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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了解交通建設與運輸工具的改善對彰化地區的影響，本文以循環與積累效應

的觀點，從不同時期的運輸系統與聚落人口，探討彰化北部大肚溪南岸三村里、國

聖里與田中里三個聚落的發展；研究資料包括不同時期地圖的比對、人口統計與實

地考察。研究結果如下：1966 年以前本區各聚落規模差異不大，但隨著國道 1 號高

速公路修建，運量增加，位於大度橋南端昔日名為國聖井的國聖里才快速成長；昔

日內河航道渡船頭所在聚落的三村里與渡口附近的田中里，由原本的對外門戶轉為

內向型的農業聚落，近三十年的人口成長幾呈停滯；國道 3 號高速公路在快官設有

交流道，但田中里因聚落遠離交流道出口，又偏居彰化東北側，發展不如交流道出

口附近的牛埔里與香山里，2009 年「擴大彰化市都市計畫」幾未將其納入，對其發

展的影響則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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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早期城市的發展，除了自然環境外，往往不是經濟因素，而是與政治、

軍事有關。時至今日，多數城市的發展卻深受經濟或文化因素影響，且城市

的經濟地理區位是可變的，它會隨著科技進步與生產力的發展而變化，特別

是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和地區經濟空間格局的變化，如鄰近某種經濟價值很

高的礦產資源、鄰近大的經濟中心、鄰近某種交通運輸方式等區位優勢。其

中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常常會成為＂循環與積累效應＂的重要誘導力量，引

發製造業、服務業、倉儲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進而推動城市的成長。(朱翔，

2003)然城市是什麼？有人認為是人們積極聚集行動發生的場所；城市總是集

群出現，一座城市不會在與其他城市毫無關係的情況下孤立存在；且城市與

鄉村有著緊密的聯繫，有一片相應的地域供養城市，又為城市提供保護與其

它服務，而城市與鄉村孰輕孰重的問題，一直是爭論不休的問題；鄉村核心

的數個村鎮也會因道路的連結而形成城市。（單皓，2005） 

中國古代有為拱衛而設城垣，清朝亦襲其制，從都城至地方各省及各府

廳州縣，莫不設之，其規模咸備一定形式。設在地方者其外形或圓或方，或

以砌石櫐磚，但有時以造土堆，植木柵以代替，依地勢而不一。位在中臺灣

的彰化，於清雍正元年(1723)設立，但非謂已設有縣城，十二年知縣秦士望在

街巷外遍植莿竹為城，設東西南北四門，始有彰化城之實，但因竹易毀，縣

城改為土城，嘉慶十六年(1811)才改為磚。(伊能嘉矩，1985)日治初期，彰化

市街仍保有清領時期的風貌，但在大正 9 年(1920)與 11 年(1921)，為因應現

代都市發展，將彰化城全部拆除；昭和八年(1933)實施市區改正計畫，將彰化

街合併南郭與大竹二庄，成立彰化市，轄區範圍迄今未變。光複初期，民國

34 年彰化市改為省轄市，下分彰北、彰西、彰南及大竹四個區域，計有 92
里；民國 39 年改為縣轄市，民國 40 年四區取消，市下仍轄 92 里。民國 59
年彰化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計畫)之計畫區範圍西起西勢庄、洋子厝溪，東至

八卦山培元中學(現已廢校)，北至彰化紗廠，南達南興里產業道路邊界(國立

彰化師範大學地理系，1997) ，其餘

地區除八卦山風景特定區、彰化交流

道附近特定區外，不在計畫範圍又以

農業為主的地區可將之視為彰化市內

的鄉村地區，其範圍主要分布在東區

(昔日的大竹)。 

彰化市東區計有 22 里，其中的茄

苳里．寶廍里、國聖里、三村里、田

中里等里緊臨大肚溪（圖一），地勢低

圖一、彰化市北部行政區域圖（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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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水圳東西流貫，水源充足，再加上本區氣候溫和，適宜發展農業，尤其國

聖里、三村里、田中里在不同時代分別有渡口與橋樑建設，對彰化市不祇是

農產品的供應地，又是至台中盆地與大肚台地西側的交通要津，其發展是否

會隨交通建設與運輸工具的改變而有所不同？是否會有循環與積累效應？實

值得深入探究。 

貳、研究目的與方法 

具體而言，本文研究目的有三，一是探討大肚溪南岸交通建設的變化，

二是探討隨著道路建設與交通工具的變化，大肚溪南岸聚落的發展；三是假

設與檢驗:「交通要津之地位可以帶動一地人口聚集，當交通流量達一定水準

時，當地即產生循環與積累效應。」 

由於前述目的涉及時間長達百餘年，故研究方法側重文獻分析，尤其是

不同階段的地圖分析，以及人口資料的搜集，再佐以實地調察。其中地圖資

料包括乾隆臺灣輿圖、日治時期的臺灣堡圖、民國五十年地形圖、經建版地

形圖（第二版）以及衛星影像圖。人口資料原本擬以日治初期的戶口資料作

為清領結束(1895 年)的代表，但現僅存的最早人口資料(1906 年)為除戶資料，

無法作為推論清領末期人口數量的依據，故僅能以日治與民國的資料為依

據。目前戶政單位雖存有日治時期自 1906 年以來的戶口資料，但因近年數位

化處理後，紙本檔案不再以原行政單位編纂，各里早期的現戶資料清查不易，

故以 1946 年政府實施的全省戶口清查資料作為推論日治末期的人口數之依

據；1950 年以後則依據 1966、1976、1986、1996、2006 年的人口統計資料。 

參、研究結果分析 

一地交通發展有民間自發性的投入，但大多數的基礎建設取決於政府的

態度與投注的力量，彰化地區的交通發展亦是如此，並因其地理位置居中的

特殊性，而讓不同歷史階段的政府都必須在此區進行規模不等的建設。本文

依時間分為 1895 年以前、1895 年至 1945 年間與 1945 年以後三階段，分別

探討各階段的大肚溪南岸的交通建設與三村里、田中里與國聖里三個聚落發

展的關係。 

一、1895 年以前 

從乾隆臺灣輿圖(圖二)即可清楚看到彰化城四周圍以荊竹，而且在北門外

有一條路徑向北至加冬腳(彰化市三村庄)西側附近，過大肚溪往北經渡頭(台
中縣大肚鄉營埔村)至南大肚社迤邐；另一路徑在下廍庄往東至外快官庄或從

加冬腳東側過大肚溪經貓霧捒社、犁頭店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里 )往北 (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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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2002)，這兩條路線基本上是彰化城往北對外聯絡的孔道，以康熙年間郁

永河所走的路況推論，當時路況仍是石路，車行不易，而且要在渡口過大肚

溪才能到對岸。此時道路橋樑之所以不完備，與政府以為河川可以阻人馬之

前進，有隔離械鬥，防止匪徒之利有關。同治十一年(1872)當時大肚溪已有的

渡口是大肚溪渡與柴坑子渡(臺灣文獻委員會，1958)，二者應分別在國聖井與

渡船頭附近。 

 
圖二、乾隆時期臺灣輿圖彰化附近地圖 
資料來源：洪英聖，2002。 

由於臺灣河川洪枯變化懸殊，乾季河川水位低，輪高牛車還可以涉水過

河，但雨季河川水位暴漲，牛車也無法通行，在平埔族風俗圖可以看到牛泅

水渡溪，人搭渡船，由擺渡者與車夫分別於水中將牛與人送至對岸。(圖三) (國
立臺灣博物館，2007)此等渡河方式稍不留心很容易成為波臣，人們於渡河前

常會焚香禱告乞求上天保佑，於渡口附近聚落可能因此建了規模不等的廟宇。 

 
圖三、渡溪 
資料來源：國立臺灣博物館，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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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南正宮 

資料來源：陳文德拍攝 

照片二、三村里公園 圖四、捒東上堡的縱貫大路圖 
資料來源：洪敏麟、屈慧麗，1994。 資料來源：陳文德拍攝 

從清代相關文獻「康雍年間，台中盆地內最早開墾的斜貫通路，是連接

半線街（彰化縣城）至葫蘆墩街的路線，今沿古道測其全段路程為三十公里，

古道所經點為：出彰化縣城東門至牛稠仔，過柴坑仔之南，達大肚溪渡至北

岸半路店，經烏日（湖日）、下楓樹腳、…到達葫蘆墩街。」(洪敏麟、屈慧

麗，1994；陳翠婷，2008) 可以發現彰化渡船頭與田中央已出現在捒東上堡

的縱貫大路圖(圖四)，其路線在彰化地區大致沿著今日聖安路往東北，北轉三

竹路，越過彰興路，即可至三村里的渡船頭聚落，路口為一簡易牌樓，進入

聚落內並可以找到建於道光辛卯一十年(1831)的南正宮  (照片一)，可能是清

代於渡船頭所設的「柴坑仔渡」又名「林仔潭渡」渡口。另有不同說法，當

地有的耆老認為渡口是在聖安路往東北到底中二高高架橋下方，今為三村里

公園(照片二) 的所在。比對 1904 年的臺灣堡圖上的道路與聚落，再加上此地

離大肚溪北岸的頂勞胥最近，附近又有朝天宮，顯然是當時居民搭乘渡船之

處。 

二、1895 年至 1945 年間 

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為了統治之需，進行「以圖統地，以地治人」的

各項國土調查，迅速展開地圖測繪。明治 37 年(1904)完成的臺灣堡圖顯示，

當時已出現田中央庄、渡船頭庄、阿夷庄、牛稠仔庄等，且有一條道路從北

門口經過牛稠仔、渡船頭庄、到田中央庄，然後向北有橋越過大肚溪，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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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田中庄北側已有陸運至台中盆地，但從明治 29 年(1896)總督府才開始計

畫道路橋樑之修繕，1908 年決定指定道路修建永久橋樑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1958)來看，此時跨河的橋樑仍是簡易型橋樑；從堡圖中可以看到橋旁有渡船

航道，顯示此區到台中的交通尚仰賴水運。堡圖中渡船頭庄聚落附近，右側

有一弧狀堤，堤防外有大半土地與大肚溪洲沙相連，堤防西側為渡船頭村落；

而此時阿夷庄的國聖井附近若要越過大肚溪，僅能搭乘渡船，聚落範圍小。

此時可以反映清代末期至日治初期的聚落規模，田中央庄聚落規模最大，渡

船頭庄次之，國聖井最小。 

 
圖五、臺灣堡圖-彰化北部(1904) 
資料來源：臨時臺灣土地調查，1996。 

1895 年日軍登陸臺灣，日本為了軍事交通之便捷，大力修築縱貫道路，

明治二十九年(1896)完成台中至台南等地道路，跨大肚溪之大度橋於 1922 年

竣工，橋長 593.8 公尺，橋址即在國聖井附近的昔日渡口處東側約 700 公尺(圖
五)。同時，也立刻修復清朝所建基隆至台北的鐵路，並於 1899 年繼續由南、

北兩端分段修築西部縱貫鐵路，1905 年 3 月 26 日，完成彰化至斗六區段，

設立彰化驛，即今彰化車站，1908 年全線通車。在苗栗及台中縣境範圍的山

線，因陡坡影響運輸速度甚鉅，乃於 1919 年至 1922 年從竹南至彰化沿海地

區另闢路線，便利沿海地區居民進出，縮短南北交通時間。山線與海線於國

聖井北北東大肚溪籃子頭附近交會後，通過大橋跨過大肚溪，在國聖井東側

向南進入彰化市，也有道路直接穿過田野朝東南方通往八卦台地東側。由昭

和二年(1927)的臺灣地形圖(圖六)可以發現，無論是縱貫公路或是鐵路在修築

跨越大肚溪橋樑時，其擇址區位都以大肚台地南側中段且溪水流幅較窄處，

理由無它，兼顧大肚台地東西兩側居民之需，也較易修築。當新式交通路線

出現後，原本往田中央的路變為小徑，也不再有道路直接通往台中，但仍可

在貓羅溪與烏溪交會附近搭船渡溪；而渡船頭堤防外已見墾殖耕地與零散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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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此時，國聖井附近的交通地位迅速提高，但搭乘鐵路至火車站的旅客不

會特意前來；道路品質雖在 1936 年臺灣總督府道路港灣課所提的全島道路舖

設計畫(蔡龍保，2006)的執行下有所改善，大度橋容許車輛單向通行，但這不

代表此時的渡口已喪失功能，在 1957 年左右的照片仍可以看到筏渡與渡船的

風光。1942 年彰化客運創立，由 1946 年可動車輛數僅 11 部，推論日治末期

客運並不普及，當地聚落規模並沒有因此明顯擴大，且在行政劃分上仍屬於

阿夷庄。 

 
圖六、日治時期臺灣地形圖-彰化北部 (1927) 
資料來源：大日本帝國陸地測，1998。 

日本在台期間先後進行七次人口普查(二次臨時戶口調查，五次國勢調

查)，全面掌握臺灣各地人口狀況，而太平洋戰爭後，日本已無暇他顧，故日

治時期的人口資料僅及 1941 年。本文以 1945 年國民政府所進行的戶口清查

資料，作為推估日治時末期研究區的人口概況。由表一的資料顯示，此時國

聖里的人口數是三里最少者，顯然大度橋雖為國聖地區帶來便利，但終究因

其位置受鐵道阻隔，離彰化市中正路與中山路交會處市區尚有 3.6 公里距離，

若無便利交通工具，至市區尚嫌不便，聚落規模仍小。若以居民教育程度來

看，快官公學校成立於 1922 年，大竹公學校成立於 1926 年，三村里與國聖

里距大竹公學校較近，田中里至快官公學校較方便，這兩所可能是當時孩童

主要就讀小學的學校，但田中里與三村里的不識字率較國聖里高，是否與其

農業人口比重略高以及位置較偏有關，則待進一步探究。此時三里的無職業

與農業人口合計比例皆高達約 60%左右，國聖里略低，但第二、三級產業的

就業人口比例仍然很低(表二)，循環與積累效應尚不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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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946 年研究區人口的性別與教育程                         單位：% 
性別 教育程度 

里別 人數 
男生 女生 不明

不識

字 私塾 初小 高小 初中 高中 醫專

三村里 858 46.39 53.61 19.70 53.73 0.93 12.35 12.59 0.70 0   
國聖里 7 9 51  3 48.97 19.62 45.40 1.23 12.07 2 .16  .70 0.41 0.14
田中里 886 50.23 49.77 25.06 57.00 1.24 16.59 0.11 0.70 0 0 

資料來源：依據彰化市公所提供之現戶資料整理而成。 
 

  表二、1946 年研究區人口的職業                                 單位：%

里別 人數 不明 無職業 學 農 工 商 公 自 

三村里 858 33.45 32.05 2.80 3 .19 0.23 0.12 1.05 0.12 
國聖里 729 30.04 31.82 8.64 27.85 0.82 0.14 0.55 0.14 
田中里 886 33.86 31.49 4.97 29.12 0.23 0.34 0.00 0.00 

資料來源：依據彰化市公所提供之現戶資料整理而成。 

三、1945 年以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軍事頻繁，材料供應日漸短缺，加上盟軍空襲，

損失慘重，戰後 1945 年國民政府接收以後，除積極整修損毀道路外，1946
成立公務局，負責接管公路運輸業務，1947 年改名為「臺灣省公路局」，1949
年續接管「臺灣省公共工程局」所掌全台公共工程業務，自此公路局之業務

範圍包括公路工程、公路運輸、公路監理三大類別。(交通部公路總局，2010) 
依據公路修建養護管理規則第 7 條:「公路之修建、養護及管理，國道、省道

由交通部之專設機構辦理，縣道、鄉道由縣（市）政府辦理；縣政府並得將

縣道委託交通部之專設機構辦理。」(全國法規資料庫，2010) 得知從 1965
年開始各縣市政府也開始參與地方道路建設，但因資料的限制，目前僅能從

近期資料獲得各縣市的道路建設，圖七和圖八資料顯示，彰化縣道路建設在

中部與雲嘉地區縣級單位屬於最佳者，道路里程密度呈逐年增加的趨勢；但

不同層級道路系統的修建趨勢卻不太相同，聯繫跨區域省道的里程數穩定成

長，縣道於 2000 年當年度大幅增加，鄉道卻於同年大幅下降，此等情形可能

因鄉道多屬於地方性內部道路，地處環境敏感區、經濟效益又偏低，當地方

經費有限時，自會影響修建與日常維護的可能性，但鄉道與縣道里程數反向

波動的情形，實有待未來深入探究。 

若就研究區彰化北部的道路系統，1927 年的地形圖(圖六)，可以發現彰

南路是沿著八卦山山腳的彎曲道路，沿線有彰南鐵道；從城區有一條向東北

筆直延伸至中庄仔的道路，到柴子坑、渡船頭堤防處為小徑與樹叢，反而從

大竹庄到渡船頭聚落的路況較佳；另外，有一條製糖用鐵道繞過國聖井北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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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東南延伸。到了 1960 年代(圖九)，製糖用鐵道消失，國聖井夾在水圳與跨

大度橋的省道之間，彰南路也拓建成硬路面了，渡船頭與田中對外道路主要

與彰南路連接，二個村落之間僅有小徑。此時，國聖里(舊地名國聖井)、三村

里(渡船頭所在)與田中里三者的人口規模仍相當(圖十二)，大度橋與彰化至台

中的道路尚未帶給國聖里發展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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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中部與雲嘉的道路密度(1998-2009)  圖八、彰化縣各級道路里程(1987-2008)
 資料來源：依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資料整理。資料來源：依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資料整理。

 

 
圖九、彰化北部地形圖(1966) 
資料來源：聯勤測量，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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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臺灣經濟發展，南北往來頻繁，政府為提升臺灣區域間的交通品質，

使國家各項建設能更迅速發揮功能，並擴大國民生活領域，1970 年成立高速

公路工程局，負責高速公路之興建，1978 年 10 月 31 日國道 1 號全線通車。

從此彰化縣市得以快速與北高二地聯繫，交流道附近地區的重要性也因之提

高，國聖里因地處王田交流道與省道 1 號進出彰化的必經之地，對外交通建

設更為方便，往來大小車輛增加，加油站、汽車廠、便利商店等為路過旅客

服務的產業也開始在沿線設立，從圖十可以看到國聖里附近的部分土地利用

已由農業，轉型為建成區，而且呈面狀開發，二、三級產業紛紛進駐。 

另外，1959 年發生八七水災，造成大度橋被沖斷，致使大肚溪以南的災區無

法獲得救援。交通處公路局計畫改善縱貫公路，為了因應拓寬需要，1967 年於另

址新建大度橋，1969 年 6 月完工啟用，橋身長 1,000 公尺，寬為 16 公尺，橋身兩

側設有路燈，橋面採瀝青混凝土鋪面，一躍形成現代化橋樑。(維基百科，20010)

彰南路與省道 1 號之間原本以竹和路相連接，1960 年代彰南路拓建工程完成

後，八卦台地東側即可藉此聯繫省道 1 號，竹和路退隱為山腳下的道路。1990
年代又完成彰興路(省道 14 丙)的工程，其從大度橋南端的省道 1 號約 100 公

尺向東南延伸至牛埔里與彰南路(省道 14 號)銜接；近年更在距省道 1 號約 1.5
公里處將金馬路(省道 1 丙)繼續向東延伸至金馬東路與彰興路銜接，如此不僅

紓解彰南路的負荷，也縮短彰化市北區至八卦台地東側芬園等地的路程。 

隨著自用汽車普及，國道 1 號日漸飽和，1987 年北二高動工，次年年底

第二高速公路後續計畫可行性研究報告出爐，1989 年行政院核定二高後續計

畫，2004 年二高主線全線通車。在二高修築的過程，由於用地取得問題，在

台中縣與彰化縣之間原本應該是南北走向的國道三號很特別地是呈現東西向

的走向，因此若是自南部北上，則會先經過實際上位於彰化市東方的台中縣

霧峰鄉、烏日鄉之後，向西行至彰化縣北部的彰化市，沿大肚溪（又稱烏溪）

西行至彰化縣和美鎮，轉個接近直角的大彎，跨越大肚溪進入台中縣海線地

區，與一般人認知的順序（彰化位於台中南邊）不太一樣。相對於中山高當

初規劃是以串聯臺灣西岸主要大城市為目的，考量到平衡地區發展、土地取

得的成本與避免都市附近短途通勤車流造成阻塞，國道三號的選線刻意避開

部分人口稠密的都會區並經過許多原本低度開發的鄉村地帶。 (維基百科，

2010)也因為如此，高架的國道三號才會橫經國聖里、三村里與田中里。2002
年中彰快速道路通車，其與國道三號在田中里臨大肚溪昔日渡津附近上方交

會，但交流道之出口卻是在牛埔里附近的彰南路與彰興路，田中里反而侷限

在高架道路與大肚溪堤防東南側，發展倍受限制；三村里因在交流道西側，

形勢較為開闊，又較接近彰化市區，發展潛力較田中里為佳。 

此時，三村里與田中里對外聯絡道路不再僅依賴彰南路，彰興路亦可。

但因彰南路沿線開發時間早，生活機能較佳，前往市區較方便，村民仍可能

會透過昔日小徑至彰南路，尤其近來快官交流道整修工程封閉彰南路進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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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道入口，熟悉當地環境的駕駛即從彰南路三段一巷借道前往彰興路的入

口。從這些小徑即可發現三村里與田中里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地勢較低，海拔

高度僅約為 20 公尺-25 左右，彰南路卻約有 30 公尺，使得連結處的坡坎成為

交通的瓶頸(照片三)，遠處的河堤既是沿河村落發展的阻礙者、也是保護者的

雙重角色。彰興路西側為金馬路，為彰化市之外環道路，路面寬闊，方便大

肚溪南側聚落的居民向西南出入。由於彰興路修築較晚，沿線有些農田雖已

改為建地，但用途大多以集約度較低又需大空間的產業為主，如倉儲、卡車

與堆高機等運輸工具庫房等(照片四) ，其空間結構呈鬆散的帶狀分布。(圖十

一) 

照片三、田中至彰興路與彰南路路口 照片四、彰興路的土地利用 
資料來源：陳文德拍攝 資料來源：李明燕拍攝 

 

圖十、彰化北部經建地形圖第三版 
資料來源：內政部，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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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聖里 三村里

田中里 

圖十一、彰化北部快官交流道附近衛星影像 (2006)  

資料來源：Google Earth，2010。     

為了解研究區與周圍相關里別的發展差異，下文再將牛埔里與香山里納

入討論。各里的發展概況參照 2006 年的工商普查資料(表三)，可以發現國聖

里的企業家數僅次於較早開發的牛埔里，從業員工人數與全年營業收入總額

不僅超過三村里與田中里，也超過牛埔里與香山里。此等情形也大致反映在

人口統計資料（圖十二），國聖里從 1966 年的人口數持續成長，至 1986 年才

開始減少，但已遠超過三村里與田中里；香山里生活機能較佳，交通又便捷，

人口數呈現穩定增加；相對地，牛埔里的人口數增減變化幅度較大，其因有

待未來深入探究；最居弱勢的田中里自 1986 年以後，人口數居五者之末。 

表三、各里企業經營概況占全市之比例(2006 年)                    單位：%  
里別 企業單位數(家) 從業員工人數 全年營業收入總額 

香山里 1.32 1.42 0.82 
牛埔里 1.96 1.99 1.02 
三村里 0.51 0.47 0.14 
國聖里 1.81 3.02 2.18 
田中里 0.33 0.53 0.24 
全市 1,4013(家) 70,079(人) 358,476,257(千元) 

資料來源：依據 2006 年工商普查資料檔整理而成。 

區域特性的轉變除可觀察土地利用的外顯性特質，亦可從人口金字塔結

構看出端倪(圖十五)。如國聖里與香山里除分別在 1990 年與 2000 年的 20-24
歲人口較少外，其餘歷年各年齡層的人口數差距不大，人口金字塔的形狀由

增長型轉變為靜止型，說明國聖里與香山里的人口結構變化因素以自然增加

率的影響可能性較高，當地二、三級產業的就業機會較多，外移人口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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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彰化北部部分里別之人口數(1966-2006) 
資料來源：依據彰化市戶政事務所人口統計資料整理。 

    表四、彰化北部部分里別之就業人口職業結構(2000 年)   單位：% 
里別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香山里 8.08 

 

55.53 36.39 

牛埔里 11.64 44.37 43.99 

三村里 19.56 36.64 43.80 

國聖里 5.44 49.25 45.31 

田中里 16.23 53.51 30.26 

          資料來源：依據 2000 年人口普查整理而成。 

三村里、田中里與牛埔里人口金字塔各年齡層的變化則較大，若檢視各

里的職業結構(表四)，三里的農業就業人口比例較高，尤其是三村里，無怪乎

其 0-4 歲的人口數減少的時間遲至 2000 年，而且約有 50%的農業人口為 60
歲以上，農業人口老化的情形嚴重，但因其對外交通尚稱便利，以服務業為

生的村民與國聖里相距不遠；田中里 60 歲以上的農業人口僅有 25%，這或許

與其村內的企業多為中小型勞力密集型產業，可以提供村民稍多非農的就業

機會有關，壯年男性人口外移不若三村里明顯。由於三里仍有高比例的農業

人口，這也隱含其土地利用應仍有相當大比例為農業用地，聚落散布其間，

附近又有傳統信仰中心，如田中里有萬興宮、三村里有南正宮等，居民生活

步調慢，高齡人口比例較工商發達的國聖里高。 

由於彰化市長久以來一直以舊城區為核心，都市發展用地日漸飽和，為

因應中臺灣區塊及都會化發展趨勢，縣政府於 2009 年推動擴大彰化市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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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將國聖里附近劃為優先發展地方，三村里規劃為後期發展地區，田中里

則幾乎不在此計畫內。(圖十三) 此等情形說明國聖里長久積累的便利交通系

統已發揮作用，若再加上都市計畫的推動，未來應是都市新興之區；三村里

的對外交通雖已改善，但內部仍受限於農業用地，發展速度深受政府推動時

程影響；而田中里未來的土地利用可能不會有太大的轉變，但仍可藉對外道

路系統改善與社區特色經營，提升與市區的互動關係。本區聚落與交通之發

展歷程可歸納如圖十四所示，聚落由左至右依次為國聖里、三村里、田中里。 
 

圖十三、擴大彰化市都市計畫分期分區發展示意圖 
資料來源：周傑，2009。 

 

 

圖十四、本區聚落與交通發展模式 

1895 年至 1945 年 

 

1945 年以後 

 
 
 
 
    河流    聚落     交流道   
     水運    公路     鐵路       

1895 年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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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彰化北部部分里別之人口金字塔(1980、1990、2000 年) 
資料來源：依據 1980、1990、2000 年人口普查資料整理。 

肆、結論 

本研究緣起於《福山下的台化街》對貓捒古道的描述，從而引發研究者

對今昔交通如何從渡船到近代道路系統的好奇，進而試圖從交通建設檢視聚

落的發展。由於彰化臨大肚溪畔－渡船頭、田中庄與國聖井三個聚落，正好

分別處在不同時代不同運輸系統的樞紐，本文即以清末、日治與民國三個階

段，探討這三個聚落與對外交通的發展。研究結果如下:河運渡津工具從清領

時期一直沿續到 1950 年代，渡船頭聚落仍得以存在；至 1950 年代以後，道

路系統日漸完善，渡津聚落的區位若較為偏遠，則發展易處於停滯狀態，如

田中庄(今日的田中里)；若聚落區位距舊城區較近，雖渡津功能已失，仍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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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外部力量發展，如渡船頭(今日的三村里)；若在運輸系統改變之際，跨河大

橋附近的聚落若有高等級的道路(如省道)經過，又距舊城區不遠，將是未來都

市化過程首先轉型的區域，如國聖井(今日的國聖里)，但其發展歷程不是呈跳

躍式轉變，而是逐漸積累到一定程度，區域才得以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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