文化館即劉家伙房全倒後運用各方資
源，由劉家提供土地公共化使用 55 年，於民國
94 年動工，翌年落成啟用，該館是結合大埔客
家元素與生態環境所完成的伙房新生代表，也是
瞭解大埔客家文化的重要場域。

劉屋伙房為臺灣客家建築代表建物之一 伙房構造

伙房公廳 伙房化胎
伙房構造規劃與家族成員息息相關

祭祀公業沿革及規約 (圖為劉屋 ) 土牛客家文化館落成 921 造成伙房毀損

土牛客家文化館借用契約及開工報告





石岡在 921 的震災中，房屋全倒 1249 棟，戶數 1848 戶，半倒 556 棟 1170 戶。土牛、石岡國

小校舍被震毀拆除並於短時間內復課，災後重建工程以公共設施為主，58 件已搶修及復舊改建。

慰問金發放：房屋全倒每戶 20 萬，合計共 1848 戶，總金額 3660 萬元；半倒每戶 10 萬元共

1170 戶，總金額 1 億 1770 萬元。房屋租金 8990 人，計 3 億餘元。死亡人數 179 人，由縣政府

發放 168 人，每人 100 萬元計 1 億 6800 萬元；重傷 45 人，計發放慰問金 900 萬元。遠東企業

集團興建組合屋 50 戶，安置災民 113 人。

國內、國際援助

1. 前總統李登輝與內政部長黃主文數度到

    石岡鄉了解救災進度。

2. 海軍陸戰隊第一時間往災區進行救災。

3. 獅子會等社會團體提供災民大量物資。

4. 日本派出國取手大利根獅子會、亞細亞

     大學國際援助隊等團體協助救災及提供

     物資。

5. 新竹縣及臺北市政府認養石岡鄉 , 派出

     醫療團隊；及提供民生用水等協助。

配合重建工程串連自然資源及生態保育，推動觀光發展，創造經濟成長及產業復甦 -- 東豐綠

廊自行車道、長庚橋。

休閒觀光農業具體化 -- 休閒運動公園。

化大地傷痕為觀光資源，留下歷史見證，體認及警惕災難 -- 石岡壩地震紀念公園、五分車站。

體悟文化傳承及歷史古蹟重要性 -- 土牛客家文化館、石岡穀倉。

團結互助精神走向「社區參與」從「社區重建」走向「社區營造」-- 石岡人家園再造工作站。

生活重建喚起女性意識融入客家傳統精神 -- 石岡媽媽劇團、石岡美食小舖。

突破現狀轉型重生

1.

2.

3.

4.

5.

6.

對文化及產業衝擊

921 大地震斷層錯動致地表破裂面幾乎以

帶狀穿過舊市區、萬興、梅子等村落 , 重

創原人口及商業發展密集之地，造成災民

無家可歸，以石岡最具代表性的客家伙房

幾無倖免。共摧毀了 28 處伙房，其中以

土牛劉家規模最為完整、年代最久，僅僅

德興連家和九房黄家的二處公廳未倒，如

此慘況對於客家文化保存帶來莫大的衝擊

與損失。

公有建物損毀嚴重，如石岡水壩壩堤、遊

客服務中心、石岡國小、石岡鄉公所、圖

書館、土牛國小等。

公共設施以灌溉、排水系統、路基、路面

受損嚴重，對民生及產業造成巨大衝擊。

李登輝總統與國軍來石岡救災

強震造成葫蘆墩圳取
水口塌陷，現已修復

強震造成 28處伙房倒塌

總統簽署緊急命令

國軍災後重建移交典禮 日本亞細亞大學國際援助隊

臺北提供民生用水協助

強震造成石岡村地面嚴重
隆起，道路發生大規模龜裂

部分建物成為危樓
只能予以拆除

受災居民在河邊洗衣



石岡水壩位於大甲溪下游，是大甲溪流域的重要攔河堰，全長 700m，為臺中最主要的水源區。

石岡水壩計畫以蓄攔德基水庫發電尾水開發車籠埔和大肚山，改善葫蘆墩圳及八寶圳之引水，供

應大臺中地區公共及工業用水，為大甲溪水資源開發利用樞紐。

這座完全由國人自行設計、施工的混凝土重力壩，完工後便供應大臺中與部分彰化縣地區之公共

給水、工業用水、農田灌溉用水與臺中港船舶用水，與臺灣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密不可分。

大甲溪水資源開發計畫、石岡水壩工程計畫報告與攔河壩址位置圖
蔣經國總統巡視現場公文及照片興建分擔經費公文及大甲溪灌溉計畫平面圖

民國 63年正式動工興建公文

施工中之石岡壩

經濟效益

興建沿革



生活影響　

水壩周圍開發受「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及「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限制

1. 禁、限建措施，使得地方整體建設停滯不前發展不易並導致人口嚴重外流。

2. 工業發展受限，無法發展有汙染性的產業。

3. 農牧發展受限。

4. 回饋金實屬『杯水車薪』對石岡的建設無實質幫助。

5. 水公司常以自來水輸送管線不夠為由，對石岡地區實施階段性分區管制斷水措施。

九二一地震的破壞及災後重建　

石岡壩為大甲溪流域水資源運用重要樞紐，921 地震石岡壩受損嚴重，包括溢洪道、多處閘門等

皆毀損，蓄水調節功能喪失，致使大臺中地區兩百萬人面臨缺水困境。

70 年水質水量保護區公告本文及範圍

壩體右側 16-18 溢洪道損壞 地震造成閘門及埤豐橋皆嚴重受損

國家震災景觀紀念地

魚道實質發展限制圖

68年石岡壩特定區都市計畫公告及示意





石岡區舊稱石岡仔，行政制度於日據後期民國 9 年 ( 大正九年 ) 實施地方政制改革，將原本鄉所

屬之樸仔口庄改制為臺中州東勢郡石岡庄，設置庄役場，民國 35 年改制石岡鄉公所，後因縣市

合併，原石岡鄉公所改制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現行組織編制爲區長、主任秘書，下設民政課、社會課、農業及建設、人文課、秘書、人事、會

計、政風室，計四課四室。

公所服務項目包含：

1. 地方自治及其他有關民政事項

2. 社區發展與社會福利等社政事項

3. 公共建設與水利規劃

4. 農業及其他經濟建設

5. 觀光、人文、兵役及其他有關文化及役政事項

6. 其他便民服務

日治時期之石岡庄役場

59至 88 年舊公所建築 現區公所照片

古蹟景點　

石岡消防隊
為原日治時期石岡分駐所，921 地震震垮大部
分結構，民國 90 年重建保留代表性辦公廳主
體建築，後為舊警察宿舍，現為本府消防局之
石岡分隊駐地廳舍。市府已於民國 107 年 11
月 14 日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成為本市重要
文化資產。

機關沿革

東豐綠色走廊
前身「東豐鐵路」，可飽覽大甲溪沿岸地形風
貌。四週多樣觀光資源包括石岡壩、五福臨門
神木、客家伙房聚落及 921 地震的痕跡等。
民國 88 年重新規劃成自行車道並命名「綠色
走廊」卻在完工前夕遭 921 大地震，歷經兩年
重建重新啓用。

　

石岡農會穀倉
日治時期為管理臺灣稻米農作產銷而設立，結
構屬加固工法精密木構造。後因稻米產量遽減
趨勢走入歷史。又於民國 88 年遭遇 921 大地
震後毀損，經前行政院文建會及公所辦理修復
竣工迄今。

情人木橋與大水車
日治時期為管理臺灣稻米農作產銷而設立，結
構屬加固工法精密木構造。後因稻米產量遽減
趨勢走入歷史。又於民國 88 年遭遇 921 大地
震後毀損，經前行政院文建會及公所辦理修復
竣工迄今。



古蹟景點　

電火圳
建於日治大正 11 年供社寮角發電廠之用，與
八寶圳同為石岡最具代表灌溉水道。
電火圳邊現有 1 條由和盛橋到社寮發電廠的圳
路，全長約 3 公里，是兼具生態與休閒的步
道。現在由於休間觀光的興起，現已轉型為兼
具生態教育與遊憩休閒的功能之熱門景點。

　

土牛民番地界碑
乾隆 26 年立，是其時清代的東界，為臺灣開
發史上漢番隔離政策重要物證。為全臺唯一保
存之土牛線建築物，與楊梅所見之土牛溝可搭
配互相印證開發史實。在臺灣歷史文化價值殊
為重要。

客家文化　

石岡區客家人口比率 47%，經中央客家委員會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先民多源自廣東省潮

州府大埔縣與豐順縣的移民，使用古老的大埔客語，為臺灣僅存的大埔客家文化地區之一。

客家文化　

客家飲食

客家人因山居生活及不斷遷徙的生活經驗，發展出獨特

的飲食文化，「鹹」、「香」、「肥」為傳統客家菜順

應環境呈現出的風格，以「四炆四炒」最具代表性；另

客家米食、茶飲 ( 擂茶 ) 及醃製食品 ( 福菜 ) 也深具特

色。近年隨著生活條件改善、烹調技術的進步及健康概

念的推廣，客家飲食文化也透過創新改良，提升其精緻

度，並在政府與民間共同的努力下，藉由辦理客家美食

活動及餐飲產業輔導等策略，讓民眾瞭解客家飲食文化

深厚底蘊，形塑客家美食新印象。

客家祭祀信仰

傳統的客家人對民間信仰的態度和閩南人或其他族群的

人有極大的不同，客家人以敬家神為主，廟神為次。於

是有「祖在家，神在廟」觀念，而家神也就是祖宗牌

位，這部份包括家裡的公廳、宗族的祠堂以及同姓的家

廟，裡面供奉的清一色是祖宗牌位。

元宵次日至清明節為客家人掃墓期。各房子孫以「掛

紙」( 掃墓 ) 方式，來表達對先人慎終追遠的無限追思，

同時也凝聚家族向心力。

本區劉屋的掛紙至今已有八代同祭的盛況，完全遵照三

獻吉禮，由司儀、禮生及吹班引導進行，搭配滿漢全席

或五湖四海、雕牲等祭品，讓儀式更加莊嚴隆重。

客家戲曲音樂

客家山歌源自對當時社會背景與地理環境所產生的

感受與情感抒發，與小調、八音與說唱皆為客家的

民間音樂。近年隨著年輕族群投入現代客家音樂創

作，透過廣播、電視、網路等媒體傳播使客家音樂

逐漸受到市場的重視。
客家八音樂器

客家美食

客家三獻吉禮 (上 )
五湖四海祭品 (下 )



客家文化　

石岡宗教信仰

以媽祖、土地公、關聖帝君、三山國王及王爺信仰為主，其中以土地公廟最多 ( 俗稱伯公 )，本

區伯公經調查有 70 多座其信仰保留了中國原鄉之宗教文化，如以樹木或石頭作為土地公化身供

奉，以及供奉伯婆、伯子的特色。

山城客庄地區早期流傳一項新丁粄的民俗活動，據老輩庄民傳述主要起源於早期的農業社會，因

生活環境困苦，一般家庭養育子女非常不易。庄民為求得子女，於是以「米粄」供品祈求伯公伯

婆 ( 客家稱呼土地公土地婆 ) 庇佑，並許願會以更多「米粄」還願。結果在伯公、伯婆神威顯赫

下真如所願為家族添加新丁。庄民也依所許還願於神明前以更大更多「米粄」還願共享喜悅，庄

民為共享福氣則以打賞紅包祝賀，漸漸在鄰里民間形成互助分享型態的活動。

伯公伯婆伯子

客家掛紙儀式 (左上 )、土地公廟 (右上 )、客家代表建築 -- 伙房 ( 下圖 )

米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