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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往與開來  
在地深根的文化城市

新北市蘊含豐富的人文、歷史、產業與觀光資源，更同時擁有海岸、河

流、山脈等地貌景觀，這些成分皆造就了今日新北市獨特的文化魅力。而其中，

淡水融合了百年的多元文化歷史與人文薈萃，透過新北市文化發展政策，結合淡

水在地文化團體之力量、城市文化體驗的推廣、以及文化藝術的扶植，使得淡水

地區的文化如熠星閃耀。

要能呈現淡水深厚的文化底蘊，學術期刊正是一種強而有力的呈現，新北

市期盼藉由本學刊出版，積累、記錄與分享豐碩扎實的學術研究成果，並透過此

平臺，持續激發產、官、學各界對淡水文化的關懷與思考，讓淡水多元而精彩的

文化不斷發酵。

而在學刊出版之際，也正巧適逢了台灣文化界的兩大要事，其一是甫於去

年105年底頒布的《博物館法》及其相關數個配套子法；另一則是《文化資產保
存法》自1982年立法以來歷經了最大規模的修法。上述兩項在文化界影響甚巨的
法規，賦予了淡水古蹟博物館新的使命與契機，如《博物館法》的立法目的是健

全博物館功能，提高其專業性、公共性、多元性、教育功能及其國際競爭力，以

提升民眾人文歷史、自然科學、藝術文化等涵養，表徵國家文化內涵；而《文化

資產保存法》的修法，是基於對多元文化、國際接軌、教育扎根、公民參與等層

面的重視而應運而生，另外，也加重對古蹟破壞的刑事責任，修法用意對保存眾

多有形文化資產的淡水古蹟博物館來說，格外令人期待。

在文化法規大幅進展之際，新北市政府及淡水古蹟博物館將以更積極的態

度，推動文化平權，致力朝向更高度的資源整合與公共價值發展。期許在前瞻思

維的經營策略下，打造具在地特色的文化城市，迎向世界遺產登錄的前景。

新北市文化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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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與實踐  
從地方的文化到世界的淡水

時光、自然與人的力量，凝聚起歷史過往與文化足跡，在淡水這塊土地上運

作與成長，數百年來形成特殊的人文景觀。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成立至今已

十個年頭，以管理與推廣淡水文化資產為使命，與在地人民共同擁護著地區的自

然景觀、古蹟與歷史建築，推究著文化觀光與「世界遺產登錄」的未來動向。藉

由專業學術期刊的出版，盼望能強化研究的質量，並成為淡水學術交流的平臺。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榮幸邀請專家學者，以學術方式呈現，分享對淡

水文化的珍貴研究，從不同面向細細品味這塊充滿故事的沃土，有「歷史的淡

水」：從淡水港的演變，爬梳晚清與日據時期的記憶；有「文學的淡水」：用文

學視野，觀看淡水的地景變遷。此外，更囊括「文化的淡水」：本館研究人員從

文化資產的保存、教育、行銷及管理維護層面，將切身的工作實務經驗，轉化成

學術的成果。

淡水古蹟博物館站在歷史巨人的肩上，致力於申請登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遺產」為理想目標作豐足的準備。在實踐的路徑上，透過書寫研究來開拓文

化想像，梳理歷史文本，鑑知未來；以教育推廣、藝術感染力及文創行銷，帶領

民眾走近淡水的知性；並持續進行文化資產的維護與活化，期許淡水從地方保存

文化資產出發，挺進世界遺產的文化舞臺。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館長

序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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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選用西川滿書寫之淡水文學作品進行研究，

西川滿是日治時期臺灣著名文學家，在他眾多作品中，

〈採硫記〉（刊於1942年）、〈楚楚公主〉（刊於

1935年）、〈劉夫人的祕密〉（刊於1937年）、〈感

懷〉（收於1997年《猩マ(夏號)》）及〈夏日旅情〉

（收於1982年《西川滿全詩集》）等以淡水地景、紅

毛城及紅樓為文本的作品，有著對於淡水歷史史料之

改寫、女性意象融入淡水空間及將淡水建築空間意象

融入傳奇色彩之特色。雖然他的創作風格以女性、鬼

魅、浪漫等陰柔書寫為主，但在淡水文本中則顯露出

特殊的日本與臺灣生活空間經驗，從文章及詩作的創

作中，對照於現實中日治時期淡水空間變遷與社會脈

絡，有著深刻異國情調特殊性與故鄉性。

關鍵字：西川滿、柯設偕、淡水、淡水地景文

化想像、紅毛城、淡水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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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與地景變遷下之文化想像：
日治時期西川滿之淡水文本分析

張志源1 Chih-Yuan Chang

Cultural Imagination under the Changes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
scape : Tamsui Textual Anglysis of Mitsuru Nishikawa during Japa-
nese Colonial Rule

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Mitsuru Nishikawa’s literature work 

about Tamsui. Mitsuru Nishikawa was a famous writer of Tai-
wanese literature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mong his 
works, “Sulfur Exploitation” (published in 1942), “Princess 
Chu-Chu” (published in 1935), “The Secret of Madam Liu” 
(published in 1937), “Recollections” (featured in Pan, Summer 
Collection, 1997), “The Emotions of a Journey in Summer” 
(featured in Poetry of Mitsuru Nishikawa, 1982) in which he 
wrote about Fort San Domingo, Red House, and the Tamsui 
landscape. One of his legendary characteristics was to rewrite 
Tamsui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integrate female images in 
Tamsui space and architecture. Although his writing style was 
famously soft, with female, ghost and romance, yet in his dis-
course on Tamsui, he proved to have a unique experience and 
vision to share about what it was to live both in Japan and Tai-
wan. His articles and poems on Tamsui during Japanese Colo-
nial Rule give a first hand account about the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changes of that time. On top of all that, his writings show 
a unique exotic sense doubled with an extraordinary hometown 
feeling.

Keywords : Mitsuru Nishikawa, She-Kay Ko, Tamsui,   
Fort San Domingo, Tamsui Red House, Cultural Imagi-
nation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逢甲大學室內設計進修學士班兼任助理教授

1. Email:changcy2005@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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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淡水是臺灣著名的城鎮，西荷時期已有西班牙人

與荷蘭人在此活動。清代淡水稱為「滬尾」，聚落開

始發展。臺灣開港後，淡水從早先與大陸對岸城鎮維

持的區域分工關係，轉而被納入世界體系中，洋人在

此活動頻繁。日治時期淡水現代化建設開始，官方陸

續在淡水建立許多官方機構，並完成鐵道、道路、水

道及市街改正之現代化工程，淡水因有獨特的異國情

調，也被稱為「東方的威尼斯」及「詩美之鄉」（柯

設偕，1985）。

本研究選用西川滿書寫的淡水文學作品進行研

究。西川滿（Nishikawa Mitsuru, 1908-1999）是日治時
期最具代表性的日人文學家之一。他生於日本福島

縣會津若松市之藩士家庭，祖父秋山清八曾任若松

市初任及第六任市長。秋山清八之三子純為西川滿

父親，因秋山家之至交西川家絕嗣，故將純過繼給

西川家，因此滿即複姓西川。明治43年（1910）西川
純帶著西川滿來臺灣，搭乘「信濃號」。大正12年 
（1 9 2 3）西川滿就讀臺北州立第一中學校（今日
臺北市建國高級中學），大正14年（1925）3月自
該校畢業。大正13年（1924）他創立文藝雜誌《櫻
草》。昭和3年（1928）4月就讀早稻田大學法國文
學系，昭和8年（1933）5月學成返臺，任職於臺灣
日日新報文藝部長，主編學藝欄。他並醉心於媽祖

等臺灣風土研究，獨資經營「媽祖書房」，創刊 
《媽祖》（共16冊）、《桐の手紙》及《台灣風土
記》等，昭和10年（1935）《媽祖祭》詩集獲得恩師
吉江喬松博士之佳評。昭和13年（1938）西川滿之詩
集《亞片》獲得文藝汎論「詩集功勞賞」（西川滿、

池田敏雄，1999：129-130）。

昭和15年（1940）西川滿自組「台灣文藝家協
會」，創刊《文藝台灣》，協會成員包括了當時臺北

帝國大學及臺北高等學校教授、警務局長和情報課長

等人士。在昭和16年（1941）《文藝台灣》脫離「台灣
文藝家協會」後，由西川滿組成「文藝台灣社」，繼

續刊行38期，這份刊物強烈地表現出西川滿個人意念
與個人風格，另這份刊物倡導皇民化運動，故有許多

人稱他為「皇民文學」代言人。在評論上，中島利郎

認為西川滿對台灣文藝家協會的組成與《文藝台灣》

的經營策略，指向建立「地方主義文學」，並有企圖

2.  詳見中國時報民國88年（1999）1月5日副刊及聯合報民國88年（1999）3月9日副刊關於西川滿之報導。
3.  雖然他在臺灣時期是一個藝術至上，作品風格耽美充滿情調之作家，但西川滿遣返回到日本後，全面轉向大眾文學風格（張雅萍，2014：35）。
4.  葉石濤提到西川滿曾有一度被稱為臺灣文藝界之領袖，但「其創作的詩是優美的臺灣民俗和信仰加入異國情調，以濃密的文體放聲吟唱

出來，這種詩作被當時日本人所輕蔑。」（葉石濤，1997：3）
5. 例如張雅萍（2014）指出西川滿文學活動及宗教活動是以臺灣為主題而展開，其文學被當時文壇推崇為唯美派代表。

與日本中央文壇對峙的野心（中島利郎，2006）。另
根據西川滿之子西川潤表示，西川滿父親西川純曾參

加日俄戰爭，來臺後擔任臺北市議員，成為右翼政治

活躍者。有謂西川滿是為反抗嚴格家庭氣氛而走入文

學之道，並傾向富於傳奇性之唯美主義文學，另很多

人將西川滿稱為「皇民化文學」作品，在「大東亞決

戰期間，他是推動皇民文學的『文藝台灣』主編，一

網打盡當時最出色的作家黃得時、楊雲萍、龍瑛宗、

陳火泉，以及初入文壇的葉石濤。」、「該刊大致不

脫『藝術至上，異國情調』兩個範疇，與張文環主持

的『臺灣文學』所展現的現實性、風俗性內涵相抗

衡。」2。

昭和18年（1943）西川滿的小說《赤崁記》獲
得臺灣總督長谷川清頒發「臺灣文學賞」。二次大戰

後，日本戰敗，西川滿於昭和21年（1946）4月搭乘美
國軍艦回到日本，他在臺灣共逗留了36年歲月3（西川

滿、池田敏雄，1999：130；葉石濤，1997：2）。

昭和23年（1948）西川滿的小說《會真記》獲「夏
目漱石賞」，昭和36年（1961）他創設「日本天后會」
及限定本出版社「人間の星社」，平成11年（1999）西
川滿病逝（西川滿、池田敏雄，1999：130-131）。

葉石濤（1997）曾將西川滿漫長的文學生涯分為
三期：第一期為1920年至1945年之臺灣期，第二期為
1946年至1960年之戰後期，第三期為1961年後之天后
會、臺灣回憶期4。

西川滿在臺灣時期的作品，支持、批評及質疑

者眾多，既有研究可以從張良澤（1984）、陳映真
（1988）、葉石濤（1997）、林慧姃（1999）、阮斐
娜（2001）、林巾力（2005）、朱惠足（2005）、邱
雅芳（2009）、 張良澤、 高坂嘉玲合編（2011）、 林
明理（2012）、蔡怡玟（2013）及張雅萍（2014）論
述看出。綜整支持、批評及質疑的論點如下：

一、支持論點：認為西川滿之文藝活動自始至終以臺

灣為背景，以樹立南方文學為己任。他生性浪

漫，受到法國唯美派影響，其文學特色為「唯美

抒情」、「趣味性」、「易讀性」、「忠於自

己」、「作品中酷似統治者本身自負形象」，具

有浪漫主義及富有異國情調之外地文學5。

建築與地景變遷下之文化想像：日治時期西川滿之淡水文本分析－張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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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評論點：認為西川滿之文學風格是統治者文

學，他「沉溺唯美」、「忘記現實」、「缺少打

動讀者心靈的魅力」，是「御用文學家」。

三、質疑論點：認為西川滿之文學充滿殖民主義的空

間性，他的懷鄉及懷情對象是臺灣風物，而且任

憑想像馳走於近代化及殖民地化中逐漸消逝之建

築物與習俗中。另又認為西川滿與臺灣社會保持

一定距離，不投入裏面，不隨便改變他客觀者姿

態，文章充滿東方主義的視野，朝向內地日本。

從既有文獻發現，雖然西川滿在臺灣時期的小

說及詩作各發表一百篇左右，文學評論及翻譯多達

兩百篇左右，但相關之淡水文本其實不多。林慧姃

（1999）討論西川滿的淡水作品，認為西川滿的作品
充滿浪漫、華麗、幻想之詩歌小說外，並推崇他對臺

灣歷史、民俗、風物等的重視，臺灣是西川滿心靈的

故鄉，而以淡水尤甚。另蔡怡玟（2013）以人文主義
地理學出發，探究西川滿筆下之淡水作品，並嘗試從

文學中的地理景觀，探究承載之空間意義和其價值所

在。故西川滿書寫淡水的文學作品，對於淡水地景與

建築之想像和歷史現實之差異很少被研究。

本研究選用西川滿淡水文本作品，包括發表在 
《台灣文藝》的〈採硫記〉（刊於 1 9 4 2年） 6小

說、《媽祖》雜誌的〈楚楚公主〉（刊於 1 9 3 5
年） 7及〈劉夫人的祕密〉（刊於1 9 3 7年）8二篇

短篇小說（相關插圖詳附錄一）、〈感懷〉（收

於1 9 9 7年《猩マ (夏號 )》）及〈夏日旅情〉（收
於 1 9 8 2年《西川滿全詩集》）等詩作，並與日
治時期淡水地方文史人士柯設偕發表在《臺灣日

日新報》及《臺灣新民報》的淡水作品〈詩美の

鄉淡水〉（刊於 1 9 3 0年）、〈淡水素描—淡水
的色彩與情調—〉（刊於 1 9 3 2年）、〈淡水在
招手—優美的遊覽勝地—〉（刊於 1 9 3 4年）及
〈淡水的景物—紅毛城與帆船〉（刊於1 9 3 4年）
等幾首詩作進行對照，來進行文化想像之分析。 

貳、研究方法

空間、建築和地景變遷與時代文化認知相

關。Tuan（1974）曾提出“Topophilia”的概念，該
辭由“topo（place）”和“philia（love）”兩個字組
成，強調人對「地方」的認識，乃至於人和「地方」

的情感聯繫是主體性和經驗，而非冷酷無情的空間科

學邏輯；Tuan（1977）並對「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概念提到地方需要空間而存在，因此空間和地
方是相互關聯的。

另Cresswell（2004）指出「地方」是一種觀看、
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從人與「地方」之間的種

種關係可發現意義和經驗的世界，有三個基本面向： 
「區位」（a specific location）、「場所」（locale）、
「地方感」（a sense of place），在具有社會與地理基
礎的世界上，事物有其特殊秩序，要對抗的是人的記

憶在流動性中日漸消亡的秩序。

本研究認為空間在社會發展過程被結構化，空

間之結構形式表現一定歷史界定之社會權力關係，以

Lefebvre（1991）的話語來說，即是「空間是社會的產
物」。文學作品的想像是帶有「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之意義。

本研究以「空間與地景隨著時代而變遷，但人對

於建築空間想像卻疊合著時代與地景的變遷」觀點來

討論西川滿之作品，先就涉及所論述的淡水時空變化

進行分析，再側寫1930年代的淡水時空環境，最後分
析西川滿的淡水觀點，以突顯建築與地景變遷和文化

想像思維的關聯。

 

參、西川滿文本背後的淡水歷史與
地理簡史回顧

17世紀隨著歐洲國家為了追尋金、銀、香料和珍
貴物品和在東亞積極尋求殖民地及解決新教、舊教的

6.  〈採硫記〉原文刊於昭和17年（1942）《文藝台灣》3、4、5月號。此小說西川滿以郁永河所寫之《裨海記遊》為小說題材，輔以漢籍
史典之知識，加入想像，主要描述當時平埔族及凱達格蘭族之生活。

7.  〈楚楚公主〉原文刊於昭和10年（1935）11月15日《媽祖》第2卷第1期。此故事敘述一位為了寫生而四處遊蕩的畫家，遊蕩到淡水港
時，無意間闖入一荒涼宅邸，為一幅肖像壁畫所吸引。而就在此時，遇見同為天后會子孫劉楚楚，引出她是由外國人和臺灣女子混血後

裔的身世之謎。

8.  〈劉夫人的祕密〉原文刊於昭和12年（1937）12月12日《媽祖》第15期。敘述作者從一間醫院的院長手中拿到一位淡水青年的自白，此青
年因狂熱研讀天上聖母廟的古籍，探知荷蘭人把煉金術傳給劉夫人，而劉夫人則是出賣貞操給紅毛人，靠煉金術重振家業。青年為求得此

煉金祕方，以武力要脅劉家子孫傳授煉金術。正當情急之時，劉夫人從畫中走出，驚嚇的年輕人被制伏，自此送進精神病院，終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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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歐洲國家把戰線延伸到海外。當時西班牙人在

臺灣雞籠建立了聖薩爾瓦多城，並沿著北海岸擴展勢

力，為了經濟物資補給的目的，在淡水興建了聖多明

哥城。西班牙人被荷蘭人驅離後，荷蘭人在此地興建

聖安東尼歐城。隨著荷蘭人被鄭成功驅離，淡水成為

邊陲之地 （張志源，2014：215）。

從明鄭時期到清代開港階段，淡水地區未受重

視開發，僅有少數兵營駐守，然而因紅毛城下方有滬

尾水師守備，所以一般平民並無法任意接近紅毛城附

近，埔頂一些地點則為漢人墓地。直至清代乾隆及道

光年間，從中國福建晉江、南安及惠安等地移民，以

福佑宮一帶作為商貿據點，滬尾開始出現重要廟宇。

滬尾形成小型聚落後，人口及經濟發展逐漸擴大（張

志源，2014：215）。

19世紀中葉淡水被迫開港，淡水經濟角色從早期
與大陸維持區域分工的關係轉而被納入世界貿易體系

中，由於對外貿易及國際分工，淡水市街的空間結構

轉變劇烈，成為洋人可自由進出的港口，也開始影響

埔頂及鼻仔頭地區的空間發展。由於國際條約容許租

貸民屋、行棧存貨，租地自行建屋，興建禮拜堂、醫

院、救濟院、學房、墳地等，所以洋人在此地發展。

洋人用永租的方式取得土地，逐漸填滿當時淡水市街

旁鼻仔頭及埔頂兩個區域尚未發展的地帶。靠近市街

西端砲台埔於英國領事館一帶的荒地、沙灘地、墓地

及市街東端鼻仔頭的荒地，洋人的建築物主要包括洋

行、領事館、住宅、學校、教堂、醫館、墓園等，官方

的建築物有海關、宿舍等。由於埔頂地區洋人的居留與

傳教、通商等行為，促成西方教育、商業與政治機制在

此地的緊密結合，與當時淡水漢人市街有極大的差異（

張志源，2014：216）。

日人據臺後，臺灣總督府於明治30年（1897）4
月24日以漢文公布淡水的外國人雜居地，埔頂、鼻仔
頭及淡水市街皆被劃入範圍內。然而，由於殖民統治

及現代技術的進步，淡水有諸多現代化設施完成，例

如北淡線鐵路、聯外及區域道路系統和市區改正。但

由於日本政府計畫性清除外國人在臺灣的勢力，故位

於淡水埔頂地區靠淡水河岸的外國洋行迅速消失，轉

而被日本商行、行政機關、新式工場及倉庫取代。此

時期空間發展分成兩支，一支為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教

會接續偕叡理牧師過世後，在埔頂所興辦現代的西方

學校，以淡水中學校及淡水女學校作為傳教及教育的

基地，但教育興辦的過程卻在日治末期遭受重大的阻

礙。實質的建設在校園建築與宿舍。至於鼻仔頭地區

的空間變遷在昭和時期轉為劇烈，可見於殼牌倉庫

及淡水飛行場設置的案例。但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來

臨，日本政府透過「敵產管理法施行細則」，將所有

洋人建築物及資產進行接管 （張志源，2014：216）。

必須特別留意的是1930年代淡水築港策略與作為
遊樂地之想像的出現。當時因為地方自治及政治風氣

關係，日本政府開始轉變地方治理政策，其一是在臺

灣各地重新定義地方風景及名勝古蹟。另淡水此時航

運邁入衰退之勢，與基隆港之港埠競爭及貿易對象改

變有極大關係，淡水地方經濟發展也慢慢開始陷入困

境（柯設偕，1985：35-37）。當時官民共同成立「
淡水築港期成同盟」，主催事者山本正一（1928）發
行了《淡水港の整備に就て》提出歷史沿革、港務數

據、策略可行性參考，主要實行策略包括：

一、淡水築港計畫之實現，面對基隆港競爭下，淡水

應興建重要港口設備，以讓2,000-3,000噸輪船能夠
自由進出。

二、開設大阪商船與日本郵船，可走淡水至福州及淡

水至廈門新航路。

三、淡水線鐵路延長及新設車站。

四、大稻埕與淡水之間小蒸汽船之來回。

五、高爾夫球場作為州立公園遊樂地。

六、淡水水源地附近成立郡立公園。

七、完成大屯山及觀音山登山道。

八、淡水及臺北間道路之改善。

九、繁榮關渡車站。

當時提出策略的主要目的在影響臺灣總督府之建

設政策，除了港口疏濬、擴充設備、水產業振興及利

用山水地景和歷史古蹟發展觀光資源外，最後希望由

淡水港之復甦，以助發展臺灣島之產業。從這些建議

案中，可看出地方人士對當時淡水港衰敗下之振興思

維。但日本官方在政治、經濟及軍事考量下，淡水築

港計畫並未被採納。淡水在現實環境下，開始被日本

政府視為臺北遊樂地。

與本研究相關的重要建築物分述如下：

一、淡水紅毛城：
主堡為方形城磐，地基及牆壁採外石內磚的砌

法。內分為上下二層樓，內部採半圓筒形的穹窿結構

建造，清代開港後英國人進駐後將尖形屋頂改成平臺

式，在東北及西南角位置增設角樓二處，二樓南側也

增建露臺，露臺亦設有雉堞及槍眼，現有紅色為英國

人所粉刷，原外牆為灰白色。淡水英國領事以紅毛城

二樓做為辦公室，將原穹窿隔為兩間，東室內側為領

事辦公室設有壁爐，外側為會計辦公室，有大保險櫃

建築與地景變遷下之文化想像：日治時期西川滿之淡水文本分析－張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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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件焚化爐，外室是幹事、助理領事及翻譯員辦公

室，底層兩個西向穹窿利用磚牆隔了四個小牢房，外

室保留較大的空間作為管理之用。一樓南側為廚房、

浴室及洗手間北側留做空院讓犯人放封用，除關本國

人外，也代關外國人，牢房有當時送食的小窗及窺孔

（張志源，2014：304）。

二、淡水紅樓：
該建築原是船商李貽和的宅第，有「達觀樓」的

雅號，興建於光緒21年（1895），於明治32年（1899）
落成，然而由於他所經營的兩艘貨船發生意外，經濟困

難，而將此樓在大正2年（1913）轉賣給時任臺北廳參
事的洪以南（後曾任淡水街長），當時達觀樓成為文

人雅士聚會的場所，曾作為瀛社例會的舉辦場地（洪致

文，2010）。（相關照片及歷史檔案詳附錄二）

 

肆、西川滿對淡水建築與地景之文
      化想像

一、對淡水歷史史料之改寫
西川滿〈採硫記〉的作品，他以第一人稱將郁永

河所著之《裨海紀遊》改寫，揉合歷史典故及正史傳

聞，在小說中有描述觀音山、大屯山之景致，混合西

川滿本身信仰特殊氛圍：「在我底故鄉普陀山也有地

方奉祀觀世音菩薩，請你別笑，有時候從此山想起早

已忘去的故鄉。」（西川滿，1997a：14）西川滿以鄉
愁做開端來描寫眼中之觀音山形象：「坌嶺很罕見的

沒有雲彩，在晴空下，呈現它秀麗的山容，好像要迎

接遠途而來的客人似的，輪廓分明地聳立著」（西川

滿，1997a：10）、「當日沒時，看到薄暗中現出淡紫
色隱沒的山容，好似看到觀音菩薩佇立一般，有不可

言喻的心境。祂說，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

羅、迦樓羅、摩喉羅伽等人也是非人身份出家，可是

也現身說佛法，此外，以各種形態遊歷許多國土，使

眾生得道，我自以為此山，說起來萬不應該，應當是

菩薩的化身。在我底故鄉普陀落山也有他方奉祀觀世

音菩薩，請你別笑，有時候從此山想起早已忘去的故

鄉。」（西川滿，1997a：14）、「⋯⋯靠近窗邊，浴
著陽光的坌嶺的山容，亮著常綠色。雖是同一座山，

可是跟昨天黃昏時看到的大異其趣。代替慈父般的壯

嚴，令人聯想到甜蜜乳房的慈母的溫柔，把眺望的人

似乎要擁抱在溫暖的懷抱裡似的山峰，柔軟的陽光。

而且明亮的海閃耀著黃金色，發出白色光輝的八里分

社海灘。遙遠地在海角那邊飄浮的高積雲，一動也不

動。看著這寂靜，怎麼想也想不到這兒是人人害怕的

瘴癘之地。⋯⋯」（西川滿，1997a：30）西川滿從觀
音山影射郁永河對中國家鄉之想像，再將西川純父親

之遺命嵌入郁永河對來臺灣使命之看法，以鋪陳了整

個郁永河來臺灣動機：「永河覺得自己體內父親的生

命在脈動。」（西川滿，1997a：21-22）

在〈劉夫人的祕密〉一文，西川滿自己將信仰媽

祖融入小說中，加入西荷時期淡水之歷史情節挪寫，

產生出似幻似夢色彩。他寫道:「淡水的黃昏。我站
在舊砲台上，如醉如痴地眺望著輝映七彩的觀音山之

姿與白色煙靄籠罩的港街。在東京時就聽到這古樸的

河港落日之美的風評。但沒想到有這般情景；如今身

臨其境，竟然有激盪我胸懷者。即將安眠的帆船與舢

舨，屹然聳立於海上的觀音山，另人遐思西方彌佗的

莊嚴美感。我幾乎忘了自己的存在。『這正是東方的

威尼斯喲。』」（西川滿，1997c）在舊砲台上望著觀
音山與港街，突顯不同時間存在之空間地點幻想著觀

音山與港街，作者用「如醉如癡」一詞，一方面將主

角之心境表現出來，西川滿將自己幻化成漢人，將觀

音山與彌陀聯想一起，又表現出日本神道教之思考9。

二、女性意象與淡水空間的融合

西川滿在〈採硫記〉中，將自己宗教觀投射到郁

永河原有宗教觀，同時將中國閩南人對大屯山及觀音

山之傳奇寫入了陽剛及陰柔之比喻中，同時引用了清代

漢人風水觀中大屯山及觀音山之地景意象，這樣傳說

將風水之意義連結一起。例如在提到了大屯山時，他以

「看到雄大的山峰，比起坌嶺的女性般的溫柔，這座

山卻充滿了不可言喻的陽剛性。朝天使勁、憤怒、聳

肩，那山容現出不容侵犯的降魔之劍的鋒利。」（西川

滿，1997a：36）來描述山勢之特殊性。

除此之外，西川滿在〈感懷〉一詩中，嘆讚美紅毛

城日落，女性意象與空間的融合，將「發燙的臉龐」、

「嬌媚的樣」及「豹子的身形」之形象描述日落：

紅毛城的   

日落   

發燙的臉龐   

嬌媚的樣   

豹子的身形

像波浪一般   

彎彎曲曲   

那是鄉愁   

潮汐的香氣（西川滿，1997f：8）

9.  除了淡水史料外，西川滿在〈噶瑪蘭行〉（1997b）的文本中提到有關偕叡理牧師傳教的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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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西川滿在〈夏日旅情〉一詩，引出紅毛城與連

綿的屋瓦、白晝及藏青色大海的場景，構築從大街一

直往大海視野的延伸，想像出現了新意象：女性、花

朵、房間、木魚之晨鐘、青色燈蕊之油燈、並排著榆

樹之風景圖，進入了小尺度生活世界中，而且構成一

種女性空間安詳之感覺：

彎曲起翹著 

連綿的屋瓦  

比街還高的  

白晝   

見到藏青色大海的   

紅毛城 

龍舌蘭的  

茂密之處   

在我腦海裡的   

女性   

花朵   

和那個房間  

伴著木魚的晨鐘   

搖晃著青色燈蕊的油燈   

掛在牆上的   

是並排著榆樹的風景圖  

撿到螃蟹的螯，盒子上有椿上的圖樣   

銀刺繡的手袋和   

琥珀的酒杯   

香煙  

白色鍛子的   

豐滿的胸   

晃動的翡翠首飾 

發燙的臉龐   

嬌媚的人兒   

豹的身體   

像波浪一般   

彎彎曲曲  

那樣的鄉愁   

啊   

是潮汐的香味   

紅毛城的山丘   

緩緩前行   

比街道還高之處   

看到了海   

看到帆船   

女人   

白雲   

悔恨   

無法停止   

連綿的屋瓦   

八月的烈日的光   

啊，是港邊的旅情（西川滿，1982）

三、將淡水殖民與傳統空間意象融入傳奇
     色彩

西川滿缺少傳統漢詩束縛，他將淡水紅毛城與紅

樓的歷史建築及物件意象轉化，並故事化，增添傳奇

色彩。對他而言，漢人傳統的束縛變成他採樣鄉野傳

奇故事題材，產生出另一種想像視野。〈劉夫人的祕

密〉一文，他寫道:「我每天去聖多明哥城的地窟裏，
獨自思索煉金術的方法。」（西川滿，1997c）該文摹
寫主角是一個漢人，跑入了一個荒廢的聖多明哥城，

想像著傳奇煉金術。為了求取寶藏，不惜逼迫他的朋

友，在地窖裏密謀，將主角與犯人之被迫害意象連結。

該文寫道：「與真人同大，雖古舊但帶有清新

感，是一家團圓之圖。中央站立著不可一世似的，就

是劉夫人。」（西川滿，1997c）文內洋人畫漢人，劉
夫人在中央，將洋人與漢人之間關係帶入一種奇特之

氛圍，而「不可一世似的劉夫人」的祕密就在劉夫人

將貞操賣給紅毛（洋人），以取得大量財富，當這不

可告人之祕密被主角發現時，劉夫人為了要保住這個

祕密，不得不從畫中跳出，要將主角殺死。西川滿特

意用畫來塑造出空間之想像是有其意義，他寫道：「

看吧，夫人在壁畫中所站的地方，出現一大塊白色的

痕跡。」（西川滿，1997c）表現的是空間與時間的斷
續性，所以畫面出現空白。

西川滿在〈楚楚公主〉一文直接用淡水紅樓之建

築意象來進行寫作，將淡水港地景描述，用「廢港」

及「荒涼」來切入小說之主題：「好像沒有人去整理

而任雜草長得很茂密的庭院，黃色或紫色的草花點綴

著春天；大門的鐵扉附近，夾竹桃正驕傲地盛開著。

這樣荒涼的美與紅磚的大宅邸成為一體，恰好陪襯著

廢港而烘托出憂鬱的氣氛。」、「過去號稱北臺灣第

一良港的淡水，由於土沙的淤積，現在已成不見昔日

風光的廢港，所以過去誇耀奢華的大宅邸，才變成與

港口的命運同樣地人去樓空，任其荒蕪吧。」（西川

滿，1997d）然後便步入「陰氣深深的走廊」。紅樓之
外廊與室內成了荒涼描繪之主題：「被蘿藤纏得幾乎

看不到木跡的橫樑上，生銹的鐵鍊從天花板垂掛著一

個圓鍊形的鳥籠。」（西川滿，1997d）鳥籠與宅邸同

建築與地景變遷下之文化想像：日治時期西川滿之淡水文本分析－張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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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古老，底邊積了厚厚塵埃，大宅柴門脫落，下端已

腐朽。蘿藤、橫樑、鳥籠、柴門及白蟻，形成西方意

象之破落，夢幻世界再次從主角意象裡出現，由「濃

豔碧青」、「毛骨悚然」壁畫呈現出來、而這壁畫出

現在「被稱為東方威尼斯的淡水廢港的一角。」（西

川滿，1997d），展現出西方文化殘存在淡水之痕跡。
而西川滿描述畫中婦女之衣著、樣貌用「瑪利亞轉世

的臉上露出恍惚的表情」（西川滿，1997d），與清朝
臺灣婦人排比在一起，將現實鳥籠串連到畫中鳥籠，

呈顯出主角已置身在畫中。

楚楚公主出場後，帶著主角在紅樓中遊走。在紅

樓裡面赫然出現了媽祖之牌位，呈現出一種詭異氣氛。

西川滿特意將他所信仰之天后會巧妙放進故事中，為楚

楚公主與主角做了一個安排，然後將清代民亂械鬥故事

附會進去，將故事帶入一種虛擬真實中。文中巧妙應

用了「砲台後面的地窖」作為密謀建廟事宜之引線，

隱喻紅毛城為一個隱密場所。而西川滿又將成立媽祖

廟之事件，串連到居民四處籌款化緣，回到臺北城，

搭了大稻埕商船竟然在士林受到「倉龍隊」盜匪襲擊

之故事，結果官方無力處理，於是在淡水信徒飲豬血

為盟，異體同心，成立宗教團體「天后會」，興建了

媽祖宮。此段文字，西川滿將淡水漢人之信仰重新書

寫，祕密幫會流傳之寫法挪轉過去淡水祭祀習慣，並

在文內寫到：「不斷從父母口中聽來的有關天后會的

信仰與規約，深深銘記於胸中」（西川滿，1997d），
一方面連結到中國與淡水宗教緣由而相聯繫，一方面以

世代相傳之說法來隱喻引用是有根據的。

楚楚公主之父親是個洋人，而且已離開淡水了，

獨留下中、西混血的楚楚公主在臺灣，西川滿塑造

了一個場景：「楚楚公主靜靜地訴說著，忽然停了

下來，那冰冷而端莊的臉轉向由金色而變成深藍的海

面，驀地站起來。」（西川滿，1997d）這個場景推測
在紅樓面向淡水河口之位置，西川滿特意用「由金色

而變成深藍的海面」（西川滿，1997d）表現出楚楚公
主心中憂鬱之神思，「看不到船，看不到船。羅佩耶

魯。」（西川滿，1997d）指這位西洋人不會回來了，
所以楚楚公主心中焦急。西川滿將瑪利亞及媽祖之信

仰關係緊密扣合，將歷史場景拉到西方中世紀，並將

聖經與傳說做一個完整結合，以一本書上面寫著拉丁

語及將中國媽祖的故事傳奇作為隱喻，故事進入高

潮，結尾以楚楚公主原來是因喪母思父而產生出來噫

語做為結束10。

伍、以柯設偕相關詩作對照西川滿
      之淡水文本特殊性

柯設偕是臺灣歷史上著名人物馬偕博士

（G.L.Mackay）（偕叡理牧師）次女的兒子。柯設偕
之父親是柯維思，為當時臺北大龍峒望族柯望（清）

泰之長子，9歲由馬偕親手洗禮。大正2年（1913）因
偕醫館關閉，柯設偕隨父親遷至臺北，進入大稻埕公

學校實業科學習，大正3年（1914）淡水中學校創立
於理學堂大書院，柯設偕進入學習，成為首屆學生，

當時校長偕叡廉（G.W.Mackay）為其舅舅。大正8年
（1919）柯設偕淡水中學畢業後，因日本教育政策，
教會學校無法直接報考大學，柯設偕轉赴日本插班，

入同志社中學四年級就讀。大正10年（1921）入同志
社大學預科，昭和元年（1926）入京都大學史學部就
讀，後轉入臺北帝國大學，至昭和6年（1931）取得
文學士學位，成為臺北帝國大學首屆畢業生。大學畢

業後，回淡水中學校任教。昭和15年（1940）柯設偕
曾在興南新聞社編輯部服務，昭和17年（1942）再回
到淡水中學執教，並於戰後任淡水中學校長二任，退

休後在淡水中學擔任顧問，於民國79年（1990）過世
（蘇文魁，1992）。在世時淡水人稱柯設偕為「柯長
老」。張建隆（2000）認為柯設偕一生奉獻教育、作育
英才，也熱愛歷史、雅好文學藝術，除致力於鄉土史的

研究與撰述，並以文學創作傳世，在日治時期及戰後受

到淡水地方人士推崇。日治時期柯設偕署名出版相關淡

水書籍包括《詩美の鄉淡水》和《淡水の歷史》等。

柯設偕在〈詩美の鄉淡水〉（刊於1930年）一詩
將淡水比喻如「詩」、「畫」及特殊之地理形勢，在

〈淡水素描—淡水的色彩與情調〉（刊於1932年）一
詩點出淡水與周邊建築及地景之關係，在〈淡水在招

手—優美的遊覽聖地〉（刊於1934年）一詩把淡水比
喻天空有如南歐的蒼藍，海水有如地中海般的碧綠。

詩美之鄉—淡水！

詩之港，畫之街，富於史實傳說的淡水美鄉！

早綠的丘岡，殷紅的城磐，色彩旋律的港街！

詩美之鄉—淡水！

蓬萊仙境—淡水！

10.  龍瑛宗對西川滿之短篇小說「楚楚公主」評論：「西川滿懷有戈蒂耶式的藝術信念而使用愛倫波的手法，以前人未曾涉及的題材，創

造出強烈的美的世界。⋯所謂『戈蒂耶式的藝術信念』是什麼呢？『所有的都會成為過去，永遠的唯有藝術。連神也都會死去。詩會

不朽地留傳下去。那是比銅還要堅硬的。』」（龍瑛宗，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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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仙境—淡水！

風光明媚，眺望絕佳，空氣澄澈，景色幽邃，風

土和愜、山紫水明比美仙境的勝景！淡水！  

東方是大屯之高峰、西方是紺碧的大洋、南方是

觀音之秀巒、北方是蒼鬱的田野。

青松白砂的濱邊！

花紅樹綠的丘岡！（柯設偕，1930：5）

天空蒼藍而廣大，

海面碧藍而清澄，

山是翠岱而端麗，

原野是青綠而闊達，

搭配著那裡有殷紅的城磐，

這裡有純白的邸宅，

右有淺綠山丘，

左有濃褐街道。

淡水是夏天的理想國（UTOPIA），

臺北地方的遊樂地，

都市生活的綠洲，

脫去了俗嘩，

可以煙霞親近的天然公園。（柯設偕，1932）

另在〈淡水的景物—紅毛城與帆船〉（刊於1934
年）一詩，柯設偕將淡水類比於神戶、香港，認為淡

水之地理空間與地勢，類似於此二處繁華海港城市，

但其歷史色彩鄉土之情調，卻與長崎、澳門相同是極

為不同的意象。並以「猶太的聖地」、「伽利略湖」

、「古羅馬的競技場」來類比於他所見到淡水與古建

築，而說淡水是臺灣島最富南蠻色彩之市街，最富異

國情調之港口，淡水類比於日本歷史之古文明，紅毛

城類比於世界級古文物極為不同，並與他另一段將帆

船比喻成所謂「火鳳凰雄飛的殖民商船」、「西班牙

艦隊悲哀歷史」、「威尼斯商船滿載東方貿易商品歸

港」、「企圖探險新大陸而出帆的聖瑪麗亞號」，紅

毛城比喻為「繁華的夢境和歡樂醉意的聖多明哥城」

，以「紅色瓦片的郡役所或稅務司」、「綠色油漆的

郵局或港務局」、「教堂的鐘聲」、「淡江中學的八

角塔」、「有五十多年歷史的牛津理學堂」、「脫俗

的姑娘樓」、「頹廢的商館」比喻當時歷史建築與埔

頂地景，說明了淡水獨特之歷史背景不同。

淡水的  

地理形勢、市街模樣  

雖有如神戶和香港  

然其歷史的色彩、鄉土的情調  

卻與長崎、澳門相同。（柯設偕，1985：14）

猶太的聖地？！  

靜靜的淡江河流，讓人想起了伽利略湖。  

羅馬的古城？！  

在夕陽下輝映的紅毛城，讓人懷念古羅馬的競技

場！  

富有古老傳統及華麗的感嘆，盈育著長久歷史及

變化的浪漫。

這是臺灣島最富南蠻色彩的市街，最富異國情調

的港口。

⋯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裡說過：「沒有見過開羅

不算見過世界。」

而淡水的禮讚者卻說：「沒有見過淡水，不算見

過臺灣。」（柯設偕，1985：26-27）

紅毛城雖然沒有如傳說中豐臣氏滅亡的大阪城或

如日本西南之役的熊本城那麼有名。

但正如播州人和吉備人自誇著白鷺城和烏城似

的，我以同樣的心境自誇著紅毛城。

帆船雖無關東太郎（利根川的別名）通舟的水鄉

風情，

或近江矢橋的歸帆沽畔的勝景般有名，

但我願以人磨歌詠明石浦的舟影和山陽吟詠天草

灘的航船般同樣的心情來敘述帆船的故事。

（柯設偕，1985：26-27）

敘述著三百多年前，

繁華的夢境和歡樂醉意的聖多明哥城，

追憶著舊時代的殷盛和威儀的足跡的北門鎖鑰。

純白的燈塔，

黑色的古錨，

紅色瓦片的郡役所或稅務司，

綠色油漆的郵局或港務局。

教堂的鐘聲，

淡江中學的八角塔，

有五十多年歷史的牛津理學堂，

脫俗的姑娘樓，

頹廢的商館，

殘垣斷壁，

風雨侵襲過的白色階梯，

潮汐洗過的繫船廠、白沙碧濤的長江曲埔、綠葉

建築與地景變遷下之文化想像：日治時期西川滿之淡水文本分析－張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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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的高爾夫球場，

這些等等，

雖無紅毛城、舊砲台的蒼然古色古香、但並不失

其色彩的協調。（柯設偕，1985：26-27）

紅毛城不如萊茵河古城的傳說，

也不如鹿特丹聖教堂般富於史譚。

可是朝靄朦朧，

夕陽紅霞中的姿態，

擁有不亞於埃及金字塔的威嚴！

又夕陽中映入的華麗霞姿，

足以讓人聯想到中古西班牙的阿爾罕布拉宮殿。

當仰望紅毛城時，

有誰能夠否定這是淡水的守護者呢？

帆船，

並無火鳳凰雄飛的殖民商船般的口碑，

也沒有西班牙艦隊般有段悲哀歷史。

可是乘潮而來的雄姿，

有似威尼斯商船滿載東方貿易商品歸港的樣子。

同時，

被風送走，

滑向水平線的樣子，

足以讓人想起企圖探險新大陸而出帆的聖瑪麗

亞號。

當眺望著此帆船時，

誰又能否定這就是淡水的勇者呢？

教堂的聖鐘祝福著城的朝暉夕映，

保佑著船的出帆入港，

至少聽到其富於慈悲與寬容的音韻時，

不能不有此感！

教堂的十字架，

是城的指標，

船的領航導燈！

至少在仰望其充滿崇高和威嚴的光輝時，

不能不有此感！（柯設偕，1985：27）
故可見到西川滿的出身作為文學家，喜愛臺灣民

俗，崇信媽祖、觀音，為在臺灣生長的日本人，與柯

設偕作為地方文史工作者，為馬偕的外孫，屬基督教

長老教會，為帶有加拿大血統的本島人，致力於本土

化。二者對於淡水之文化想像有差異，對同一山河地

景、港口、紅毛城、教堂等產生不同感受，呈現出的

圖像或關懷也大相逕庭。故有不同的文本風格。

 

陸、結論

西川滿是日治時期臺灣著名文學家，在他眾多

作品中，〈採硫記〉、〈楚楚公主〉、〈劉夫人的祕

密〉、〈感懷〉及〈夏日旅情〉等以淡水地景、紅毛

城及紅樓為文本的作品，有著對於淡水歷史史料之改

寫、女性意象融入淡水空間及將淡水建築空間意象融

入傳奇色彩之特色。

雖然他的創作風格以女性、鬼魅、浪漫等陰柔書

寫為主，但在淡水文本中則顯露出特殊的日本與臺灣

生活空間經驗，從文章及詩作的創作中，對照於現實

中日治時期淡水空間變遷與社會脈絡，有著深刻異國

情調特殊性與故鄉性。從其成長背景可看到，因幼年

成長於臺灣，所以他身分是日本人，但對臺灣而言卻

也是故鄉人。

在既有評論中，西川滿在臺灣時期作品常被歸

類於「皇民化文學」，但其淡水文本不能強加以殖民

者文學視之。因為淡水之歷史性與建築及地景之豐富

性，西川滿之淡水文本也可以看到不同文化想像特

質，其鄉土性與文學創作極為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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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12年（1937）《媽祖》雜誌第15期之封面與封底，封面為「順風耳」，封底為「虎」，宮田彌太郎木刻的插圖。該期刊登〈劉夫人

的秘密〉短篇小說。

資料來源：聯合報，民國86年（1997）6月3日，第41版。

	   	  

	  
	  

〈劉夫人的秘密〉短篇小說中宮田彌太郎所木刻的插圖。

資料來源：聯合報，民國86年（1997）6月3日，第41版。原文

刊於昭和12年（1937）12月12日《媽祖》第15期。

〈楚楚公主〉短篇小說中宮田彌太郎所木刻的插圖。

資料來源：聯合報，民國86年（1997）7月23日，第30版。原文

刊於昭和10年（1935）11月15日《媽祖》第2卷第1期。

〈楚楚公主〉短篇小說中楚楚公主之形象，宮田彌太郎所木刻的

插圖。

資料來源：臺灣時報，民國86年（1997）7月24日，第30版。

〈楚楚公主〉短篇小說中宮田彌太郎所木刻的插圖，寫道：「吾

蒲之外。島有湄洲嶼。屹大海中。一孤嶼也。浩浩蕩蕩吞吐日

月。山革突以浮清石。嵯峨而映紫。」

資料來源：臺灣時報，民國86年（1997）7月24日，第30版。

附錄一  西川滿之淡水文學作品插圖

建築與地景變遷下之文化想像：日治時期西川滿之淡水文本分析－張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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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淡水紅毛城及淡水紅樓相關歷史地圖與檔案

	  

	  

	  

	  

	  

淡水紅毛城現況。（2012年6月自行拍攝） 17世紀的聖多明哥堡（箭頭處）。

圖片來源：原圖出自荷蘭海牙國立檔案館。

淡水英國領事館（今紅毛城）正立面概略圖。明治30年（1897）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在淡水英國領事館買收并在淡水英

國領事館敷地撰定ノ件＞，冊號131，文件號：11。

淡水英國領事館（今紅毛城）側立面概略圖。明治30年（1897）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在淡水英國領事館買收并在淡水英

國領事館敷地撰定ノ件＞，冊號131，文件號：11。

淡水紅樓，現況作為餐廳使用。（2015年10月自行拍攝）

淡水紅樓栱廊細部。（2015年10月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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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10年代臺灣產業隨着日本榮景發展時．淡水港

早已成為臺灣沿岸航線、日本國內航線、國際航線忽

視一個過氣的港埠。不過，淡水港雖然衰退，但是在

台北廳、台北州的幾本統計概要上，仍然有幾項產品

的進口值還是屢屢比基隆港高出一截，為什麼會有這

些不一樣的數據？淡水港幾座大型工廠無疑扮演着一

定的角色。

而淡水民眾為挽回昔日的光輝，1927年由郡守山

本正一撰寫《淡水港整備就緒》一文，結合街長雷俊

臣在《臺灣日日新報》票選臺灣八景的前夕對外正式

發表，強調淡水港在臺灣海峽的地理優勢與臺灣西北

部近海漁場的開發，提出一、港兼避難場設施，二、

埠頭的擴張、三、鐵道延伸至稅關，四、港口浚渫，

五、簡易燈台、閃滅式漂浮設置的築港工程需求，隨

後並成立「淡水港施設同盟會」的組織推動築港的計

劃。而從《淡水港整備就緒》說帖中，1920年代的

淡水港，地方郡守所注意的焦點仍強調商港功能的需

要，而漁港的建設不是整個計畫的著力點，分析這一

份說帖及相關柯設偕、三卷俊夫的說詞，隱約可以描

繪淡水港再造的輪廓，瞭解淡水港的興衰起落、河口

河道變化、航道深淺、航線路徑、腹地大小及輸出產

品，貿易港口航線轉移的問題，對淡水築港計畫的輟

停，才能有明確的認識。

關鍵字：淡水港、臺灣八景、山本正一、淡水

築港期成同盟會

再續千帆  1920-30年代 淡水築港的夢想與挫折

謝德錫 Te-Hsi Hsieh

Retrospection of Tamsui Port History
The Dream and Frustrations of Constructing a Port in Tamsui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30s

Abstract
As Taiwan’s industries was blooming along with Japan’s 

prosperity in the 1910s, Tamsui Port had become outmoded and 
been neglected by Taiwan’s ship route, Japan’s domestic ship 
rout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hip route. Although Tamsui Port 
was degrading, the import values of some products were still 
higher than Keelung Port by some statistics of Taihoku Prefec-
ture. Why were there different data? Several large-scale plants, 
undoubted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People living in Tamsui intended to retrieve the past glory 
o  Tamsui  asaichi amamoto  the senior provincial o ficial  
wrote an article, “The Full Preparation of Tamsui Port’s Reor-
ganization” in 1927, which was published before the announce-
ment of the voting result of the Great Eight Scenes in Taiwan 
hosted by the town director, Jun-Chen Lei, in “Taiwan Nichi-
nichi Simpo.” The article emphasized Tamsui Port’s geologi-
cal advantage along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 shore fish arms along Taiwan s north west coastline. n 
this article  he proposed five suggestions   Tamsui Port as a 
shelter   e pansion o  the port   e tension o  the railwa  
to the customs house   dredging o  the port  and  sim-
plification o  lighthouses and the engineering re uirements or 
flashing buo s installation in the port building. ter these  he 
also suggested to establish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Tamsui 
Port Facilities” to propel the port construction plan. According 
to “The Full Preparation of Tamsui Harbor’s Reconstruction”, 
in the s  the local o ficials still ocused on the commercial 
unction o  Tamsui Port but the construction o  the fishing port 

was not the highlighted point in the whole plann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is article and statements of She-Kay Ko and 
Toshio Mimaki, the vague blueprint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amsui Port had been indicated implicitly. Moreover, because 
of this information, the rise and declines of Tamsui Port, the 
changes of the Tamsui River and its watercourse, the depth of 
the channel  the shipping route  the hinterland  the e ported 
products, the diverting of the shipping routes of the commercial 
port, and the cease and st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amsui Port 
could be acknowledged clearly.

e words  Tamsui Port  The reat ight cenes in Tai-
wan, Masaichi Yamamoto,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Tamsui Port Facilities

殼牌故事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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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四百多年來，淡水在不同的語言有著不同的拼

讀：淡水、Tamchuy、Tamchui、Tamsuyse、Tamsuy、
Tamsui、滬尾、Hobe、Hobei，告示著淡水豐厚的歷史
背景。同時，它也因河口港的地理位置，是東亞航運

的一個名港。

十九世紀末，淡水更扮演著全臺灣火車頭的

角色，第二次鴉片戰爭，滿清政府與英法兩國所簽

訂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讓淡水成為一個通商口

岸。西元1862年淡水海關開關後，外商洋行雲集，
租賃土地、建設洋樓、倉庫，將臺灣北部的烏龍

茶、樟腦、包種茶，藉由便利的內河水運聚集淡水

碼頭，再接駁英商小輪船轉運到廈門、香港後，遠

銷歐美、南洋。幾十年時間裡，讓淡水港的出口貿

易一直高佔臺灣第一。

雖然，在西元1884~85年的清法戰爭，因法軍封
鎖，導致貿易銳減，但也在短時間內迅速恢復。

然而在西元1895年後，因馬關條約，滿清政府
割讓臺灣。日本帝國政府一連串的營運政策－基隆築

港計畫、縱貫鐵路修築、命令航線指定，讓淡水港受

到極大的衝擊，幾條以淡水港為起點的命令航線：淡

水－塗葛堀線、淡水－福州線、淡水－香港線陸續遭

到關閉，一落而成為基隆的一個副港，頻繁出入的戎

克船，輪船數量更是大幅銳減。

不過，淡水港因旭日油品公司、木材大廠施合

發的陸續設立，在油品、木材⋯⋯等幾項產品的輸入

上，仍是比基隆港高出一籌，金額也高達百萬元以

上，使得淡水民眾對淡水港的未來仍懷抱著期望。

因此，西元1927年《臺灣日日新報》舉行臺灣八
景的投票評選，引起臺灣各地民眾廣大的迴響，淡水

的民眾在郡守山本正一、街長雷俊臣的領導下，利用

這個機會組織淡水築港期成同盟會，向總督府、台北

州政府提出請願書，撰寫淡水港築港計畫書，也由柯

設偕、三卷俊夫向《臺灣日日新報》投書，引起臺灣

各界注意淡水民眾的心聲。

此後，更在西元1928年組成淡水商工會，將淡水築
港做成提案，十年裡不斷努力爭取臺灣全島實業大會各

地商工會的協助與支持，爭取臺灣總督府的認可。

1.  游智勝，《日治時期臺灣沿岸命令航線》（1897~1943），〔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錄二，1897年7月9日〈臺灣內地間及臺灣沿
岸航線〉條文。

2. 《臺灣海運史》，頁39， 淡水－塗葛堀線的預算關係。

淡水築港期成同盟會是怎麼一個組織？主要成員

是怎樣一批人？郡守山本正一又是什麼類型的地方理

事官？提出的築港計畫書有什麼具體內容？淡水商工

會在全島實業大會提出怎麼樣的提案？無一不是瞭解

西元1920~30年代淡水社會有趣的課題。

 

貳、臺灣八景票選掀起的波濤
19世紀後期，淡水港是東亞航運線上的名港，更

以樟腦、茶葉兩大外銷商品，高居臺灣第一大港，然

而隨著政權的轉移，一步步滑落，淪為基隆港下的輔

助港，但淡水民間仍保持高昂的信心，要重振淡水港

的光榮，終於等到臺灣八景票選的時機，而掀起一段

淡水民意的波濤。

西元1897年（明治30年）4月，日本總督府為
使日本民營輪船公司迅速取代壟斷臺灣進出口貿易

的歐美籍輪船公司，便實施以輔助為手段的命令航

線，也積極建設基隆港作為通往日本及歐美南洋各

地的大港。1

淡水港便在這種政策下，逐步讓出臺灣首席港

口的地位。雖然在1900~1903年有淡水－塗葛堀線及
1905~1908年淡水－福州線、1900~1904年淡水－香
港線三條命令航線的輔助，讓淡水港在臺灣沿岸及臺

灣－華南航線上，仍維持一定的航運。但在淡水－福

州線與淡水－香港線上，主要是要讓日本政府扶植的

大阪商船公司能取代英商德忌利士洋行。2

德忌利士洋行退出臺灣航運的舞台後，大阪商船

公司便以基隆港做為主要舞台，淡水港輸出的大宗物

品烏龍茶、包種茶、樟腦都改由基隆港輸出，淡水港

的貿易一落千丈，貿易金額更是不斷下跌。

不過，隨著兩家大型公司在淡水設置大型倉庫並

設置製罐、製材工廠後，淡水港出入的輪船噸位、數

量都遠少於基隆港，但是在木材、原木、各類石油的

進口金額一直高居基隆港之上，金額更是高達百萬日

圓以上。

加上，淡水附近海面為黑潮與大陸沿岸流交合的

地帶，擁有豐富的漁業資源，加上引進新式捕撈方式

與機動漁船的使用，讓淡水民眾認為淡水港有成為潛

在大漁港的可能性。

再續千帆｜1920-30年代 淡水築港的夢想與挫折—謝德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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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西元1927年（昭和2年）6月8日《臺灣
日日新報》仿日本本國新八景選拔的方式，推出臺灣

新八景的遴選。本來預定為6月10日到7月10日一個月
的票選時間。因臺灣各地民眾反應熱烈，積極為各地

的美景踴躍拉票、爭取。全部選票高達三億六千多萬

票，五十多天的計票時間，勾起各地民眾愛鄉衛鄉的

情緒。

參、淡水郡守的建港與規劃

西元1920年，日本在臺灣實施地方制度改革，在
州與街庄間設立跨街庄的行政機構—郡，派遺中級

文官擔任郡守，來管理所屬街、庄的事務，在預算、

編制人員的限制下，能積極推動地方大型建設的機會

並不多，而在1926年，淡水郡有了一位呼應地方民眾
需求的郡守—山本正一，他帶領淡水郡民眾提出築

港的心聲！

淡水郡守山本正一是一位有強烈企圖心的郡守，

出生於日本兵庫縣，學歷僅是東京電信學校畢業。初任

職務僅是東京郵便局，但是透過自修，通過高等文官考

試後，一連串的經歷，讓他有異於一般帝國大學畢業的

文官，先在警視廳、貴族土地管理、日本石油會社遞信

省、兵庫縣警部、三宮警察署長、台北州警務課長，而

於1926年（大正15年）12月擔任淡水郡守。3

山本正一擔任郡守七個月裡，積極與淡水地方

的台日籍菁英密切聯繫，構思淡水港未來的前途，在

臺灣新八景的投票期間，提出「淡水港的整備就緒」

計劃案，它的內容就是向臺灣總督府、台北州政府提

3.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昭和7年，〔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新民報》頁175，山本正一。
.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8月25日 淡水的過去與將來（一）、8月26日 淡水的過去與將來（二）、8月27日 淡水的過去與將來（三）、8
月28日 淡水的過去與將來（四）。

.  山本正一，1938，《淡水港的整備就緒》，〔淡水：淡水郡役所〕，頁1~2。

【圖1】1910年代的淡水港

出請願案的具體方案。部分內容更以四個短篇以〈

淡水的過去與將來〉一∼四，分別在《臺灣日日新

報》1927年（昭和2年）8月25~27日連載發布 ，引起
社會的廣泛注意。

山本正一所整理發行的計畫案，分為幾個部分：

一、直述計劃案的五項建設；二、提出「淡水港設施

的必要性」的歷史陳述；三、主文指出淡水港的現狀

與施設計畫概要。

山本正一在第一部分中，先指出在臺灣海岸線

上，淡水是與基隆、高雄鼎足而立的良港，有良好水

陸路交通。距離臺灣首府台北市只有13哩，與福建沿
岸也僅有220哩，加上豐富近海的漁業資源，兼有商
港、漁港的功能，卻因總督府資源集中基隆、高雄兩

港，造成淡水港的閒置，極為可惜，只要集中做五項

小建設，便可能使淡水港變為基隆港的輔助港。這五

項小建設便是：

（一）漁港兼避難港的建設。 
（二）碼頭長度擴張。 
（三）淡水線鐵道延伸到海關碼頭。 
（四）淡水港口的疏浚。 
（五）簡易燈塔與閃滅式浮標的設置。6

淡水的民眾在郡守山本正一、街長雷俊臣的領導

下，便藉著臺灣新八景的遴選時機，由地方文化人柯

設偕先在西元1927年（昭和2年）6月22日在《臺灣日
日新報》投書〈淡水的復興論一景勝地〉，揭起淡水

以美麗山河景色爭取選票的聲籟：

    「淡水的復興 景勝地

淡水往日的榮華如回溯，期待貿易港淡水的復

活，無論如何是淡水黨最懷念的。因為淡水作為貿易

港的生命線已流失，然而做為名勝地，遊覽地的淡水

絕不容被等閒視之。總之，動態、繁忙的淡水雖已消

失，然而靜態、休憩的淡水則依然存在。

因此，臺灣本島第一開港地－淡水，它衰微、頹

廢的過去史實，可以暫時擱置一旁；而是以淡水做為

臺灣本島第一遊樂園做為最大振興策略的未來期望才

是當下最大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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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風景名勝的淡水，第一美景是山水的美。就

是所謂秀麗風雅的山顏水色與山水間的樂趣。南面是

涵具女性優雅姿態的觀音山，東方則是雄壯男性風格

的大屯山。兩山之間則是蜿蜒流淌的淡水河，讓人想

起萊因河，北方則是彷彿阿爾卑斯山連峰的竹子山。

加上淡水極富的史實。

淡水是臺灣本島最古老街道之一，到今年已持續

有三百零一年的長久歷史、眾所周知。西班牙人、荷

蘭人、鄭成功等都在爭奪此地。就某種意義，淡水是

臺灣的長崎，因為兩者都是古老的港口，也同樣具有

異國情調。

事實上，今日的淡水涵詩、是畫、是音樂。淡水

位處於臺灣島都，台北的近郊，擁有便利、廉宜的交

通及意味深長的歷史背景。現在台北－淡水間的火車

一日有十次來回，公車也是十次來回，渡輪、汽船一

日兩次來回。如此，讓淡水自然的美多少加上一些人

工味，因此，當然是臺灣本島唯一的大公園。臺灣日

日新報的臺灣八景投票的當下，淡水應是斷然可以期

待。」 7

郡守山本正一是一位有企圖心的郡守，便利用這

個機會，整理淡水港歷來的文獻與各種統計資料，在

1927年7月發表《淡水港的整備就緒》的手冊，希望
透過輿論的訴求，影響臺灣總督府考量淡水港建設的

需求。

第二部分「淡水港施設的必要」一節中，山本正

一整理從1629年西班牙建聖多明哥城起，經荷蘭、明
鄭、到滿清，淡水開港通商成為國際貿易港後，除在

1884年（光緒10年）清法戰爭因法軍封鎖，才一度受
挫，1895年臺灣割讓日本後，有一段時間臺灣總督府
的稅關是設在淡水，也是臺灣對華南、南洋及對日本

本國聯絡的要港，然後便一再衰退，僅剩戎克船與小

型輪船進出。

不過，山本正一也指出，淡水港在大正末年一年

的輸出入總額也高達三百五、六十萬元，占有與華南

戎克船貿易最高的地位，加上與台北市有便利的水陸

交通，仍然是不可忽視的一港口。但是它衰退的主要

原因則是航道淤淺。

而針對航道淤積，山本正一除了指出上流水源地

區濫伐造成土石流失的自然原因外，特別引用城崎彥

五郎所找到清代文獻「防滬尾留牘」，提出負責滬尾

防務的通商委員、浙江補用知府李彤恩，為防阻法艦

登陸，沉船塞港的計畫：

6月26日稟議：「親自在海口一帶航道測量，在土
名竹滬寮灣河寬一百丈餘（約三百多公尺），大潮時

水深僅二丈四尺（約7.2公尺），是滬尾港最狹隘的地

方，以大商船4艘裝載石頭七千多石（約420公噸），

砲船6艘裝載石頭兩千多石（約120噸），再將10艘以

次序在這港門處橫列，再將船底鑿破沉沒成為阻擋，

等事件過後再派器械船移除」。7月14日向淡水駐在
英、美領事通知，「7月15日（陽曆9月4日）夜半12

時實施港道全部閉塞」。7月15日向劉銘傳報告「沉船
的場所經實地測量，在大潮時深度尚有空隙，還要在

沉船上面再增加數量」。8月13日稟報「先前沉石船10
艘已鑿填，續購5艘大商船也可載石填塞，最近可購入

5艘大商船，裝載大石條塊，其中3艘已鑿填，另2艘則

為備用」8

山本認為這項填石塞港的計劃確實影響港口航

道，也影響到水流流向，但是只要得到適當的設備疏

浚，便可容納大型輪船進出，成為基隆的輔助港。

加上，淡水一帶水面處於臺灣島西北角，屬於

黑潮暖支流與渤海寒環流的會流點，擁有豐富的漁業

資源，而台北州政府在大正11年於淡水設置水產試業
所，對漁業的漁撈、養殖從事各種試驗調查，若能建

造為大型漁港，可以輔助漁業根據地–基隆港被限縮的
漁業停泊問題。

此外，淡水港碼頭長度、倉庫、陸運、燈台、浮

標⋯⋯都極需加強，讓它成為一個涵具漁港兼避難港

功能，才能有希望恢復以前的光榮。

第三部分，山本正一則是以〈淡水港的現狀及

設施計畫概要〉為主要內涵，主要分為三個小部分：

一、貿易關係及貨物取引狀態並交通機關的改善；

二、漁業狀態及漁港兼避難港的開設；三、港內的模

樣與相關建設。

6.《臺中縣志續修》，〔臺中縣政府出版，2010年〕，頁1~2。
7.《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22日版3，柯設偕〈詩美之鄉–淡水〉頁83–84。
8.《淡水港的整備就緒》，頁4~5。
 

再續千帆｜1920-30年代 淡水築港的夢想與挫折—謝德錫



22

【表 1】淡水及基隆港總輸移出入額對照表

港別 淡水港 基隆港

年別 輸入（元） 輸出（元） 計（元） 輸入（元） 輸出（元） 計（元）

明治 29 年 4,879,453 7,815,032 12,694,486 208,783 16,522 225,305

明治 30 年 7,573,705 8,347,857 15,921,562 3,928,414 922,042 4,850,456

明治 31 年 9,944,654 7,592,780 17,537,434 3,985,326 1,894,650 5,879,976

明治 32 年 9,779,965 7,328,212 17,108,177 7,317,246 1,867,478 9,184,724

明治 33 年 9,036,825 6,620,497 15,657,322 7,271,441 2,707,668 9,979,109

明治 34 年 7,336,229 4,603,990 11,940,219 8,151,757 5,019,510 13,171,267

明治 35 年 5,996,917 9,392,575 15,389,492 7,707,735 4,601,040 12,308,775

明治 36 年 6,626,139 7,620,136 14,256,275 9,165,731 6,457,318 15,623,049

明治 37 年 7,871,183 5,909,934 13,781,117 8,590,634 8,757,535 17,348,169

明治 38 年 6,961,676 6,092,420 13,054,096 10,133,709 8,446,295 18,680,004

明治 39 年 8,501,547 5,728,234 14,229,781 11,626,358 8,599,569 20,225,927

明治 40 年 6,616,126 4,143,474 10,759,600 13,530,306 11,009,238 24,539,544

明治 41 年 6,934,562 2,673,843 9,608,405 13,889,653 15,233,886 29,123,539

明治 42 年 7,460,811 4,048,738 11,509,549 14,839,390 16,190,384 31,029,774

明治 43 年 8,033,693 3,937,986 11,971,679 18,198,361 16,676,504 34,874,866

明治 44 年 6,586,215 5,847,743 12,433,958 22,929,991 16,649,154 39,579,145

大正元年 7,534,043 7,844,836 15,378,879 31,788,186 17,784,918 49,573,104

大正 2年 6,949,694 6,780,868 13,730,562 34,601,785 21,529,558 56,131,343

大正 3年 5,152,353 8,268,367 13,420,720 31,172,484 19,664,456 50,836,940

大正 4年 4,532,355 7,723,046 12,255,401 31,469,532 28,763,443 60,232,975

大正 5年 4,145,086 6,878,142 11,023,228 40,055,672 38,451,411 78,507,083

大正 6年 2,724,532 5,570,669 8,295,201 56,996,128 54,224,042 111,220,170

大正 7年 3,269,087 9,689,856 12,955,945 69,713,277 60,445,588 130,158,865

大正 8年 5,865,335 9,706,419 15,571,954 90,780,959 66,280,840 157,061,799

大正 9年 6,296,472 8,250,392 14,542,864 97,416,895 69,407,793 166,824,688

大正 10 年 5,564,782 3,709,004 9,273,786 78,453,703 60,800,095 139,253,798

大正 11 年 2,256,864 640,425 2,897,289 74,812,020 75,042,817 149,854,837

大正 12 年 2,385,564 716,268 3,101,832 66,549,443 86,778,417 153,327,860

大正 13 年 3,002,336 833,253 3,835,589 80,486,278 118,836,126 199,322,404

大正 14 年 2,577,648 749,415 3,327,063 28,087,282 138,415,492 256,502,774

大正 15 年 3,053,381 725,149 3,778,530 27,121,779 136,997,392 254,119,171

一、貿易關係及貨物取引狀態並交通機關
      的改善

山本正一先以用三個統計表9將淡水及基隆港輸出

入總金額與各型船隻做了一個對照表，讓大家瞭解自

明治29年到大正15年的31年間，兩港的差異與變化。

﹝表1﹞是淡水與基隆兩港輸出入貿易額的比較，
總體金額在基隆港建港工程陸續完工後，便拉開了差

距，1905年（明治35年）後，淡水港的輸出入總額便

落後於基隆港，輸出金額也在隔年1906年（明治36
年）後開始落後。

﹝表2﹞是淡水與基隆兩港在出入輪船的艘數與載
運噸數的比較表；1911年（明治44年）以前，出入淡
水港的輪船數多於基隆港，而在隔年1912年（大正元
年）後，則是遠遠落後於基隆港。而且在淡水港進出

輪船數量多的年代中，基隆港出入輪船噸數在一千到

三千五百多噸，而淡水港出入輪船平均噸數多在八百

噸以下。

9. 同上，頁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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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淡水與基隆兩港在出入輪船的艘數與載運噸數比較表

港別 淡水港 基隆港

出入別 入港 出港 計 入港 出港 計

年別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明治29年 113 70,269 108 69,981 221 140,250 5 3,600 5 3,099 10 6,699

明治30年 116 70,041 110 71,321 226 141,362 12 12,213 11 11,949 23 24,162

明治31年 123 82,776 115 82,399 238 165,175 11 11,902 11 11,727 22 23,629

明治32年 153 114,540 153 115,661 306 230,201 6 6,767 4 4,801 10 11,568

明治33年 110 84,352 115 84,819 225 169,171 4 4,723 7 8,606 11 13,329

明治34年 93 75,376 96 76,589 189 151,965 6 12,561 7 12,947 13 25,508

明治35年 106 84,585 103 82,982 209 167,567 5 8,668 5 8,668 10 17,336

明治36年 97 76,975 100 79,680 197 156,655 12 25,743 11 24,769 23 50,512

明治37年 99 83,034 95 79,520 194 162,554 35 84,438 35 84,439 70 168,877

明治38年 105 81,887 106 82,840 211 164,727 33 88,301 34 88,642 67 177,043

明治39年 110 74,284 20 73,742 220 147,757 51 158,190 50 156,341 101 341,531

明治40年 94 61,297 97 61,430 191 122,735 79 227,572 81 231,675 160 459,247

明治41年 90 60,433 90 60,433 180 120,866 88 271,922 86 268,823 174 540,745

明治42年 92 69,293 87 67,093 179 136,386 69 258,871 67 254,207 136 513,078

明治43年 98 68,518 94 66,192 192 134,710 72 260,444 75 252,898 174 520,342

明治44年 110 75,143 97 67,727 207 142,870 136 392,151 148 397,326 284 789,477

大正元年 83 74,402 82 73,474 165 147,876 171 469,521 164 454,690 335 924,211

大正2年 86 60,878 66 58,346 134 119,224 186 491,014 181 481,990 367 973,007

大正3年 73 64,540 70 62,637 143 127,177 167 408,561 165 403,888 332 812,449

大正4年 65 59,398 65 59,507 130 118,905 228 399,798 225 396,086 453 795,884

大正5年 59 44,343 58 43,466 117 87,809 276 422,846 269 410,675 545 833,520

大正6年 33 13,891 33 13,891 66 27,782 414 539,183 402 525,771 816 1,064,954

大正7年 1 312 1 312 2 624 435 653,842 432 648,211 867 1,302,053

大正8年 22 8,483 23 8,764 45 17,247 585 789,042 598 795,469 1183 1,584,511

大正9年 64 29,837 57 27,921 121 57,758 547 779,822 522 745,852 1069 1,525,674

大正10年 107 53,394 100 50,185 207 103,579 602 1,048,287 617 1,052,640 1219 2,101,127

大正11年 83 53,602 83 54,272 166 107,874 684 1,270,389 675 1,247,326 1359 2,517,715

大正12年 79 54,111 75 51,663 154 105,774 656 1,173,266 652 1,157,837 1308 2,331,103

大正13年 91 57,141 86 54,038 177 111,179 813 1,467,449 790 1,420,105 1603 2,887,554

大正14年 65 49,722 63 47,917 128 97,639 987 1,731,611 934 1,651,921 1921 3,383,532

大正15年 70 47,427 68 45,760 138 93,187 1121 2,018,089 1044 1,921,961 2165 3,940,050

【表 3】淡水與基隆兩港在傳統戎克船出入的艘數與噸數

港別 淡水港 基隆港

出入別 入港 出港 計 入港 出港 計

年別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明治 29 年 1563 21,063 1508 20,034 3071 41,097 586 6,550 583 6,424 1169 12,974

明治 30 年 1356 24,466 1338 24,473 2694 48,939 436 8,666 405 8,026 841 16,692

明治 31 年 1324 29,950 1278 28,694 2602 58,644 481 13,088 472 12,171 953 2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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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 32 年 776 22,392 770 22,719 1546 45,111 222 7,046 228 7,283 450 14,329

明治 33 年 661 20,400 667 19,812 1328 40,212 289 12,595 283 12,215 572 24,810

明治 34 年 509 17,426 545 18,096 1054 35,522 260 11,334 262 11,089 522 22,423

明治 35 年 503 18,987 523 19,493 1026 38,480 259 10,344 274 10,615 533 20,959

明治 36 年 588 21,770 630 23,197 1218 44,967 375 14,342 373 14,153 748 28,495

明治 37 年 521 22,380 542 22,173 1063 44,553 403 16,118 404 16,253 807 32,371

明治 38 年 401 19,874 424 20,737 825 40,611 261 12,816 276 13,280 537 26,096

明治 39 年 373 17,055 395 17,939 768 34,994 222 10,918 224 10,961 446 21,879

明治 40 年 257 13,969 299 14,757 556 28,726 143 6,939 160 7,139 303 14,078

明治 41 年 242 14,638 286 15,426 528 30,064 118 6,014 125 6,433 243 12,447

明治 42 年 282 16,668 310 17,359 592 34,027 132 5,504 155 5,989 287 11,493

明治 43 年 224 10,902 227 11,322 451 22,224 112 5,106 122 5,394 234 10,500

明治 44 年 214 10,551 236 11,265 450 21,816 91 4,924 112 5,417 203 10,341

大正元年 277 13,570 277 13,185 554 26,755 111 5,344 117 5,161 228 10,505

大正 2年 332 16,304 339 16,431 671 32,735 122 4,400 125 4,647 247 9,047

大正 3年 338 15,264 337 15,057 675 30,321 132 4,181 137 4,382 269 8,563

大正 4年 257 14,464 236 14,094 493 28,558 117 3,913 114 3,955 231 7,868

大正 5年 260 15,705 263 15,240 523 30,945 165 6,432 160 6,620 325 13,052

大正 6年 334 21,241 233 22,035 567 43,276 101 8,892 200 9,156 301 18,048

大正 7年 440 26,157 433 25,291 873 51,448 456 22,047 427 20,920 883 42,967

大正 8年 492 26,164 491 28,599 983 54,763 719 29,365 718 29,461 1437 58,826

大正 9年 434 28,811 434 27,961 868 56,772 668 26,311 649 26,348 1317 52,659

大正 10 年 399 30,161 395 30,217 794 60,378 324 13,773 314 13,230 638 27,003

大正 11 年 306 24,350 306 25,019 612 49,369 196 8,913 191 8,937 387 17,850

大正 12 年 284 27,269 289 27,207 573 54,476 137 7,062 137 7,155 274 14,217

大正 13 年 283 19,742 280 20,040 563 39,782 207 10,960 200 10,716 407 21,676

大正 14 年 293 18,857 288 18,555 581 37,412 295 17,314 289 17,378 584 34,692

大正 15 年 234 21,205 322 21,350 556 42,555 187 10,256 183 10,120 370 20,376

港別 淡水港 基隆港

出入別 入港 出港 計 入港 出港 計

年別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表3﹞則是淡水與基隆兩港在傳統戎克船出入的
艘數與噸數的比較，除在1918~1920三年的時間，基隆
港出入的艘數大過淡水港外，大部分時間戎克船多以

淡水港做為交易的港口。

而比較戎克船輸出入的項目，大多數集中農、漁

業加工品目，淡水在煤炭、木材加工品上，數量遠多

於基隆，尤其由福州進口的福州杉，因有大型木材廠

設置，金額、數量更是基隆港的好幾倍以上。因此，

臺灣海峽兩岸的戎克船貿易，淡水港是凌駕於基隆港

以上。

但是淡水港戎克船的貿易，山本正一指出因淡

水港缺乏相關的碼頭增建設施，戎克船進入淡水港在

稅關報稅後，便直接以水運運送到台北的艋舺、大稻

埕，而不是透過淡水貨運業。加上，淡水河因河道水

淺，上溯淡水河需靠潮水上湧，才能便利進出，為解

決這個問題，山本正一指出可利用便利的鐵道運輸，

將鐵道由淡水火車站延長到淡水海關碼頭，戎克船貨

物便可由火車載送到台北，這一段鐵道鋪設是立即要

做的急務。

二、漁業狀態及漁港兼避風港開設
山本正一指出在台北州試驗船北丸號對淡水周

邊漁業資源的調查後，發現在石門庄富貴角燈塔的北

西角是鯛魚的魚場，而且在淡水河口到桃園一帶是鮸

魚、鱔魚、鰆魚的漁場。而捕撈這些魚群，需要使用



小型發動機船與延繩釣法，不過淡水一帶漁民多還是

使用舢舨船，以致一到漁季，引來基隆、高雄的小型

發動機船群集搶捕，雖然淡水漁民想投資改善，卻缺

乏合適可停泊的漁港來停泊。

歷來淡水港碰到颱風等暴風雨來襲，都是選在鼻

仔頭南面的瀉灣，可是經歷幾十年的泥沙淤積淹沒，

以致大小船隻無法進出閃避，屢屢造成損失。

因此，山本正一便構思解決缺乏正式漁港與避難

港灣的問題，便提出漁港、避難港同構的港灣建設，

他選擇的地點便是油車口附近，米粉寮溪注入淡水河

的溪口地區：

「漁港兼避難港的位置，距淡水火車站西方約20

町（2180公尺），可通海水浴場的道路一側，屬油車

口河岸低地，靠近稅關，與淡水高爾夫球場所在丘陵鄰

接的一塊窪地，可說是漁港兼避難港最佳開挖預定地。

漁港的設計圖，係是以現在河岸道路做基線，東

側長60間（108公尺）向內開挖110間（278公尺）

的區塊，西側則向河面突出28間（約40.4公尺）做突

堤，船隻進出口寬30間（54公尺）。最高挖掘深度35

尺（10.5公尺），出入口深度取一整年最低乾潮位下5

尺（1.5公尺）挖掘，讓河水能常常盈滿漁港內，漁港

需可容納數十艘船舶停泊。」10 

三、港內的模樣與相關建設
淡水港的幾項建設，山本正一指出先要考慮淡水

港的河道深淺與滿潮、乾潮間的差距，計算這塊可實

際讓船隻航行的面積，有44萬5千坪（約1,469,610平
方公尺）左右，而在乾潮低水位時，仍有10尺（3.3
公尺）以上水域僅有12萬5千坪（約412,810平方公 
尺）。11不過滿潮時，這些水域深度可達20尺（6公
尺）。尤其淡水河中間有沙洲，常在乾潮時造成航運

的困難，有時更造成戎克船、漁船航行的問題，淡水

港應配置浚渫船，經常性疏浚河道。

其次，山本正一則提出淡水港內提供船舶停靠的

碼頭有限，而且分散：淡水海關碼頭長105間（約189
公尺），提供煤炭輸運堆運場所為淡水郡役所傍長22
間（約40公尺）寬33間（58公尺）一千二百三十多坪
的空間；碼頭棧橋有海關，淡水火車站，木材廠施合

發，鼻仔頭旭日石油會社與舊郡役所，大稻埕小輪船

分布零散。而且海關碼頭的倉庫，只能容納20艘戎克
船所載貨品，遠不足忙碌的戎克船貿易需求。

若能建造漁港兼避難港，可挖掘兩萬七千四百餘

坪的土方可利用，海關碼頭以西，漁港出入口的左側

152間（274公尺），右側米粉寮溪132間（238公尺）的
空間可填埋得到八千兩百八十多坪的土地面積。船隻

停泊地點便可集中一處，擴大淡水港航運的運量。12

接著，山本正一提出因應淡水航道淤積、大型戎

克船、輪船在退潮時要進港到碼頭停泊，白天時便有

困難，在晚間因大屯山、觀音山的陰影航道的測定更

有困難，往往很容易發生觸礁的危險場面。

加上，淡水港航路採識的燈竿與燈標使用時間

已久，燈竿在砲台埔海關官員宿舍內，燈標在油車口

兩者連成一線，是在1889年（明治22年）建造。連指
引航路的畫標，港外、港口南側的圓錐浮標，也是在

1903年設置使用，在位置與照度上與1930年代的淡水港
已有很大的落差。

因此，僅需建造簡易的新燈台，以設置能發300燭
光的瓦斯照明標準，讓入港船隻避免碰觸淺灘，並將

黑色的浮標改為閃滅式，就可適應淡水港的新需求。13

最後，山本正一正式提出漁港兼避難港建設的碼

頭擴充相關的施工設計藍圖與預算。這份藍圖分為兩

個部分：（一）施工範圍；（二）工程預算。

10.  同上，頁23–27。
11.  同上，頁27–28。
12.  同上，頁28–29。
13.  同上，頁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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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漁港兼避難港的建設相關工程表

項目 施工範圍與面積 合計

一、土地挖掘與掩埋道路總面積
1. 挖掘地及道路面積 9,995 坪

19,840 坪
2. 掩埋地總面積 9,845 坪

二、挖掘地總面積
1. 海水面積 6,440 坪

9,995 坪
2. 碼頭道路與他項面積 3,555 坪

三、挖掘總土方

1. 漁港兼避難港與相關道路挖
掘土方

27,180 立方坪
27,420 立方坪

2. 護岸石垣挖掘 240 立方坪

四、掩埋總面積土方 掩埋土堆 27,420 立方坪

五、護岸石垣面總坪數

1. 各所埋立出入口道路延長 1,469 坪

2,869 坪
2. 基礎水泥 3尺立方角 698 個

3. 港內護岸石垣延長段
長 298 間（536 公尺）
寬 26 尺 1,400 坪

六、水泥護岸總面積 掩埋地及港內石垣須於乾潮時打樁鋪設 1,593 坪

七、碼頭卸運場地面積 長 92 間（166 公尺）寬 10 間（18 公尺）全部水泥鋪設 920 坪

八、道路延長 用沙石鋪設血清製造所前道路做水溝
長 375 間（675 公尺）
寬 5間（9公尺）

九、暗渠
甲、暗渠長 44 間（79 公尺）內徑 2尺

124 間（223 公尺）
乙、暗渠長 80 間（144 公尺）內徑 2尺

十、溪流整理 血清製造所舊溪流整理 43 間（77 公尺）

【圖2】 淡水築港船，1909年6月淡水港務局一艘浚渫船「淡水號」

（一）施工範圍：漁港兼避難港預定地的地質多為沙

質，挖掘容易，總共挖取面積為9995坪，水面
6440坪。

（二）工程預算：山本正一以1927年時代物價估算整個
工程經費預算總金額為三十四萬八千日圓。

雖然，山本正一與淡水地方菁英提出十幾項簡

易的淡水港改善工程，經費更是僅有三十多萬元，僅

有基隆港、高雄港龐大的幾千萬元建港經費的百分之

一。但是臺灣總督府仍然拒絕這個請求，淡水地方的

菁英只得另尋民間組織的力量，透過組織淡水商工會

持續努力爭取下去。

. 同上，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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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日治時代的淡水河口海關碼頭

【圖4】淡水港

【圖5】淡水河大稻埕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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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淡水港灣築港期成同盟的組成
      與行動

淡水港在1920年代，因地方性大企業施合發木
材行公司的成立與外商迺生產公司擴大淡水倉庫的規

模，在油品、木材兩項大商品的衝刺下，航運商務都

蓬勃成長，捲起淡水民眾築港的美夢。在街長、庄長

與街庄協議員的領導下，組成一個民間的組織—淡

水港灣築港期成同盟，來爭取他們美夢的實現。

西元1927年（昭和2年）8月9日以淡水街長雷俊臣
與相關人員帶著92名地方人士連署的請願書到台北向
總督府、台北州政府提出淡水築港的請願書。在這份

請願書中，同盟會的成員先敘述淡水港輝煌的過去與

困境︰「臺灣本島的貿易港口，淡水港曾是最具歷史

光輝，繁榮殷盛的港口之一。但是，隨著時代轉移，

現在是衰頹萎靡，幾乎沒有當年的盛況。造成這種狀

況的原因，可以推論為下列幾個：基隆築港工程、

水源地帶的森林濫伐，造成水土流失淤塞船舶出入航

道、港灣設備落後⋯⋯。因為這些因素，淡水港的衰

頹難以挽回」。

然後，指明淡水港對基隆港的輔助功能與協助，

而主張淡水港五項建設需求：

「不過，鑑於基隆港忙碌港務，減輕的辦法，只

有積極提升基隆港補助港 淡水港的設施。下列幾項的

建設是最急需實行，也是地方居民熱烈懇求的希望：

一、避難港間漁港的設立。

二、淡水港港口疏浚。

三、至淡水海關的鐵道鋪設。

四、淡水港碼頭的延長。

五、簡易燈塔與閃滅式浮標的設置。

接著才陳述淡水港各種建設的具體原因：

「因淡水港是臺灣海峽漁場開發的根據地，它的

地理位置極為便利，可成為各類捕撈的策源地。但是

淡水無漁港也缺乏緊急避難港的設備。一旦暴風雨突

來，常造成停泊船隻翻覆沉沒。加上淡水港口逐漸淤

積，造成船隻只能在滿潮時才能自由進出，在夜晚的

時候，船隻航行於退潮的沙洲邊，淺短的航道常造成

不便，極需閃滅式浮標的設置。

目前，每年淡水港的輸出入金額達到三百七、八

十萬圓。淡水海關的位置與火車鐵道間，尚有一段距

離，只靠汽車運載極為不便利。修建延長鐵道可以提

供比船運更便利的交通工具，將貨品由碼頭倉庫運送

到台北。

而且，碼頭現在僅有海關前一百五間（約一百

多公尺）的堤岸，僅能提供約二十隻戎克船的貨物起

卸，造成海關倉庫忙亂不堪，這種狀態已有很久的時

間，極待擴大碼頭。

我們淡水港的需求如同上述，淡水地方民眾針對

所面臨的困境，只能積極尋求方法解決。

因此，集結有志一同的人士，慎思熟慮目前的現

狀，具體向有關單位陳情，期望主管當局同情瞭解淡

水港發展的鴻圖，在擬定臺灣產業振興的政策，能酌

情瞭解淡水的狀況，提供預算來建設，這是淡水民眾

呼籲的嘆願。

昭和二年八月九日

請願者

　　　　　　　　　　雷俊臣外九十三名」

同時在8月16日的《臺灣日日新報》3版新聞上，
也刊出「淡水港灣施設期成同盟會」成立的宗旨書與

主要幹部成員：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8月16日，版3。

【圖6】 淡水河口附近平面圖

【圖7】 漁港兼船舶避難港工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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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港開港以來，到現在有兩百多年，曾是

臺灣本島第一的貿易港。除島內航線外，與南中國、

南洋各地的通商也是極為旺盛，國內外的船舶輻輳進

出，商務殷盛。其後，上游水源地帶過度採伐，造成

土石流失，讓淡水河口航道逐漸淤塞，造港灣設備成

閒置，貿易量逐年衰退。

現在，僅有中國式戎克船及幾隻小型輪船進出，

對比於昔日的繁榮殷盛，讓人有今日昔時的感傷！

可是，淡水港針對現在的衰頹情勢，要想挽回的

策略，除了港灣施設的建設外，主要是淡水港口及港

內航道的疏浚渫、漁港兼避難港的碼頭擴張⋯等淡水

港發展的緊急的建設，而促成這些建設的實現，全要

依賴組織一個長設的組織-淡水港灣施設期成同盟會。

因此，淡水港灣施設期成同盟會的旨趣，是要激

起街名的熱情、一同努力以達成港灣建設的目的。此

旨趣書便是讓淡水街認同淡水港建設的必要性，踴躍

加入同盟會的組織。

淡水港灣施設期成同盟會，設有幹事5名、委員17

名、事務專員3名。

幹事：本田祐太郎、多田榮吉、村上虎雄、中野

金太郎、施坤山、盧阿山、李奎壁、許丙。

委員：東島海造、國吉俊英、谷五一郎、富田

義範、林金鐘、彭武曲、洪長庚、李文珪、塚本喜

三郎、濱田理八郎、黃千益、鄭金漢、曾石岳、盧根

德、潘廼明、鄧得生、木下靜涯。

事務囑託；江島善八、李元貴、杜麗水。」

1927年8月淡水港灣施設期成同盟會主要成員，從
他們當時的資歷來分析，可說集合淡水郡下街庄的各

界台、日籍菁英。下面依幹部、委員、事務主辦人員

在1927年（昭和2年）的職務，簡單分析如下：

幹事 

本田祐太郎：淡水街助役

多田榮吉：日本神戶市人，多田商會、雜貨與官方用

品配送，淡水副業利用販賣組合組合長理事，帝國在

鄉軍人各學會會員，淡水街協議員1、2、3、4、5屆

村上虎雄：日本宮城縣人，商工銀行淡水出張所所

長，淡水街協議員第4屆

中野金太郎：日本長崎市人，山口屋店東，經營旅館

及貨運業，淡水街協議員2、3、4、5屆 

施坤山：淡水人，施合發商行取締役社長，施坤記合

名會社代表社員，淡水信用組合理事，淡水街協議員

2、3、5屆

盧阿山：淡水人，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公學校訓

導，淡水街助役，施合發商行常務取締役，淡水養豚

利用購買組合組合長理事，淡水街協議員1、2、3、4屆

李奎壁：淡水人，國語學校國語部畢業，新高銀行淡

水出張所副所長，淡水街助役，淡水信用組合事務理

事，淡水街協議員4、5屆 

許　丙：淡水人，國語學校畢業，林本源第1房庶務
長，淡水信用組合理事，台北市協議員，大永興業會

社取締役，林本源製糖會社監察役，台北商工會常務

議員，台北商業會理事

委員  

東島海造：淡水街協議員1、2、4、5屆

國吉俊英：日本高知縣人，南國公司淡水出張所代

表，東洋館運送店東，淡水街協議員1、2、3、4、5屆 

谷五一郎：日本宮城縣人，谷商店兼營吳服與金融貸

款，淡水街協議員1、2、4、5屆 

富田義範：日本鹿兒島人，臺灣銀行淡水出張所所長

林金鐘：淡水人，國語傳習所修習，淡水稅關兼淡

水登記所翻譯，淡水信用組合理事，淡水街協議員

1、2、3、4屆 

彭武曲：淡水人，船頭行店東

洪長庚：淡水人，大阪醫科大學畢業，東京帝國大學

醫學博士，達觀醫院院長

李文珪：淡水林仔街人，興化店區區長，1900年授佩
紳章，淡水信用組合理事，淡水街協議員4、5屆 

塚本喜三郎：日本京都市人，專賣局指定煙草專賣

商，淡水街協議員4、5屆

濱田理八郎：濱田醫院院長，淡水街協議員3、4、5屆

黃千益：八里庄人，八里庄長，八里信用組合組合

長，淡水生產販賣利用組合監事

再續千帆｜1920-30年代 淡水築港的夢想與挫折—謝德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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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金漢：八里庄人，國語學校國語部畢業，普通文官

考試及格，八里庄助役兼會計

曾石岳：三芝庄人，小基隆區長，三芝庄協議會員，

三芝庄長，淡水副業利用販賣組合監事，小基隆信用

購買利用組合長 

盧根德：三芝庄人，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北新庄公

學校訓導，三芝庄助役 

潘廼明：石門庄人，台北廳引區區長，老梅製茶公司

長，老梅信用組合理事，全泉吉水利組合長，石門庄

長，石門漁業組合長

鄧得生：未詳

木下靜涯：日本長野縣人，日本美術學校修業，台展

東洋畫審查員事務囑託

事務主辦人員  

江島善八：未詳

李元貴：淡水人，淡水水梘頭區役場書記，淡水街役

場書記，淡水街役場庶務係主任

杜麗水：三芝庄人，日本京都第二商業學校畢業，淡

水信用組合監事

淡水港灣施設期成同盟會請願書遞出後，便由淡

水地方文化菁英柯設偕在1927年8月28日《臺灣日日新
報》投書，以「淡水的振興策略－淡水子弟的呼籲」

闡述淡水振興的策略：1.築港的著手實現；2.台海兩岸
間短距離航路設備；3.淡水線延長；4.大稻埕的小輪船
航班；5.大小公園的創設；6.登山道完成；7.淡水、台
北間道路改善；8.江頭站繁盛策。

「淡水振興策略　淡水子弟的呼籲　  柯設偕

這次山本正一郡守、雷俊臣街長與淡水官方、

民間一同協力創設，『淡水港築港期成同盟會』可說

是替黯淡的淡水前途帶來一絲的光明，我們懷抱熱烈

愛鄉心的淡水子弟，最感謝評選所獲得的名次。在這

秋天的時節，借用這個專欄，表達身為淡水子弟的訴

求，期望能提供給高明的讀者們做為參考。淡水振興

策略如下：

1.築港的著手實現：此計劃並無與基隆港競爭的意    
  味，只是單純完成做為避難漁港的相關設施，並能 

  同時提供二、三千噸輪船自由進出的航道疏浚。

2.對岸間短距離航路新設OSK與NYK：開設淡水－ 
  廈門、淡水－福州兩條短距離航線所使用二千噸級 

  輪船進出的設備。

3.延長淡水線、新設車站：因應將來國家公園觀光 
  客的需求－觀音山登山客、海水浴場泳客，由淡水 

  火車站將線路延伸到油車口。（淡水火車站應依然  

  存在）

4.大稻埕間小輪船航班：大稻埕茶葉輸出與中國木 
  材輸入，台北、淡水間最便利的方法。

5.大、小二公園的創設：以現在高爾夫球場為中心 
  的土地規劃為大公園、大遊園地，水源地附近高地 

  規劃為小公園，大公園屬州立、小公園為郡立。

6.登山道的完成：淡水火車站東面的大屯山與淡水 
  河南岸的觀音山，建造完整的登山步道。

7.淡水、台北間道路的改善：兩地汽車來往逐漸的 
  頻繁，公路極需修築改造，其間有十幾個地段屬於 

  危險路段，以減少事故。

8.江頭站繁盛法：相對於淡水較為荒涼的江頭站， 
  唯一繁盛的方法，便是廣為利用江頭站附近河畔的 

  潮間帶地形，為釣魚的好地方，吸引台北喜好釣魚 

  的釣客前來。

當夕陽向淡水河口沉落的時刻，街上老教會堂傳

來響徹的鐘聲，不是在祝福淡水，又是什麼呢？振奮

著淡水的子弟！」 16

淡水高爾夫球場發起人、日本山口縣士族、臺灣

倉庫會社常務董事三卷俊夫，在擔任臺灣八景評審告

一段落後，便立即發表〈休閒愜意的淡水〉呼應淡水

官方、民眾的請願，他以土地發展使用的觀點，點出

16.《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8 月28日，版3，林皎碧、謝德錫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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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港的擴大修築，便捷的水運才可引出台北盆地的

土地開發利用，使農業的聚落發展為工商業都會：

「休閒愜意的淡水  三卷俊夫

最近冒出的高爾夫球熱，使得星期日的淡水成為

必去的地方。淡水火車站搭車後便可直線前往，市街

呈現衰敗殘破的景像就如同羅馬古城的廢墟。像騎白

馬奔騰向前便可到港口，向古砲台的高地瞧望，從蒼

鬱的千年老榕送來徐徐的冷風，登上像絲瓜蔓藤般的

緩坡，是一片廣闊的平地，就是淡水高爾夫球場的所

在。近處就是聖多明各城的古蹟（英國領事館）、稅

關宿舍等洋樓，綠樹隱隱可見，與相對聳立的觀音山

間，淡水河緩緩從山腳下迴注入臺灣海峽，某日到此

地出遊的某官員看到這樣的形色，不禁有讚美道好似

倫敦郊外高爾夫球景緻，這樣的情景很有歐美山水的

趣味。

淡水到台北有十三哩路程，火車只要50分鐘便

可抵達。我想要為還沒來過此地的人，介紹一下此地

的風光，淡水不僅以美麗的風光，令人留下回憶的港

口。我在提出淡水離宮說之前，想提倡淡水港復活

論。淡水是與中國對岸港口有著最密切關係，貿易額

曾占台全灣全島第一位。近年淡水香港線航路變更為

基隆香港線，大輪船入港的鏡頭便難見，自基隆、打

狗港活躍，逐漸替代後，淡水港便逐年沉寂。

淡水港的貿易有悠久的歷史，卻因時代潮流和

港口泥砂的淤積，終至不得不拋棄。基隆、打狗的築

港費用達數百萬圓，但它所設計的工程仍未能完備，

而放棄淡水極為可惜。淡水果真應放棄嗎？淡水果真

沒有復活的價值嗎？今日所謂「孤城落日之山水的說

法」，不是極為迂腐愚昧嗎？

基隆港現在的設備對於近年急遽增加的貨物吞

吐，已有所不足，早晚須依擴張的需求而有所因應。

乍然投入大筆經費來做龐大的建設計劃？事實上，已

沒有擴張餘地。即使完整的築港計劃能順利進行，也

不過則僅是港灣設備的完成而已。

如同有識的人經常倡導的遠見，臺灣本島對於華

南、南洋的原料品進行加工及製造，移輸送所必要的

各種工廠用地，應該去哪裡找呢？移送到各種加工廠

地是極需規劃，而現在基隆港無論如何改造，也難以

達到這樣的目的。

那麼打狗港又如何呢？大打狗的計劃，整地會社

在運河邊填埋土地，尤其東面一帶的土地是未來工場

的預定地。

今後幾年，當日月潭的電力架設到來，這運河邊

預定地，可以提供做為幾十座工場的用地嗎？今日大

打狗計劃用地還是一片荒煙蔓草，果真還會有第二、

第三大打狗的計劃嗎？

同樣安平、海港⋯等，就不必說了。臺灣的港

灣，除基隆、打狗外，不得不提到淡水港是。何況淡

水河水路有十多浬，左右是平坦的平原，連接首都台

北市，支流基隆河也是同樣。此兩河河畔有幾十萬甲

土地，儘可提供為大工場的建設用地。除日月潭電力

輸送外，臺灣北部特有的煤炭更可以廉價供給。

淡水港的復活規劃，先要讓外海波浪阻止於港口

外，及防阻河水泛濫所帶來的泥沙堆積。方法極需研

究設計。

我對於技術方面是門外漢，不過淡水港可以提

供三、四千噸級輪船進出，我相信未必不能是一個良

港。有些人是將河道區分為二段；河水水流與船舶停

泊的零水流；有些人則認為可以在觀音山下以墜道穿

鑿，將水流以別口引開；也有提出輪船出入，特別規

劃小輪船做拖曳方法；對於港口淤塞的部分，以建設

突堤並加強浚疏，就可以防杜。像上述的技術方法是

須要勞煩專家研究規劃。

總之，我相信淡水港對於臺灣本島在華南、南洋

對應的計劃中，是不能缺席閒置。殷切的期盼有識者

能夠考慮，這個月二號，打完高爾夫球要回台北，因

稅關長中原薰的好意，搭乘かもめ號（海鷗號）在黃

昏的時間逆流溯淡水河而上，大家舉杯互祝健康外，

在靜謐的河上，我不禁瞑目靜思，若是這片閑寂的田

園，未來兩岸是櫛比麟次的各類工場，是一個大大的

美夢，而這個夢想的實現，有待大家的努力。」 17 

17. 柯設偕《詩美之鄉－淡水》，〔台北；臺灣評論社〕，1929年，林皎碧、謝德錫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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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淡水商工會的長期奮戰

日本統治中期的年代，臺灣地方工商業都有了一

定發展，為了吸納這些工商精英，能積極投入地方事

務的奉獻與協助，便特別訂定法規，鼓勵地方商工會

組成與設立，並每年召開一次全島的商工大會，淡水

商工會便以這個舞台持續向臺灣總督府、台北州政府

提出築港的需求，這段長達十年多的歷程，是淡水郡

民眾精神與毅力的考驗。

淡水港灣施設期成同盟會雖利用臺灣八景挑選期

間，向臺灣總督府、台北州政府提出請願，獲得社會

各界的注意。但是，主管單位僅致力於基隆、高雄兩

大港口的開發，淡水居民的呼籲終究無法獲得支持。

不過，淡水的台、日籍精英仍不氣餒，決定依照

日本法規，創立地方性的商工會組織，長期推動淡水

港整修的請願活動。

西元1928年（昭和3年）1月，在淡水街協議員國
吉俊英、盧阿山及地方台、日籍人士等17人，為解決
淡水地方工商界人士無法召開定期集會，共同效力地

方工商事務的凝聚與推動，便決定發起創立團體。18

1月29日下午3時在淡水街役場的二樓，盧阿山等
17人召開淡水商工會創立籌備會，草擬商工會各種規
約，除爭取淡水商工業者的權益外，最重要的目標是

針對淡水港灣的建設推動，連結台北商業會的聯誼活

動，爭取台北商業會成員的支持。

2月15日入會報名截止後，淡水商工會便在3月11
日舉行成立大會。大會地點為淡水街海水浴場，會員

約近百人，邀請到台北州內務部長酒井金治、淡水郡

守山本正一、台北州協議員許丙等貴賓一同參與。會

中推選施合發木材公司施坤山為會長，山口屋老闆多

田榮吉為副會長，理事有谷善次等人。

在副會長多田榮吉主持下，公佈淡水商工會會則，

呼籲淡水商工會會員能彼此和睦親近，共同促進淡水的

繁榮，並能協同一致促成淡水港建設的計畫實現。19

隨即，多田榮吉所率領的淡水商工會便參加1928
年（昭和3年）3月31日在屏東公學校召開的第十二屆
全島實業大會。

淡水商工會在會中提出「中北部臺灣物資輸送緩

和策略下，淡水港修港建設請願案」。雖然多田榮吉

在會議上，明暢敘述請願的理由， 引起滿場會員的鼓
掌支持。但最後的表決僅能成為保留案，未能列為實

業大會的正式建議案。20

雖然，首次提案遭到封殺，但淡水商工會成員並

不氣餒。隔年1928年（昭和4年）2月27日淡水商工會
在淡水公會堂舉行第一次通常總會，表揚淡水街商工

業連續服務優秀店員，隨後所召開第一次定期總會，

並推舉代表續參加第13屆全島實業大會。21

第13屆全島實業大會在4月24日於花蓮港昭和會
館舉行，淡水商工會的提案為第9案「中北部臺灣物質
輸送力緩合策略下淡水港灣修建請願」再度提案，獲

得台南商工會村上初次郎的支持，成為大會的議程第

3案。會議中由盧阿山代表淡水商工會具體陳述，淡水
港在台海兩岸貿易的有力關係並由台南高島以「歷史

的角度，談論台北發展的策略」來支持，他們的說明

獲得會員的支持，列為建議案，可是臺灣總督府後來

並未做出應允的具體承諾。22

這一次挫折，讓淡水商工會發覺尋求台北地區商

工團體支持，才能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

因此，等到第17屆全島實業大會決定在1933年（
昭和8年）8月14日基隆市役所會議室召開時，在24個
出席團體中，淡水商工會便結合台北總商會，提出「

淡水河改修並淡水港築港建設」請願案，由台北總商

會掛名提案併合淡水商工會提案的方式提出，並由盧

阿山做具體陳述說明，獲得會員大會同意列入議程成

為第7案。但是仍如同第13屆，臺灣總督府並未做出應
允的具體回覆。23

淡水商工會再度挫折後，便暫時停止提案。而是

在隔一年，利用在舉行臺灣博覽會期間，召開的第19
屆全島實業大會。

18.《臺灣日日新報》，昭和3年2月2日，版4。
19.  同上，昭和3年3月13日 版4。
20.  全島實業大會展望第12屆，頁168~177。
21.《臺灣日日新報》，昭和4年2月25日，版8。
22.  全島實業大會展望第13屆，頁180~196。
23.  全島實業大會展望第17屆，頁25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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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昭和10年）10月15日在台北市公會堂召
開，有30個團體136名代表出席，淡水商工會的議案屬
於港灣河川部，須面對高雄港擴大、基隆外港修築、

蘇澳築港與中部築港⋯⋯等大案的競爭，以「淡水河

改修並淡水港修築有關促進案」列為議程第17案，並
由淡水商工會盧阿山做具體報告陳述。雖然此次會

議，臺灣總督親自蒞臨致辭。但是淡水商工會的提

案，仍然沒有具體結果。

淡水商工會最後一次在全島實業大會的努力，是

在台中召開的第20屆。1936年（昭和11年）10月23日全
島35個團體350名代表出席在台中座舉行的大會，在委
員會中，淡水商工會以第6案進行討論，在淡水商工會
會長盧阿山明確說明後，立即列為可行，排入正式議

程中。議程中，淡水商工會的提案為第7案「淡水河改
修並淡水港修築相關促進請願案」，由副會長谷善次

具體陳述。可惜仍然是無功而返。

淡水港灣築港期成同盟會十多年的努力中，淡水

商工會接棒，在全島實業大會中，5屆近10年持續的提
案，仍然無法引起臺灣總督府對淡水港修築的關注。

陸、結語

20世紀的20~30年代，正是日本統治的中期，也是
淡水台籍菁英崛起發展的黃金時代，他們在臺灣的商

工業行號，組織都能佔有一席之地，也歷經淡水港由

繁榮到衰頹的過程。

積極為故鄉謀取發展的機會一直縈繞於他們的

思慮，藉由臺灣新八景票選的時機，他們結合地方首

長，淡水郡守山本正一，提出淡水築港的計畫，組織

淡水港灣築港期成同盟會向臺灣總督府、台北州政

府、臺灣輿論界發聲爭取。

隨後，組織淡水商工會持續這個願望，近十年的

時間，歷經5屆全島實業大會的努力，可惜未能獲得應
有的承諾。

不過，這段十多年努力的過程，讓我看到淡水地

方菁英高昂的意志與決心。淡水港過盡千帆的歷史雖

已難回，但是這一代淡水子弟的作為，則是一段可以

長留在代代子孫的歷史記憶裡！

※本文係淡水古蹟博物館第一期口述歷史調查研究成果報告之一，經特約後，濃縮部份主題內容，形成首尾完整的

獨立篇章，投交本館學刊。

【表 6】淡水商工會歷屆全島實業大會相關提案與結果表

屆次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出席
團體

委員
人數

提案內容 報告人 結果

12 屆
1928 年
3月 31 日

屏東
公學校

屏東商工會 35 145

中北部臺灣物資輸
運緩和策略下，淡
水港修港建設請願
案

–淡水商工會

多田榮吉
委員會保留
未列入議程

13 屆
1929 年
 4 月 24 日

花蓮港
昭和會館

花蓮商工會
100
多

中北部臺灣物資輸
運緩和策略下，淡
水港建設請願案

–淡水商會

盧阿山
列入議程
第 3案

17 屆
1933 年 
7 月 14 日

基隆市
後所會議堂

基隆公益社 24 116

淡水河改善整治並
淡水港修築請願案

–淡水商工會
台北總商會

盧阿山
列入議程
第 7案

19 屆
1935 年
10 月 15 日

台北市
公會堂

台北高工會
台北實業會
台北商業會
台北商工協會
台北總商會

48 136

淡水河改善整治並
淡水港修築促進請
願案

–淡水商工會

盧阿山
列入議程
第 16 案

20 屆
1936 年
10 月 23 日

台中座
台中實業協會
台中商工協會

35 350

淡水河改善整治並
淡水港修築促進請
願案

–淡水商工會

盧阿山
谷善次

列入議案
第 7案

再續千帆｜1920-30年代 淡水築港的夢想與挫折—謝德錫

.  全島實棊大會展望第19屆，頁287~298。

. 全島實業大會展望第20屆，頁3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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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淡水地名之嬗易，足以見證一頁歷史滄桑：從淡

水港、滬尾庄、滬尾街，到滬尾港，可以看到淡水如

何從貿易港到移墾聚落（由庄而街），再到通商口岸

的演替過程。大約從1570年代開始，淡水和雞籠，已

是北臺灣的主要港口。到了十七世紀，隨著大航海時

代的來臨，西班牙人和荷蘭人更是相繼把淡水港做為

海上貿易的據點。然而淡水港的盛況，則要等到1860 

年代滬尾開埠設關，才大放異彩。滬尾海關的設置，

為當時之重要事件，中西皆留下不少史料，可藉以爬

梳出晚清淡水的歷史圖像，並發現許多有趣的細節，

使淡水歷史大為增色。

淡水港史話：從早期淡水港到滬尾設關開埠
1

張建隆 Kien-Liong Chang

The History of Tamsui Port: from early Tamsui port to Hobe 
Customs

關鍵字：淡水港、淡水內港、滬尾街、滬尾海

關、滬尾洋關

36

1. 本文係淡水古蹟博物館第一期口述歷史調查研究成果報告之一，經特約後，濃縮部分主題內容，形成首尾完整的獨立篇章，投交本館學刊。

Abstract
The vicissitudes of history could be understood by the 

changes of the names in Tamsui. In other words, Tamsui Port, 

Hobe Village, Hobe Street and Hobe Port present the devel-

opmental process, from a trading port into an immigrant com-

munity (from a village to a street ), and then into a treaty port.

Since 1570s, Tamsui Port and Keelung Port were prominent in 

the northern Taiwan. In the 17th century, as the the Age of Dis-

covery rose, the Spanish and the Dutch regarded Tamsui Port 

as a stronghold of maritime trade. However, Tamsui Port did 

not reach its flourishing time until Hobe Port was opened and 

set up customs in 1860s. The establishment of Hobe Customs 

was a significant event. Through abundant Chinese and West-

ern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historical contours of Tamsui can 

be portrayed and many interesting details can be discovered. 

These enriched the history of Tamsui.

Keywords: Tamsui Port, Tamsui Inner Harbor, Hobe 
Street, Hobe Customs, Hobe Foreign Customs

淡水史田野工作室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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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港史話：從早期淡水港到滬尾設關開埠—張建隆

37

壹、前言

早在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淡水就以港口聞

名躍上世界舞台。然而到了清領初期，以鹿耳門為唯

一正口，導致北台灣的邊陲化，淡水港復歸沈寂。爾

後，台灣的移墾由南而北，台北盆地漸次開發，位居

陸路交通要衝的的八里坌首先發展成街市。相較之

下，河口北岸仍停留在村庄階段，並以滬尾庄為名。

自雍正年間割大甲溪以北歸淡水海防廳，淡水地名

之涵蓋範圍已不再限於淡水河口北岸；而當時所謂的

淡水港，實包括淡水河系各河港，即所謂的「淡水內

港」。至於淡水河口北岸的滬尾庄，大約要等到十八

世紀後葉，才發展成街市──滬尾街。

淡水港指涉範圍之所以忽大忽小，且與滬尾地名

易生混淆，實係台北盆地的發展和歷史推移所致。咸

豐八年（1858）簽定天津條約之後，清廷決以位於淡
水河口的滬尾（亦即滬尾港）為開埠地點，而通商口

岸範圍實則擴至艋舺。

同治元年（1862）滬尾設關開埠，一般皆引《淡
水廳志》「滬尾海關公署即滬尾水師守備舊署，咸豐

十一年道員區天民開設海關，改為公署」而推言滬尾

海關應在今淡水海關碼頭歷史古蹟附近。但其實滬尾

海關又有常關（舊關）與洋關（新關）之分，區天民

的海關公署是指前者，其位置應在今淡水郵局附近；而

滬尾洋關之所在，則在今之海關碼頭北側的停車場。

滬尾港的設關開埠過程，涉及港口優劣比較、

徵稅利益分配、樟腦交易糾紛、滬尾居民與洋商間的

緊張關係，以及領事館之設置等諸多問題。總之到了

同治二年八月（1863）開辦滬尾洋關及開設雞籠外口
後，滬尾海關才算完備、正式運作。其間過程值得探

究。本文即試圖藉史料爬梳，呈現其歷史原貌。

 

貳、早期的淡水港

一、十六、十七世紀的淡水港
史上最早標示出淡水港的地圖，可能是由西班牙

人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於1597年所繪製的〈菲

2.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1979）頁326~327。參見張建隆〈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初，西、荷及清人對淡水的記述
與認知〉，《臺灣文獻》53 卷3 期，民國91 年9 月30 日，頁210~214。

3.  中村孝志，〈十七世紀荷蘭人在臺灣的探金事業〉，收錄於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台北：稻鄉，1997），
頁171。

4.  楊文魁，〈臺灣紀略碑文〉，見高拱乾《臺灣府志》「藝文志」，中華大典臺灣方志彙編本，頁259。
5.  郁永和，《裨海紀遊》卷下，臺灣歷史文獻叢刊本，頁29。

律賓群島、福爾摩沙島與部份中國海岸地圖〉（圖1）。
值得一提的是，地圖上雞籠港的拼音Po de Keilang，是
用漳州音拼出的。

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弊書》〈漳州府志〉「洋

稅考」中稱：自隆慶初（1567）重開海禁，雞籠、淡
水也在商舶開禁之列，而在萬曆二年（1574）時，自漳
州前往雞籠、淡水之商漁船，也比照前往廣東者，每

船引稅一兩。再者，張燮《東西洋考》〈東番考〉亦

稱：「雞籠山、淡水洋，在澎湖嶼之東北，⋯忽中國漁

者從魍港飄至，遂往以為常，其地去漳最近⋯」。因

此，Hernando很可能就是從曾往雞籠淡水的漳州舶人
口中得知那裡的地理資訊。Hernando在地圖的呈文中
自稱「據到過該地人士的報告」云云，足以佐證。2據

中村孝志研究，約1580年代，漳泉人每年有十數艘船
開航至臺灣北部。3

總之，約從1570年代開始，淡水和雞籠，已逐漸
成為船舶往來北臺灣的主要港口。到了十七世紀，隨

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西班牙人和荷蘭人更是相繼把

淡水港做為海上貿易的據點。就廣義定義而言，淡水

港最早是以國際貿易港的地位，躍上歷史舞台，時間

長達半個多世紀。

但是，1683年滿清降服了東寧王朝，臺灣被納
入大清版圖後，淡水便失去海上貿易的地位。特別是

清領之初，以鹿耳門為唯一正口與廈門對渡，淡水變

成了首任臺灣鎮總兵楊文魁所稱的「窵隔郡治千有餘

里。夏秋水漲，陸路難通；冬春風厲，舟航莫及」4，

或郁永河所謂的「臺灣西北隅盡處」5了。

【圖1】史上最早標示出淡水港的地圖，地圖上淡水港的拼音  
              Po Tamchuy。（左為局部，右為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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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718（康熙57年），為防海盜侵入之患而設
立「淡水營」後，淡水在兵防上的重要性才重新受到

注目。

當時的淡水港範圍，已涵括及淡水河流域，如

1695（康熙34年）高修《臺灣府志》所述：「淡水
港，從西北大潮過淡水城，入干豆門，轉而東南，受

合歡山灘流；又東過外北投，南受里末社水；又東過

麻里則孝社，東南受龜崙山灘、東北受雞籠頭山，從

西北會於海」6。1710（康熙49年）陳璸〈澹水各社紀
程〉則詳實紀錄了淡水港的水路里程：「澹水港水路

十五里至干豆門，南港水路四十里至武嘮灣，此地可

泊船。北港水路十里至內北投，四里至麻少翁，十五

里至大浪泵，此地可泊船；三里至奇武仔，十五里至

答答悠，五里至里族，六里至麻里即吼，二十里至峰

仔嶼⋯」7。

二、十八世紀初淡水港的綺麗風貌
1715（康熙54年）阮蔡文的〈淡水〉詩作，生動

描繪出淡水港的綺麗風貌：「大遯八里岔，兩山自對

峙；中有干豆門，雙港南北匯。北港內北投，磺氣

噴天起；泉流勢勝湯，魚蝦觸之死。浪泵麻少翁，平

豁略可喜。沿溪一水清，風被成文綺；溪石亦恣奇，

高下參差倚。踰嶺渡雞籠，蟒甲風潮駛⋯⋯南港武朥

灣，科籐通草侈；擺接發源初，湜湜水之沚⋯」8。甚

至，《諸羅縣志》直稱之為巨港：「靈山廟，在淡水

干豆門，前臨巨港，合峰仔峙、擺接東西二流與海潮

匯，波瀾甚壯」9。

《諸羅縣志》「山川總圖」（圖2）中，淡水河繪
有多艘帆船，靈山宮河畔並有眾船停泊。所謂「淡水

港（海口水程十里至干豆門，內有大澳⋯澳內可泊大船

數百，商船到此載五穀、鹿脯、貨物，內地商船間也到

此）」10，可以想見當時淡水港的商船往來情景。

再者，由於台北平野移墾之眾的擴展，淡水港

的重要性也隨之而增。台北平野雖然早在康熙24年

（1685）之前，已有漢人在唭里岸一帶墾殖，而康熙
48年（1709）時，大佳臘地方也已闢有田園五十多
甲；但因清領之初「邊陲化」的影響，當時之記述者

皆以「有番無民」視之，故康熙56年（1717）之《諸
羅縣志》只稱「近始有漢人耕作」，並未見有漢民村

落之記載。但到了乾隆6年（1741）時，短短二十多年
間，《重修台灣府志》所載錄的街庄聚落，已達1街19
庄之多。11其盛況，可由該志所引《台灣志略》之描

述見之：「淡水內港，戶頗繁衍，牧笛漁歌，更唱疊

和，油油於熙皡之天。風俗樸實，終年少鬪毆爭訟之

事。所產稻穀，賤於通台；一切布帛、器皿、應用雜

物，價昂數倍」12。也因此，冬季特准的「社船」貿

易，由原先的4 艘，增為6 艘，之後再增為10 艘：

6.  同 4.，頁24。
7.  引自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4 種，一九五七年），頁141~142。
8.  《諸羅縣志》藝文志，中華大典臺灣方志彙編本，頁261~262。
9.  同上，頁277。
10.  同上，頁14。按，「山川總圖」中所繪之大澳，即郁永河《裨海紀遊》所稱的「甲戌（康熙33年，1694）四月，⋯地動不休⋯陷為巨
浸」今人所謂的「康熙臺北湖」。

11.  1街是指八里坌街，19庄則有八里坌庄、滬尾庄、竿蓁林庄、八里坌仔庄、關渡庄、北投庄、奇里岸庄、八芝蓮林庄、瓦笠庄、興仔武
火平灣庄、大佳臘庄、圭母子庄、大灣庄[大安區]、永興庄、興直庄、加里珍庄、擺接庄、山腳庄和海山庄。劉良璧《重修台灣府志》卷
五「城池」，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 年2 月，頁90。

12.  同上，頁105。
13.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二「海防」附考（文叢第105 種，1961），頁90。
14.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台北：知書房，1996），頁164~165。
15.  無怪乎當時陳夢林對台北平野寄以厚望：「武朥灣、大浪泵等處，地廣土肥，可容萬夫之耕。廈門至淡水水程十一更⋯一晝夜而達。

福州至淡水程八更，較臺灣為近。若半線置縣設營，而分兵五百於淡水，因為立市廛，通商於福州、廈門，不數年，淡水一大都會

矣。」《諸羅縣志》雜記志「外紀」，中華大典臺灣方志彙編本，頁279~280。
16.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海防」（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62 種，民國48 年），頁57。
17.  雍正11年（1733）龜崙嶺舊路開通之前，由南北來，皆取道竹塹渡河沿海岸，循今之林口台地西側，沿海而至八里坌，再進入淡北平
原。參見盛清沂〈說上淡水之內外港〉，《臺北文獻》直字第61、62 期合刊，民國72 年3 月，頁135~136。

【圖2】《諸羅縣志》「山川總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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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舊設社船四隻，向例由淡水莊民僉舉殷實

之人詳明取結，赴內地漳、泉造船給照；在廈販買布

帛、烟茶、器具等貨來淡發賣，即在淡買糴米粟回

棹，接濟漳、泉民食。雍正元年，增設社船六隻。乾

隆八年，定社船十隻外，不得再有增添。每年自九月

至十二月止，許其來淡一次；回棹，聽其帶米出口。

其餘月分，止令赴鹿耳門貿易。13

清領之初，以鹿耳門（台南）為全台唯一正口與

廈門對渡。社船制度是當時的特例，一方面也是受到

風信的影響，9月至12月東北季風旺盛不易南行作沿岸
貿易；14其餘月份，淡水港船隻仍需赴鹿耳門貿易。相

對而言，淡水港距廈門水程11更，幾與鹿耳門等，一晝
夜可達；距福州更近，水程8更。15此外，淡水港也往

來於臺灣西海岸各小口進行沿岸貿易：「淡水港⋯臺

屬小商船自三月東南風發，往來貿易，至八月止」16。

參、淡水內港

一、臺北平野的開墾
乾隆6年《重修台灣府志》載錄的「1街19庄」

中，八里坌最早形成街市，應與八里坌位居當時陸路

交通之樞紐有關；17同時兵防與治安單位也相繼設置於

此。原駐防在淡水河口北岸的淡水營守備，雍正年間

移駐八里坌，雍正10年（1732）改陞淡水營都司，同
一年，添設八里坌巡檢，稽查地方。18因此，八里坌實

為乾隆初期台北地區的商業、軍事和政治重鎮。19

相較於八里坌，淡水河口北岸（今淡水地區）

發展較遲。乾隆29年（1764）《續修臺灣府志》只載
錄「滬尾庄」和「竿蓁林庄」兩個村莊，尚未形成

街市。而且兵防的位階也從「營」降為「汛」：「分

防砲台汛兼轄港北、小雞籠等塘，把總一員，兵50 

名」20。砲台汛在今淡水紅毛城附近，港北應係「北

港」之誤植，「北港塘」在今淡水公明街河畔。21滬尾

街的形成，要等到乾隆中葉，台北平野水田化趨於完

成、淡水內港貿易已見興盛，以及河口北岸腹地漸次

開墾成田園，才發展成街市。22

同一時期，乾隆中葉，隨著灌溉水圳逐漸開鑿完成，

台北平野的拓墾事業一日千里，從乾隆6年（1741）的「1
街19庄」到乾隆29年（1764）的「4街62庄」23，而且移

墾聚落之分佈，也從淡水河口和淡水河本流河畔，轉

移到三大支流流域的台北盆地內部，延伸擴展。此一

時期，位於開發區中心的新庄街，河港水深，方便繫

泊大船，逐漸成為台北盆地陸路、水路交通樞紐，和

物資集散地。乾隆11年（1746）時，新庄街「商販雲
集，煙戶甚眾」。到了乾隆15年（1750），新庄已取
代八里坌，成為淡北的行政及商業中心，24船隻往來，

商賈輻湊。

二、新興河港的崛起
當時的「淡水內港」，以新庄街河港為主要港

埠，外來大帆船多由八里坌直抵新庄河港卸貨，再運

往淡水河系各河港渡頭，然後分配至附近村莊。25乾隆

53年（1788），開八里坌為正口與五虎門對渡，商船
均按大小配運米穀到大陸貿易，興直、海山、擺接等

地盛產之米穀，也多由新莊河港直接或間接經由八里

坌運往對岸。乾隆55年（1790）新莊巡檢改陞縣丞，
此時新莊街商業十分殷盛，有泉廈郊、長盛號、隆盛

號等商號，商賈眾多，為淡北最繁榮之市街。26同時，

新莊港往來於淡水河系各河港的船隻，到乾嘉年間，

每日有200至300艘之多，直可以「千帆林立」形容。27

繼新莊而起的艋舺渡頭街，也同列於乾隆29年
（1764）「4街」名單中。28因位於大嵙崁溪和新店溪

交匯處，水路交通十分便捷，又位居凸岸無河水侵削

18.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三「職官」（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62 種，民國48 年），頁73。
19.  林玉茹，前揭書，頁214。
20.  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卷十「兵制」（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66 年），頁345。
21.  張建隆，〈從寺廟分佈看滬尾街聚落之形成〉，收錄於張建隆《尋找老淡水》（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民國85 年），頁10。
22.  同上，頁12~16。
23.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里坊」、「街市」，前揭書，頁59~60、頁63。
24.  陳宗仁，《從草地到街市：十八世紀新庄街的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民國85年），頁192~195。新庄取代八里坌始末：乾隆9
年（1744）始任八里坌巡檢的虞文桂，以「八里坌水土頗劣」亟思移駐新庄街，於是先行在新庄街尾捐設義學一所，而於乾隆11年
（1746）以講堂稀少為名，改為衙署。乾隆15年（1750）八里坌巡檢司衙因風災傾圯，於是將八里坌巡檢移駐新庄公館。乾隆32年
（1767）奏請改稱新庄巡檢。見尹章義，〈新莊巡檢之設置及其職權與功能〉，《臺灣開發史研究》（台北：聯經，民國78年），頁
304。

25.  林玉茹，前揭書，頁215。
26.  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民國87 年再版），頁38。
27.  同上，頁39。
28.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街市」，乾隆29 年的「4 街」有：八里坌街、新庄街、艋舺渡頭街，和八芝蘭林街。

淡水港史話：從早期淡水港到滬尾設關開埠—張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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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林玉茹，前揭書，頁234。據尹章義，《新莊發展史》（台北：新莊市公所，民國69 年），頁43~44，新莊河港衰微的原因，因沙洲游
移不定，河中浮沙變動劇烈，無法維持固定的航道。據陳宗仁，前揭書，頁197，新莊被艋舺取代，約在嘉慶年間。

30.  廖漢臣，〈艋舺沿革志〉（《臺北文物》季刊，1 卷1 期，民國41 年12 月），頁15。
31.  《淡水廳志》卷十五，附錄一「文徵上」，中華大典臺灣方志彙編本，頁393。
32.  林玉茹，前揭書，頁234。
33.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本，第102 種），頁1011。
34.  《淡水廳志》，前揭書，頁401。
35.  《高宗實錄》，卷779，乾隆32 年2 月甲寅條，引自尹章義，前揭文，頁304。
36.  《臺案彙錄辛集》，嘉慶10年閏6月11日，15、兵部「為內閣抄出臺灣總兵愛新泰等奏」移會（閏6月11日），（臺灣文獻叢刊本，第

205 種），頁49~50。
37.  張建隆，〈滬尾地名考辯〉（《台灣風物》46卷1期，1996年3月）。
38.  張建隆，〈從寺廟分佈看滬尾街聚落之形成〉，見《尋找老淡水》前揭書。

39.  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卷五「城池」附「里坊」，前揭書，頁90。淡水海防廳，二保（淡水保和竹塹保），管35莊。淡水保管
下，八里坌莊等計25莊，幾乎涵蓋今台北縣市部分地區。

40.  盛清沂，〈台北縣疆域沿革志略〉（台北：台北縣文獻委員會，《台北縣文獻叢輯第二輯》，民國45 年），頁41。
41.  《籌辦夷務始末選輯》卷一「道光二十年十二月」（臺灣文獻叢刊本，第203 種），頁26。
42.  林玉茹，前揭書，頁251。

之虞，大船並可入泊，逐漸取代新莊而興。29乾隆年

間，三邑人等及各郊商紛紛鳩資興建廟宇，街市日益

繁興。30乾隆24年（1759），淡水都司移駐艋舺，嘉慶
13年（1809）新莊縣承改稱艋舺縣丞。道光元年（1821
）姚瑩《臺北道里記》：「艋舺民居鋪戶約四、五千

家⋯商船聚集，闤闠最盛⋯同知歲中半居於此，蓋民

富而事繁也」31，艋舺已成為淡北的政治、經濟、軍事

重心，32故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說。

如前述，乾隆中葉，台北平野水田化已大抵完

成，因而成為「產米之區」。而為了杜絕私口偷漏

米穀，福康安因於乾隆53年（1788）奏開八里坌為正
口：「淡水為產米之區，八里坌一港又非偏僻港口、

僅容小船者可比。雖台灣遠在海外，稽查奸匪不可不

嚴，而百餘年來，休養生息，販連流通，實與內地無

異。小民等趨利如騖，勢難禁遏；與其陽奉陰違，轉

滋訛索，不若明設口岸，以便商民」33。名為八里坌

港，實則海船貿易往來，皆在「淡水內港」（新莊和

艋舺）。因淡水內港港深可泊大船、商賈輻湊；而此

時八里坌港的港務功能，也漸為淡水河口北岸的滬尾

港所奪。

肆、滬尾港埠時代的來臨

一、滬尾港取代八里坌港
一般皆引道光20年（1840）姚瑩〈臺灣十七口設

防狀〉「昔時港南水深，商船依八里坌出入停泊。近

海淤淺，口內近山有沙一線，商船不便，皆依北岸之

滬尾出入停泊」34，而推言滬尾港之取代八里坌港在道

光年間。但其實早在乾隆32年（1767），閩浙總督蘇
昌即已奏稱「八里坌⋯近來海口漲塞，無船往來」35。

又如嘉慶10年（1805）蔡牽自滬尾登岸徑至新莊；翌

（11）年夜竄滬尾牽劫商船，36都可證明：至晚在

嘉慶年間，出入船隻都已在北岸滬尾靠岸停泊了。

「滬尾」原為村社名，在今淡水大庄一帶37。

乾隆初，漢民來此移墾而成「滬尾庄」。乾隆30年
（1765），最早出現「滬尾街」一名，但位置已東
移至今淡水河畔市區。滬尾街市之趨於完備，大約

在乾嘉年間，從福佑宮之興建，可以得知。嵌於廟
壁上之「望高樓碑誌」清楚說明嘉慶元年（1796）
之前，北岸（滬尾港）已是泉廈郊出海諸船的出入

要津了。又落款嘉慶2年（1797），高懸於大門上
的福佑宮匾，署名「船戶金永利、金榮興、金裕

興、金裕泰、永長裕、合順發、新達發」仝修，可

見當時滬尾街已是行商船戶薈萃之港埠了。38

綜合以上論述可知：從西荷時期一直到康熙

年間，「淡水」和「淡水港」指的都是淡水河口北

岸（今之淡水）。雍正元年（1723），分虎尾溪以
北增設彰化縣、大甲溪以北增設淡水海防廳；乾隆

初，淡水海防廳下又有所謂「淡水保」，轄18莊，
範圍遍及台北盆地；39而乾隆20年（1755）左右，
又有所謂的「淡水西保」；40「淡水」一名已非淡

水河口北岸一地專屬，十八世紀後葉便改稱「滬尾

街」了。至於「淡水港」在十八世紀初，也已涵蓋

及淡水河流域，因此亦稱「淡水內港」。

八里坌港因乾隆末葉成為與五虎門對渡的正

口而聞名，但其時因港道淤塞，已逐漸被滬尾港所

取代，雖然在朝廷的認知中仍具正口地位，其實

船隻都已在北岸滬尾進出停泊了。所以，道光20年
（1840）福建臺灣總兵達洪阿的奏摺才會說：「淡
水廳要口二處，曰滬尾（即八里岔口）、曰大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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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41。道光年間，滬尾港雖已是商貨雲集，但居民舖

戶僅有二、三百家，其功能乃為商船淀泊之所，淡北

的政經中心則在艋舺。42此也就是咸豐九年（1859）閩
浙總督慶端等奏摺所稱的「其八里岔口內之滬尾一

澳，亦為商船寄碇之區」43。而同治初之《臺灣府輿

圖纂要》，更是一言蔽之：「滬尾港海口：在龜崙嶺

之北、艋舺之西，離城一百四十里．港內分南、北、

中三大溪，名曰內港」44。「南、北、中三大溪」即

今之大漢溪、基隆河和新店溪。

嘉慶元年（1796），福佑宮和望高樓之興建，標
示著滬尾街港埠時代的來臨，眾商船來此停泊，街市

以興。而嘉慶13年（1808），移興化協左營守備駐滬
尾，為滬尾水師營，地方治安無虞，45街市得以穩定發

展。再則，道光年間，所謂的「內港」（淡水河系各

河港），已經發展成為北台灣的經濟重心。不僅河港

市街分布三大支流，行郊商號薈集，小商船往來，載

運米穀百貨，河運暢通；46而且移墾事業深入淡水河流

域，莊街發展、丁口繁衍，各種農作山產數量以及生

活用品需求與日俱增，47更促進了河運貿易的繁興。因

此，位於淡水河運出入要津的滬尾港，設關開埠後，

便成為北台的貿易門戶。

二、滬尾設關開埠緣由
十九世紀後葉，英人佔有香港做為貿易基地後，

英美等外國商人開始對台灣的煤礦產生興趣，並數度

前往雞籠探勘。48咸豐元年（1851），外國船隻開始在
滬尾、雞籠依商貿易；49咸豐5年（1855）美國商人到
打狗進行貿易並在當地設置港埠；50咸豐6年（1856）
已有45艘不同國籍的船隻到滬尾港運走約一萬噸的貨
物，如糖、米、樟腦、油餅等。51

滬尾港設關開埠前夕，外商來此貿易的情形，也

可以從《怡和檔》的書信內容，一窺究竟。據1860年
5月28日率洛文（Tho. Sullivan）致香港怡和洋行函，
當時來自廈門的「約翰公牛號」（John Bull）商船和
「颱風號」（Taifoon）雙桅船，以及來自香港的三
桅船「艾倫號」（Ellen），正在滬尾港載米。除了
載米外，「約翰公牛號」也為了樟腦和硫磺而來；「

艾倫號」則運鴉片來換購樟腦。而樟腦則是從香山

裝上小船載運到滬尾港交貨。此外，雙桅船「馬悌

德號」（Matilde）和縱帆船「廈門商人號」（Amoy 
Tr a d e r）也從廈門來此貿易。不僅如此，顛地洋行
（Messrs. Dent & Co.，一稱甸德洋行）正在安排建造
倉庫，並還想透過華人買地另建倉庫。52另據1861年
12月5日率洛文致香港怡和洋行函，報稱有700擔硫磺
和800擔茶裝運出口。53

據J. W. Davidson，開放台灣貿易，是美、俄兩國
代表William B. Reid及Count Putiatine 誘說清廷成功
的結果。54而從咸豐八年四月的上諭檔中，則可以看

到，英、法聯手，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首任

43.  咸豐九年（1859）十二月「閩浙總督慶端、福州將軍東純、福建巡撫奏」，《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46（沈雲龍編，《近代中
國史料叢刊》第59輯），頁3726~3729

44.  《臺灣府輿圖纂要》，（臺灣文獻叢刊本，第181 種），頁279。
45.  水師營進駐滬尾之前，多次騷動，如嘉慶10年（1805）蔡牽劫掠商船，以及嘉慶11年（1806）分類械鬥焚燬商店等（〈嘉慶十六年仝立
杜賣盡絕斷根店地基契〉：「是店因嘉慶拾壹年擾亂焚燬平地」，引自《北路淡水十三行博物館館藏古文書（二）》，台北縣政府，

民國99年，頁8）。水師營進駐之後，「滬尾有水師營，兵力既多，距艋舺參將營僅三十里，有警可以就近策應⋯滬尾行舖眾多，又與
艋舺聲氣相應，易於救援」，所以咸豐年間小刀會黃位等兩度騷擾北台，皆不再來竄擾滬尾（見《淡水廳志》「武備志」錄同治年間

嚴金清《志稿》內容，前揭書，頁52）。
46.  三大支流，南溪（大嵙崁溪）重要的河港有新莊港、板橋湳子港、三角湧等；中溪（艋舺溪，今新店溪）重要的河港有艋舺、水尾

港、港子嘴、網尾寮、梘尾等；北溪（今基隆河）重要的河港有芝蘭街、內湖港墘、錫口、南港、水返腳等，參見王世慶《淡水河流

域河港水運史》，頁34~98。
47.  同上，農作山產主要有米穀、蔗糖、靛青、藤、木料、樟腦、茶等。

48.  黃嘉謨，《美國與臺灣－1784至18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8年二版，
頁58~78。

49.  《淡水廳志》，前揭書，〈賦役志〉「關榷」，頁105：「咸豐元年，洋船始在滬尾、雞籠依商貿易」。
50.  葉振輝，〈打狗軼聞〉，《高市文獻》4 卷1 期，民國80 年10 月，頁1~16。另，據黃富三〈臺灣開港前後怡和洋行對臺貿易體制的演
變〉，《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民國85年5月），頁82~105，1854~57 年間，美商William 
Robinet 與Gideon Nye 合作在打狗鼓山設洋行，建立據點，取得樟腦專利，並出口茶、糖豆等。

51.  戴寶村，〈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台北文獻》直字第66 期，民國72 年12 月，頁159~161。
52.  「1860年5月28日（淡水）率洛文致香港怡和洋行函」，葉振輝，〈一八六○年怡和洋行檔臺灣史料輯要〉，《高市文獻》17卷3期，
民國93 年9 月，頁10~12。

53.  黃富三，〈臺灣開港前後怡和洋行對臺貿易體制的演變〉，《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民國

85 年5 月），頁94。
54.  J. W. Davidson 著，潘志奇譯，〈清末臺灣對外貿易之開放〉，《臺灣銀行季刊》10 卷3 期（民國48 年3月），頁152。

淡水港史話：從早期淡水港到滬尾設關開埠—張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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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總稅務司）以要脅在內江地面開埠為籌碼，迫使

清廷同意在閩粵地方增開兩口。55所以到了咸豐八年五

月簽訂天津條約，俄、美、英、法四國和約中，皆有

臺灣開埠之條款，而其中清法和約則另指定「淡水」

一港。56

咸豐九年，最早完成換約的美國，要求依新約到

臺灣貿易。此即《淡水廳志》所稱：「〔咸豐〕九年新

換條約，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准，美國先在潮州、臺灣

開市」57。但是開放之港口並未確定。經閩浙總督慶端

等商議後，終於決定以滬尾為開埠地點：

〔咸豐九年十二月﹞戊午。閩浙總督慶端、福州將軍

東純、福建巡撫瑞璸奏。⋯福建藩司裕鐸，前任臺灣

道時曾以巡查親歷各口。據稱鹿耳門一處迫近郡城，

鹿仔港口檣帆薈萃，港道淺窄，均非商夷船隻輻輳所

宜，惟查有滬尾即八里岔一澳，地近大洋，貿易所

集，堪令開市通商。並於附近要隘設立海關，照章徵

收，以示懷柔。58

決定開埠地點時，派員籌設海關及稅課相關事

宜，也應一併妥善規劃：

辦理創始，一應撫綏彈壓，自應遴委幹練大員

馳卦該郡，會同臺灣鎮、道、府，再行逐一妥商。一

俟該領事抵臺，即可會議稟辦。查有福建候補道區

天民，明幹有為、才識俱優，堪以委令前往，認真

辦妥。所有通商，即責令該道專駐管理，並請嗣後每

屆一年，量予更換，以均勞逸。酌給薪水以資辦公。

如果該員辦理實在得宜，即行再留一年，以資熟手，

並錄敘勞績。籲懇恩施。其有華夷交涉事件，應令該

員會同臺灣鎮、道，隨時辦理，以昭慎重。至應徵稅

課，查閩省福州廈門等口，原設海關，係由福州將軍

衙門兼管，分派口員，專司徵納。臺灣雖無原設海

關，第同一徵收稅課，自應統由管理海關之福州將軍

兼管。每年檄委該處通商道員兼理稅務，所收稅銀，

按季運解，由福州將軍另款存儲，照例一年期滿，造

報題銷。毋庸另請簡放監督，以節經費。59

三、滬尾港開埠波折 
由於開埠在即，「未經奏奉諭旨以前，即令該

道區天民暫行兼管，並會同臺灣鎮、道、府，設立關

口，照章起徵，以免遲誤」60。但區天民抵臺後，卻因

既無關防且無經費，又因彰化會匪（戴潮春）滋事，

有從海上進襲滬尾之虞，以致開埠一事一延再延。61同

時，美國領事遲遲未到，直至咸豐十一年六月（1861
年7月）英國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抵臺後才
有所進展。這是因為領事之派駐，有助於該國僑民和

商業利益的保護，何況還有領事裁判權問題。62一如同

治元年六月閩浙總督慶端奏文所言：

查咸豐九年十一月間，欽奉御旨咪國（即美國）

使臣准在臺灣先行開市等因，當經議請在於臺灣府屬

淡水廳轄之八里岔，酌定通商馬頭，開市收稅，並委

福建候補道區天民赴臺駐辦。會摺奏准在案。至今咪

國領事官尚未到臺，准到部咨。英法兩國在京新換條

約，臺灣地方並准開市通商。復經轉行遵照。旋據臺

灣鎮、道、府，會同區天民稟報，英國領事官郇和已

於咸豐十一年六月到臺，亦擬在淡水廳轄之八里岔地

方開市。其開市通商日期，尚未接據具報。所有咪國

在臺通商，係奏委福建候補道區天民專司經理。迨

法、英兩國新換條約，准予在臺灣通商，亦係區天民

就近兼理。63

55.  咸豐八年四月「諭軍機大臣等」，《咸豐條約》，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59輯，頁1912~1913。按，李泰國時任首
任海關總稅務司。另據《籌辨夷務始末》咸豐朝檔，咸豐八年五月上諭：「諭桂良、花沙納奏，事機緊迫、請旨定奪一摺，連日口英

口佛 兩夷要求各款，以內江通商與派員駐京兩條，為最難允淮之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59 輯，頁2038。
56.  賴永祥〈淡水開港與設關始末〉，《臺灣風物》26 卷2 期（民國65 年6 月），頁3~4。「咸豐八年（1858）五月天津條約口佛夷和約第
六款」，《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28，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59 輯，頁2178~2179。據葉振輝《清季臺灣開埠之
研究》，鑒於英國於鴉片戰爭後取得了香港，法國也隱然有占取臺灣的野心，經長期的蘊釀，所以在和約中要求增加淡水開埠，前揭

書，頁31~32。
57.  《淡水廳志》，前揭書，〈賦役志〉「關榷」，頁105~106。
58.  咸豐九年（1859）十二月「閩浙總督慶端、福州將軍東純、福建巡撫瑞璸奏」，《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46，沈雲龍主編《近
代中國史料叢刊》第59 輯，頁3726~3729。

59.  同上。

60.  同上。 
61.  葉振輝，前揭書，頁157。
62.  葉振輝，前揭書，頁119~120。
63.  同治元年（1862）六月「閩浙總督慶瑞奏」，《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7，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2輯，頁742~744。
64.  咸豐十年十月二十六日（1860.12.8）「派士委諾署台灣領事官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檔案館／外交檔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英國
各口領事／冊01／館藏號：01-15-009-01-027）：「十月二十四日英國照會稱：臺灣海口，本大臣現派士委諾前往署理領事官，不日蒞
任所。有該處沿海地方何處開口，合請貴親王咨會福建大吏轉飾所屬一體遵照辦理。俟士領事復到，本大臣再為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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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和（Robert Swinhoe）於咸豐十年十月（1860 年
12月）奉派為駐臺灣副領事，當時他的中文名字為「
士委諾」。64等到了翌（1861）年7月6日，郇和才自
廈門搭乘英國砲艇「金龜子號」（Cockchafer）抵臺，
由打狗（高雄）登陸，7月12日再北上到臺灣府（台
南）。65幾經波折，於7月29日，在承租來的「卯橋別
墅」成立英國駐臺灣府城副領事館。66翌（30）日，
郇和與區天民會談，結果認為府城港道淤滯，貿易前

途渺茫；郇和於是寫信給英國公使卜魯斯（Frederick 
Bruce），打算將副領事館遷到淡水。67

郇和曾兩度到訪安平，也曾去過滬尾，對兩港的

優劣已有定見：

余曾訪問此港〔安平港﹞兩次，詳悉該港之缺陷，

故對其做為英國貿易之中心點一事不能抱有希望⋯金

龜子號炮艇的霍德〔Holder〕少尉曾再三再四檢查可

進入市街之河口三處，但結果皆失敗。他最後判斷認

為，即使是最小載量的歐洲船隻，也無法安全進泊所

謂的臺灣港〔安平港﹞。我因此不得不忍痛放棄曾想在

台灣首府建立貿易港的所有希望。

淡水河，註定要成為英國的貿易港，自福爾摩沙

北西海岸流入大海，滿潮時水深16呎。自古此港〔淡水

港﹞為臺灣與省城間之捷路。河口近處，北岸的大屯山

和南岸的羅漢山〔觀音山﹞可作為進港時之良好目標。

從兩山間隘口深入內陸6英里，在條約指定之港口範圍

內，可讓很多適度載重的商船得以安全碇泊。68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1861年12月18日），
英國駐臺灣副領事館，正式改設在淡水滬尾。郇和在

這一天發出通告稱：鑒於淡水港較臺灣島各港口便

利，本人已將領事館由府城遷至本地，嗣後淡水港即

為臺灣對英國開放貿易之領事港口，其界限自淡水河

岸之向海口起，上溯約4 哩至口門止。69

另一方面，負責籌設海關的區天民卻遲遲未成

立滬尾海關。據葉振輝研究，臺灣海關之遲設，可能

與桅稅的徵收有關。因為原先來臺貿易的商船，包括

洋船，都課徵桅稅，係按船舶的桅桿計算，其中文口

費歸臺灣道所有，武口費則歸臺灣水師。一旦成立海

關，洋船便改收船鈔、洋稅、洋藥稅等，如此一來，

將損及許多既得利益者徵收洋船桅稅的權益，包括臺

灣道和臺防廳等臺灣官員。70

四、滬尾海關正式開辦
區天民在面對種種難題，還包括來自署副領事柏

卓枝（George C. P. Braune）的壓力，71於是採取過渡階

段的變通方式：一方面，在滬尾成立海關；另方面，

讓臺灣道仍繼續在打狗港課徵洋船的桅稅，甚至允許

洋船到北部各口進行貿易，繳納許可費給臺灣官員。72

區天民於是將滬尾水師舊署改為滬尾海關公署，

而在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1862年7月18日）正式開
關徵稅。據《淡水廳志》，滬尾水師舊署係道光十年

（1830）郭揚聲所捐建。73如從歷史照片（圖3）以及
柯設偕1933年筆記（圖4）等資料研判，其位置應在今
淡水電信局對面，中正路282號之1「淡水郵局郵政專
用信箱」建物所在之地。74

區天民以海關監督身分主持關務，剛開始時還

算順利，如其移文所言：「自〔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

日開關以來，所到各國洋船已有二十餘號，均係照常

買賣，毫無爭執，誠以彼此議定條約，永歸和好，故

65.  賴永祥，前揭文，頁5。陳政三，《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臺灣紀行》，（台北，台灣書房，2008年12月），頁57。據葉
振輝，郇和為了顯示優越感，堅持要搭乘軍艦到任，不惜在廈門延擱數月，前揭書，頁127。

66.  先是遭府城官員冷落，被草草安置在供出差官員住宿的迎賓公館，幸有「金茂號」店東許遜榮邀他暫時住進其豪宅。7月29日，以月租
60 銀元承租許遜榮的閩南式兩層建築「卯橋別墅」，正式設立副領事館。見陳政三，前揭書，頁57~58。

67.  葉振輝，〈淡水英國副領事館的設置〉，《臺灣文獻》38 卷4 期，民國76 年12 月，頁109。
68.  “Notes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in Journal of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vol 34, P6~18，in https://archive.org/stream/jstor-

1798463/1798463#page/n0/mode/1up，譯文部分參考賴永祥，前揭文，頁5~6。方括號內文字為筆者加註。
69.  同註67，葉振輝，前揭文，頁110。
70.  葉振輝，前揭書，頁158~161。
71.  柏卓枝是隨同郇和自廈門來臺開設副領事館最得力的助手，1862 年5月迄1864 年元月郇和返英養病期間，代理其職務。柏卓枝對區天民
遲遲不成立滬尾海關一事甚感不滿，因於1862年6月向閩撫徐宗幹要求撤換區天民。參考葉振輝，前揭書，頁158、162。

72.  同葉振輝，前揭書，頁160~161。
73.  《淡水廳志》〈建置志〉「廨署」：「滬尾水師署，在滬尾街。嘉慶十三年，移興化協左營守備駐此，賃民屋居。道光十年，郭揚聲

捐建，是為舊署」。

74.  據《臺灣風俗寫真》「清季滬尾港」歷史照片、《一百年前臺灣寫真》「日治初滬尾港」歷史照片、柯設偕1933年筆記《臺灣教會
史》手繪田調地圖，以及淡水電信局《服務大樓興建簡介》歷史照片等資料比對，可以推定滬尾海關公署（原滬尾水師舊署）位置即

在於今淡水電信局對面中正路282號之1。參見莊家維，《近代淡水聚落的空間構成與變遷－從五口通商到日治時代》，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4 年6 月，頁4-1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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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照片大約攝於1896 年。照片右方用淺綠圈起的建物，乃《淡水廳志》所稱的「滬尾水師守備舊署」。下方紅色圈起的建物，即同  
              書所稱「〔嘉慶〕二十三年，李朝祥以舊署為千、把總公所，別建新署，左右各設兵房；離舊署僅數武地」的新署，其位置在今
              中正路與三民街交會處之馬偕頭像公園。

【圖4】柯設偕1933 年田野調查筆記《淡水教會史》，圖中最右註記「前清守備衙」即滬尾水師守備新署；而中間註記
            「前清淡水文海關」（加紅框者）則為滬尾舊關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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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道諸事優容，不使各國洋行稍有委屈，以示柔遠之

意」75。但是，閏八月廿九日（1862年10月22日），因
樟腦交易糾紛、率洛文與海關哨丁互毆，竟演變成一

場要求區天民道歉賠償的談判。1862年11月26日，在
英國砲艇艦指揮官的威脅下，區天民走避福州，導致

海關業務中止、船舶裝卸均告停頓。76閩撫徐宗幹乃將

通商事務暫委候補知府淡水同知恩煜接辦。77

翌（1863）年，同治二年八月十九日（10月1日），
麥士威（William Maxwell）出任滬尾關稅務司，是為滬
尾洋關（或稱新關，相對於區天民開設的舊關），這

是洋人管理臺灣海關的開始。78

洋關的由來，大概可追溯自1854年6月英、美、法領
事和上海道台吳健彰簽訂的《江海關徵稅規則》，產生

了第一個由外國人管理的海關。1858年簽定的《中英
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第十款，更規定「關於海關任用

洋員一事，各口畫一辦理，⋯任憑總理大臣邀請英人

幫辦稅務」。於是，兩江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何桂清

於1859年（咸豐九年）春，任命英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為海關總稅務司。同年十月開辦廣州洋
關，翌（咸豐十年，1860）年，開辦潮州洋關。1863
年赫德（Robert Hart）繼任為總稅務司，短短三、四
年，洋海關迅速推向14個通商口岸。79滬尾洋關的開

辦是其中之一。洋海關這套現代化的英國海關管理方

式，有效執行了申報、登記、查驗、徵稅、複核等

多層繁瑣手續，更重要的是杜絕了循私、受賄種種陋

習，大大提高了關稅收入（此外，四成洋稅還用來償

付英法賠款）80。這也即是福州關稅務司美里登所申稱

的「大有利益」：

福州將軍耆齡、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

宗幹奏。竊臣等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署通商

大臣李鴻章據福州關稅務司美里登申稱，現在臺灣稅

務，由地方官辦理，一年收銀四、五萬兩，以洋藥而

言，淡水、雞籠、臺灣府、打狗港四處，每年進口至

少有五、六千箱，即可徵稅或十五萬兩或十八萬兩。

如外國人作稅務司辦理，臺灣新關每年足可收銀三十

萬兩，實是中國大有利益。請以雞籠口作淡水子口，

打狗港作臺灣府子口。81

同樣基於有益稅課收入，總理衙門認為，與其增

開子口，不如添設外口，因為子口向來只徵收半稅，

而外口除了徵收正稅還可以徵收復進口半稅：82「查

雞籠口、打狗港二處，既經署理通商大臣體察情形，

可以作為臺灣、淡水子口，設立稅務司徵收洋稅，自

應准如所議辦理。惟子口稅銀，向只徵收半稅。今查

雞籠、打狗二口，既須收洋商進出口正稅，並收復進

口半稅。則打狗一港，可作臺灣之外口，雞籠一港可

作淡水之外口，所收稅銀仍歸臺灣淡水造報，行文查

照。如果於稅課有益，別無窒礙，即妥議一切經費章

程，會同奏明開辦」83。

因此，就在同治二年八月十九日（1863年10月1
日）開辦滬尾洋關的同一天，開設雞籠外口，歸淡

水正口管轄。此即《淡水廳志》所載的：「八月十九

日，雞籠開禁，洋人派副稅務司專駐滬尾、雞籠二

口，會同關員稽徵」84。翌（1864）年成立打狗海關，
稍晚府城海關亦告成立。85於是，臺灣開埠，名為兩

口，實際上等於四口。86

75.  同治元年（1862），〈辦理臺灣海口通商稅務候補道區為移請查究事〉，《淡新檔案》（臺灣大學深化臺灣研究核心典藏數位計畫／
檔案名稱：ntul-od-th11511_001_00_00_1），行政－總務－外事。

76.  葉振輝〈清同治元年英商率洛文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紀念論文專輯》，民國77 年6 月，頁147~155。
77.  葉振輝，前揭書，頁162。
78.  同上。

79.  張耀華《中國海關歷史圖說》，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頁63。
80.  陳勇：〈晚清海關洋稅的分成制度探析〉，中國社會科學院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二期，http://www.iqh.net.cn/info.

asp?column_id=9715
81.  同治二年（1863）八月「福州將軍耆齡、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0，沈雲龍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2 輯》，頁2025~2029。

82.  據咸豐十一年八月(1861年9月)長江通商收稅章程第2款、第3款規定，凡土貨由福厦口岸運往另一通商口岸均課復進口半稅，也即土貨
在裝船出口時，徵出口正稅，運到卸貨口岸時，再徵復進口半稅。

83.  同上。

84.  《淡水廳志》，前揭書，頁106。
85.  1864年5月5日打狗關開辦；鹿耳門（府城）洋關亦於同治三年1864年底成立，但1865年1月1日才正式辦公。見賴永祥，前揭文，頁7。
86.  葉振輝，前揭書，頁89~90。

淡水港史話：從早期淡水港到滬尾設關開埠—張建隆



46

自從開辦洋關後，整個滬尾海關的關務運作進入

了一個新的時代。形式上，海關監督仍為海關主管，

但除了繳納稅金一項由舊關的「官銀號」負責外，其

餘包括查驗貨物、開具驗單、查驗通關等，皆歸洋關

稅務司掌理。87總稅務司赫德引進近代西方人事管理制

度，明顯提升了海關的工作效率。具體的成果，便是

海關稅收的增加。88

滬尾港的貿易額自從1870年代以後，開始邁入加
速成長階段，其黃金歲月長達25年。頂港（滬尾和雞
籠兩港）的進出口淨值開始呈現顯著的成長，1869年
為74萬海關兩、1870年96萬海關兩、1871年121萬海關
兩，逐年增加，到1894年達830萬海關兩之多。而且在
1872年時，頂港的進出口淨值首度由入超轉為出超；
自1876年後，就一路出超到1894年。89不僅關稅收入充

實清國財庫，而釐金收入（茶釐、腦釐、鴉片釐等）

更成為臺灣地方財政的主要收入來源，使得臺灣的財

政，不需依賴福建當局的挹注，乃至中央政府的補

助，等於是為日後臺灣建省預先舖路。90滬尾港在晚清

臺灣歷史上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由此可想而見。

 

伍、小結

就廣義定義而言，淡水港最早是以國際貿易港

的地位，躍上歷史舞台，時間長達半個多世紀。但

87.  清海關的驗關和稅課程序包括：一、商人報關後，海關根據報關材料查驗貨物並清丈船隻噸位（以確認應納船鈔）；二、由海關開具驗

單；三、商人持驗單到官銀號（海關分支機構）繳納稅金，並領取收據；四、商人將收據送交海關查驗後，貨品得以進出港口；五、

以3個月為1結，將驗單和收據匯編成清冊，其中驗單由稅務司送交總稅務司，再提交總理衙門，而收據則由海關監督送交總理衙門和戶
部，便於相互監督。參見任智勇，〈晚清海關監督制度初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歷史檔案》總96 期（2004 年4 月），頁86。

88.  張耀華，《舊中國海關歷史圖說》，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 年5 月，頁209~210。
89.  林滿紅，《茶、糖、樟腦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台北：聯經，1997年，頁154。
90.  洋稅之四成，先是各扣一半作為英、法賠款之用，其後賠款還清，乃悉數解戶部投納。見葉振輝，前揭書，頁260~261。

是，1683年滿清降服了東寧王朝，臺灣被納入大清版
圖後，淡水便失去海上貿易的地位。爾後，由於台北

平野移墾之眾的擴展，淡水河口的重要性才又隨之而

增。乾隆初期，淡水河口南岸八里坌因位居當時陸路

交通之樞紐，而成為台北地區的商業、軍事和政治重

鎮。相較於八里坌，淡水河口北岸（今淡水地區）發

展較遲。

「滬尾」原為村社名，約在今淡水大庄一帶。

乾隆初，漢民來此移墾而成「滬尾庄」。乾隆30年
（1765），最早出現「滬尾街」一名，但位置已東移
至今淡水河畔市區。嘉慶元年（1796），福佑宮和望
高樓之興建，標示著滬尾街港埠時代的來臨，眾商船

來此停泊，街市以興。滬尾街市之趨於完備，大約在

乾嘉年間。

道光年間，淡水河系各河港已經發展成為北台灣

的經濟重心。不僅河港市街分布三大支流，行郊商號

薈集，小商船往來，載運米穀百貨，河運暢通；而且

移墾事業深入淡水河流域，莊街發展、丁口繁衍，各

種農作山產數量以及生活用品需求與日俱增，更促進

了河運貿易的繁興。因此，位於淡水河運出入要津的

滬尾港，設關開埠後，便成為北台的貿易重鎮。

滬尾港設關開埠前夕，已有外商來此貿易。咸豐

6年（1856）有45艘不同國籍的船隻到滬尾港運走約
一萬噸的貨物，如糖、米、樟腦、油餅等。咸豐八年

（1858）五月簽訂天津條約，俄、美、英、法四國和
約中，皆有臺灣開埠之條款。但是開放之港口並未確

定。經閩浙總督慶端等商議後，終於決定以滬尾為開

埠地點。但區天民抵臺後，卻因既無關防且無經費，

又因彰化會匪（戴潮春）滋事，有從海上進襲滬尾之

虞，以致開埠一事一延再延，直至同治元年6月22日
（1862年7月18日）才正式開關徵稅。翌（1863）年，
麥士威（William Maxwell）出任滬尾關稅務司，是為
滬尾洋關，這是洋人管理臺灣海關的開始。自從開辦

洋關後，整個滬尾海關的關務運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時

代。滬尾港的貿易額自從1870年代以後，開始邁入加
速成長階段，其黃金歲月長達25年。

【圖5】滬尾洋關碼頭與關署。此照片攝於1872年，可能是馬偕
剛來滬尾不久所拍攝。左邊高處為紅毛城，中間白色建

物即滬尾新關關署區的港務長宿舍（harbour master），關
署區右邊較低處河邊的兩間房子即新關碼頭的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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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蹟保存工作非屬易事，依據《古蹟管理維護

辦法》相關規定，管理維護事項包含日常保養及定期

維修、使用或再利用經營管理、防盜、防災、保險以

及緊急應變計畫之訂定。除日常維護事項外，尚包含

具專業性之修復、整建以及更新等工作。事前預防勝

於事後補救，如何落實管理維護工作便顯重要。本研

究以國定古蹟淡水紅毛城為例，探討現行管理維護工

作是否有助於古蹟價值的保存與延續，從中找出問題

並提出改善建議。透過本研究，提出下列幾點建議供

參：

一、舊路徑納入每月古蹟巡檢

二、日常保養應加強室內通風

三、消防演練納入現場服務人員

四、修復資料需完整建檔

五、施行致災風險分析及環境監控計畫

六、控管品質縮短行政審查時程

七、古蹟修復權責宜清楚劃分

國定古蹟淡水紅毛城管理維護現況探討

王筠喬 Yun-Ciao Wang1 / 盧語晨 Yu-Chen Lu2

A Study on th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Status of  the 
National Historic Monument, Fort San Domingo

關鍵字：古蹟、管理維護、紅毛城

Abstract
Tasks involving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sites are never 

easy.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Regulations Governing 
anagement and aintenance o  Historic ites  matters relat-

ed to th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include routine main-
tenance and periodic repair,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resent and reuse, anti-burglary,anti-disaster and insurance, 
measures and establishment of a contingency plan. Apart from 
the routine maintenance matters, the tasks also include the re-
pair, renovation and renewal that require professionalism .Pre-
vention is always better than cure and hence implement man-
agement and maintenance become significantl  important. The 
study takes the national historic site, Fort San Domingo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if existing tasks involving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facilitate the conserva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value o  the historic site  in addition to finding the problems and 
proposing suggestions of improvement.  The following sugges-
tions are proposed through the study for reference: 

1. Include old trails in the monthly patrol of the historic site. 
2. Strengthen indoor ventilation for routine maintenance. 
3. Fire drills should include service personnel at the site. 
4. Data restoration requires full archive. 
5. Implement catastrophic risk analysis and environment moni-

toring plan. 
6. Control quality and shorten administrative review schedules. 
7. Clearly divid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historic sites res-

toration. 

Keywords: Historic Sites, Management and Mainte-
nance, Fort San Domingo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營運管理組 組長 / 研究助理

1.  Email: yunciao@gmail.com
2.  Email: wh121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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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古蹟淡水紅毛城管理維護現況探討—王筠喬 / 盧語晨

壹、前言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古蹟由所

有人（建物與土地所有）、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維

護，公有古蹟由所有或管理機關（構）編列預算辦理

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必要時得委任、委辦其所

屬機關（構）或委託其他機關（構）、登記有案之

團體或個人管理維護。為落實文化資產管理維護工

作，2010年起，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2年改制
為文化部）推動「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分區專業服

務中心」計畫，以管理維護為執行重點，各分區主要

工作為輔導區內國定古蹟管理維護計畫執行，並進行

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管理維護及補助計畫之執行與

訪視；另一方面協助縣市文化局（處）辦理古蹟、歷

史建築之緊急搶救，規劃講座課程，以協助古蹟、歷

史建築落實日常管理維護事務。此外，2012年文資局
出版「古蹟及歷史建築管理維護手冊」，從實務面切

入，提供綜合性的原則與操作，以協助所有人、使用

人、管理人落實日常管理維護工作。

淡水紅毛城為1982年《文化資產保存法》公佈施
行後第一批指定公告之文化資產，3其歷史可追溯至17
世紀，至今已300多年。身為國家級重要古蹟，且具有
成為世界遺產之價值，如何落實日常中的管理維護工

作，確保其價值存續，為管理單位責無旁貸之事。淡

水古蹟博物館（以下簡稱淡古館），為新北市政府文

化局所屬二級機關，成立於2005年，近年來，在配合
上級機關文化政策的佈局與調整下，淡古館屬性與功

能，也由過去著重於古蹟點之管理維護與觀光導覽等

面向，擴大至涵蓋淡水全區之文化資產、觀光休閒、

社區營造與人文藝術、文化創意與國際交流等諸多

領域。在文化資產業務方面，淡古館主要負責推廣教

育及管理維護工作，包含淡水區法定有形文化資產的

日常管理維護、緊急修繕、巡查以及災害通報等。截

至2015年10月底止，淡水區共指定與登錄有27處古蹟 
（國定古蹟有4處，紅毛城即為其一）、6處歷史建
築、1件古物、2項傳統藝術、2項民俗及有關文物， 
「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亦於2002年入選
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本研究擬針對淡古館轄下國

定古蹟淡水紅毛城現況，檢討現行管理維護工作之執

行問題並提出改善建議。

 

3.  第一批指定公告之15處古蹟包含二沙灣砲台、承恩門、淡水紅毛城、金光福公館、彰化孔子廟、鹿港龍山寺、王得祿墓、臺南孔子廟、
祀典武廟、五妃廟、臺灣城殘蹟、赤崁樓、二鯤鯓砲臺、澎湖天后宮、西嶼西臺。

4.  此項工作於1979年完成，暫定第一級古蹟有53處、二級古蹟84處、三級古蹟207處，總計344處。
5.  1982年《文化資產保存法》制定之初，將古蹟區分為第一級、二級、三級。1997年第二次修法時，改依主管機關區分為國定、省（市）
定、縣（市）定三類。2000年第三次修法，配合精省政策而將省（市）定古蹟簡化為直轄市定古蹟；在隨後修訂的施行細則中將原有省
定古蹟列為國定古蹟。

貳、淡水紅毛城之指定價值
所有的文化資產保存工作，皆應以保存其價值為

依歸。依《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古蹟若因故

毀損致失去原有風貌、主構件解體或滅失，使其價值

喪失者，應廢止古蹟身分，可見清楚明瞭古蹟價值，

為落實保存工作的首要前提。淡水紅毛城最早於1972
年，內政部指示各地方政府進行古蹟調查與提報時4

即列為暫訂第一級古蹟（圖3）。1980年紅毛城收歸
後，行政院隨即邀集相關部會研商淡水紅毛城維護事

宜，決議淡水紅毛城以保存古蹟方式處理，並應參照

《文化資產保存法（草案）》相關規定劃為古蹟保存

區。1982年《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布施行，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今文化部）遴聘專家學者針對暫訂古

蹟進行審查，1983年完成15處一級古蹟指定公告，淡
水紅毛城即經內政部指定為第一級古蹟5，保存範圍

【圖1】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

築群」，位處於高密度發展的都市空間中

【圖2】 國定古蹟淡水紅毛城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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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正路28巷紅毛城四周圍牆作為邊界，指定理由如
下：6

（一）文化資產保存為政府維護傳統文化之政策，紅 
毛城之建造與歷史發展可以作為近代對外關係

以及臺灣早期開發過程之實物佐證，有其重要

的歷史意義。

（二）紅毛城保存可以配合歷史文物展示，有助於國

民歷史教育之普及，使民眾深切了解近百年來

帝國注意侵華之歷史，有其重要的社會教育的

意義。

（三）徹底記錄紅毛城內重要建築物之形態與構造，

作為今後研究傳統建築受西洋影響之資料，有

學術上價值。

（四）在文化資產保存工作之起步階段中，經由審慎

踏實之調查規劃與設計工作，累積實地工作經

驗，以作為日後其他保存工作之參考。

1984年《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頒布，依據
該法第3條及1987年臺北縣政府（今新北市政府）填報
的古蹟調查與概況表7，（圖4）將淡水紅毛城種類訂
為城郭 8。

2005年新修定的《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4條中明
定，古蹟指定基準、審查、廢止條件與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2006年隨即公
告《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條文中規定主管機關

對審議指定之古蹟，應辦理公告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種類、位置或地址。

（二）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三）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此外，依據該辦法第2條規定，古蹟之指定，依下
列基準為之：

（一）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

（二）重要歷史事件或人物之關係。

（三）各時代表現地方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四）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五）具建築史上之意義，有再利用之價值及潛力者。

（六）具其他古蹟價值者。

有鑑於古蹟本體、範圍與價值層面相關，然紅毛

城於內政部指定時期，古蹟公告文中並未有古蹟本體

之公告事項，9因此，於2015年4月、7月以及8月，由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以下簡稱文資局）召開審議委員

會，針對淡水紅毛城之指定理由補充、古蹟本體、定

著土地範圍進行確認及討論，會中決議如下：

6.  薛琴，《淡水紅毛城的修復（1984）》p.177-178，收錄於《淡水紅毛城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工作報告書》。
7.  參見圖4臺北縣政府提報古蹟調查與概況表。
8.  依據研究者2015年8月查詢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紅毛城種類資料顯示為衙署。
9.  2005年前由內政部指定之古蹟，其價值等相關資訊皆未完善，為明確古蹟價值，避免爭議，文資局近年開始採個案方式
   逐一補充價值說明及確認古蹟本體事宜。

【圖3】1983年內政部公告指定第一級古蹟 【圖4】1987年臺北縣政府提報古蹟調查與概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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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定理由補充10

（一）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

1.紅毛城興建歷史足徵西、荷及明鄭時期先後經略北臺
灣的歷史以及淡水開港通商的史實。

2.紅毛城區的建築群380餘年來歷經各種不同文化洗
禮，顯現其多元文化價值。

3.領事官邸入口立柱共有12幅磚雕，紅磚邊框、線腳均
以水磨磚處理；欄杆配以綠釉花瓶，臺基鑲嵌石刻中

國錢紋圖案的通氣孔，做工細膩具有工藝藝術價值。

（二）重要歷史事件或人物之關係

1.西班牙人以紅毛城為統治淡水河的中心，並對原住民
施行殖民統治，將其勢力擴及北臺灣，天主教神父也

隨行到此宣教並建立教堂。

2.臺灣開放通商後，英國率先於1861年於打狗設館，翌
年遷滬尾，副領事Swinhoe於1863年向清廷租用紅毛
城99年。

3. Swinhoe於1860年代的臺灣北部考察報告開啟臺灣茶
葉種植外銷的商機，促進淡水人口與產業發展，任內

調查了臺灣的自然生態，發布世界最早的鳥類名錄。

（三）各時代表現地方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1.紅毛城主樓以磚石和石灰為主要材料，拱頂結構極為
牢固，牆厚達2公尺。原屋頂推測為角錐狀木構造，
毀於風災後改為灰泥平屋頂，並有雉堞和角樓。為

國內罕見具有西歐拱頂建築構造特色的工法。

2.領事官邸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殖民地紅磚式樣建築，
建築四周設迴廊並將基座抬高，以適應地方氣候，迴

廊天花板採用波浪形鐵板拱與工字樑為底，上方再澆

置混凝土而成防火樓板。室內設置壁爐，地板飾以彩

色地磚，顯示當時英國殖民地建築的流行風格。

3. 1724年淡水同知王汧重修紅毛城時曾設東、西、
南、北、四座城門，現入口處南門，用條石丁順砌

造，為區內僅存清代城門遺構。

（四）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

紅毛城園區內建築雖經修復，但大都保存19世紀
工法、材料、結構及外觀面貌。各具特色的建築式樣

於日後均不易再現。

（五）具建築史上意義，有再利用之價值及潛力者

1.紅毛城保存17-19世紀荷、清以及英國所建造之建
築，各具有不同時代、樣式以及工法，顯現近代建

築史學價值。

10.  資料整理至2015年7月24日第五屆第14次「古蹟歷史建築審議委員會」會議簡報。依據該次會議紀錄，指定理由部分，
     尚需依委員意見酌修文字用語。

2.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以生態博物館理念行銷淡水
地區的文化資產，促進地方觀光事業，成功將「紅毛

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獲選為臺灣世界潛力點。

（六）具其他古蹟價值者

1.紅毛城主樓的牢房及放封區，見證清代於不平等條約
下，英國擁有司法裁判權的歷史遺存。

2.園區對街原有停放船隻之船屋，為當年陸路交通不便
時，英人來往艋舺、大稻埕的主要交通工具，見證

早年淡水的交通歷史。

3. 園區中立有界碑，「VR1868」-維多利亞王朝租用紅
毛城土地範圍界碑；「D&Co寶順行1866」-英商寶
順洋行界碑，為後來移入園內保存。

二、古蹟本體
確認紅毛城古蹟本體包括南門入口、舊職員

宿舍（現為辦公室、倉庫及遊客中心）、紅毛城主

樓、英國領事官邸（含車庫）、舊船夫宿舍（現為

簡報室）、水井及全園區內舊路徑。

三、定著土地範圍
原定著土地範圍為新北市淡水區紅毛城段1027、

1028、1026、1031、1033、1022、924、1030、1029、
1008、1008-1、1032、1023、1030-1等14筆地號土地，
經委員討論後決議擴充為淡水區紅毛城段1027、1028、
1026、1031、1033、1022、1030、1029、1008、1008-1、
1032、1023、1030-1、922、1033-1、1031-1、1032-1、
1037、1037-1、1036、1035-1、1021-2等22筆地號（
圖5）。此次刪除924一筆地號，並新增9筆地號，包
含呈現英國人管理時期之生活路徑及圍牆邊坡（以利

舊風貌及邊坡植栽的維護），藉此完整保存其價值。

此外，會議中委員也提及，紅毛城原為西班牙人佔

據之城寨，San Domingo城範圍較現有大數倍，較難確
認。然1 8 6 3年英人租用時有置界碑，確實範圍應
可再考證。

《文化資產保存法》自1982年公布施行後，歷年
幾次修法亦不斷深化文化資產的內涵。從淡水紅毛城

之指定歷程，可發現國內文化資產價值詮釋的觀念變

遷。於定著土地範圍方面，原為著重於古蹟本體座落

範圍之指認，現已將觀念擴充為與整體價值相關之涵

蓋範圍確認；古蹟本體指定方面，不再限於建築物本

體，如紅毛城園區內的舊生活路徑，亦為古蹟本體。 

國定古蹟淡水紅毛城管理維護現況探討—王筠喬 / 盧語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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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國定古蹟淡水紅毛城定著土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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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淡水紅毛城之管理維護

古蹟歷史建築之管理維護，是以彰顯其價值為前

提，故必須採取適宜之保護方法及必要預防措施，相關

作為包含日常維護的保養、維修以及具專業性的修復、

整建、更新等。依據淡水紅毛城之價值補充內容、古蹟

本體以及定著土地範圍，整理管理維護重點如表1。

淡古館於2013年提報國定古蹟淡水紅毛城管理維
護計畫，後經文資局同意備查。依據《古蹟管理維護

辦法》，管理維護計畫包括古蹟概況、管理維護組織

及運作、日常保養及定期維修、使用或再利用經營管

理、防盜、防災、保險、緊急應變計畫等等。此外，

依據「古蹟及歷史建築管理維護手冊－管理維護標準

作業程序」，日常保養包含清潔、檢查以及紀錄；定

期維修包含清理、檢測（包括使用儀器檢測）、維修

及耗材替換以及紀錄，各項工作內容請參考附錄1、2
日常保養及定期檢測工作總表範本。以下分別就紅毛

城現行的日常維護及修復工作進行探討：

 一、日常管理維護工作
（一）實施對象

以「淡水紅毛城」指定範圍內之環境景觀（設

施、庭園、植栽）、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含空間活
用、構造及文物等)以及設備為管理維護實施對象。

（二）管理維護工作

1、保養事項：
紅毛城環境清潔範圍包含四周城牆外1公尺，保養

工作內容如下：

(1)古蹟建物之玻璃窗、或鏡子，應每工作日擦拭，並
應維持窗明几淨。

(2)廁所每工作日值勤時段隨時清掃（原則上每半小時
一次）。

(3)全區落葉、垃圾、紙屑或煙蒂等每工作日清掃乾淨
（含草皮）。

(4) 範圍內之建築物地板（面）及地毯，每工作日打
掃、拖地一次。玻璃百葉窗每工作日擦拭。

(5)所有展示圖片架、解說牌面及模型每工作日擦拭
乾淨。

(6) 水溝應清理保持暢通不得有阻塞之情形。

(7) 各項木質地板或木質家具或木質裝潢等（但已上油
漆者除外，不需施作），應以專用保養、亮光用品

進行除鏽、保養，每週至少一次。

(8) 各項金屬物品或盥洗設備等（但已上油漆者除外，
不需施作）（例如小便斗自動沖洗掃描裝置），應

以專用保養、亮光用品進行除鏽、保養，每週至少

一次。

(9) 每工作日負責垃圾之清除及清運工作。

【表 1】日常管理維護重點

價值與維護重點

紅毛城主堡

● 西歐拱頂
● 雉堞
● 角樓
● 牢房
● 放封區
● 2 公尺厚牆
● 磚石、石灰建材
● 工法、材料、結構及外觀

英國領事官邸

● 迴廊、基座抬高
● 12 幅磚雕
● 綠釉花瓶欄杆
● 中國錢紋通氣孔
● 迴廊防火樓板
● 室內壁爐
● 彩色地磚
● 19 世紀工法、材料、結構及外觀

南門 ● 清代城門遺構－條石丁順砌造

舊職員及船夫宿舍 ● 19 世紀工法、材料、結構及外觀

水井、園區內舊路徑 ● 原貌保存

船屋 ● 現況保存（現為自行車休憩站）

古物 ● 界碑－「VR1868」、「D&Co 寶順行 1866」

園區外舊路徑（參定著土地範圍圖 5） ● 現況保存

國定古蹟淡水紅毛城管理維護現況探討—王筠喬 / 盧語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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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項目 建物名稱：紅毛城 之 檢 視 內 容 檢視情形 處   理   情   形

基礎

1. 建物基座與土壤鑲接處有無裂隙。裂隙尺寸： □無  □有

2. 有無植物附著。 □無  □有

3. 排水是否良好。 □是  □否

4. 基礎下方土壤有無流失。 □無  □有

5. 建築物有無歪斜或局部下陷。 □無  □有

臺基及地板

1. 通風是否良好。 □是  □否

2. 有無反潮現象。 □無  □有

3. 有無白華、青苔或植物附著。 □無  □有

4. 有無白蟻或其他蟲害痕跡。 □無  □有

5. 有無龜裂或嚴重磨損。 □無  □有

牆身

1. 有無白華、青苔或植物附著。 □無  □有

2. 有無不規則裂紋。 □無  □有

3. 是否已斑剝。 □無  □有

4. 粉刷層或面材有無風化剝落。 □無  □有

5. 牆體有無超過一公釐 (0.1 公分 ) 寬度之裂縫。 □無  □有

6. 牆體有無漏水痕跡。 □無  □有

7. 牆體有無傾斜。 □無  □有

8. 有無上昇潮氣。 □無  □有

結構

1. 細部構材有無缺損。 □無  □有

2. 樑或樓板是否有明顯彎曲。 □無  □有

3. 柱子有無 45 度角之裂紋。裂紋尺寸： □無  □有

4. 有無蟲害、蟻道出現。 □無  □有

屋頂

1. 有無植物附著。 □無  □有

2. 屋脊有無裂縫。 □無  □有

3. 有無漏水。（雨天時加強檢視） □無  □有

4. 屋瓦有無掉落。 □無  □有

5. 屋頂及牆緣搭接處，有無水跡。 □無  □有

6. 煙囪有無傾斜、裂痕。 □無  □有

裝修

1. 雕飾、花磚、欄杆等有無鬆動遺失。 □無  □有

2. 門扇開啟有無不順。 □無  □有

3. 五金是否完整無缺。 □是  □否

4. 天花板有無腐朽或鏽蝕。 □無  □有

塗裝

1. 色澤有無消褪 □無  □有

2. 有無裂紋、風化現象。 □無  □有

3. 有無斑剝脫落現象。 □無  □有

坡坎

1. 表面有無裂隙或錯位。裂隙尺寸：     公分 □無  □有

2. 有無青苔或植物附著。 □無  □有

3. 基礎下方土壤有無流失。 □無  □有

導覽指標
系統

「周遭古蹟解說牌示」之現況是否良好。 □是  □否

此外，每月尚進行一般植栽維護養護、環境消毒

（含病媒及鼠疫防治）、1年3次的白蟻防治以及1年4
次的植物病蟲害防治工作。

2、檢測事項
淡古館每月由館內同仁進行紅毛城古蹟巡檢、委

請專業人員進行低壓電器設備檢測以及每年度進行2次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每月古蹟巡檢項目如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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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維修：
（1）一般維修

不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1條規定之原有形貌與
工法者，由淡古館向主管機關報備後，逕行處理並記

錄之。

（2）領事官邸綠釉花瓶欄杆龜裂修復：
綠釉花瓶欄杆，位於領事官邸迴廊1、2樓，因

近年地震頻繁，部分綠釉瓶嚴重龜裂，考量遊客安全

及建築物整體風貌，淡古館於2015年4月展開修復作
業。此案經詢問市府文化局表示，綠釉花瓶欄杆龜裂

修復屬管理維護事項，請淡古館本於權責依原貌修復

處理即可。此案先期除委請廠商開模試作外，亦得知

部分花瓶欄杆先前已置換過，但無相關資料留存。由

於廠商新燒製之綠釉花瓶色澤與舊瓶有明顯差異（圖

11），為符合原貌修復處理原則，淡古館於同年8月，
邀請專家學者現勘，提供淡古館後續施作建議。委員

表示，考量色澤差異，擬協助詢問專業者是否能仿舊

處理，使新瓶彩度降低，若無法則以新燒製花瓶更換

龜裂品，尚符合原貌修復處理原則。考量現代工法限

制、天候及釉瓶自然變化，色彩將趨於相近，此案已

於同年9月完成修復，除以新燒製之花瓶做更換外，亦
將此次花瓶修復相關資料留存，供日後管理維護參考。

目前淡古館所管轄之7處營運點雖設置有服務人力
負責各點現場工作，然在實際執行上，礙於人力有限

與經費限制、古蹟管理維護工作之專業性等因素，未

能依照「古蹟管理維護計畫參考範本」所列每日、每

周、每月、每季等不同頻率方式進行管維工作，僅能

以同仁每月定期巡檢方式進行古蹟巡查。

11.  淡古館負責淡水地區30餘處古蹟及歷史建築巡檢工作。

【圖6】紅毛城山坡樹木倒塌改善前 【圖7】紅毛城山坡樹木倒塌改善後

【圖8】領事官邸東側排水溝受土推擠壓變形復原前 【圖9】領事官邸東側排水溝受土推擠壓變形復原後

國定古蹟淡水紅毛城管理維護現況探討—王筠喬 / 盧語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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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運管理事項

 1、開放參觀： 
(1)開放範圍：園區戶外空間、紅毛城主樓、領事官
邸、遊客諮詢中心。

(2)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至17：00（週六及週
日至18：00）；夏季（4月至10月）夜間開放戶外庭
園至20：00。每月第一週週一休館（週一若逢國定
假日及其他休息日，照常開放，照常開放，並於次

日休館。）、農曆除夕、初一、選舉日及館方另行

公告之必要時間。

(3)開放限制：園區禁止吸煙、禁止寵物進入、室內禁
止飲食。

(4)參觀收費：全年度免費開放參觀。12

(5)解說導覽：每日提供定時導覽及團體預約導覽。
(6)刊物紀念：於「遊客諮詢服務中心」處提供中、
英、日、韓文簡介摺頁，供民眾參考。

2、建物利用
紅毛城主樓及領事官邸內部目前規劃作為歷史展

示場所；入口處原作為英國領事館前職員的4間宿舍，
目前1間改作為遊客服務中心、中間2間做為倉儲空
間、最後1間為員工辦公、休息室用；原船夫宿舍則作
為簡報室使用。2005年時於西南側新建辦公室與洗手
間，目前辦公室空間改為紀念品店。

3、經營管理
(1)組織編制

淡古館目前經管淡水紅毛城、滬尾礮臺、前清淡

水關稅務司官邸、程氏古厝、海關碼頭、淡水藝術工

坊、得忌利士洋行以及漁人碼頭的滬水一方藝文空間

等館舍。編制員額40名，置館長1人，設有營運管理、
行銷企劃、展示教育、研究典藏及行政5組並諮詢專
業人士協助館務工作之推動執行。現場則採專業服務

委外方式，共進駐近40位工作人員分別於7處營運點輪
值，另有志工隊支援，2015年志工值勤總人數為37人。

(2)業務內容
營運管理組主要負責文化資產現場管理、導覽

業務管理、社區營造業務以及紀念品店經營；行銷企

劃組負責異業結盟、公共關係、媒體宣傳以及國際交

流；展示教育組負責展場展覽規劃、教育活動推廣執

行；研究典藏組負責藏品管理、數位資料建置、出版

品管理；行政組負責館舍修繕維護、完善環境建構、

採購、財產管理；現場人力與志工隊則協助於各館區

諮詢站、服務中心、展示空間、公共區域、文化商品

賣店等處所，執行展場看顧、觀光旅遊諮詢、公共區

域巡查、文化商品販售、活動支援等現場服務工作。

（四）防盜防災事項

1、防盜計畫
依下列防範方式及竊後處理程序之計畫內容，期

使傷害減至最低。

（1）防範方式
A.設置值班人員

B.開放參觀日期，淡古館派員專人負責現場秩序之維
持並指派導覽人員陪同民眾參觀、導覽及保全人員負

責巡邏及安全維護。

【圖10】淡古館邀請李乾朗（右）與戴寶村（左）老師提供花瓶

欄杆更換建議

【圖11】新燒製之綠釉瓶色澤與舊瓶有明顯差異（江兆平攝）

12.  淡古館於94年開館營運，99年起開放免費入館參觀，99年之前有收門票的館舍為紅毛城、滬尾礮臺、小白宮（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
邸），目前暫定105年下半年恢復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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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值班時間：上午9：30 ~ 20：00。

D.設置監視系統：於紅毛城主樓展間設有紅外線感應
裝置、領事官邸內部房間設有監視系統設備。

（2）委託保全服務
A.標的物名稱：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各古蹟點。
B.保全防護區域範圍：紅毛城等七處目前開放營運點。
C.保全系統設備：各館區工作範圍重要場所，應設置
警報系統。

D.傳訊方式：以專線為傳訊電路。
E.服務時段：全天候24小時。
F.事故發生之處理程序：於執勤時間內，由保全公司派
員巡視，於得知有人違反規定或異常狀況時，應立即

派員前往現場勘查處理。除為緊急處置外，應立即通

報現場管理者，一面通報警察機關與淡古館會同處理。

2、防災計畫
淡古館平時設有「自衛消防隊編」（參見圖24），

設其組織成員及分配任務。紅毛城園區內配有乾粉

滅火器、消防幫浦、室內外消防栓、手動警報機、

探測器、緊急廣播主機以及緊急照明燈。有鑑於雲林

縣縣定古蹟虎尾糖廠百年宿舍群，及臺北市市定古蹟

自由之家因火災而引起毀損，文化部為加強注意防火

安全，及強調夜間巡檢及勞工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於

去年度（2015）委託「古蹟歷史建築分區專業服務中
心」，舉辦國定古蹟防災演練，加強古蹟、歷史建築

管理人員對古蹟日常管理維護的重要觀念。本次防災

避難演練以淡水紅毛城主樓為示範點，模擬淡水紅毛

城主樓修復施工時，工人在二樓梯間抽菸，突發生地

震後隨意丟棄菸蒂，慌張逃離到工地外空地，由於菸

蒂掉落於梯間內木板夾縫中，悶燒後起火，並由保全

人員巡視時發現火警。淡古館依「自衛消防隊編」分

組進行演練動作，並與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共同演練。

此次演練參與人員除淡古館同仁、志工外，亦邀集公

私有古蹟及歷史建築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共同

觀摩學習。

【圖12】原為船夫宿舍之紅毛城入口處簡報室。圖中為1935年隨

父母親入住該處之連易宗長老

【圖13】2011繁華盛世-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傢俱復舊展，富麗的

英式臥房復舊展示

【圖14】紀念品店販賣具淡水古蹟特色之文創品 【圖15】學童認真聆聽導覽人員解說紅毛城歷史

國定古蹟淡水紅毛城管理維護現況探討—王筠喬 / 盧語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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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險
   「淡水紅毛城」目前已投保商業火災險，承保範圍包
含建物火險、竊盜險、公共意外責任險以及現金險。

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額由原本300萬元提高至每人身體傷

亡新臺幣500萬元，最高賠償金額新臺幣1億元。去年
（2015）9月底，紅毛城園區內有高齡遊客不慎跌倒受
傷，淡古館於第一時間請救護車緊急運送傷患，同時

也接洽保險公司處理後續保險理賠事宜。

【圖16】古蹟消防安全講習 【圖17】滅火器操作預備演練

【圖18】室外消防栓水帶操作預備演練 【圖19】所有防災演練參與人員於紅毛城主樓前就定位

【圖20】防災實況演練－自衛消防編組人員至紅毛城主樓前空地

集合，並分別進行演練動作

【圖21】防災實況演練－保全人員發現起火，立即使用手提式滅

火器先行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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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防災實況演練－紅毛城園區道路路寬 4 公尺，僅可由小

型水箱車進入搶救

【圖23】防災實況演練－消防隊員再次確認火勢不會復燃。

【圖24】2015年淡古館自衛消防隊編

國定古蹟淡水紅毛城管理維護現況探討—王筠喬 / 盧語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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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淡水紅毛城主樓屋頂漏水修復工程
    自1628年西班牙人於淡水建聖多明哥城始，13紅毛

城歷經不同主權國家的管理與統治，期間也經過多次

增修，直至1980年收歸為中華民國所有，1983年由
臺大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畫室（今城鄉所）進

行調查規劃並由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負責

整修。2004年3月進行全區修復工程，紅毛城全面封
園，2005年11月重新對外開放。近年，紅毛城主樓室
內、外牆均有粉刷層剝落情形，經查為屋頂漏水所

致，2013年，淡古館著手進行相關修復作業，歷經二
次上網公告招標，於2013年7月完成國定古蹟「淡水紅
毛城主樓屋頂漏水修復工程設計、監造暨工作報告書

委託技術服務案」簽約，同年9月，此案細部設計書圖
經淡古館內初審通過，並函送相關資料至文資局進行

審查。2014年7月，經文資局三次審核後通過，淡古館
同年隨即辦理工程招標及開工前整體施工計畫及品質

計畫審核作業，施工日期預定為160日曆天。2014年12
月5日，淡古館辦理此案變更設計研商會議，邀請專家
學者針對原核定之設計再次討論，會中決議，取消原

核定女兒牆內部及牆垛不鏽鋼版防水包覆作法；外牆

土朱壁宜全面刨除，並採傳統工法重新施作14；主樓屋

頂尺磚採全面換修。

2014年12月底開工後，設計單位提出第一次變更
設計案送審，施工單位於2015年1月6日全面停工。同
年1月15日，文資局辦理變更設計書圖審查，此案審查
未通過，3月，文資局辦理第2次審查，同意修正後通
過，惟涉及國定古蹟之修復，每工項宜先試作後方可

施工。2015年5月，文資局同意備查變更設計書圖（圖
27，核定之屋頂排水系統規劃）。同年6月，淡古館函
請文資局協助指導外牆土朱壁試作。文資局訂於7月至
淡古館現勘，並同時針對外牆及屋頂施作提出建議，

會中決議土朱壁試作部分色澤參考東側原保留的樣本

色再行試作，並考量所處環境氣候及古蹟壁體厚度等

現況，採用可透氣之塗料且以傳統土朱為主；原有底

塗或中塗尚堅固者，不宜強制敲除，以保留為原則，

惟目前牆面已剝落或鬆脫部分，宜打除後了解其內層

紅磚及水泥等材料並評估鬆脫部位面積，加上不鏽鋼

釘麻網固定後，再上塗料施作，以防止修補部分再度

剝落；依據淡水地區雨量分布情形計算屋頂排水量，

以輕質材料修正原有屋頂洩水坡度。淡古館於7月底辦
理兩次外牆粉刷層討論會議，會中決議，考量修復後

外觀一致性原則，土朱壁仍宜一次性刨除。同年8月，
淡古館函知文資局，施工團隊按設計圖說之高程放樣

後，該高程幾乎與女兒牆等高，經淡古館邀集專家學

者現勘後，決議屋頂維持原坡度為宜（四分水中心點

位置），以利日後人員維護清潔。9月，淡古館再次召
開外牆粉刷層研商會議，會中確認，壁面材料中、底

塗水泥，於1984年修復時即存在，推測為英人所作。
（參見圖28）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1條規定，古蹟應保
存原有形貌及工法，必要時得採用現代科技與工法，

以增加其抗震、防災等機能及存續年限。有關紅毛城

外牆之紅色，一般說法為英國人所塗上，然究竟為何

種紅？至今仍無法定調與考證。此次修復工程，於外

【圖25】紅毛城室內牆面局部粉刷層剝落及有水漬痕跡 【圖26】紅毛城主樓修復工程進行中（104/8攝）

13.  1642年，荷蘭人北上擊敗西班牙，西班牙人撤走時將城破壞。西元1644年，荷人於原城址附近重新建造一座更為堅固的安東尼堡，因
為當時國人稱荷蘭人為紅毛番，因此俗稱此城為紅毛城。

14.  外牆土朱壁因前期施作材料無法透氣，因此決議全面刨除，並採傳統工法重新施作，但仍需確認各塗層之材料、顏色以及厚度。



61

牆顏色調配上也經過多次嘗試，委員提出以下建議，

即參考東側牆原保留的樣本色，並以顏色最紅作為優

先採樣本，並嘗試增加土朱配比量以提高紅色色澤。

根據筆者訪談薛琴老師表示，外牆修復的困難性在於

材料的品質與來源，如石灰多為大陸及越南所產，品

質不佳；土朱現今亦無生產，再加上傳統工法未保留

傳承；臺灣並無可透氣性之室外塗料，需仰賴國外進

口。關於外牆塗料目前已確定由德國進口，並可配合

調色，其配方將永久保存。

此案自2013年開始至今，已歷經2年多時間，紅
毛城主樓從2014年年底暫停對外開放參觀，原訂近半
年的修復工期，也因多次的行政審查、書圖修正以及

古蹟修復的專業性問題，如原材料與工法、氣候變遷

等，而一再使完工日延期，目前仍在辦理修復中，暫

定於2016年下半年重新對外開放參觀。

 

肆、結論與建議

淡古館以博物館經營概念，將文化資產的核心價

值，透過營運管理、研究典藏、展示教育、行銷推廣

等方式，讓一般民眾認識並了解。隨著時代更迭，淡

水紅毛城的核心價值，也不斷地被重新理解並深化。

以下從淡古館立場，以價值層面為論述根基，探討淡

水紅毛城的管理維護問題並提出改善建議。

 一、日常管理維護事項改善建議
為落實管理維護並符合實際需求，建議現行管護

維護計畫增修下列事項：

（一）舊路徑納入每月古蹟巡檢

舊路徑為紅毛城新指定之古蹟本體與定著土地範

圍，目前紅毛城每月古蹟巡檢表中，僅針對建築物本

身作巡查，建議於巡檢表加註古蹟本體包含舊路徑、

水井等處，並列入每月巡檢。舊路徑則建議以現況保

存方式處理，以不破壞現有路徑為保存原則。依據研

究者詢問文資局表示，列入古蹟定著土地範圍視同古

蹟本體，此次重新審定範圍除淡古館所屬外，尚包含

真理大學、行政院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以及交通部

公路總局土地，目前除交通部公路總局有移撥意願

外，其餘因屬機關、學校用地，依據文資法規定，由

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維護古蹟，淡古館僅能

藉由巡檢方式瞭解情況，必要時由法定文化資產地方

管理機關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函請相關單位落實管理維

護。此外，相關文宣及解說導覽亦建議加入舊路徑相

關內容，讓民眾充分了解淡水紅毛城之價值。

（二）日常保養加強室內通風

紅毛城園區除休館日外，每日皆有人員進行室

內外環境清潔，室內清潔則以窗戶及地面為主。由於

紅毛城主樓牆面之表面灰壁必有潮氣，經專家學者建

【圖27】紅毛城主樓規劃屋頂排水系統圖，第一次變更設計。（

許育鳴建築師事務所繪）
【圖28】紅毛城主樓外牆材料圖。（許育鳴建築師事務所繪，淡

古館張良基技士提供）

國定古蹟淡水紅毛城管理維護現況探討—王筠喬 / 盧語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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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以能通風為主要考量，室內應經常保持通風，建

議修復完工後加強日常管理維護。此外，為利清潔維

護，紅毛城主樓屋頂仍維持原洩水坡度，除屋面應經

常清掃落葉、灰塵外，亦應經常檢視排水是否良好、

有無阻塞情形，定期清理排水溝及排水孔之雜物，尤

其在大雨及颱風前後應特別加強巡視，以免經年累月

造成嚴重問題。

（三）消防演練納入現場服務人員

淡古館目前設有自衛消防隊編，成員皆為內部行

政人員，然因淡古館轄下有紅毛城等7處營運點，行政
人員辦公室並未設於營運點內，當災害發生時，還需

仰賴現場服務人員即時反應處理。建議未來自衛消防

隊編人員納入現場服務人力（含志工）並共同進行防

災演練，以確保災害發生時，將古蹟損害降至最低。

二、非日常管理維護事項之建議
（一）修復資料完整建檔

淡水紅毛城自1980年收歸國有後，於內政部管理
時期之1983年及2004年均曾辦理修復，舉凡過往修復
時所用之材料與工法並未有相關紀錄留存於淡古館，

目前相關資料僅有2007年出版的修復及再利用工作報
告書記錄較為完整，增添此次紅毛城外牆修復時之困

難，也間接影響修復工期。官邸花瓶欄杆修復也面臨

相同問題，因未有資料留存，曾經修復過哪些？修復

的方法為何？相關資料均付之闕如，對於原貌修復原

則增添困難性。在世界遺產的價值判斷觀念中，「真

實性」（authenticity）為重要課題，日本世界遺產奈良 
法隆寺，因完整留存歷代修復記錄，而被認定仍具真實

性而登錄世界遺產。作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的

淡水紅毛城，未來於準備世界遺產申請工作時，相關

文獻資料為必備資訊，建議先蒐集與建立內政部時期

的相關修復資料，並從現在開始做好資料建檔工作。

（二）施行致災風險分析及環境監控計畫

此次屋頂漏水修復工程，於會議中委員提到，近

年暴雨、豪大雨因全球氣候變遷而暴增，為滿足排水

要求，有必要依據淡水地區雨量分布情形計算屋頂排

水量。紅毛城為近400年歷史之古蹟建築，所使用建材
及相關工法，在環境變遷因素下，其所能承受的載量

必有所不同。「世界遺產條約執行作業準則」（Op-
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中亦提到，環境壓力，如污染、
氣候變遷等，可能造成古蹟建物的潛在威脅，需清楚

說明並提出相關對策，並提出相關因應措施，進行長

期監控指標，作為修復時之參考資訊。此外，建議淡

古館可參考因應計畫的架構及內容，針對火災、地震

等風險指標基準進行評分檢視，並對現有之防火避難

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進行檢討改善，藉此完善管理維

護工作。

（三）控管品質縮短行政審查時程

淡水紅毛城因屬國定古蹟，舉凡修復或再利用相

關作為均需由主管機關文資局審核通過後方可施行。

紅毛城主樓屋頂漏水修復工程，從最先開始的委託技

術服務階段，其細設圖說第一次審查經1個月完成，再
經1個月修正，第二次審查含修正歷經2個月，第三次
審查含修正至文資局審核通過歷經4個月時間。修復
工程開工後，因有變更設計，從審查、修正至最後通

過，再次歷經5個月時間，幾乎等同修復工期。從紅毛
城主樓屋頂漏水修復工程案大事紀要15中得知，於委託

技術服務階段，從淡古館函送審查資料至文資局召開

審查會議前後約歷經1~1個半月時間；變更設計階段，
從淡古館函送審查資料至審查完成，最久歷經約2個
月時程。此外，屋頂坡度設計於施工團隊按圖說之高

程放樣後，該高程幾乎與女兒牆等高，亦顯示繪製之

圖面不符合現況，造成變更設計。扣除必要之行政流

程及修正期程，建議審核單位及執行單位應重新檢討

審查機制及提出可行之因應措施，以縮短多次審查程

序，如給予設計者更多資訊或者給予局部解體調查之

機會，避免因行政審查期程冗長，造成空窗期間古蹟

突臨災害，使損害更加嚴重。

（四）古蹟修復權責宜清楚劃分

此次國定古蹟紅毛城之修復，由淡古館執行，文

資局為監督角色，並補助約35%經費，除上述行政審查
程序冗長外，從歷次審查會議紀錄中，亦可發現中央

與地方意見不同，進而間接影響修復工期。此次雙方

意見差異點，主要在於屋頂及外牆之修復方式上。屋

頂修復意見差異，在於女兒牆內部及牆垛以不鏽鋼版

包覆方式、屋頂原四分點為中心之洩水坡度，調整至

偏右移（參見圖27）；外牆修補意見差異，在於全部
刨除或以補丁方式、留存可用材料進行修補。淡古館

基於外觀影響及是否利於後續管理維護之立場，為求

謹慎，也自行多次邀請專家學者現勘，最終提出與文

資局相左意見，而文資局也基於尊重地方立場而同意

相關作法。若以此案結果而論，國定古蹟之修復若由

地方執行，是否能下放更多權責予地方，或是國定古

蹟之修復由中央直接進行，以縮短相關時程，加速古

蹟修復之進行，皆為可探討的空間。

15.  淡古館紅毛城主樓屋頂漏水修復工程承辦人員張良基技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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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工作項目

備註
環境庭園 建造物（群） 設備

每日
˙庭園花草澆（噴）水
˙環境庭園及設施清掃
˙環境庭園廢雜物清運

˙建造物地坪清掃（洗）
˙避難道路障礙物清理
˙地坪柱牆髒黏物清理
˙垃圾分類清運

˙衛生設備器具（馬桶、小
便斗、洗手台、托布盒等）
清洗

˙地板落水頭污物清理
˙緊急照明燈充電
˙損壞燈泡更換

附表 oo

每週 ˙庭園雜草拔除

˙地坪內外牆面植生物處理
˙打開不常開啟門窗
˙木質軸承滑軌上蠟
˙金屬滾輪承軸上潤滑油

˙各類電力箱（盤）保養
˙警報廣播設備保養
˙瓦斯設備保養

附表 oo

每月
˙庭園水池雜污物清理
˙排水溝渠陰井雜污物清理

˙門窗玻璃清洗
˙壁面、天花、飾物、櫥櫃除
塵

˙空調機濾網清洗
˙消防主機運轉保養
˙各類給水介面保養
˙抽風（油煙）機保養

附表 oo

每季
˙庭院花草修剪清理
˙大門轉軸、落葉、鏈條、滾
輪上潤滑油

˙屋頂天溝、灑水頭雜污物清
理

˙屋頂植生物清理

˙飲水設備保養
˙各類抽水機馬達保養
˙發電機設備保養
˙監視設備系統保養

附表 oo

每半年
˙庭園灌木修剪清理
˙人孔鑄（鐵）蓋及橡膠密封
條保養

˙油漆彩繪表面油污清洗
˙開口部及門窗框扇清洗

˙電梯設備保養
˙避雷接地設備保養
˙各類排水管路保養
˙消防栓設備保養

附表 oo

每年
˙庭園喬木修剪清理
˙各類鑄（鐵）製設施油漆
˙庭園木製設施保護漆

˙摩石子面清洗打蠟
˙外牆面塵土清洗
˙屋面屋脊及事務清除塵土

˙空調主機保養
˙污水處理設備保養
˙蓄水池、水塔清洗保養

附表 oo

不定期

颱風豪雨來臨前˙大樹修剪
（影響古蹟安全者）及臨時拉撐
加固措施
˙大排溝渠疏通清理
˙開口部臨時止水牆設施

颱風豪雨來臨前
˙門窗漏氣密封，玻璃防護等
臨時保護措施

˙附屬飾物臨時穩定設施

˙抽油煙機濾網更換
˙依有效期限更新滅火器
˙豪雨來臨前各類排水管污
物清除

附表 oo

附錄1 日常保養工作總表範本

註：

1、表中所列保養工作係屬一般共通性項目，古蹟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針對本古蹟特性加以增刪列舉之。
2、古蹟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依表中保養頻率分別編制保養工作紀錄表（如備註欄編號）作為執行保養之工作依據。
3、於執行保養工作過程中，若發現有異常現象時，應將其列舉於保養工作紀錄，作為後續處理之依據。

國定古蹟淡水紅毛城管理維護現況探討—王筠喬 / 盧語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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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工作項目

備註
環境庭園 建造物（群） 設備

每週
˙範圍區內土壤流失
˙庭園地面凹漏
˙庭園景觀水池失水

˙各空間地坪、牆面、天花板
之表面汙染、材料劣化或構
造損壞。

˙各類設備明管材料劣化
˙各類設備器具安裝穩定性
˙衛生設備（馬桶、小便斗、
洗手盆及抹布盒）構造損
壞

附表 oo

每月

˙庭園土、磚、石設施物構造
損壞

˙木質設施物構造損壞
˙金屬設施物構造損壞

˙外牆、犬走水溝、門窗之表
面污染、材料劣化與構造損
壞

˙瓦斯管及器具漏氣
˙避電設施接地性能
˙飲用水設備水質
˙弱電設備器材安裝穩定性

附表 oo

每半年
˙排水溝材料劣化或構造損壞
˙擋土牆、圍牆材料劣化或構
造損壞

˙屋面、屋瓦、屋脊、脊飾及
天溝落水之材料劣化與構造
損壞

˙各電力箱（盤）材料劣化
與損壞

˙給水設備水質
˙排風（油煙）設備構造損
壞及安裝穩定性

附表 oo

每年

˙各設施物基礎及構造之材料
劣化與構造損壞

˙各設施物結構安全評估
˙樓板、屋架等隱密構材與接
點之材料劣化與構造損壞

˙消防設備構造損壞，消防
管水壓及器具安裝穩定性

˙空調系統材料劣化與構造
損壞及器具安裝穩定性

附表 oo

每五年
˙基礎、構件、柱、樑、牆體
之材料劣化與構造損壞

˙建造物之結構安全評估
附表 oo

不定期
˙颱風、豪雨、地震、火燒或
其他災害發生後全面性材料
劣化與構造損壞檢診

˙各類災害發生後全面性材料
劣化與構造損壞檢診

各類災害發生後，各類設備
之性能及構造損壞檢診

附表 oo

附錄2 定期檢視工作總表範本

註：

1、表中所列檢測之工作僅屬一般共通性項目，古蹟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依本古蹟環境庭園及設施，建造物 
（群）及設備之特性，針對表面污染、材料劣化、構造損壞及性能需求，加以增刪列舉之。

2、古蹟所有（使用或管理）人應依表中檢測頻率，分別編制檢測工作紀錄表（依備註欄編號）作為執行檢測工作之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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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淡水，曾經是19世紀臺灣最重要的港口，世界各

國的洋行、貿易據點林立，繁華一時，經歷西班牙、

荷蘭、清朝、英國領事、日本殖民等歷史更迭，留下

了相當多層次的歷史脈絡及豐富的文化資產。戰後因

泥沙淤港，逐漸沒落，直到今日北海岸觀光旅遊再次

受到重視，人文歷史及古蹟的發展也有新局面，新北

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以下簡稱淡古)創立自2005年，

串聯淡水紅毛城、滬尾礮臺、小白宮、海關碼頭、得

忌利士洋行、藝術工坊、程氏古厝、滬水一方等8處重

要國立及市定古蹟及藝文空間，成立10年以來，致力

淡水的自然生態、港口歷史古蹟完整的保存與呈現，

及淡水人文及藝術的推展，淡古每年舉辦各類型藝文

主題特展，以及古蹟推廣教育、導覽活動，近年來參

觀人次日益增加，今年更突破千萬人次。

博物館所舉辦的各類型活動中，以「淡水古蹟夜

未眠」三天兩夜暑期體驗營活動最受好評，每年酷夏

帶領著一群喜愛古蹟的孩子們遊歷淡水古蹟群，在小

朋友的熱烈參與及家長的口碑相傳下，活動儼然成為

博物館的金字招牌。為能更了解民眾對於活動內容及

品質的看法，本觀眾研究針對參與的學生及家長進行

問卷調查，發現到一個成功的古蹟推廣教育活動，必

須時而創新，課程設計能融入體驗、生態教育、觀光

等內容，增加其豐富性，此為博物館活動創新之不二

法門。

關鍵字：博物館推廣教育、文化資產教育、觀

眾研究

博物館的古蹟教育及觀眾研究
—以「淡水古蹟夜未眠活動」為例

周青青 Ching-Ching Chou

Historic Sites Education and Audience Research of Museums
— A case study of “ Summer Camp in Tamsui ”

Abstract
Tamsui was once the most important port of Taiwan in the 

th centur  where man  oreign companies and trade o fices 
rom worldwide flourished the area. Tamsui underwent historic 

alterations including the colonization of Spain, Holland, Qing 
Dynasty, Consulate of Great Britain, and Japan, leaving behind 
layers of historic contexts and rich cultural heritage. Tamsui 
Port gradually declined due to the sediment silting up the port 
after the war but has now re-drawn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be-
cause of the increasingly popular tourism in North Coast of Tai-
wan. Consequ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stic history 
and monuments also presents a new look. Founded in 2004, 
Tamshui Historic Museum, New Taipei City, incorporates with 
eight important national and municipal historic monuments 
and art space such as the Fort San Domingo, Hobe Fort, Little 
White House, Tamsui Customs Wharf Park, Douglas Lapraik & 
Co, Cheng Family Abode, and Plaza Tamsui. The museum has 
been devoting to the complete conserv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natural ecology, port history and monuments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of humanities and arts in Tamsui since its foundation 
10 years ago. Different types of art-themed exhibitions are held 
in the museum along with education and guide activities for the 
historic monuments, drawing increasing number of visitors in 
recent years.There are more than 10 million visitor in this year.

Among the various activities held at the museum, the 3 
-day-and-2-night summer camp of “Summer Camp in Tamsui” 
is most popular. Each hot summer, a group of children with 
enthusiasm for historic monuments would visit the historic 
monuments in Tamsui. Under the enthusiastic participation of 
children and word of mouth of the parents, the activity has in-
evitably become the signature of the museum.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public’s views on the activity content and qual-
ity, this audience research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and parent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 
successful campaign of historic monument promotion educa-
tion requires updated innovation so that the course design can 
be integrated with experience, ecology education and tourism 
to enrich the content, which is the only way to innovate for 
museum activities.

Keywords: Museum Education, Cultural Heritage Edu-
cation, Audience Research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展示教育組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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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

淡水古蹟夜未眠暑期體驗營，此堪稱淡古金字

招牌的暑期夏令營活動，已經舉辦超過10年了，此以
體驗不一樣的博物館夜間風情為號召：星月下，古蹟

旁，淡水河畔，夜宿博物館古蹟的大挑戰，已經吸引

了上千位小學生參與營隊。歷年來的活動型態，採取

童軍營隊競賽方式進行，跳脫了一般古蹟導覽，讓學

員在參觀展覽、聆聽導覽故事之餘，並擴大到淡水、

八里周邊生態體驗，騎單車及淡水老街等探索活動，

夜間活動以充滿淡水歷史故事的新北市市定古蹟前清

淡水關稅務司官邸(暱稱小白宮)為基地，有如電影「博
物館驚魂夜」的情節，讓充滿好奇心的小朋友們，擔

任小小古蹟巡館員，並且與古蹟共眠。

本研究希望透過參與淡水古蹟博物館的古蹟推廣

教育，進行觀眾滿意度及忠誠度的評量，作為爾後規

劃活動的建議及參考依據，期使未來教育廣活動更符

合學生及家長所期待之學習需求，本研究的目的分為

以下幾點：

一、了解參與古蹟夜未眠的學員基本資料及滿意度等

特性。

二、了解參與古蹟夜未眠的學員對於活動主題的想法。

三、研擬淡水古蹟博物館古蹟夜未眠未來活動規劃策

略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觀眾研究的功能
博物館在充滿變化的現代社會中，必須隨時調

整以便能發揮應有功能，博物館的觀眾研究，不僅對

於其教育功能有直接影響，在展覽、研究、行銷、觀

眾服務等都是發展的關鍵。英國的觀眾研究專業社群

(Visitor Studies Group)曾指出，觀眾研究的目的是為了
幫助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等文化及資然資產機構

達成以下工作(Fakatseli,2008)：

（一）收集確實證據並了解機構如何符合其核心目的            
            (Core Aims)和目標(Objectives)。
（二）探究機關之於觀眾的影響(Impact)。
（三）繼續發展與觀眾的關係。

（四）鼓勵機關內持續改進(Ongoing improvements)。

為了達成上述目標，觀眾研究被許多機構組織

積極應用在規劃與決策，企圖為其使用者呈現理想狀

態，並與當代多元社會相關。(2011：2，劉婉珍)

博物館的古蹟教育及觀眾研究｜以「淡水古蹟夜未眠活動」為例—周青青

有了前期的觀眾研究，博物館所做的觀眾發展，

其核心價值，在於把觀眾的動機、學習和期望放在最

重要的位置，無論營利與否，博物館都應該學習營利

事業創造顧客滿意度，以作為ㄧ種交易的手法。(張譽
騰，2003:217)

二、博物館觀眾滿意度相關研究
隨著臺灣的經濟發展，及文化、政治環境的變

遷，國人越來越重視藝文休閒品質，近年來博物館無

不投入更多心力於經營發展，重視觀眾研究及行銷規

劃，根據博物館行銷與策略一書（Kotler, Kotler, and Kot-
ler,2008)中博物館行銷組合的5P對5C的觀念，博物館
在規劃市場行銷策略行動時必須考量五個面向：產品

(Product)、價格(Price)、地點(Place)、推廣(Promotion)
及館員(People)的層面，但所有的組合決定都必須關照
博物館觀眾的價值觀(consumer value)、可以願意的支出 
(cost to consumer)、便利性(convenience)、溝通(commu-
nication)及感受到被殷勤的接待(courtesy)；所以博物
館非常仰賴觀眾研究去了解需求、觀感及喜好。(劉婉
珍，2011:201)

「重視營運績效、以觀眾為中心」已經成為現

今博物館營運發展的趨勢，而2015年文化部甫通過的
博物館法，亦將博物館的觀眾服務列為評量的要件之

一，博物館必須要瞭解觀眾，處在知識經濟的時代，

博物館更應把握契機，以觀眾需求及動機為基礎， 
規劃、提供全方位的學習資源環境(Falk and Sheppard, 
2006)。從教育學習、行銷學以及經營發展的角度檢
視，調整原有的博物館中心的思考方式，在觀眾研究

的基礎上為觀眾進行發展規劃。(劉婉珍，2011:239)

三、博物館夜宿營隊活動的風潮
近年來臺灣少子化的現象，使得家長日益重視子

女教育問題，而國內各博物館無不針對親子市場推出

主題性活動，檢視國內常態性夜宿活動的有國立海洋

生物館、國立科學博物館，以夜宿博物館內，對象為

學童，主要訴求為感受動物、模型之夜宿。其他特殊

活動則依博物館型態及特性體驗有不同夜宿博物館活

動規劃，國立臺灣博物館於五一八博物館日舉辦-夜宿
博物館-與恐龍共眠活動，邀請民眾到博物館和恐龍、
長毛象、鯨豚共宿，並享用恐龍大餐等體驗活動。

其中，學童活動又屬暑期夏令營最能呈現各地方

特色及區隔差異，且各縣市政府無不以最具地方特色

的博物館為訴求，搭配地方生態及導覽，蔚為風潮。

如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則舉辦考察嘉義一番遊夜宿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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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活動，以夜宿嘉義市立博物館、搭森林小火車遊奮

起湖等體驗活動，並區分學童及大人的營隊。高雄市

立歷史博物館，則選擇每年在岡山的偶戲博物館舉辦

暑期研習夜宿活動，讓傳統技藝透過營隊傳承給下一

代。這些深具口碑的暑期夜宿博物館活動都能引起家

長的好評，名額供不應求，而博物館都能透過此類營

隊活動，提供學員不一樣的體驗。

四、淡水古蹟博物館所舉辦教育活動
博物館針對不同觀眾參觀經驗的複雜性，設計

更有彈性的教學策略，為了滿足不同觀眾的需求，針

對成人觀眾有主題性的講座、論壇、導覽，針對家庭

族群則有古蹟單車活動、針對學校團體則有學習單設

計、古蹟英文導覽培訓、團體導覽、公共服務等，針

對學童則有暑期古蹟夏令營、兒童節活動、積木、舢

板船等多種DIY課程規劃。

為了有效地透過教育活動，傳達給國小學童古蹟

教育及文化資產保存的概念，古蹟夜未眠活動規劃有

幾項特色：

（一）互動體驗教學方式

所有課程、遊戲活動的設計，運用動手體驗的

第一手經驗，創造情境讓學習者的感官直接體驗、探

索學習，古蹟導覽解說則採用問題導向，啟發並誘導

學生的主動學習。例如古蹟及藝文巡禮、生態課程，

活動場域遍及淡水古蹟群、淡水老街、八里濕地、紅

樹林河岸等，全程有隊輔老師的引導，以分組團體遊

戲，以闖關遊戲、成果發表的方式，讓學生有榮譽

感，學習獨立的團體生活。

1. 古蹟及藝文巡禮
遊歷淡水幾處國定古蹟及世界遺產潛力點，如紅

毛城、小白宮、滬尾礮臺、馬偕之路、淡水老街、ㄧ

滴水紀念館、雲門劇場等處，導覽以深入淺出的闡述

淡水百年歷史及傳奇故事，了解整個淡水近年地方及

藝文發展概念。

2. 生態課程
淡水河周遭有相當豐富的生態資源，教學方式採

休閒觀光旅遊，結合八里自行車、紅樹林自然生態課

程，十三行博物館探索考古，範圍擴大遍及淡水與八

里，學員可以從遊玩中探索更多地方的自然環境及動

植物生態，幫助其快速地建立對活動主題的興趣。

3. 夜宿活動
夜間活動，除了體驗夜宿於古蹟內，每年都有不

同的主題，往年有蚊子電影院，今年度則新增了小小

巡館員活動，白天讓學生動手紮營於小白宮草坪區，

讓學生體驗戶外生活，夜間則以團隊參與保全巡園的

工作，除了增加了實務及挑戰性，藉學習實際的文化

資產守護的工作，了解文化資產的重要性。 

4. 餐飲禮儀
營隊全程餐飲以打菜共食方式，培養學生用餐禮

儀，倡導不浪費食物的觀念，其中一晚滬尾之夜，則

讓學生於1875年建立的教士會館用餐，這棟古蹟是馬
偕博士所建的宣教士宿舍，目前由真理大學經營，在

古蹟內體驗西餐禮節，感受過去埔頂地區西方文化氛

圍，這也是融入情境的絕佳課程。

5. 學習手冊紀念品
除了學生必要的學習手冊及各色帽子，為強調

分組營隊的榮譽感，設計各式精巧的獎項勳章，在遊

戲、競賽及成果發表會等機會發放給學員，這也成為

本營隊的一個傳統。

（二）符合觀眾的需求：

本活動以淡水古蹟及生態探索為營隊主要訴求，

每年主題都會推陳出新，方能在眾多夏令營中吸引家

長的注意；而博物館古蹟教育，跳脫了一般的古蹟導

覽，將範圍擴大到整個大淡水地區的人文歷史、文化

資產、自然生態、文創藝術等多方面探索，擴大學生

的視野，並佐以營隊遊戲闖關的活動，增加趣味性，

並能育教於樂，滿足參與的學童及家長的期待。

 

參、研究目的方法及討論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參加淡水古蹟博物館舉辦之教育推廣活

動對象為主，範疇自2015年7月13日至8月5日期間，參
加2015年淡水古蹟夜未眠活動的學童及其家長為對象。

二、研究方法
本案的研究方式採取問卷調查，調查對象為四個

梯次的參與學員，共128位學生及家長，針對活動滿意
度調查，發出128份問卷，學員有效問卷127份，回收
問卷127份，回收率99%。家長有效問卷127份，回收問
卷89份，回收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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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結果討論
（一）學員及家長基本資料及參與活動型態分析結果

就參加活動的學員背景資料而言，年齡層平均

8~13歲(小三~小六學生)，男生人數佔58%，女生佔
42%；第一次參加博物館活動最多，佔85%，曾經參加
其他活動則佔15%；學員參加活動動機的主因則以「為
父母要求」最多，佔46%，其次是「親朋好友介紹」，
佔21%，最後則為「看到廣告介紹」，佔12%；居住地
是以新北市(69%)最多，其次在臺北市(25%)，來自其
他縣市的觀眾佔6%。

由於學童的活動參與主導權仍在家長，故本研究亦

準備家長問卷，以了解確切家庭狀況分析。分析填寫問

卷的家長背景資料，女性佔76%，男性佔24%；年齡層
以40~49歲(61.8%)最多，30~39歲(31.4%)；就教育程度
而言，大專大學(66.3%)佔最多，其次則為研究所以上
(21%)；職業則以工商服務(42.7%)佔最多，其次為軍公
教(37.8%)；家庭收入則以7~10萬元以下(35.9%)佔最多；
而家長報名活動的主因則以「親朋好友介紹」最多，佔

33.7%，其次是「看到廣告介紹」最多，佔22.5%，最後
是則為「學校家長推薦」，佔6.7%。（表1）

（二）學員對於淡水古蹟博物館古蹟夜未眠活動滿意

度分析結果

為了解淡水古蹟博物館夜未眠活動學員及家長實

際體驗活動後，對於各項軟硬體及服務的滿意，本研究

設計了8題滿意度，針對活動內容、導覽服務、住宿、
飲食、輔導員、展覽設施內容、手冊紀念品、活動整

體，各項滿意度變項中，以「導覽解說服務」的滿意度

最高，其次是為「博物館的各項展示設施」，平均而言

對「手冊紀念品」的滿意度最低。（表2-1）家長的滿
意度分析結果，本研究共設計了10題滿意度，增加對報
名作業及活動行銷兩項，並減少了博物館各項展覽設施

一項的滿意度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輔導人員滿意度最

高，其次為活動規劃，平均而言，滿意度最低則為飲食

安排。顯示出來家長與學員的滿意度截然不同，且學員

的滿意度高於家長滿意度。（表2-2）

（三）學員對於淡水古蹟博物館夜未眠活動主題課程

的喜愛度

課程設計包括古蹟推廣教育類型（紅毛城、小白

宮、滬尾礮臺）、淡水社區藝文環境類型（一滴水紀

念館、馬偕之路與老店巡禮）、藝文生活教育類型（

雲門劇場、滬尾之夜）、生態自行車旅行（八里自行

車及紅樹林生態）、以及團康遊戲類型。參與古蹟夜

未眠活動的學員對於課程的喜愛度分析結果，最高為

【表 1】填寫問卷者基本資料 

學員基本資料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80 
56

58%
42%

年齡

8歲以下
8~9 歲         

10~11歲     
12~13歲       
14歲以上    

2
35 
54
34
2

1.5%
26.2%
43.8%
26.9% 
1.6%

居住地

新北市

臺北市        
基隆市          
桃園縣         
花蓮縣

雲林縣

87
32
4
2 
1 
1

68%
25%
3%

1.5%
0.7%
0.7%

家長基本資料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21
68

24%
76%

年齡

19歲以下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4     
7     
28
55   
2

4.5%
7.8%
31.4%
61.8%
2.2%

教育程度  

國小國中         
高中職             
大專 /學           
研究所以上

3  
6
59
21

3.4%
6.7%
66.3%
23.6%

職業別   

學生             
 軍公教            

   工商服務業         
退休                 
家管              
其他               

3  
31
38
1
10
6

3.4%
34.8%
42.7%
1.1%
11.2%
6.7%

收入

未滿 2萬元      
2~3萬 9,999元   
4~6萬 9,999元     
7~9萬 9,999元     

 10萬元以上

3  
16  
18
32
20

3.4%
17.9%
20.2%
35.9%
22.4%

八里自行車生態之旅，其次是小白宮（包括小小巡館

員）及教士會館（滬尾之夜-學習西式餐飲禮節）。
滬尾礮臺、雲門劇場、一滴水紀念館等古蹟參訪，喜

愛度則落後。這也反應到小朋友對於手腳並用、寓教

博物館的古蹟教育及觀眾研究｜以「淡水古蹟夜未眠活動」為例—周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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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學員對活動滿意度分析表 

滿意度項目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普通 不太滿意 非常不滿意

排行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活動規劃內容 82 64.5% 66 51.9% 12  9.4% 4  3.1% 1  0.7%

導覽解說服務 75   59% 33 25.9% 15 11.8% 2  1.5% 2  1.5% 2

住宿安排 76 59.8% 31 24.4% 17 12.6% 1  0.7% 2  1.5% 1

飲食安排 78 61.4% 32 25.2% 12  9.4% 3  2.3% 1  0.7% 3

輔導人員 84 66.1% 28   22% 9     7% 3  2.3% 3  2.3%

博物館各項展覽設施 86 67.7% 32 25.2% 6   4.7% 2  1.5% 1  0.7% 2

手冊紀念品 62 48.8% 35 27.5% 16 12.6% 2  1.5% 2  1.5%

活動整體 68 53.5% 41 32.2% 13 10.2% 2  1.5% 3  2.3%

【表 2-2】家長對於活動滿意度分析表 

滿意度項目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普通 不太滿意 非常不滿意

排行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報名繳費作業 52 58% 32 36% 4  4% 1  1% 0

活動規劃 60  67% 26 29% 2  2% 1  1% 0 2

活動行銷 48  54% 33 37% 7  8% 1  1% 0

手冊紀念品 49  55% 33 37% 7  8% 0 0

導覽解說 59  66% 25 28% 4  4% 1  1% 0 3

住宿安排 54  61% 28 31% 7  8% 0 0

飲食安排 48  54% 29 33% 11 12% 1  1% 0

輔導人員 62  70% 22 25% 4  4% 0 1   1% 1

博物館各項展覽設施 53  60% 31 35% 5  6% 0 0

活動整體 55  62% 31 35% 1  1% 0 2   2%

【表 3】學生及家長對課程的喜愛度 

項目 學生 家長

次數 百分比 名次 次數 百分比 名次

紅毛城 44 9.48% 5 35 8.5%

小白宮 58 12.5% 2 46 11.2% 3

滬尾礮臺 21 4.5% 27 6.6%

一滴水紀念館 22 4.7% 26 6.3%

雲門劇場 22 4.7% 26 6.3%

馬偕之路與老店巡禮 32 6.89% 39 9.5% 5

滬尾之夜 (教士會館 ) 58 12.5% 2 46 11.2% 3

小小巡館員 (小白宮 ) 53 11.4% 4 39 9.5%

八里自行車之旅 97 20.9% 1 77 18.7% 1

團康遊戲 36 7.75% 47 11.4% 2

其他 21 4.5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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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樂的遊玩式教學方法，大過於一般古蹟導覽教學活

動，可見得博物館設計課程時仍須針對學生年齡偏好

規劃，增加互動及體驗式教學，以增加其參與興趣。

關於家長與學生對於課程喜愛度的差異分析結

果，兩方最喜愛的活動都是八里自行車之旅，其次是

滬尾之夜(教士會館)及小白宮，而最大差異的則是團康
活動，家長喜愛的比例遠大於學員，佔第二名。足見

家長重視團康遊戲對於學童的學習效果及注意力的影

響。（表3）

（四）學員對於古蹟夜未眠活動的忠誠度分析結果 
針對學員參加活動的忠誠度的分析結果，還會考

慮來參加有79.1%，不會則有19.9%。家長表示會考慮
再報名參加有87.7%，不會參加則有12.3%，不參加的
原因多來自於學生已經長大超過可參加年級，這顯示

出家長的忠誠度可能會影響學員未來參加意願，然不

再參加的主因卻是年齡因素，可見得博物館若能規劃

其他適齡活動，增加學員再參與意願，方能累積其忠

誠度。  

 

肆、研究結論

經過10年經營，淡水古蹟博物館在古蹟教育確實
吸引一群忠實觀眾群，口耳相傳，並建立獨樹一格的

特色，本研究針對活動的滿意度及對活動主題型態之

需求，進一步探討滿意度及其忠誠度之關聯性，研究

發現：

一、參加古蹟夜未眠的學生以「男生」居多，年齡層

為「10~11歲」的學童，家長以「女性」居多，年齡層
為「40~49歲」，職業則以「工商服務業」為最多，教
育程度主要分布於「大專/學」，居住在「新北市」，
家庭收入主要「7~9萬9999元」的觀眾群。

二、學員參加活動動機主因為「父母要求」，而家長

選擇參加活動的主因為「親朋好友介紹」，由於報名

的決定權在家長手上，動機的主因應該為親朋好友介

紹，也就是著重口耳相傳，大多數學員是「第一次」

參加博物館的活動。 

三、學員參與活動的各項滿意度的項目中，最滿意

的是「導覽解說服務」，最不滿意的是「手冊紀念

品」。有些學員針對活動內容及博物館設施提出了

些建議，例如對於活動部分建議減少導覽行程，增

加互動課程，增加購物觀光行程，對於博物館設施

部分則建議加強用餐環境的品質要求，對於住宿男

女生分開的必要性等等。

四、學員對於活動內容課程的喜愛度則以「八里自行

車之旅」最高，其次則是「滬尾之夜(教士會館-學習西
式餐飲禮節」及「小白宮-小小巡館員」，可見得博物
館的古蹟教育需要融合自然生態等體驗課程，以滿足

學童及家長對於營隊活動的期待。

五、大多數的學員及家長均肯定夜未眠活動的成效，

願意再一次參加夜未眠活動，此外歸納研究結論，則

是學員的滿意度程度高，有助於提升並建立其對博物

館的忠誠度。

 

伍、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下列幾項建議作為淡水古

蹟博物館未來規劃的推廣教育活動的參考：

一、培養博物館的品牌忠誠度，推出多元

化的教育活動
博物館提供給5~12歲間學童的古蹟教育，希望

能透過跨學科及體驗式的學習，以各種方式來認識古

蹟，讓學生把使用博物館當成參考資料來使用，就像

到圖書館查閱書籍一樣，幫助學生建立對博物館的熟

悉度，建議博物館未來針對學童族群，運用角色扮演

或遊戲偵探方式，激發其想瞭解古蹟或文物的動機，

以滿足學生未來無窮的學習及求知慾。

二、加強博物館行銷管道
研究顯示，參加的學生主要是因受父母影響，且

參加過博物館活動的滿意度比第一次參加博物館活動

的學員來較高，有鑑於此，博物館可以加強對現有觀

眾行銷，加強口耳傳播效應，不論是透過校際合作、

新聞媒體、博物館官網或FaceBook等新媒體行銷，都
能提升目標觀眾或家長對於博物館的認知，將有助於

教育活動的推廣。

三、古蹟導覽與教育活動的聯結
本活動最令人滿意的項目為導覽解說，是召募真

理大學有經驗的學生擔任隊輔人員，搭配館內的資深

導覽員，以深入淺出的導覽領隊技巧，將古蹟及展覽

活動畫龍點精地呈現給學員。建議未來博物館的古蹟

教育活動，儘量可透過與地方學校的合作，讓熟悉淡

水地區的學生成為博物館的古蹟教育資源，進而成為

合作夥伴。

博物館的古蹟教育及觀眾研究｜以「淡水古蹟夜未眠活動」為例—周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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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圖1】開業式 【圖2】紅毛城古蹟風情

【圖3】小白宮古蹟風情 【圖4】馬偕之路老街巡禮

【圖5】小小巡館員 【圖6】小白宮紮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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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八里自行車生態之旅 【圖8】滬尾之夜

【圖9】古蹟巡禮 【圖10】結業式

博物館的古蹟教育及觀眾研究｜以「淡水古蹟夜未眠活動」為例—周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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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親愛的小朋友，你好：

歡迎你來參加古蹟夜未眠的活動，為了將來提供給同學更好、更優質的活動及服務品質，請你就參與活動的感受

提供寶貴意見，讓我們有機會更精進，感謝你的協助與合作，敬祝 愉快 !!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敬謝

活動規劃及整體滿意度評價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普通 不太滿意 非常不滿意

1. 請問您對於活動規劃內容的滿意度：

2. 請問您對於解說導覽服務的滿意度：

3. 請問您對於住宿安排的滿意度：

4. 請問您對於飲食安排的滿意度：

5. 請問您對於輔導人員的滿意度：

6. 請問您對於博物館各項展覽設施的滿意度：

7.
請問您對於本活動提供的手冊 /紀念品的滿
意度：

8. 請問您對於此次活動的整體滿意度：

9.

請問您最喜歡本暑期體驗營的哪一個活動 ? (可複選 )
□ (1)古蹟導覽 -紅毛城 ; □ (2)小白宮 ; □ (3)滬尾礮臺 ; □ (4)一滴水紀念館 ; □ (5)雲門舞集；□ (6)馬偕之路
與老店巡禮；□ (7)滬尾之夜 (教士會館 )；□ (8)小小巡館員 (小白宮 )；□ (9)八里自行車生態之旅；□ (10)團
康遊戲；□ (11)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10.
如果還有機會，您是否會考慮再來參加？

□ (1)會  □ (2)不會，
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請問您有沒有任何其他意見或建議可以提供本館做為改善參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請問您會來參加古蹟夜未眠活動的「最主要」原因是：(單選 )
□ (1 )學校師長推薦 □ (2)父母要求 □ (3)親朋好友介紹 □ (4)看到廣告介紹□ (5)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這次是您第一次參加博物館活動嗎 ? (單選 )
□ (1)是  □ (2)否，曾於      年參加，活動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4年     月     日  第      梯次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古蹟夜未眠滿意度問卷調查

基本資料

14. 性    別   □ (1)男  □ (2)女
15. 年    齡   請問您年齡大約幾是幾歲？  □ (1)8歲以下 □ (2) 8-9歲□ (3)10-11歲 □ (4)12-13歲□ (5)14歲以上 
16. 學    校   請問您的就讀學校：__________國小 ____年級
17. 居住地區   請問您的居住地？？  □ (1)新北市 □ (2)臺北市  □ (3)臺中市   □ (4)臺南市   □ (5)高雄市□ (6)宜蘭縣
□ (7)花蓮縣 □ (8)臺東縣  □ (9)基隆市 □ (10)桃園縣 □ (11)新竹縣 □ (12)新竹市 □ (13)苗栗縣  □ (14)彰化縣  
□ (15)南投縣 □ (16)雲林縣 □ (17)嘉義縣 □ (18)嘉義市  □ (19)屏東縣  □ (20)澎湖縣□ (21)金門縣□ (22)連江縣 
□ (23)其他地區 (包括國外 )：__________

※註：以上各項個人資料僅作為分析統計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保密並不另使用於他途

感謝你耐心填完上述問題，你的寶貴意見將作為我們改善的重要依據，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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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您好：

非常感謝您們參加古蹟夜未眠的活動，為提供給學生更好、更貼心的服務品質，請您就本次活動的感受提供寶貴

意見，讓我們有機會更精進，感謝您的協助與合作，敬祝 愉快 !!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敬謝

活動規劃及整體滿意度評價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普通 不太滿意 非常不滿意

18. 請問您對於報名繳費作業的滿意度：

19. 請問您對於活動規劃內容的滿意度：

20. 請問您對於活動行銷的滿意度：

21. 請問您對於活動學習手冊 /紀念品的滿意度：

22. 請問您對於解說導覽服務的滿意度：

23. 請問您對於住宿安排的滿意度：

24. 請問您對於飲食安排的滿意度：

25. 請問您對於輔導人員的滿意度：

26. 請問您對於博物館各項展覽設施的滿意度：

27. 請問您對於此次活動的整體滿意度：

28.

請問您的小朋友最喜歡本暑期體驗營的哪一個活動 ? (可複選 )
□ (1)古蹟導覽 -紅毛城 ; □ (2)小白宮 ; □ (3)滬尾礮臺 ; □ (4)一滴水紀念館 ; □ (5)雲門舞集；□ (6)馬偕之路
與老店巡禮；□ (7)滬尾之夜 (教士會館 )；□ (8)小小巡館員 (小白宮 )；□ (9)八里自行車生態之旅；□ (10)團
康遊戲；□ (11)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29.
如果還有機會，您是否會考慮再幫小朋友報名參加 ? 
□ (1)會  □ (2)不會，
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
請問您有沒有任何其他意見或建議可以提供本館做為改善參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
請問您會幫小朋友報名參加古蹟夜未眠活動的「最主要」原因是：(單選 )
□ (1 )學校師長推薦 □ (2)父母要求 □ (3)親朋好友介紹 □ (4)看到廣告介紹□ (5)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

32.
這次是您第一次參加博物館活動嗎 ? (單選 )
□ (1)是  □ (2)否，曾於      年參加，活動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本資料

33. 性    別   □ (1)男  □ (2)女
34. 年    齡   請問您年齡大約幾是幾歲？  □ (1)19歲 (含 )以下  □ (2)20-29歲  □ (3)30-39歲  □ (4)40-49歲  □ (5)50-59歲
□ (6)60歲及以上 
35. 學    校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 (1)國小   □ (2)國中   □ (3)高中職   □ (4)大專／大學   □ (5)研究所及以上
36. 職    業   請問您個人從事的行業？  □ (1)學生  □ (2)軍公教   □ (3)工商服務業   □ (4)農林漁牧業 □ (5)家管 
□ (6)退休  □ (7)待業 /無業   □ (8)其他： __________          
37. 收    入   請問您家庭平均每月的收入 /可支配所得大約是多少？（含家人給予、退休金、租金、政府津貼等）
□ (1)未滿 2萬元   □ (2)2萬 ~3萬 9,999元   □ (3)4萬 ~6萬 9,999元   □ (4)7萬 ~9萬 9,999元   □ (5)10萬元以上
38. 居住地區   請問您的居住地？？  □ (1)新北市 □ (2)臺北市  □ (3)臺中市   □ (4)臺南市   □ (5)高雄市□ (6)宜蘭縣
□ (7)花蓮縣 □ (8)臺東縣  □ (9)基隆市 □ (10)桃園縣 □ (11)新竹縣 □ (12)新竹市 □ (13)苗栗縣  □ (14)彰化縣  
□ (15)南投縣 □ (16)雲林縣 □ (17)嘉義縣 □ (18)嘉義市  □ (19)屏東縣  □ (20)澎湖縣□ (21)金門縣□ (22)連江縣 
□ (23)其他地區 (包括國外 )：__________

※註：以上各項個人資料僅作為分析統計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保密並不另使用於他途

感謝你耐心填完上述問題，你的寶貴意見將作為我們改善的重要依據，謝謝

博物館的古蹟教育及觀眾研究｜以「淡水古蹟夜未眠活動」為例—周青青



76

參考文獻
林潔盈 (譯)(2004)。博物館教育人員手冊(原作者：      

Graeme K Talboys)。臺北市：五觀藝術事業有限
公司。

徐純(2001)。如何實施博物館教育評量。臺北市：行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桂雅文(譯)(2003)。新博物館管理-創辦和管理博物館的
新視野(原作者：Timothy Ambrose)。臺北市：五
觀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張譽騰(2003)。觀眾研究與發展理論文獻回顧。博物館
大勢觀察。臺北市：五觀藝術管理有限公司。

張譽騰(2004)。生態博物館—一個文化運動的興起。

臺北市：五觀藝術管理有限公司。

黃光男(1997)。博物館行銷策略。臺北市：藝術家出
版社。

劉婉珍(2011)。博物館觀眾研究。臺北市：三民出
版社。

Fakatseli,O.(2008). What is visitor studies? Retrieved June 
20, 2008, from http://www.visitors.org.uk/node/6

Kotler, N.,Kolter, P and Kotler,W.(2008).Museum market-
ing and strategy: Designing missions, building audi-
ences, generating revenue and resources(2nd 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Falk and Sheppard,B.(2006).Thriving in the knowledge age: 
New business models for museums and other cultur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AltaMira Press.

76



77

博物館的古蹟教育及觀眾研究｜以「淡水古蹟夜未眠活動」為例—周青青



78

摘要

社群媒體（Social Media）近年成為行銷的一股新

勢力，據統計臺灣目前是位於入口網站之後，為民眾

常到達的網域。許多社群媒體已開始運用於博物館的

行銷與溝通中，其中以臉書的使用率最高，各博物館

紛紛成立粉絲專頁，已成為博物館網路行銷的一大途

徑。博物館如何成功經營臉書已是博物館行銷重要的

探討課題。本研究主要以淡水古蹟博物館（簡稱「淡

古館」）為對象，淡古館自2010年12月6日開始投入

經營臉書，五年間歷經三次的經營策略的轉變，透過

臉書內建的「洞察分析」資料庫，探討淡古館粉絲專

頁經營策略、內容及成效。

本研究發現，淡古館近半年來調整經營方式已

獲得初步成效，粉絲人數倍數提升，使用者以女性居

多，以35歲至44歲的女性為最主要的使用群體，主

要居住於新北市及臺北市，連結貼文的回應與分享意

外多過於照片，未來淡古館可多嘗試其他類型貼文，

使用者喜好「展覽訊息」、「活動訊息」、「生活分

享」等軟性主題。博物館應再思考如何能於將臉書行

銷活動增加的粉絲變成忠實粉絲，如何凝聚粉絲團向

心力、讓粉絲更多涉入，充分發揮社群媒體集體創作

分享的特性。博物館應長期進行觀察分析，並利用不

同研究方法進行分析，掌握臉書觀眾行為。

關鍵字：博物館行銷、社群媒體、臉書

博物館的臉書行銷策略個案研究：
以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為例

廖康吾 Kang-Wu Liao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行銷企劃組 組長

Facebook Marketing Strategies for Museums:
A case Study of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New Taipei City

Abstract
Social media marketing has recently become a new force 

of marketing. Statistics show that social media in Taiwan is the 
second most frequently visited sites after portal websites. Much 
of the social media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of museums, among which Facebook has the 
highest implementation user rate. Consequently, the establish-
ment of Facebook pages has become the major path to online 
marketing for many museums. The successful operation of Fa-
cebook has now become the key lessons for museum market-
ing.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New Taipei City has begun 
to post information on Facebook since 6 December 2010. The 
operating strategies have modified or three times during the 
past five ears. Through the insight anal sis  database in built 
Facebook, the museum explores the running strategy, content, 
and performance of the page of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New Taipei City.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at there is an initial achievement 
in the modification o  the operating method in the past hal  ear. 
The number of fans has doubled and most of the users are 35 to 
44 year-old female users living in New Taipei City and Taipei 
City. Accidentally, the comments and shares to links are more 
than photos. In the future, the museum can try other types of 
posts such as soft topics,user’s favorite “exhibition,” “events,” 
and “sharing something about life”. The museum should re-
think methods of increasing fans from the marketing events on 
Facebook, building their conesion and engaging them to fully 
use the feature of social media which are collective creation 
and share. The museum should have a long-term observation to 
analyze and should research via different ways to analyze and 
manage the fan’s behaviors.

Keywords: Museum Marketing, Social Media,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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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據「2014年臺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在
網路服務的使用上，網路社群及即時通訊軟體已成為

民眾使用網路應用服務的重要項目，使用率分別達到

64.31%及51.45%。順應著「社群媒體」這幾年快速發
展的潮流，博物館也因此面對另一項重大的挑戰，國

內外各大博物館紛紛投入社群媒體的經營，博物館的

傳統思維也隨之轉變，開始利用社群媒體主動與博物

館觀眾進行對話，並藉此進行網路社群媒體行銷。

臺灣教育部社教司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對所屬館
所積極推動社群媒體的運用，其中又以臉書使用比率

最高，發展時間至今約5年餘，本文以筆者所服務的淡
水古蹟博物館為例，來說明經營臉書粉絲專頁經營策

略、內容及成果，藉此發現粉絲專頁經營上的困境及

挑戰，最後提出臉書粉絲專頁的經營實務建議。

 

貳、Web 2.0 時代與社群媒體行銷

一、從 Web 1.0 到 Web 2.0
Web 2.0 宣告新的網路時代的誕生，有別於傳統不

易互動的 Web 1.0 網路型態，最大差別在於 Web 2.0 網
站不只是單純的經營者發佈資訊，使用者被動的接受

資訊，通過網路應用（Web Applications）促進網路上人
與人間的資訊交換和協同合作。以使用者為主體的Web 
2.0 網站，強調參與、互動、共享，著重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常見的 Web 2.0 網站有：網路社群、網路應用程
式、社交網站、部落格、Wiki等（廖康任，2012）。 
Web 2.0 主動將訊息傳到網友的手中，以友善、親切的
口吻傳遞訊息。 Web 2.0 的特色在於倍數的擴散，讓人
人都是訊息的發佈者，其即時與互動的特性，不再是

被動等待網友發問，而是主動出擊關心使用者。

「社群媒體」是一個有別於過去所稱「大眾媒

體」，如電視、廣播、報章雜誌等，在 Web 2.0 時代產
生的網路溝通工具。它提供網路使用者與他人對話、

交換訊息及討論經驗的網路平台，使用者透過互動分

享所產生的內容。 Web 2.0 的行銷著重於發揮「社群」
的功量，社群媒體行銷鎖定於內容的建立，以吸引使

用者的注意並鼓勵使用者於自己的社群分享，強調提

供「參與、互動、分享」的服務（陳尊鈺，2011，51-
55）。社群媒體為我們帶來了全新的價值觀，所有人
都成為個人媒體，不管何時何地都可以隨時參與議

題，可以從「分享」感受到社群媒體的力量及影響力

（楊爾寧譯，2015，122-130）。

博物館的臉書行銷策略個案研究：以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為例—廖康吾

二、臉書粉絲專頁
談到目前備受喜愛的社群網站，包括Twitter、In-

stagram、Pinterest、Tumblr、LinkedIn等，其中最受
矚目、最為成功、成功速度且影響力愈趨龐大的即為

臉書。臉書於2004年2月正式上線，由馬克‧祖柏格
（Mark Zuckerberg）所創辦，起初成立於哈佛大學。全
球活躍用戶數於2012年10月突破10億，其中6億為流動電
話使用者，成為世界上分布最廣的社群網站。在2013
年第4季，依據官方公布的資料，臺灣約有1,500萬人每
月登入臉書，其中約1,200萬人透過行動裝置登入，每
日活躍用戶1,100萬人，其中850萬人是透過行動裝置登
入。台灣臉書屬於成熟市場，滲透率分居全球第一。

在臉書的各項功能中，以在2007年推出的粉絲專
頁為最具發展商業的潛力，它是「為組織、企業、名

人及樂隊而設，用於向選擇連結他們的用戶工開傳播

大量官方資訊。專頁與個人檔案相似，能夠為專頁加

上各種應用程式，協助實體與觀眾進行溝通及互動，

更可透過朋友推薦、動態消息、臉書活動等吸納新觀

眾。」其運用最大特色在於，當粉絲和粉絲專頁有互

動時，專頁上的動態消息就會即時傳送到他們的朋

友。這些人在粉絲專頁上的互動，便以同樣的「口耳

相傳」方式將訊息散播到更廣大的朋友圈。

三、博物館與社群媒體行銷   
博物館自1970年代末期，以美國為首，開始倡導

行銷的概念，和以需求和獲利為主要考量的商業行銷

不同，博物館行銷係將欲傳達的文化及藝術訊息呈現

給最多的民眾。在這個 Web 2.0 時代，為了提升博物
館知名度及吸引參觀人潮，博物館開始運用 Web 2.0 各 
項工具和觀眾溝通，尤其特別集中於社群媒體，根據

2012年「臺灣公立博物館使用社交媒體現況調查」顯
示，15座公立博物館，不管是否採用其他的社群媒體，
至少皆已開始使用臉書（林以婕，2012：139-147）。

博物館主要是希望藉由社群媒體雙向溝通的特

性，開闢與觀眾直接對話的管道，拉進博物館與觀眾

之間的訊息，並希望透社群媒體快速傳播訊息的力

量，對於營運經費有限的博物館，為一個重要的行銷

宣傳管道，另一方面並拓展網路潛在觀眾。臺灣博物

館使用臉書大致希望能達到以下四個目的：（1）增
進觀眾溝通方式；（2）擴大博物館行銷管道；（3） 
維繫觀眾關係，除吸引未參觀過的民眾藉此認識博

物館，更對實體參觀的觀眾延伸服務效益，提高對

館的好感度；（4）期待觀眾倍增的行銷效益（辛治
寧，2013：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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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適用於尚未有許多研究或理論基礎

的問題，或某些特例與理論相悖時，有鑒於博物館的

網路行銷理論尚未發展成形，關於博物館利用臉書行

銷的研究極少（韓志翔等，2012：151-153），故本研
究採用「個案研究法」進行探索性的研究。

目前國內外各博物館皆紛紛投入臉書的經營，但

相關的研究仍相當的少見，多半以多重個案分析法進

行國內外博物館臉書專頁，且多採用次級資料分析、

線上觀察方式、問卷調查或訪談法進行。本研究則以

淡古館為研究對象，並以粉絲專頁經營狀況之初級資

料，深入分析淡古館的經營概況、策略及成效，運用

臉書提供的「洞察報告」來分析其運作績效及關鍵成

功因素，試圖在臉書之經營方針與策略調整下，檢視

粉絲專頁各項數據，包含粉絲人數、粉絲特性和貼文

之按讚、回應、分享互動性等，評估並探究如何成功

透過臉書平台，落實博物館行銷經營策略、並有效提

升其目標效益。

 

肆、淡古館經營社群媒體概況與
策略

一、淡古館經營社群媒體發展歷程
淡古館在2010年12月6日開始開通臉書粉絲專頁

經營，初期並無針對臉書粉絲專頁進行規劃討論，貼

文主要以關心問候用語、活動訊息張貼為主，並開始

於節慶活動於進行票選活動。2011年馬偕日「我愛古
蹟、愛要大聲說」網路影音徵件活動為首度嘗試，進

行方式為來紅毛城參訪時由淡古館工作同仁錄下影像

後上傳至粉絲專頁，或自行錄影上傳，說出對親近古

蹟的愉悅感受，線上票選為期一個月，按讚次數最高

前5名者，獲得本館文創商品方式進行。活動因粉絲專
頁尚無培養忠實觀眾，使用者多半是館員，共僅10段
影音參加，平均每則的按讚次數僅有個位數字，只有2
段達到24票。

2012年馬偕日再次利用粉絲專頁辦理「描繪馬
偕博士的鬍鬚」票選活動，由淡古館同仁內部初選21
幅優秀學童作品，為期12日公告於粉絲專頁供民眾票
選，同樣採取按讚次數最多的前15幅作品，獲得本館
文創商品方式進行。票選參與度雖有小幅提升，最高

達50票，然大部分仍為個位數。2013年12月起配合新北

市政府文化局開始轉貼「本週藝文精選」，定期每週

發布多則新北市藝文館舍訊息，自此淡古館粉絲專頁

開始有較多且規律的貼文量。 

2014年4月底起為第二階段，經營方向調整為各組
窗口各自貼文，且貼文內容需要經陳核才能公告，這個

階段淡古館尚對於使用粉絲專頁仍有疑慮，擔心社群媒

體引起的風險，如訊息發布引起負面回應，或因未即時

回應引發的負面反彈等。貼文內容主要以活動、展覽訊

息公告及淡水美景照片為主。值得一提的是以下兩波

粉絲增加高峰，也是淡古館首度配合臉書活動發佈新聞

稿，利用粉絲專頁與民眾連結，並於2015年3月27日辦
理的「淡水6大傳奇風雲人物票選活動」，是配合淡水
雲門劇場於4月底完工落成，所發想的一個行銷計畫，
由淡古館預先選出18位與淡水有關之人物，再開放由民
眾票選，並接續著於4月16日「捷運紅線捕捉淡水傳奇
人物」，邀請劇團演員扮演票選出的6位傳奇人物至捷
運淡水線，邀請民眾於搭乘捷運時捕捉畫面上傳粉絲專

頁。4月底粉絲人數成長到2919人。

臉書專頁自2015年5月進入第三階段成長期。有
鑑於國內外各大博物館臉書經營皆已有相當成果，淡

古館重新調整粉絲專頁策略，由負責新聞發布的行銷

企劃組經營管理，因應社群媒體即時和促進對話的本

質，打破了博物館行政程序層層請示、對外發言必須

謹慎以對的傳統觀念，只要非關館內機密、負面批評

言論，充分授權行銷企劃組規劃貼文和即時回應。貼

文統一由「小編」發文，希望以擬人化的方式拉近與

粉絲的距離，企圖打破博物館嚴肅的形象，語氣以親

切、關懷的口吻和粉絲分享各項訊息及淡水古蹟景

色，文字風格也趨向平易近人，官網上生硬的展覽及

活動公告訊息皆重新潤飾；圖片部分也開始專為粉絲

專頁設計及拍攝。依據網路使用者時間，平日於晚間

6時至11時之間達到使用高峰，故平日貼文時間以此時
為主，假日則於以中午12時至下午3時為尖峰時段，以
一天原則一則貼文維持更新頻率。

這時亦開始規劃「粉絲專頁小活動」，活潑、

簡單、有趣、有互動感為這些活動的特色，例如「真

心話大聲說」活動，邀請粉絲於貼文分享「愛上淡水

的理由」，附上淡水的美景及留言。配合各個特殊節

慶，規劃有趣的臉書行銷活動，像是配合馬偕日的

到來前夕讓民眾幫忙馬偕博士找老婆；端午節規劃

「Woody淡古打卡去」，園區現場提供打卡小道具，讓
民眾創意攝影、並上傳粉絲專頁，讚數最高的創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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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文創商品；教師節規劃「淡古下課五四三」邀請

粉絲於貼文下留言分享校園生活趣事。

此外，並規劃兩個系列網路活動，首先為「淡

水甜蜜蜜‧票選幸福小店」票選活動，配合淡古館去

年度館慶主題「淡水古蹟遇見幸福」，於去年度七夕

情人節，蒐集淡水具有幸福、輕旅行、藝文特色之小

店、景點供民眾網路票選適合情侶約會旅遊的淡水

店家，得票數前20名將作為「幸福地圖」路線規劃景
點，活動期間即時報導票選狀況及介紹特色景點及小

店，從8月20日至9月6日，共19篇相關貼文，讓人意外
地共增加1773位粉絲，藉由這項活動，也讓淡水在地
的店家及民眾，於臉書上認識了淡古館。

緊接著為「Woody熊幸福三部曲」，為讓無法實
際參與「淡水古蹟遇見幸福」系列活動的粉絲，能藉

由網路能共襄盛舉感受氛圍，藉由為淡古館吉祥物尋

找女友的故事，分別以「尋愛啟示」、「愛情箴言」

、「勇敢追愛」等三部曲，邀請粉絲一同猜測女熊的

個性、上傳理想中的服裝造型照片、寫下愛的表白誓

言，並配合紅毛城Woody熊大型公仔的設置，邀請粉絲
至現場舉牌為Woody熊加油打氣。活動更首度嘗試和
網路知名插畫家小黃間合作，利用臉書連結的方式，

讓喜歡小黃間插畫的年輕族群，能認識淡古館。粉絲

人數因此再度快速成長，9月18日至11月3日共增加1026
位，至系列活動結束時，粉絲人數已成長至6851人。

【圖1】「真心話大聲說」活動圖片 【 圖2 】「2015馬偕日─馬偕博士找老婆」活動圖片

【 圖3 】「2015端午節─Woody淡古打卡去」活動圖片 【 圖4 】「淡水甜蜜蜜‧票選幸福小店」票選活動

博物館的臉書行銷策略個案研究：以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為例—廖康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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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Woody熊幸福三部曲」之「勇敢追愛」民眾與Woody熊合照

二、淡古館臉書粉絲頁現況
臉書粉絲專頁免費提供管理者完整的「洞察報

告」功能，讓行銷人員能輕鬆掌握社群成員的組成

屬性及互動情形，並有助於檢驗與規劃管理，並從而

有所依據和調整經營行銷策略（鄧文淵，2014，204-
214）。首先分析淡古館粉絲專頁觀眾的組成，另並檢
視第三階段成長期2014年5月7日至11月3日間的資料數
據，希望藉由這些數據，了解粉絲喜好及掌握粉絲成

長動態，後續將輔以筆者經營粉絲專業的實作經驗，

彙整分析淡古館所採行的策略及運作績效，並探究所

遭遇的困境及因應之道。

（一）淡古館粉絲專頁觀眾的組成

1. 女性高於男性甚多、中年女性為多數
淡古館粉絲專頁女性（65%）使用者多於男性

（35%）（表1），主要集中在25至44歲的區間，其中
又以35歲至44歲的女性為最主要的使用群體，佔全部
粉絲的22%；25至34歲的女性19%，接下來依序是35至
44歲的男性10%，25至34歲的女性10%，18至24歲的女
性10%。55歲以上使用率較低，僅佔全部粉絲人數約
7%（表2）。

2. 以臺灣為主，主要居住於新北市及臺北市
淡古館粉絲專頁使用者的組成，和地緣性有關。

以國家來看，使用者幾乎都集中於臺灣(94.9%)，其
他依序為香港、中國、加拿大、美國、馬來西亞、日

本、英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地的粉絲，除香港達

1%之外，其餘皆未達1%（表3）。依使用者系統語言
來觀察，以使用繁體中文的臺灣人居多(91.3%)，即便
有使用美國和英文系統的英文使用者，推測可能為部

分臺灣人使用英文系統（表4）。

粉絲以臺灣為主，而城市又以集中分布在新北市

及臺北市為最多，並以臺中市、高雄市、臺南市等五

都地區為最多（表5）。特別的是，桃園市因地緣關
係，人數高於臺南市。以其他城市而言，以多倫多13
人為最多、廣州11人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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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表 2】淡古館粉絲使用人口性別、年齡比較表

歲數 13-17 歲 18-24 歲 25-34 歲 35-44 歲 44-54 歲 55-64 歲 65 歲以上

女 1% 10% 19% 22% 8% 3% 1%

男 1% 5% 10% 10% 5% 2% 0.821%

【表 3】淡古博粉絲所在國家前 10 名一覽表

臺灣 香港 中國 加拿大 美國 馬來西亞 日本 英國 澳大利亞 新加坡

6499 67 46 38 36 31 21 11 11 20

【表 4】淡古博粉絲使用語系前 10 名一覽表

語言
繁體中文
（臺灣）

英文
（美國）

簡體中文
（中國）

英文
（英國）

繁體中文
（香港）

日語
法語
（法國）

西班牙語 其他

使用者人數 6248 247 114 73 73 28 6 6 13

百分比 91.3% 3.6% 1.7% 1.1% 1.1% 0.4% 0.1% 0.1% 0.2%

【表 5】淡古博粉絲所在城市一覽表

居住城市 新北市 臺北市 臺中市 高雄市 桃園市 臺南市

使用者人數 2707 1558 710 296 198 184

百分比 39.5% 22.8% 10.4% 4.3% 2.9% 2.7%

【表 1】淡古粉絲使用性別

博物館的臉書行銷策略個案研究：以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為例—廖康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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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粉絲喜好訊息類型及內容

第二部份聚焦分析第三階段成長期2014年5月7日
至11月3日間的資料數據，共計189則訊息，本文即以
此為分析探討樣本。

以粉絲專頁貼文訊息類型而言，淡古館於此階段

多以單張照片加圖說方式發布，偶爾為多張照片，共

180則，連結網頁分享5則、純文字狀態更新3則、影音
分享1則（表6）。分析出的結果，發現狀態文字因其
中一則為「票選幸福小店」票選活動訊息，故使得平

均獲得的「讚」數較多（表7），連結網網頁分享次數
亦高過於照片訊息，相較照片訊息之貼文數較少，故

未來淡古館可多嘗試其他類型貼文。

另依據發佈貼文之內容，淡古館的訊息內容大約

可分成以下八大類（表8）：

‧ 服務訊息：館區服務訊息調整、導覽、志工和替代
役服務及徵人啟事。

‧商品訊息：本館文創商品及紅城小舖介紹分享。

‧展覽訊息：展覽預告、展場照片及展品介紹分享。

‧活動訊息：活動預告、活動花絮及精彩畫面分享。

‧ 生活分享：心情分享、生活問候、叮嚀提醒，與博
物館事務非直接相關事項。

‧ 館區及淡水景色：博物館及淡水之古蹟及景色照
片、淡水老照片分享。

‧古蹟小知識：古蹟修復知識及文化資產保存介紹。

‧ 粉絲專頁活動訊息：規劃專屬於粉絲專頁的活動預
告、及結果公布。

【表 6】使用者喜好類型

讚 回應 分享

【表 7】使用者喜好類型

專頁發布訊息類型
照片

（單張、多張）
連結
（網頁）

狀態
（文字）

影音分享

讚 127.21 74.8 387.33 65

回應 13.94 17 15.3 0

分享 6.59 8.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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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各類訊息平均可獲得的「讚」、「回應」、

「分享」（表9），以粉絲專頁活動訊息最受歡迎喜
愛，不僅是「讚」數，回應與分享遠超過其他類型的

訊息。「淡水甜蜜蜜，票選幸福小店」獲得1126個讚
為最多、「Woody熊幸福三部曲」之「愛的箴言」972
個讚次之，分享為276次卻為最高。

    接著則依序分別是「展覽訊息」、「活動訊
息」、「生活分享」，這三種類型獲得的「讚」數，

回應與分享在伯仲之間。較令人意外的是，較為軟

性的「館區及淡水景色」受喜好程度卻不及「服務訊

息」及「商品訊息」，或許是因為雖然是「服務訊

息」及「商品訊息」仍會精心搭配照片。而受歡迎度

最低的是「古蹟小知識」，這是配合「3D大解密─淡
水紅毛城建築修復工作坊」所開設的「Woody博士古
蹟上課時間」，介紹紅毛城外牆的紅色、白華、養灰

等古蹟修復專業知識，或許是內容較生硬，故與民眾

產生距離感。

【表 9】使用者喜好內容

讚

回應

分享

專業發布
貼文內容

服務訊息 商品訊息 展覽訊息 活動訊息 生活分享
館區及淡水
景色

古蹟小知識
粉絲專頁活
動訊息

讚 83.06 80.5 116.41 98.64 96.53 65.83 75.33 232.85

回應 2.38 3 4.59 4.45 4.44 2.5 3.33 44.85

分享 1.25 0.5 3.53 2.81 2.19 0.33 3.00 19.15

【表 8】專頁發布貼文內容

專頁發布
貼文內容

服務訊息 商品訊息 展覽訊息 活動訊息 生活分享
館區及淡
水景色

古蹟小知
識

粉絲專頁
活動訊息

則數 16 2 17 67 32 6 3 46

百分比 8.5% 1.1% 9% 35.4% 16.9% 3.2% 1.6% 24.3%

博物館的臉書行銷策略個案研究：以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為例—廖康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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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淡古館粉絲專頁經營困境與挑戰
淡古館為臺灣首座以古蹟為名的博物館，目前營

運範圍包括紅毛城、小白宮、滬尾礮臺、海關碼頭、

程氏古厝等文化資產，另有得忌利士洋行及淡水藝術

工坊、滬水一方藝文空間、新北市國際藝術村等藝文

館舍。館舍遍佈整個淡水，從淡水老街、漁人碼頭到

新市鎮。這是淡古館最與眾不同的特色，但卻一直是

館舍行銷宣傳上的阻礙，淡古館94年開館至今邁入第
10個年頭，「淡水古蹟博物館」卻對民眾來說是相較
陌生的，民眾熟知的是紅毛城等各個古蹟或館舍的名

稱，於是在臉書上會發現打卡的地標皆是各古蹟點及

館舍，僅有約500個人在「淡水古蹟博物館」打卡。
「打卡」已是現代人出門遊玩必做的事情，許多店家

也會在粉絲專頁上提供打卡優惠，鼓勵消費者到店時

進行打卡，因為讓顧客直接打卡到粉絲專頁，除了方

便管理又能讓粉絲專頁聚集高人氣。淡古館因館舍分

散，整合地標打卡恐無法執行，故提升淡古館的形象

及知名度，是急需突破的挑戰。

再者，因受限於古蹟空間，故淡古館的Wifi無法普
及使用，造成無網路的民眾無法即時打卡，現場辦理

節慶行銷活動時，必需加派工作人員，以分享熱點方

式，讓民眾上網按讚打卡，這也使得活動秩序較顯得

混亂，不過是現行的有效解決之道，就長期而言，淡

古館已開始著手全區Wifi的建置規劃，相信未來是有助
於粉絲專頁的推廣。

經過這六個月，粉絲專頁漸漸成為淡古館除了

官網之外，另一個重要行銷宣傳的媒介，並經常配合

臉書活動發佈新聞稿，使得粉絲人數成倍數成長，從

2919人到6851人。然而，以各式臉書行銷活動來讓民
眾認識淡古館，進而按讚成為粉絲，要如何讓新粉絲

的維持參與度，培養成忠實粉絲則是經過成長階段的

淡古館要面臨的挑戰。必須進一步思考，淡古館的粉

絲想得到什麼，重點應放在社群的「內容」，建立一

個真的可以幫助大家的內容及資訊。從除了「粉絲專

頁活動訊息」轉貼分享文章次數較高之外，其餘類型

則僅平均3次以下。社群媒體行銷的兩大成功關鍵為「
擴散」及「凝聚」，訊息擴散的過程中需要粉絲願意

分享，以便擴散讓更多人看到，利用擴散出去的好內

容，把社群凝聚起來，並且把流量凝聚回來。因此，

如何能提供粉絲想轉貼的內容，將是需再克服的重要

課題。

 

伍、 建議與結論

一、加強粉絲團互動，強化歸屬感
官網通常是正式傳播訊息的管道，是單向式的，

臉書粉絲專頁雖然是由博物館建立的粉絲團，但對粉

絲而言，更有歸屬感，因為有更多參與、更多涉入，

更多情感的連結，也代表他們和博物館關係更緊密。

在粉絲專頁貼文，所得到的行銷回饋和官網發布消息

不相上下，並應注意區隔兩種網路管道的溝通內容。

瀏覽官網的民眾，停留時間及頻率和粉絲專頁不同，

民眾在官網上平均停留5至10分鐘，但在粉絲專頁可
能只是一分鐘而已，官網適合較有深度的內容，粉絲

專頁則講求訴求快速。一般而言，臉書用戶並沒有任

何準備想閱讀長篇文章，所以如果沒有必要或緊急

性，盡量保持簡短扼要，並嘗試引起粉絲興趣。假設

你的內容不是三言兩語能清楚道盡，應該把內容放在

官網。如此一來，也能將辛苦經營的社群流量導回官

網，而需要做的只是轉分享與引導點擊。

營造博物館品牌及社群文化，應避免粉絲專頁僅

作為展覽、活動或文創商品訊息的，臉書的本質是社

群媒體，所以營造一個有溫度的社群，藉此連結博物

館粉絲是極為重要，粉絲需要持續的互動關係，不斷

地滿足粉絲的需求，引導其留言、貼文、分享，經過

長時間的培養，才能凝聚粉絲專頁的人氣及流量。再

者，真誠熱忱地回應粉絲的問題，除了負面質詢的回

覆之外，正面回饋的留言也應即時回應，讓粉絲有更

積極參與的動力，進一步深化粉絲的情誼。此外，定

期舉辦粉絲專頁小活動，也是維持專頁的不二法門，

相信若能培養忠實粉絲，在這個社群媒體取代傳統媒

體的時代，將有助於博物館減少傳統媒體宣傳費用。

二、博物館內部組織成員溝通
因應社群媒體的即時及互動的特性，成功的博

物館粉絲專頁，首先的關鍵在於經營管理者需要獲得

首長的支持及充分授權，才能迅速回應問題，縮短與

粉絲溝通交流的時間。此外，粉絲專頁的經營，除了

每天需要找尋貼文素材、撰寫文字、下文章標題、拍

攝照片、美工修圖等工作，更須即時、迅速回覆粉絲

各種疑難雜症，持續地和粉絲互動，隨著粉絲人數的

增加，整理、回覆及管理的工作就越顯加重。因此，

這樣的工作不僅僅是一位「小編」能獨力完成，而是

需要有推動團隊，更需要有整個博物館全部館員來支



87

援，定時跨組室召開像是「新聞議題會議」等類型的

會議是必要的工作，整合各組室近期的工作重點，讓

館內訊息充分流通，在報告說明的過程當中，也能激

發彼此的創意靈感。粉絲的留言意見及負面評論，也

促使博物館內部快速討論回應，間接也鼓勵各組室橫

向的聯繫及合作。相對地，也發現透過粉絲專頁博物

館內部的同仁能得以相互交換訊息，知道彼此展覽及

活動近況，甚至會互動，這對整個博物館內部溝通是

相當有助益的。

三、建立評估機制，定期進行觀眾調查
臉書粉絲專頁除了規劃發文策略、定期產出優質

的貼文之外，並需要搭配「洞察報告」適時調整與檢

驗。「洞察報告」能有效紀錄粉絲專頁的流量、討論

版面的回覆數量等，可作為博物館評估粉絲專頁是否

成功的依據。博物館社群媒體需要細膩的互動，特別

是這些粉絲能載舟，但也可能覆舟，多多了解粉絲們

的地雷區，亦是經營臉書粉絲專業的重點工作。建議

未來應將臉書粉絲對於專頁的看法及滿意度納入評估

機制，臉書是一個互動性的社群媒體，粉絲的看法對

於博物館在調整臉書粉絲專頁的經營方向有很高的參

考價值。

四、因應行動裝置的時代
依據「2014年臺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行動

上網率從2012年的25.91%成長至2014年的47.27%。「
沒事就想滑一下手機」是許多現代人的強迫症，智慧

型手機已經徹底改變人們的生活和溝通方式，使用行

動裝置的時間，已經超過電視及個人電腦。通話及傳

送訊息為使用行動裝置的基本功能，而存取社群媒體

的交換資訊也逐漸日常生活化（楊爾寧譯，2015，146-
150）。行動裝置用戶，約一半的時間在逛社群網站，
亦即人們的生活和社群媒體的連結更緊密。

面對這個人們透過行動裝置相互連結的人類時

代，臉書粉絲專頁的經營亦須考量智慧型手機使用特

色，發揮新的行銷創意，設計精簡、吸睛、即時客制

化的「微故事」讓人在滑過訊息時，忍不住停下來觀

看。避免過多冗長的文字，很少使用者會按下「繼續

閱讀」按鈕，貼文需要有吸睛的標題，「標題」為使

用者的第一印象，貼文內提供的連結應避免直接連到

官網首頁，這樣將給使用者較差的印象，另因行動裝

置的載具畫面較電腦小，圖片上的文字盡量避免太小

（李立心譯，2014，52-68）。博物館要和這些行動裝
置人（Homo Mobilians）進行溝通，建立博物館品牌形
象，滲透這些行動裝置人的智慧型手機，並佔有一席

之地，將是成功的關鍵因素。

五、後續研究建議
本臉書研究主要著重於淡古館第三階段，即調整

經營方式後，近6個月之貼文進行分析，故研究期間較
為短暫，建議後續應持續進行觀察分析，並將粉絲對

專頁之滿意度及意見納入研究範圍，經營策略和成效

之關聯性始能更清楚呈現。臉書粉絲是否能轉化為博

物館的實體參觀民眾，或是博物館實體觀眾成為臉書

粉絲，進而推薦引入潛在參觀者，這亦是後續需長期

觀察及研究。此外，建議可利用不同研究方法進行分

析，則更能掌握博物館粉絲的臉書行為，如社交網絡

分析，能清楚瞭解臉書間的人際關係，並可清楚辨識

哪些人為意見領袖。

博物館的臉書行銷策略個案研究：以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為例—廖康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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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社教機構經營型態多樣化與民眾參觀行為

意向的轉變，近年來參與博物館相關活動，已成為民

眾休閒生活的一環。然而，在面對各方競爭與大眾寓

教於樂需求提升的挑戰下，過去以學術殿堂自許的博

物館，除以教育啟迪及知識傳遞為首要任務外，也同

時強調其融入並滿足參觀者感官層次的場所精神與意

義。透過節慶活動與主題式體驗活動，與民眾產生更

多生活、記憶與情感上的連動，並以此建立兩者的親

善關係，為當前博物館在經營與行銷策略上，經常採

取的手段與方式。

本研究以文獻資料探討體驗行銷理論之意涵，

採用Bernd Schmitt所提出之體驗行銷為理論基礎，形
塑研究架構；藉由體驗模組中的感官（Sense）、情感
（Feel）、思考（Think）、行動（Act）、關聯（Relate）
等概念，檢視並分析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活動之

規劃與其正向影響，進而探究如何區隔不同觀眾之組

成特性與需求，擬定適切之活動推廣及行銷策略。

博物館主題活動應用體驗行銷策略之探討
─以「與春天有約─淡古野餐趣」為例

黃鈺惠 Yu-Hui Huang

An Analysis of Promotion Strategy for Theme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tal Marketing – A Case Study of 
“Dating the Spring : Picnicing in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New Taipai City ”

關鍵字：博物館、體驗行銷、主題活動、推廣

策略、淡水古蹟

Abstract
ollow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  management in social edu-

cational institutes as well as change in the behavior intention of 
public visit, participation in museum-related activities in recent 
years has become a full part of the public’s leisure life. Never-
theless, the challenges from having various competitions and 
increasing demand for public entertainment and education lead 
the museums, previously known as academic premises, to aim 
at educational enlightenment and knowledge passed on as fore-
most important tasks. Museums also emphasize on the spirit 
and meaning o  a premise that assimilates and satisfies visitors 
on the sensory level. The public will therefore enjoy, remember 
and connect more with any given facility on a deep emotional 
level through festival and theme-based activities, henceforth es-
tablishing and consolidating a privileged and durable relation-
ship with said facility. It is the means and practice that existing 
museums most frequently adopt for their management and mar-
keting strategies.

The study applies literature data to analyze the implica-
tions of theories of experience marketing, using the experience 
marketing proposed by Bernd Schmitt as a theory basis to shape 
the research framework. The study also takes signature festi-
val and theme activities from New Taipei City Tamsui Historic 
Museum and applies “Sense, Feel, Think, Act, and Relate” con-
cepts from experience modules to review and analyze the activ-
ity planning and its positive impact, which further explores into 
how to segment the 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ppeals of 
different audience, and develop proper activity promotion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as a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Keywords: Museum, Experience Marketing, Theme 
Activity, Promotion Strategy, Tamsui Historical Relics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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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1980年代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的興
起，英國Peter Vergo(1989)及美國Julia D. Harrison(1993)
等學者針對博物館的觀念、意義、方法與目的，提出

了新的詮釋與思維，其主張為建立博物館與群眾兩者

之間的關係，新博物館應於傳統典藏、研究、展示、

教育等基礎功能中，進一步順應社會環境變遷與民眾

生活趨勢，由原本以物件為主的對象取向，轉而以人

為目標(轉引自黃美賢，2011；鄭巧玟，2008)，此論述
延伸出博物館新的發展走向。新一代博物館不再拘泥

於百科全書與繆思殿堂的角色定位，也跳脫學術權威

與教育菁英的框架，當代博物館已卸下嚴肅、沉重的

廟堂色彩，轉而以增進社會大眾經驗知識，同時提供

文化公共服務的角度，扮演與群眾、社區、企業互動

溝通的橋梁角色。

過去人們來到博物館，除可透過建築物的空間陳

設，體察時間與真理的崇高審美價值，亦可藉由藏品

的展示詮釋，理解自然生態、人類社會與藝術科學的

奧義(張譽騰，2003)。然而由於傳統博物館強調的是空
間與物件、知識與美學，所傳遞出的訊息感受，相較

於現今博物館以營造一個對外開放、以「人」為主的

友善環境而言(轉引自鄭巧玟，2008)，是較為遙遠且不
可親近的。臺灣的博物館於近30年來在國家政策、地
方民意與企業資源的挹注下，不僅成長迅速、類型也

更加廣泛多元，對民眾而言，進行一趟博物館參訪，

除可獲取知識經驗上的提升，也能滿足其在休閒娛樂

層次的心理需求。

21世紀開啟體驗經濟時代後，體驗行銷概念如
浪潮般席捲產品行銷市場，並成為新一代的行銷策略

主流，其中以顧客需求為目標、為消費者創造體驗舞

台，以及透過品牌及商品連結消費者生活與情感經驗

等特性，與新博物館學以人為本的思維不謀而合，因

此逐漸受到博物館界的應用。以下將以新北市立淡水

古蹟博物館「與春天有約─淡古野餐趣」為例，探討

博物館應用體驗行銷策略辦理主題活動之情形，並進

一步了解如何將體驗行銷中的感官、情感、思考、行

動與關聯等體驗形式，導入於各類活動的思考與實踐

中，同時也探究相關活動之內涵與規劃，如何與目標

觀眾的需求與感受進行結合。

貳、體驗經濟時代下的體驗行銷

約瑟夫．派恩( B. Joseph Pine II )與詹姆斯．吉爾摩
( James H. Gilmore ) 於1998年《體驗經濟》(“The Expe-

rience Economy“，夏業良、魯煒譯，2003)一書指出：
近代經濟發展歷程從農業經濟邁向工業經濟，再至服

務經濟，體驗經濟也在邁向21世紀時成為跨時代的行
銷趨勢，它促使企業擺脫低價競爭的循環，產品市場

販售的不只是商品本身，更是情感與故事。市場銷售

端無不致力為消費者打造專屬的體驗情境舞台，建立

其身歷其境的獨特感受，並使其在自我滿足及參與感

中，與企業產生一種個人化且值得記憶的聯繫關係。

擁有體驗元素的商品與服務，如同一種感性、稀有、

有助創造記憶的工具，其所觸及與發揮的影響，往

往超越了產品本身的實質意涵，因此消費者能在體驗

過程中，藉由感官刺激，引領出個人的情感與記憶經

驗，如此不僅有助於提升商品與服務的經濟獲益，也

強化了消費者與企業、品牌的黏著性。因此在體驗經

濟時代中，企業更加重視消費者需求，亦更熱衷於提

供客製化的商品與體驗服務，促使體驗參與成為產品

價值與消費行為的導體，並使現今的社會成為一個龐

大的體驗機器(劉維公，2005)。

體驗經濟將娛樂、教育、逃避現實與審美等四大

特徵融入體驗者需求中，不僅改變了產品銷售者與消

費者的經驗模式，也改變了市場與品牌的行銷方式(夏
業良、魯煒譯，2003)。於此同時，Bernd Schmitt在1999
年提出「體驗行銷」概念，針對體驗行銷的形式與策

略模組提出諸多論述。Schmitt強調，所謂的體驗行
銷，就是企業藉由感官行銷的訴求，為顧客創造出特

殊的情感或知覺體驗，而顧客也經由觀察或是參與活

動，而促使購買行為發生。另外，為進行市場區隔與

品牌差異化，企業必須先行深入了解顧客消費的動機

與目的，並規劃設計出一套體驗過程，讓顧客在消費

中自然而然產生一段難以忘懷的經驗，甚或讓消費者

延伸出無限的想像(蘇瑞雯，2012)。針對此議題的操
作，Schmitt提出了策略體驗模組，以感官、情感、思
考、行動和關聯等五大體驗形式，做為體驗行銷理論

的策略基礎。他強調這些形式項目有其天生的結構與

原則，但體驗訴求並不單只限於一種體驗形式，許多

成功的企業為了延展體驗訴求，會同時利用兩個或是

更多的策略體驗模組來達成行銷目的(王育英、梁曉鶯
譯，2000)。

Schmitt將「體驗」定義為消費者對某種事件的刺
激回應，不論事件是真實的或是虛擬的，體驗通常不

是自發的，而是誘發的。他認為任何一個品牌並不只

是擁有正確的價格或正確的價值，它更要提供一個正

確的體驗，並且觸及消費者本身與其生活型態訴求。

在此基礎下，Schmitt進一步提出策略體驗模組（感
官、情感、思考、行動、關聯）及體驗媒介（溝通工

博物館主題活動應用體驗行銷策略之探討─以「與春天有約─淡古野餐趣」為例—黃鈺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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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視覺口語的識別、產品的呈現、共同建立品牌、

空間環境、人員、電子媒介），作為體驗行銷架構

的設計與策略應用(王育英、梁曉鶯譯，2000)。如此
也意味著企業可透過周密的計畫，如：藉由環境設

施、產品、服務與人員互動，配合體驗策略模組與

體驗行銷理論 轉引文獻

Arnould、Price 及 Zinkhan(2004) 等學者認為，體驗是在環境之下身體、認知與情感彼此互
動，任何經驗導入之努力與技巧，將影響消費者的身體、認知與情感互動。情感與認知
無法分離，且體驗是消費者行為的核心。

江義平、李怡璇、江亦瑄
(2008)。

Kotler(2003) 指出，有越來越多的公司，皆開始發展能觸動情感而非說理的形象訴求，並
且開始求助於人類學家與心理學家，以發展能觸及心靈深處的訊息。他認為體驗行銷的
目的就是要為原本乏味的經驗增添戲劇性與娛樂性。

體驗行銷透過建立與消費者之間的接觸與連結，在「身、心、手、腦」各方面，創造彼
此的共同記憶，在最關鍵的時刻掌握消費者的心，進而提升顧客的忠誠度（陳怡萍，民 
93）

在實務上體驗行銷包含了各種體驗的形式，這些體驗形式都是心理學中所提到的認知與
心智的部分，而且都與生活息息相關，或是能夠觸動感官與心靈的個體思考與行為。在
運作同時，行銷人員必須能巧妙的結合多種不同的體驗形式，才能使體驗行銷發揮最大
的整體效果 ( 曾光華及陳貞吟，民 93）

體驗行銷讓消費者應用他們的感官，透過各種體驗媒介（如：廣告、行銷、網站⋯等等）
與某個品牌進行接觸。國內相關研究也建議業界在行銷管理上仍應加強感官、情感等方
面之體驗（徐伯雄，民 94）。

情感體驗較思考體驗能帶來較佳之體驗滿意度與品牌態度（潘韻如，民 94）

McLuhan（2000）認為體驗來自個人的心境與事件的互動，沒有人的體驗會完全一樣，而
且體驗不僅止於娛樂方面，只要讓消費者有所感受、留下印象，就是提供體驗。

丁昭尤 (2009)。

Joy and Sherry（2003）認為體驗是個人親身參與與經歷某標的物的領悟及感官或心理所
產生的情緒。

體驗是指個人經歷了一段時間或活動之後，身體與心理的感受，此感受不一定是真實的，
但是記憶卻是深刻且長久的 ( 丁昭尤，民 101)

體驗同時就如同心靈，消費者接受刺激後的心理狀態，經由感覺、認知、自覺情感三者
交互作用，進而產生新感覺、新認知與思考（陳盈蕙，民 93）。

體驗通常不是自發而是誘發的，而且體驗包含整體生活的本質，通常是由事件直接觀察
或參與造成的（王伯文，民 94）。

消費的體驗是消費者與產品之間的情境互動結果，並藉由商品的擁有達到內心情感滿足
（饒婉平，民 95）。

體驗媒介的相互應用，為消費者打造多樣化的體驗

感受過程。

由於體驗行銷觀念的普及，其關鍵特性也受到國

內外諸多學者的進一步闡述，茲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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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行銷概念促使企業一改傳統以產品、價格、

通路、行銷(4P行銷)做為重點決策方向，轉而將焦點
放在消費者與使用者身上(夏業良、魯煒譯，2003)。
綜觀體驗行銷相關論述，皆直指體驗行銷是一種以創

造消費者感受、認知、印象、情感與記憶為訴求的行

銷模式，經由體驗環境訊息的整合，來觸動顧客心靈

思維，進而將企業、品牌與消費者關心的生活事物加

以連結，並且透過提供令人滿意的服務程序，增強產

品無形的附加價值。整體而言，傳統行銷強調需求、

成本、價格、通路等競爭，首重產品的性能效益，所

設定的消費對象是理性的；而體驗行銷則著重於消費

過程的滿足，以感官（如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與

觸覺）做為行銷要素，目標對象設定為理性與感性兼

具的(王育英、梁曉鶯譯，2000)，因此企業為顧客塑
造感官體驗並滿足其理性與感性需求，已成為提升市

場競爭力的行銷策略主流。

參、體驗行銷策略於博物館實務
      之應用

新經濟時代以體驗為導向的行銷概念，不僅在產

品消費市場盛行，也普及至文化觀光產業，並受到博

物館界的廣泛應用。筆者認為，當90年代博物館營運
推廣標的逐漸由物件移轉到人後，博物館的定位與功

能也隨著參訪者觀念、行為的改變而有所轉型。現今

的博物館除追求在蒐藏、保存、研究、展示、教育等

目標功能的健全發展外，也由於博物館的角色屬性已

由社會教育機構跨及文化服務與休閒娛樂，民眾不單

視博物館為教育啟迪的場所，也視之為分享生活經驗

與創造記憶情感的交流空間。因此，博物館為建立與

社會大眾更良好、緊密的互動連結關係，無不致力於

各項功能與服務的加值創新，使民眾能由參與博物館

活動中，獲得實證學習、休閒娛樂、生活品味與人際

互動等需求的滿足(黃光男，1999)，以達成博物館在
參觀品質與遊客數量等營運成效的提升。

4P行銷
產品、價格

通路、行銷

品牌=識別

4E行銷
體驗、隨時隨地

交換、傳道

品牌=體驗

4P行銷與4E行銷之組成要素

(整理自黃子芸，2010；劉維公，2011)

另一方面，由於近年來文化與觀光產業蓬勃發

展，除傳統的博物館、美術館、遊樂園、休閒生態農

場、風景名勝之外，亦有為數可觀的文化創意園區、

產業遺址與觀光工廠加入類博物館(黃光男，2012)的
行列中，皆使民眾從事文化觀光活動的選擇更加多樣

化；同時也由於網路與新媒體的普及，行動者透過網

站系統所具備的搜尋與連結功能，不僅可迅速取得大

量的旅遊資訊，也形成眾多文化觀光設施彼此競爭及

排擠效應。在此情形之下，強化主體優勢，提供更優

質的服務與營運內容，無疑是博物館現階段與未來必

須面臨及加強的核心課題。

有鑑於博物館具備教育與休閒合一的寓教於樂特

質，且更加重視知識、文化、藝術等價值內涵的傳遞

(黃光男，1997)，故為參觀者創造兼具知性與感性的
雙重參觀經驗，不僅可作為博物館展現特色風格的方

式，更可做為博物館與大眾溝通互動的關係媒介。博

物館透過體驗式主題活動的辦理與文化創意商品的開

發應用，為參訪者創造不同形式的感官體驗，亦有助

於加強大眾對博物館事物的感受度與經驗值。

肆、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活動

博物館在面對來自各界的競爭壓力時，往往必須

思索如何發揮自身優勢爭取更多資源，或藉由調整營

運型態、創造博物館效益等作為，來達到永續經營的

目標。而透過辦理具大眾吸引力的推廣活動與行銷策

略，發揮博物館核心功能同時提升民眾參觀滿意度，

亦為博物館經常採取的具體做法之一。以下將以新

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以下簡稱淡水古蹟博物館)為
例，說明其歷年辦理之活動類型與內容特色，後於下

一節進行本文所欲探討之主題活動與體驗行銷策略兩

者之結合與應用關係。

有關淡水古蹟博物館歷來辦理之活動類型，大致

可歸類為五大項目，分別如下：

一、節慶活動
節慶活動對大眾而言，除是社會傳統文化的傳

承與實踐，也是常民生活內涵與精神的表現，因此經

常是國內外觀光客體驗各地區風土民情的最佳媒介。

博物館透過節慶活動的辦理，不僅可將節慶背後的文

化內涵與精神意義加以傳延，更可結合博物館場域特

色與環境氛圍的塑造，讓節慶活動的文化意象更加彰

顯。有關淡水古蹟博物館歷年來配合年節、慶典所辦

理之活動，包括：農曆春節、元宵節、西洋情人節、

兒童節、母親節、父親節、七夕情人節、重陽節、中

博物館主題活動應用體驗行銷策略之探討─以「與春天有約─淡古野餐趣」為例—黃鈺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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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節、聖誕節等國人熟知的日常節日外，另外也配合

淡水區公所於每年10月份的淡水環境藝術節，共同舉
辦社區踩街、藝術展演及市民講座等一系列屬於社區

參與的儀式性活動。

淡水古蹟博物館針對不同年節主題，除透過空

間場地的情境意象佈置，來營造節慶氣氛外，也透過

配套活動及特殊服務內容，來展現節慶特色。其目標

在於滿足不同族群對象的喜好與需求，從而發揮有關

感官、行動、關聯等體驗行銷目標。如於12月份聖誕
節時，於各場館進行整體裝飾佈置，共同與整個城

市迎接歲末佳節的來臨；另於農曆春節、元宵節辦理

寫春聯、抽福袋、彩繪燈籠、吃湯圓等應景活動，

營造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慶祝氣息。於4月初清明連
續假期中，則以家庭、兒童為目標對象，規劃各式具

有歡樂、溫馨氣氛的親子主題活動，如：邀請兒童劇

團結合古蹟場景進行戲劇演出，並搭配小丑表演、造

型氣球、泡泡秀等體驗遊戲與小禮物，以迎合孩童的

喜好；又如母親節、父親節、中秋節等特定及傳統節

日，以提供元氣茶、冰棒、月餅、柚子等消暑及應景

食物，加上按摩紓壓、音樂演出等優質、貼心的參觀

服務，為民眾創造特殊的過節體驗經驗。

舊展、威廉莫理斯特展、百年淡水—滬尾山海戀等展

覽。展覽配套活動方面，則依當年度國家文化特色與

展覽主題，同步規劃辦理相關教育推廣、導覽參訪、

講座、表演與文化體驗活動，使民眾於展覽之外，亦

能有機會接觸並實際體驗具有異國文化特色與情境主

題的參與式主題活動。

【圖1】以營造歡樂、溫馨氣氛為訴求的兒童節活動

【圖2】配合英國年主題特展，辦理古蹟劇場文化體驗活動

【圖3】2005年於小白宮結婚的新人，10年後攜家帶眷參加博物
館10周年館慶派對

二、年度特展暨系列活動
有鑑於淡水保有多元而豐富的文化資產與歷史

建築，可做為臺灣歷史脈絡與東西文化並陳樣貌的見

證，淡水古蹟博物館自2005年成立以來，每年皆規劃
辦理不同主題之年度特展及相關系列活動，來傳遞淡

水地方的文化特色與歷史深度。以開館10年期間所辦
理之年度展覽為例，即有於2005年至2011年期間，以
東西方國家在淡水的歷史為主題展出西班牙、荷蘭、

英國、法國、日本、加拿大等國家系列展；2012年
後，則將主題內容扣合於與英國及淡水有關之工藝設

計、美術發展等面向，辦理維多利亞家具及情境復

另外，適逢2015年為淡水古蹟博物館10周年館
慶，為進行回顧與展望，展覽跳脫多年來以淡水歷

史、古蹟建築、藝術文化為主題之設定，轉而援引

1878年馬偕博士與張聰明女士於淡水紅毛城舉行婚
禮，以及10年前開館之初，館方於小白宮為10對新人
舉辦英式婚禮活動等議題，做為年度展覽及系列活動

之創意發想；並以「幸福」、「婚姻」等讓民眾有感

的故事概念進行操作，除表現10周年館慶的特殊意義
外，也同時拉近博物館與民眾的距離。於籌備及開展

期間辦理之一系列主題式體驗活動，包括：秘密求婚

計畫、牽手半世紀金婚晚宴、懷舊歸寧復古派對、幸

福婚姻講堂等，部分活動並採由民眾自主提案，自導

統籌所提企劃內容之呈現，而館方則扮演為民眾提供

圓夢機會之角色，以打造出超乎想像的感官及情感體

驗舞台，為參與者形塑永難忘懷的生命記憶經驗與體

驗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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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資產培育與推廣活動
淡水古蹟博物館為臺灣首座以古蹟保存與再利用

為成立宗旨的博物館，由於肩負淡水地區33處文化資
產的守護與活化任務，故透過辦理文化資產教育推廣

活動，提升民眾對文資保存與地方文化價值的體認，

實為其最重要的核心目標與工作範疇。

過去規劃辦理之相關活動包括：與社區合作之家

鄉守護與優質導覽培力課程，以及與淡水歷史、古蹟

修復、世界遺產、文化創意、人文藝術、城市願景主

題相關之講座、研討會、工作坊等研習活動，亦有適

合不同民眾參與之文化資產現地導覽、文化遺址踏查

活動等。另外，由於淡水古蹟博物館兼具博物館與文

化資產雙重定位，故於每年度518博物館日及9月第三
週週末之全國古蹟日，亦會配合文化部辦理上述節日

之教育推廣活動，共同與全國博物館及文化資產進行

串聯及行銷，以達到更全面的影響。

民眾藉由文化資產培育與導覽活動的參與，不僅

可增進對古蹟歷史與文化資產空間環境的了解，亦可

提供其進一步思考在地精神與文化傳承對大眾生活的

意義。而淡水古蹟博物館透過辦理此類具有關聯、思

考及行動等體驗形式的文化教育活動，不僅可將淡水

文化資產的多元樣貌深植於大眾心裡，亦能讓在地信

仰儀式、民俗技藝等無形文化資產，與居民生活產生

連結，進而使地方文化財與文化生活景，融入當代全

民生活中。

營」、以淡水歷史元素量身打造之「古蹟劇場」、以

及以淡水文化意象為元素所規劃之各式創意手作DIY課
程等，皆透過活潑、有趣之情境教學方式，將知識與

經驗融入學童體驗過程中，進而創造深度學習與潛移

默化之成效。

上述教學體驗活動，尤以古蹟暑期夏令營最為熱

門，此活動自2006年開辦迄今歷久不衰，其活動內容
包含靜態及動態課程，除可增進學童對淡水的古蹟歷

史、建築樣式、生態環境與文化特色有所認識外，透

過活動設計與隊輔成員的帶領，亦可啟發學童獨立自

主與團隊合作等成長經驗的學習。因此長期以來深受

國小學童與家長青睞，已成為每年詢問度最高、報名

情況最盛之年度博物館活動之一。

另外，在人口高齡化趨勢下，淡水古蹟博物館自

104年下半年起，也配合新北市政府關懷樂齡族群政
策，辦理適合55歲以上民眾參與的相關活動，如：樂
齡攝影比賽、樂齡旅遊活動等。同時也將每週二訂為

「樂齡日」，結合地區周邊文化觀光資源與貼心的交

通及用餐服務，進行每週一梯次、每季一路線之觀光

導覽體驗行程，推出至今不僅深獲好評，也引發更多

樂齡民眾對於博物館相關資訊及活動的關注與參與。

【圖4】配合研討會議題，辦理19世紀淡水貿易航線體驗行程

【圖5】2006年開辦迄今仍廣受歡迎的「古蹟夜未眠夏令營」活動

四、特殊團體教育活動
以淡水古蹟博物館為例，過去主要服務之目標

對象除國內外觀光客外，多以學生團體及家庭為主，

因此配合學校及親子家庭辦理教學導向之教育體驗活

動，即為學期及寒暑假期間之重點活動項目。相關活

動如：由博物館團隊到校進行故事展演之「行動博物

館」、開放學童體驗於古蹟過夜之「古蹟夜未眠夏令

五、主題行銷活動
近年來在社會多元發展與國人休閒活動選擇多樣

化的影響下，文化觀光產業無不面臨彼此競爭與數位

網路資訊快速流通所帶來的效應，博物館除需藉由功

能與服務品質的整體提升，來吸引目標族群外，亦須

透過辦理主題活動與加值服務，做為博物館特色包裝

與議題行銷的宣傳亮點，以進一步開發更多潛在的觀

眾與使用者。

為因應現況發展，淡水古蹟博物館除辦理上述節

慶活動、年度特展暨系列活動、文化資產培育推廣、

博物館主題活動應用體驗行銷策略之探討─以「與春天有約─淡古野餐趣」為例—黃鈺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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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博物館教育體驗活動之外，也藉由不同形式的主

題行銷活動來創造話題、引起注意，進而與不同年

齡、背景、特質的民眾建立有效的互動連結關係。

以過去淡水古蹟博物館為增加青少年目標觀眾所

辦理之主題行銷活動為例，該館於2005至2007年成立
初期，由於知名度尚未拓展，為有效藉由活動議題創

造博物館品牌特色同時帶動媒體行銷效益，曾多次與

電台及流行音樂界合作，於滬尾礮臺、小白宮等古蹟

景點，辦理難得一見之古蹟演唱會及歌友見面會。除

以活動內容及特殊的場域氛圍，吸引年輕族群前來親

近古蹟，並為其打造難得的演唱會體驗經驗，也藉由

活動現場所設計之有獎徵答橋段，將古蹟歷史、建築

特色，以及文化資產保存活化的重要性同步傳達予新

世代民眾，進而串連淡水古蹟與青少年娛樂生活之雙

向關係。淡水古蹟博物館於2015年春季，也為不同目
標群眾所規劃辦理的古蹟野餐系列活動，可以視為另

一典型而成功之主題活動應用體驗行銷之案例。

東野餐生活節、華山文創園區白色野餐派對、基隆國立

海洋科技博物館野餐日......等活動，也在2014及2015年陸
續登場。擁有好山好水、豐富歷史文化空間與便捷交通

的臺北後花園—淡水，自然是都會城市的野餐迷不可錯

失的地點選項。淡水古蹟博物館也在天時、地利的配合

下，於2015年初春展開「與春天有約─淡古野餐趣」的
活動規劃與籌備，並擇定於氣候回暖的3月底至5月中，
於小白宮舉辦一系列古蹟野餐體驗活動。

本活動於規劃之初，即藉由體驗行銷策略的導

入，強化活動內容與民眾參與之關係，並以此凸顯活

動核心價值與淡水古蹟博物館之特色，其要項包括：

一、以場域特殊性進行市場區隔與價值提升
博物館於辦理本活動時，除將大眾生活議題與環

境條件納入規劃構想外，更以「首度開放古蹟野餐」

做為行銷宣傳議題與活動特色區隔。由於古蹟歷史場

域的特殊性與差異化，可增強對民眾的吸引力，提升

其在體驗過程中的價值感受，因此將其空間特色與野

餐活動熱潮同時進行包裝，即可促使過去非屬博物館

特定族群之遊客，前來感受古蹟場域特殊之處，並同

時透過場內歷史及建築展示等導覽介紹，在其行動體

驗過程中，導入思考體驗行銷策略，使其獲得預期外

之認知感受刺激。

二、以視覺圖像強化主題印象
本活動於執行辦理前，即以19世紀新印象派畫家

秀拉所創作之「大傑克島的星期日午後」為本，由館

方人員以擬真方式進行畫中人物角色、服裝、姿勢及

場景重現，所拍攝完成之圖像成品，除做為後續辦理

另案「世界名畫在淡水」活動之宣傳外，由於該畫作

描述19世紀歐洲民眾享受戶外休憩時光之意象與本活
動相符，因此同步做為本活動關聯行銷之體驗媒介，

於後續包括臉書、instagram等網路社交媒體，皆可見到
數位資訊使用者對於相關畫面與活動訊息之發送。

【圖5】結合紅毛城特殊歷史地景，辦理地牢體驗活動

【圖6】古蹟野餐活動以秀拉「大傑克島的星期日午後」畫作進行關聯
行銷

伍、「與春天有約─淡古野餐趣」
      系列活動

由於近年來慢活與樂活風潮，逐漸成為社會大眾

廣為奉行的一種人生態度與生活品味，不僅促使新世

代人們得以抽離忙碌、快速的社會環境壓力，也讓從

事休閒活動成為民眾體驗生活與發展人際關係的一種

媒介。一個人計畫一趟簡單、無負擔的輕旅行，或與

親朋好友結伴共遊，享受城市綠地與田園山水的舒適

清新，已成為現代人紓解壓力與凝聚情感的一種生活

療癒方式。

2013年旅遊生活頻道首度於臺北舉辦「TLC野餐
生活節」，而引領出全臺的野餐活動熱潮，野餐話題

走進群眾的生活當中，坊間有關野餐料理、餐具、場

地選擇、用品裝備等介紹與討論紛紛出籠，全民瘋野

餐的風氣，如花開遍地般蔓延至各個城市，其後包括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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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致力為民眾創造五感體驗舞臺
本次系列活動共辦理3場，主題分別設定為文青復

古趴、親子同樂趴與閨密死黨趴，於活動報名階段即

進行議題及報名式行銷，民眾可依據參與場次主題，

進行活動行前規劃與準備，如：號召活動對象、設定

角色造型、野餐用具與料理準備等，以達成主辦單位

對於主題風格之設定。而館方部份，則透過現場工作

人員之服裝造型、場景佈置、表演節目，以及拍照道

具、野餐用品配備、美味輕食、瓶中信書寫及封存活

動等配套，共同與民眾創造複合式的體驗舞台，並將

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刺激媒介，融入體

驗形式的內容中。不僅為參與者帶來美好愉悅的體驗

經歷，也傳遞出博物館友善、貼心、熱情的品牌形象。

【圖7】結合不同主題與各式體驗媒介，創造5感體驗

(統計時間：2015年3月至5月)

【圖8】來自參加民眾的感謝明信片

綜觀「與春天有約─淡古野餐趣」系列活動之規劃

與操作策略，可了解淡水古蹟博物館於辦理是項主題活

動時，即嘗試讓目標對象化被動為主動，以文創商品贈

送方式，鼓勵民眾主導活動過程之規劃與籌備，使其於

事前即獲得關聯、思考與行動等體驗刺激，繼由館方精

心打造體驗舞台，並於活動過程中，加入感官、情感等

體驗形式，配合溝通、識別、環境、人、商品與網路等

體驗媒介，建立複合式的體驗模組，為參與者創造優質

的觀眾服務，並滿足其在娛樂、教育、跳脫現實、美學

等四大領域的心理需求。

在成效方面，本活動原僅訂於3月底至4月底隔週
六辦理3場，然因民眾反應超乎預期，活動開放報名首
日，每場50組(每組4-8人)名額即宣告額滿，館方繼而於
5月份加碼增開3場，以擴大活動規模並滿足更多遊客參
與意願。總計本活動報名人數達686人，活動辦理日小
白宮累積參觀人數8266人，較去年同期增加705人；於
媒體露出及社交網站使用者互動方面，總計有21則媒
體訊息露出(電視媒體3則、平面媒體19則)，官方臉書
粉絲頁按讚數為2691筆，活動期間(2015年3月底至5月
底)，粉絲團成長人數達797人，較前3月增加3.4倍(2015
年1至3月成長人數為232人)。對比該館同一時期相關活
動，本次活動於媒體效益及社群網站使用者互動方面皆

有所成長。

四、結合文創商品，創造體驗式消費
為傳達野餐主題所具有的人情溫度與輕鬆愉快感

受，淡水古蹟博物館在主視覺海報與文創商品野餐墊的

設計上，特別選擇與新銳插畫家李侑勳合作，藉由其溫

暖明亮的手繪風格，展現春天在小白宮野餐的和煦清新

與浪漫。另為鼓勵民眾配合活動特色進行扮裝，館方特

別製作了兩款古蹟野餐墊，做為報名成功並完成扮裝民

眾之獎勵，並於活動現場提供野餐墊與原木野餐椅等文

創商品試用服務，讓民眾可於活動中先行體驗試用，活

動當日並配合提供8折優惠方案，以此做為文創商品銷
售策略之方式，成功創造體驗行銷之經濟價值。

時間 活動名稱 新聞露出
則數

臉書粉絲
按讚數

3-5 月 與春天有約
─淡古野餐趣

21 2691

4-5 月 淡水傳奇系列活動 9 1581

4-5 月 移動城堡組裝大賽 3 1113

博物館主題活動應用體驗行銷策略之探討─以「與春天有約─淡古野餐趣」為例—黃鈺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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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為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新一代博物館除需肩負

既有的知識教育與文化傳承使命外，亦須藉由各式資

源、方法與策略應用，來提升及強化博物館的功能與

吸引力。淡水古蹟博物館透過硬體特色的展現與軟體

服務的結合，將節慶與生活、教育與學習、參觀與體

驗，進行相互連結、相輔相成，不僅形塑出博物館的

特色與形象，更同時滿足各類型觀眾對博物館的多元

期待。

如同英國皇家歷史博物館(Historic Royal Palaces)館
長Michael Day所提出：「博物館不只是收藏藝術品的地
方，更應該是一個說故事的空間」(林珮芸，2015)，而
這個故事空間，亦可說是一個獲取體驗感受與感動的

空間。回溯Schmitt的體驗行銷法則：「想成功打造體
驗行銷的關鍵，切勿從商品狹義的角度思考，應廣泛

思索商品在生活中的類型與消費情境」(王育英、梁曉
鶯譯，2000)。觀眾於博物館體驗活動中所得出的經驗
與情感，確實能讓其經歷到有別於以往的、特殊的、

驚奇的參觀經驗，因此博物館應多為不同特質與需求

之觀眾量身規劃客製化的主題活動，促使參與者在專

屬的體驗舞台中有所期待、有所體會，亦有所感動。

然而不同博物館均有其差異性與獨特性，於滿

足目標族群之訴求與喜好時，仍需對活動理念與行

銷目的加以掌握，方能應用適當的體驗策略模組與

體驗媒介來建構體驗矩陣之綜效。由「與春天有約

─淡古野餐趣」活動案例觀之，淡水古蹟博物館除

透過串連生活議題與古蹟場域情境，來形塑本案活

動特色外，亦於活動前期以畫作仿拍圖像進行整體

視覺印象行銷，以突顯該活動之戲劇表現與娛樂張

力，而透過將「關聯」、「思考」、「行動」、「

感官」、「情感」等體驗形式，導入活動主題設定

與內容橋段中，來引導參與者發揮創意、增進體驗

樂趣的規劃執行策略，也使該館在媒體行銷、觀眾

服務及社群網站互動經營等方面獲得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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