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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氏攻臺] 在臺漢人聚落發展 

一、漢人移民 

漢人聚落 

早在 16 世紀左右，中國東南沿海就有不少唐人來到臺灣捕魚、貿易，他們因為原居

地山多田少，難以求生，而紛紛到海外討生活。 

所謂的唐人，是當時中國以外的人們與漢人自身對於唐人的稱呼，在《明史˙真臘傳》

中就有記載：「唐人者，諸番呼華人之稱也，凡海外諸國盡然。」（[清]張廷玉等撰；

楊家駱主編，《明史》列傳第二百十二／外國五／真臘，臺北：鼎文書局，1980，頁

8394。）「唐人」的說法，來自於唐朝時中國人與外國人接觸後的印象，自此以後，

很多中國以外的人民習慣稱來自中國的人為「唐人」。今日在國外華僑聚居之處，可

以看到「唐人街」，就是來自於這樣的觀念。至於所謂的「漢人」，則是清代臺灣以後

慣用的說法。 

當時這些唐人有些前往東南亞，有些則來到澎湖、臺灣，但因為臺灣有風土病、原住

民攻擊等問題，他們在臺灣的活動通常是季節性的，很少長期定居。 

 
圖片出處：Olfert Dapper, Tweede en derde gesandschap na het keyserryck van Taysing of China 

(Amsterdam: Jacob van Meurs, 1670), p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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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 年福建曾經有位文人陳第，曾經隨著沈有容追剿倭寇而來到臺灣，他將所見所

聞寫成〈東番記〉（收於〔明〕沈有容輯，《閩海贈言》（永和：文海，1978）。），這

篇文章是少數現存有關荷蘭東印度公司來台以前，臺灣西南沿海一帶風土民情、唐人

與原住民互動的紀錄。 

陳第 〈東番記〉 

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12/10/03/%E9%99%B3%E7%AC%AC-%E3%

80%88%E6%9D%B1%E7%95%AA%E8%A8%98%E3%80%89%EF%BC%88%E5

%91%A8%E5%A9%89%E7%AA%88-%E6%A8%99%E9%BB%9E%E2%80%A7%

E8%A8%BB%E8%A7%A3%EF%BC%89/ 

「釋〈東番記〉中的近代初期番漢關係 

http://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27&id=857 

往臺灣的唐人要到1620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來了之後，唐人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合作，

由公司安排、規劃居處之後，開始漸漸定居在北線尾、熱蘭遮城旁的大員市鎮，還有

普羅民遮地區。 

然而，普羅民遮地區的開發並不順利。由於疾病流行、與原住民關係緊張的因素，普

羅民遮地區一開始在 1620 年代時人 數並不多，只有數十戶，且這樣的狀況一直延

續到直到 1640 年代，長達近 20 年。到 1640 年代時，由於中國發生內亂（明朝滅

亡），大批逃難的唐人湧入臺灣，此地區的人口跟開發規模才有顯著的成長。像 1652

年時郭懷一事件發生時，這個地區的人口就已經成長到 20000 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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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羅民遮城與周邊環境 

(1) Icon 說明 

Question icon 

1. 馬廄 local icon 

2. 普羅民遮城 local icon 

3. 漢人開墾區 enter icon 

4. 赤崁市街 local icon（more） 

5. 市政府 local icon 

6. 碼頭 local icon 

7. 中式舢舨船 local icon（more） 

 

 

Question icon 

赤崁地區是荷蘭時期臺灣漢人生活的重要聚落，你知道這座城是現在的哪裡嗎？

你知道這座城是漢人蓋的，還是荷蘭人蓋的？為什麼要蓋這座城呢？ 

普羅民遮城就是現在台南的赤崁樓，赤崁樓的周邊區域，就是荷蘭時期漢人的居

住地之一。這裡在 17 世紀時曾經是濱海地帶，從赤崁樓往西看就大片的台江內

海，如果要從這裡前往熱蘭遮城（今日的安平地區），經常要用搭船的呢！」「荷

蘭人早在統治初期，已經建立一座熱蘭遮城，但是卻又在數十年後，再興建這座

普羅民遮城，這其中的原因，與荷蘭人對於漢人的統治與稅收，以及漢人的反抗，

有著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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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廄：荷蘭東印度公司職員養殖馬匹、置放雜物的地方，由於建物本身相當

堅固，因此在郭懷一事件時，有些公司職員就在此躲避，最後得以幸運逃生。 

2. 普羅民遮城：1652 年郭懷一事件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建造的小型城堡，用以

監視漢人。但由於城堡的北、東面都有小山丘，是攻擊上的死角，也讓城堡

礎於易攻難守的劣勢，日後鄭成功攻台時，普羅民遮城也因此很快就失陷，

其後鄭軍展開長期九個月的熱蘭遮圍城戰。 

3. 漢人開墾區：漢人發展農業的地方。1625 年左右，荷蘭人開始計畫將原本居

住在北線尾的漢人遷移到這裡，但由於漢人意願不高，所以人口不多，人口

要到 1640 年代才有顯著的增長。(enter) 

4. 赤崁市街：赤崁為原住民語，荷蘭人習慣稱這裡為普羅民遮（Provientia）。

這個市街位於台江內海東側，位置相當於今日臺南市中西區的民權街，當時

的接寬約 20~30 公尺…。（more） 

5. 市政府：大約在郭懷一事件後成立，設有地方官，位階次於大員長官，負責

管理普羅民遮市鎮的各項事務。在 1661 年時與鄭成功交戰的貓難實叮

（Jacobus Valentyn），就是當時普羅民遮市政府的地方官。 

6. 碼頭：普羅民遮地區與外界聯絡的重要通道，從這裡可以航往熱蘭遮城與外

海。不過因為荷蘭帆船不適合航行於台江內海，所以普羅民遮城與熱蘭遮城

之間的接駁，必須依靠其他種類的小型船隻協助。(鏈結到港口) 

7. 中式舢舨船：隨著普羅民遮地區在 1640 年代的急遽發展，荷蘭東印度公司

因此在 1643 年時開設定期航線，用舢舨船載客…（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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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赤崁市街（ICON 編號 4） 

赤崁為原住民語，荷蘭人習慣稱這裡為普羅民遮（Provientia）。這個市街位於

台江內海東側，位置相當於今日臺南市中西區的民權街，當時的街寬約 20~30

公尺。 

Google Map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00%E5%8F%B0%E5%8D%97%

E5%B8%82%E4%B8%AD%E8%A5%BF%E5%8D%80%E6%B0%91%E6%AC

%8A%E8%B7%AF%E4%BA%8C%E6%AE%B5/@22.9948606,120.2034776,

877m/data=!3m2!1e3!4b1!4m2!3m1!1s0x346e766238fb26e3:0x8c172cca

911045e4?hl=zh-TW 

 

1640 年代，由於中國陷入戰亂，大量的難民遷入普羅民遮地區，人口突然大量

增加，狀況相當混亂，因此荷蘭東印度公司便重新規劃出赤崁市街，一個經過規

劃、管理的社區，來安置這些人。這個市街曾經在郭懷一事件時被大火燒毀大半，

後以草木重建。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00%E5%8F%B0%E5%8D%97%E5%B8%82%E4%B8%AD%E8%A5%BF%E5%8D%80%E6%B0%91%E6%AC%8A%E8%B7%AF%E4%BA%8C%E6%AE%B5/@22.9948606,120.2034776,877m/data=!3m2!1e3!4b1!4m2!3m1!1s0x346e766238fb26e3:0x8c172cca911045e4?hl=zh-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00%E5%8F%B0%E5%8D%97%E5%B8%82%E4%B8%AD%E8%A5%BF%E5%8D%80%E6%B0%91%E6%AC%8A%E8%B7%AF%E4%BA%8C%E6%AE%B5/@22.9948606,120.2034776,877m/data=!3m2!1e3!4b1!4m2!3m1!1s0x346e766238fb26e3:0x8c172cca911045e4?hl=zh-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00%E5%8F%B0%E5%8D%97%E5%B8%82%E4%B8%AD%E8%A5%BF%E5%8D%80%E6%B0%91%E6%AC%8A%E8%B7%AF%E4%BA%8C%E6%AE%B5/@22.9948606,120.2034776,877m/data=!3m2!1e3!4b1!4m2!3m1!1s0x346e766238fb26e3:0x8c172cca911045e4?hl=zh-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00%E5%8F%B0%E5%8D%97%E5%B8%82%E4%B8%AD%E8%A5%BF%E5%8D%80%E6%B0%91%E6%AC%8A%E8%B7%AF%E4%BA%8C%E6%AE%B5/@22.9948606,120.2034776,877m/data=!3m2!1e3!4b1!4m2!3m1!1s0x346e766238fb26e3:0x8c172cca911045e4?hl=zh-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00%E5%8F%B0%E5%8D%97%E5%B8%82%E4%B8%AD%E8%A5%BF%E5%8D%80%E6%B0%91%E6%AC%8A%E8%B7%AF%E4%BA%8C%E6%AE%B5/@22.9948606,120.2034776,877m/data=!3m2!1e3!4b1!4m2!3m1!1s0x346e766238fb26e3:0x8c172cca911045e4?hl=zh-TW


[探索臺灣歷史數位學習知識網]                                學習單元：鄭氏攻臺-在臺漢人聚落發展 

[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 版權所有] 

6 

(3) 中式舢舨船（ICON 編號 7） 

隨著普羅民遮地區在 1640 年代的急遽發展，荷蘭東印度公司因此在 1643 年時

開設定期航線，用舢舨載客，往來普羅民遮地區跟熱蘭遮城之間。因此不難想像，

在台江內海出現的小型中式帆船或者是舢舨上，也許搭載著許多紅髮的荷蘭人。 

 
〔圖〕17 世紀歐洲版畫中的臺灣舢舨船。 

圖片來源：Lieutenant Blondela, Atlas du Voyage de la Perouse (Paris: L'Imprimerie de la Republique, An V, 
1797) , p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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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荷蘭時代的漢人開墾生活 

Icon 說明 

★Question icon 

1. 郭懷一事件 local icon（more） 

2. 漢人甲必沙 local icon（more） 

3. 農作物 local icon（more） 

4. 稅務官 local icon（more） 

5. 農民 local icon（more） 

6. 漢人農田 Enter icon 

7. 鄭成功屯墾政策 Enter icon 

8. 糖廍 local icon（more） 

 

★Question icon：你覺得這是什麼地方呢？畫面中的右邊人們正在做什麼呢？ 

你有沒有在鄉下看過類似的情景?左邊這兩個人可能在討論什麼事情呢？ 

1. 郭懷一事件：1652 年於台灣發生的漢人農民反荷事件。這起反荷事件約有

5000 人參與，幾乎佔了當時在台漢人的四分之一，參與者主要是當時的農人

與勞工…（more） 

2. 漢人甲必沙：稅務官 Pedel 先生，今年我認識的那些原住民們鹿抓得不多，

我又被伙計騙了錢，可不可以讓我再緩個幾天啊？我一定會想辦法交錢的。

（more） 

3. 農作物：東印度公司一開始來到臺灣時，將臺灣當作貿易轉運站來經營，過

了一陣子，他們打算在臺灣自行生產商品，並出口以賺取利益。事實上在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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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臺灣甚至是東印度公司勢力範圍中耕作面積最大的地區。（more） 

4. 稅務官：定官(Tingqua)，我來收你今年贌的鹿皮稅了，如果交不出來的話，

你明年可就不能再贌了喔。（more） 

5. 農民：我辛苦苦從漳州龍溪來到大員，在船上吐得半死，差點把命都丟了，

雖然一到這邊就有房子住，有開墾的工具可以用，但沒想到這裡錢這麼難賺，

這些紅毛人當初招攬我們時說的這麼好聽，等我們到了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

事……。（more） 

6. 漢人農田：荷蘭東印度公司跟漢人合作，在普羅民遮地區開闢農田，種植各

種作物，供應島上居民食用，也供荷蘭東印度公司出口到島外賺取利益。

（Enter） 

7. 鄭成功屯墾政策：1661 年 5 月鄭成功攻下普羅民遮城之後，為了解決糧食、

補給不足的問題，他命令手下將是到普羅民遮地區，甚至其他更遠的區域，

開墾農田，補充鄭軍糧食。（Enter） 

8. 糖廍：生產蔗糖的作坊，農民在這裡將甘蔗榨汁、熬煮蔗糖。（more） 

(1) 郭懷一事件 

1652 年於台灣發生的漢人農民反荷事件。這起反荷事件約有 5000 人參與，幾

乎佔了當時在台漢人的四分之一，參與者主要是當時的農人與勞工，他們所獲得

的資源甚少，收入也不穩定，卻必須付出高比例的稅金給荷蘭東印度公司。 

在這個事件中，郭懷一與其他起事者雖然準備、組織都很完備，但由於風聲走漏

而被荷蘭東印度公司截擊，逃散者也被親荷的新港社所殲滅。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面對不同族群時，他們盡可能採取隔離的方式管理，減少

原住民與漢人接觸的機會，用不同的方法拉攏不同族群，向公司效忠，但不讓他

們私下接觸，避免聯合對付公司。在郭懷一事件當中，這樣的分化政策便起了相

當大的效用。 

這場事件嚴重打擊台灣農業的發展，也影響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漢人管理政策。他

們不但提升對漢人的戒心，並嚴格禁止漢人持有武器，同時也決定在普羅民遮地

區新設一位地方官(landdrost)，來管轄當地荷蘭人、漢人、原住民的司法案件。

公司考量這個地區缺乏堅固的據點，以致於遭受攻擊，所以新蓋一座堡壘來加強

防衛，並取名為普羅民遮城。 

連結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99%A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B0%E6%96%B9%E5%AE%9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nl.wikipedia.org/wiki/landdros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7%BE%85%E6%B0%91%E9%81%AE%E5%9F%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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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古蹟數位學習網-赤崁樓-建樓始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jZNiyq0TM0 

戲劇創作：2014 年臺灣歌仔班戲團「郭懷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VdHUv4wuu4&list=PLQzDhV_5G_m

igLAZld5HhesGsRDBBs0_7&index=3 

 
〔圖〕普羅民遮城復原圖。 

圖片來源：傅朝卿、詹伯望，《圖說鄭成功與臺灣文化》（臺北：世紀領袖，2006）。原圖藏於赤崁樓。 

 

 
〔圖〕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於原住民、漢人的統治模式。 

圖片來源：韓家寶（Pol Heyns）著，鄭維中譯，《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
文化，2005），頁 18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jZNiyq0TM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VdHUv4wuu4&list=PLQzDhV_5G_migLAZld5HhesGsRDBBs0_7&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VdHUv4wuu4&list=PLQzDhV_5G_migLAZld5HhesGsRDBBs0_7&inde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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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漢人甲必沙 

甲必沙（cabessa）一詞來自葡萄牙文音譯，意即頭部、首領。荷蘭東印度公司

選擇漢人之中富裕又有聲望的人擔任這個職位，負責與東印度公司交涉各種事務，

漢人自己內部則會稱呼這樣的人為「頭人」（閩南語）。 

 
〔圖〕17 世紀西方人眼中的漢商。 

圖片來源：韓家寶（Pol Heyns）、鄭維中譯著，《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臺北：
南天書局，2005。 

這樣的制度在 17 世紀東亞有漢人居住的地區相當普遍，漢人們從內部中選擇有

聲望者擔任首領，處理漢人事務。葡萄牙在 16 世紀到達麻六甲之後，也接受了

這樣的制度，並稱他們為「甲必丹」（Kapitan/ Capitan），這樣的方法後來也被

荷蘭和英國所沿用。 

在 17 世紀時，往來於臺灣、中國兩岸之間的漢人商人，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關

係其實是亦敵亦友，他們有時在商業上處於競爭關係，但東印度公司其實也相當

仰賴這些人與本地人溝通，透過他們瞭解東亞地區（中國、日本、東南亞）的商

業、政治情勢。像是與東印度公司處於合作但對峙的鄭芝龍，或者在東印度公司

中擔任翻譯，但在鄭荷之戰前，私下與鄭成功聯絡的何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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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作物 

荷蘭東印度公司從中國招募農民、進口牛隻，到臺灣耕種可以提煉蔗糖的甘蔗、

做為糧食的稻米、麥、提煉染料的藍靛…等各種經濟作物，生產糧食、蔗糖、染

料，賣到東南亞、荷蘭、日本等地。 

根據文獻記載，荷蘭人在當時引進的作物還有荷蘭豆（豌豆）、番芥蘭（高麗菜）、

波羅蜜、釋迦、番薑（辣椒）、番柑、大麻、蕃薯、蕓薹（油菜）、椰子、檨（芒

果）。這些作物原本的產地在遙遠的歐洲、南美洲、東南亞地區，在地理大發現

時期被歐洲人移植到世界各地，包括臺灣，改變了很多人的飲食與生活習慣習慣。

這裡面有些作物像荷蘭豆、高麗菜、釋迦、辣椒、蕃薯、芒果，經過數百年來的

流傳、改良，到今天仍然是臺灣人生活中常見的食物。 

附帶一提，除了農作物之外，荷蘭的部分度量衡與租稅制度也隨著推行農業，而

持續影響臺灣人至今，比如說計算農地的面積單位「甲」（9699 平方公尺），與

台語中表示租賃關係的「贌」，其實都來自荷蘭語中的 morgen（田地計算單位）

和「pacht」（承包）。 

飲食文化篇：想一想 

http://children.moc.gov.tw/culture/food/p2.php 

 
引自（清）六十七繪，《六十七兩采風圖》（臺北：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1997；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重印） 

 

http://children.moc.gov.tw/culture/food/p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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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清）六十七繪，《六十七兩采風圖》（臺北：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1997；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重印） 
 
 

 
引自（清）六十七繪，《六十七兩采風圖》（臺北：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1997；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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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務官 

1624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到達臺灣以後，因為公司本身人力有限，所以從中國找

了很多漢人到臺灣，與東印度公司合作開發土地、農耕、做生意、捕魚，公司再

向漢人徵收各種稅金，來賺取金錢。比如像是承包特定產業的贌社權利金（間接

稅），或者是人頭稅、直接徵收從事各種行業營利所得的稅金（直接稅）。但是，

隨著公司在臺灣的行政、軍事花費越來越高，徵收的稅也越來越多，漢人的負擔

也越來越重，公司與漢人的關係也因為這樣日漸惡化，成為郭懷一事件的遠因。 

連結到郭懷一事件 

 
圖片來源：韓家寶（Pol Heyns）著，鄭維中譯，《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

文化，2005），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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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農民 

原為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居民，1640 年代時因為原居地遭受戰亂侵擾、求生困

難，因此受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招募來到臺灣討生活，在公司的引導下，來到普

羅民遮地區開闢農場、種植糧食、甘蔗等經濟作物，或者從事釀酒、製糖、製造

日用品等手工業活動。 

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來說，漢人農民是比原住民更容易合作的對象，也是公司的

重要稅收來源，所以被公司的人員稱為「福爾摩沙島上能釀蜜的唯一蜂群」。 

但由於公司太過仰賴從漢人農民身上徵收的高額稅金，使農民負擔日益加重，久

而久之引起農民的不滿，最後導致郭懷一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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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糖廍（ICON 編號 8） 

蔗糖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重要經濟作物之一，主要賣到波斯跟日本。這個

時期所發展的蔗糖業，為後來清代臺灣糖業奠定了基礎，並且在清代時加大規模，

與茶、樟腦並列清末三大出口商品。 

 
〔圖〕清初臺灣的糖廍。 

圖片來源：引自（清）六十七繪，《六十七兩采風圖》（臺北：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1997；中央圖書
館臺灣分館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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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鄭時期的屯墾政策 

Icon 說明 

★Question icon 

1. 舊營 local icon 

2. 新營 local icon 

3. 柳營 local icon 

4. 左鎮 local icon 

5. 後勁 local icon 

 
〔圖〕明鄭時期屯墾地圖 

Question icon： 

你知道這張地圖上標示的地點是哪些地方嗎？ 

事實上，這些地點與鄭成功、鄭經屯墾政策相關。 

當鄭成功帶領軍隊登陸普羅民遮地區之後，他們發現當地現存的糧食只夠供給軍

隊半個月食用，為了解決糧食問題，鄭成功便開始規劃糧食生產計畫，把將士、

士兵分配到距普羅民遮地區八小時路程以外的區域去開墾土地，並強制徵收當地

漢人、荷蘭人、原住民的牛隻、工具，供給開墾使用。 

鄭氏政權的屯墾有幾個意義，首先代表鄭氏集團在糧食方面的不足，而屯墾某種

程度上有緩解鄭氏的糧食問題。其次，鄭氏治台後，透過屯墾區的設置，可安置

麾下的部隊，可謂「武裝性拓墾與防衛」。我們亦可透過現今的地名所透露的訊

息，進一步理解所謂的屯墾與鄭氏的軍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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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屯墾而形成的聚落，也成為地名沿用至今。由於鄭軍編制以「鎮」為主，鎮以

下分成「前、後、中、左、右」五「營」，故今日台灣中南部有許多地名帶有「鎮」、

「營」者，即有可能與鄭氏屯墾有關。 

1. 臺南市鹽水區舊營 

2. 臺南市新營區 

3. 臺南市柳營區 

4. 臺南市左鎮區 

5. 高雄市楠梓區後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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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舊營 

Google map 連結：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37%E5%8F%B0%E5%8D%97%

E5%B8%82%E9%B9%BD%E6%B0%B4%E5%8D%80%E8%88%8A%E7%87

%9F/@23.3014251,120.2486782,15z/data=!4m2!3m1!1s0x346e86b1fdf96

f83:0x386ea58bf664ac1c 

 

圖片來源：趙文榮，《南瀛內海誌》（新營：臺南縣政府，2006），頁 44。 

(2) 新營 

Google map 連結：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30%E5%8F%B0%E5%8D%97%

E5%B8%82%E6%96%B0%E7%87%9F%E5%8D%80/@23.183057,120.2682

137,10.5z/data=!4m2!3m1!1s0x346e867efaeda369:0x5b6cca553c7cfdc0 

 

圖片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6%96%B0%E7%87%9F%E5%8D%80%E5%85%AC%E6%89%80.j

pg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37%E5%8F%B0%E5%8D%97%E5%B8%82%E9%B9%BD%E6%B0%B4%E5%8D%80%E8%88%8A%E7%87%9F/@23.3014251,120.2486782,15z/data=!4m2!3m1!1s0x346e86b1fdf96f83:0x386ea58bf664ac1c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37%E5%8F%B0%E5%8D%97%E5%B8%82%E9%B9%BD%E6%B0%B4%E5%8D%80%E8%88%8A%E7%87%9F/@23.3014251,120.2486782,15z/data=!4m2!3m1!1s0x346e86b1fdf96f83:0x386ea58bf664ac1c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37%E5%8F%B0%E5%8D%97%E5%B8%82%E9%B9%BD%E6%B0%B4%E5%8D%80%E8%88%8A%E7%87%9F/@23.3014251,120.2486782,15z/data=!4m2!3m1!1s0x346e86b1fdf96f83:0x386ea58bf664ac1c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37%E5%8F%B0%E5%8D%97%E5%B8%82%E9%B9%BD%E6%B0%B4%E5%8D%80%E8%88%8A%E7%87%9F/@23.3014251,120.2486782,15z/data=!4m2!3m1!1s0x346e86b1fdf96f83:0x386ea58bf664ac1c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30%E5%8F%B0%E5%8D%97%E5%B8%82%E6%96%B0%E7%87%9F%E5%8D%80/@23.183057,120.2682137,10.5z/data=!4m2!3m1!1s0x346e867efaeda369:0x5b6cca553c7cfdc0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30%E5%8F%B0%E5%8D%97%E5%B8%82%E6%96%B0%E7%87%9F%E5%8D%80/@23.183057,120.2682137,10.5z/data=!4m2!3m1!1s0x346e867efaeda369:0x5b6cca553c7cfdc0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30%E5%8F%B0%E5%8D%97%E5%B8%82%E6%96%B0%E7%87%9F%E5%8D%80/@23.183057,120.2682137,10.5z/data=!4m2!3m1!1s0x346e867efaeda369:0x5b6cca553c7cfd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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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柳營 

Google map 連結：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36%E5%8F%B0%E5%8D%97%

E5%B8%82%E6%9F%B3%E7%87%9F%E5%8D%80/@23.1248314,120.271

9121,10.5z/data=!4m2!3m1!1s0x346e889850c0d5d5:0xc17f7fd732abf2a5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RA_LiouYing_Station.jpg 

(4) 左鎮 

Google map 連結：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13%E5%8F%B0%E5%8D%97%

E5%B8%82%E5%B7%A6%E9%8E%AE%E5%8D%80/@23.0232268,120.33

97905,12z/data=!3m1!4b1!4m2!3m1!1s0x346e658a62aa6e57:0x9cceac6e

f0d45d85 

 
圖片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5%B7%A6%E9%8E%AE%E5%9C%8B%E5%B0%8F%E6%A0%A1
%E9%96%80.jpg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36%E5%8F%B0%E5%8D%97%E5%B8%82%E6%9F%B3%E7%87%9F%E5%8D%80/@23.1248314,120.2719121,10.5z/data=!4m2!3m1!1s0x346e889850c0d5d5:0xc17f7fd732abf2a5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36%E5%8F%B0%E5%8D%97%E5%B8%82%E6%9F%B3%E7%87%9F%E5%8D%80/@23.1248314,120.2719121,10.5z/data=!4m2!3m1!1s0x346e889850c0d5d5:0xc17f7fd732abf2a5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36%E5%8F%B0%E5%8D%97%E5%B8%82%E6%9F%B3%E7%87%9F%E5%8D%80/@23.1248314,120.2719121,10.5z/data=!4m2!3m1!1s0x346e889850c0d5d5:0xc17f7fd732abf2a5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13%E5%8F%B0%E5%8D%97%E5%B8%82%E5%B7%A6%E9%8E%AE%E5%8D%80/@23.0232268,120.3397905,12z/data=!3m1!4b1!4m2!3m1!1s0x346e658a62aa6e57:0x9cceac6ef0d45d85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13%E5%8F%B0%E5%8D%97%E5%B8%82%E5%B7%A6%E9%8E%AE%E5%8D%80/@23.0232268,120.3397905,12z/data=!3m1!4b1!4m2!3m1!1s0x346e658a62aa6e57:0x9cceac6ef0d45d85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13%E5%8F%B0%E5%8D%97%E5%B8%82%E5%B7%A6%E9%8E%AE%E5%8D%80/@23.0232268,120.3397905,12z/data=!3m1!4b1!4m2!3m1!1s0x346e658a62aa6e57:0x9cceac6ef0d45d85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713%E5%8F%B0%E5%8D%97%E5%B8%82%E5%B7%A6%E9%8E%AE%E5%8D%80/@23.0232268,120.3397905,12z/data=!3m1!4b1!4m2!3m1!1s0x346e658a62aa6e57:0x9cceac6ef0d45d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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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後勁 

Google map 連結：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811%E9%AB%98%E9%9B%84%

E5%B8%82%E6%A5%A0%E6%A2%93%E5%8D%80%E5%BE%8C%E5%8B

%81/@22.7203632,120.3045232,15z/data=!3m1!4b1!4m2!3m1!1s0x346e

0f962277e345:0x8a851a13c3277a86 

 
圖片來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6%8D%B7%E9%81%8B%E5%BE%8C%E5%8B%81%E7%AB%99.
JPG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811%E9%AB%98%E9%9B%84%E5%B8%82%E6%A5%A0%E6%A2%93%E5%8D%80%E5%BE%8C%E5%8B%81/@22.7203632,120.3045232,15z/data=!3m1!4b1!4m2!3m1!1s0x346e0f962277e345:0x8a851a13c3277a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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