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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從想要保存埤塘的初衷開始，思索埤塘再利用的出路，假設

埤塘的相關資源能夠滿足人們「休閒」上各層次的需求，並透過「休

閒」行為，讓埤塘和人們的生活再次結合，使埤塘在非農業環境中仍能

產生經濟利益、並且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再次連結，以達到埤塘保存的初

衷。 經過初步的分析發現，埤塘現今在休閒方面的利用上，仍有「資源



潛力無法有效發揮」、「僅被作為普通水池利用，未關注其於農業文化

的高度關聯」、「資源與人的休閒需求層次未有效連結應用」等問題有

待考量，於是本研究針對上述三項課題，提出相關的研究目的與方法。 

首先，為有效發揮埤塘的資源潛力，筆者建立埤塘資源系統化的分類架

構，並從「休閒農業」的研究觀點切入，以解決埤塘在休閒利用上較未

被關注的農業文化之課題，第一階段成果為－系統化後的埤塘資源（埤

塘資源分類架構），並以「埤塘資源樹狀圖」的方式簡化呈現。 再者，

經休閒相關理論與需求的基礎研究後，建立「埤塘休閒活動活化模

型」，試圖解決資源與人的休閒需求層次未有效連結應用的問題，透過

操作「活動規劃關鍵元素」，活化以埤塘資源為基礎的休閒活動。 最

後，結合以上二者之基礎，將系統化後的埤塘資源投入「埤塘休閒活動

活化模型」後，所產出 7 項主題休閒活動模式。分別為「鑿埤攻防

戰」、「埤塘水迷宮」、「埤塘水上 BUFFET」、「埤塘水耕農園」、

「埤塘水攻襄陽城」、「高空臺灣水意象」和「周（舟）遊埤塘族群文

化」。 這些主題活動所關切的是埤塘資源效益的實際發揮，故各有其撰

文的中心思想和目標，如「鑿埤攻防戰」是為了突顯埤塘的建築特色；

「埤塘水迷宮」想利用有趣的休閒環境營造，完整介紹埤塘的濕地生

態；「埤塘水上 BUFFET」、「埤塘水耕農園」想將水生作物和埤塘環

境結合後，發展新的休閒農業體驗活動；「埤塘水攻襄陽城」是為了將

所有精彩的「埤塘設施器具」再次地活用在體驗活動中；「高空臺灣水

意象」無疑是利用桃園臺地壯觀的埤塘群聚特色來彰顯臺灣這獨一無二

的景觀；最後「周（舟）遊埤塘族群文化」，更是野心勃勃地想透過

「舟」的意象，貫穿古今和陸海空，再次將埤塘的歷史和文化重新詮

釋。 本文是對埤塘保存再利用的思考嘗試，期待本研究成果能拋磚引

玉，再創埤塘於當代各面向的價值，進而能保存此兼具多重意義的人文

景觀。 關鍵字︰埤塘、埤塘資源、休閒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study argued that though many irrigation ponds have lost their values 

of farming irrigation, they still have the potential leisure benefits. If we use 

irrigation ponds for the ends of leisure, the owners will get land economy rewards 

and make them as a part of peoples’ lives. Their values of irrigation ponds will 

be recreated in the modern times. As the uses of sight-seeing and leisure, the 

irrigation ponds have the following shortcomings: “used as regular water body”, 

“no complete resource inventory check” and “inefficiency application for the 

resource and leisure demands”. Therefore their resource potential can not be 

realized effectively. The thesis proposed “Tree diagrams of the resource of the 

irrigation ponds’ resources” , “Diagrams of the structure for animating the 

leisure activities of irrigation ponds ” and “The application model of the leisure 

resource of irrigation ponds’ resources” in the end of the thesis. Hopefully, the 

thesis will fix the related problems by the mentioned suggestions and utilize the 

applications of irrigation ponds. “Tree diagrams of the resource of the irrigation 

ponds’ resources” was produced by systematic grouping the relative resources 

according the aspects of agriculture. The individual grouping actions were 

conducted by the principles of “same level”, and “exclusiveness”. They 

provided a base for the resource investigation, utilization. “Diagrams of the 



structure for animating the leisure activities of irrigation ponds” simplified the 

complex operational procedures of leisure activities and enable the users develop 

the leisure activity models for each irrigation ponds according to the elements of 

the diagram and provide a base to develop their unique activity themes and relative 

activities. “The application model of the leisure resource of irrigation ponds” 

came form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evious diagrams and apply the resources of 

irrigation ponds on practical cases and use the systematic resource grouping as 

basic structure to generate 7 themes of activity model. The planer can use it as 

references for operational use. The objective of the study is described as following: 

Through the resource inventory check, develop effective models for the planer. 

Therefore the planers can apply the resources of irrigation ponds effectively by 

proper operational procedures. The author addressed that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a 

try to recreate the leisure value of irrigation ponds and preserve both of their 

humanity sceneries and ecology environments. Keywords: Irrigation Pond，

Irrigation Ponds’Resources，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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