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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博物館教具 2 

我是小小修復師：日式建

築好好玩！ 

 

【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宅第，指

定/登錄：2005.04.21北府文資字

第 0940003523 號函】 

登錄原因: 

 

一、本建物為日本治臺時期官員

之住宅，具有歷史見證意義，位

於日式住宅區，增添淡水的國際

性色彩。  

二、環境形式優美，位在砲臺埔

前緣，俯瞰淡水河，遠眺觀音

山，附近植栽茂盛。  

三、整體建物仍具日式木造住宅

之完整特色，在現今淡水地區已

屬稀少，突顯地方特色。 

 

【文字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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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小修復師：日式建築好好玩！設計教學教案 

 行動博物館教具排列建議方式(可隨場地調整) 

 

 

 

 

 

 

 

 

  

教學設計 我是小小修復師日式建築好好玩-教案 

適用年級 國小中高年級或樂齡族群(托老中心) 

教學人數 學生: 30人以下(每次以一個年級或一班)為原則 

樂齡族:依托老中心人數(30人-50人) 為原則 

授課時間 解說 1次以 60分鐘為限，其中包含歷史解說與體驗。 

教學目標 1. 激發小朋友想像力，觀察力及敏銳的比較能力。 

2. 了解日治時期淡水歷史長久發展的多樣性及淡水街長是誰？ 

3. 認識淡水地形及日式建築之美。 

所需教材 行動博物館模組 

主要內容 時間 教學方式 

開場: 

1.導言:引導學生說出對現今淡水的印象 。 

2. 請學生舉手發言說出對淡水有日本式房子的印象，表達當日治時期

開始管理一個新地方時，那些職業和職務是地方管理的核心存在。  

(綜合學生重點，讓學生自己產生觀點及想像自己是統治管理國家的人

會派那些工作的人過來淡水)。 

 

 

60 

分鐘。 

 

講解搭配 

解說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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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詢問淡水的日式房屋可能會讓參與者想不出來，可先從臺灣有

的日式房子出發，先問是否知道臺灣有那些日式房子，例如花蓮光復

糖廠的宿舍之類的，還有臺大溫州街一代的日式宿舍也十分有名。 

在這邊可以用日式建築的照片進行相關的展示，然後再帶入淡水有哪

些日式建築，可以簡介淡水古蹟博物館所現有的日本警官宿舍以及木

下靜涯故居，最後帶到多田榮吉故居的內容。 

  接下來向參與者提問，如果要治理一個新地方，政府如何引入統治

系統?日本時代引進了警察做為維持地方治安的體制，所以在淡水留下

了警官宿舍，除了警察系統，日治時代還結合保甲制度以及地方自治

系統，這一棟建築物也是統治階級居住的，大家知道這裡住的是誰嗎? 

 

一、我是小小修復師：日式建築好好玩！歷史知識學習: 

學習目標:認識多田榮吉、多田榮吉故居與日治時代在淡水扮演角色 

A1.引導提問 

請問我是小小修復師：日式建築好好玩！是誰的家？多田榮吉又

是誰？ 

運用相關護貝資料卡及導覽簡介 

讓學生有基本認知： 

 多田榮吉是誰？多田榮吉與淡水 

之間的關係？(資料卡) 

 多田榮吉對淡水的貢獻。(資料卡) 

 多田榮吉故居文化寶貝 

-淡水郡及淡水街 

-故居與宿舍 

A1.學習結果: 

由推廣志工帶領學生到多田榮吉故居，實地了解它與淡水的關係。 

----------------------------------------------------------- 

淡水街街長是於 1920年日治中期創立的地方自治制，直到 1945

年的 25 年間，淡水共經歷八位街長。最初並沒有立刻任命日本人

當街長，前三任都是飽學、熱心公益而受人尊敬的耆老，後五任

街長為日本人，其中第四任街長較為特殊，是以成功企業商人而

被任命，其他則為科班官僚出身。 

 

 統轄淡水街全街，淡水街長之產生是由臺北州知事所任命，具

有官吏身份，是判任官待遇或者是奏任官待遇。當時臺灣的街庄

役場除了街庄長外，其他人都不具有官吏身份。 

街長及會計役二職依令持有職印；街役場也有專用印章。街長分

為有給職與名譽職兩種，如為有給職，其任職為四年，1935 年以

前街長以名譽職為常態，有給職為變通辦法。不過街長為名譽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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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條規定已經在 1935年由行政命令加以修正。依新辦法，街長

為有給職，但州知事如任為必要，得以是名譽職。又，街協議會

不能召開會議，或不接受諮詢時，街長得請求郡守指示，不經諮

詢逕行處份其事件。如遇緊急事件無暇召集協議會時，也可不經

諮詢逕行處份。 

 

多田榮吉（日語：ただえいきち），為日治時期淡水知名企業家、

地方官員，生於 1864 年 10月 24日，其祖父時代更擁有廣闊的土

地與財產。榮吉深受其父祖的遺傳和影響，終生為社會公益而努

力，被認為是日治時代來臺灣的企業家中「少見以服務公共事務

為樂者」，1897年（明治 30 年），多田渡海來臺，在臺北榮町（今

衡陽路）石黑商會處，設立「千代田商會」，因此開始從事電氣器

材的販賣。後在 1905年（明治 38年）遷居淡水，曾先後擔任淡

水稅關酒保、第一屆淡水街協議會會員、淡水街長、淡水商工會

顧問等等官員或委員工作。 

 

 1897年（明治 30），33歲，多田渡海來臺，在臺北榮町（今衡

陽路）石黑商會處，設立「千代田商會」，開始從事電氣器材的販

賣。1905 年（明治 38），他遷居淡水，首先擔任淡水稅關的酒保，

也就是販賣酒的人，獨家經銷臺灣東京麥酒株式會社的產品，這

是他和淡水結緣的開始，從此一帆風順。 

 

  1920 年（大正 9）10 月，被推薦為帝國在鄉軍人分會名譽會

員。同年，擔任第一屆淡水街協議會會員，並連任五屆，直到 1940

年（昭和 15）止，是所有淡水街協議會會員最長久者。1930 年（昭

和 5）3 月，被任命為第四屆淡水街長至 1933年（昭和 8）。1933

年 9月，被推薦為淡水商工會顧問，並依願辭免淡水街長，另兼

任勸業港灣調查社會事業委員。後來曾被任命為臺北州畜產會特

別議員、臺北州稅務課所轄郡部所得調查委員。1940 年（昭和 15）

3月，擔任保證責任淡水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組合長。另外他

也在今中正路的新店街經營度量衡器材專賣。1945 年日本戰敗

後，多田一家也被遣返日本神戶，據云晚年鬱鬱寡歡，未與其他

住過淡水的日本人連繫。 

 

昭和 9年(1934 年），多田榮吉故租借土地興建住宅，即現今之

多田榮吉故居。 該土地過去清治時期原為淡水洪姓族人所有，但

清末時為被營兵侵占，洪氏轉賣給商賈陳阿順，後經訴訟被清廷

地沒收成為官田，改為學海書院所有，日治時期土地歸於臺灣總

督府轄下財團法人學租財團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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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多田榮吉故居及日式建築的特色比一比 

A2.引導提問 

請問多田榮吉故居這些美麗的建築照片中，你有沒有發現建築空間

有什麼特色？大部分建築材料有那些？ 

運用多田榮吉故居建築護貝資料說明卡，讓學生對日式建築主題以

視覺上認知日式建築空間，並說明多田榮吉故居在埔頂的建築特色。 

 解釋日本住屋建築特色 

(材料與建築結構) 

多田榮吉故居建築結構看板 

 日本建築在臺灣有 

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氣候因素形成 

更多雨淋板(魚鱗板)) 

 解釋多田榮吉故居建築在 

埔頂的原因及特色 

 

 

 

 

 

 

 

 

 

 

 

 

 

 

 

 

 

 

 

多田榮吉故居建築雨淋板 

多田榮吉故居小屋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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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住宅的屋架稱作「小屋組」，一般可見有洋式與和式兩類，

多田榮吉故居屬於和式小屋組。和式屋架構造較洋式簡潔，主要

以柱、樑、桁等構件組搭成 三角形的屋架，通常施作較洋式小屋

組容易，造價上也較為經濟。  

 

多田榮吉故居小屋組之跨距為 9 公尺，在和式小屋中隸屬於

中型規模，一般 木材長度受自然生長限制，單支樑較少見長度達 

9～10 公尺者，故使用「投掛樑」 之作法，即使用兩根橫樑小部

分重疊搭接於相對垂直的敷樑之上。 

 

 多田榮吉故居在投掛樑上加短柱，短柱稱作「束」，束與束組成

十一架規模 的小屋組。按日本家屋一般規定：小屋組彼此間距一

般為六尺，而母屋（桁木） 與軒桁（簷桁）平行間距為三尺。多

田榮吉故居之屋頂上棰木（椽條）的間隔一直延伸下來等同於下

見板（雨淋板）的押緣，組合式屋架由內而外，由上而下，均具

有一 致性，單純卻嚴謹。 

 

和式小屋組依柱樑搭接的關係而分有「京呂組」與「折置組」，屋

架組裝順序由下而上為「柱→桁→樑」者屬「京呂組」，而屋架組

裝由下而上為「柱→樑→桁」者則屬於「折置組」。多田榮吉故居

之小屋組主要為京呂組作法，但局部可見折置組作法，即是桁置

於柱與樑之間。 

 1、棟木－中脊桁。  

2、母屋－桁條、桁木。 

 3、軒桁－簷桁。  

 4、椽桁－挑簷桁。  

5、敷樑－即在棟木之下，豎向主要之橫樑。 

 6、投掛樑－屋架兩側使用兩根橫樑搭接於敷樑上，使得投掛樑

略呈上揚狀，通常使用於跨距較長約 9～10 公尺的屋架，

多田榮吉故居屋架跨距為 9 公尺，即屬於此等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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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火打樑－在屋之四隅出現「火打樑」、「燧樑」，即在四隅直

角處加入斜向橫樑 與角端形成三角狀，以加強屋角水平向

之結構。  

8、飛樑－又稱為「妻樑」、「向樑」，即跨於兩個樑上的短樑，

多田榮吉故居前段 可見五根，後段有三根，後段的飛樑兩

端所掛之樑高度不同。這種作 法亦時可見於中國古建築

中，稱作「扒樑」。  

9、束－垂直的短木柱，「束」留有手寫墨跡，作為編號系統。 

10、筋違－即加在束與束間之斜木，多田榮吉故居之筋違，直

接以鐵釘定在束上， 通常正面與背面交錯附加於束。  

11、野地板－即臺灣傳統建築中鋪於桷仔之上的望板。  

12、棰木－即臺灣傳統建築中的桷木、桷仔。  

13、隅木－即臺灣傳統建築中的角樑。  

14、鼻引－封簷板。  

15、木構件接合 

A3.引導提問: 

請問參與學生對多田榮吉故居空間有什麼特色與感覺？同學們有沒

有注意到在家裡有什麼空間？ 

比如客廳是主人招待客人地方，請同學分享家中有的空間名稱，以

生活經驗讓學生連結日式建築空間概念。 

運用多田榮吉故居建築平面護貝資料說明卡，讓學生對日式建築主

題以視覺上認知日式建築空間，並比較多田榮吉故居在埔頂的空間

特色，並向學生說明。 

 整理學生互動介紹的家庭平面空間，連結 

到多田榮吉故居建築內空間的分布及考量。 

多田榮吉故居建築平面看板 

 解釋多田榮吉故居坐落埔頂的位置，也由於基地特殊， 

讓參與學生了解空間位置與建築考量成就街長故居 

特殊價值。 

 多田榮吉故居再利用現況鼓勵學生多去現場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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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田榮吉故居建築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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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田榮吉街長故居環境體驗學習: 

學習目標: 

觸動學生以五感互動體驗，認識日式建築的特色，以了解日式建築

材料與工法簡單說明，接續透過觸覺、視覺、嗅覺、擺設位置等等，

去了解日式建築房屋建築組成不同房屋文化價值內涵。 

多田榮吉故居模組的建築體驗 

 

1.榫卯體驗模組的體驗 

請問沒有鋼筋水泥的年代，如果你是蓋房子的師傅要用什麼去蓋？我

們常看到日本的房子都是用木頭去蓋的，蓋木頭房子的木匠師傅，要

蓋一棟比自己拿到木頭材料還要高的房子，或者有部分房子木頭材料

壞掉部分，就發明了木頭接木頭的方法，這樣就可以蓋比較高的房

子，也可以修補壞掉的部分，這種方式叫做榫卯工法。 

------------------------------------------------------------ 

榫卯為榫頭 (亦稱榫子) 和卯眼的簡稱，是傳統木工 中接合兩個或多

個構件的方式，其中構件凸出的部分稱為 榫頭，凹入部分則稱為卯

眼；根據《中國古代家具鑒定實例》考証，榫卯結構早在 7000 年前

新石器時代，在浙江餘姚河的河姆渡文化中，原始先民們居住的木結

構房子裏， 便已經出現了各種榫卯結構了。 

 

西元 1937 年 6 月中國研究 傳統建築的先驅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

發現一座創建於唐大中 11 年 (西元 857 年) 的佛光寺大殿，整體結

構都是 應用榫卯工藝技術，在經歷一千多年的歲月，遭受地震襲 擊

和劇烈的溫濕度變化的情況下，梁柱間的榫卯結構依然 維持緊密嵌

合，成為驗證榫卯工法的科學性和優越性的最 佳實例。所以中國傳統

木結構技藝在西元 2009 年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公佈為人類非物質

文化資產；傳統木質家具的 造型淵源於古代建築的大木框架結構，以

立木作支柱，橫 木作聯結材，構件聯結組合成四方結構體，然而基本

型式 的四方榫卯結構體的穩固性是不足的，因此必須利用各式 各樣

的棖子、牙條、牙頭、矮老⋯等輔助構件，加強榫卯接頭的剛性。 

 

傳統榫卯結構家具是由各式各樣的構件，透過不同形 

式的榫頭和卯孔接合而成一整體的家具。當兩個結構構件 以榫頭和卯

孔的方式嵌合時，為了結構體可以重複拆解與 組合，因此一般 的榫

頭和卯眼的形狀與配合尺寸，會限制 兩個接合構件的自由運動，只允

許構件做有限度的相對運動。所以當兩構件利用榫卯接合之後，將會

限縮構件彼此的自由度，所以採用一般榫卯連結的兩構件，將會構成

一對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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榫卯體驗模組說明: 

透過讓學生對日式建築的結構體驗分別以視覺上認知如何運用，

並說明榫接的原理及讓學生看到榫接四個方向及木造房屋聞起來

的味道，後續學生分組體會。 

 說明榫卯及簡單示範開合 

，榫卯為榫頭卯眼的簡稱，是一種傳統木工中接合兩個或多個構

件的方式。其中構件中的凸出部分稱為榫（榫頭，也稱作筍頭），

凹入部分則稱為卯眼，也稱作卯口榫眼等）更多說明請參考 

    相關資料。 

 房子用的木頭一般不盡相同，會依照屋主預備建屋的經費， 

來準備不同的材料，日式建築最重要部分是承載重量的樑柱， 

因此一般樑柱會用比較不容易蛀蝕堅硬的木頭來做成，參與 

同學可以聞一聞檜木做成的榫卯模組，是不是有一個很特別 

味道。讓學生分組體驗，體驗後分享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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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榻榻米模組的體驗 

 請問日式建築的房間裡面最特別地板上鋪面，同學們是否有注意 

到，請問家中有榻榻米臥室的同學，對於榻榻米有什麼看法？ 

榻榻米體驗模組說明，透過讓學生對日式建築的榻榻米分別以視覺

上認知如何運用，說明編織材料及方式，並運用三種榻榻米不同拼

接法，因應多田榮吉故居房間大小的不同，及聞起來味道，後續學

生分組體會。 

 

 說明榻榻米材料(疊蓆)及這三種組合的疊蓆方式， 疊蓆是房間裏

供人坐或臥的一種家具。為日本傳統房間「和室」內鋪設地板的

建材，漢字寫作「畳」，日語假名「たたみ」，現代漢語通常音譯

為榻榻米、塌塌米、他他米等。榻榻米是使用墊子 

（疊表）來包覆板狀的素材（疊床）。 

 

「疊表」使用燈心草來編織，使用稻稈作為填充材料；近年來也

開始使用木屑或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來製作疊表。 

 

 日治時期因公務任職官位大小 

而有不同的居住房屋分配，我是小小修復師：日式建築好好玩！

雖為自行興建的住宅，但多田榮吉考量辭去官職時，只有街長位

階，所以一百多坪的空間只有用二十幾坪來興建房屋，因此只有

在客廳(座敷間)、房(次間)、跟小孩房(子供間)，讓參與學生去

對應這三間鋪疊蓆的房間，並解釋這三處空間不同的疊席拚組方

法。 

 讓學生分組體驗，體驗後分享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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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戶引手蓋印模組的體驗 

請問同學有沒有注意到家裡面門的方向跟把手，請問家中的門通常是

怎麼開的，有沒有注意到門的開關方向有前後跟左右不同的兩種方

式？日本式的建築推門方式跟把手大家有印象嗎？對於推拉不同方

式，可以分享不同看法。 

戶引手體驗模組說明，透過讓學生對戶引手製成的印章分別以視覺上

認知如何運用，並說明匠師設計六種圖案的用心，並運用在我是小小

修復師：日式建築好好玩！的拉門上，後續學生分組體會。 

 透過認知多田榮吉故居推拉門來認知多田榮吉故居 

匠師的工匠手藝創造匠師巧手的價值。 

 讓學生運用準備我是小小修復師：日式建築好好玩！的名信片蓋 

章後做成紀念品。 

 自己動手做獨一無二紀念品的意義，鼓勵學生後續 

參與走訪淡水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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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田榮吉教案系統架構圖： 

 

 

 

 

 

 

 

 

 

 

 

 

 

 

 

 

 

 

 

 

 

 

 

 

  

由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的建築整體

及結構組成教具，導出認識淡水建築多

元性與日式建築的特色，讓參與者藉由

淡水街長的故事更進一步認識文化資

產修復保存的重要性及故事 

認識淡水街長多田榮吉 

認識日式建築的建築手法與特色 

多田榮吉故居的建築特色及空間分布 

參與小學生及樂

齡族了解日式建

築的價值-淡水街

長多田榮吉故居

資產主要價值 

(市定古蹟價值) 

活動結束(總結論及贈送 DIY禮品) 

認識多田榮吉的空間及匠師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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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小修復師：日式建築好好玩！展示教具教學單 

探索不一樣淡水老房子-多田榮吉故居 

平面空間的用途與分布？(連連看) 

 

 

 

 

 

 

多田榮吉是誰他對淡水有何貢獻?找出他在老照片裡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