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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源起 

文化景觀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定義為人類與自然環境經長時間相

互影響所形成具有歷史、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價值之場域。文化景觀

最早於 2005 年首見於文化資產保存法，係為對應 1992 年世界遺產文

化景觀名錄。文化景觀完成登錄公告後，應擬定保存及管理原則，據以

擬定保存維護計畫。 

桃園市 100 年公告「土牛溝楊梅段」登錄為本市文化景觀，迄今陸

續公告登錄「新屋蚵間石滬群」、「大溪公園」、「桃園三層地區陂圳系

統」、列冊追蹤「大溪順和煤礦」，目前辦理「大溪順和煤礦文化資產價

值評估計畫」。 

桃園三層地區陂圳系統文化景觀位於大溪區「三層陂圳系統」的白

石陂、龍過脈陂、慈湖、牛角南陂與「新福圳系統」的新福圳 1號池、

新福圳 1-1 號池。目前擬定桃園三層地區陂圳系統文化景觀之保存及管

理原則，為推動保存維護，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委託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

究中心辦理「桃園地區陂圳系統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暨推廣活動」計

畫，預計完成桃園三層地區陂圳系統文化景觀之保存及管理原則與保

存維護計畫。 

「桃園地區陂圳系統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暨推廣活動」計畫，預

計辦理 2場次文化資產論壇，分別以「保存維護」與「推廣教育」為主

題，邀請專家學者與基隆市、花蓮縣、臺中市、宜蘭縣，及桃園市等縣

市的案例經驗分享交流。 

貳、實施日期、地點 

一、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二、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三、 議題： 

1. 探討文化景觀保存維護的案例經驗與啟發 

2. 探討文化景觀教育推廣的案例經驗與啟發 

3. 探討三層陂圳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與教育推廣的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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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論壇日期： 

1. 第一場次：2022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9時至 16 時 30 分 

2. 第二場次：2022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9時至 16 時 30 分 

五、 報名起迄時間： 

1. 第一場次：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022年 7 月 6 日 17 時止。 

2. 第二場次：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022年 7 月 20 日 17時止。 

六、 參與方式：為考量防疫需求，規劃開放實體與線上參與。 

1. 實體與會人次上限：每場次上限 60 人。 

2. 線上與會人次上限：每場次上限 100人。 

七、 地點及網址： 

1. 實體會議地點：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5樓視聽教室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號。與會請全程配戴口罩！)  

2. 線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wcp-bnmj-huw 

(請務必使用 google帳戶登錄)。 

參、 報名方式 

一、 採 E-mail或 google表單線上報名。 

二、 E-mail：填寫附件一報名表，回傳至 hsin0518@aerc.org.tw信箱。 

三、 線上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NMfN989bzJGoa3g19。  

https://meet.google.com/wcp-bnmj-huw
mailto:回傳至hsin0518@aerc.org.tw
mailto:回傳至hsin0518@aerc.org.tw
https://forms.gle/NMfN989bzJGoa3g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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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三層地區陂圳系統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暨推廣活動論壇 

第一場次 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論壇 

日期 

時間 
111年7月13日(三) 

8:50-9:00 報到 

9:00-9:10 開幕式/貴賓致詞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9:10-10:10 
【專題演講】 

文化景觀保存與管理維護 

主持人 

中原大學建築系 葉助理教授俊麟 

講者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傅名譽教授朝卿 

10:10-10:15 休息時間 

10:15-11:15 

【案例分享一】 

文化景觀保存維護過程與私部

門之協商經驗 

主持人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傅名譽教授朝卿 

講者 

花蓮縣政府文化局 黃科長用斌 

11:15-12:15 
【案例分享二】 

白冷圳文化景觀推動歷程 

主持人 

中原大學建築系 林副教授曉薇 

講者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 邱助理教授建維 

12:15-13:00 午餐 

13:00-14:40 

【案例分享三】 

桃園市文化景觀保存維護 

楊梅土牛溝 

新屋蚵間石滬群 

大溪公園 

大溪三層陂圳 

大溪順和煤礦 

主持人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張博士齡方 

講者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代表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邀請中)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 黃助理教授天祥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張博士齡方 

時境建築師事務所 黃建築師筠舒 

14:40-15:00 休息時間 

15:00-16:00 

【文化景觀座談交流會】 

桃園三層陂圳系統文化景觀 

建構歷程與管理維護 

主持人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講者 

中華農業暨水利事業發展協會簡研究員傳彬 

與談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林組長文傑 

16:00-16:30 綜合討論Q&A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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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  文化資產教育推廣論壇 

日期 

時間           
111年7月27日 

8:50-9:00 報到 

9:00-9:10 開幕式/貴賓致詞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9:10-10:10 
【專題演講一】 

文化資產教育推動與趨勢 

主持人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講者 

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教授 林院長崇熙 

10:10-10:20 休息時間 

10:20-12:10 

【專題演講二】 

文化資產教育與詮釋的觀念與

應用 

主持人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講者 

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人文

社會學院合聘副教授 榮副教授芳杰 

社團法人台灣周益記文化遺產永續發展協會

文化資產教育組 江組長筱萱 

12:10-13:00 午餐 

13:00-14:20 

【案例分享】 

文化資產教育專題 

尖山寶藏桌遊 

空軍基地教具箱 

三層陂圳教具箱 

主持人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張博士齡方 

講者 

壽山高中廣告設計科 楊朝勝老師 

壽山高中廣告設計科 蔣淑娟老師 

壽山高中歷史科 蘇健倫老師 

14:20-14:30 休息時間 

14:30-16:00 

【交流論壇】 

博物館入校園的教具箱與校園

推動分享 

誰來基隆繪本閱讀活動校園 

推動分享 

主持人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講者 

蘭陽博物館展教組 邱組長秀蘭 

基隆市政府文化局代表(邀請中) 

16:00-16:30 綜合討論Q&A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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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暨教育推廣論壇報名表 

 

參加桃園三層地區陂圳系統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暨推廣活動論壇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單位  職稱  

身分別 □主持人 □講者 □與談人 □與會者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聯絡電話  
實體會議餐

點 
□葷    □素 

電子信箱  

參加場次 

□第一場次: 2022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9 時至 16 時 30 分。 
       請勾選參與方式□實體參與 □線上參與 

 

□第二場次: 2022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9 時至 16 時 30 分。 

       請勾選參與方式□實體參與 □線上參與 

備    註 

1.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務必全程配戴口罩！ 

2.報名資料請確實填寫，以利統整。 

3.若 E-mail 報名，有「報名成功」，會另行通知，沒有報名成功，

不另行通知。謝謝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