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長的話

綜觀世界文明發展史，每個偉大的城市，都有一條臍帶之河。位居北臺灣、轄下29

個行政區、人口冠全臺的新北市，境內地形樣貌豐富，有綿延壯麗的山景，更坐擁北臺

灣文明發展的源頭─淡水河系，孕育出豐沛、濃厚多樣的人文歷史。位於淡水河口的

淡水區，更是千百年來北臺灣與世界接軌的樞紐，挾其豐沛的歷史人文，入選為臺灣世

界遺產潛力點。

淡水河，臺灣第三大河流，最終注入臺灣海峽，滋養著沿岸居民生計、孕育出溫

潤豐厚文化，大坌坑文化、訊塘埔文化與十三行文化，相繼在淡水附近出土；它亦是臺

灣唯一可以航行至內地的大河，外來文化、貿易及宗教，亦緩緩隨著船隻進入。位居河

口門戶的，便是淡水。除淡水埤島橋遺址發現宋元陶瓷外、西班牙、荷蘭、英國、日本

於清末亦相繼由淡水登岸，引進多元的異國文化與世界新知。於此得天獨厚的時空下，

使得淡水因緣際會站上國際舞臺，更留下多達31處的文化資產（27處古蹟、4處歷史建

築），傲視全臺。

近年來，新北市致力於將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活化，與常民生活產生連結與互動，

並賦予再利用的創新意涵，使文化資產不是冰冷的建物，而是連結過去、現代與未來的

生活記憶，與在地居民產生共鳴、進而成為引以為傲的獨特資產。

2003年7月26日，內政部將國定古蹟淡水紅毛城移交新北市政府，為發展觀光、活

絡地方及保存維護淡水古蹟群，本府首度設立「淡水古蹟園區」。以紅毛城為核心，針

對淡水當時所有古蹟統籌管理。2005年，本府文化局以「淡水古蹟園區」為基礎，成立

全國首座「淡水古蹟博物館」，讓古蹟透過再利用創造更多元的價值，並以完善的營運

管理，開創文化產業發展新氣象。

淡水古蹟博物館成立至今，短短幾年裡，便迅速累積了數量龐大的古蹟、歷史建物

資料，從適合大眾閱讀的一般書籍，到針對古蹟深入研究的專案研究、調查報告等，涵

蓋面向寬廣；而在相關活動的推動上，如「古蹟劇場」、「古蹟日活動」、「行動博物

館」到大受歡迎的「古蹟夜未眠」，也成功的將古蹟與常民生活結合，使得淡水成為北

臺灣最受歡迎的文化休閒景點。

我們深知這還不夠，如何將淡水豐沛的古蹟與深厚文化更深入民眾生活中，內化為

文化養分，淡水古蹟博物館責無旁貸。《淡水尋寶記》是淡水古蹟博物館的嶄新嘗試。

透過活潑生動的問答，讓親子、師生，乃至於一般民眾都能輕鬆成為通達古今的「淡水

達人」，讓看似單一的古蹟景點，注入歷史、空間後，立體起來。

淡水河是新北市的母親之河，由大陸遷徙而來的先祖多數也在此登陸，因此，淡水

可被視為北臺灣發展的源頭與母親，且讓我們一起攜手，走讀《淡水尋寶記》，重新認

識我們的文化所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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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北臺灣基督教長老會發源地在哪？淡

水禮拜堂是馬偕博士蓋的嗎？

208 淡水最美的地標在哪？

214 滬尾偕醫館

214 北臺灣第一家西醫館在哪？在當時發

揮哪些功能？

214 「偕」醫館是為了紀念馬偕博士而命

名嗎？

214 第一條以外國人命名的街道是哪一

條？

218 十、淡水古蹟風華再現

220 英國領事船屋在哪？現在做何使用？

220 藝術穿堂在哪？為什麼兩側的牆壁不

同色？

222 淡水觀潮藝術廣場在哪？什麼是「記

憶之牆」、「願景之樹」？

224 淡水藝術工坊在哪？有什麼特別之

處？

226 臺灣第一座以古蹟為主的博物館在

哪？和一般博物館有什麼不同？

226 什麼是「淡水古蹟夜未眠」？

226 什麼是「古蹟劇場」？

228 美麗洋樓建築的得忌利士洋行，以前

的用途為何？

229 什麼是「行動博物館」？淡水古蹟博

物館如何與淡水的學校合作，進行推

廣教育呢？

229 古蹟只能靜靜的觀賞嗎？紅城小舖裡

藏有什古蹟寶藏？

230 淡水達人：淡水文創新基地─紅城

小舖

232 「自導式路徑與地圖」如何讓淡水成

為一個可以自由參訪的歷史城市？

233 什麼是街角博物館？

234 十一、淡水深度文化之旅

236 穿越時空一百年，看阿祖過日子

244 馬偕之路

250 拜訪水筆仔的家—紅樹林生態之旅

255 戰爭迷必探—清法古戰場

260 附錄：淡水‧臺灣的世界
遺產潛力點

262 什麼是文化資產？為什麼紅毛城會被

列為文化資產？

263 文化資產可分為哪幾類？有何區別

呢？

264 有固定實體或空間的物件才算是文化

資產嗎？

264 沒有固定形體的文化遺產，要怎麼保

存呢？

264 淡水什麼時候開始文化資產保存運

動？

266 為什麼要設「古蹟日」？

266 臺灣有哪些地方被選為世界遺產潛力

點？

268 淡水紅毛城及其周遭歷史建築群包括

哪些內容？

268 除了被列名的文化資產外，淡水還有

哪些重要的文化寶藏？

271 參考文獻書目

註記：

‧ 因應臺北縣政府於民國99年12月25日升

格改制為新北市政府，淡水鎮公所相應改

制為淡水區公所，本書統一使用「新北市

政府」、「淡水區公所」作為前揭機關名

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