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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接軌的淡水文化資產

2016年 9月《博物‧淡水》第 6、7期，獲頒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使用政府預算推廣性

書刊類佳作」，本刊秉持著向社會大眾推廣文化資產概念，深耕淡水文化。本期以淡水古蹟

博物館的推廣活動為例，詮釋「世界遺產」、「博物館」與「翻轉教育」的關連性。希望將

來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把淡水豐富多元的文化資產，在多樣形式的教育活動下，得以留存

並傳承至未來。

他山之石單元中，英國鐵橋博物館研究中心主任Mike Robinson深入反思了當今全球爭相

申請登錄「世界遺產」的現況，並剖析世遺申登制度的各種侷限。他以臺灣特有的「世界遺

產潛力點」系統為例，指出因非聯合國會員國而被世遺篩選機制排除在外的臺灣，於世遺申

登之外仍有更多的可能性。他認為臺灣對各潛力點的指認和推廣，確實增進了人們對遺產的

關懷與認同，並期許臺灣能更進一步詮釋遺產的價值，梳理遺產與世界其他文化連結的脈絡，

彰顯臺灣文化的獨特性。周宗賢、王新衡與李智仁等教授，則分別就封面專題論述淡水文資

的國際性、日本平戶荷蘭館歷史復舊，及世遺保護觀念落實於「文化資產法」修正案等不同

觀點，探討淡水文化資產的國際化性質及未來發展趨勢。

博物館實務部分則呈現了本館赴馬來西亞進行國際交流的成果。馬來西亞於 2008年申遺

的「麻六甲海峽麻六甲城與喬治市歷史城區」，無論是地處過去世界航運的樞紐位置，或是

城區中東西文化交融的歷史脈絡，都與淡水相當近似。藉由實地踏查，瞭解馬來西亞申遺成

功的案例，王維周等教授及本館館員分別陳述、分析了麻六甲歷史城區發展的現況、政府與

民間合作推動申登世遺的策略，以及喬治市的世遺推廣活動，並參照其他跨國合作的申遺經

驗，對淡水的文化資產保存與申遺提出建言和新的想法，可作為淡古館經營淡水文化資產的

借鏡。

淡水複雜豐富的文化面向，有賴於不同專業的詮釋，才能顯露其價值。淡古館連結各界

人士推廣教育活動，接軌國際世界遺產觀念，活化古蹟文化資產，使得淡水港歷史場域能穿

越時空，展現其絕代風華。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館長

永續經營文化資產連結世界潮流

文化，是人類生活的總和；而文化資產，則承載了人類於過去某個時空中刻劃的生活軌跡，

隨時間流轉，載錄地方知識並維繫居民的集體記憶，成為地方的能量泉源。同時，文化資產往

往涵藏了多種文化成分，極為複雜緻密，有待細膩的闡釋與傳承。

自古以來，新北市一直是多元文化交會、融合的場域，淡水更為新北市多元文化資產密度

最高的區域，此區的 33處古蹟與歷史建築，400多年來歷經多種文化淬煉，積澱了豐厚的文

化底蘊。從南島語族、歐亞各族群到如今的新住民，異鄉遊子紛然而至，於土地留下精彩的生

命刻痕。因而，淡水的文化資產不僅是地方性的，更是國際性的。同時，在國際聯結越發緊密

的當今，文化資產的價值闡述和保存維護，必然不能再畫地自限。除了向內梳理文史脈絡，以

獨特文化價值向世界發聲；更要向外取徑國際思潮與實務經驗，並尋求跨國合作。因此，本期

《博物．淡水》向國內外邀稿，企圖借鑑國際世界遺產保存經驗，回望淡水居民與多元文化資

產共存的生命記憶，提出更多文化資產保存工作的可能性。

若要永續經營文化資產，教育便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去年淡水古蹟博物館和黃金博物館分

別與教育單位合作，編纂世界遺產教材及教案；運用生動有趣的教材，提起學童對「紅毛城及

其週遭歷史建築群」和「水金九礦業遺址」等世界遺產潛力點的興趣。新北市文化局未來將持

續研發與創新教學方法，致力文化資產教育的播種與深耕，讓新北市的歷史文化種苗，能夠代

代傳承、生生不息。

對海納百川的新北市而言，地方博物館經營活化文化資產，凝聚市民的城市記憶，是文化

發展的長期重點工作。我們鼓勵孩子親近古蹟與文物，認識故鄉的歷史文化，盼望透過教育的

耕耘，使在地文化煥發光彩，達成「越在地，越國際」的願景，並使地方記憶的傳承細水長流，

永不停歇。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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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文明象徵，

亦是人類共同的歷史記憶。

本期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

就各個不同層面角度，

探討淡水文化資產沿革發展，

以及如何與國際接軌，走向世界。

Tamsui
Journal



淡水文化資產潛力
與國際化視野
受　　訪

撰 文

圖片提供

︱周宗賢（淡江大學歷史系 榮譽教授）
︱戴華萱（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 助理教授）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淡水是臺灣歷史的縮影。自大航海時代，西班牙人 1628年占領淡水，1642年荷蘭人逐西

人取而代之，隨後歷經明鄭（1661-1683）、清領（1684-1894）、日治（1895-1945）等時期。

且因淡水位居淡水河出海口，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向來是北臺灣與世界文化接軌的重要城市。

西荷時期就以此為根據地，展開與中國、日本的貿易交流。19世紀天津條約（1858）、北京條

約（1860）簽訂後，淡水更一躍身為國際通商口岸，各國商船紛至沓來，並在此成立洋行，淡

水儼然成為北臺灣進行國際貿易的首席據點。

各國在淡水停駐的時間長短不一，卻或多或少留下了具象徵代表性的有形或無形文化資

產。淡水全區目前擁有極豐富的文化資產：27處古蹟、6處歷史建築、1項古物、2項傳統藝

術及 2項民俗及有關文物，其中有不少足以跟全球接軌。尤其在 2003年就以「淡水紅毛城及

其週遭歷史建築群」為名，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今文化部）公布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

點」之一。本文就從歷史的脈絡建構出富藏東西文化底蘊的淡水如何與國際接軌的圖像，同時

以世界遺產的保存觀點，前瞻未來足資努力的方向與遠景，從而提昇對於文化資產保護的正確

態度。

國際化的淡水文化資產

一、大航海時代的西荷時期                        

淡水最知名的古蹟「紅毛城」由三個不同時期的建物構成：荷人在西班牙「聖多明哥城」

（Santo Domingo, 1628）舊址附近重建的安東尼堡（Fort Antonio, 1644）、清廷增建的城門─

南門（1724）和英國領事官邸（1891），由此見證了淡水自 17世紀以迄 19世紀的國際性。

本於貿易及宗教勢力擴張的需求，加上地理知識與航行技術逐漸成熟的條件，早自 15世紀極

富冒險精神的歐洲人就已開啟大航海時代的序幕。明崇禎 2年（1629），西班牙提督加烈紐

（Damtonio Carenio）的遠征隊入據淡水，當年即建築「聖多明哥城」與教堂，前者作為與中國

內地通商的根據地以及控制、徵收淡水附近原住民的稅賦機關，後者則是為了宣揚天主教。爾

周宗賢老師對淡水歷史及文化資產如數家珍
(2016年 10月 6日採訪拍攝 )

淡水河岸歷經古今多少事

淡水位居北臺灣的地理要衝，在大航海時代的 17世紀，就一直受到世界各國的青
睞。也因為各個國家在不同時期的駐留，為淡水留下豐富的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

其中有不少足以跟全球接軌。尤其在 2003年就以「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
群」為名，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今文化部）公布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之一，完全具足世界遺產公約要求的三個價值：符合傑出普世價值、真實性、完整

性。這正是臺灣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觀念與國際同步的證明。

在放眼國際需立足本土的前提下，如何挖掘淡水原住民的文化資產為當務之急。若

能補足淡水平埔族的文化資產，淡水史的脈絡將更完整，也更符合世界遺產公約的

精神。再者，當區域史已經在國際間十分受到重視之際，如何將「淡水學」發揚光

大也是淡水未來與世界接軌的重要發展方向。

Situated in the geographic hub of northern Taiwan, the city ofTamsuihad always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re were many countries 
had occupied Tamsui at different times, they left a lots of cultural assets, tangible or intangible, in this 
place. Many of those assets could prove the connection of Tamsui and the world. It 2003, the term 
"The San Domingo and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hereabout" and submitted by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mmittee, currently known as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s one of the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d in Taiwan, Indeed it qualified for the following three values required by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authenticity, integrity.  This proves that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aiwan coincides with the globe.  

Understanding the local culture is the premis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refore, discovering the 
aboriginal cultural assets in Tamsui is the first thing we need and must to do. If we can discoverthe 
cultural assets of Plains aboriginals in Tamsui area, the history of Tamsui will be more complete and 
more qualified the spirits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Further, once the regional history turns 
to be a focus internationally, how to carry forward the “Tamsui Theory” as well as to integrate with 
the world is a vital development for Tamsui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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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臺南為據點的荷蘭人為了擴展在臺灣的殖民領地攻占淡水後，「聖多明哥城」遭到摧毀，

荷人於 1644年在該城的原址附近重新築城，即今日所見紅毛城的主堡。

在臺灣史上，大航海時代的西班牙及荷蘭兩國除了在淡水築城外，在雞籠（今基隆）、大

員（今臺南）也有。西班牙人在基隆蓋有「聖薩爾瓦多城」（Fort San Salvador）（或稱聖救主

城、聖三位一體城，1626-1634），但在明鄭時期就已受到毀壞，至今完全不復見。荷人於臺南

興建的熱蘭遮城（Zeelandia，今安平古堡，1627-1634）及普羅民遮城（今赤崁樓，1653）至今

僅留部分殘蹟，「熱蘭遮城」遺留古堡前方為外城南城垣的磚牆，「普羅民遮城」則僅存西面

之門及東北角之殘跡二處。由此可見，在西荷時期的 3處有形文化資產中，唯有淡水紅毛城還

幾乎保留著原貌的完整性。若根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簡稱《世界遺產公約》)中明列世界遺產

必須符合「傑出普世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真實性」(Authenticity)、「完整性」

(Integrity)的三大標準檢視，淡水紅毛城相較於其他地區在西荷時期遺留下來的城堡更為完整，

這也是「紅毛城及其周遭歷史建築群」被提名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淡水

紅毛城就可感受淡水與西班牙、荷蘭接軌國際化的歷史。簡言之，在那個臺灣歷史上的荷西殖

民時期，淡水港口為各國在臺灣進行國際貿易通商交易口岸，也同時開啟了淡水人的全球視野。

二、淡水開港的國際貿易黃金期 

咸豐 8年（1858）、10年（1860）天津、北京條約簽訂後，淡水正式開港。由於當時淡水

港門宏敞，可以停泊眾多船隻，其地理位置又在東北季風的背風坡下，船隻也方便停靠，因此

被列強選為通商口岸，並且設新海關，各國紛紛在此設立洋行，淡水進入國際貿易的全盛時期。

其中，英商約翰．陶德（John Dodd）自 1865年起投資北臺茶葉，將「臺灣烏龍茶」（Formosa 

Oolong Tea）帶向國際市場，揚名國際，造就了淡水的黃金時代。

臺灣開港前，臺灣茶的品質不如福建茶，臺灣僅有少量粗製茶出口，本島用茶尚賴大陸進

口。北臺茶葉之起，據連橫言，嘉慶年間首由柯朝自福建引入武夷茶種，原僅於瑞芳一代種植，

爾後擴及臺北盆地四周之丘陵帶：石碇、深坑、文山、大屯山、大坪山、南港、八里坌等地，

由於臺北盆地溫濕的氣候、土質的酸鹼度以及安靜的環境十分適合種植烏龍茶。來臺視察業務

的英商陶德發現茶葉的無限商機後，就在 1865年自福建引進安溪茶苗，並借貸資金與教授種

茶技術給農民，讓他們擴大栽培。由於烏龍茶約莫 3至 4個月即可採收，待收成後陶德再全部

保證利潤向農民收購，讓農民得以安心的種植茶葉，無後顧之憂。

當陶德大量投資與改良茶葉品種後，北臺灣茶葉的生產量激增。由於茶葉屬高經濟作物，

獲利甚豐，茶的輸出量大幅度增加。根據統計，1870年烏龍茶一項的出口所得利潤，就超過米、

糖、樟腦、煤這四大項的總額。當時陶德先生所屬的寶順洋行的在臺分行就設在淡水，而海關

也在淡水，儘管製茶廠多位在大稻埕，但出口茶葉就必須從北臺灣各地運送到淡水港進行，淡

水宛若北臺灣經濟的咽喉，也是國際貿易的吞吐口。而現今臺灣烏龍茶得以揚名國際，確實需

歸功於陶德在 19世紀時自國外帶入優質的茶苗及技術。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淡水洋行

林立，當時的淡水人因為替外國人工作的關係，也能使用簡單的英語溝通，甚至有的還會西班

牙語、法語。由此可見，19世紀的淡水居民早具有國際化的語言能力。

三、馬偕博士開創的普世價值                       

1872年 3月 9日，喬治．勒斯萊．馬偕博士（Rev. George Leslie Mackay）抵達淡水，展開

在北臺灣的傳教計畫，卻同時為 19世紀的淡水帶來了現代化教育、男女平權以及醫療的普世

價值。

第一，現代化的教育及男女平權的觀念透過馬偕及其教會引入。眾所皆知的「理學堂大書

院」（牛津學堂 (Oxford College)，今真理大學），就是馬偕於 1880年第一次返加拿大述職後

募款所得而興建，於1882年竣工，牛津學堂所教授的學科，除了神學與聖經外，有社會科學（歷

紅毛城為淡水最著名的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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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倫理等）、自然科學（如天文、地理、地質、植物、動物、礦物）、醫學理論及臨床實習等，

是臺灣最早西式教育的開端。若與當時淡水廳的行政中心的所在地─新竹仍無西式的現代化學

校相較，馬偕為淡水帶來的現代化教育足以與國際接軌。

此外，還有 1884年落成的「淡水女學堂」（今純德小學）。馬偕博士鑒於臺灣一直未重

視女子教育，遂在牛津學堂的東鄰創設「女學堂」，這是臺灣北部第一所女學校。然因受到儒

教思想深化的影響，臺灣普遍仍存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同時保守的民風也不願讓女

兒在外拋頭露面，所以雖然「女學堂」完全免費，依然沒有幾個漢人前來就學。當時都是從宜

蘭來的平埔族女性信徒，翻山越嶺的長途跋涉，走了一夜一天的路程來到淡水讀書。而在 21

世紀的今日，我們已經接受「男女教育平權」的普世價值，這種觀念也是透過馬偕宣揚基督教

的平等觀帶來的國際化成果。

第二，現代化醫療知識與觀念的引進。由於馬偕在加拿大時念過一些醫學課程：如解剖學、

生理學及拔牙技術，這除了對他的傳教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外，也為臺灣傳入西方的現代化醫療

知識。馬偕最為聞名的，便是為臺灣人拔牙，他在日記中統計，從 1873年開始第一次為人拔

牙至 1883年 9月 3日的 20年間，總共拔了 21000顆牙，以解決民眾的牙痛之苦。因為此舉，

讓臺灣人民破除疾病得到療癒是源自神明幫助的迷思，願意相信牙痛的治療乃是因為西方的藥

物所致，而慢慢擁有醫學方面的知識，也是因為國際化而傳遞出的一種普世價值。

自馬偕 1872年登陸淡水，至 1901年因喉癌病逝的 30年間，馬偕在淡水遺留的有形建築

物抑或是無形的觀念，都可以和世遺「普遍價值」的精神接軌。

四、邁入現代化的日治時期                       

甲午戰敗後於光緒 21年（1895）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本島及澎湖的主權割讓給日本，

至此進入 50年的日治時期。在日本希望能永續殖民臺灣的野心下，遂對臺灣進行教育普及與

提升，公共衛生環境的改良以及農業、工業各方面一系列的現代化建設。日本雖是將臺灣視為

支持本國工業後盾及向南洋發展的殖民基地，但各項軟硬體設備日漸現代化的臺灣，卻也因此

得以和世界接軌。

日人在淡水最重要的現代化建設之一是建設臺灣

第一座現代化的自來水─「滬尾水道」。由於日人來

臺初期，淡水仍是最重要的港口與軍事要地，但飲用

水時常遭受汙染而患病，臺灣總督府遂於明治 29年

（1896）成立「水道事務所」並開工，引進現代化

水道工程的專家、技術，「滬尾水道」於 1899年完

工，是臺灣現代化自來水的開始。其二是鐵路。雖然

臺灣的鐵路建設始自劉銘傳，然因劉銘傳不久去職而

停擺，到了日治時期才大量修築，雖然是為了對殖民

地臺灣進行全面的政治控制與經濟掠奪的目的，但成

就卻是事實。日人為了能夠在沿淡水河經水路運達的方式外，更快速、大量地輸送經海路運至

淡水港的物資而興建淡水線（與今捷運淡水線路線相同），淡水線是臺灣第一條鐵路支線，於

1901年 8月 25日通車啟用。其三是日本人遺留的建築。目前淡水仍可見「臺銀日式宿舍」、「日

商中野宅」、「日本警官宿舍」、「木下靜涯故居」、「多田榮吉故居」。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多田榮吉故居」在當時已經接有自來水，是淡水地區，甚至全臺早期接自來水管線的民宅之

一，足見日人對衛生環境及水質的重視。由此，我們可以透過日本人居住的房子，了解其文化

與習慣，除了為淡水留下豐富多彩的有形與無形資產外，同時也透過日本統治者的現代化建設

和世界接軌。

五、21世紀對淡水國際化的未來展望                       

進入 21世紀後，淡水必須透過各種藝文活動與國際接軌，西班牙奔牛節（San Fermin）就

值得我們借鏡。每年 7月 6日至 14日在西班牙東北部潘普洛納城（Pamplona）舉行，這個節

日始於 1951年，由於每年不間斷的舉辦而得以聞名國際，使得奔牛節已經不單是當地人的區

域性活動而已，而能高度吸引來自世界各地有興趣的人前去朝聖，由此建構出西班牙特有的奔

牛文化，此節日的舉辦既有各國人蜂擁而至，自然也對當地的經濟與觀光加值。

淡水女學堂為馬偕博士所創設 理學堂大書院是臺灣西式教育的發源地

「滬尾水道」是臺灣第一個自來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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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淡水自 2002年開始的「國際環境藝術節」亦有此潛力。「國際環境藝術節」本為兩年

舉辦一次，在 2004年及 2006年漸獲重視與好評後，2008年遂擴大規模，並改為每年 10月舉

行，最主要的活動有「藝術踩街」及「西仔反環境劇場」，這兩項節目的最大特色在於是由淡

水地區居民自發性的參與。雖然 10多年來已經逐步累積不少豐富多元的在地人才、團體與能

量，但主辦的權責單位仍要持續和參與活動的團隊

不斷對話，以期改善並增加內涵；同時鼓勵淡水人

多參加和互動，因為互動會產生情感及認同。當大

多數的居民對淡水的藝文活動都能如數家珍且熱愛

參與，這樣自然會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來到淡水，讓

外國人萌生「來臺灣一定要到淡水」的念頭。

而代表官方的淡水古蹟博物館也可以跟國外類

似的博物館締結姊妹關係，在交流的過程中大量宣

傳淡水具代表性的藝文、民俗及文化活動等，讓這

些具有普世價值的活動能夠在國際上發揚光大。

不可能的任務─挖掘原住民的文化資產

誠如前述，淡水的文化資產融合荷蘭、西班牙、加拿大、英國、日本等多元的國際文化，

已眾所皆知。但早在西班牙、荷蘭、日治時期的研究文獻中就可見淡水已有平埔族居住，如西

班牙建築的「聖多明哥」城就是作為徵收淡水附近諸番社的稅賦機關，但原住民文化資產反倒

鮮少受到保存。在放眼國際需立足本土的前提下，如何挖掘淡水原住民的文化資產為當務之急。

淡水，原為平埔族的凱達格蘭人（Ketagalan）所居。在西荷時期有四個番社：「淡水社」、

「北投社」、「雞柔山社」、「大洞山社」，估計當時原住民最多不超過 500人，但不會少於

200人。平埔族本身有一套自己的文化，根據新石器中晚期的出土文物可知，原住民已具有社

會組織、農業文明以及對外貿易的知能，尤其在小番刀、青銅器等外來出土文物的考證，也可

推知原住民已具有風向、水文、海流的知識，並善於航海。可惜的是，爾後因漢人大量移入而

漢化，包括傳統儀式、生活及飲食習慣等，甚至改漢姓；清嘉慶後，平埔族幾乎已被漢族同化。

而淡水的凱達格蘭族因為沒有經歷大遷徙之故直接就地漢化，在無任何紀錄的情況下幾乎查不

到明確的後代，文化的根源記憶從此斷裂，完全沒有存留下來。

隨著時間愈久，當然也就愈難查詢追蹤到淡水平埔族的相關紀錄。40年前曾到馬偕醫院竹

圍分院對面的公寓採訪到一位台姓的平埔族。台姓一家是當時血統純正的淡水平埔族，但在當

時已經不會講平埔族語。除了台姓外，大淡水地區還有很多潘姓也都是平埔族的後裔，但如今

也都已經完全漢化。儘管如此，不放棄希望的我們仍然可以在不可能中尋找可能，首先，可以

透過戶政系統的資源尋找台姓、潘姓的耆老，透過對這些耆老的訪談將平埔族的點滴記錄下來；

或是透過語言學家的努力，從他們使用的語言中考證出是否仍保留些許不是漢話的原住民語。

再者，由公部門編經費尋找並收購平埔族值得珍藏的文物。這也就是為什麼需要「保護世界文

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正因聯合國教育科學和文化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UNESCO）鑒於世界各地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受到各種自然

與人為破壞的威脅而訂立的。倘若能補足淡水平埔族文化資產的相關資料與文物，淡水史的脈

絡將更趨近於完整。

從「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與世界接軌

UNESCO於 1972年 11月 16日，在法國巴黎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將

世界上具有傑出普世價值的自然或文化資產登錄於世界遺產名單，向世界各國呼籲其重要性，

進而推動國際合作保護世界遺產。遺憾的是，「世界遺產公約」恰好是在臺灣退出聯合國後擬

訂，臺灣始終沒有機會參與相關工作與活動。不過，雖然臺灣目前不是 UNESCO的成員，不

具有提報世界遺產的資格，但臺灣既然是地球村的一部分，就勢必要跟世界接軌；反倒因為不

是聯合國的成員，更必須自覺的自主推動，並且做到最好。若一定要等到國家定位明朗後才著

手維護文化資產，恐怕那時就會失去世界遺產要求的三個價值：符合傑出普世價值、真實性、

完整性。

朱立倫市長出席國際環境藝術節

民眾參與國際環境藝術節的藝術踩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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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的目標

有鑒於此，文化部（原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 2002年初陸續徵詢國內專家學者並函

請縣市政府及地方文史工作室提報、推薦具「世界遺產」潛力之潛力點名單，該年底並邀請

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COMOS）副主席西村幸夫（Yukio Nishimura）、日本

ICOMOS副會長杉尾伸太郎（Shinto Sugio）與澳洲建築師布魯斯．沛曼（Bruce R. Pettman）等

教授來臺現勘各潛力點，此舉就是希望臺灣能與國際同步，除吸收最新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觀念

外，也能及早保存臺灣具世界遺產條件的文化資產。如前述淡水平埔族的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

在現今幾近消失，就是未能及早紀錄保存的結果，現在想做猶如登天之難，倘若能尋獲平埔族

的相關資產，那麼淡水文化資產的保存就能更具完整性。再如作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的

「紅毛城及其周遭歷史建築群」亦然，仍然可以持續挖掘其「周遭歷史建築群」的相關文物與

資產，使其更形完整。此外，政府單位長年如此竭盡心力的維修與維護紅毛城，而不是打掉再

重蓋一座城池，這也是在符合「真實性」的價值要求上，以期能進一步達到具有傑出普世價值

的目標。

除了「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外，還有另一類「自然遺產」（Natural Heritage）

也是世界遺產的保護範圍。所謂「自然遺產」，簡單的說就是指物理、生物、地理景觀，標準

之一就是「具有絕妙的自然現象或地區，特別重要是具有自然美或美學現象地區」。若依此公

約，那麼對於淡水中正路北段的都市計畫就應該有所限制，如 2013年由淡水居民自發的「搶

救小白宮」連署行動，就是為了抵制建商將在淡水古蹟小白宮下緣千坪基地興建廿七層大樓，

顯然如此做將破壞「紅毛城及其周遭歷史建築群」的自然天際線，這對「自然遺產」是一種莫

大的傷害。由此可知，淡水的文化資產保存刻不容緩。若以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為例，他選擇在羅馬市郊另闢新區，興建法西斯政府總部，沒有破壞舊羅馬，殘缺

不存的老城牆，還站立在市中心外圍；甚至一草一木、廢墟殘瓦都保持原狀，由此可以肯定墨

索里尼對於文化資產保存的貢獻。而建造於 1870年的小白宮，既已指定為市定古蹟，那麼古

蹟前的地理景觀自然也不容破壞，倘若能將整個中正路北段種樹綠化，勢必能為淡水的有形文

化資產加值。

二、透過教育建立地球村視野

「紅毛城及其周遭歷史建築群」既已被評定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自然必須好好維

護與保存。但維護與保存不僅是官方的職責，更是所有淡水人應當有所認知並參與。準此，淡

水古蹟博物館目前就正在進行「穿越淡水、走讀世遺教育深耕與交流推廣」計畫，進行教學課

程規劃、種子教師培訓，與教學現場實作案例輔導等基礎深耕，由淡水地區發展學習教育系統

並落實於教學環境，希望透過教育系統讓下一代了解世界遺產的重要性，並建立具世界地球村

的視野。

立足本土、放眼國際的「淡水學」

除了世遺教育的深耕外，更全面的說，應當將淡水人文地理的美好一併發揚光大，這樣的

概念可統稱為「淡水學」。淡江大學歷史系在 1998年舉辦「第一屆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淡水學」一詞誕生於此，其想法是從國外區域史發展已然成熟而來的。在日本就有「京都學」、

「大阪學」，通常區域史的發展都是由大學結合地方資源，如公部門或企業家，共同持續辦理

關懷區域的活動，藉此不斷提升居住地的品質與人文涵養，這也是將「淡水學」未來發展的目

標，進而將「淡水學」推向國際舞台。無庸置疑，淡水不僅擁有非常多具國際性的有形文化資

產，也同時有山海交疊的自然地理景觀，在放眼國際必先發揚本土特色的基礎上，「淡水學」

必有其無限的發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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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簡稱 ICCROM）進行評鑑與提供建議，後送交世界遺產委員會（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最終由世界遺產委員會做出是否登錄的決議。

關於世界遺產登錄之認定標準，依據《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業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須具有十項傑出普世性價

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標準中的至少一項，並通過整體性（integrity）與真實性

（authenticity）之檢驗，且需擁有保存與管理之機制。此外，《世界遺產公約》中更提及遺產

之推廣教育計畫，依據公約 27、28條，締約國應通過適當方式，特別是教育和宣傳計畫，增

強人民對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尊重，並使公眾廣泛瞭解對世界遺產造成威脅的危險，也應讓人們

瞭解國際合作對世界遺產保存發揮的作用及體認遺產之價值。

2005年，在本國政府推動世界遺產觀念之背景下，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簡稱淡古館）

應運而生，於新北市淡水區文化資產的保存維護與再生，以及收集具潛力的臺灣世界遺產資料

等目標下，結合社區總體營造的力量，深耕文化於基底層，經營普羅大眾易於親近的文化觀光，

也藉此讓淡水一躍而成北臺灣的文化重鎮。目前淡水計有 38個經指定或登錄的文化資產，包

含 33處古蹟、歷史建築有形文化資產、4種無形文化資產及 1件古物，其中「淡水紅毛城及其

世界遺產、博物館與翻轉教育
淡水的世界遺產教育

受　　訪

撰 文

圖片提供

︱柏麗梅（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館長）
︱王筠喬（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研究典藏組組長）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世界文化遺產與淡水

1972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和文化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UNESCO）於第 17屆常會中通過、制訂了《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公約》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簡稱《世界遺產

公約》），並於 1975年公約正式生效。《世界遺產公約》的實施目的，為跨國合作集體保存

具傑出普世性價值的自然與文化遺產，建立一個具現代科學方法的永久性有效制度。

世界遺產的登錄，首先需由締約國遞交世界遺產提名書，再由世界遺產專業顧問組

織如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簡稱

ICOMOS）、世界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簡稱 IUCN）、國

紅毛城建城 370周年暨修復工程落成儀式

世界遺產的登錄，須經過嚴謹的程序及價值認定過程，而遺產保存概念的永續發

展，則有賴於實踐教育推廣工作。目前臺灣正致力於推廣世界遺產觀念，以世界遺

產保存的理念與態度，提升目前文化資產保存工作的嚴密性與完整性，並將發掘地

方文化價值的任務，融入文化資產保存觀念的教育推廣中。本文以淡水文化資產保

存為例，思考文化資產教育如何與世界遺產保存概念接軌，將「世界遺產」、「博

物館」與「翻轉教育」作為切入點，並以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所舉辦的教育活

動為例，探討翻轉教育概念應用於博物館教育推廣工作的可能性。

A rigorous process and strict value validation procedure are mandated for the registration by the 
World HeritageConvention.  Hence, the work of heritage preservation li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The promotion on the concept of the World Heritage executed in 
Taiwan follows the notion and attitude preserved by the World Heritage as to ameliorate the current 
preservation work and the local cultural value in order to integrate with the educational promotion 
of the preservation for cultural assets.  In this article, the cultural assets preservation is taken as an 
example in reflecting a way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promotion of cultural 
asset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world heritage with the themes “World Heritage”, “Museum” 
and “Flip-education”.  By using 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held by the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as an exampl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useum and flip-education is interpr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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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歷史建築群」符合世界遺產登錄標準第二項「是一建築類型、建築或技術綜合體、或景觀

的傑出典範，訴說人類歷史重要的階段；」及第六項「與具有傑出全球重要事件、現存傳統、

觀念、信仰、藝術與文學作品有直接或明確的關連」，於 2003年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今

文化部）公布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

淡水地區多元文化資產的世遺潛力

淡水曾經是東西方文化交融的港口，千年來異文化的歷史交錯層疊，積澱了多重文化的養

分，故淡水的歷史建築有著複雜多變的樣貌。

17世紀西班牙人來到淡水，建築聖多明哥堡（Santo Domingo），作為航運的補給站，後

來雖然堡壘毀壞，西班牙人退守呂宋島（Luzon）的馬尼拉（Manila），但仍在埔頂地區留下「聖

多明哥」的名字（張志源，2014）；隨後，1641年來到淡水的荷蘭人建立了安東尼歐堡（Fort 

Anthonio），也就是現在紅毛城的主要結構。時至明鄭與清領前期，因政治中心南傾，僅有少

量軍隊駐守安東尼歐堡，並曾修繕城堡，作為存放稻米的倉庫和守軍駐紮要塞，但沒有對主結

構作太大變化。

18世紀陸陸續續有自中國來拓墾的漢人，從淡水河口進入臺北盆地，他們帶來最新的農耕

技術，也帶來了家鄉的神明。開墾者們在碼頭附近、崎仔頂一帶，建起家鄉的廟宇，祈求能在

異鄉得到保佑。1782年滬尾街居民創建祭祀媽祖的「福佑宮」（市定古蹟），成為淡水最早的

廟宇；1822年汀洲人建「鄞山寺」（國定古蹟）主祀定光古佛、1858年惠安、晉江、南安三

邑人合建滬尾「龍山寺」（市定古蹟）主祀觀世音菩薩等，各種具地方特色的古老宗教建築，

留下了精湛的傳統工藝技術。

19世紀淡水成為通商口岸，西方人紛至沓來，於淡水任官、經商、傳教等，在埔頂留下許

多西式建物。其中，來自加拿大的馬偕博士於 1879年建立了滬尾偕醫館（市定古蹟），作為

醫護之用；其後為了傳教、教學和生活等用途，陸續於 1882年興建理學堂大書院（國定古蹟）

和 1884年的淡水女學堂等西式學堂。英國人則於 1870年興建了稅務司官邸（前清淡水關稅務

司官邸，又稱小白宮，市定古蹟）、1981年英國領事館（國定古蹟）等建築，以利在淡水的商

務管理。英籍商人范嘉士（Francis Cass）於 1894年購得淡水鼻仔頭地區土地興建倉庫，後轉

賣給英商殼牌石油公司（Shell Oil Company），至今仍有數棟倉庫建築屹立於此（殼牌倉庫，

原英商嘉士洋行倉庫，市定古蹟）。這些形式多樣的建築，皆為來自東方的匠人運用東方建材，

以西式建築原理構築和裝飾完成，可謂精彩的東西文化交流成果。

1895年日本人統治臺灣，帶來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現代化建設，1899年英國衛生工程

學家巴爾頓（William Kinninmond Burton）與其門生技師濱野彌四郎（Hamano Yasiro）建造了

「滬尾水道」，是為臺灣第一座自來水場（市定古蹟）；1937年建「淡水氣候觀測所」（市

定古蹟）和「淡水水上機場」（市定古蹟），留下為數頗豐的工業文化遺產。此外，亦有許多

日式建築和日洋混合建築至今仍悄立巷弄之間，例如日治時期曾任淡水街長（相當於今淡水區

長）的多田榮吉（Tada Ekichi）於 1937年興建的住居（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市定古蹟）；

1916~1921年間由株式會社臺灣銀行所興建的「淡水臺銀日式宿舍」（市定古蹟）等，更進一

步豐富了淡水文化的多元性。

淡水地區的城市紋理複雜多變，歷史上異文化的衝突與交融是為其成因，這些豐富緻密的

紋理深入在地住民生活之中，有待住民於食息之間細細體會和指認。從前述淡古館成立的目標

大淡水全區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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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淡古企圖結合在地居民的力量，經營淡水區的古蹟保存與再生。此概念與張譽騰（2003）

所提出的生態博物館（Eco-museum）定義相類似。張教授認為生態博物館是一種工具，它是由

公共機關與地方族群共同構思、形塑與營運。它是地方族群用以觀照自己的一面鏡子，藉之覺

察自我的形象，並對他們目前所居住、同時是先民賴以為生的生活領域尋求解釋。此一領域或

可被視為一種受時間侷限的歷史斷層，或可被視為由世代連續而成的歷史沉積層。它同時也是

一面外來訪客用以觀察此一地方族群的鏡子。借鑑此鏡，能增進訪客對地方的瞭解，並博得其

對此一地方族群之工業、習俗、認同等的尊重。它是一種對空間的詮釋，牽引人們在某些特殊

場所駐足或徘徊。米復國（2013）認為，從「生態博物館」的角度來看，整個淡水小鎮就如同

一座博物館，由於淡水複雜多元的歷史，相當可觀的建築遺蹟林立錯落，來訪的人們在街區漫

步時，隨處可看到見證歷史的古老建築，進而能感受當地日常生活於時光中堆疊出的文化厚度。

在淡水這一極為特殊、複雜又充滿活力的場域中，博物館如何確實發揮功能，深入地方，

成為住民和來訪者深刻理解與指認淡水豐富文化底蘊的協助者，推陳出新的教育推廣活動便為

重要途徑之一。

世界文化遺產的教育推廣

1994年 UNESCO發起了「世界遺產教育計畫」（World Heritage Education Programme），

通過將世界遺產教育納入學校課程的方式，讓學生們了解世界遺產，以及自身和其他文化的

傳統、歷史，加強對世界遺產的保護意識。1998年 UNESCO首次出版《世界遺產在年青人手

上：教師資源手冊》（World Heritage in Young Hands: An educational resource kit for teachers），

內容包括舉行「世界遺產教育實戰手冊」以及「世界遺產青年論壇」（World Heritage Youth 

Forum）等活動，世界遺產青年論壇從 1995年開始到現在，已經在世界各國舉辦了 10場以上。

2002年世界遺產中心（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更推出了「Patrimonito的世界遺產冒險」

（ Patrimonito's World Heritage Adventures ）分鏡腳本（Storyboard）國際競賽，積極推行世界遺

產教育，啟發年輕人關注保護遺產。

世界遺產中心所推出的「Patrimonito的世界遺產冒險」動畫腳本競賽，是運用多媒體工具

來輔助世界遺產教育計畫的執行，由學生繪製故事腳本，再由動畫公司依原創作的故事概念，

進行後製動畫影片。希望 12∼ 18歲的中學生能夠以自己國家的世界遺產為對象，依據主辦單

位設定的主題或是該年計畫的專題方向，傳達該世界遺產的特色、價值訴求、或保存維護過程

中受的困境等。借由動畫腳本競賽拉近學生與世界遺產的距離，產出的動畫也能作為遺產教育

的教材。

世界遺產教育計畫目的為保護世界遺產，透過對問題的覺察與思辨，提高管理世界遺產的

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於 2016年 7月 18日開放 淡古館辦理「古蹟夜未眠」活動結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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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世界遺產中心顧及到老師授課的需求，無論是舉辦教學工作坊所產出的教學材料，或是

「Patrimonito的世界遺產冒險」影片，都可以當作學校老師授課時的現成教材。UNESCO希望

透過教育活動，讓人們表達關心並保護世界自然及文化遺產；藉由教育及參與式活動，使未來

世界的主人翁有能力面對世界遺產所遭遇的持續威脅，並給予年輕人們機會參與保存從地方到

全球層次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李光中、王

鑫、許玲玉，2008）。UNESCO相信世界

遺產保存維護若有年輕人的參與，則可透

過教育代代傳承，使保存世界遺產的觀念

得以生生不息，永續發展。

國內學者自然也注意到了此一世界趨

勢，林思玲（2009）提出，學校在推廣文

化資產保存時需注意的是，在學校學科分

類的體制下，如何引導學生了解文化資產

的多樣性特質。「英格蘭遺產」（English 

Heritage）是英國推動文化資產教育活動的

重要單位，這個組織長久以 推動英格蘭的歷史遺產保存， 積極透過教育計畫，促進民眾對於

遺產保存的認識。希望孩子能藉由課堂，自然而然的進入古蹟，親近古蹟，進而喜歡古蹟。「英

格蘭遺產」有鑑於此，著手協助老師們編寫教材，且課程內容並非以古蹟為主體，而是利用古

蹟作為教材，配合教育部的課程，不限科目。例如：鼓勵學生用各種量測工具認識古蹟場所的

尺度；用量角器和比例原理測量古堡的高度；或者利用數學計算，算出如何用箭打中移動中的

目標物。由此可知，與古蹟相關的教學內容並不必然侷限於社會科，而可擴大範圍至物理、地

理、數學等科目，讓文化資產教育能成為學生體驗科學、工藝、音樂、藝術、歷史、地理、語

言等各種多元價值的具體實踐。

根據對上述各種世界遺產教育方式的認識和思索，打破傳統學科框限和上對下、單向教育

模式的世界遺產教育，便成為淡水古蹟博物館實行推廣教育活動時所致力的方向。

淡水古蹟博物館之世界遺產翻轉教育實踐

「翻轉教育」（Flipped Classroom）這個概念源起於 2007年，由美國科羅拉多州洛磯山林

地公園高中（Woodland Park High School）兩位化學老師貝格曼（Jonathan Bergmann）與山森

（Aaron Sams）所提出，其本為解決學生缺課問題並進行補救教學，但其創新的教學方式，卻

意外的成效卓著。（Bergmann, J. & Sams, A., 2014）

翻轉教育的革新，包括將傳統上以老師為主體的課堂，轉交由學生主導；並將填鴨式教學

法改為引導式教學；更增加了「學習共同體」的概念，讓同學彼此對話、互相幫助。老師的心

力不再只聚焦於授課，而在學生的「學習」，同時課堂亦成為開放給其他老師觀摩教學的場所。

這些概念被國內外教育學者廣泛運用，尤其是張輝誠的「學思達教學法」、葉丙成的「BTS教

育新思維」、「均一教育平臺」、「Learn Mode學習吧」等平臺。

「教育」既為博物館的重要功能之一，則應用「翻轉教育」於博物館展示，便為一值得思

考之方向。於博物館應用翻轉教育，可從綜合學程、雙向學習、老師扮演助產士角色等三個方

面來討論。第一，綜合學程，從Benjamin Bloom的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表為基礎來看（圖1），

在翻轉教學情境裡，低階的「記憶」與「理解」思維能力是經由學生自主學習來完成，而「應

用」、「分析」，以及「評鑑」與「創造」等較高階的能力，則可藉著課堂上教師引導與同儕

互動思辯討論與合作學習來達成。第二、雙向學習，老師從過去的資訊傳遞者轉變為引導者，

給予學生做決定、選擇的權利，培養學習的好奇心。第三，老師扮演助產士的角色，學生於課

前自學時歸納問題，由學生分組討論、共同找到答案並解決問題，教師的角色成為聆聽者，並

適時加入與個人或小組的討論。

「翻轉」一詞主要指改變現況或困境，近來於各學科領域被廣泛使用，下文將以「世界遺

產」、「博物館」與「翻轉教育」為切入點，並以淡古館所舉辦的各式教育活動，包含推廣教育、

學校教育、多媒體教育等作為案例，探尋博物館利用翻轉教育的方式，完成世界遺產（文化資

產）之教育推廣的可能性。

「穿越淡水 走讀世遺」世界遺產國小高年級教材封面 淡古館規劃數位網站版型樣貌

圖 1，Benjamin Bloom的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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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芳杰（2010）認為，文化遺產教育廣義可分為「正規教育」以及「非正規推廣教育」等

二個面向。除了學校養成教育，遺產教育也須涵蓋提升一般大眾對文化資產的認同與保存維護

觀念教育，將遺產教育與社區或地方的場域聯結，藉由引起地方居民對地方文化資產的價值認

同，吸引大眾對文化資產保存的關注，更進而將此能量投注在管理維護工作上，讓不同世代的

人們皆能認同並延續地方文化價值。

（一）運用翻轉教育概念於世遺推廣教育

在兒童推廣教育方面，淡古館最受歡迎的教育活動之一，便是「淡水古蹟夜未眠暑期體驗

營」，在此一為期三天兩夜，對象為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童的夏令營中，藉由故事設計、角色扮

演及夜宿小白宮（市定古蹟）等引入翻轉教育思維的活動，引導學童親近古蹟並抒發所感，使

古蹟與生活產生聯結，進而使雙向學習成為可能。另外，淡古館其他針對孩童的活動，如：英

姿煥發—領事之家扮裝體驗、小小館長見習營等，皆透過推陳出新的活動設計，使淡水多元的

文化資產價值觀，在形式多變的教育活動詮釋下更易為兒童理解，進而得以留存並傳承至未來。

（王筠喬，2013）

於成人推廣教育部分，淡古館與淡水社區大學合作，開設淡水「優質導覽培力課程」，除

了培養種子導覽人員，也開放給對淡水歷史文化有興趣的民眾共同參與。另外， 2016年共舉

辦了8場世界遺產系列講座，邀請學者專家周宗賢、李乾朗、傅朝卿、戴寶村、馬繼康、邱建一、

王維周、榮芳杰等作為講師，從世界遺產的定義、建築、歷史、教育、藝術、旅遊，到淡水的

港口及舊街區發展、以及世界遺產對臺灣文化資產的啟示等，各家精湛的演說，深獲參與民眾

的肯定，於文化資產保存觀念的推廣裨益頗豐。

因應臺灣高齡化社會到來，淡古館亦推出樂齡日活動，於 2014、2015年規劃多條走踏導

覽路線，穿梭於淡水獨特而古老的巷弄的導覽行程，頗受民眾好評。2016年更加入尋訪「世界

遺產潛力點」的概念，路線拓展至馬偕之路、清法戰爭古戰場巡禮、走訪漢人街區歷史古蹟、

串街走巷逛老街、紅樹林生態之旅等，更進一步延伸至三芝、八里、黃金博物館等地區。此外，

亦安排動手作體驗活動，例如程氏古厝作粿趣、手工皂 DIY、版畫拓印等；亦加入 2016年公

民參與預算計畫執行案的「淡水河綠色公路」來規劃行程，讓樂齡民眾以步行和水上渡輪等兩

種不同的角度賞玩淡水，向樂齡群體推廣「世界遺產潛力點」概念；活動中樂齡民眾反饋的生

命經驗，亦有助於博物館與大眾間的「雙向學習」。

另外，淡古館為回饋社會及關懷特殊群體，舉辦「愛心滿紅城 -藝文推廣教育活動」，提

供各社會福利單位參與淡水歷史文化活動之管道。2016年度上半年已舉辦 12場次，共 492名

民眾報名參加。同時，也利用園區內的無障礙設施，如遊園電動車、斜坡板、電動輪椅充電服

務、紅毛城導覽摺頁點字版、及其他相關設施，配合導覽服務，並供民眾彈性安排各場館的參

觀行程，提供參觀者無障礙的友善環境，提升各種群體對文化資產的近用。

淡古館針對不同的族群，設計了適切的教育推廣活動，在傳統課堂教育外，運用翻轉教育

概念增加了學習的各種可能性。

（二）顛覆傳統學校教育的世遺教育實踐

世界遺產教育與一般課堂教學不同，必須讓學生親臨現場，其教育意義方能更為彰顯，因

此在課程設計上，需有讓學生走入世界遺產場域的機會，世界遺產場域本身即是教室，成為學

生學習的場所。

目前，淡古館正進行「世界遺產教育深耕與交流推廣」計畫，透過學校教育，讓文資保存

教育向下扎根，並連動家庭與社區居民共同參與，逐步凝聚在地居民與學校共識，讓新北市成

為全臺推動世界遺產保存維護之典範。淡古館邀請學者專家，及淡水國小、文化國小、鄧公國

小與正德國中教師等，合作發展世界遺產教材、辦理教師研習與教學現場實務案例輔導等基礎

深耕，發展淡水地區世界遺產學習教育系統，並落實於教學環境；計畫分為「聚落與建築」、

「文化與社會」以及「貿易」等 3個主軸，每個主軸分為國小低、中、高年級和國中（7-8年級）

等 4個階段，教學內容與教材將依次於 2016至 2018年度發展完成。

其中，國小世遺教材以認知領域的「記憶、理解」與情意領域的「接受或注意、反應」為

主，著重於感官體驗與操作（動手作）；國中則強調認知領域的「分析與應用」，及建立情意

領域 的「評價」。每個階段安排 4堂課程內容（包含教學活動設計與補充資料）；並依各階段

教學內容製作教材共 4冊，印製 7000多冊，發送至淡水地區共 19所國小、國中。往後，淡古

館亦將組織「宣講團」，說明此四個年級階段的主題，並搭配淡水世界遺產戶外教學示範，提

供教師們未來授課時完整的教學概念和方向。

淡古館辦理「愛心滿紅城」活動於紅毛城南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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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翻過往教育觀念的趨勢下，「翻轉課堂」儼然成為 21世紀企業與教育單位落實「學

習革命」的指標性模式，而教育既為博物館的重要使命，如深化教學內涵、翻轉思考模式及鼓

勵和引導對象摸索適合自身的學習方法等，皆為博物館進行推廣教育活動時可行的策略。淡古

館在學校教育方面採用專題教學（project-based learning）方式，將翻轉教育思維融入教師教學

設計，以 2016年度的「聚落與建築」主軸為例：國小低年級以「馬偕的故事」為主題，引導

學童認識偕醫館、牛津學堂、馬偕故居、馬偕墓等文化資產的基本內涵；中年級以「漢人聚落

發展」為主，幫助學生了解福佑宮、鄞山寺等古蹟；國小高年級則用「殖民與戰爭」，帶出紅

毛城、滬尾礮臺、城岸遺蹟、清法戰爭等歷史場景；國中的主題更進一步觸及到「聚落變遷和

聚落發展」，以多田榮吉故居與牛津學堂為例，討論漢族、日本與西方文化歷史上在淡水的交

流發展。

根據學者 Keengwe在《翻轉教室以強化主動學習》（Promoting Active Learning through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l）一書中的分析，翻轉教室的教學設計在 Bloom的認知領域目標中，

應屬中、高階的「應用」、「分析」、「評鑑」與「創造」層次，教學策略屬於「學生為中心」。

此與傳統課堂教學著重於「記憶」、「理解」、「應用」和「分析」層次，並「以老師為中心」

的教學策略有著絕大的不同。（Keengwe et al., 2014）

在淡古館結合學校教育機制，實踐世界遺產教育的過程中，教師與館員扮演了助產士的角

色，首先引起學生的好奇心，輔助學生「應用」自身的知識「理解」遺產；並藉由教師與館員

在學生學習過程中適時的引導，及同儕學習（peer learning ）互動的思辨討論（critical thinking ），

將學習層次提高到「分析」與「評鑑」層次，最後給予學生「創造」的空間。除了學校教育之外，

在培養世界遺產種子教師和館員時，亦可透過教學工作坊、教材、教案設計，讓其深刻理解遺

產價值，發現教學實務問題，使世界遺產教育在博物館的實踐更為全面與多元。

（三）活用數位技術強化博物館教育功能及文化觀光效果

隨著數位科技時代的來臨，現代博物館無一不在思考如何應用科技，提升服務品質、場

館功能等，為參訪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感受。淡古館未來將透過不同類型數位化技術的運用，

包含平面掃描、數位影像、環場及環物攝影、雷射掃描、3D建模（3D Modeling）、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等，以期完整保存文化資產的各種數據資料，作為後續研究、展示

及教育之推廣運用；並有助於民眾、研究者獲取所需資訊，完善資源的公開共享機制。

同時，以數位化為基石，過往實體博物館的時空藩籬已被打破，全天候 24小時，各地民

眾皆可透過網路參觀「虛擬博物館」。虛擬博物館的互動式展示設計，顛覆了過往單一的資訊

接收介面，以寓教於樂的方式，提供新穎的博物館參觀體驗。除此之外，利用各種電子載具，

例如眼鏡、智慧型手持裝置，通過擴增實境等技術，虛擬世界的物件與資訊，將可與實體世界

的物件相互連結；此類技術亦能於實體博物館的展示中應用，豐富實體博物館的參觀體驗。活

用虛擬博物館、電子載具等各種數位技術，有助於解決傳統博物館實體展示上的問題。

以淡古館為例，淡水雖擁有豐富的歷史底蘊和文化資產，但隱身土地上的各種故事珍寶，

若不借助導覽人員之力，訪客亦難以充分挖掘；淡古館腹地廣大，加以人力有限，無法逐一為

遊客提供導覽服務，如此一來，便使遊客對地方的瞭解有了侷限。故淡古館除了建置線上虛擬

博物館，更於紅毛城、小白宮和滬尾礮臺等場館設置了 BEACON設施，遊客只需利用手邊的

行動通訊設備，靠近定點即可接收其發送的文化資產相關訊息；亦可下載導覽 APP，利用內建

中、英、日、韓四國語言的導覽解說，自主規畫合適的行程。

此外，淡水區尚擁有為數眾多的歷史場所，如何彰顯各場所的歷史價值而不失真，亦為重

要的課題。透過虛擬技術的輔助，場域復舊的完整度大為提升，有益於再現許多珍貴的歷史場

景。未來淡古館將引進各種數位技術，增添淡水各文化資產之間的連結，強化其整體性，以期

提供更優質的教育推廣服務。

綜上所述，淡古館的世界遺產教育推廣融入了翻轉教育的理念，而其實踐方向，則分為面

向普羅大眾的推廣教育、以國中小學生為對象的學校教育，和應用數位技術的虛擬博物館與文

化觀光。在此基礎之上，淡古館期盼能翻轉由官方到民間的單向文資保存宣導，以更多具創意

與趣味的教育推廣方式，持續發掘潛藏於淡水城鎮風華中的歷史寶藏，使人們理解各文化資產

蘊涵的傑出普世性價值，將文資保存觀念深植人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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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文

圖片提供

︱王新衡（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助理教授）
︱王新衡

再造歷史現場之思維

在臺灣經指定 (或登錄 )的建築類文化資產最多，但卻因經費不足、缺乏跨部會、多層級

協調，導致歷史環境的空間治理成效不彰 (文化部，2016:6)。建築與附屬設施的保存，缺乏主

題性、系統性以及整體文史的詮釋性與敘事性，導致缺乏定位與營運困難之課題。2016年文化

部提出「再造歷史現場」政策，期待以物質文化資產的空間治理，從點連成線與面狀保存，鏈

結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 (文化部，2016:4-5)。未來將從建築空間擴及城鄉空間治理，期待讓

歷史現場回應當代生活，加速非物質文資的傳承與創生，預期效益有 :移居城鄉環境營造、厚

實文化底蘊、創造國家品牌、科技應運創意加值、地方與中央鏈結等五項。2016-2019年已核

定經費約 47億元，地方政府配合款 17億元，將以跨部會專案平台保存文化資產，空間治理也

將接合教育活動與文化觀光，目前全國各縣市分別提出不同的專案計畫爭取補助。然而有形與

無形的歷史現場該如何重塑 ?本文將以平戶荷蘭商館為案例分析如下。

平戶市位於長崎縣西北側，17世紀大航海時期主要有荷蘭與英國商人來此傳道與貿易，中

國商人如王直、李旦及其部下鄭芝龍也以此為據點從事國際貿易與海上活動，同時也是鄭成功

的出生地，因此平戶為日本幕府時期重要國際貿易與文化交流據點。1597年荷蘭商船取代葡萄

牙來到平戶國際貿易，1602年東印度公司成立後著手建立對日貿易據點，1609年開始在平戶

建立荷蘭商館。日本幕府鎖國政策下，只有英國及荷蘭貿易能在長崎及平戶進行貿易，顯見平

戶為鎖國時期唯一國際貿易商港，荷蘭商館可說是促進國際貿易並且讓平戶成為日本對世界交

流的窗口，也創造日本唯一「大航海時代」城下町榮景。然而，1641年因日本禁止天主教的傳

道之故，平戶荷蘭商館被強制關閉並受到破壞，荷蘭東印度公司貿易據點被迫轉移到長崎出島。

但平戶荷蘭商館約 30年的國際貿易奠定日本與荷蘭的國際交流意義，促使平戶的荷蘭國際貿

易直到 1856年才停止，平戶因此有著長達 215年貿易歷史。從史料與考古調查可確認荷蘭商

館遺址可分為五個時期如下。

荷蘭商館建構年代 荷蘭商館建構內涵

商館成立以前
1609年平戶城下町的町屋部，考古挖掘發現少部分家屋礎石、護
岸石。當時的陸地也僅是目前一半規模，現在大部分為填海造地
之海岸。

第一期
商館為借用民家時期，1609年至 1610年間於家屋建設耐火倉庫
建築，但遺址位置仍未完全確認。

第二期

(1612年 -1636年 )

在平戶藩許可下，大舉徵收 22戶民家，並填海造陸建設倉庫群。
1612年建設耐火倉庫 1棟、居住與附屬設施。1616年再建耐火倉
庫 1棟、住宅、門番小屋、石造家屋、石牆、井、碼頭等設施，
現今仍留存荷蘭石墻與井等完整遺構。

第三期

(1637年、1639年 )

雖僅存在 4年就被迫移往出島，但因豐富的史料得以讓後世復原
該建物。拆除第一、二期原有和風舊倉庫，於 1637與 1639年新
建 2棟荷蘭傳統石造倉庫，並建造 2棟住宅，形成完整的荷蘭商
館建築群。1637年的大型石砌倉庫是由 1618年所建倉庫改建，
1639年再擴大倉庫規模，成為平戶最大土木建設。另外還有沿海
的家屋群鉛茸鳩舍、門番小屋、石砌小倉庫、水門、石砌階梯、
石垣、碼頭等。

荷蘭商館拆除 荷蘭商館拆除後成為町屋、船艏屋敷等住宅類建物。

(整理自 :平戶市教育委員會 (b)，2013:190-193、平戶市教育委員會 (c)，2013:118-132)

「平戶荷蘭商館」為日本最早與西歐貿易交流之見證，為了平戶這座「大航海時代

城下町」自明性之確保，1922年考古遺跡被指定為「國定史蹟」，透過長年建築
考古調查、檔案文獻、建築史考證，2011年完成荷蘭商館與周遭環境復原，展演
活動促進了大航海時代日本對外貿易歷史的教育宣導。荷蘭商館復原也帶動了周邊

相關遺跡與傳統街區整備，對大航海時代歷史環境再造之影響有 :(1)大航海時代文
化地景復原、(2)大航海時代歷史文化展示、教育與研究平台建構、(3)地方觀光資
源協作與串聯。文末則分析平戶荷蘭商館復原手段與影響，強調史料分析、歷史據

點連結與國際交流之重要性。

“Dutch Trading House in Hirado” is the proof of the trading activi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western Europe recorded back in the early age of Japan.  To ensure the title of this “Castle of 
the Age of Discovery” in Hirado, it was designated as the “National Heritage” in 1922 and 
through a long period of ancient heritage examination, document and the verification of its history, 
the restoration of the Dutch Trading House was completed in 2011.  With a series of exhibitions, 
the trading history between Japan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the Great Navigator 
With a series of exhibitions, the trading history between Japan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the Discovery is well-propaganda to the people. Therefor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Dutch 
Trading House drives the business for the ancient ruins and the old streets nearby.  The impacts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Age of Discovery are: 1) The restoration of the cultural sites of the Age 
of Discovery, 2) The shaping of the platform for the display, education and study of the Age of 
Discovery, 3) Th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local tourism resource.  In the end of the article, the steps 
and effects generated by the restoration of the Dutch Trading House, the analysis of the accentuated 
historical data,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istorical site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terflow are all analyzed.

大航海時代歷史現場再造手段
以日本平戶荷蘭商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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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日本最早正式與西歐貿易交流的平

戶而言，1922年荷蘭商館遺跡即被指定為

「國定史蹟」，1985-1987年策定保存管理

計畫。其後依據保存管理基本方針執行史料

與考古挖掘調查，同時檢討整體歷史環境整

備計畫，並於 1988年完成史蹟管理活用方

針。(平戶市教育委員會 (a)，2013:3)長達半

世紀的考古挖掘與調查確認，並決定在不破

壞現存文資前提下，復原 1639年所建立的

日本第一棟洋式建築「荷蘭商館」，並執行

平戶大航海時代歷史的全國的教育宣導與普

及化工作。以下將分析平戶如何透過軟硬體

資源再造大航海時代歷史現場。

荷蘭商館復原概要

由於商館遺跡周圍有部分私有地、民宅

且鄰近商店街，商館復原必須與市民充分討

論，因此透過商館歷史價值以及復原後願景

來說服民眾同意支持復原工程。在中央與地

方政府的支持下，荷蘭商館復原工程於 2008

年 9月 16日開工，2011年 2月 28日竣工，

復原工程約 9.39億日圓。復原方式以 1639

年日本最初的洋風建物為復原準則，建築面

寬約 45.454 m、縱深 13.030 m，一樓樓地板

面積 592.26 m2、二樓為 399.75 m2，復原後的荷蘭商館總樓地板面積有 992.01 m2（平戶市役所，

2010:2）。由於復原後的商館仍非文資身分，必須符合目前「建築法」規定，建築結構與耐震

需求以鋼結構為主，外牆以砂岩約 2萬 1千塊砌築，開窗與相關裝飾則盡可能參考國內外圖書

文獻與相類似建築（平戶市役所，2010:3）。

長年建築考古調查下，從遺址的邊界與落柱位置確定了該建築的規模與尺度，配合當時的

會計帳本註 1與圖像說明等，可忠實地復原商館外觀。此外，參考荷蘭東印度公司於荷蘭及世界

各地的地方館建築，配合平戶的古繪畫、文獻與現地考古文物。獲得壁體的粉刷層係以日式的

平戶荷蘭商館復原後外觀 (筆者攝於 2015年 7月 )

平戶荷蘭商館遺跡挖掘現場 (平戶荷蘭商館提供 )

「漆喰壁」，樑柱雖維持荷蘭建築風格，屋頂結構則為日式倉庫建築形式，並採用日本瓦等材

料證據。平戶市政府 2005年起兩年間的商館復原設計，期待復原 1939年時的荷蘭商館。復原

工程先從周邊附屬設施開始，2006年起陸續完成東西側石垣圍牆壁體工程，2010年完成商館

建築本體的復原，2011年再次復原周遭歷史景觀，例如 :果樹園、荷蘭井與荷蘭塀等周遭環境

的整備工程。（平戶市役所，2010:2-3）商館雖以鋼構承重，但內部仍以荷蘭式的木構造落柱

行列，總計 11根 Y字型木柱，二樓則為 10根木柱。每根木柱約 50 cm立方，故必須選擇 700

年以上樹齡的木材。(平戶市教育委員會 (b)，2013:95-98)其中建築本體結構與地下商館遺跡之

間保有 1公尺厚度的混凝土緩衝層，以避免新建物損壞原來的遺構，周遭遺址群復原也凸顯歷

史環境整體性與重要性。

荷蘭商館的文史展示與國際交流

平戶荷蘭商館復原後，由平戶市政府委託松浦史料博物館經營，兩館之館長為同一人。復

原後的荷蘭商館沒有足夠的空間設置典藏室，所以商館展示的歷史文物大部分來自前述松浦館

3萬件蒐藏。平戶荷蘭商館一樓作為常設展與賣店使用，展場以昔日辦公與倉庫空間意象設計。

展示主題 :平戶荷蘭商館的成立、貿易活動、周遭地區相關設施、商館的繁華與沒落、商館損

各時期平戶荷蘭商館遺跡位置圖 (平戶荷蘭商館提供 )

註 1  平戶商館的會計帳本日語稱為 : オランダ商館の仕訳帳，詳實紀載建造所需建材數量與經費。

32

C
over S

tory

面
專
題

封

33

產
官
學
論
述

第 8期 第 8期第 8期



壞與出島商館的遷移等。主要文物 :荷蘭東印度公司遣日使節紀行、初代與第 3代商館長油畫

肖像、南蠻漆器、南蠻甲冑、荷蘭船船首木雕裝飾、大批的日本古文獻與地圖等。另外還設置

多媒體空間，播放商館的歷史與復原後的活用，讓觀眾可更為理解商館的發展經緯與復原之重

要性。

二樓為特展與荷蘭傳統遊戲體驗空間，以提高觀眾的回流率。特展規劃期間空檔所設置的

荷蘭傳統遊戲體驗區，經常性與荷蘭辦理全國與跨國童玩比賽。此外，二樓空間還有職員辦公

室、資料典藏室與簡報室，提供學術會議空間與一般市民使用。二樓處所設置的大航海時期日

本國際貿易的學術研究空間，從事相關史料的收集、研究、挖掘調查等工作，經常性地舉辦該

段歷史的研究、發表、研究交流活動、研討會與工作坊等，塑造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日本與東

Y字型木構造柱體 圖書文獻展示

多媒體影片展示 圖書文獻輔以實際文物展示

亞發展的研究據點。

展示計畫部分，為再現日本與荷蘭貿易史與荷蘭商館運作樣態，以真實文物、複製品、建

築與基地模型、展板、影像、體驗展示建構展示機能，同時配合周邊史蹟與相關附屬設施，營

造大航海時期歷史氛圍。體驗交流空間經常邀請日本與荷蘭的藝術家、專家學者教導繪畫、傳

統手工藝、照片等主題工作坊。大航海歷史研究與教育宣導部分，荷蘭商館設置資料閱覽空間，

提供平戶大航海時期的史料閱覽，以及荷蘭商館及其周遭附屬設施考古調查與復原過程展示。

藉此更開展針對市民的文化活動與其他縣市的交流，舉辦「荷蘭商館課程與講座」分享大航海

時期的歷史文化。同時強化與荷蘭、曾是 VOC據點國家與都市的深度文化交流，舉辦多場研

究會議發表調查研究成果。(平戶市教育委員會 (b)，2013:13-14)館務經營部份，為鼓勵社會大

荷蘭生活實際狀態展示 倉庫意象式文物展示

二樓荷蘭傳統遊戲體驗區 賣店與身著荷蘭傳統服飾的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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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前來參訪學習，商館僅收民眾 300~180日圓 ，與松浦史料館也有共通票券。2樓的多功能會

議空間租用方面，半日需 2000日圓、全日也僅需 3000日圓的租用費用，從低廉的費用顯示該

館主要是以對民眾的教育宣導為該館主旨。

結語 :大航海時代歷史現場再造機制與影響

一、都市保全與地域自明性的確認                       

1997年平戶市政府即著手復原荷蘭商館，經由中央政府國土廳的「過疎地域等活性化推進

事業」之決策補助執行。2000年適逢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於日本貿易 400周年，完成平戶港交流

廣場與周邊史遺跡。2011年透過荷蘭商館的復原，讓全世界都再度看見平戶在 17世紀的繁榮

歷史。透過商館復原也成功地詮釋 400年前的歷史景觀，達成都市保存與歷史文化普及化的功

能。現今，平戶荷蘭商館已經成為平戶新的象徵，而這也是平戶市民與市役所選擇將 400年前

日本第一棟洋式建築復原的目的之一。但商館的復原對平戶市歷史現場再造有甚麼影響呢 ?

荷蘭商館周遭歷史街區方

面，早期即執行「平戶─傳統

文化都市環境」營造工作，並

納入 1990年代「平戶市綜合都

市計畫」，執行傳統街區的整

修與鋪面的整備。2000年代起

街區的「木引田町商店街振興

組合 (公會組織 )」開啟「空店

鋪空間」的再利用計畫，期待

復原英國貿易街區現場，並設

置「按針之館」作為社區營造中心。近年更因商館的復原，街區傳統建築配合整體歷史景觀營

造，逐步地整修老朽建物與鋪面，讓歷史城區的景觀更為協調一致。

二、商館周遭遺跡與觀光據點的串連

為了以復原 16世紀到 17世紀，在平戶港進行國際貿易的葡萄牙人、明朝中國人、荷蘭人、

英國人等國際大港之繁榮歷史現場，30多年來逐年整備相關的遺址。商館附近的港口、老街區、

松浦史料館、遺址群等地的觀光平臺之建構，也促成許多遊客以步行的方式漫遊商店街，逐漸

帶動當地的商業發展。例如 :荷蘭商館旁英國商館街道，2013年適逢日英貿易歷史 400周年，

舉辦多場英國交流文史交流大型活動。此外商館周遭的荷蘭塀、荷蘭井等勝跡，一直到開放國

際貿易的松浦家故居等地，都是荷蘭商館串聯觀光據點的面狀連結。再者，荷蘭商館周遭許多

商館鄰近的英國商館街區

中國、英國、荷蘭等國的商人故居或商館遺址的解說牌或導覽活動，或是與鄭成功出身地、鄭

成功故居與紀念館、鄭成功廟等皆有觀光活動上之連結。

由平戶荷蘭商館及周遭環境復原案例得知，歷史現場塑造必須倚靠詳實歷史調查分析，包

含考古挖掘、文獻、圖繪、類似案例建築等史料。商館建築復原首先必須逐步確保土地所有權

並逐年溝通與徵收、考古調查與史料比對、建築與附屬設施復原工程、博物館活動等。因此，

以歷史現場復原與博物館經營為核心下帶領平戶地域活化，整體城市共同聚焦於「從平戶荷蘭

商館探究日本與世界交流歷史」，從大航海時代自由貿易到現在文化交流開放，由單點連結平

戶全體文化資源，已成功形塑出日本唯一的大航海時期城下町歷史氛圍，也促進地方生活品質

與觀光產業發展。

引用文獻

平戶市役所，2010。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を活かせ，広報ひらど平成 22年 8月号，22(8): 2-3。

平戶市教育委員會 (a)，2013，平戶和蘭商館復元整備事業報告書－発掘調查報告書。頁 3、13-14、95-98、190-193。長崎 :
平戶市役所。

平戶市教育委員會 (b)，2013，平戶和蘭商館復元整備事業報告書－復元工事報告書。頁 13-14、95-98、190-193。長崎 :平
戶市役所。

平戶市教育委員會 (c)，2013，平戶和蘭商館復元整備事業報告書－周邊整備報告書。頁 118-132。長崎 :平戶市役所。

萩原博文，2011，平戸オランダ商館。頁 201-202。長崎 : 株式会社長崎新聞社。

文化部，2016，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簡報。網址：http://www.slideshare.net/ releaseey/ss-64233790。查詢日期：201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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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資法修訂
談與世界遺產保護趨勢之接軌

撰    文
圖片提供

︱李智仁 (實踐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人類透過傳承與繁衍，將生命與知識進行延續甚至賦予新生；而民族文化與世界文明，則

有賴文化資產蘊藏其資訊，藉由後人的開啟與解讀，讓文化價值與脈絡世代流傳。縱使世界各

地有其區域性之文明更替，但文化資產之保護議題所具有的跨地域性，世界各國也逐步形成共

識。從而，《聯合國憲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第一條第三項中便規定，聯合國的宗旨是

為「促成國際合作，俾解決國際間關於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性問題，並於

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的前提下，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的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而眾所周知的聯合國教育、科學暨文化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也在 1945年 11月 16日由 44個聯合國會員國在倫敦成立，宣告致力於

文化遺產保存與維護工作之推動與援助。

2016年 7月 12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案，也同樣宣示著政府保障文

化資產的決心，於同年 7月 27日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08237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113條；

並自公布日施行。

世界遺產的國際保護趨勢

由於時代與歲月之更迭，以及各國法制化過程的差異，文化資產之定義與範疇或有所不

同﹔更有甚者，文化資產是否應具普世性抑或僅具原屬性，也產生過不同觀點的論辯。然不容

忽視者，文化資產應當屬於人類的共同遺產，除了能在合理法制基礎下共同保護與管理外，也

可讓全體人類共享；惟為保障民族的文化認同，讓文化資產能夠成為民族文化得以依附的載體，

也應當保障文化資產不受他國侵奪 (或被侵奪者可行使追索權 )，以全備民族的文化自信，並

促使民族文化脈絡得以延續。而上述觀點，也是文化資產保護的重要基礎，無論是透過制度的

設計抑或法制之建立。

觀察國際間保護的趨勢與法制實踐過程，可以發現 1956年 12月 5日 UNESCO在第

九次大會中，即通過決定國際間考古發掘應用的原則，稱為《國際考古發掘原則建議書》

（Recommenda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to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該文件主要內

容旨在規範考古發掘的定義、原則、國際合作、古物交易、嚴防秘密發掘及走私各國在佔領區

的發掘與歸還方式。會議中也要求會員國家應在本國內，採用一切法律程序，配合國際考古發

掘原則，使其精神得藉由法制產生實際效力。其次，UNESCO也在 1970年 11月 14日於巴黎

通過《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公約》，該公約亦旨在

透過國際間的合作保護各國文化財產之安全，同時也要求會員國必須制定國內相關規章或法律

以資保障。而在各類國際公約中，最重要者首推 UNESCO於 1972年巴黎第 17屆會議中所通

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公約內容總計 34條，並分為八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定

義，第二部分為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國家保護與國際保護，第三部分為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

政府間的委員會，第四部分規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基金，第五部分為國際援助的條件和

安排，第六部分為教育計畫，第七部分為報告，第八部分為最後條款，就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

保護而言乃最重要之公約。

2016年 7月 12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案，同年 7月 27日經
總統公布全文 113條並施行，宣示政府保障文化資產的決心。本次修法中參酌聯
合國世界《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及無形 (非物質 )文化遺產等公約，對文化
資產類別定義與保存原則等規範重點，落實於法案條文中，使我國文化資產之保存

工作，得進一步與國際接軌。本文認為有形或無形文化遺產之保護重點應該側重於

該文化遺產的持續性、完整性與親近性，在未來新法的適用過程中，亦可進一步檢

視是否呼應。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政府機關與民間如何良好對談並促成合作，共同

面對文化資產保存上的實際問題，也是本文的重點所在。

On July 12th, 2016, the amend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was passed on 
the third reading, on July 27th of the same year, the act was announced and implemented so as 
to show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government for protecting cultural asse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amendment, the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and othe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ventions we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o that 
the definition for types of cultural assets and the rule for preserving as well as other related codes 
could be put into effect in order that the preservation work on the cultural assets of Taiwan can 
be one step closer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this article, the essence of tangible 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persistency, integrity and affinity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 the future, the new law can be used to examine its validity. But we could not only depend 
on the new law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how to communicate and cooperate to face the 
problems of preservati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were also an important point of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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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 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此等規範性文件對於文化遺產之保護產生

有效且深遠之影響，UNESCO於 2003 年 9 月 29 日至 10月 17 日在巴黎舉行的第 32屆會議

中，考量 1989 年的《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書》、2001 年的《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

和 2002 年第三次文化部長圓桌會議通過的《伊斯坦布爾宣言》(Declaration of Istanbul)中，均

強調無形文化遺產 (亦有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的重要性，同時慮及無形文化遺產與有形文化

遺產和自然遺產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以及無形文化遺產對於人類社會在創作、保護、保持

和創新方面均可發揮影響，也可為文化多樣性與人類創造性有所貢獻，從而在 10月 17日會

議通過了《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這是一項關於無形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國際公約，也成為各會員國制定相關國內

法時的國際法依據。

而無論有形抑或無形文化遺產，保護的重點應該側重於該文化遺產的持續性、完整性與親

近性。所謂「持續性」，意指對於文化遺產的保存應屬完善，但並非永遠停滯不動而不可流通

(如於外地策展 )，只要在得以保障其不致毀損的情況下即可﹔而「完整性」則在強調該遺產所

欲彰顯的文化價值與邏輯不應當被切割或碎片化，若能還原至遺產應有的起初狀態，應盡力為

之或給予配合﹔最後，「親近性」的意涵在於強調文化遺產與人類間的互動與親近本質，因為

文化遺產既屬人類共同遺產，在不影響或破壞文化認同的前提下，所有人都應該有權利去接觸、

欣賞及運用，也因此，文化資產應該有一個適當的國際分布，俾增進親近機會。

總體而言，保護文化資產 (無論有形或無形 )的意識已得到世界大多數國家的認同，並有

國際公約以及各國具體化的法律進行規範與保障，實為人類之大幸。誠如 1954年《海牙公約》

的前言所言：「任何文化資產如遭受損失，就是全人類遺產所遭受之損失。」也如 1972年《世

界保護自然及文化遺產公約》的前言中所述，「文化遺產構成人類共同遺產（world  heritage of 

mankind）的一部分」，所傳達者無他，亦即文化遺產的傳承不單只是區域性的任務，而是全

人類的共同使命。

文化資產保存法之修訂與接軌

「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與權，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

揚多元文化，特制定本法。」這是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一條所揭櫫的立法目的，與上文

中所提的各類精神大致相符。追溯本法的立法沿革，係於 1982年 5月 26日頒布，立法之初由

於參考日本法律，加上對於文化資產維護的經驗不足，政府部門對文化資產尚未形成清楚概念，

從而當時的法律主要為日後的古蹟維護提供了法律基礎，在國情不同狀況下，實務運作上產生

了不少問題 (例如技術上之需求或相關補償等規定都不合時宜 )。

經過多年運作與摸索後，無論就決策、規範、定義或技術等層面，在法制的呈現上日臻成

熟。2016年 7月 27日修正通過後的《文化資產保存法》，共計 11章 113條，修正重點包括：

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與權，並擴大公民參與程序；新增紀念建築及史蹟類別，並針

對我國特有珍貴之植物、礦物、特殊地形及自然現象等增加自然紀念物之類別，以強化臺灣土

地與歷史之連結；透過學校教育體系，來實施文化資產保存教育；明訂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特別

辦法，重視多元族群文化資產之保存；增加對文化資產保存工作之獎勵規定；提高對破壞文化

資產之處罰等。此外，本次修法除可解決目前文化資產保存實務上，擴大公民參與之問題，且

新增紀念建築、史蹟及自然紀念物等類別，以此強化臺灣土地與歷史之連結。另值得重視者，

在於將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公約中，對文化資產類別定義與保存原則等規

範重點，落實於法案條文中，以遵守此等國際公約之精神，使我國文化資產之保存工作，得進

一步與國際接軌。本次修正可以說是歷次修正幅度最大，而影響層面最廣的一次，也可以說是

文資法自 1982年制定執行以來，依照過去許多實際執行的困境、並且考量時空背景不同，所

做出的全面性修正，意義非凡。

巴黎塞納河畔的艾菲爾鐵塔為世界最高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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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法對於文化資產賦予嶄新定義，旨在落實聯合國前揭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保護公約

之內容。新法所稱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等文化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有

形及無形文化資產：

一、有形文化資產：

（一）古蹟：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

（二）歷史建築：指歷史事件所定著或具有歷史性、地方性、特殊性之文化、藝術價值，應予

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三）紀念建築：指與歷史、文化、藝術等具有重要貢獻之人物相

關而應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四）聚落建築群：指建築式樣、風格特殊或與景觀協調，

而具有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之建造物群或街區。（五）考古遺址：指蘊藏過去人類生活遺物、

遺跡，而具有歷史、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價值之場域。（六）史蹟：指歷史事件所定著而具

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所定著之空間及附屬設施。（七）文化景觀：指人類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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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古物：指

各時代、各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義之藝術作品、生活及儀禮器物、圖書文獻及影音資料

等。（九）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指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特殊地形、地質現象、珍

貴稀有植物及礦物。

二、無形文化資產：

（一）傳統表演藝術：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之傳統表演藝能。（二）傳統工藝：指流傳

於各族群與地方以手工製作為主之傳統技藝。（三）口述傳統：指透過口語、吟唱傳承，世代

相傳之文化表現形式。（四）民俗：指與國民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儀式、

祭典及節慶。（五）傳統知識與實踐：指各族群或社群，為因應自然環境而生存、適應與管理，

長年累積、發展出之知識、技術及相關實踐。

定義無法窮盡，自古皆然。在新法施行後，因為定義所產生的疑義或所衍生的問題 (例如

古蹟依據主管機關分類或再利用等議題是否有不同的適用標準 )也會逐漸形成，但吾人仍樂觀

其成，相信在論證中能夠促使我國文化資產保護法制更臻完備，也會讓我國的法制與國際接軌

的密度更高。

淡水文化資產保存之現在與未來

2002年初，文化部（原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陸續徵詢國內專家學者並函請縣市政府

及地方文史工作室提報，推薦具「世界遺產」潛力之潛力點名單。該年底並邀請國際文化紀念

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onuments and Sites, ICOMOS）副主席西村幸夫

（Yukio Nishimura）、日本 ICOMOS副會長杉尾伸太郎（Shinto Sugio）與澳洲建築師布魯斯．

沛曼（Bruce R. Pettman）等教授來臺現勘各潛力點，於 2003年正式公布 12處臺灣世界遺產潛

力點，並於 2010年底調整增至 18處。其中，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即為人文遺產潛

力點之一。有鑑於此，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原臺北縣文化局）為迎接「挑戰 2008 國家重要發

展計畫」，並針對古蹟的保存、維護、再生及世界遺產資料的收集等方向努力，冀望透過結合

社區總體營造的力量，經營出一個具優質文化的觀光重鎮，於 2005年 7月 1日成立了「淡水

古蹟博物館」，對全國的古蹟保存與觀光營運，均為嶄新的嘗試。

喜迎文資法修訂之際，不容諱言者，雖然新法擴大文化資產的保護範圍，但是否具備足夠

的經費用以保護、修復或維運，甚至給予所有權人應有的補償或獎助 ? 依據文資法第 11條所設

立的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簡稱文資局），除應持續與地方政府合作，共同保存維護全國文化資

產外，透過基本資料建檔、詳實的調查研究、定期追蹤紀錄以保存文化資產的價值與脈絡；淡

水古蹟博物館的屬性較為特殊 (歷史建築群本身便是文化資產、且多具備開放性空間 )，加以

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的分布狀態具有高度敘事軌跡與文化脈絡，應與文資局進行深度且完整的

規劃，並善用各類金融制度 (例如藝術品信託 )協助補足可能的資金缺口，讓文化資產的保存

工作更符所需、更切實際。

「文化權為基本人權，國家除了尊重創作自由，更應積極建構支持體系，讓所有人平等地

近用文化資源，達到實現文化公民權目標。」這句話不僅是文化部鄭麗君部長的施政理念，也

是與國際趨勢接軌的體現。文化資產的良好保存與利用，是文化權的實踐，當然，也考驗著政

府與人民的集體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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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淡水自古以來就是北臺灣重要的門戶，歷史的際遇使得在淡水區目前指定或登錄多達 33

處古蹟與歷史建築，涵蓋了多樣、多元的文化資產主題─從大航海時代世界列強在此經營的證

據，清代的持續開發，進而到日治時期乃至於近代的發展；從信仰的寺廟、軍事的遺跡、傳教

士生活的過程，到常民的宿舍與街屋等等。特別是紅毛城周邊地區，因為其特殊的歷史意義，

在 2003年就已列入了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中。而淡水在擁有多樣的文化資產的同時，

民間的力量也持續推動著「文化景觀」的保存與維護。2013年的淡水河口夕照文化景觀提報，

雖然並未成功，但引起了更多民眾對於文化景觀以及所在地域環境的關心，也使得後來在其他

區域型態的空間保存維護上，產生影響。

「文化景觀」一詞在淡水的保存運動當中不斷地出現，更經常成為臺灣文化資產在保存時，

國際視野下的文化景觀
再探淡水文化資產

撰 文

圖片提供

︱王淳熙（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助理教授）
︱王淳熙

經常被拿來討論的對象。而在國際上，如何詮釋文化景觀這種新興的文化資產類型？

國際間文化景觀的類型

「文化景觀」一詞出現的甚早，美國地理學者 C. Sauer在 1925年就已經提到：「文化景

觀是由文化團體塑造自然景觀而成，自然是媒介、文化是驅動力、而文化景觀是結果」。而《世

界遺產公約》做為在保存與維護領域中最重要的國際公約，從訂定的初期（1971年）開始，所

列名的遺產類型多半是建築物、紀念物等。而 1992年將文化景觀納入成為新的文化資產類型，

則是試圖擴大文化遺產的範圍，從主題式的角度，探索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的模式，以及其

所具備的歷史、文化意義；這更呼應了近年來對於文化遺產的類型評估，朝向辨識較大的整體

（ensemble），如建築群或是文化景觀，而非單一的紀念物（monument）(Jokilehto, 2006)。這

樣的過程代表的是對於文化遺產觀念的逐漸轉變，原本菁英、藝術、歷史導向的文化遺產保護，

擴大至人文與生活導向的案例，許多與人類生活相關的案例逐漸被認同成為文化遺產的一環，

並使得文化遺產的空間範圍與概念範圍都更加的擴大。而文化景觀所具備的包容性，使得大範

圍的文化遺產─文化景觀，可以包含較小的文化遺產─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等，使得

在一個文化景觀概念的空間之下，同時具備了其他與文化景觀主題相關的文化遺產 (傅朝卿等

人，2007)。

在世界遺產的架構下，文化景觀「視為是一種人類與自然互動所構成的景觀⋯⋯文化景觀

闡述了歷經歲月，人類社會與聚落的演化；它們證明了人類隨著時間在社會與土地的發展，這

些發展包含有外在與內在因素，自然環境與連續的社會、經濟、自然力量影響下的實際壓力以

及 /或者機會」(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2008)。而世界遺產對於文化景觀，有著以下的

分類：

一、清楚定義的景觀（Clearly defined landscape），是由人類有意地設計並創造的。這包括了在

興建時具有美學的、社會的、及娛樂特質因素的花園、公園景觀，通常（但並非總是）與宗教

或其他紀念性建築物群關聯。

二、有機地演變的景觀（Organically evolved landscape），是來自於最初社會、經濟、政治統治、

及 /或宗教需要的結果；並且已藉由與其自然環境呼應產生的關連，發展成為現今的樣貌。這

些景觀反應了在其形式與組成元素特質進化的流程。這些景觀可以細分為下列兩種：

(一 )殘跡的（或像化石般的）景觀（relict (or fossil) landscape），是一種進化流程在過去某個

時間點結束（瞬間或經歷一段時間）的景觀。然而其獨特可分辨的特質是仍然可以以物質形態

看到的。

文化景觀是國際間近年來新興的文化資產類別。檢視國際間對於文化景觀的定義、

認知與操作，雖然偶有不同，但大致上都掌握著「人類與自然互動」的基本概念，

尤其在世界遺產概念下，文化景觀作為一種文化資產類型，更受到了國際的矚目與

理解。淡水擁有豐富的文化資產與人文景觀，過去也不乏嘗試透過文化景觀的名

義，進行景觀與區域尺度的環境保存。本文將從國際間文化景觀的概念與操作方

向，重新檢視淡水所具有的價值，以及其中文化資產所能扮演的角色。

In recent years, cultural landscape has been a novel category in cultural asset worldwide. Although 
the international definition, cogni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may have a bit of 
difference, but fundamentally, they all basic on the concep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Mankind and 
Nature”. Especially under the idea of World Heritage, cultural landscapetaken as a new type of 
cultural asset draws more attention and understanding worldwide.  With its advantage in abundant 
cultural assets and landscapes, Tamsui attempted to undergo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for its 
landscape and region within a certain scale.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all of the value which Tamsui 
possesses by taking the concept and method utilized for validating cultural landscape internationally 
as well as the role the cultural asset p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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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連續的景觀（continuing landscape），是一種在與傳統生活方式相關的當代社會當中，保

持有活躍的社會角色的景觀。同時，當它持續地發展時，也保存了其歷史進化的獨特物質證據。

三、聯想的文化景觀（associative cultural landscape），是一種可定義的強大的、宗教的、藝術

的或文化的綜合景觀，關聯於自然元素，而非物質文化證據（該證據可能不明顯甚至不存在）。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2008) 

「清楚定義的景觀」能夠從原有的定義

中直接列舉出相關的案例，如花園、公園、

墓園等，這些刻意創造景觀有的呈現景觀或

園藝的思想、技術與設計，有的則因為刻意

試驗做為基因庫（gene pools）而具有自然

的價值 (Mitchell, Rössler, & Tricaud, 2009)。

如位於波蘭與德國邊境的穆斯考爾公園

（Muskauer Park / Park Mu akowski，2004年

列名），就是以花園設計為特色的文化景觀，

展現出獨特與創新的花園設計理念。

「有機地演變的景觀─殘跡的景觀」，

其本質上則如同考古的遺址，有機演變的過

程在過去的某個時間點結束，而豐富的遺跡

保留在次生（secondary）自然植被之下或之

中 (Cleer, 1995)。因此這類型的景觀是過去曾

經運作、但現在已經沒有實際運作而廢棄，

而仍然能辨識其所留下的痕跡與證據。然而

回歸到文化景觀基本的定義，這樣的遺址必

須能有人類與自然互動的具體過程，而非僅

關注到殘存的遺跡，亦即殘跡的景觀必然是

運用了自然環境的資源和條件，在過去曾經

運作，但現在已經停止而成為殘跡，如部份

礦業為主的工業景觀案例即屬此類。位在瑞典的法倫銅礦區（Mining Area of the Great Copper 

Mountain in Falun），是 13世紀以來銅礦開採所形成的震撼性景觀，17世紀規劃了法倫城鎮，

包含了許多優良的歷史建築物，以及工業設施與聚落，展現出世界上重要產銅區域的鮮明映像。

現存的文化景觀，就是以殘跡的景觀為概念所列名的世界遺產。

穆斯考爾公園設計景觀

法倫銅礦區「大礦坑」（Stora Stoten）

「有機地演變的景觀─連續的景觀」則是其景觀演化的過程仍然持續，演化的過程透過

其形式以及元素呈現出來，並顯現出重要的自然特質；人類持續使用的獨特土地利用方式，除

了適應自然環境，也強化了生物多樣性 (Phillips, 1998; Rössler, 2006)。這類型的文化景觀藉由

傳統的運作方式而形成並且持續至現在，而依然有著重要的影響力或角色；在運作的過程與歷

史中，至今仍保存了足以佐證的物質證據。若從景觀的內容來看，此類型文化景觀最能反應

農業運作所形成的景觀，或是其他依然持續原有運作型態的景觀。檢視世界遺產中的文化景

觀案例中，此一類型的文化景觀是最多的，

超過一半以上。位於西班牙的特拉蒙塔納山

岳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Serra 

de Tramuntana，2011年列名）、葡萄牙上杜

洛 區（Alto Douro Wine Region，2001 年 列

名）、法國聖愛美濃區（Jurisdiction of Saint-

Emilion，1999年列名），都是此一類型的著

名案例，共通的特色都是具有一個農業相關

的文化景觀主題，展現出人類和自然互動的

特徵。

「聯想的文化景觀」則更關注於無形

層面的議題，但無形的宗教、藝術或文化的

象徵與聯想，是依附於、或是源自於對於

自然環境的特徵、現象與物件。1995年澳

洲 ICOMOS工作坊對於聯想的文化景觀，

有進一步的詮釋：「聯想的文化景觀可定義

為或大或小的連續或非連續的區域、路線

（itineraries）、路徑（routes）、或其他線性

的景觀─其可能是實質的物件或是嵌入人的

心靈、文化傳統與運作的心理影像（mental 

image）。聯想的文化景觀的特質包含了無

形的，諸如聲音的、活動的、嗅覺的與視覺

的。」(Australia ICOMOS, 1995)因此這種景觀類型，必須不同於過去對於文化遺產的評估方式，

一方面要面對不同的主題（文學、繪畫或其他等）對於環境與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對

特拉蒙塔納山岳文化景觀橄欖與柑橘莊園

法國聖愛美濃區葡萄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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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住民或地方社群遺產無形價值的確認，與世界遺產傑出普世性價值認知之間的差異 (Cleer, 

1995; Rössler, 2006)。世界遺產中，中國的廬山文化景觀、西湖文化景觀、日本紀伊山地文化景

觀、義大利的皮耶德蒙與隆巴底聖山群（Sacri Monti of Piedmont and Lombardy），均屬於此類

的文化景觀，都有著文學、藝術、宗教和所在自然環境的交互影響。

保存與維護的觀念與操作

文化景觀保存與維護，若體認到這是一個對於環境的保存與維護，那麼除了殘跡的景觀之

外，都必須根植於文化景觀「主題」的維持，藉此繼續隨著時間、並由許多的人共同參與與運

作，來持續維持此一文化景觀所見的樣貌。而這個主題的維持，並非運用單一的工具與做法，

而是針對不同的對象與需求，選擇其所需要使用的工具，而這些工具並非僅由文化遺產的角度

出發，也可能包括了其他不同的領域，也就有直接的介入、或是間接的影響與改變之做法。

以「清楚定義的景觀」來說，其核心往往是該花園、公園、墓園設計的理念；而在這些

花園公園當中，透過植栽來展現與自然結合的方式，因而在維護時需要透過植物的補植、更替

皮耶德蒙與隆巴底聖山群 Varese聖山與週邊景觀

等方式，來確保原有的設計成果。有機演變的景觀─持續的景觀，其主題是一種持續的運作─

特別是運用自然環境的資源或是限制，進而形成景觀的特徵─因此，我們所見的景觀特徵、或

是相關聯的建築物和構造物，也才能在原有構成文化景觀主題的維護之下，發揮原有的功能，

與過去的發展歷程產生時間與空間的連結。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聯想的景觀上，當主題是因為

文學、藝術或宗教與自然環境之關係，引發人的聯想與認同，則保存維護的主要工作，除了是

對引發聯想的自然環境之確保，更需要讓更多的人體認到自然環境所產生的聯想。文化景觀中

「事」的保存維護，除了是為了「物」的保存所進行的「事」之外，更不同的是「事」的本身

往往即是文化景觀的一部分，「事」的過程是文化景觀特色的所在，而其保存則是持續地運作

與再現 (王淳熙，2014)。

殘跡的景觀所見的多半是過去利用殘存遺跡，但運作的「事」已經停止。Cleer(1995)認為

殘跡的景觀本身即類似於考古的遺址，

其保存與維護必須透過嚴厲而有效的法

規保護，以及預警式的管理機制，並且

權衡地方民眾生活與保存之間可能的潛

在衝突。這樣的想法是偏向了考古遺址

的作法，關切現存的「物」的保存，並

且提出發生的衝突問題，與其他三種類

型的文化景觀，有著比較不同的觀點。

從文化景觀思考淡水

在國際間文化景觀的概念下，一個

文化景觀的形成，需要清楚地論述其所

具備的主題，並且從這個主題中，理解

人類如何與自然互動。也因此，以「主

題」的角度，重新串聯在同一個地區環

境中的各類型有關的元素，將是文化景

觀在組織、定位和後續保存維護上的重

要方向。特別是以聯想的文化景觀為主

的案例，關注於無形層面的議題，但無

形的宗教、藝術或文化的象徵與聯想，

是依附於、或是源自於對於自然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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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現象與物件。影響這個文化景觀能否持續的保存維護，除了自然環境特徵、現象和物件

本身是否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這些象徵和聯想，是否依然被許多「人」所認同、理解甚至願

意持續地傳承給下一代。

過去方志中對於地方景色的敘述，並且組合成為一系列的名稱，是傳統方志的特色。淡水

在過去的地方方志當中，也曾經有過「淡水八景」。清同治年間所修的《淡水廳志》中所列八

景為戍台夕陽（紅毛城）、屯山積雪（大屯山）、坌嶺吐霧（觀音山）、劍潭夜光（劍潭）、

淡江吼濤（淡水港口）、蘆洲汎月（鷺洲）、關渡分潮（關渡）、峰峙灘音（汐止）。爾後隨

著政區之劃分，部份淡水八景已不在「淡水」境內，今遂多將清同治年間所列之淡水八景稱為

「淡北八景」。如若以此一系列的景色，做為文化景觀主題的來源，則除了檢視這些景色當中

所談到的自然景觀之外，更需要探討現在的人對於這些系列景色的理解和認知。也就是說，固

然期待透過文化景觀的登錄，來強化民眾對於周遭具有歷史意義、經由文學或其他因為自然環

境而產生的各種「聯想」；但若因為長時間因為人的忽視，而已經造成了環境的大幅度改變，

日本紀伊山地文化景觀金峰山寺前日常祈福儀式

也使得現在的人越來越無法從既有的文學或藝術作品，聯想到其所具有的文化意義，則試圖用

文化景觀的概念，來進行環境資源的保存，也將面臨更為巨大的挑戰。此外原來的淡水八景（淡

北八景），都有著與該景色相關聯的畫作和詩詞，但行政區的變更、近年復以票選方式選出淡

水八景，自然景色與人文思想結合的程度逐漸降低，如何以文化景觀的角度來串連淡水地區的

多樣資源，即更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

小　　結

淡水地區相關歷史文化資源豐富，雖然近年受到城市開發壓力，使得歷史環境的景觀受到

威脅，但在民間社區力量的努力下，淡水的歷史與文化內涵也持續的讓更多民眾理解和認同。

從世界遺產三類四種的文化景觀類別來看，在列名為世界遺產文化景觀之後所面臨的保存維護

挑戰都相當巨大，遠超過一般以建築為主體的紀念物或建築群。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在

2005年修法時，加入了文化景觀的類別，並且定義為「指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社群

生活或儀式行為所定著之空間及相關連之環境」。在 2016年修法時，則改為了「指人類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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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間對

於文化景觀的看法，更趨一致。特別是檢視世界遺產體系下對於文化景觀的定位，更清楚地呈

現出各種類型文化景觀的特色、內涵，也反應出各種不同類型所需要的保存與維護原則。對於

我們未來在思考淡水地區，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影響空間的認知與保護，將會是重要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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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e Idea of World Heritage

In this short article I argue that while World Heritage, as officially designated by UNESCO, 

remains an important concept, it has its limitations. For instance, it should not prevent communities 

from protecting and indeed capitalising on their wider heritage assets, though in a sustainable manner. 

Further, there is a tension between World Heritage when viewed through a national, or it even nationalist 

lens, and heritage that demonstrates a true trans-nationality which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heritage 

of the world’. Taiwan's heritage, while outside of the UNESCO categorization, is able to demonstrate 

important trans-national linkages that transcend more grounded notions of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The concept of World Heritage continues to hold a fascination for 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for a wider public. Emerging from the 1972 UNESCO‘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World Heritage is based upon the idea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This remains a very difficult concept to articulate but is effectively taken 

to be a demonstrable quality in sites (buildings, monuments,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natural heritage, 

or a combination of these) that have global significance – significance beyond their national or regional 

importance – and, that this significance is in various measure evidenced through claims of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for World Heritage Status is rigorous, time consuming and 

involves considerable financial resources. Furthermore once a site is inscribed, further resources are 

needed for the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he site (there is no funding from UNESCO 

so this is borne by the owners of said sites or by the appropriate government agencies). Development 

restrictions are put in place as well. Now that there are 1052 properties 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claims for universal significance are difficult to make and it is argued by some that the very expansion of 

the list could have the effect of diluting its relative exclusivity.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label of World Heritage is viewed as a marker of distinction but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various motivations behind nominations and also the ways in which societies 

consume World Heritage Sites.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was to protect 

significant monuments from the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modernisation’. This remains the core 

purpose of designating World Heritage; however beyond this there have emerged a very different set 

of motivations and new expectations from World Heritage sites. Now states are looking very openlyto 

Taiwan's Real Heritage of the World臺灣真實的「世界的遺產」
場域的保存與發展之平衡

導論：世界遺產的概念

在此篇短文中，我認為雖然聯合國教育科學和文化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所正式指定的世界遺產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但

仍有其限制存在，特別是不應該阻止當地社群保護及確實利用其資產，儘管當地社群已經採用

可持續經營的方式。此外，透過民族，甚至是民族主義的角度所看見的世界遺產和那些真正表

現出跨國性的「世界的遺產」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關係。臺灣的遺產現時仍被摒除於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所認定的世界遺產之外，正可以說明這種重要的跨國聯繫，超越了世界遺產／準世界

遺產的基礎觀念。

對於國家、區域性及地方政府和廣大民眾而言，世界遺產這個觀念對其仍十分有吸引力。

這個觀念源自於 1972年UNESCO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傑出的普世價值」

為基準，這是個十分難以表達的觀念，具體的表現在一些超越了其所屬國或所屬地，而具有全

球性意義的地點上 (建築物、紀念碑、文化景觀和自然遺產，或以上種種的組合 )，且這種意

義還必須透過各種措施來證明其真實性及完整性。申請世界遺產的過程是十分嚴格且耗時的，

同時還涉及大量的財政資源。而若是一個地點被登錄為世界遺產，還需投入更多資源進行有效

及持續性的管理維護及限制發展。(UNESCO將不會提供援助，必須由世界遺產擁有者或當地

政府機關承擔 )現在已登錄的世界遺產共有 1052件，很難做出有普遍意義的權利要求，此外，

還有部分人士認為，世界遺產名錄的過度擴張將會淡化其相對意義上的排他性。

Mike Robinson
Chair of Cultural Heritag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Director, Ironbridg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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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Heritage Sites to be the catalysts for loc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ainly through 

an anticipated rise of tourist numbers and new cultural heritage led economies. However, many World 

Heritage Sites map directly onto already well-established ‘must-see’,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so are 

not in need of UNESCO listing to generate more visitors.  Indeed headline case studies do illustrate 

the problems of excessive tourist pressure on World Heritage Sites (well-known examples are Venice 

and parts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but these were important tourist destinations prior to designation. 

Furthermore having World Heritage status does not guarantee attracting more tourists and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designation does not appear to affect visitor levels significantly with many other variables at 

work, including site access, the quality of 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marketing.

If we accept the premise that not every heritage site in the world is able to achieve UNESCO 

recognition under the terms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and if we acknowledge that the perceived 

tourism and development benefits may not meet local expectations, then it raises a question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World Heritage category, particularly for local communities who wish to maintain their 

heritage as it connects with their local identity, but who also seek to benefit from prudent and sensitive 

utilisation of heritage and the possibilities it offers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Whatever 

category heritage is placed in, be it ‘world’ or ‘national’, it can be used to drive local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provide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other forms of modern development. Heritage based 

tourism, if properly planned and managed, can stimulate local businesses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it 

should focus the minds of those who may seek World Heritage status and encourage them to reflect 

upon alternative strategies of recognition that will allow for site protection, but also the possibilities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Such strategies are likely to connect well with notions of local 

identity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though they may be less constrained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options and are just as likely to attract tourism if conditions are favourable.  And while some sites may 

technically not have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they are still able to demonstrate genuine and important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Taiwan and the Realities of World Heritage Exclusion

Despite Taiwan being outsid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s such not able to be a signatory of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it has ingeniously developed its own system of recognising 

heritage that ‘could’ have claims to having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Since 2002, and broadly 

mirroring the UNESCO process, Taiwan has elaborated its own list of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 This currently comprises eighteen sites across the island that have undergone assessment broadly 

following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riteria. It is highly debatable that all of these listed sites would 

be able to achieve actual World Heritage designation, if Taiwan was ever going to be able to re-jo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atify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But while we can, in part, accept 

the symbolic benefits of global recognition that Taiwan would gain through being able to have some of 

its sites 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we do need to examine what happens at these sitesin the meantime. 

毫無疑問的，世界遺產這個標籤被視為一種區分的標誌，但重要的是了解在申請世界遺產

背後的種種動機，以及這個社會消費世界遺產的各種方式。《世界遺產公約》最初的目的是保

護重要古蹟免受現代化開發進程的破壞，這點目前仍是指定世界遺產的核心目的。但除此之外，

此際出現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申請動機以及對世界遺產的期望。十分公開地，現今世界各國都在

尋求登錄世界遺產，來促進地方及區域的經濟發展，主要是預期登錄新世界遺產將會帶來的觀

光人潮及帶動經濟成長。然而，目前許多世界遺產早已經是觀光客「必看」的旅遊景點，根本

不需要 UNESCO將其登錄在世界遺產名錄中不吸引更多參觀者。事實上，標題案例研究也的

確說明了世界遺產景點所面臨的旅客過多問題 (威尼斯和中國大陸長城的部分地段是很知名的

例子 )，但這些地方早在被指名為世界遺產之前就已經是重要的觀光景點了。更進一步地說，

被指名為世界遺產並不一定保證能吸引更多的觀光人潮，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世界遺產的登錄

對於觀光人數的影響並不明顯，景點的交通連結、基礎設施和行銷同樣是吸引遊客的重要因素。

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一個前提，即並非世界上每一個遺產地都能依據《世界遺產公約》條

款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承認，同時如果我們也承認所察覺到的觀光和發展利益不如地方所

預期時，就會產生一個關於世界遺產意義的問題，特別是對那些地方社區而言，他們一方面希

望保留和地方認同息息相關的遺產，但另一方面又試圖謹慎小心的利用這些遺產為他們創造可

過多的遊客讓威尼斯恐遭世界遺產名單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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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by-product of Taiwan's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initiative has been to raise general 

awareness of the island's heritage. While there are other factors at work, the high profile campaign has 

contributed to an ever-increasing awareness of,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with, the many dimensions 

of Taiwan's heritage. This is reflected in increasing numbers of domestic tourists visiting heritage sites 

and attractions, a rapid rise in the number and variety of Taiwan's museums over the past decade and, 

importantly, a growing realisation that heritage also has a role to play in the wider economy. This latter 

point opens up a great challenge in many parts of Taiwan, as heritage remains under threat from the 

normative processes of fast-pa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is manifests clearly in the centres of 

Taipei, Kaohsiung, Taichung etc. but also increasingly in more peripheral urban areas too. 

Taiwan's identity is often problematic to articulate but heritage, in both its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forms, has a critical role to play in projecting its identity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One could argue that 

UNESCO recognised World Heritage Sites would be helpful in raising the global profile of Taiwan 

but this is not axiomatic and moreover it is unlikely to occur for some time.  However, even a cursory 

understanding of the island's heritage reveals its role as a focal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multi-layered 

connections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also its considerable potential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a 

wid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Heritage of the World Rather than World Heritage

Taiwan's heritage reflects its multiple, complex and often conflicting identities, but also its networks 

of relationship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range of heritage resources in Tamsui alone reveals the 

historic role of the whole island in the production and trad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more recently, 

manufactured and processed goods. As with any port city, Tamsui is marked by a rich cosmopolitan 

heritage but it is also subject to intense development pressures in the course of maintaining its role as a 

trading hub. Its groupings of preserved buildings (Hongmaocheng Fort, Customs Officer's Residence, 

Hobe Fort etc.) speak of connections with Spain, the Netherlands, Great Britain, Canada, the USA, 

China and Japan.  But also, though less obviously to some, does the 2011 restored Shell Warehouse, 

which was part of the wider regional Pacific strategic trade in oil. Of course, over the years these sites 

have changed their function and have taken on new values, but nonetheless they indicate the ways in 

which Taiwan was linked to global trade patterns.

These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many others across Taiwan demonstrate intimate and often 

forgotten connection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maybe not forgotten by Taiwan but overlooked by a 

wi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ach site opens up its own series of memories and stories, not only in a 

local historical sense, but in a global way as well. Individually, collectively, and thematically, Taiwan's 

cultural heritage may never be officially designated ‘World Heritage’ but this should not prevent it 

from protection through official designation at a national level. There is inevitable debate as to what 

and whose heritage is worthy of marking, but being able to identify the place of heritage sites in a wider 

持續發展的經濟利益。不論將這些遺產放在「世界」或是「國家」的層級來看，它們都可以用

來推動地方經濟繁榮，並且提供除了現代化發展外的另一個可行選項。如果規劃和管理得宜，

基於這些遺產所發展的旅遊業可以刺激地方的企業及創業精神，並且應該聚焦那些心繫世界遺

產地位之人的想法，鼓勵他們思考取得世界遺產資格以外的另一種策略，一種可以同時兼顧

遺產保護及持續性經濟發展可能性的策略。這類的策略可能可以妥善的結合地方認同和社區參

與，在發展限制上受到較少的拘束，同時若是條件有利的話，也可以吸引旅遊業。某些遺產點

或許在技術上不具有「傑出的普世價值」，但仍能顯示出其真正且重要的跨國聯繫性。

臺灣與其被摒除在世界遺產之外的現實

雖然臺灣目前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因此不能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公約》的

簽署國家，但臺灣仍自行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系統來認定「可能」具有傑出普世價值的遺產

點。自 2002年起，臺灣仿效 UNESCO的做法做出屬於自己的「潛在」世界遺產名單。這份清

單包含全臺 18個依照 UNESCO世界遺產標準所選出的潛力點，雖然如果在未來的某一天，臺

灣能夠重新加入聯合國並簽屬世界遺產公約，這些潛力點是否真能被登錄為世界遺產仍屬未知

之數，但我們現在可以接受部分臺灣可從這些潛力點登錄在世界遺產名錄中的象徵性好處，即

全球性的承認，在此同時我們必須審視在這些潛力點所發生的事件。

臺灣這份世界遺產潛力點名單帶來的一項重要副產品是對島上遺產普遍意識的提升。這種

高調的運動有助於不斷提升臺灣遺產許多面向的意識，以及社區對於遺產點的活動參與，當然，

這些提升還有許多其他的因素在內。這些反映在過去十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內遊客參觀這些遺

產點，以及臺灣地區博物館數量和種類的迅速增加；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人意識到這些遺產

點同樣可以在更廣泛的經濟活動上扮演重要角色。後面這點對臺灣許多遺產點是一項巨大的挑

戰，這些遺產點仍面臨快節奏經濟發展帶來的威脅，這些現象很明顯出現在臺北、高雄、臺中

等都會區，在周邊城市地區也開始慢慢增加。

臺灣認同在表達上常引發問題，但遺產不論是有形或無形的形式，都將其認同投射到世界

各地發揮關鍵性的作用。人們可以說被 UNESCO正式承認的世界遺產有助於臺灣全球形象的

提升，但有些東西並不需要這種證明，且這種事情看來短期內並不可能發生。但只要對這座島

的遺產有最粗淺的了解，就可以發現這座島嶼作為理解與世界其他地區多層連結中心點的地位

及其作用，以及其被納入一個更廣泛的持續發展議題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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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national context can add to the 

arguments for their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By simply having the label 

of World Heritage does not mean 

that a site avoids the pressur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or on-

going management issues, including 

finance. Heritage flourishes when 

its story is communicated to a wide 

audience, and this in part rests upon 

the managers of site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aiwan is no exception, 

the narratives of cultural heritage (World Heritage included) are over-technical and overly focused on 

historical detail rather than on the wider meaning of sites for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here continuities 

betwee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an be emphasised. Telling the story of how Taiwan's heritage link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community involvement, for attracting tourists and 

for much needed political engagement. Furthermore it also is a means of generating new thinking around 

connecting cultural heritage with mod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that the two domains can better 

worktogether.

Notes
1. UNESCO. 1972.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 Gravari-Barbas, M., Bourdeau.L. and Robinson, M. 2015. World Heritage and Tourism: From Opposition to Co-production. Chapter in: 
Gravari-Barbas, M., Bourdeau. L. and Robinson, M. (Eds) World Heritage, Tourism and Identity.London:Ashgate, pp.1-24.

3. Gravari-Barbas, M., Bourdeau.L. and Robinson, M. 2017 - forthcoming. Tourism at World Heritage Sites: Community Ambivalence. 

Chapter in: World Heritage: Global and Loc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pp.1-17.

4. Huang, A. H.H. 2014. World Heritage in Revers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Newsletter, No.69,  Autumn, pp.26-27.

5.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Executive Yuan. 2003. Introduction to Taiwan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6. Chang, C.Y. 2016. Analysis of the Spatiotemporal Transformation of Fort San Domingo in Tamsui,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magination. Chapter in: Brebbia, C.A., Echarri, V, Clark, C. and Gonzalez Aviles, A. (Eds.) Defence Sites III: Heritage and 
Future. Southhampton, WIT Press, pp.51-60.

7. World Heritage: Global and Local Relations, (with Maria Gravari-Barbas and Laurent Bourdeau), Routledge. In production, 2016.

做世界的遺產而非世界遺產

臺灣這些遺產點反映出其多元、複雜且經常彼此衝突的認同問題，同時也反映出其和世界

其他地區的關係網絡。單單淡水周邊的遺產資源就可以顯示出整座島嶼在天然資源生產及貿易

上，以及更現代的製造和加工產品上的歷史作用。就像其他的港口城市一樣，淡水擁有豐富的

國際都會遺產，但在維繫其貿易中心地位的過程中也遭受到強大的發展壓力。淡水保存的建築

群 (紅毛城、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滬尾礮臺等等 )訴說著其與西班牙、荷蘭、英國、加拿大、

美國、中國、日本各國的連繫。同樣的，雖然對某些人來說不甚明顯，但 2011年修復的殼牌

倉庫（原英商嘉士洋行倉庫）也是更廣泛的太平洋區石油貿易戰略的一部分。當然，隨著時間

過去，這些地點的機能也有所改變，並被賦予了新的價值，這些都在在顯示了臺灣過去和世界

貿易體系間的關聯。

這些文化遺產點和其他許多臺灣的遺產點一樣，都展現出它們和世界其他地區緊密卻又經

常被遺忘的連結性，或許不是被臺灣所遺忘，但卻被更廣大的國際社會忽視。每一個這種遺產

點都有屬於它自己一系列的記憶和故事，不僅是對其所在地的歷史而言，同時也在全球的脈絡

之中，不論是單獨的、集體的、主題性的。臺灣這些文化遺產也許永遠不會正式被登錄為「世

界遺產」，但也不應因此阻擋其被指定為國家級的文化遺產來保護。關於哪些和哪種遺產值得

被指定保護無可避免會引發一番爭論，但是這種爭論能使這些遺產點在更廣泛的跨國背景下確

認自己的定位，也能在保護和管理這些遺產時更有立論依據。

擁有世界遺產的名號並不代表此遺產點從此就可以免於經濟發展帶來的壓力以及持續性的

管理與財政問題。在遺產本身的故事傳遞給更多觀眾時這個遺產點才能持續發展，而這部分必

須取決於遺產點的管理者。在世界許多地方及臺灣都不能例外，文化遺產 (包括世界遺產 )的

敘事都過分注重在科技性和歷史細節上，而忽略了遺產點本身在當時的世界中所代表的意義，

以及其串聯過去、現在及未來的連續性。講述臺灣這些遺產點是如何和世界其他各地區連結的

故事是一種重要的機制，以促進社區參與、吸引觀光客以及促使政治力參與其中。此外，這也

是一種串連文化遺產和經濟發展模式的新思維，以期讓這兩者能更進一步合作。

紅毛城為淡水文化資產最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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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樣貌的淡水，

具有迷人的觀光潛力。

本期透過與淡水相近的麻六甲案例，

闡述其發展歷程與文化價值，

作為淡水推動申遺之借鏡。



撰    文
圖片提供

︱王維周（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助理教授）
︱王維周

大航海時期的麻六甲與喬治市

當葡萄牙人進入到麻六甲海峽往東挺進，麻六甲成為 15、16世紀的葡萄牙人以及 17世

紀以後的荷蘭人與英國人必經的區域，而在此設補運站的目的之一，則是為了東邊的香料群島

（Spice Islands）的香料交易轉運站。香料群島的交易，主要為荳蔻、丁香與胡椒，而葡萄牙人

到香料群島則打破了中世紀以來阿拉伯商人對於香料的壟斷。麻六甲的歷史開展，幾乎成為歐

洲人進入到東南亞海域的重要象徵。16世紀初，當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的艦隊完成環

繞世界之後，東南亞海域成為葡、西兩國交戰爭奪點。

17世紀以後的歷史，則由英國人與荷蘭人改寫。17世紀初，英國人與荷蘭人分別成立英

國東印度公司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國家公司的力量進入了東南亞海域。英國東印度公司緊跟

著荷蘭東印度公司之後，將伊比利亞半島的殖民舊勢力逐漸擠出東南亞海域，取代了葡萄牙與

西班牙所建立的舊網絡。英國東印度公司對於喬治市與麻六甲，招來中國南方的華裔勞工，並

逐漸建立以華人為主的經濟體制。這些早期進入到馬來西亞的華人涵蓋了閩南、廣東潮州、客

家等中國東南沿海的居民，因此也帶來中國南方的文化與思維，逐漸形構並演變成為喬治市與

麻六甲的特色。但是當地文化不止於此，除了在地的馬來人的傳統文化，還有早期移入馬來半

馬來西亞世界遺產
「麻六甲海峽麻六甲城與喬治市歷史城區」的現況觀察

島的印度南部坦米爾人所帶來的印度教文明，豐富了當地文化，而使得當地隨處可見豐富有趣

的多元文化面貌及文化混種或是文化互斥的現象，成為這兩個城市最迷人的特質。

華人建立的公司組織，奠定了喬治市與麻六甲的重要經濟主脈，加上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經

營，納入大英帝國的全球經濟體系（Commonwealth）之中，使得兩個城市更為國際化，成為

19世紀、20世紀的全球化見證。

在此歷史脈絡下，不難理解兩個城市的世界遺產價值，因而，對應到兩個城市的保存區劃

設與相關遺產保存的計畫，便更容易閱讀其

特質，以及分辨其缺失處。

本次參訪喬治市與麻六甲兩個城市，獲

得幾個重要的發展課題，分述如下：

一、提報資料與保存計畫的提議

世界遺產提報資料中，最重要的是論述

其重要性與傑出普世價值、保護範圍的劃設

（包含保存區與緩衝區）、保護措施等。

二、關係人（stakeholder）

分為官方的關係人與民間關係人，本次

參訪的對象涵蓋了官方組織與民間組織。

(一 )官方組織

主要以世界遺產的管理單位為主，基本

上喬治市與麻六甲的官方組織不同，應該是

因為州的行政制度使然。喬治市屬於檳城，

麻六甲則屬於麻六甲。喬治市的官方世界遺

產管理單位以公司的形式出現，由政府預算

及地方稅收入而來，州長為主要的控管人，

喬治市世界遺產「公司」則是以專業經理人

的方式經營，總經理直接向董事會報告預算，

而董事會重要組成人員之一則為州長。年度

預算通過之後則可以有相當的經費自由度，包含人事、經常門等經費。目前的總經理為洪敏芝

女士，洪女士底下設工作人員數人，總經理提出年度人力規劃之後，經董事會通過，則可以召

Lebuh Cannon（大砲路），僅在街道立面上進行粉刷，尚未進行修復。

張弼士故居，為 1990年代在發展洪流下倖存的一座華人名仕故居。
可見廿世紀華人在當地的經濟成就，以及當地華人與中國的關聯

馬來西亞的海峽世界遺產喬治市與麻六甲歷史城區，有其各自發展的歷史。麻六甲

為葡萄牙人最早進入的區域，從 15世紀開始麻六甲就是葡萄牙船隊所建立的驛站，
在此建立商館與倉庫，以作為 15世紀的葡萄牙與亞洲貿易的重要補運站。
Although registered as a World Heritage, but the Georgetown and theMelaka City were two different 
cities, had different history of development. The Strait of Malacca is the region where it was first 
intruded by Portuguese.  Since the 15th century, the Melaka City  was the station founded by the 
Portuguese fleet, trade house and warehouse were constructed here as an important replenishment 
station for the trade between Portugal and Asia in the 15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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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人力。其他預算亦然。

麻六甲的世界遺產管理，則先前由官方

設立的管理單位進行。但是參訪之時耳聞該

辦公室已遭州政府註銷，雖然原有的主任進

行接待，但似乎對於辦公室營運現況刻意迴

避，麻六甲的參訪雖然由主任接待，但是多

數接待工作由當地華人客家宗親會主持。

(二 )民間組織

當地的民間組織活動力很強，尤其以喬

治市的民間組織，由地方熱心人士所組成，

以藝術教育的方式增進當地居民、兒童的保

存意識與行動參與，獲得非常大的成效。另

外，檳城的信託組織由主席林玉裳、Khoo 

Salma均有相當的活動力。目前該組織成為

地方性的重要民間團體，給予政府的相關規

劃或是工程計畫提出更多的修正意見，而未

來的高架輕軌電車計畫即是該組織反對最力

的一環。

麻六甲的民間組織則相對活力較小，

以本次參訪的對象為主，大致上有客家宗親

會、為聯合國工作的 Colin Goh，以及當地

的社區組織。本次參訪，除了 Colin Goh對

於現況提出批評之外，客家宗親會秉持中性角色，並與當地政府合作。而原本負責麻六甲世界

遺產管理機構的官方組織，則悄悄地熄燈，但是似乎並未有接續的組織運作，或是類似喬治市

的半官方公司的成立。

而麻六甲歷史最主要的詮釋單位 – 博物館，其對於麻六甲地區的歷史人文發展、以及當地

華人形成的峇峇與娘惹文化 (明朝華人移民後裔，男生稱為峇峇，女生稱為娘惹 )多所著力，

但是博物館群所在的基地上，缺乏全面性的空間發展策略。

麻六甲歷史城區核心區範圍較小，主要街道的雞場街充斥觀光客與廉價攤販，雖然滿足觀

Lebuh Campbell路，華人銀樓與綢莊等店面，商
店市招承襲了過去的傳統

康華利堡（Fort Cornwallis），英國所建造的碉堡，
用以防衛檳榔嶼

光客的好奇心，但是對於空間保護及發展使用強度的課題似乎無太大助益。參訪過程亦發現為

了觀光而衍生過多的活動，例如，霓虹燈三輪車在街上呼嘯穿越，雖然活力十足，卻引發適切

性的問題。

三、現況的控管

現況的控管部分，最常提到的問題就是發展強度問題，尤其以喬治市為重。

空間的問題為首要的課題，當地政府民代或是官員趁著世界遺產風潮，期待帶來大量的觀

光收入，同時規劃新需求以及招攬觀光產業的資金投入，帶動房地產的炒作。這結果就是，城

市逐漸富裕，但是縉紳化的結果使得當地居民或是商家負擔更重的成本，最後獲益的是房地產

的投資或是觀光產業的投資者。

第二個課題則是歷史城區的舊建築保

存。舊建築的保存與修護牽涉到居民不動產

所有權，所以動得慢，同時間，政府可以介

入的公共開放空間的改造卻是速度極快，立

即改善了空間品質，卻同時迅速抹滅過去歷

史沈澱累積的空間特質。修復工作仍以重要

的建築物為主：華人的廟宇、公司，伊斯蘭、

印度教宗教建築等，但是由於未妥善把關修

復原則，致使修復過後的建築物瞬間破壞，

僅有少數從修復浩劫中存活下來的建築，更

待進一步的保存意識與修護知識抬頭。

其次是人的部份，最受影響的應該是社區與社群。登錄世界遺產之後，資金湧入，在一波

波縉紳化的過程，迫使當地的居民遷出，世界遺產的光環，帶來更多的觀光客，連帶大幅提昇

了房屋租金。擁有所有權的原地居民為了高租金而遷出住所，原承租歷史城區店家或是居民，

則因為租金上揚而轉至租金較為便宜的地區，其結果，則改變了原有的社群、社區、地區商業

關係，人際網絡於是乎逐漸瓦解。七月初，檳榔嶼州政府才剛宣示新的凍結租金政策，表面看

來對於極速成長的租金有抑制作用，但是實際操作及未來的實際發生的效用，則有待觀察。

另外，檳榔嶼州政府從世界遺產保存區中旅館住宿費用抽稅，挹注到世界遺產的保存，使

得喬治市的保存經費與世界遺產公司的運作有其獨立的資金，但是未來在建築物保存修復以及

空間的課題則需持續關注，尤其是逐漸對立的民間團體與政府組織的關係，更是觀察的重點。

升天教堂（Church of Assumption），為喬治市眾多歷史性文化紀
念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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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六甲歷史城區的成長似乎較為緩慢，

歷史城區的居民不太可能逐漸對於越來越多

的觀光客帶來的困擾產生負面的抱怨，雞場

街的攤販，如果不加適當的管理，恐怕對未

來空間品質改善無所幫助。越來越多的建築

修復之後變身民宿或是旅館，短期滿足觀光

客需求，但是下一步如何成長，應該是重要

課題。

新加坡人在麻六甲的房地產投資，造成

房地產飆漲，未來對於新建築的管理亦是重

要課題。

建築修復的課題

就建築修復的部份，兩個城的問題不太

相同。喬治市規模比較大，多元族群形成較

多的街區文化；而麻六甲則規模較小，建築

規模看來似乎也較少。

麻六甲的觀光客相較於檳城喬治市少得

多，由觀光客所帶來的收益甚至破壞也相對

得少。主要的建築修復發生在葡萄牙人及英

國人所建造的文化紀念物，也就是現在的博

物館群。然而，博物館群的內容，一如過去

葡萄牙人、英國人與當地馬來人、華人的生

活關係，一直都是隔離的，雞場街的人潮跨過了河流就已散佚，麻六甲的世界遺產，也因此隔

成兩個世界，一個是河東岸的歐洲人建築，現在的博物館群，進入博物館參觀的人數相對少，

建築物的修復較容易進行，也較容易把持住品質；另一個則是常民居住的街區，由華人、馬來

人及印度人所組成的街區，仍然充滿常民生活的活力，大多數的外來觀光客亦在此街區活動，

除了華人寺廟、清真寺、印度廟等常民信仰，仍舊維繫著當地社區的住民，部分店屋逐漸修復

成民宿或是店家，以提供外來觀光客居住以及飲食服務。這類建築的修復，在利益的驅使之下，

有較多經費得以維護建築物，卻也容易因為修復的原則未能規範而真實性遭到破壞。

Jalan Hang Jebat（雞場街）傍晚的夜市盛況，雖
然遊人如織，或許需要更有計畫地思考夜市販賣
的內涵，以及與當地歷史人文特色的關係

印度裔人力三輪車司機在街上找客人，為喬治市
常見且應該思考維繫的街頭景象

喬治市的街區規模大得多，也複雜得多。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此地的建設較多，喬治市在英

國殖民史上的經濟地位較麻六甲為高，也因此華人在此地的經濟體規模較大。在世界遺產保護

的前提下，喬治市所面臨的問題要複雜得多。首先，其現有的經濟活動非常熱絡，尤其是登錄

為世界遺產之後帶來更多的觀光收入。目前尚未看見大幅度的觀光商業，但是已經逐漸改變中。

原有的華人公司系統，勢力龐大且牢固，不易受到影響，但是過去數年的縉紳化已改變部分街

區的商業型態。再加上外在經濟形式與條件的轉變，使得核心區舊建築物修護失去控管的力量，

這課題可以作為下階段喬治市改變的重要觀察。

綜整參訪的觀察，喬治市與麻六甲的保存持續前進，應該防止太多的工程介入以及太多的

空間改變，人的網絡尤其重要，保存計畫中應該加強思考未來歷史城區的商業發展，除了適度

提供觀光客的住宿、餐飲需求外，更該提早思考建立發展的上限，以免破壞原有的歷史城區建

築空間面貌。目前觀察幾處中國的世界遺產，皆因過度偏重觀光業的發展而失去應有的形貌，

使得原有的價值迅速滅失中；歷史城區亦因為改建民宿套利而產生質變。

若將眼光拉回淡水，淡水作為臺灣的世界遺產潛力點，1970年代起的經濟起飛，已經逐漸

喪失過去淡水的特質，而利用《文化資產保存法》所保護下來的官方或是私人建築，僅鳳毛麟

角，頂多僅能在少數街角供人憑弔，卻失去了整體的空間魅力。若有意識保存淡水的歷史與風

貌，整體的空間發展計畫針對有價值的歷史空間管理，或許我們應該放眼未來的建物重建，避

開現有都市更新條例所期待的手法，可能是淡水未來發展需要先行思考定位的功課。

麻六甲河河岸，為歷史街區的重要空間。目前多做餐廳、咖啡廳等商業用途，對於歷史部分著墨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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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文

圖片提供

︱陳國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東亞學系、輔仁大學博物館學 
　　　　　 研究所副教授）
︱陳國偉

UNESCO跨國系列遺址提名—國際聯結途徑的啟示

聯合國的世界遺產名冊上各別遺產名稱所指範圍，固然都依個別狀況定義，但無論如何，

個別申遺者暨其遺產，前者必要具備會員國身分；後者必要坐落該國國境範圍內。當前聯合國

網站呈現世遺資料的方式，仍不免從俗地以國家單位分別計算各該國境內登錄遺產的數量，也

許因為它本身就是國家單位的組織，但卻提供了國家之間遺產數量便宜之比較。這聯合國主導

下以國家單位分辨遺產管理主體的概念，優先形成並演變成常態認知—即使不能說是成見。但

務實之「國際文化合作網構
的多重行動」實務
「荷蘭行動」借鑑

長年以來形成被排除之議的，許

多是被國家界限切割的、先於國

家政體存在之前的地域性遺產，

包括存在於國家之前與國家之間

的共同記憶與共同想像。這些從

國家本位的角度，常看不到它

們，不用說還有些國家對自身境

內之前存文化的遺產根本就懷著

敵視態度的。

「跨境遺產概念」在世遺

登錄準則與管理操作歷經多年發

展之後出現，可視為過程中對

「排除性之國家文化遺產概念」

日形根深蒂固現象的一種反思的

結果。2007年「全球遺產基金」(Global Heritage Fund)舉辦《跨境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 

Across Borders)的工作坊會議中，時任 ICOMOS顧問委員會主席的 John Hurd，在他之題為〈一

部世遺的歷史，一部國際合作的歷史〉(‘A history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的主旨演說中說，「晚近成立的共和國，常常集中關注 (所謂 )『原初』(original)

文化的相關問題叢結⋯⋯最極端的情況，即是摧毀那些未侍從該國主流政治的境內文化殘跡。」

Hurd倡議的國際合作含有兩種層次，第一種層次是例如 1960年代曾由 UNESCO主導之

一次國際搶救埃及努比亞遺址—包括遷移阿布辛貝神廟和菲萊神廟 (Temples of Abu Simbel and 

Philae)的號召與行動，名為「努比亞行動」(Nubia Campaign)：國際合作遺址拯救之標的輻輳於

一國或一地，例如埃及、爪哇之婆羅浮屠 (Borobudur)、或威尼斯。第二種層次，是遺產所在國，

以及和遺產有歷史聯結但如今是境外政權的文化所在國，兩國在該遺產保存行動上的相互合

作，這一類例子不勝枚舉。第二種情況還可衍生出另一層意義：即某一民族曾於特定歷史時期

客居不只一處之異地，而所留下的遺產形成跨境系列。這種類型的歷史實證，即近代西歐殖民

宗主國在世界各處它之殖民屬地留下的殖民遺跡。這衍生一個概念即一批可辨識其相通性質，

而對遺產關係者言擁有共同價值、意義的遺產群，因其分佈範圍涵蓋了不同政治主體，跨境整

合—無論是提名或管理—已成為必須克服的現實。這一層意義，是這些國家或政體為保存這種

系列性遺產而進行合作、最終建立合作模式。

臺灣的文化歷史縱深相對來說固然不能算是悠遠，但差異頗大、前後更迭的好幾波

歷史文化，包括荷蘭，曾在此上下累疊成儼然考古地層般的多重呈現，帶來多重文

化間樊籬先天上難以濡化的複雜。本文認為，就上述臺灣之多重性地位而言，淡水

的文化歷史其始於十七世紀的先驅經驗，和其歷史敘事豐盛的內涵，在臺灣僅次於

臺南；而在臺灣北部則並駕於基隆。本文對國際文化合作之建議的行動主體，所以

是淡水，正因淡水古蹟博物館和它地方上的社團或學校盟友們，曾攜手致力世界遺

產概念的引介、澆注、並耕織予當地。年來，地方上概念之整備正適切成形，成為

以淡古館為首所採取行動的起步條件。本文借鑑荷蘭組織國際文化合作網構的前瞻

視野與行動，以勾繪所建議之行動方案的初步輪廓。
Although Taiwan‘s historical depth was not so long, but quite difference from past to now. Because 
Taiwan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cultur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In here, those cultures overlapped 
and made this place full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just like the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 had many 
different appearances.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amsui began in the 17thcentury;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Tamsui occupied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aiwan cultural history. In 
this article, I will focus on Tamsui, try to discuss how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and its allies, like 
local associations and schools, to promote the concepts of World Heritages, and worked together to 
create a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Tamsui. In addition, I also lear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f 
Netherland, and try to describe a preliminary outline of the action program in Taiwan.

國際系列性提名與遺產：羅馬界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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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來 ICOMOS(和它各區域委員會 )在多次工作例會中，均曾積極討論國際聯合申

遺提名準則的相關事項。2013華沙會議時即獲致關於程序的三種範疇建議：

1. 跨境遺產與提名 (Transboundary properties and nominations)—操作準則 IIIC, 134-136

2. 系列性提名與遺產 (Serial nominations and properties)

3. 國際系列性提名與遺產 (International serial nominations and properties) 

　　　—操作準則 IIIC, 137-139

這些範疇的定義或差異說明，雖有賴各別案例的舉述，但關於一般準則，UNESCO已有題

為《如何準備申遺提名》的出版物或互聯網資訊可參考。

關於上述第三種程序範疇「國際系列性提名與遺產」，常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斯特魯維

測地弧」(Struve Geodetic Arc)、和「羅馬界標」(Roman Limes)。前者貫穿北歐至中歐，目前南

北十幾國之國境，全長 2,800公里。「斯特魯維測地弧」這當時最前沿之知識工具的跨國遺產，

正是受號召之人們為了追求他們共

同居住之地球的真相而合作的共同

見證。觀測標注之遺產保存的範圍

還將繼續納入更多沿途所經的國家。

至於後者「羅馬界標」，更橫跨從

紅海、黑海、英倫海峽、到北海，

幅員涵蓋歐、亞兩洲，串起並勾繪

一個全長 5,000公里之古代文明的現

存輪廓。

世遺系列性提名的意念初衷與

實踐結果兩者，都能在參與的國家

間，促成 Hurd所善意期望的國際文

化合作與政治和諧關係。「臺灣之世

界文化遺產」概念，始於文建會 (2012

以後改制為文化部 )在 2002年推動

地方政府提報各地方的「世界遺產

潛力點」，進而匯集為全臺潛力點

名單。鑑於當年中央政府寄予突破

國際聯結障礙的思維，委由地方負責申遺實踐之構想的動機是可以理解的，這個情勢至今未變。

「世界遺產潛力點」迄 2010年第二次「世界遺產推動委員會」評選，今天已有 18處。在這 18

處大多為典型性的潛力點中，嘗試走出僅僅突顯自然景觀或文化景觀中之在地性特色或孤立價

值的傳統思維，而由民間率先倡議，尋求從人類的共同經驗出發，探索集體之歷史反省並建立

遺產共通性質的價值論述，以長期漸進的手段促成聯合申遺的行動結盟，這唯一的案例，就是

樂生療養院。臺灣的本地 NGO近年來為樂生療養院和世界多個國家漢生病歷史文化遺產的研

究和保存之機構，以及個人，建立了一個保存實踐社群。這種社群論述的交流與聯結，是打造

將來系列性提名基礎必要的前置工作。

紅毛城的九面旗

文化多樣性是既有之臺灣歷史論述主體中無可質疑的基調。文化多樣性有兩個指標內容可

觀察，一是生活文化之營造過程與產出：淡水民間有關地方宗教、習俗的各類型日常與季節活

動，一向活躍，且內容豐富。另一內容，則是以考古地層多重累疊形式呈現的文化硬體：在淡

水來說就是埋藏於淡水古蹟博物園區轄下的 30餘處代表性文化資產據點的詮釋潛力中。

淡水生活文化的日常實踐內容，根據「紅毛城九面旗」其中八面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早已故

去的現今狀態，多樣性能夠存在，是多虧地方上保存主義者對文化遺產的堅持所拉開之「傳統

vs現代」形貌上差異而留下來的「兩樣情」。但這樣也不過是任何文化都能區分的古今風貌並

存的兩樣情。回顧臺灣歷史之開荒時期與世界首次接觸的碑石，淡水紅毛城之「第二面旗」所

代表之 (逝去的 )「荷蘭關聯」(The Lost 'Dutch Connections') —或甚至就是紅毛城本身作為這個

歷史見證—對於淡水，以至臺灣的文化多樣性，則有著優勢的代表性與詮釋潛力，以及最重要

的，能構成繼續帶給本地文化多樣性在質與量上全面提升的具體行動力。因此本文關於淡水國

際接軌的芻議中，荷蘭這第二面旗，對先前在本地構成考古層式累疊而如今遠去之諸文化的召

喚，代表著最具體的一個建議。

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是首批獲文化部選定的「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

使淡水成為「最可能代表臺灣申登世界文化遺產的潛力城市」。而管理紅毛城的淡水古蹟博物

館因此成為臺灣首座古蹟博物館。淡水古蹟博物館和它地方上的社團或學校盟友們，曾攜手致

力世界遺產概念的引介、澆注、並耕織予當地。近年來，地方上世遺概念之整備正適切成形，

成為以淡古館為首所採取行動的起步條件。

對於一個地方型館舍而言，所被督責的分量堪稱深重而龐雜，舉凡建立基本資料庫的工作、

研究各層級的相關法令規章、研擬保存與維護本地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的各種計畫等之外，進
2016年荷蘭教育文化與科學部轄下之文化遺產署出版的英
文版《日本與荷蘭共有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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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包括設置相關機構或機制、以及研擬這些機構、機制、或單位的管理營運計畫；更須著手

區分核心區、緩衝區劃定的世遺城市相關空間規劃、各種與申遺配套的基礎設施計畫、工程計

畫等。另方面軟體上亦須配合舉辦相關議題的政策推廣與教育宣導活動，以及學術研討會。後

者最早落實的，例如淡古館主辦的「2011淡水世界遺產學院」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述淡水古蹟

博物館所被賦予的世遺相關執行面向，以該館的行政位階來說，實在說難以獨力勝任，幾可說

是「舉鼎絕臏」。正如該館的內部 SWOT評估早已指出的：「(本館為 )二級單位，層級太低，

推動效益不大」；這也務實地指出，申登世遺之事務本是地方政府，甚至是文化部該全力主導、

並予「實質性領銜地」來貫徹；而非「政策性鞭策地」來推動的。

回到最初淡古館受命市府，承擔進行將淡水行政區申登為「世遺城市」任務之原委，這裡

複述它最顯然的目的：即國際接軌。相信多數人可同意淡水現存多元的國際文化資產是它國際

接軌的優勢條件之一。在國際接軌清晰的文化觀光效益之下，也可有兩種內容：一是將本國或

本地文化具有普世意義的面向，向世界推廣；二是就本地之土地上本來存在的、原先就是國際

政治文化之共同遺產的實體遺構，將它們的最新文化詮釋加以推廣到國際。本文建議之國際文

化合作網構的基礎，即屬後者。本文亦不得不指出，淡水的申遺計畫，隱含著注定遭遇困難的

幾種迷思：(1)首先是「認定以『聯合國登錄』之名義，當作我們尋求國際認同之『安慰藥』」

的迷思；(2)其次是「淡水的申遺條件只有『世遺城市』這一種」的迷思；(3)第三種是從前兩

者考量中延伸，就像本文第一節探討的聯合國申遺之「國際系列性提名」這種具有潛力的方式，

雖已帶入共同文化價值之國際聯結的方式以及更大的成功機率，不免仍沉浸在聯合國之名的文

化政治迷思中。

「荷蘭 -九州」：一項可資借鏡的多元管道交流計畫案例

《荷蘭 -九州》('Holland-Kyushu')是 2016年一項由荷蘭發起的日荷文化合作計畫。該計畫

以「荷蘭 -九州」為名，隱含細緻的考量。眾所周知，「荷蘭」作為國名，對日文與中文的使

用者，即使在不同音譯形式 (例如日文片假名オランダ，歷史上譯自葡萄牙語發音 )，或譯音

在漢字書寫形式上略為不同 (例如明代，以及約同時期的日本幕府，均曾使用過「和蘭」一詞 )，

以該國之區域名稱：「荷蘭」(Holland as a region)為其國名，在該國是視為訛誤的，但「荷蘭」

可已經是世界許多語文對該國的習慣或通俗稱呼。「荷蘭 -九州」在日方之一般人的認知中，

荷蘭顯然指的是國家。而荷蘭作為尋求建立關係的主動一方，對此計畫名稱的設計動機，就頗

堪玩味了。「荷蘭 -九州」顯示兩個交流主體的「變位對等」關係。兩者當然可將彼此視為區

域層級的地方交流。然而就具體表現上看並非如此。

解讀其動機，前者以國家範疇牽繫後者地方島嶼，計畫名稱簡約地交代了交流的對象，似

乎明指兩者中行政層級較高的—荷蘭 (作為國家 ) —即為發起之一方，同時又透露，合作的動

機來自「荷蘭初遇日本於九州」的歷史典故，計畫之命名誠屬高明。計畫名稱簡約，反而能將

詮釋的範圍發揮到最大，同時避免歷史之負面成分成為包袱。負面包袱者，就是「當荷蘭遇上

日本」萬載一刻間千禧衝突的歷史印記。交流主體「國家對區域」的「變位對等」，則能避免

讓國際政治意識形態的風暴變幻，影響到眼前與長期之文化經濟方面的關係利害。

今天化身民間文化合作之計畫的動機不僅是正面的，尋求建立關係的主動者，再次仍是荷

蘭，主旨則因「兩個文化對彼此能激盪『創造性好奇心』」而定調。其中十分令臺灣嘆羨的，

可以說是日本文化特質中令人喜愛、敬佩、與重視的內涵，而促成「荷蘭政府與民間主動要求

交流」之作用的。光是該計畫的倡議、成形、和內容執行種種，就足夠讓臺灣深深反思：我們

可從來有過這些條件嗎？

以去年為伊始之《荷蘭 -九州》計畫的內容以及活動、交流管道包括如下：

〈有田 2016〉(Arita 2016)。這是紀念九州佐賀有田地方的名產瓷器「有田燒」首批產製與

出口 400週年的活動，17世紀時的有田燒 (Arita-yaki, Arita porcelain或 Arita ware)，為由荷蘭商

人從幕府指定的長崎之出島出口到歐洲的名貴商品。

2016年 4月間，荷蘭專家代表團抵達九州和該地民間陶藝、織藝、食藝等地方職人進行交

流觀摩。

2016年 4月和 5月的九州春之祭。荷、日雙方的攝影家、音樂家、和設計師等各界職人群

聚九州，進行他們各自與當地藝術家一同參與的駐地創作專案。

〈 荷 蘭 - 九 州 驚 蟄 〉

('Holland-Kyushu Awakens')。

這是一個形成於年初在阿姆斯

特丹勞合酒店 (Lloyd Hotel)舉

辦、名為 "MONO Japan" (《日

本．「物」》) 之「設計聯

姻」(design marriage) —工藝

與設計嘉年華，包括演講、

工作坊等，目的在刺激傳統

工藝創新—的文化活動，2017

年的年初將再有其週年活
荷蘭商館文化遺產聯網成員之一之日本平戶荷蘭商館。原址復原之
商館建築的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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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贊助活動的荷方單位有：「荷蘭文化」國際合作中心 (Dutch Culture)、 JCE (Japan Cultural 

Exchange：荷蘭「日本文化交流」機構 )等。

〈出島復原計畫〉('The Reconstruction of Dejima'，日文：「出島復元整備事業」)：出島

是長崎港內的一個扇形人工島，建於 1634年江戶時代，是日本鎖國期間唯一對西方開放的貿

易窗口與歐洲人—主要為荷蘭人—的居留地。復原工程是主要由長崎市政府經濟局文化觀光部

「出島復元整備室」(Dejima Restoration Office)執行的，是其原址復原長期計畫的一環。

〈全球貿易風組織〉('Global TradewindOrganisation')：為宣揚零碳排放的環保意識，而重啟

歐亞間帆船航路的航行活動。

〈靛藍日本：藍染的分享〉('Blue Japon: Sharing Indigo Dyeing')：兩國藍染技藝之研究合作。

〈平戶甜心：東西百菓圖〉('Sweet Hirado: East to West Sweets Encyclopaedia')平戶素有日本

甜食之島稱呼，策展人大地千登勢在此集合了荷蘭藝術家與設計師、當地甜品師傅、與茶具和

餐具的製作職人，共襄多場分別在平戶、東京、與歐洲舉行的荷、日茶道文化盛會。

〈雷侯在日本〉(Regout in Japan)：雷侯 (Petrus Regout)是十九世紀荷蘭馬斯垂克 (Maastricht)

地方，出品名為司芬克斯 (Sphinx)之著名荷蘭瓷器的工業大亨。〈雷侯在日本〉是長崎與馬

斯垂克兩個城市的長期合作計畫。為強化兩城之歷史聯結，馬斯垂克的陶瓷文物中心 (Centre 

Céramique)將出借該中心重要收藏中之陶瓷器皿、鑄模、銅版等文物，於 2017年長崎出島復

原重建的最新展示中。

〈有田的日本駐地計畫〉(Residency Arita Japan)：贊助單位為蒙德里安基金 (Mondriaan 

Fund)與荷蘭創意產業基金 (Creatieve Industries Fund NL)。

〈寫真書：《細紡：纏紗．亂絮》〉(Photobook "MotsureHotsureTsumugu")：是一項振興九

州南方海域奄美大島上製作和服傳統手藝的計畫。

〈荷蘭商館文化遺產聯網〉(Dutch Trading Post Heritage Network)，是 2015年由平戶荷蘭商

館 (Hirado Dutch Trading Post)之營運管理機構：松浦史料博物館 (Matsura Historical Musum)所

發起，目的為聯結起國際上管理或研究各國境內荷蘭東印度公司 (VOC)遺構之國際公立或私立

機構的聯網組織。該形成中之組織欲就各聯網成員間之文化、經濟、教育、與個人旨趣方面進

行交流與合作。

《荷蘭 -九州》的交流內容尚有甚多其他性質差異較大的小型活動網頁，例如爵士樂等藝

文交流，不一而足。這些網站的架設型態，和目前大部分單一機構官網的本位式架構不太一樣，

《荷蘭 -九州》與其各類子計畫的統轄

關係，主次位階不甚明顯，這對於那些

對不同文化類型有興趣、而互相間歧異

性較大的的閱聽對象來說，這種型態比

較富有小群媒體別具的接近感。

本文建議淡水進行國際文化合作

網構聯結的「荷蘭行動」，就是以《荷

蘭 -九州》計畫的執行內容為參考藍

圖，其中分支行動計劃的構成之一〈荷

蘭商館文化遺產聯網〉(DTPHN)和〈出

島復原計畫〉(RoD，The Reconstruction 

of Dejima)是直接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

殖民遺產相關的計畫而特別值得參考。

DTPHN 目前的 10 個會員為 (1) 安汶

(Ambon，在印尼摩鹿加群島之安汶群

島 )，(2)大城 (Ayutthaya，在泰國 )，(3)

班達 (Banda，在印尼摩鹿加群島之班達

群島 )，(4)加勒 (Galle，在斯里蘭卡 )，

(5)平戶 (日本 )，(6)雅加達 (Jakarta，印

尼 )，(7)麻六甲 (Melaka，馬來西亞 )，

(8)長崎 (日本 )，(9)臺南，(10)特納堤

(Ternate，在印尼摩鹿加群島之特納堤

島 )。

以上括弧內的國家註記乃為本文所加，而顯示在該組織網站名單上的，則是以地方或城市

為單位，並以名稱之英文字母排序的。這些皆是有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之遺產座落，且遺產相

對完整，並已設有文資專業單位—無論官方或民間—專責管理該遺產的地方或城市。該組織所

以微妙地迴避後殖民國家、特別是經過民族抗爭後獨立之民族國家的國別註記，本文推測是出

於前殖民宗主國與被殖民國處理他們共同殖民文化遺產時的默契與智慧。這種初衷，與聯合國

對於組織成員國家身分的要求，正好相反。現今 10位成員的 DTPHN名單，一定會再增加的。

以臺南名義簽署加入DTPHN會籍的申請單位，是內政部營建署所屬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4年在日本平戶召開的「荷蘭商館文化遺產聯網」
第一屆大會的會前會。

2015年在印尼雅加達召開的「荷蘭商館文化遺產聯
網」第一屆大會 (會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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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前熱蘭遮城和普羅民遮城遺產座落所在之地方的文化資產管理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鑒於台江內海是荷鄭時期重要的歷史性時空，申請方曾在 DTPHN的學術會議中提出有關台江

內海之 VOC遺產關聯的相關論述。

淡水紅毛城的英文名稱，遲至 2005年的國際學術會議：《揭開紅毛城四百年歷史 — 淡水

紅毛城修復再利用》國際研討會的英文標題： Fort San Domingo / Conference，包括論文集與會

議議程表在內，所有中文寫作之標題與摘要，仍然將紅毛城譯為 Fort San Domingo (sic)，即聖

多明哥堡。據稱，使用此名稱沿襲自淡水在荷蘭之先的西班牙時期這一地點附近的地段名稱，

也可能因為 1629到 1642這段期間的「荷、西淡水」幾次進退更迭有所交疊，而構成混淆。

雖然今天紅毛城的官方英

文名稱已更正為安東尼堡

(Fort Antonio, sic)， 但 這

顯然歸咎歷史教科書的訛

舛，恐已讓時人得到現存

紅毛城是西班牙人所建造

的這個印象。在進入本文

建議事項作為結語之前，

安東尼堡 (Fort Anthonio)

的荷蘭文定名，是必要之

前提。

結語：期待淡古館帶領的「臺灣的荷蘭行動」

上文指出，這一年來日本的荷蘭聯結中這麼多項管道，都是荷蘭以其省份之名對九州倡議

的。而本文在此不太秉有創意地跟著倡議臺灣的荷蘭聯結，卻只能由我們自己著手建立參與或

聯結的途徑。本文導向這項建議之結論的邏輯是經過如下推演的：

(1)我們都已以世遺公約的提報準則自行建立一系列潛力點了，為什麼我們不能以「已申

遺成功」的「精神上之假設」，自我策勵並掌握這些潛力點的下一步命運：化對世界級潛力點

的想像為促進本地文化資產之質與量提升的實際作為？

(2)亟應評估「只求在聯合國列名以獲取國際曝光」之外的國際聯結途徑。

(3) 建議淡古館研擬：「以安東尼堡之博物館營運主體者之身分，代表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加入 DTPHN—即一種非由聯合國定義之既有國際文化交流社群—為會員」的可行計畫。

(4) 在淡古館之短期未來

博物館展演論述之發展方向

中，宜增加「紅毛城為『荷

蘭安東尼堡』(而非『西班牙

聖多明哥堡』)」的敘事比重。

(5) 在 參 與 DTPHN 的

活動中，應令新北市與臺南

市兩市政府的文化局建立共

識，及共同的行動籌備。

(6) 建議淡古館在本地的

既有週期活動，如〈創意城

市〉、〈兒童藝術嘉年華〉、〈國際環境藝術節〉等等之上，尋求以「和荷蘭之藝文乃至科技

進行交流」為目的的多重內容與管道。科技面向的內容，則可如洪汛防患、填海造地、溼地研

究、海事研究、以及花卉產業技術等等，還可更多。

(7) 在參與 DTPHN的活動中，借機同時強化淡水之日本聯結 (「第六面旗」)。

(8) 期許以上假設由淡水發起以「和荷、日文化、經濟交流」為目的之「荷蘭行動」的主

動方，有朝一日至少部分地轉移成為由荷、日主動的「臺灣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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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泰國大城 (Ayutthaya)召開的「荷蘭商館文
化遺產聯網」第二屆大會。

荷蘭商館文化遺產聯網成員之一之印尼班達島上 VOC
的貝爾希加堡 (Fort Belgica)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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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文
圖片提供

︱許主冠（臺灣城鄉特色發展協會 理事長）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麻六甲與檳城世界遺產對淡水推動世遺潛力點的啟發

然而從城市發展的角度看，麻六甲與檳城今天能夠將這些多元文化的歷史遺跡完善保存，

竟然是因為二次大戰之後，為了遏止嚴重的通貨膨脹與政治權力從殖民統治轉移到在地政權，

所祭出對舊城的「租金管制」政策，使得改建無利可圖，才因而完整留下寶貴的遺產。

淡水雖然在國際貿易版圖上發跡較晚，直到 19世紀中葉因為清帝國天津條約列為開放門

戶才開始與世界接軌，但是過程幾乎與麻六甲及檳城類似；列強接踵而至、列強所建的城堡監

控著港口與在地人聚落，統治者的聚落帶來母國的設計風味與生活習慣，在地人的聚落具有局

部防衛性質，雙方有公共的貿易場域等等，這些人文地景看似相同，但是淡水卻因為種種問題

與特殊外在環境條件，遲遲無法建構相關的法律，在公民意識相對對文化議題仍未形成共識的

時期，很多文化資產就此崩壞，沉寂無法自證其價值。所幸在推動世界遺產近 30年後，隨著

國人對文化意識提升，更多資訊融入了世界遺產的概念或名詞，作為臺灣自行推選為 18處世

界遺產潛力點之一的淡水也漸漸有了些文化上的動力與關注。

地方有感參與
─從檳城、麻六甲申遺看淡水世遺公私合作機會

在 2016年有機會走訪檳城與麻六甲兩地，拜會世遺相關公私單位，並實地踏查兩個世遺

點的核心區（Core Zone）與部分緩衝區（Buffer Zone），大致可以歸納出幾個申遺的前期準備

程序，一是環境的梳理；由在地支持體系所建構出的全面資源盤點與環境踏查測繪紀錄，二是

定義價值；透過跨領域的資源整合平臺對世遺潛力點所代表的普世價值做出論述，三是文化詮

釋；由具滾動修正能力的文化行政決策體系與在地公民團體彼此合作建立由上而下的各種自我

管理機制。在淡水正開始啟動世遺潛力點的時候，如果用此三原則來引導，可能會更有效率的

協助推動世界遺產進程。

對淡水推動世界遺產的社會參與機制初探

承上所言，申遺的前期，大致需要經

過梳理、定義與詮釋三個階段，但是要處理

這些分布在百年以上的時間軸、全大淡水區

空間場域轉變與跨世代人際網絡各種相關事

物，其資料龐大的數量與質性的複雜均非短

期間就可以齊備的，因此要透過與在地的文

史團隊，學校，甚至一般居民合作建構出一

種任何人都可以參與貢獻的機制，從大量的

資料蒐集，密集的調查、分析與歸納，才能

找出脈絡性與敘事性，然而在現實上，臺灣

的文化資產守護多被認為是公部門的責任，

不但市民鮮少參加，一般文史工作者或公民

團體多站在監督或倡議角度，亦少有積極協

助，遑論主動提出參與，未來淡水要先解決

這個問題才能啟動世遺的推動進程。

在檳城、麻六甲吾人觀察到的狀況是，

世遺推動機關把一件龐大複雜的推動工作，

透過很細密的分工模式，切成很多細部計

畫，並且讓對這些事情有興趣的團隊，包括

公部門教育、觀光單位、非營利的藝術推廣

單位、學術單位甚至外觀上看似無關世遺的

民間組織都可以參加，並且常常因而呈現出

乎意料的成果。例如，在檳城做街屋調查的

普查中發現了有很多已經消失的老行業，於

Lebuh Campbell路，道路兩旁由市招尺寸得以窺見商業繁茂，但
是也造成了街道景觀問題

Lebuh King國王路的廣東與閩南會館毗鄰而立

從 14世紀開始的大航海大發現時期，藉由新的航海工具與預期潛在的龐大利益動
機驅動下，歐洲列強開始全面性探索全世界，也開啟了後續的商品貿易時期。許多

位於航線之中不可或缺，或握有掌控交通要津的地方都成為列強兵家必爭之地，麻

六甲與檳城，就是這樣躍上世界舞台，成為連結多元文化，呈現世界不可或缺文明

的一個亮點。
Since the Age of Discovery of the 14th century, with the new sailing tools and a large 
amountforeseeable potential benefit, the European powers began to explore the worldcomprehensively, 
and also began a new period of trade. Many places along the new routes, which were indispensable 
or controlled the traffic, became the battlegrounds of those European powers.  And this was how the 
Strait of Malacca and Penang got into the world stage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place which present 
diversified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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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過中小學校的學程對社區內擁有這樣失傳產業的技藝擁有者做調查與訪問，並重新在社區

與學校中復振其產品的製作過程，無形中將技藝重新讓年輕人有記憶，更重要是連結了跨世代

間原本已經斷裂的記憶，這個過程中，世遺推動機關把每個參與者都變成主人，學校學生、匠

師或技藝擁有者、學生家長，透過這個過程看似學校的教學，實則補上了世界遺產推動中一塊

文化拼圖。臺灣目前推動世界遺產計畫中仍以政府機關作為核心，我們想像的地方參與或學生

學習機制仍多以知識性或動員參與活動的方式，能否設計出一套讓每個不同功能的單位或學

校，從其專業特性，去探索發現與在地推動世遺相關的時地物？賦權他們從梳理自己的家族史、

產業史、空間改變歷史或甚至有興趣的主題，來協助補上世遺的某一塊空缺的拼圖？其次，在

第二階段中則是以這些調查基礎來定義這個場域或文化景觀在世界歷史上的獨特性與重要性，

這就是定義權，並且要將我們的定義與其他國家類似的遺產連結，既有相關又存在差異。

當彼此可以建立知識上、歷史上與情感上的連結時，這就是普世價值的意義，在檳城喬治

市的世遺核心區針對檳城建築與文化景觀的特色討論前提是建立在完整的調查之上，由文化資

產民間團體與政府推動世遺機構間的合作，以超過 200多名大學生及志願者合力，在短短的幾

個月內針對核心區與緩衝區內共計超過四千間舊街屋做記錄與訪談，快速建立出世遺潛力區內

的現況描述，依據這些現況才得以讓 ICOMOS相關委員在審視其條件時很快的認同其價值，甚

至後來在世遺通過後三年才成立世遺專責機關，期間很多老屋趁此空窗期違規改建擴充為民宿

Jalan Pintal Tali街，當天白天封街舉辦社區活動

酒店，在研議是否為違建、是否必須改為原樣，很多參考都是依據這次普查的檔案。在麻六甲

亦復如此，預算規模均小於檳城的麻六甲世遺機構，其核心的調查與後續的詮釋與維護多由民

間團體協助，華裔部分是以同鄉會及熱心的街區商業組織為主，印度裔亦委由其寺廟及周邊社

區共同釐清與守護傳統的歷史。這種賦權的做法讓世遺在馬來西亞特別如檳城及麻六甲家喻戶

曉，每家商店、計程車司機、飯店都可以清楚的講出他們世遺點的價值，並且以此為榮。

在臺灣我們對世遺潛力點的價值論述多依賴專家學者，社區或學校參與者也是單向度的參

與，這可從國內幾個在文資圈內赫赫有名的潛力點在當地卻是無人知曉可見一般。

推動世界遺產潛力點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也並非單一文化行政機構可以獨力完成，在

過往我們較常從日本的申遺案例觀看，但因為日本多是以單一文化為申請內容，因此通常由文

化行政團隊主導與在地社區、學者合作即可，觀察檳城或麻六甲其實因為歷史的複雜多元，不

但需要更多的專業者進入，更要引動在地更深入的參與，尤其在最初的調查分類、劃界與定義

等更是重要。

結　　語

綜上所言，世界遺產潛力點的提出代表人類對歷史的觀點有了覺斷式的改變，文化資產不

僅僅是單一古蹟的維修，也不只是無形或有形文化資產的調查，它其實是整個社會對某一個時

Lebuh Pantai（海灘路）沿街有多所華人「公司」，為初時開發檳城的華人商社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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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六甲的街頭商店，十足社區尺度的商業型態

檳城當地規模最大的邱公司龍山堂宗祠建築，屋頂剪黏極盡裝飾之能事

期的共同記憶，呈現在一個空間、一段時間以及在無數多人的記憶中，希望可以藉由申請登錄，

讓全世界的人類共享這個記憶或文明價值。這麼大規模的文化盛事當然在一開始的格局就要有

全面性的思考，例如：要梳理這些事情要建立一個可以容納多少人參與合作交流的平臺？例如：

如何從世遺潛力點的甄選中專家認定所符合世遺價值的幾點，要如何呈現在後的梳理、定義、

詮釋上？淡水遺產潛力點應該可以後續思考以下的事情：

1.善用社會設計的概念，推動建構一個跨域的推動世遺共創平臺：廣納社區組織、社群組

織及相關專業者如建築專業、社造專業、文資專業、博物館專業等等，其首要工作就是定期辦

理各種在地學議題的研討會，在學校、民間形成新的議題社團，一方面蒐集所有資料與資訊，

隨著資訊越多，平臺還可以再下設立各種小組，二方面由於平臺並非由政府主導，因此當然可

以由各參與社區、社團組織依其需求向相關單位提案尋求資源，這樣的過程就開始反客為主，

為社區帶來新動力，也才有夥伴關係。

2. 可以持續擴大與亞洲類似淡水條件的世遺單位交流，從人員互訪到彼此辦展，從博館人

員交流到社區互訪，都可以強化認知理念從而改變現況。

3. 政府文化行政機構必須扮演更專業的角色，對未來世遺的推動提出願景，並且具體羅列

出階段目標，與各種樣態的公民團體及在地文史工者對推動成立世遺組織共同努力。

Jalan Kampung Pantai街上華人商店騎樓空間。
目前仍保有舊貌

Jalan Tokong街上的清真寺
Masjid Kampung Kling，
及同街上可見的印度廟
Sri Poyyatha Vinayagar Moort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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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文
圖片提供

︱廖康吾（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行銷企劃組組長）
︱廖康吾

前　　言

本文將針對本次拜會的重要民間組織「檳城藝術教育協會」（Arts-Ed）及官方組織「喬治

市世遺機構」（George Town World Heritage Incorporated, GTWHI）為探討對象，以整合社區資

源及推廣教育的面向，藉由本次參訪的觀察及會談結果，分別從民間及官方兩個不同角度，說

明喬治市於社區教育及推廣活動的成果。

檳城藝術教育協會

「檳城藝術教育協會」位於檳城一間傳統店屋，在學校假期時，是年輕人參與世界遺產活

動的據點。成立於 1999年，是一個致力於以文化資產為教育手段的非營利民間組織，是喬治

市社區藝術與文化遺產教育的開路先鋒，該協會和本地或國外教育工作者、藝術工作者和在地

社區合作，以 10至 22歲之年輕人為對象，提供富有創意的、非正規藝術與古蹟教育為協會的

主要工作，自 1999年起至少 15,000名的年輕朋友參與相關活動，目前出版書籍、手冊、地圖、

摺頁和教學 CD等。

該協會規劃活動學習過程，主要分為五個階段：首先是「提高醒覺」介紹地方背景及文化、

文化古蹟徒步遊覽、實地參觀、社區互動；二、「田野考察及資料蒐集」實地考察及資料蒐集；

三、「創意工作坊」技巧學習及訓練、藝術教育訓練（如音樂、舞蹈、美術、戲劇）；四、「紀

錄與作品設計及製作」學習反映及創作、以各種藝術方式來詮釋文化古蹟；五、「作品呈現」

創意作品如刊物、網頁或展覽等呈現於社區。

社區藝術推廣計畫

「城市小孩」(Anak-anak Kota)是 2005年開始在喬治市世界遺產區進行的計畫，規劃許多

有趣的活動，如文化資產尋寶、文化資產導覽、音樂、舞蹈、戲劇和烹飪課程。參與的年輕人

用藝術的方式，如攝影、繪畫、音樂和戲劇等方式記錄了喬治市的文化資產，後續並透過藝術

表演、展覽或出版刊物等方式呈現出來。

「我的羅浮山背」(myBALIKpulau)計畫，參與的學生從喬治市市區拓展至羅浮山背，透

過不同的藝術活動，加深年輕人對檳城文化和古蹟的認識，包括建築、生態、手工藝、語言、

習俗和食物等。由羅浮在地學生參與，利用 2年的時間收集資料，包括拍照、研究、專訪、製

作導覽地圖藍本，再由馬來西亞理科大學（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學生進行電腦繪圖設計，

完成「探索羅浮」（Discover Balik Pulau）文化導覽地圖。提供遊客免費索取，透過在地的年

輕人的觀點，告訴遊客羅浮山背的私房秘境，目前已發行至第三版。

「檳城藝術教育協會」曾玉萍執行長進行對談交流 「喬治市世遺機構」外觀

馬來西亞「麻六甲海峽歷史城市」（Historic Cities of the Straits of Malacca）於 2008
年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檳城喬治市」與「麻六甲市」為西方大航海時代的世界

遺產，兩座城市的發展歷程均超過 500年，見證了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在麻六甲海
峽間的貿易與文化，其歷史軌跡和「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極為相似。

本次參訪兩座城市，瞭解在地非營利組織相當活躍，與當地居民生活密切聯繫，不

僅促成當地文化資產保存意識的抬頭，並將原有的文化特色經營出新風貌。
The Historic Cities of the Strait of Malacca in Malaysia were officially registered as World Heritage 
in 2008, Georgetown of Penang and Melaka City were the world heritage,whichbackgrounded on the 
Age of Discovery. Those two cities both had over 500 years history, and both witness the trade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on the area of the Strait of Malacca. Its historical trace is 
very similar to “The San Domingo and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hereabout”.  After touring these two 
cities,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were actively involved with the local, Not only did it boost the idea 
of local culture preservation, but it also brought a brand new operation for cultural trait.

檳城喬治市的世界遺產
社區教育及行銷宣傳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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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遺慶典活動規劃

為紀念 2008年 7月 7日申請世界遺產成功，7月 7日為喬治市世界遺產日。喬治市世遺機

構主辦系列活動，每一年皆重點介紹喬治市文化遺產的某個面向，以逐步提升大眾對於喬治市

文化遺產的認識與醒覺，歷年來分別以「難忘‧老街活起來」、「文化織繡」、「生活‧古蹟」、

「色彩、文化、傳統」、「生活傳承」和「食慶」為主題。

今年（2016）為入遺 8週年，主題為「同玩」（Mai Main），以休閒玩樂及競技的方式進

行一些傳統運動及老遊戲，於 7月 7日至 7月 9日分別在喬治市多處地點進行，壓軸是 7月 9

日的街頭盛會，共主打 11項傳統運動及 23種傳統遊戲，讓民眾回味舊時代的樂趣。

慶典活動是由喬治市世遺機構主辦，並由檳島市政廳、檳城環球旅遊機構、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馬來西亞國家委員會、喬治市節慶辦公室及其他 20個本地社區協辦及參與。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承認傳統運動及遊戲的重要性，是表達其生活及世界觀的活動，一些習俗乃根植於傳統

價值之上，今年的主題，就是要透過傳統運動和遊戲，讓本地社區與參訪者交流。

喬治市街頭鑄鐵藝術

今年（2016）5月份則是進行「我的

北海」（My Butterworth）計畫，參照「我

的羅浮山背」模式，首度登陸馬來西亞的

北海，透過 31位中小學生，包括北海中

華總校及Wan Jah宗教學校的學生。此次

計畫與「我的羅浮山背」計畫不同的是，

「我的羅浮山背」是對於計畫有興趣且有

願意配合之學校才合作。「我的北海」記

錄了北海最早發展的峇眼老橋區的文化資

產，在進入學校之前，協會組織成員先進

行三個月的文化資產調查，參與的學生會

先進行訪問及攝影的訓練，使學生具備記

錄社區文化資產的能力，最後於中華總校辦理成果展，將預計與北海區不同學校合作。

「檳城藝術教育協會」這幾年陸續設計出許多這些適合不同年齡的學童、青年、社區人士

等的計畫，透過繪製文化地圖（Cultural Mapping）、藝術表演、創意製作、訪問、參觀等方式

來宣傳，藉由教導認識自己的地方歷史及文化，教導田野考察與記錄的方法，經由藝術技巧學

習訓練，來記錄各種詮釋文化資產的面向，向外人宣揚自己的社區文化資產，讓年輕人融入自

己的社區文化，最終以呈現藝術創作來回饋給自己的社區，以達到世界遺產永續經營之目的。

喬治市世遺機構

「喬治市世遺機構」於 2010年 4月由檳州市政府成立，致力於為推廣各種古蹟保護計畫

與活動，並確保喬治市的文化遺產獲得妥善的保存與傳承，為法人性質，獨立於政府行政機關

自行運作。透過訓練當地組織（如宗親會、居民組織）、志工，期使全民共同守護文化資產，

同時致力協調政府部門跨層級及跨部門、結合各專業領域之民間團體力量。

從「喬治市世遺機構」介紹手冊內容可歸納出，主要工作分為四大項目：法規管制、參

與合作、推廣教育、行銷宣傳等。透過不斷更新及活化各種資訊及推廣材料，讓本地或外國

人了解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性，透過與藝術團體、文化遺產組織及旅遊機構合作，提高行銷宣

傳成效。具體工作包括：喬治市世遺慶典、街頭節慶、標誌喬治市鐵塑藝術 (Marking George 

Town)、魔鏡喬治市壁畫系列 (Mirrors George Town)等。

「2016喬治市世界遺產日慶典」開幕武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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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賽，總共有來自 40個國家的參賽者，主

題為「來自民眾的聲音」。

喬治市的街頭壁畫，是始於 2012年喬治

市藝術節，邀請立陶宛藝術家恩尼斯 (Ernest 

Zacharevic)，於世界遺產區畫出 6幅壁畫，

他把檳城人的生活拍下，再透過壁畫彩繪，

富有喬治市的人文特色。當時不但讓民眾產

生共鳴，更揚名海外。當地的藝術家也相繼

加入創作，成為遊客到訪相機鏡頭的焦點，

作品前常見排隊拍照的盛況，甚至出現遊客

必拍的經典作品。

檳州全國旅遊促進局並製作摺頁，地圖明確標識藝術作品所在位置，讓遊客按圖索驥，增

加參觀古意盎然的街道樂趣。這些街頭壁畫創作結合平面繪畫和現實實物，讓喬治市老舊房屋

牆面頓時生動起來，重點是這些作品是能與民眾互動。喬治市目前已成為亞洲最多壁畫的城市，

總計有 30幅的手繪壁畫及 52幅鑄鐵藝術。

然而，對於古蹟保存者來說，喬治市最迷人的應該是建築、人文和移民的歷史，但現在的

觀光客完全不關心，反而為了壁畫慕名而來，許多文史工作者對於這樣的狀況感到憂心。壁畫

吸引大量的人潮，騷擾到在地居民，政府應該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如垃圾處理、停車位及交

通規劃等；再者，新壁畫改變了老街的原有生態，使生活的文化資產流逝。壁畫帶來了遊客與

商機，也讓喬治市面臨重大的考驗。

小　　結

從喬治市這兩個分屬民間及官方的代表單位所推動的工作內容得知，不論經費規模或活動

類型，走入社區、結合在地力量是首要的工作項目，經由導覽和講座活動的辦理，提供學生或

成年人古蹟保護的知識，透過各種教育途徑，讓民眾認識世界遺產的普世價值，提升民眾對喬

治市文化遺產的重視；此外，更培養社區居民說故事的能力，使人人成為最好的導覽員。透過

歷年的計畫活動辦理，逐漸累積成果，包含導覽摺頁、展覽、手冊、出版刊物，甚至是街頭藝

術等，成為喬治市最好的城市行銷宣傳媒介。

「名英祠」開放日街道活動

慶典分三大類活動：

一、師傅開班（Introductory Class）：包括瑜珈、太極、印度棍術和馬來 Kapi武術，讓民

眾學習強身健體的傳統武術。

二、同盟研討會（Sepatah Conversation）：邀請大旗鼓公會教練、馬來武術及印度武術導

師現身對談，關於傳統運動在現代社會面對的衝擊與挑戰。

三、街頭盛會（Streetfest）：入遺慶典的壓軸活動，包括傳統運動及遊戲工作坊、街頭表演、

公開擂臺及美食、玩具市集；名英祠的「先賢來時路」開放日活動，亦是慶典活動之一，大門

前的街道有各項華人文化展示及美食攤位。

喬治市街頭藝術推廣

喬治市吸引觀光客到訪的原因，除了充滿魅力的古蹟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街頭鑄

鐵藝術及街頭壁畫，許多人到檳城旅遊就是要親自去尋找這些散布在街頭的壁畫和創作。喬治

市街頭藝術，共有兩大類，一類是「標誌喬治市」系列的鍛鐵藝術，另一類則是「魔鏡喬治市」

壁畫系列。喬治市的街頭鑄鐵藝術是 2009年「世界遺產日」由檳州政府舉辦的「標誌喬治市」

深受遊客歡迎的「姐弟共騎」街頭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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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人文散記
Thoughts on Museum 

文資教育種子，

在校園裡生長茁壯。

古蹟人文素養，

在社區中發揚光大。

當文資教育走入校園，

當古蹟藝術走入社區，

激盪出令人動容的火花。

Tamsui
Journal



蹟時除了歷史與建築的價值，更可以把這些周邊的元素納進來，這一切才能夠鮮活起來，才更

有生命力！

「談大屯山的火山爆發，到五虎崗的生成，一直到人進來了⋯⋯。」校長睜大眼睛邊說語

氣高昂起來「你說孩子多喜歡火山爆發啊！那是讓孩子能夠血脈噴張、興奮不已的！」要如何

汲取這些動人的元素，讓歷史涵蓋了生活、地理、人文，變成一個個吸引人的故事，這是文化

資產教育的課題，而事實上學校也始終朝這個方向耕耘。

實踐：庄仔內溪踏查計畫

學校老師們站在教學現場，不斷思考該怎麼讓孩子更了解這塊土地的創新方法，這些嘗試

屢屢讓人感到驚艷。由蔡文欽老師與國立師範大學李明芬教授團隊，以「庄仔內溪」為主題合

作的三年級綜合活動課程，就是一個很動人的案例。

說一個好聽的故事
從校園出發 文資教育深耕播種

受 訪 者

撰   文

圖片提供

︱謝芳儒（新北市淡水區鄧公國民小學 校長）
︱黃嘉菱（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行銷企劃組研究助理）
︱新北市淡水區鄧公國民小學

新北市鄧公國小，坐落於鄧公里，鄰近國定古蹟鄞山寺及市定古蹟原英商嘉士洋行倉庫（殼

牌倉庫）。過去人們依廟而群居，這區始終屬於淡水居住人口集中之處。周邊的古蹟鄞山寺建

於清道光2年（1822年），廟中供奉的是中國南方客家祭祀圈才有的信仰「定光古佛」，由於「定

光」與「鄧公」的閩南語讀音相同，人們皆以為是「鄧公佛」，長久下來鄧公反倒更廣為人知，

也沒有人刻意更正，路名、鄰里皆以「鄧公」為名。學校於民國 78年創校之時，在地方仕紳

共同討論之後仍取這個儘管是誤傳但深植人心的「鄧公」為校名，是一段頗為有趣的緣由。

不僅是比鄰而居，學校的名字與古蹟的軼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名字不只是名字。於是

小一新生入學的歡迎會裡，謝校長會將這段特別的故事說給每一位進入這個大家庭的新生與家

長聽。對她而言，這是一個讓孩子們在認識學校時，也同時能認識地方文化資產的機會。

「談古蹟不該只著眼在『古蹟』本身，形成古蹟這個『果』的，是歷史與人文、地理許多

元素所造就的。」而推廣與教育的方式，則是身為教育者的細緻設計。對於怎麼讓孩子更理解

「古蹟」，校長有著一種從廣度到細節全面性的思考。

故事該怎麼說？她表示，以鄞山寺為例，之所以坐落於在這裡必然有其脈絡可循，位於大

屯山、五虎崗與平地交界，又鄰近河口的地理因素，都是先民興建選址的原因。於是，在談古

新北市鄧公國小謝芳儒校長 同學們開心合影留念

庄仔內溪踏查於自來水廠前參觀 庄仔內溪踏查空檔師生們於水源地合照

談文化資產，能用甚麼不同的觀點來詮釋與切入呢？

「說故事是最好的方式，我們要思考能用甚麼樣的方式來『說一個古蹟的故事』，

讓孩子喜歡、讓孩子理解！」新北市鄧公國小謝芳儒校長鏗鏘有力的這麼說。

Speaking of cultural asset, what other perspectives and connotations can be applied?  “Story 
telling is the best method, “We have to find a way to “tell the story about the heritage”, and to 
let our children like and understand the story.”Said by Fang-Lu Sheih, the principal of DengKong 
Elementary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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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對土地的情感　找到自己的定位

「立足本土放眼國際」，是身在訊息紛雜、世界變動快速的時代，謝校長對孩子們的期待。

這彷彿口號一樣的八個字，卻是她心中深以為要，且落實實踐的原則，同時也跟文化資產教育

的推動息息相關。

校園內可見許多情境佈置，目的是讓孩子更認識生活環境與建立大家的共同記憶，另外令

人印象深刻的是，校園裡有各式各樣的地圖，小自全校配置圖、淡水區圖、新北市地圖，大至

臺灣地圖及世界地圖等。校長說這是希望孩子們能透過了解自己身處在這個區域、乃至於整個

大世界的「位置」在哪裡，來認識自己。她特別強調這不完全指地理上的「位置」，延伸來說，

是希望他們能立足本土找到自豪之處，放眼看見世界之大，才能明白自己真正的定位，因此孩

子們將能不自輕也不過於自傲。

每個孩子特質、能力各有不同，帶著他們瞭解自己，然後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做最大的發揮；

引導孩子懂得先尊重自己，於是能關懷他人，接著勇於展現自己的特質進一步放眼世界，這是

身為教育工作者的對自己的期許，也與鄧公國小的願景「尊重、關懷、活力、宏觀」不謀而合。

其中，認識自己、認同土地是打底重要步驟之一，文化資產之所以重要，也正是在於它是

人們在找尋自我、探究生命與這塊土地命脈的連結時不能略過的一環，充分了解自己的根之後，

才能夠帶著自信更踏實的走出去。

儘管不是淡水人，但因為在淡水服務多年，謝校長對淡水有著濃濃的情感。問及情感從哪

裡而生？校長說，從一年四季都有不同樣貌的美好景致，異國建築美景；從在清晨觀光客還沒

有來得及一擁而入時，走逛清水街的市場裡，見到帶著為數不多的小量各種蔬菜，明顯是自種

自賣的農家歐巴桑親切叫賣的情境裡；從在過去服務的淡水區水源國小許多孩子家裡仍見得到

取暖用的傳統火爐，以及那某個鄰里還留著部分以物易物習慣的情景中。這些淡水還存留著的

各種人文風貌，總讓她能突然掉進一個特別的時空，回想起自己孩提時的鄉下，那心中的觸動

很難用言語形容。

因為喜歡自己處在那樣的氛圍，她於是忍不住想要幫這個地方與孩子們想方設法地留下一

些動人故事與痕跡，認為有責任要將這些故事延續，同時也深深相信孩子們確實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曾經在過去服務的擁有近百年歷史的淡水區「水源國小」，將校園裡一塊雜草蔓生

的角落，以小小的經費整理出一個水池，運用幫浦與串接的竹管，作成水梘頭的意象。孩子們

都愛玩抽水幫浦，對於水如何沿著水梘流入池中目不轉睛。這個「大玩具」除了讓水池成為活

水之外，也讓孩子們了解自己位在水源地的家鄉，過去先人如何用竹管接水回家的歷史典故，

庄仔內溪是淡水河支流之一，上游本為湧泉區，溪水澄澈，流經淡水學府里與鄧公里，是

貫穿這兩個里的重要溪流，最終穿越淡水捷運站南側，注入淡水河。老師與孩子們用一個學期

的時間，在庄仔內沿線進行踏查，包含幸福里、鄧公里、學府里，一直到源頭的雙峻頭水源地。

這一條先民的水源之路，正位於孩子們日常生活周邊，大家卻渾然不知她的重要性。老師們在

里長與社區居民的協助之下，每週透過沿岸的植物鳥類的觀察、菜園田地的體驗等不同主題，

讓孩子們從已經受到人為汙染的下游，一步步走到清澈見底、水質甘甜的水源頭及市定古蹟「滬

尾水道」，重新認識土地上人與溪流的關係。雖然不是如印象中敘述文化資產歷史背景般的嚴

肅介紹，但卻潛在的讓孩子們瞭解這個古蹟其實與我們密切相關以及其重要性。

上完今天的綜合課，我不但知道庄仔內溪的自來水公司在哪裡，還知道自來水公司的一個

小溪流很乾淨。我希望可以多了解整個淡水。（吳伯軒）

在橋上觀察夜鷺、菜園裡探險、往雙峻頭水源地路上踩踏過泥巴穿越農田等，對於土地、

對歷史的認識，對植物鳥獸的喜愛，對於人文的發展過程乃至於對於環保的體會，就在這段為

期近半年的觀察過程當中悄悄被建立起來，延伸而出珍惜土地的情感。

「雙峻頭這樣一套故事是孩子們會喜歡的。水在那裏、人來了，於是故事來了、人文建

立！」謝校長說「對於古蹟我們該要找到的是類似這樣吸引孩子的故事，而不是單點的理解。

要讓文化資產的理解廣度更廣、同時深度往下扎！」

她認為這個過程，能使小朋友因為參與而對社區有感、對地方歷史有認同。所以得要思考

古蹟如何讓孩子們參與進去，如何讓這些有趣的東西附加進來。當故事鮮活起來時，感覺到與

自己切身相關，不僅是小朋友，連大人都會有動力去關注與付出！

小朋友們將「鄧公 309踏查行動　為庄仔內溪發聲」一學期來的成果，自行編輯成一份有

著 17版的「庄仔內溪踏查報」，內容包含文字的敘述、小日記的記錄、插畫寫生、小記者的

訪談，是一份完整而主題明確的小刊物，這份動人的紀錄除了獲得 2015年新北市「小小校園

記者」佳作的實質肯定，更重要的是這些實際走訪而生的一個個回憶，未來肯定能在不同的孩

子心中留下不一樣的種子。雲門有一句知名的廣告詞「身體學會的，別人拿不走」，或許也能

套用在這裡，親身體驗過的，終究不容易忘記。

教育可貴之處經常不完全是在於給了孩子什麼，而是在於孩子們在過程當中感受到與發現

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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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將數個古蹟串接成一個充滿故事性的文化

路徑，令人有如走入另一個時空情境；重要

性不亞於其他古蹟點的國定古蹟鄞山寺，卻

似乎有點太過「獨立」，能見度與知名度因

此很難被看到，十分可惜。儘管距離其他古

蹟景點較遠及交通步道規劃的問題需要克

服，但正如她一直強調的，談古蹟不能單從

古蹟本身來看，而這個區塊的學校、團體、

鄰里地方的能量如此充沛活躍，校長認為跳

脫單點從區塊來思考，如能找到串接山、水、

人與古蹟的故事，將能夠開拓屬於五虎崗裡

的新路徑，不讓古蹟僅是獨立與這塊土地上的單一景點。

不論是課程規劃、文化資產推廣、區域發展，一切終歸回到故事，如何說一個屬於淡水、

讓人認同又有趣好聽的故事。文化資產的教育推廣所涵蓋的範圍廣泛，不只限於古蹟知識的傳

遞，事實上也在於地方情感與認同的建立，特別是對孩子來說。

與校長在校園散步時，見到校園裡留著有老師們幾年前帶著孩子，畫下對於某年風災淹水

時情景的大型壁畫，還有近日用淡水的山與河等元素改造的司令臺，心想這些過程都將是孩子

們離開了學校後能對這個環境留下的情感的痕跡。

謝校長於去年（2015）到任為第 5任校長，1989年成立的鄧公國小，其實不算是歷史悠久

的學校，但校內老師們臥虎藏龍充滿熱忱，有對地方文史擅長鑽研的、有動植物生態的專家、

有在藝術創作領域發光的等等，加上在以過去幾位校長扎實耕耘的成果為基礎，與謝校長的使

命感，故事正不斷延續展開。校長對自己、對學校、對博物館有期待，而站在教學現場第一線

的優秀教師們與學校，擁有著最貼近學生需求、與家長密切互動及社區資源支持的優勢，孩子

們永遠是最珍貴的資產，從基礎教育開始，這將是文化資產推廣教育最重要的起點。

真正的故事不會從某處突然發生，總是從「很久很久以前」開始，然後也不會僅僅在說到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之時戛然而止。屬於淡水的好故事，讓我們仔細聆聽、細細體驗感受

也期待這塊土地上從老到少的人們都能參與在其中成為故事裡的一部分。

以及在日治時代學校作為「淡水公學堂水梘頭分校」的緣由，小小的水池既好玩，又能同時把

地方的故事說完。

這正是故事的力量！

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的連結

而鄧公國小與淡水古蹟博物館的故事則在多年前就延續至今。

早在 2004年淡古館開館前，紅毛城修復期間，鄧公國小的小朋友便曾經與竹圍國中的大

朋友一起參與及記錄修復工程。300多個日子裡，6個孩子與老師戴著工程帽穿梭在紅毛城修

復工程現場，他們觀察、發問、記錄，與匠師、教授及工程人員討論各種修復的問題，甚至實

際進行量測、操作機器，這些過程最後出版了一本別具意義的書《當香蕉遇到紅毛城－淡水紅

毛城修復日誌》，歷史性的古蹟修復工程因此得以和教育有了連結，不管對於孩子、學校或博

物館都是一個無可替代的經驗。

此外，2010年鄧公國小的師生也曾經熱情參與「小小論文寫作計畫」；以古蹟行動劇為主

的「行動博物館」的活動則數次走進鄧公國小演出。而今年在博物館的邀請之下，學校的林延

霞主任、彭美琴老師、蔡文欽老師熱心參與編輯「穿越淡水 走讀世遺」世界遺產教材中高年級

教材部分，這個邀集包含文化國小、淡水國小、鄧公國小及竹圍國中等學校之力成就的計畫，

借重站在教學現場、最了解學生需求的教師們開發出為淡水量身訂做的教材，即將在 2016年

底完成出版，提供淡水區各個學校作為本土文化資產教學時的參考教材。

除此之外，近在旁邊的古蹟當然也是學校的教學現場，包含讓鄞山寺成為五年級同學英文

導覽的實地操作地點，同學們甚至曾經為此到捷運站邀請外國遊客來訪；一年一度的高年級越

野賽跑，總以鄞山寺為起點，在介紹完鄞山寺之後，同學們誠心祈求庇佑活動順利圓滿，比賽

隨之開始。另外，鄧公國小也曾與淡江大學建築系合作，思考將鄞山寺融入學校鄉土教材課程，

以「鄧公傳奇」、「庄仔內溪」、「用老相機記錄老建築－鄞山寺」等為主題共同進行一系列

實驗教學。善用各方資源、教師們對於地方文史的關懷融入課程活動，讓親近古蹟從學校生活

這一點一滴開始。

遠        景

不論是讓古蹟成為教育現場，或是讓博物館有機會走進校園，一直以來鄧公國小都很願意

用開放性的方式嘗試文化資產教育推動的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而從區域發展的角度來看，謝校長感覺相對於為人所熟悉的埔頂區真理街、馬偕街一帶，

高年級同學於鄞山寺對外國人進行專業的英文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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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由編舞家朱蔚庭和她的藝術家夥伴們創立曼丁身體劇場，舞蹈作品結合東方的人文

氣質與西方的表現主義，作品討論人類的普遍經驗。在充滿創造性的舞者組成，致力於舞蹈帶

來的感性和豐富的心靈延伸表達，更運用身體與物件，將詩性及社會生活的問題編織成舞蹈；

2010年在策展人的邀請下，開始嘗試離開傳統劇場，將舞蹈作品移地呈現，首次在廢墟中演出

《Fix 2》將舞臺移往廢棄多年的建築空間內，也因為這次的嘗試更讓她感受到空間氛圍及結構，

更能讓舞者演出及動作到位，更直接地將氛圍呈現給觀賞者，也因此才會開始了與淡水古蹟博

物館合作滬尾礮臺上的演出。

與百年古蹟一起共舞，打破大眾

對於傳統古蹟的印象，除了專業舞者

更加入了社區在地的素人演員們，橫

跨 20~70歲的舞者，這些原本是淡水

長老教會松年大學的學員們，因為課

程而開始跳舞，在多年的互動上更培

養出深厚的情感，這些婆婆媽媽儼然

已經將舞蹈視為當孩子長大離家後，

人生第二大事，當她大膽的提出要在

滬尾礮臺 Man∞ Man舞蹈演出行動

當藝術走入社區與古蹟
滬尾礮臺Man∞Man舞蹈演出行動

受 訪 者

撰   文

圖片提供

︱朱蔚庭（曼丁身體劇場 藝術總監）
︱傅佩芸（府中 15動畫故事館 執行館長）
︱傅佩芸

曼丁身體劇場負責人朱蔚庭，來自臺南，從小就熱愛跳舞，高中念的是臺南第一學府臺南

女中，原本打算在上大學時可以選擇喜愛的舞蹈系就讀，然而，父母對於她的想法提出了「念

這個以後畢業要怎麼生活？」疑慮，因此在大學科系選擇時，仍依照著父母的期望選擇了清大

經濟系就讀，雖然非本科系，但就讀期間仍然不忘她所熱愛的舞蹈，在沒有現代舞的學校社團

中，選擇了熱舞社來不間斷自己對於跳舞的渴望及熱情，畢業進後在新竹科技園區找了工作，

也加入了在地的舞團，更和朋友們組了個舞團繼續於工作餘不間斷的追逐自己的夢想，但說不

上來的那個大家所期待的科技新貴工作一直無法引起她的興趣，存了錢就毅然決然地離開了新

竹，並報名考取了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理論組，理論組主要研究的內容是評論，這跟

原本非本科系的她學習背景跟經驗都大相違背，也並非她所擅長的編舞及跳舞。

念研究所期間，移居到淡水，也開始和淡水有了更密切的關係，除了研究所的學業外，

2010年那年在臺南的母親生病了，與母親感情要好的她開始了臺北，新竹，臺南三地的奔波，

念書，舞團排練及陪伴母親，在身心靈都很疲累到達極限的時候，融合了自己喜愛的前衛音樂

及搖滾樂，創作了《Fix》舞碼，也因為當時的生活狀況及壓力，舞蹈中投射了許多當時的狀態，

編舞內容使用大量的肢體擴張和縮起來傳達面對壓力時及生活習慣被扭去改變之後的反應，呈

現人性，家庭，及自我掙扎的部分，這隻編舞更引起了許多評論家的關注及迴響，也讓她更毫

不猶豫地朝向自己喜愛的專業編舞前進。

一場演出的感動不僅是表演的精彩，內容的豐富而定調，而是從演出中感受到對於

事物的熱情，以及現場參與者豐沛的回饋與感動。這是曼丁身體劇場演出給每一位

觀賞者的最大感受。
A sensational performance not only consists of excellent performance and great content, 
But also the passions exude from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plentiful feedback delivered 
by the players. This is the most powerful feeling the Mending Dance Theaterprovides to its 
audience.

表演者置身剛硬且侷限的鐵水泥礮臺甬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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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打破、流動著觀眾與演出者的界限，所有參與者在舞臺上下交融 舞者們和現場的素人演員一起互動

淡水長老教會的學員和舞者一起排練後的合影

淡水古蹟上表演的構想時，學員們多表示支持，雖然一開始覺得不可能達成，但在經過四個月

的訓練，經過多次彩排及不斷的累積經驗，讓他們開始適應自己的身體，展現自己肢體，更能

夠依著編舞家的指導，完整的呈現演出樣貌。在淡水滬尾礮臺演出的作品更帶出來孩子成長，

離家後，父母親與孩子的日常對話、經驗，帶出世代間的難以溝通、封閉的現況；以此作為一

個社區學員參與的作品，將社區，生活經驗，以及專業舞者共同串連匯集的作品中，將原本嚴

肅的議題，以一種很親近，及易懂的方式呈現。

演出作品中不時的穿插著對話，歷歷顯示社會現況中親子關係、社會期待、青年理想⋯⋯。

當對話從冷靜變成混亂後並開始互相嘲諷時，作品悄然的將場景改至於另外一個場域──礮臺

內的封閉甬道，這個過道拐彎的空間，狹小悶熱三女兩男舞者，在這個亮起一盞微光的通道內，

不斷地以扭曲及擴張身體呈現現實生活中自我意識掙扎的澎湃情景，更成為一個再完美不過的

舞臺場景，舞者再度背誦出意象的文句，不斷的重複及循環，展現了舞者肢體力度及美，更呈

現了編舞者想表達的及內心自我混淆及瘋狂的撞擊狀態。

從濕熱的甬道移到戶外開闊的空間，專業舞者與素人演員們，兩兩跳著舞，將原本自我內

心掙扎後釋懷的感受呈現得淋漓盡致，這是一個舞蹈作品，有了民眾的參與、卻又善用滬尾礮

臺的粗獷、蒼礪。有著超過 50歲的素人演員們，再善良、尋常

不過的裝束，卻完整呈現了當今生活中，每個人都曾遭遇過的

問題。在演出結束之際，天空已一片深藍，伴著若隱若現的星

星，感覺礮臺沉默的經歷數百年，及淡水時間流動、更讓礮臺

舊歷史場景的演出顯得讓人反思，就如同曼丁身體劇場的團名

"Mending"所代表的意思那樣，創作對於編舞家朱蔚庭而言，

是一種生命的修補，也是勇於追求人生之中美好價值的方式；

對於前來觀賞自己作品的觀眾來說，她希望那是可以讓有著相

同生命經驗、或是類似感受的人也能像自己一樣從中獲得抒發

的力量；即使在生命經驗上沒有共鳴，最起碼也能懷抱著一種

探索新事物的心情來看舞，並從中獲得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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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105年大事紀
日　期 大事紀 單位

01.06 戀戀臺灣─桑希薇插畫展 (01.06-03.20) 展示教育組

01.06 計白當黑─葉祐霖現代書法創作展 (01.06-03.27) 展示教育組

01.07 愛心滿紅城活動於 1月至 10月共舉辦 14場 544人參與 營運管理組

01.09 淡江大橋國際競圖成果展 (01.09-03.31) 展示教育組

01.14 出版中英文繪本《忙個不停的紅城堡》 研究典藏組

01.21
「淡古迎春猴有趣」新春系列活動，包括 DIY體驗、贈春聯福袋、音樂會等，共辦理 10場次
(01.21-02.21)

展示教育組

01.22 貝果在森林裡散步─原畫及手稿創作展 (01.22-09.20) 行銷企劃組

02.20
「雙鯉魚─一頁來自小鎮的書信」(02.20-03.12)，3.26舉辦「海外藝術交遊分享會」（新北市國際
藝術村駐村藝術家曾于真駐點工作坊）

展示教育組

02.22
搭配淡水高爾夫球場於每週一下午開放民眾參觀，規劃套裝行程「烏啾埔輕旅行」，全年度共舉
辦 15場次

營運管理組

02.24 105年淡古志工隊新志工招募計畫實施 營運管理組

03.01 與新北市淡水休閒農業協會簽訂「辦理市有房地提供使用契約─公司田溪程氏古厝活化空間計畫」 營運管理組

03.07 世界遺產系列講座於 3月至 11月共辦理 8場，共計 810人次 營運管理組

03.08 樂齡戶外踏查活動於 3月至 12月共舉辦 37場 502人參與 展示教育組

03.10 與淡水社大合作春季導覽人才培力課程 (03.10-06.30) 營運管理組

03.17 彩繪絕美秘境─發現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美∼美展徵件 (03.17-07.15) 行銷企劃組

03.25
「漫步淡水─麻花捲工作室聯展」，3.26舉辦相關活動「漫步淡水─小白宮春天的淡水音樂會」
(03.25-06.12)

展示教育組

03.27 曼丁身體劇場《悠活曼藝 dancing workshop》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駐村藝術家曼丁身體劇場工作坊 ) 展示教育組

04.01 「自然相─呂月華個展」，同步舉辦活動「『時間意志力數數自然相』體驗 DIY」(04.01-06.19) 展示教育組

04.02 「藝起夢遊 奇幻秘境」特展 (04.02-04.17) 展示教育組

04.20 參加 2016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04.20-04.23) 行銷企劃組

04.23 銀河系少年─銀髮樂齡體驗展 (04.23-05.01) 展示教育組

04.29 藝遊味境─第 18屆淡水國小美術班畢展 (04.29-05.28) 展示教育組

05.08 「健康媽咪‧樂活古蹟」母親節活動 行銷企劃組

05.18 518國際博物館日舉辦「散步淡水世界遺產潛力點」、「小小建築師─拼出我的百年城堡」 行銷企劃組

05.21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駐村藝術家魏天健─「帶著單眼走淡水」工作坊 展示教育組

05.29 馬偕日舉辦「世遺潛力點核心區馬偕足跡導覽」、「淡水世遺潛力點核心區馬偕古蹟集章趣」 行銷企劃組

06.03 繪畫心關係─滬尾歡顏女畫家聯展 (06.03-06.28) 展示教育組

06.04 「漫舞，於深海之上」特展 (06.04-06.27) 展示教育組

06.20 紅毛城、小白宮、滬尾礮臺、海關碼頭，iTaiwan Wifi佈建完成 營運管理組

06.22 紅毛城、小白宮、滬尾礮臺等 3處，佈建 (升級 )GSN網路，並完成門票收費系統測試 營運管理組

07.01 恢復門票收費 (紅毛城、小白宮、滬尾礮臺 ) ， 一張門票 80元即可參觀本館所轄全部園區 營運管理組

07.01
紅毛城暑期活動─「『英』姿煥發─領事之家扮裝體驗」、「親子默契大挑戰─限時組裝古蹟模型」
(07.1-08.31)　

行銷企劃組

07.01 好色之塗 six ─ 周學 Joe Anderson個展 (07.01-09.02) 展示教育組

07.08 閒畫家常─喬瑟夫與淡水素人畫家師生聯展 (07.08-09.25) 展示教育組

07.12 出版《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2016學刊》 研究典藏組

07.14 小館長暑期見習日 (07.14-08.25) 行銷企劃組

日　期 大事紀 單位

07.16 新北市國際藝術村「玩美藝夏」駐村藝術家聯展，期間舉辦相關回饋活動 5場 (07.16-08.28) 展示教育組

07.29 紅毛城、小白宮安全監測建置  (監測期間為 105.7.29-106.01.29) 行政組

08.01 七夕情人節舉辦「七夕約淡古 『蹟』情到永久」 行銷企劃組

08.07 父親節舉辦「OH爸！一起來紅毛城打鼓嘿呦！」 行銷企劃組

09.01
古蹟日系列活動─「紅毛城開城儀式」、「紅毛城古蹟劇場」、「跟著偶像逛世遺景點」導覽、
「Show古蹟拍照趣」(09.01-10.29)

行銷企劃組

09.03 曼丁身體劇場　 Man∞Man 舞蹈演出行動 展示教育組

09.08 館際交流─ ICOFORT軍事遺產堡壘委員會主席參訪 營運管理組

09.08 與淡水社大合作秋季導覽人才培力課程 (09.08-12.29) 營運管理組

09.18
紅毛城主堡重新開放參觀 (國定古蹟淡水紅毛城主樓屋頂漏水修復工程開工 103.12.27-完工
105.08.15)

行政組

09.21
館刊《博物•淡水 第 6期》、《博物•淡水 第 7期》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使用政府預算推廣性書刊
類佳作

研究典藏組

09.30 回光─秦宗慧個展 (105.09.30-106.01.02) 展示教育組

09.30 滬尾礮臺庫房改善完成 研究典藏組

10.01
母親的藝術─ 2016第二屆新北市教師剪紙作品聯展 (10.01-10.30) ，10.08舉辦「大家一起來剪紙」
體驗 DIY

展示教育組

10.01 流‧域：環境藝術國際小聚 (10.01-10.16) 展示教育組

10.01 參加淡水環境藝術節踩街活動 營運管理組

10.05 館際交流─與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地方文化館進行業務交流 營運管理組

10.07 私絮的空白─林昶戎個展 (10.07-12.25) 展示教育組

10.15 「彩繪絕美秘境─發現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美」美展徵件得獎作品展 (105.10.15-106.04.04) 行銷企劃組

10.15 志工內部刊物「紅城報報」創刊 營運管理組

10.24 Beacon科技導覽英、日、韓語音上線 營運管理組

11.02 館際交流─新竹市文化局與本館交流博物館商品開發及館舍營運經驗 營運管理組

11.10 榮獲第八屆臺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創新成果獎─無礙獎」 行銷企劃組

11.16 淡水古蹟博物館新版網站正式上線 營運管理組

11.17 「影像臺灣 百年行旅」特展 (11.17-12.25) 展示教育組

11.20 暖東─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 108級 12人聯展 (105.11.20-106.01.02) 展示教育組

11.20 觀•照─淡水古蹟珍寶攝影展 (前清英國領事官邸 2樓 ) (105.11.20~106.03.05) 展示教育組

11.25 遇見‧淡水─地政展 (11.25-12.26) 展示教育組

11.26 感恩節舉辦「一日店長Woody & Jenny熊好康」活動 行銷企劃組

12.01
與福容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淡水漁人碼頭分公司就「Woody小熊授權及淡水古蹟推廣事務」簽
訂合作備忘錄，透過紅毛城Woody小熊形象授權，交叉行銷共同推廣淡水古蹟文物 (合作期間
2016.12.01-2026.12.31) 

行銷企劃組

12.08 淡水藝術工坊哺乳室參加「新北市優良哺（集）乳室」評選活動獲評合格 行政組

12.17 舉辦志工第四季季會暨年終感恩餐會 營運管理組

12.18 參加 105年新北市文化志工年終感恩大會 營運管理組

12.20 館際交流─中國陝西省文化遺產研究院參訪交流 營運管理組

12.25 頒訂「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研究典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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