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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序

新北市擁有豐富悠遠的多元文化，黃金博物館

金瓜石地區主要的特殊文化價值來自於日治時

位居本市瑞芳區水金九礦業遺址所在地，此地因完

期興起的金銅礦產業，歷經百年歲月，造就現今

整地保存了產業遺產面貌與豐富的歷史文化遺跡，

特有的礦業文化地景，雖然過往的礦業風華已不

於 2002 年亦被評選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

復見，但它所產生的人文及自然景觀卻吸引了許多

是本局五大博物館中唯一以保存礦業歷史人文為軸

國、內外民眾到此造訪，同時亦為許多文化藝術創

心的博物館，今日黃金博物館出版專業學術刊物，

作者尋找靈感的泉源。此次館刊的發行象徵本局團

是本局團隊致力礦業文化資產保存重要的里程碑。

隊期許以更縝密的專業研究，作為構建文化資產保

該館坐擁金瓜石山城裡豐富的歷史人文與自然

存事業的基礎。

資產，並且是臺灣首座以生態博物館為理念所打造

黃金博物館首次出版專業學術刊物，除了是同

而成的博物園區。主要館舍據點為介紹與展示礦業

仁長期努力經營的豐碩成果分享外，亦為博物館與

文化及黃金工藝的「黃金館」；讓民眾能夠深入礦

各專業領域交流、成長的最佳載具，本局期盼能透

坑坑道體驗採礦情景的「本山五坑坑道體驗」；展

過更多元的博物館經營，結合在地力量，逐漸凝聚

示金瓜石地區生態環境與地質礦體特色的「環境

在地智慧，形成獨特永續的礦山文化。

館」；「太子賓館」則開放周邊庭園參觀，讓民眾
欣賞優雅的日式宮廷建築之美；此外，金瓜石神社、
茶壺山、戰俘營、黃金瀑布、十三層遺址等人文生
態地質景觀，亦是金瓜石地區重要的歷史資產。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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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寬裕

館長序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位於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

有鑑於此，本館首次推出以同仁論文研究為主

的山城裡，擁有豐富的歷史人文與自然資產，是以

題的館刊，以記錄同仁在龐雜館務之餘做學問的成

生態博物館理念所打造的博物館。自 2002 年籌建、

果，這些論文探討的主題從業務推展之公營博物館

2004 年 11 月 4 日正式開館以來，我們黃金博物館

文創賣店的設置與營運、生態博物館面對文化資產

經營團隊始終貫徹「保存與再現礦業歷史與人文特

保存與振興地方觀光的課題，論及金水地區礦業文

色」、「成為環境教育的自然場域，推廣生態旅

化遺產保存管理現況、「從『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

遊」、「推展黃金及金屬藝術，建立創意產業」、「社

灣博覽會』的「礦山館」看 1930 年代臺灣的金礦

區生態博物園區」四大宗旨，持續朝向將水湳洞、

業發展等，囊括博物館營運實務、教育推廣以及主

金瓜石、九份地區珍貴的自然、礦業遺址、景觀特

題研究各層面，這本館刊是我們累積專業知識的紀

色、歷史記憶及人文資產做一完整的保存，並為推

錄，亦是同仁提升專業職能的過程之一。期許本館

動「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 水金九礦業遺址」世界

刊不僅是黃金博物館專業人員做學問的集結，更能

遺產登錄而努力。

成為博物館為學的起點，期許我們能成為在地知識

黃金博物館開館至今八年，在梳理礦業文化、

紮根的領頭羊，活絡礦山文化。

歷史人文發展脈絡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要保存或再
現在地的礦業歷史與人文特色，必然須從博物館典
藏、展示、教育、研究四大功能中的研究裡著力，
唯有深掘歷史做研究，才能從中獲得真實與知識的
價值，並以此為根基讓在地知識獲得傳續。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館長

蔡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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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礦業遺產到生態博物園區新北市立
黃金博物館與金瓜石聚落保存的發展經驗
蔡宗雄 (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館長 )

摘要

Abstract

金九（金瓜石、九份）地區（1895 ～ 1987）

Jin-Jiu (Jinguashi-Jiufen) was an important mining

因為黃金成為重要的礦業聚落，也隨著礦源的枯竭

settlement from 1895 to 1987 because of gold mining

而沒落。1989 年臺灣的新電影風潮「悲情城市」

but declined as the gold reserves were exhausted.

獲得威尼斯影展後，使原本急速沒落中的金、九聚

With the award of the Golden Lion to the film City of

落，逐漸為外人所知。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位於金

Sadness at the Venice Film Festival in 1989, Jinguashi

瓜石礦業聚落，於 2001 年 5 月開始籌設，是臺灣

and Jiufen settlements gradually came to the attention

第一座以生態博物館 (Ecomuseum) 概念發展成立的

of outsiders and their fortunes were revived. When

生態博物園區。最初從地區居民保存特有的生活空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the Gold Museum as first put

間型態凝聚保存意識，由當時臺北縣政府主導協調

forward, the local people were strongly supportive of

臺電、臺糖公司（土地所有人），進而跨部會整合

preservation of the settlements because of their unique

資源的投入修建，並於 2004 年 11 月 4 日，正式對

living space and lifestyle that had developed over a

外營運開放，面臨許多保存與再利用上的課題，這

century of gold mining. What was then -Taipei County

8 年來也逐漸從礦業遺產落實到生態博物園區的發

Government coordinated with Taiwan Power Co., and

展經驗。

Taiwan Sugar Corp (the land owners) and the museum

關鍵詞：礦業遺產、金瓜石、生態博物館、黃金博物館

was then built with integrated government resources.
The Gold Museum,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s
located in Jinguashi. It was the first museum in Taiwan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Eco-museum concept. Since
officially opening on November 4, 2004, the Gold
Museum has faced many preservation and reuse issues
and has gradually, over the past eight years, transformed
from a museum centered on mining heritage to an eco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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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背景

貳、臺灣產業遺產保存脈絡

臺灣在 2002 年選出具有登錄世界遺產的潛力

清朝末年劉銘傳建設鐵路、電力、電信等現代

點，其中「金瓜石聚落」為其中之一，並於 2005

化產業設施；但是大規模的工業生產還是在日本殖

年新版《文化資產保存法》修訂時，增列「聚落」

民政策下的推動，包括廠區設計、生產設備、技術

與「文化景觀」；金瓜石及其附近地區自清朝到光

及法令制度等１。也因此目前臺灣現存的產業遺產

復後，礦山與其相關生活產業所創造出來的工業遺

以日治時期專賣事業體系所留下來的為主，臺灣光

址聚落與文化景觀，具有其重要的文化意涵，也持

復後，國民政府延續日治時期的產業結構，由專賣

續影響著居住在這生活的人們。

變成公賣至今民營化公司，留下了多樣化產業建築

相對於古蹟、歷史建築等其它有形資產類別而
言，聚落與文化景觀是新增的概念與法定保護項
目，在臺灣並無太多操作的經驗。也因為這兩類亦
屬於較大範圍「建築群」或「文化空間場域」，其
涵蓋的範圍、環境因子、居住當事人、文化歷史的
豐富性等等，都相對於單一量體的文資保存活化類
型更加複雜。在 2005 年新版《文化資產保存法》
修訂前，臺灣也存在有，透過都市計畫、都市設計
手段予以劃設保存區、特定專用區的大範圍「建築
群」或「文化空間場域」保存案例（大稻埕特定區、
三峽特定區、首都核心區、澎湖二坎等等）。然而
在文資法修訂後，全台灣亦已完成 10 處聚落、37
處文化景觀的登錄，如何落實大區域型文資保存方
式。除了透過與都市計畫定著，規範限制開發手段
外，有否其他方式與案例經驗？

遺構。然而國際上工業遺產自 1960 年代即已開始，
臺灣卻晚了將近 30 年，於 1990 年代工業遺產才逐
漸起步， 2002 年文建會籌組「產業文化資產調查
小組」，針對鐵路、電信、糖廠、酒廠，進行檔案
普查建置基礎資料工作。也在同年選出 11 處具有
登錄世界遺產的潛力點，其中「金瓜石及周邊文化
景觀」為其中之一，並於 2011 年改名「水金九礦
業遺址」，其選定標準：該聚落完整地保存產業遺
產面貌與豐富的歷史文化遺跡，吸引經濟、歷史、
地質、植物等學者的研究興趣，區內的人文資源—
聚落景觀、歷史空間、民俗祭典（包括太子賓館、
日式房舍建築群、黃金神社…. 等）；自然景觀—
地形雨水景資源；礦業地景—礦區、坑口、礦業運
輸動線與冶煉設施、廢煙道等文化資產；真實的紀
錄了臺灣礦業發展史，符合世界遺產登錄標準第二
項。近年來因礦業停產，聚落生活空間文理逐漸遭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是一個臺灣礦業聚落遺

受破壞，聚落內部分私有土地改建而出現不協調的

址活化在利用案例，並在文資法修法後一年 2004

西式現代建築，曾經是聚落動脈的纜車道、索道因

年 11 月 4 日 對 外 開 放 營 運， 成 立 之 初 即 是 以 區

停工遭到拆除而難以重現，面對社會經濟、觀光發

域型的保存概念並設定為以一個生態博物園區

展需要的快速變遷，該聚落正處於脆弱狀態，符合

（Ecomuseum）經營，嘗試結合在地居民、日式宿

世界遺產登錄第五項標準 2。

舍群等建築遺構，真實記錄了上一世紀東亞礦業的
經濟活動與殖民歷史，這 8 年來與在地居民共生、
存在，也面臨許多保存與再利用上的課題，因此提
供了另一個非以都市計畫管制開發手段的聚落保存
再利用經驗。

1 林曉薇，2010，〈展望亞洲工業遺產保存聯盟的聯結—台灣工業遺產保存的回顧與發展〉，《工業遺址保存與再利用國際研討會》，
P97，台北縣：臺北縣政府。
2 王壽來，2011，《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簡介》，P20，台中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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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灣第一座生態博物館
在 1960 年代中期美國社區博物館（neighborhood
museum）以及法國生態博物館（ecomuseum）理論
的推動，使得博物館開始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
反對從「上而下」的佈展方式，其理念主要是將核
心價值放在聚落原始脈絡中，為地區文化特色及居
民生活方式提供具體證明（張譽騰，2004）也就是
說應該將自然與文化遺構資源視為博物館的主體，
讓當地居民參與其中，即是生態博物館的概念。臺
灣一直到 3 1980 年代，才開始強調地方文化和社區
認同，由縣、市、鄉、鎮主導設立的地方博物館，
開始有大幅成長的現象，由地方文化中心轉型的各
縣市特色博物館或地方產業博物館逐漸成為博物館
界的主流。1990 年代陸續出現「地方博物館」、
「地方文化館」等建設，以期能在當時臺灣普遍惡
質化、掠奪式觀光發展中，提供一個「觀光發展」
及「永續經營」的平衡策略。2001 年當時臺北縣

餘人淘金，範圍也逐漸況大向上 1892 年金沙局設
於基隆，交付牌票，抽收釐費，允許人民淘金，並
派員巡邏非法淘金者，追溯其礦源才發現金九地區
地層底下發現藏有大片黃金礦脈，大量的居民搬遷
金九地區加入了淘金的工作，到了 1895 年，甲午
戰爭，臺灣割讓給日本，採金邁入另一個階段。

二、日治時期
1896 年間，臺灣總督府頒佈「臺灣礦業規則」，
為了掌握金區及礦權，將金九地區依基隆山之南北
稜線（圖 1），劃分為瑞芳（九份）礦區由藤田組
獲得礦權及金瓜石礦區由田中長兵衛獲得礦權；也
因為兩礦區經營管理不同，產生後來兩大聚落發展
完全不相同。金瓜石礦區一直處於日本人所經營，
雖然在規模及產量上較豐富於瑞芳（九份）礦區，
但是熱鬧程度卻遠不及九份地區，以下就兩聚落予
以概述：

政府為展現金瓜石地區不同於傳統博物館對於「領
域」的定義，並以成立臺灣第一座「生態博物館」
（Ecomuseum）4 的概念來規劃金瓜石，並且以「關
係性」為主軸，結合「地區」與「資源」，創造一
個兼顧歷史文化、自然、產業、社區的「生活環境
博物園區」。

肆、金瓜石礦業聚落的歷史與興衰
一、清朝時期
金瓜石因為毗鄰九份，金九地區概稱為九份地
區。但因為金瓜石產金量驚人，依據當地耆老的說

圖 1 基隆山南北稜線與金、九聚落
圖片來源：黃金博物館提供

法，是因為本山露頭形狀似大南瓜，而在地人稱南
瓜為「金瓜」，才有金瓜石的說法，金瓜石在 1888
年間只有五戶人口 5 遷移到本地，蓋了五戶人家草
寮，定居下來，以耕農為業，五號寮地名即肇因於
此。1890 年間因為發現基隆河發現金沙，湧入三千

3 劉百苓，2008，《以生態博物館檢視「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高雄。
4 張譽騰，2003，《生態博物館》，臺北：五觀藝術管理有限公司。
5 陳威廉，2008，《金瓜石礦山百年史》，台北市：巨龍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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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瑞芳（九份）礦區聚落

三、二次戰後國民政府時期

藤田組所經營管理，離瑞芳市街較近，交通也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

較為便利，抗日民眾常湧入礦區，滋事、盜採難以

到 10 月國民政府來臺接收期間，無政府混亂狀態。

管理，1899 年越加嚴重，藤田組因而求助於瑞芳警

聚眾攜帶武器盜採，多數盜採人熟悉採金煉金方

察署巡察兼翻譯的顏雲年，因此得到調度藤田組所

法，金瓜石地區黑市活絡，呈現短暫繁榮假象。臺

需勞工及物資的機會，1902 該礦區主脈採盡，地形

灣光復後，國民政府接管金瓜石 1946 年成立「臺

交通小徑甚多，難以抑制盜採，藤田組將礦區改採，

灣金銅礦務局籌備處」，經過兩年時間修復、還原

部分分包給顏雲年分租制，將礦區細分成更多小區

因為戰爭混亂的礦場、坑道，1948 年成立「臺灣

域，形成經營者穩定抽租，採金者自負盈虧方式經

金銅礦務局」，此時以前都仍以採金礦為主；直到

營，1909 年間顏雲年已經分租佔有 90 ﹪礦權，也

1950 年韓戰爆發，世界上需銅量大增帶動銅價大

因此政策在 1917 年間締造超越金瓜石礦區的黃金

漲，金瓜石改採以銅礦為主，臺灣光復後金價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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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量， 礦工們在九份地區順地形租築屋、租屋而

低迷以致於產生「以銅養金」政策，1955 年改制

住，運氣好的一夜致富，運氣差的負債離開，也因

為「臺灣金屬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即是「臺金公

此九份地區有酒樓、茶室、賭場、戲院及各式各樣

司」，1960 年代金價持續低迷不振，礦區也不易發

娛樂、觀光消費形態空間。1918 年顏雲年等人所組

現金礦脈，臺金公司逐漸放棄金礦開採，專注於利

成的雲泉商株式會社收購了藤田組瑞芳礦山礦權，

潤相對較高的銅礦，直到 1987 年停止開採，聚落

並在 1939 年達到最高峰，人口達到一萬八千人。

因此沒落。

( 二 ) 金瓜石礦區聚落

四、荒廢到前黃金博物館時期

自 1896 年起一直是主要由日本人集權經營方

隨著後來採礦事業的沒聚落居民開始慢慢遷

式，連外交通、地形陡峭，盜採困難，聚落的分佈

出，1988 年代的金瓜石已宛若空城。所有坑道基於

情形，地勢較高、平坦區即現在黃金博物館主要腹

安全考量一一封鎖、曾經是重要運輸手段的軌道隱

地（行政大樓、二連棟、四連棟、環境館等）即位

沒在及腰的雜草叢間、過去熱鬧的日式宿舍木造結

處於原有井然有序的日式宿舍區，方便管理礦區坑

構逐年傾頹、曾經是員工穿梭、聚會的俱樂部、招

口及勞動者，隔著金瓜石醫院舊址，緊鄰著錯錯落

待所、食堂，經過幾次風災肆虐後，已體無完膚。

落依地形而建的漢人民居，再往山下去即是溫州寮
改建的戰俘營（阿兜阿寮），1936 年達到最高峰時
期，人口曾經達到一萬五千餘人。本礦區一直採，
中央管理方式，採雇主關係固定薪資，中央供應合
作社提供各種生活必需品，記帳扣薪，因此聚落呈
現管理及被管理者的對比性，整體氣氛也相對寧靜
且有秩序。

直到 1989 年，臺灣導演侯孝賢以金九地區為
主要電影場景拍攝的「悲情城市」、1992 年「無言
的山丘」，這金瓜石的聚落及礦業地景也開始逐漸
被世界重視，而大量的觀光客開始湧入這山城，以
致於毗鄰於金瓜石相對交通較為便利的九份聚落，
也因此湧入大量的移居經營者，九份也逐漸走向以
觀光為導向發展的聚落、茶樓、特色美食、手工藝
品、便利商店各式店鋪營運而生，九份聚落的發展
也逐漸遺忘因礦業而起的歷史元素。

6 李修瑋，1997，〈一個失去礦產的台灣礦鄉〉，《北縣文化》，53 期，p5~9，台北縣立化中心。

9

然在金瓜石聚落因為地理環境及交通的不便

18 處）世界遺產潛力點，其中包含金瓜石聚落。8

利，且因為聚落內土地多半為公有（臺糖、臺電），

這些原因都加速了黃金博物園區的成立。9 並期待

居民只有居住權，無法增建與開發，也在這一段期

結合金瓜石聚落特色文化，如：老房子的油毛氈屋

間縣府強力執行拆除違建（新建、增建）的建築，

頂、傳統雜貨店、祈堂老街、十三層遺址…等，都

聚落內居民多只有居住權，也不願多花經費整修

是金瓜石聚落的特色，有別於臺灣其他地區的傳統

房舍，反而維持了原有聚落的素顏。1990~1995 期

聚落，妥善保存並予以活化再利用。

間，當時主管機關經濟部礦務局，為了讓民眾藉由
知性的觀光旅遊，瞭解礦藏、生態保育與產業景觀
之配合實作，只有零星的推動礦業觀光活動，居民
無法取得土地所有權及修、改建，也因此房舍開始
逐年損壞，管理單位亦無經費整修聚落房舍致每況
越下，於是文史工作者、地方里長、民代、校友會
等有識之士開始奔走呼籲，當時的臺北縣政府偕同

從荒廢後經過約十多年的沈澱與醞釀，才在
2004 年 11 月成立了臺灣首座以生態博物園區為理
念所打造而成的黃金博物館，並開始對外試營運。

伍、黃金博物園區的初期營運策略與困難
一、初期時空背景

當地居民及專業團隊經過多次現勘、討論與評估，

初期臺北縣政府積極向中央相關計畫申請補

並參考國內外諸多案例後，決定打造一座以”生態

助，陸續整理了相關的硬體設施。然而，黃金博物

博物館 ”為理念的礦業遺址博物館。71995 年 11 月

園區既然以「生態博物館」及「新博物館學」的意

至 1996 年 7 月當時的瑞芳鎮公所委託財團法人臺

涵可以簡單的用「去中心化」這樣的成立背景，應

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基金會進行「臺北縣瑞芳

意指「由上而下」之博物館國家威權性格解體，由

鎮瓜石屬礦物博物館」規劃，後來計畫一度因金

館員或學者專家主控之佈展、保存導向的「專家博

瓜石地區礦產以金、銅為主，名為「金銅博物館」，

物館學」正逐漸退潮，改為社區、參觀者導向之「由

2002 年當時臺北縣政府為發展一個融合社區、生

下而上」中心哲學所取代。因此在 2005 年開園初

態、礦業與歷史之生態博物園區，而非僅聚焦於

期的發展方向如下： 10

礦業歷史，因而將園區命名為「臺北縣黃金博物園
區」，並基於整體資產活化再利用，與臺糖、臺電

1. 保存金瓜石聚落空間紋理與景觀特色。

簽訂「黃金博物園區三方合作發展意願書」促成了

2. 將金瓜石採礦歷史與文化以社區生態博物館的形

博物館與聚落保存的基礎。
臺灣早期以往推動文化資產保存只注重單點的
保存維護，而未有世界文化遺產之文化地景保存概
念，當一棟古蹟修繕完成，古蹟周遭有相同歷史背
景的文化地景並未受到維護，所以無法全面落實文

式加以重視。
3. 發展金瓜石成為一個環境生態教育的自然場域。
4. 塑造金瓜石成為一個提供藝術體驗與深度心靈旅
遊的台灣桃花源。

化資產保存的概念，不過自從文建會（2012 年改為
文化部）將世界遺產概念積極推展自國內後，世界
遺產的整體保存概念，漸漸為國人所瞭解，並在國
內外學者討論及建議下，選出 12 處（目前增列為

7 駱淑蓉，2012，〈點石成金－礦業遺址的保存與利用〉，《博物館簡訊》，60 期，P16~17，中華民國博物館協會。
8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2004 文化白皮書》，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9 陳盈潔，2004，〈是起步也是願景〉，《北縣文化》，81 期，P13，台北縣立化中心。
10 江明親，〈黃金博物園區的理念與落實〉，《北縣文化》，81 期，P9，台北縣立化中心。

10

惟營運初期，受限編制人力及相關硬體、資本

惟本案終究因市場因素多次流標（1. 整體市場景氣

的投入及執行率，未能有效著力於社區醞釀及經

不佳，營建物價飛漲 2. 用地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

營。致初期引入大量遊客、垃圾，甚至限制假日小

礦業使用，增加投資不確定性 3. 纜車與輕便車台計

客車通行，致造成社區與博物館緊張關係。此外，

畫未定，增加投資風險 4. 散落式旅宿分佈增加營運

也因為當時礦產業也已經蕭條沒落，開館初期想引

成本），並於 2008 年底決定撤銷委外促參開發案。

入金屬工藝結合，培育地方金屬工藝人才，引進金
工技術，並於 2007 年辦理第一屆全國金屬工藝大
賽。將金屬工藝注入社區，希望形成金屬工藝重鎮，
注入新生命。因此於該年將館方營運策略目標修正
如下：
1. 保存與再現礦業歷史與人文特色。
2. 成為環境教育自然場域，推廣生態旅遊。
3. 推展黃金藝術及金屬工藝，建立創意產業。
4. 社區生態博物園區。

此外，配合當時行政院推動「挑戰 2008 －國
家發展重計畫」之「觀光客倍增計畫」進行推展。
12

其計畫的目標是打造臺灣為「觀光之島」，除吸

引外國人來臺觀光外，並讓國人樂於留在國內旅遊
度假，於是開發許多套裝旅遊路線，其中包含金瓜
石在內的東北角風景區。臺北縣政府配合原先即將
發包的「金水台車計畫」，提出「驚豔水金九 ‧
打造國際觀光城」的計畫，並於 2009 年 9 月獲得
交通部觀光局核定 3 億元；其計畫中精髓「金水台
車計畫」及「十三層展演空間營造計畫」，惟後續
因為行政院環保署將煉銅場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期間辦理各項金工推廣課程，培育金工人才，

整治法」規定不能對該土地處分及工程施做而中

並於 2009、2011 辦理第二、三屆全國金屬工藝大

止，因此將計畫修正將園區內「二連棟日式宿舍」、

賽，及相關金工國內、外展覽。

「櫻花步道」修復，金瓜石戰俘營位置修復為「國
際終站和平紀念公園」暨九份地區「昇平戲院」紀

二、初期的硬體建設與開發策略
開園初期臺北縣政府積極向文建會「地方博物
館計畫」及內政部營建署「城鄉新風貌計畫」提案
補助，因此陸續整理了相關的文教硬體設施（四連
棟、煉金樓、警察局、郵局等文教性設施）。並為
符合原先三方合作（北縣府、臺糖、臺電）共同開
發的目標，積極著手準備以促參 BOT 方式辦理觀
光及相關商業性設施招商（餐飲、旅宿、賣店、金
九纜車與輕便車台），並於 2005 年三方簽署「民
間參與臺北縣黃金博物園區二期興建營運計畫」，
計畫開發 132 間日式宿舍及 3 間特色餐廳與 1 間特
色工坊 11（總投資成本 8 億，面積 26967 ㎡，內部
投資報酬 IRR9.91 ﹪，建蔽率 60 ﹪容積率 160 ﹪，
營 運 期 20 年， 三 方 權 利 金 比 例 縣 府 74.9 ﹪ 臺 電
25.1 ﹪，另臺糖部分由縣府穩定支付地上權利金）。

念性建築物修復。

三、初期困境與限制
( 一 ) 生態博物館經營理念與硬體促參開發的矛盾
黃金博物園區既然以「生態博物館」去中心化
這樣的成立背景，應意指「由上而下」之博物館國
家威權性格解體，由館員或學者專家主控之佈展、
保存導向的「專家博物館學」正逐漸退潮，改為社
區、參觀者導向之「由下而上」中心哲學所取代。
惟開館初期，受限編制人力及相關硬體、資本的投
入及執行率，未能有效著力於社區醞釀及經營，反
因與經濟部所轄臺電、臺糖三方合作引入的促參開
發觀光、交通「由上而下」計畫的進行，致開館初
期引入大量遊客、垃圾，甚至限制假日小客車通行，
致造成社區與博物館緊張關係。

11 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2006，《徵求民間參與台北縣黃金博物園區二期興建營運計畫》，臺北縣：臺北縣政府。
12 吳坤玉，2004 ／ 06，〈礦業景觀在金瓜石「黃金博物園區」〉，《北縣文化》，81 期，台北縣立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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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嘗試引入金屬工藝新產業

因為當時礦產業也已經蕭條沒落，開館初期金
瓜石居民自主在社區舉辦了一次小型的金屬工藝
展，館方藉此想引入金屬工藝，嘗試培育地方金屬

一、礦山樂活文化
主要包含了下列三個軸向：
（一）礦山樂活文化建走

工藝人才，並於 2007 年辦理第一屆全國金工大賽，

以社區居民志工，以提供遊客限量報名方式，

冀能將金屬工藝產業注入社區，希望形成金屬工藝

讓遊客導覽祈堂老街、水圳橋、廢煙道、防空洞、

重鎮。因此開辦社區金工基礎、進階課程，設置「金

醫院舊址、日式宿舍群、戰俘營等瞭解金瓜石聚落

工教室」，並於 2009、2011 辦理第二、三屆全國

的重要文史發展脈絡據點，並於建走過程中，結合

金工大賽，及相關金工國內、外展覽。惟囿於金瓜

淨山撿拾垃圾概念，教育環保垃圾分類與再利用。

石聚落內居民既有生活中，並無此產業，社區內多
半為年長、年幼者，且國際金價持續攀高，對於一

（二）義起結緣，尋訪金瓜石神社（圖 2）

般金屬工藝的服務對象是在金字塔頂端的少眾，與

結合在地勸濟堂祭拜關公，的歷史人文背景精

原有在地礦工後代聚落的產業依存關係為何？鄰近

神配合在地舉辦之「關公節」時節，利用市定古蹟

周邊是否有業界、學界予以支撐？都必須與社區居

「金瓜石神社」遺址，讓遊客自發邀同麻吉、粉絲

民多加互動凝聚共識與核心價值後才得以繼續逐年

團、好朋友、同學會一同參與，嘗試恢復當時神社

推展。以致於初期基礎人才培育後，人才都往市中

榮景，避免因害怕引發仇日、日本殖民時期皇民化

心尋求進修發展，再加上材料費日益高漲，很多人

運動產物負面資產形象，而長期閒置的文化資產，

因此半途中止，也因此金屬工藝產業目前在金瓜石

並計畫於每年寒假過年期間辦理全家祈福攀登神

聚落內仍未成形。

社、暑假一起結緣尋訪金瓜石神社。

陸、黃金博物館 2012 年的現況與未
來發展策略
回顧這八年來，在推展金屬工藝這個部分，除
了每兩年一次辦理的全國金工大賽，也特別在今年
辦理了「新北市 2012 德國當代金工大展」，嘗試
引入國際知名「德國珠寶博物館」館藏，將整個歐
洲當代金工發展的重要藝術作品，如精華縮影般，
呈現在這歷史山城之中；此外，也該思考在明年即
將辦理的「2013 新北市全國金屬工藝大賽」的核心
價值與在地礦業人文歷史的精神意義，反思過去三
屆六年的舉辦經驗，雖然每年參加比賽的作品的質
與量，每年不斷攀高，但是若依金瓜石聚落脈絡與
歷史及當初的創園精神背景的前提下，如何將金工
走向與在地歷史人文、社區合作，結合生態旅遊與
開發文創產業是應可更加努力的方向。
為落實生態博物館，館方更積極結合歷史人文
與社區，在 2012 年嘗試辦理了，「礦山樂活文化」
與「礦山紙上電影」特展，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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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新北市 2012 義起結緣尋訪金瓜石神社活動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三）尋找創意樂活家體驗礦山新文化（圖 3）
再現日式建築寧靜悠閒氛圍，具體營造日式宿
舍空間之樂活生活型態，提供創意家申請來博物館
駐村，結合文化種子與藝術家駐村的概念，廣邀國
內外藝術、創意樂活家進駐於二連棟日式宿舍群
中，體驗「水金九礦業遺址」的養分，並於每梯次
創意家中，特別歡迎廣義媒體、部落客、旅行家等
文字工作者一同參與，並與當地的社區藝術家、遊
客互動，期待未來的創作能融入在地的元素。

二、礦山紙上電影特展（圖 4）

圖 3 二連棟日式宿舍單元，提供創意樂活家提出計畫申請
圖片來源：黃金博物館提供

嘗試將金九區域型的文化資產，結合在地社區
的故事，用微電影的手法，將「水金九礦業遺址」
的空間角落美學，透過攝影、說書故事的手法串連，
讓遊客結合自身的生活經驗，與在地居民的生活串
連互動。在籌設展期間從發現在地的故事、田野調
查、探勘、口述歷史與社區居民館員的臨演串場，
過程中館方與社區的互動及開展期間與遊客的互動
的過程，都讓這礦業遺產到生態博物園區的理念逐
步落實。
黃金博物館走過這 8 年來創館迄今，其中也經
歷了 2010 年底臺北縣升格為直轄市，因為地屬偏

圖 4 2012 下半年年度特展礦山紙上電影，金瓜石聚落故事場景
圖片來源：黃金博物館提供

遠相關行政人員多為特考任用致更迭頻繁的限制，
雖然如此，金瓜石礦業聚落的演化再生是個進行
式，如何以「生態博物館」由下而上的切入觀念，

自然、文化景觀

透過社區、在地人文、遊客交織發展（圖 5）是現
在博物館發展的願景與法則，因此也訂定了下列的
方向及策略目標：

風俗、
儀式、祭典

活化
再利用活動
黃金博物館

金瓜石
社區居民

經濟、消費活動

觀光客與
經營者

圖 5 人文與自然歷史、社區與聚落居民、觀光參與者與黃金博
物館關係圖
圖片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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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博物館文創賣店的設置與營運 以黃金博物館為例
王慧珍

摘要

Abstract

本文旨在以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金采賣店為

This paper aims to expla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例，說明公營博物館文創賣店的設置與營運。依

operation of gift shops in government-run museums by

據 國 際 博 物 館 協 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using the gift shop in Gold Museum, New Taipei City

Museums，簡稱 ICOM）的專業倫理規章，博物館

Government as an example. The ICOM Code of Ethics

中所有的商業行為也要符合教育的使命、維持產品

for Museums prepa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的品質以及符合國家法律的規定。因此，金采賣店

Museums stipulates that all commercial activities at

設置及營運的核心價值即在實現本館立館宗旨，希

museums need to conform to all applicable laws and

望能作為博物館教育經驗的延伸、推動文化創意產

regulations, maintain product quality and agree with

業，並與社區一起成長、共榮發展。前言簡述本館

the educational mission of museums. Therefore the

背景及立館宗旨。第貳節說明賣店自營業務的執行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gift shop in the Gold

方法與步驟。第参至伍節說明本館賣店如何定位、

Museum has a core value of realization of the purpose

前置工作如何辦理，以及日常營運諸事項等。第陸

of the Gold Museum. It hopes to extend the educational

節簡述本館賣店自營的概況，賣店自營的挑戰及筆

experience beyond the museum, to promote cultural

者對於公營博物館自營賣店業務的幾點建議。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o grow and thrive with the

關鍵字：博物館賣店，文創產業

community.
The preface of the essay 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ackground and the purpose of the Gold Museum.
The second section explains execu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gift shop business in the museum. The third to
the fifth section illustrate the gift shop's positioning,
preparations, and daily operational matters. The sixth
section briefly describ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shop's operation, its challenges, and the author's
suggestions for independently-operated gift shops in
government-run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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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業務執行方法與步驟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位於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

博物館賣店自營的第一項工作為賣店的營運定

山城內，緊鄰國內外知名的觀光景點九份。金瓜石、

位，這可以幫助賣店業務承辦人員規劃出符合博物

九份、再加上濱海的水湳洞，三個聚落，簡稱「水

館宗旨及核心價值的賣店。接下來就是依據營運定

金九」，是交通部觀光局票選的國內十大觀光小城

位計畫辦理各項前置工作，前置工作完成後，賣店

之一，每年吸引超過 100 萬的國內外遊客到訪。金

得以開始營運。賣店開張後，為使營運上軌道，還

瓜石曾為東亞第一貴金屬礦山，金礦產量甚豐，曾

有銷售服務、商品管理、現金管理等日常工作事項。

因採礦事業聚居眾多人口。然而，隨著礦業沒落，

賣店業務執行方法與步驟請詳見圖 1：賣店自營業

山城人口紛紛外移謀生。為保存活化再利用礦業文

務執行流程圖。

化資產，並振興地方經濟，新北市政府（時為臺北
縣政府）在金瓜石規劃籌建黃金博物館。本館自民
國 91 年起開始籌建，93 年 11 月 4 日正式開館。近
年來，更以「水金九」（水湳洞、金瓜石、九份）

營運定位

的名號行銷推廣本地。
由於金瓜石具有臺灣唯一的百年採金礦業文化



空間基本條件盤點



消費者分析



競爭者分析與市場區隔



營業時間規劃



商品策略

資產以及絕美的山海景觀，因此本館的立館宗旨及


空間整理、設備採購



商品招募、開發

旅遊」、「推展黃金及金屬藝術，建立創意產業」、



人力招募及管理規劃

「社區生態博物館」等四大宗旨。開館迄今，共計



現金或收入管理規劃

光人潮湧進，漸次帶動發展地方民宿業、餐飲業、



銷售與客戶服務

零售業等。本館賣店，作為博物館設施之一，設置



辦理寄賣商品審核

及營運的核心價值即在實現本館立館宗旨，希望能



商品上架、進銷存管理



開發自有商品



每日現金入庫、支付廠商貨款



歲入上繳市庫



人員教育訓練



硬體設備維護

主要經營方向定位為：「保存與再現礦業歷史與人
文特色」、「成為環境教育的自然場域，推廣生態

前置工作

約 680 萬人次（至 101 年 11 月 30 日止）到訪。觀

作為博物館教育經驗的延伸、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並與社區一起成長、共榮發展。
開館之初，賣店業務採取委外經營的方式，
委託專業廠商。民國 96 年，賣店定名為「金采賣
店」。100 年 3 月結束委外經營，經過 4 個月裝修
後，於 100 年 6 月 30 日開始自營。本文以黃金博
物館金采賣店為例，說明公營博物館賣店之設置
與營運，希望筆者的經驗能做為博物館賣店從業
人員的業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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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營運

圖 1 賣店自營業務執行流程圖

參、黃金博物館賣店營運定位

二、金采賣店的消費者特性

博物館賣店屬於零售業，所不同者在於賣店的

「金采賣店」位於本館主要館舍「黃金館」旁。

銷售服務還肩負傳遞博物館形象，延伸博物館教育

黃金館為本館主要展館，內有鎮館之寶「大金磚」，

經驗的公益使命。依據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的專

平均每年吸引約 44 萬人次入該館參觀。該展場動

業倫理規章，博物館中所有的商業行為也要符合教

線會將館內遊客引導至「金采賣店」，因此，賣店

育的使命、維持產品的品質以及符合國家法律的規

的主要客源是來自參觀黃金館的遊客。黃金館休館

1

定 。本節將說明本館金采賣店的營運定位，包括

期間，賣店的業績也隨之明顯下滑。

基本條件盤點、消費者分析、競爭分析與市場區隔、
營運時間與商品策略等。

依據本館 100 年度「觀眾研究統計分析及活動
問卷設計成果報告」，本館觀眾的基本特性為：女
性為多，所佔比例超過 2/3。19-25 歲及 26-45 歲為

一、金采賣店的基本條件
營運定位的第一項工作為賣店基本資料的整
理，這可以幫助賣店業務承辦人員了解將來要經營
的空間的基本條件，

主要年齡層，學生族群及上班族為多。教育程度則
主要為大學生，超過半數。未婚者比例顯著較高，
達 75%。居住地區以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地區為
最高。九份為受訪者最常另外到訪的景點。在本館

1. 空間地點：黃金館外，參觀完黃金館後，動線直

停留時間以兩小時為最多。網際網路為受訪者主要
得知訊息的平台，親友推薦次之。

接引導至賣店。
2. 空間基本資料：室內面積約 10.6 坪，戶外空間
約 18.2 坪。
3. 空間名稱：民國 96 年定名為「金采賣店」，沿
用至今。
4. 空間定位與使命：水金九生態、歷史、地方藝術
的意象延伸。提供在地藝術家、金工創作者之產
品交易通路，扶植創作者。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暨週邊導覽地圖

停車場
金瓜石神社

公共廁所
醫護站

戶外壓風機展式區
金采賣店

黃金館
黃金廣場

本山五坑
份→

往九

金采廣場
金瓜石太子賓館
日式宿舍區

遊客服務中心

金水特展室
礦工食堂 郵局
金水廣場
行政辦公室

環境館

警察局

站頂停車場

四連棟

煉金樓

時雨中學

金瓜石車站

三毛菊次郎宅

天主堂

圖 2 金采賣店位置圖

祈堂老街
金瓜石礦工醫院舊址
勸濟堂

1 請參閱陳國政「台灣博物館之賣店生態與文化商品研究」頁 34
指
向
海
洋

17
戰俘營
瓜山國小

磅坑口
勸濟堂牌樓

往
水
湳
洞

一、受限於山勢地形無法全數提供無障礙空間，敬請
見諒，如需特別服務，請洽現場服務人員。
二、館舍均為舊建物再利用，空間較為狹窄，為了參
訪品質以及您的安全，必須進行總量管制，請您
多加包涵並耐心等候。
三、讓我們一起呵護金瓜石的自然美好，絕不棄置垃
圾或帶走館內的一磚一石。

三、競爭分析與市場區隔

( 四 ) 金采賣店的營運時間與商品策略

( 一 ) 金瓜石競爭者

1. 營運時間

水金九地區包含三個主要聚落：水湳洞、金

賣店營運時間配合博物館營運，週一至週五每

瓜石以及九份。其中，九份最具知名度與人氣，

日 9：30~16：00；週六及周日 9：30~17：00。每個

因此發展出觀光客導向的九份老街商圈。水湳洞

月的第一個週一為本館休館日，賣店也配合休館。

與金瓜石兩地皆無具規模的商店街。本館在地理
位置上位於金瓜石，本館外部無商店，本館內沿
著金光路至行政大樓一帶有私人營業的商店與攤

一般來說，博物館商品可分為三大類：典藏複

販約 10 家，大都提供餐飲服務，與本館賣店商品

製品、出版品、衍生性紀念品。本館目前典藏品共

屬性不同，因此，本館賣店在金瓜石並無強勁的

計有 1034 件，包括礦業用具暨工具、礦物、黃金

競爭對手。九份商圈的購物機能完整，且本館離

製品及藝術品、四連棟展品。經評估，本館典藏品

九份大約 8 分鐘車程，遊客大多選擇在九份用餐、

並不適宜做成複製品銷售。此外，依據委託廠商提

購物，因此本館賣店的主要競爭對手並非來自金

供的賣店銷售報表，平均客單價約為 250 元。因此，

瓜石，而是九份商圈內的紀念品店。

自營賣店的商品規劃主要以出版品以及衍生性紀念

( 二 ) 九份商圈

品為主，這部份為賣店營業額主要來源。此外，為
落實本館「推展黃金及金屬藝術，建立創意產業」

根據「九份商圈聯誼會」的網站資料，九份的

及「社區生態博物館」與地方共榮發展的立館宗旨，

商店主要位於基山街與豎崎路一帶，大約有 130 家

自營賣店也計畫招募金工設計師作品以及在地藝術

商店，依據販售的商品類別可分為：地方小吃、特

家的衍生性商品，以更優惠的拆帳方式鼓勵創作、

色民宿、茶葉品茗、手工藝術及其他店家等。每類

協助推動文創產業。故，該店共規劃 3 大類商品，

商店所販售的商品內容如表 2 所述。依據右表，與

包括本館出版品及衍生性商品、金工創作作品、在

本館賣店商品屬性相似者為九份商圈內「手工藝

地藝術家的衍生性商品。

術」類別的店家，共 37 家，是賣店最大的競爭對手。
( 三 ) 市場區隔
九份是近年來國際知名的觀光景點，知名度及
遊客數都比金瓜石高。購物機能完整，可以提供餐
飲、紀念品、民宿等消費服務。依據本館 100 年度
「觀眾研究統計分析及活動問卷設計成果報告」，
來館參訪的遊客中有 46.8% 會順遊九份。因此，九
份商圈的紀念品店實為本館金采賣店的強大競爭對
手。相較於九份商圈的紀念品店，本館賣店商品的
市場區隔擬定位為：
1. 以博物館意象開發獨賣商品。
2. 導入博物館專業的服務、解說。
3. 以商品傳達博物館教育的理念。
4. 以藝術、創意取代商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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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品策略

由於博物館商品須符合本館立館宗旨及教育理
念。故，衍生性商品擬開發或募集符合水金九意象、
黃金主題、或是樂活概念者為主，藉以推廣礦業歷
史、本地人文特色以及自然生態等。「衍生性商品」
的品項最多，因其價格較便宜，容易入手。這類商
品營業額預估佔總營業額九成以上。「金工創作」
與「在地藝術家創作」類，商品以獨創性、限量為
訴求，手作、創意為其特色，並且強調消費者與作
者的聯繫，希望消費者不只消費商品，也透過商品
理解創作者對於生活、藝術創作的態度與理念。這
兩類商品營業額預估佔總營業額 10%。

表1

金采賣店委外期間入園人次、入黃金館人次及金采賣店消費人次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A入園人次

791,794

664,692

674,828

871,784

1,021,706

B入黃金館人次

328,098

247,546

363,868

483,347

532,988

25,056

29,313

24,052

6.9%

6.1%

4.5%

C賣店消費人次
B/C*%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2

九份商圈商店業種概況

業種

數目

營業內容

地方小吃

63 家

芋圓、紅糟肉圓、魚丸、草仔稞、甜品、牛肉麵等各種小吃

特色民宿

11 家

提供住宿服務

茶葉品茗

17 家

販賣茶葉、提供品茗服務

手工藝術

37 家

民俗藝品、童玩、皮飾、水晶、異國風服飾、手工皂、陶笛、
雜貨、禮品、飾品、創作品等

其他店家

4家

藥局等無法歸類的商店

資料來源：九份商圈聯誼會官網

表3

金采賣店自營之商品規劃

類別

主題

品項

備註說明

衍生性商品

1.以黃金為主題開發的商品
2.以水金九為主題開發的商品
3.樂活概念商品

紙類（明信片、筆記本、便條紙、
卡片等）
雜貨（杯子、文具用品、家飾品、
飾品、隨身小物、吊飾、鑰匙圈織
品、盆栽等）

低價商品，好入手，單價多
在250以內。

金工創作

金工創作者的作品

首飾類
器物類

強調手作、限量的中高價商
品，價格約在500~10000元

在地藝術家
衍生性商品

除金工創作以外的
藝術創作或衍生性商品

不拘媒材

與藝術家洽談後決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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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金采賣店自營前置工作
博物館賣店開設的前置工作就跟所有零售業通
路設置一樣，需要考量到 3 個基本面向，一、空間
與設備。二、商品。三、人力。各面向所需工作及
規劃說明如下：

一、空間與設備
( 一 ) 金采賣店的空間整理

電子收據，分別為收執聯、記帳聯、存查聯等。該
收據之印製需依據「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各項收入憑證管理要點」規定，報上級主管機關核
准後始得印製。
2. 防盜措施
受限於會計制度，公營博物館無法編列盤損，
因此需加強防竊措施。賣店防竊措施包括電子保

包括顏色計畫、燈光計畫、保全計畫、陳列計

全、商品防盜磁條及防盜門、增加賣場人力加強商

畫、空調電力維修整理等。由於金采賣店僅有 10.6

品維護管理、高價品放置玻璃櫃內並上鎖等。由於

坪，因此店內空間的顏色規劃以白色為基底，希望

本地天候潮濕、雨季長，影響防盜磁條效果，賣店

呈現出清、透、亮的空間，營造輕鬆舒適的購物環

開幕營運後須定期檢查防盜門效果，並請專業廠商

境。入口處以金色拱門象徵金礦坑入口，櫃檯上方

協助維護。

也以煤油燈造型的燈具增加礦業意象。靠近黃金館
一側的玻璃窗，不設貼壁式展示櫃，讓光線及戶外

3. 信用卡刷卡機申請

的山景進入賣店，以自然光取代電燈。雨季時白天

為了提高消費意願，本館積極向聯合信用卡

較暗，以崁燈、投射燈增加光源。保全部份，除了

中心申請刷卡機。刷卡結帳向銀行請款，須支付

鐵門、電子保全、還裝設監視器，並且在門口加裝

刷卡金額的 2% 為刷卡手續費。因此，需經館方會

防盜門。陳列方面，規劃有方型壁掛式玻璃展示櫃

計核准後，由銷售收入內編列刷卡金額的 2% 以支

16 個、大型貼壁展示櫃 2 座、獨立雙面展示櫃 2 座

應該筆費用。

及玻璃抽屜式矮展櫃 2 座。多元的陳列方式可有效
利用空間，增加坪效，也可增加消費者購物的樂趣。
( 二 ) 營運設備採購或申請
1. 進銷存系統及三聯式電子收據申請及印製
為了有效管理商品的進貨、銷貨、庫存以及帳
務等，賣店需採購進銷存系統（pos 系統）。商品
進貨後先分類登錄進該系統，每項商品可因此取得
1 個商品分類號再將號碼輸出成商品條碼貼在商品
外包裝上。結帳時用紅外線機器掃描後，即可將銷
貨商品、結帳金額等登錄進系統，便於進銷存管理。
該系統也可以記錄消費時段、消費方式（現金或信
用卡）、折扣情形等等，可以幫助經營者了解收入、
庫存以及消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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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配合進銷存系統，結帳收據一律為三聯式

二、商品開發與招募
在賣店自營之初，受限於收支對列的預算編
列方式，故該店商品以寄賣商品為主，俟賣店營
業 收 入 入 庫 後， 始 進 行 自 有 商 品 的 開 發 生 產。
( 一 ) 自有商品開發
自行開發的商品，是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委
託專業廠商設計開發。商品驗收後始於賣店上架販
售。開發成果詳見「伍、金采賣店的日常營運」一節。

( 二 ) 寄賣商品招募
招募商品須經本館商品審核委員會通過後始得
定約上架。商品審核委員會成員由業務單位簽准後
實施，成員包括單位主管、活動、展覽承辦同仁等。
審核流程如後，由廠商提送商品提報表送本館審
核、經過初審委員（店長、賣店業務承辦人、業務
單位主管）審核通過者進入複審。經複審委員通過
後通知廠商進貨上架。寄賣商品由廠商負責設計生
產、由本館代為經銷，銷貨所得依據契約拆帳後支
付廠商貨款，餘為賣店收入，入本府市庫。採取寄
賣方式，賣店沒有庫存商品的壓力。商品定價則由
廠商建議。寄賣商品審核時，務使商品符合水金九
意象、黃金主題、或是樂活概念的商品規劃方向，
以遵守博物館賣店的倫理。

圖 5 賣店現況。入口處以金色拱門象徵金礦坑。

圖 3 金采賣店色彩計畫。
資料來源：黃金博物館提供

圖 6 賣店現況。色彩以舒適清爽的白色為主調，
高低櫃加上壁櫃，多樣的陳列方式，增加消費者購物的樂趣。

圖 4 金采賣店空間設計示意圖。
資料來源：黃金博物館提供

圖 7 賣店營運設備之一，進銷存系統以及收據機。

廠商提送商品
寄賣申請表

寄賣商品初審

寄賣商品複審

商品進貨上架

圖 8 寄賣商品審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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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力規劃

二、辦理寄賣商品審核

負責金采賣店業務的人力有 3 位，1 位業務承

依據前述規劃持續辦理寄賣商品審核。截至目

辦人、1 位店長、1 位店員。業務承辦人主要負責

前為止 (101 年 11 月止 )，金采賣店共計販售包括吊

文創相關業務（包括賣店）的年度預算編列及執行，

飾、鑰匙圈、文具類、生技盆栽、明信片、書籍、

規劃執行商品開發計畫及店務發展計畫。店長及店

唱片、金屬工藝創作首飾類等 762 項寄賣商品，與

員主要負責銷售及店務管理。目前店長的人力是由

31 家廠商合作。其中，金工創作者有 12 家，在地

營運推廣組負責招募以及管理。店員則是由現場服

藝術家或水金九的文創工作者有 5 家。由前述可知，

務人員擔任，並由店長協助商品教育訓練。賣店每

本館賣店逐步在落實「推展黃金及金屬藝術，建立

日有 2 人當班，店長及店員工作內容規劃如下表 4：

創意產業」及「社區生態博物館」與地方共榮發展
的立館宗旨。

伍、金采賣店的日常營運
依據前述，空間、商品、人力等各項工作及規

三、商品上架、進銷存管理

劃全數完成後，金采賣店於 100 年 6 月 30 日開始

金采賣店店內商品的進貨、銷貨、存貨皆透過

自營，日常營運工作事項，例如寄賣商品審核、自

進銷存系統管理。進貨須先分類並登錄進進銷存系

有商品開發等皆依據前述規劃執行。店務每日營運

統，並於商品外包裝上貼上商品條碼。銷貨時，以

工作簡述如下：

紅外線掃描器掃描條碼，進銷存系統即可紀錄商品
銷貨品項及數量。商品低於安全庫存量時，店長需

一、銷售與客戶服務

及時通知廠商進貨。

由賣店店長及店員負責，依規定每日定時開
關店，提供銷售商品所需的一切服務，並隨時回
報消費者對於商品的意見，以作為商品開發及服
務改善的依據。
表4

店長及店員工作內容

店長工作內容




每日9:00，請保全解除門禁後，開店門並做環境清潔
檢視等開店準備工作。
每日打烊後，協助清潔人員打掃店面。關店後由保全
陪同將當日帳款帶回辦公室入庫。



每日打烊後當日結款，填寫每日報表。



每月5號前完成貨物盤點。



進貨銷貨管理。



處理廠商請款以及歲入上繳市庫。



現場銷售服務。



開發寄賣廠商。



現場服務人員的商品教育訓練。



商品上架。



當班人員需負責現金控管，如有短缺，由當班人員照
數額賠償。



其他本館交辦有關金采賣店營運之工作事項。

店員工作內容


每日9:00，請保全解除門禁後，開店
門並做環境清潔檢視等開店準備工作。



每日打烊後，協助清潔人員打掃店面。
4時30分鎖上店門，並請本館保全設定
門禁後方可離開。如遇店長休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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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陪同將當日結帳現金帶回辦公室入庫。


每日打烊後當日結帳，填寫每日報表。



當班人員需負責現金控管，如有短缺，
由當班人員照數額賠償。

四、自有商品開發
截至目前為止 (101 年 11 月止 )，賣店自有商品
目前共開發包括文具類、T 恤、環保袋、馬克杯、
雨衣、書籍等，共計 19 項商品。其中，有紅、白、
黑三色的發財潮 T，因為符合國人追求財富的想望，
銷售狀況最佳。
五、每日現金入庫、支付廠商貨款

六、人員教育訓練
包括銷售技巧、認識商品、客訴處理、現金
管理流程等等。
七、硬體設備維護
包括燈光、水電、防盜設施、收據機等等。需
定期請專業廠商協助檢修、維護。

金采賣店的付款方式有現金及信用卡兩種。銷
貨現金需辦理每日入庫的事宜。信用卡刷卡帳款則
向聯合信用卡中心請款，請款後，隔日起算兩個工
作天後匯到本館保管款帳戶，再移請本館會計、出
納辦理收入入市庫。該店營業收入每季拆帳後，支
付廠商貨款，餘上繳市庫。另，賣店日常營運也須
準備一定數量的零用金。年初時向出納申請、年終
時須繳回再進行申請事宜。

圖 10 「黃金博物館紀念筆」，是本館首次與知名德國
文具品牌「Lamy」合作的紀念筆款

圖 11 「本山五坑名片夾」。其設計概念衍生自水金九的百
年採金礦業，正面是本館著名的坑道體驗場地「本山五坑」。
設計師以俐落的線稿描繪本山五坑，並在坑口的地方鏤空處
理，以穿透感呈現深入地底的金瓜石坑道。

圖 9 本館自行開發的「發財潮 T」，有黑、白、紅三色，
深受遊客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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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運相關事宜。館方提供場地、負責監督，並收取權
利金、租金、水電費等。所謂的「自營」指的是博

一、金采賣店自營營運概況

物館編列預算、自行招募培訓人力、自行招商、自

金采賣店開幕至今（101）年 11 月止，寄賣廠

行開發生產商品。營業收入在扣除廠商寄賣商品拆

商 31 家，寄賣商品 762 項，自有商品 19 項。營業

帳後，全數上繳市庫。委外的優點在於館方不用支

額約 593 萬，以現金結帳者約佔 77%，餘以信用卡

付人事成本、沒有庫存壓力，還有權利金或租金等

結帳。歲入約佔淨收入 4 成，其中，金采賣店自行

收入。缺點在於委外廠商的經營在市場競爭、公司

開發商品及出版品銷貨收入約佔 16%，餘為寄賣商

經營的壓力下較難以兼顧博物館的公益使命。自營

品拆成後的收入。每月平均營業額約 35 萬。每月

賣店由於獲利壓力較小，可以引進或開發兼顧博物

平均來客數約 1071 人。每人平均客單約 326 元。

館教育理念的商品，挑戰則為公營博物館的人力編

平均每位客人消費 1.8 個產品。暢銷商品皆跟大金

制、會計制度、以往的業務屬性等沒有適宜開設賣

磚或黃金意象有關，例如金磚手機吊飾、金磚鎖圈

店的條件。承辦人往往需要多方尋求意見、自行摸

等。來客消費時段集中在上午 10 點到下午 3 點間。

索出解決方案。

7 月、8 月暑假期間，是本館參訪遊客數目的

作為非營利組織的地方博物館通常都沒有編制

高峰期，這時期賣店的營業額也會較高。依據 100

專業的通路經營人員、商開人員及銷售人員，通常

年的觀眾研究調查報告，約有 15% 的遊客會進入賣

也沒有機會辦過類似業務。因此，銷售人員要重新

店。對於商品價格，69% 受訪者覺得合理，30% 的

招募訓練。通路經營、商品開發等工作也需要承辦

受訪者認為太貴。關於商品品質與服務品質，27%

人及業務單位多方取經、發揮創意，尋求適合公務

受訪者認為商品品質很好，35% 的受訪者認為服務

體制的解決方案。另，在本館的案例裡，由於 100

品質值得嘉獎。對於服務品質的滿意度高於商品品

年的賣店預算以收支對列的方式編列，故，也須思

與 46-65 歲兩

考在沒有開店之前、無收入的情況下，如何完成開

年齡層的消費者在賣店消費的比例較平均值高。然

店的前置工作以及商品招募。於此，本館的解決方

而，兩個年齡層對賣店商品價格的感受卻不同，18

案是，配合收支對列，在沒有歲入繳庫的期間，金

歲以下的的消費者認為賣店商品太貴的比例顯著較

采賣店開店後初期，商品先採取招募寄賣廠商的作

高，而 46-65 歲認為紀念品店商品價格合理的比例

法，等到歲入繳庫，始進行自有商品的開發上架。

顯著較高。總結來說，大部分的消費者覺得金采賣

在賣店自營籌備期間，參考新北市政府其他博物館

店商品價格合理、服務品質佳。

自營賣店的營運，才發現公營博物館無法像一般零

質。關於消費者的年齡，18 歲以下

二、公營博物館設置賣店的挑戰與建議

售商店編列盤損，因此特別加強商品防盜規劃。在
招募或開發商品時，本館也努力兼顧市場性及博物

本館開館之初，賣店業務由委外廠商協助，直

館宗旨與賣店倫理，因此，31 家合作的寄賣廠商中，

到民國 100 年 6 月 30 日，賣店始開始自行營運。

金工創作者、在地藝術家或水金九的文創工作者，

所謂「委外經營」指的是依據採購法取得廠商。由

總計有 17 家，佔所有寄賣廠商的一半以上。希望

廠商負責賣店所有業務，包括賣店人力招募培訓、

能以博物館的知名度帶動行銷這些小資本的創意工

商品開發生產、營運所需生財器具採購等一切營

作者，達到推動文創產業、與社區共榮發展的立館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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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經營零售商店，對於本館或任何公
務機關來說，都是一項創新的業務。在賣店設置
的前置工作裡，最大的困難則是在於缺少相關業
務的經驗及專業人力。在賣店設置開始營運後，
最大的困難則是在於開發或招募同時兼具市場性
或教育性的商品以及庫存管理。因應公營博物館
的人力編制及預算編列特性，博物館從業人員在
辦理賣店自營業務時，為提升經營效益，並符合
博物館賣店倫理及使命，筆者有以下幾點建議供
參。

參考書目
1. 林青梅，公立博物館自營商店的可能與挑戰—以
陶博館為例，臺灣博物季刊，30卷，第3期，2011年。
2. 陳國政，台灣博物館之賣店生態與文化商品研
究，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2005 年。
3. 蔡怡怡，公營博物館之自營商店政策探討—以中
正紀念堂管理處為例，博物館學季刊，26（1）
127-149，2012 年。

1. 受限於公營博物館的人力編制，通常不會有設
計、商開專業人才。館方可以尋求專業廠商協
助，解決人才、人力不足的問題。
2. 為減少庫存壓力，規劃商品時，可以經銷寄賣
為主，自行開發採購為輔。也可提供優惠條件，
洽談廠商合作開發商品。由廠商提供產品，
本館經銷。
3. 為使博物館賣店商品正確傳達博物館教育理念
與使命，館方應具備審核機制來審核經銷寄賣
的各項商品。
4. 由於公營博物館的會計無法讓賣店像一般零售
通路一樣編列盤損，館方應加強保全、防盜措
施，降低商品失竊率。
金采賣店自營迄今已經一年多。很多消費者
覺得自營後的賣店，購物環境更佳、服務品質更
好。未來，希望金采賣店可以秉承本館「與社區
共榮發展」、「協助推動文創產業」的宗旨，引
進更多本土的品牌、以及使用在地原料、在地生
產的商品。透過賣店的商品、解說服務、空間等，
持續傳遞博物館的公益使命及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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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茶業博物館於
坪林茶產業文化之角色功能
王韻涵

摘要

Abstract

坪林茶業博物館於 1997 年為發展茶藝文化，

The Pinglin Tea Museum was inaugurated in 1997

在前臺北縣坪林鄉公所規劃下開幕啟用，經過 15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former Taipei County Pinglin

年的營運，因交通型態轉變、國人參觀喜好不同、

Township Office for the purpose of the development

展覽設施老舊等因素，參觀人潮逐年下降。2011 年，

of tea culture. In the following 15 years, the number of

因應縣市升格，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著手規劃接續營

visitors had continued to decrease because of changes

運事宜，並自 2012 年 1 月起正式接管。

in commuting patterns, differences in the citizen's

本文追溯回顧坪林茶產業發展概況，並探究坪
林在地自然、人文、空間環境現況，以坪林歷史文
化、環境空間之在地相關元素，定位出坪林茶業博
物館「近程」之發展核心、「中程」之發展定位，
以及「遠程」之角色功能。
關鍵字：坪林茶業博物館、前臺北縣坪林鄉公所、

museum preferences, the museum's outdated facilities,
and etc. In 2011 the management of the museum
was planned to be taken over by the Cultur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the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when
Taipei County was upgraded to the new Cabinet-level
special municipality, and it was officially taken over in
January 2012.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This essay is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a industry in Pinglin, to study the current natural,
cultural, spatial, and environmental status of Pinglin,
and to define the Pingling Tea Museum's core focus for
the short-term, positioning for the mid-term, and roles
and functions for the long-term based on relevant local
factors, including history,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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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貳、坪林茶產業發展概況

新北市坪林區是文山包種茶的主要產地，滿山

文山包種茶為坪林區特色茶，欲追溯坪林茶產

蒼翠的茶園，是坪林景觀的獨特風格。坪林茶業博

業發展，必先了解臺灣茶產業發展，因臺灣茶產業

物館於 1997 年為發展茶藝文化，在前臺北縣坪林

之發展歷程，涵括了坪林區之發展，甚至更涉及烏

鄉公所規劃下開幕啟用，經過 15 年的營運，因交

龍茶之發展與包種茶之興起，惟當時之包種茶與目

通型態轉變、國人參觀喜好不同、展覽設施老舊等

前臺灣一般所指之包種茶卻所指不同。為釐清所

因素，參觀人潮逐年下降。2011 年，因應縣市升

指，須先以臺灣茶產業發展，論及清季之包種茶，

格，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著手規劃接續營運事宜，並

再以南港、文山相關區域為主軸，闡述目前一般所

自 2012 年 1 月起正式接管。

指之包種茶的傳承與發展，以了解坪林文山包種茶

爰此，本文擬追溯回顧坪林茶產業發展概況，
並探究坪林在地自然、人文、空間環境現況，試圖
以坪林歷史文化、環境空間之在地相關元素，定位
出坪林茶業博物館之角色功能及發展定位。

之地域性特色。

一、臺灣的茶產業發展
( 一 ) 臺灣茶的起源
野生茶樹記載，目前最早的文獻見諸於 1645
年的《巴達維亞日記》1，當時臺灣的原住民已知
道利用野生茶葉烘焙製茶 2 ，因此，臺灣最早的
茶為野生茶樹所製的茶。
其後，據清代《諸羅縣志》「水沙連內山茶
甚夥，味別色綠如松蘿。山谷深峻，性嚴冷，能
卻暑消脹…」、《臺海使槎錄》「水沙連茶，在
深山中。眾木蔽虧，霧露濛密，晨曦晚照，總不
能及。色綠如松蘿，性極寒，療熱症最效。每年，
通事於各番議明入山焙製。…」、《東征集 ‧ 紀

圖 1 坪林滿山蒼翠的茶園景緻
資料來源：王韻涵拍攝，2013 年 5 月 13 日。

水沙連》「水沙連內山，產土茶，色綠如松蘿，
味甚清冽，能解暑毒，消腹脹，亦佳品。」等史
料顯示，臺灣野生茶樹分佈於「水沙連」山中，
即今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轄管範圍內 3，並提
及野生茶樹的顏色與所製出之茶的味道、屬性，
因其屬性較寒，故具消熱解毒去脹之功效，此為
臺灣茶的起源，做為藥飲使用。

1 林木連編著，《台灣的茶葉》（臺北縣新店市：遠足文化，2009），頁 13。
2 梁金生發行，《品茶文化與品茶生活》（臺北縣坪林鄉：臺北縣坪林鄉公所，2004），頁 14。
3 林木連編著，《台灣的茶葉》（臺北縣新店市：遠足文化，2009），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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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臺灣茶的出口
依陳桂培《淡水廳志》卷四〈賦役志 ‧ 茶釐〉：
「淡水石碇拳山二堡，居民多以植茶為業。道光年
間，各商運茶，往福州售賣。每茶一擔，收入口稅
銀二圓，方准投行售賣。」「拳山」即文山，顯示
早期文山區一帶的臺灣北部區域，為產茶的區域，
並於道光年間已開始出口產銷至中國的福建省。

之茶出口數字。若以一八六五年（疑當為一八六六
年）為基期，一八七一年烏龍茶出口量為一八六六
年之十倍；一八七五年增為三十倍；一八七七年
增為五十倍，一八九二年竟達一八六六年之一○○
倍。…」4 臺灣烏龍茶茶葉貿易的快速成長，令人
嘆為觀止。
( 四 ) 包種茶的興起

另據臺灣重要詩人及茶人－林占梅早期作品，

1873（同治 12）年，臺灣烏龍茶遭遇世界茶葉

其〈過內湖莊〉：「平隴多栽稻，高原半種茶。…」

不景氣影響，臺灣烏龍茶滯銷，加上當時轉渡臺灣

以及〈過南港茶巖〉：「…儼然身到崇安道，山北

收購烏龍茶之洋行，認為臺灣茶價昂貴，一致中止

山南遍植茶。」兩首茶詩之內容，作於 1853（咸豐

收購茶葉，致使烏龍茶有行無市，一蹶不振，茶葉

3）年，除見證了臺灣北部茶區於咸豐年間的鼎盛

在臺北大稻埕停滯甚多。當時茶商將烏龍茶運往福

情形，亦清楚地表達出，當時臺北盆地農作景觀開

州薰花再製為花香茶後，暫得解困一時，此為包種

發「種地摘山」之完整發展。

茶的興起。

( 三 ) 烏龍茶的出現

二、坪林的茶產業發展

清朝政府於 1860（咸豐 10）年簽訂北京條約，

清朝乾隆末年間，大批來自閩粵的移民湧入北

開放淡水成為西方各國通商口岸，帶動了淡水、大

臺灣，坪林因谷地平坦，又有茂密森林環繞，故稱

稻埕、艋舺等地商業貿易之興盛與發展，也將臺灣

為「平林」，此地大規模而有系統的開發亦由此開

烏龍茶打入國際市場。

始。道光、咸豐年間，這批來自福建泉州、安溪的

於此之前，臺灣茶名不定，大多以產地而言，
但到了 1866 年，由於出口的關係，於海關的報告

先民們，紛紛在北勢溪沿岸山區栽培起茶葉、大菁、
樟樹及柑桔等 5。

中已使用「烏龍茶」報關。此後 15 年間，烏龍茶

鑒於茶為重要之經濟作物，清朝極鼓勵茶農生

幾乎是臺灣出口茶的同位語，且外銷成長迅速。依

產，同時北臺灣氣候土壤又適合茶樹生長，茶樹發

據林滿紅的統計：「一八六○年至一八九五年，茶、

育良好，品質極佳，因此，當時沿淡水河上游及支

糖、樟腦之出口量均接近其產量。其成長率以茶最

流大嵙崁溪、新店溪、基隆河的丘陵地都廣植茶樹，

大。一八六五年以前臺灣雖有少量粗製茶出口，但

此即文山茶區發展的起源。

本島用茶亦有賴進口。一八六六年，海關始有全年

4 林滿紅著，《茶 ‧ 糖 ‧ 樟腦業與晚清臺灣》（臺北市：臺灣銀行，1978），頁 19。
5 梁金生發行，《品茶文化與品茶生活》（臺北縣坪林鄉：臺北縣坪林鄉公所，2004），頁 16。

28

同治年間，烏龍茶受世界茶葉不景氣及洋行抵

王水錦的種仔茶，是一種發酵程度較重的茶

制收購影響滯銷，臺灣茶商遂將臺茶運往福州做薰花

葉，產量較多，香味是靠火溫焙製茶葉，烘培共分

處理，反促成了包種茶的起源。惟當時之包種茶並非

四級：一二級用中級火溫焙製，水色金黃，香味甘

臺灣近代所指之包種茶，而是係指以較粗大之烏龍

純；三四級則用較重火焙製，水色較紅，俗稱「熟

茶加以薰花而成，當時稱為花香茶，直至 1912 年代，

火包種」，亦稱為「奇種」。

逐漸脫離以烏龍茶為原料茶，改以其他茶為原料茶加
以薰花而成。戰後，將該薰花之茶稱為花茶或香片，
和目前之自然香製成之包種茶斷然不同 6。
臺灣目前一般所指之包種茶，為自然香製成之
包種茶，其源自於清代之魏靜時與王水錦，而魏靜
時之第四代子孫魏誠，目前居住於南港，為南港茶
文化工作室召集人，故以下就其所提供之資料，歸
納說明自然香製成之包種茶的源起與發展：
( 一 ) 清領時期
臺灣早期茶葉類學名「青心烏龍」，民間因產
地不同，區域稱呼也不同，又別名種仔、青心、種
茶、正欉、軟枝烏龍、烏龍等，包種茶的前身即是
「種仔」。

1885（光緒 11）年清法戰爭結束後，劉銘傳擔
任福建臺灣巡撫之際，公開魏靜時無需花材薰香而
有自然清香的「種仔茶」，震撼當時茶業界，為千
年來製茶技術的一大突破，也憾動當時清政府對臺
灣的重視。
( 二 ) 日治時期
1895 年甲午戰後，日本政府眼見臺灣的種仔茶
密綠水色，極力研究並推廣，並將該茶劃入日人傳
統飲用茶，屬清綠茶水的「綠茶」系統。
當時臺灣生產種仔茶者，僅有南港大坑王水
錦、魏靜時，製法不同並含有特殊的香氣－熟香與
清香。因產量不多，為其珍貴，為避免香味流失，
兩人延續福建安溪王羲程所創的茶葉包裝，採方紙

魏靜時「包種茶」創製於 1873 年，其祖先世

兩張內外相襯，置茶四兩包成長方型的四方包，再

代福建安溪種茶，其父母魏起添及賴氏，於清道光

蓋上茶名與口麥頭印章之小包裝販售 7。日人不知

年間渡黑水溝遷居來臺，定居於今臺北市南港區大

其中茶葉是什麼茶？也驚奇臺灣精緻小包裝，習慣

坑。魏靜時因家族世代種茶，自幼耳濡目染，故領

性問「包」的什麼茶？包種仔茶！後農政單位因外

悟力高，自幼即苦心研究茶葉摘採製造方法。另有

銷需要，「包的種仔茶」去除「的」、「仔」語音字，

王水錦，自小至深坑庄土庫學習製茶，出師歸宅後，

改為「包種茶」，因而定名。

更加以研究茶葉烘焙技術。

1910 年日本政府更明訂「清香型製法」及「濃

魏靜時與王水錦之種仔茶製法不同，但其共通點

香型製法」為臺灣包種茶兩大製造法，是坪林文山

是不用香料花加工薰培的茶葉，為一種技術性茶葉：

包種茶之濫觴。前者即為「南港式製法」，以魏靜

魏靜時的種仔茶，是一種發酵程度較輕的茶
葉，產量較少，行狀條索緊結，色澤翠綠，滋味甘

時為元祖；後者則為「文山式製法」，以王水錦為
元祖。

純，水色淺綠黃，香氣特高，為茶葉本身製造後發
出的自然清香，香氣高雅馥郁，遠勝於靠香料花薰
製加工的茶品。

6 徐英祥著，《台灣之茶》（臺北市：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2009），頁 118。
7 吳德亮著，《台灣的茶園與茶館》（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1 年），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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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臺北茶商大多數以薰花加工，母茶改採用
粗劣「種仔茶」來仿冒種仔茶，因市場價格高，群
起仿製。日本政府怕影響包種茶聲譽，為控管品質，
凡用粗劣種仔茶薰製的茶葉，一律以「包種花茶」
稱呼正名，不得以「包種茶」之名銷售。
同時，因王水錦、魏靜時兩人年事已高，擔憂
兩人如有不測，則臺灣包種茶之製作技術，將可能
失傳。因此，請地方大老極力開導請託，使魏靜時
突破「功夫不外傳」之傳統觀念，於 1922 年並同
意製茶技術公開傳習 8。從此，日本政府透過「州

參、坪林區在地環境現況概述
一、地理環境
坪林區位於新北市東南端，四周均為高山峻嶺
環繞，境內少平地而多陡坡，全區面積約 170.835
平方公里，為新北市之第三大區，轄區內包含坪
林、水德、大林、石石曹、粗窟、上德、漁光等 7 個
里 10。而北勢溪由坪林區東北向西橫切，為該區主
要河流，流向臺北盆地，最後注入淡水河，屬臺北
水源特定區範圍 11。

農會包種茶講習會」讓包種茶製法普及化，改善技

臺北水源特定區係臺灣第一個經由都市計畫法

術雜亂不一、茶種各地不同之茶產業亂像，奠定包

劃設之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於 1984 年公告

種茶製作普及化之基礎 9。
( 三 ) 戰後時期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臺北大稻埕茶商
往臺灣中部另闢茶區，「福記茶行」王泰友與「寶
記茶行」王德，到中部當地傳授製茶技術，前者傳
授熟香型包種茶，作法偏「文山式製法」；後者傳

並成立「臺灣省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委員會」，並
於 2002 年改制為「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
管理局」12。其土地使用分區，主要為保安保護區、
生態保護區及水庫保護區等 13，而新北市坪林地區
即涵括了「水庫保護區」及「生態保護區」。
( 一 ) 水庫保護區

授清香型包種茶，作法接近「南港式製法」。後來

水庫保護區係以翡翠水庫淹沒線標高 171 公尺

更引進「布球包種法」，以提昇茶葉香氣與滋味，

以上，水平距離 50 公尺以內範圍為準，臺北水源

改良臺灣茶原有條索狀作法外形，是臺灣包種茶自

特定區面積約佔新北市 1/3，包含坪林、雙溪、石

無花薰香包種茶方法發明後，第二次的重要突破。

碇、烏來及新店等五區，為大臺北地區主要自來水

因此，臺灣包種茶有「北包種、南凍頂」之稱，係

水源，其水源、水質、水量之安全與潔淨，直接影

指條型與球型的製茶風味，同樣是臺灣包種茶的兩

響大臺北地區約 500 萬人口之民生用水品質 14。

種風格。

近年來涉及土地開發需求日殷，加上集水區自

長久以來，坪林的文山包種茶，受王水錦、魏

然環境地質脆弱、氣候潮濕多雨、氣候變遷等因素，

靜時影響甚深，堅持以條狀製作方式做為成品，目

易造成水土流失、崩塌及水體污染等情形，為避免

的在於堅持喝出茶葉原味，條狀沖泡香氣散發較

該區之水源、水質、水量因自然及人為因素而轉劣，

快，不至因過度加工而產生茶葉品質的差異，再加

需更積極且具前瞻性的管理。

上坪林區擁有栽植茶樹良好的地形與氣候，成為北
臺灣高品質的茶葉產區。自北宜公路全線通車後，
更奠定坪林文山包種茶運銷基礎，成為坪林重要的
經濟命脈。

因此，坪林以上的北勢溪，溪水清澈質佳，溪
流蜿蜒多姿，處處碧潭翠景，例如粗石斛、虎寮潭、
闊瀨、黑龍潭、三水潭等，都成為知名的露營勝地，
而愈往上游走，青山綠水，景色愈為秀麗。

8〈秋茶製造講習告閉〉，《台灣日日新報》，1922 年 9 月 20 日版 5。
9〈州農會歷年主催 包種茶講習會要點 邇來各郡成績顯著〉，《台灣日日新報》，1928 年 4 月 15 日版 4。
10 坪林區公所 http://www.pinglin.ntpc.gov.tw/_file/1778/SG/39362/FG0000001778000000_3_2.html，2012 年 9 月。
11 梁金生等編纂審查，《臺北縣坪林鄉志》（臺北縣：坪林鄉公所，2002），頁 474。
12 傅孟臺總編輯，〈整合保育，生態永續－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及展望〉《節水季刊》第 46 期，（臺北市：經濟部水利署，1996），頁 11。
13 傅孟臺總編輯，〈整合保育，生態永續－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及展望〉《節水季刊》第 46 期，（臺北市：經濟部水利署，1996），頁 13。
14 傅孟臺總編輯，〈整合保育，生態永續－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及展望〉《節水季刊》第 46 期，（臺北市：經濟部水利署，1996），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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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原始觀音座蓮

( 二 ) 生態保護區
生態保護區於北勢溪計畫區內則有臺灣油杉及
原始觀音座蓮保護區

15

：

1. 臺灣油杉 16
坪林臺灣油杉自然保留區原為一租地造林地，
因區內分布珍貴稀有植物臺灣油杉，是以被劃設為
保留區。成立於 1986 年，占地約 34.6 公頃，目前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管理 17。

臺灣因地形和地理因素，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
蕨類植物種類，約 627 種，而新北市坪林區即約
200 多種，其中北勢溪的支流金瓜寮溪山區一帶，
更高達約 150 多種，因此，金瓜寮溪的觀魚蕨類步
道成為坪林區周末假日重要的熱門景點。
臺灣原始觀音座蓮 21 屬嚴重瀕臨滅絕植物，也
是臺灣的特有種。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曾公告指定
當時臺中州新高郡魚池庄蓮花池區內的臺灣原始觀

臺灣油杉是臺灣特有種植物，因其樹體含有豐

音座蓮為天然紀念物。目前臺灣原始觀音座蓮僅知

富油脂而得名，屬冰河時期的孓遺植物，具有重要

分布於新北市烏來區、坪林區與南投縣蓮華池，僅

的科學意義及基因保存上的價值，為依據文資法所

存不到 1,000 株 22，有逐年銳減的趨勢，亟需保育。

公告的珍貴稀有植物。因族群數量極小，北部僅見
於新北市坪林區，沿北宜公路及北勢溪支流金瓜寮
溪一帶山區分佈，約有 200 餘株。南部則僅分佈於
臺東縣枋寮山與大武山的中央山脈南部分水領附近，
約有 250 餘株 18 。足見臺灣油杉於臺灣的珍貴性。
除了金瓜寮溪一帶山區有分佈臺灣油杉外，在
坪林茶業博物館旁亦難得見其蹤跡。據坪林在地人
士林憲成表示，其先父林萬里先生，早年服務於前
臺灣省農林廳林務局，以培育國寶級臺灣油杉為職
志，在職期間因培育臺灣油杉有成，為感念與回饋
故鄉坪林，於 2001 年 6 月捐贈培育有成的國寶級
臺灣油杉 38 株予前臺北縣坪林鄉公所，當時前臺
北縣坪林鄉公所將此 38 株臺灣油杉，種植於坪林
茶業博物館旁的生態園區內 19，至今尚存活之臺灣
油杉約 28 株，樹齡為 30 年，高度約 5-7 米 20。
圖 2 文資法公告珍貴稀有植物臺灣油杉
資料來源：王韻涵拍攝，2012 年 12 月 1 日。

15 傅孟臺總編輯，〈整合保育，生態永續－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及展望〉《節水季刊》第 46 期，（臺北市：經濟部水利署，1996），頁 13。
16 臺灣油杉為臺灣特有種，屬松科植物；常綠喬木；葉線形或線狀披針形，中肋兩面凸起，表面深綠色，裡面淡綠色；雌雄同株，
其被認為是瀕臨絕種的植物。臺灣北部僅產於坪林附近，約有二百株位於本保留區內，呈孤立狀零星散生在琉球松林。林下幼木
及稚樹均少，且更新狀 況不良。由於其已十分稀少，故劃此自然保留區。本區植被調查約可分四型－柳杉林、天然闊葉林、琉球
松林、果園。
17 臺灣大學動物學系生態研究室 http://park.org/Taiwan/Government/Theme/Environmental_Ecological/pinglin.htm，2012 年 9 月。
18〈台灣油杉－分佈極端的保育植物〉《BIO-hologram 生物手記》。
19 生態園區目前由新北市坪林區公所管理維護，並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坪林茶業博物館將該區之自然生態納入導覽解說與教育推廣。
20 ＜林憲成口述記錄＞，2012 年 7 月 5 日，地點：生態園區。
21 依照臺灣維管束植物簡誌所列，觀音座蓮舅科之觀音座蓮屬共有四種：觀音座蓮、蘭嶼觀音座蓮、臺灣原始觀音座蓮、伊藤氏原
始觀音座蓮。臺灣原始觀音座蓮：根莖叢生，植株約 50 ～ 100 公分，一回羽狀複葉，小羽片 4 ～ 5 對，具有葉枕及托葉，不具回脈，
孢子囊群長條型佔羽片一半以上。本種最早是由相馬禎三郎 (Soma, T.) 於 1910 年在當時文山郡的烏來所發現。後經早田文藏 (Bunzo
Hayata) 於 1915 年發表為觀音座蓮舅科 (Marattiaceae) 新種植物。種小名「somai」即「相馬氏」乃紀念模式標本採集者相馬禎三郎。
常生長於潮溼的闊葉樹林下。
22 陳俊銘著等，〈知古鑑今——原始觀音座蓮〉《科學發展》42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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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文環境

( 二 ) 節慶民俗
1. 比賽茶

新北市坪林區人口稀少，據內政部戶政司人口
統計資料顯示，歷年來多未超過 7,000 人，由【表 1】
更可看出，坪林區近 2 年來之人口密度為 38，人口
比例僅占全臺灣 0.03%，占新北市 0.17%。

坪林擁有深厚的茶業事業基礎，獨特的山文水
勢也是重要的觀光資源，使坪林推展休閒遊憩活動
的潛力無窮。為推廣坪林地區好山、好水及好景緻，

坪林區的職業人口分布主要是以從事農林漁

自 2006 年起坪林農會與前坪林鄉公所即規劃「包

牧 類 之 一 級 產 業 人 口 為 多， 占 該 區 就 業 人 口 的

種茶節」活動，建立在地 10 月至 12 月「春茶比賽」

64.7%，遠高於二級產業人口，占 15.3%，以及三

及 5 月至 7 月「冬茶比賽」之慣例，並透過各項文

級產業人口，占 32.2%。因此，從職業結構來看，

化活動的辦理及參與機制，振興地方產業。

為典型以農林業為主的地區

23

。

2. 媽祖運庄

( 一 ) 產業結構

「媽祖運庄」的繞境活動，為新北市坪林區五

坪林區的有業人口中以一級產業為主，位居新北

年一度的民俗盛事，因早期農作屢遭蝗蟲所害，請

市各區之首，其耕地面積約占該區面積的 10%。茶葉

來「關渡媽祖」前來運庄，果然所到之處隨即化荒

是坪林區的主要農作物，種植茶葉的面積為 983.3 公

田為良畝 25。

頃，年產量約 80 萬公斤，占總耕地面積的 28.49%。

為感於媽祖護佑鄉民藜黍，於農歷五月繞境以

另坪林區並無大規模的工商活動，北宜公路開

護民安。此一繞境活動，在坪林區分「五大區」爐

闢後，始有商店沿道路散布，提供來往遊客休憩服

主輪流主辦，即大舌湖、粗坑、九芎林、撞鴣坑、

務，境內目前沒有工廠，工業活動極少，工商業活

坪林，同時，必須前往關渡擲筊安排媽姐繞境順位。

動主要是以商業為主，占工商業總數的 87%，多為

流傳至今，媽祖運庄成為坪林區最具意義與特色的

販賣茶葉，包種茶尤為其特產，也有零售店提供當

習俗。每逢五年一度「媽祖運庄」，家家戶戶大感

地居民日常生活及露營遊客需要

24

農作收成增加、品質良好，市場價格大為提昇，深

。

信是媽祖的靈驗感召 26。
表1

全臺灣、新北市、坪林區人口統計比較表
地區年度

單位：人；平方公里

全臺灣

新北市

坪林區

比較項目

2011年

2010年

2011年

2010年

2011年

2010年

土地面積

36 ,192.8155

36,191.4667

2,052.5667

2,052.5667

170.835

170.835

年底人口數

23,224,912

23,162,123

3,916,451

3,897,367

6,533

6,537

642

640

1,908

1,899

38

38

100%

100%

16.86%

16.83%

0.03%

0.03%

100%

100%

0.17%

0.17%

人口密度
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王韻涵製表，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
近期年度統計資料－鄉鎮土地面積及人口密度，http://www.ris.gov.tw/zh_TW/346，101 年 9 月。

23 曹正，《臺北縣坪林鄉坡地資源多目標利用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縣：臺北縣坪林鄉公所委託東海大學環境規劃暨景觀研究中心
研究， 1983 年），頁 11-13。
24 曹正，《臺北縣坪林鄉坡地資源多目標利用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縣：臺北縣坪林鄉公所委託東海大學環境規劃暨景觀研究中心
研究，1983 年），頁 13-14。
25 梁金生等編纂審查，《臺北縣坪林鄉志》（臺北縣：坪林鄉公所，2002），頁 588。
26 ＜林李碧娥、李娟口述記錄＞，2012 年 9 月 29 日，地點：坪林茶業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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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運庄繞境活動不可或缺的另一主角為「清

惟當時尚無足夠經費可支應，因此，前臺北縣

水祖師」。清水祖師原奉祀於臺北市六張犛的「石

坪林鄉公所分年向各機關單位籌措資金：1989、

泉岩」，此廟建於清道光年間，廟旁的道路是當時

1990 年 度 31 及 1993、1994 年 度 32 省 政 府 均 衡 地

坪林區居民來往臺北的唯一要道，此廟不但提供旅

方發展補助款、1995 年度省政府農林廳補助款 33、

人歇腳，更是旅人行路安全的心靈寄託，因此也成

1996 年度縣政府農業局補助款 34、1997 年申辦創

為居民重要的信仰 27。所以，每逢「媽祖運庄」的

業自立貸款及補助款 35 等。

繞境活動，在地居民也同時迎奉清水祖師，以感恩
清水祖師的庇佑。

同時，亦分年執行坪林茶業博物館興建計劃：
1989 年，委託東海大學環境規劃暨景觀研究中心，

2011 年建國百年，歲次辛卯年，適逢五年一次，

完成坪林茶業博物館整體展示內容之規劃設計。

深坑、石碇、坪林三區恭請「關渡二媽」、「蓬萊

「硬體工程」於 1991 年 3 月開工，1993 年 5 月完

清水祖師公」列位正神，為期一個月時間，如接力

工，內容包含建築體、停車場及園區規劃。「軟

般恭迎聖駕神辇巡視村庄，繞行於山間田野：驅避

體工程」則於工程完工後，在四年計畫中，分年

蟲害不生，茶葉豐收，百病不侵。此為最近一次的

逐年編列預算執行，內容包含展示、陳列等相關

媽祖運庄繞境活動

28

。

三、空間環境
( 一 ) 坪林形象商圈

設施與設備 36。
該館於 1991 年 2 月 25 日取得建築執照，因忽
略無障礙設施之設計，致使請領使用執照過程及發
包之軟體工程暫緩執行，直至 1996 年 6 月始取得

坪林區於 1996 年在經濟部商業司輔導下，考

前臺北縣政府所核發之建築執照，並再度進行工

量交通易達性及歷史意義之傳承，選定「水柳角北

程，於 1997 年元月開館營運。1997 年至 2011 年期

宜公路沿線」道路為形象商圈。該區域為往返臺北、

間由前臺北縣坪林鄉公所經營管理，並自 2012 年

宜蘭必經要道，交通便利且具地方特色，因此，透

起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接續管理。

過景觀工程的建設、結合坪林區文化與特產的整體
規劃，吸引無數觀光客前來共襄盛舉，也因此帶動
商圈的消費商機 29。
(二)

坪林茶業博物館

坪林茶業博物館之興建，緣自於 1983 年，前總
統李登輝先生於臺灣省政府省主席任內至坪林地區
視察，當時前臺北縣坪林鄉公所鄉長鄭金連先生提
出於坪林興建茶藝館之計劃，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當場
允諾並同意補助，此為茶業博物館興建之源起 30。

圖 3 坪林茶業博物館
資料來源：王韻涵拍攝，2013 年 4 月 10 日。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梁金生等編纂審查，《臺北縣坪林鄉志》（臺北縣：坪林鄉公所，2002），頁 588-589。
＜林李碧娥、李娟口述記錄＞，2012 年 9 月 29 日，地點：坪林茶業博物館。
梁金生等編纂審查，《臺北縣坪林鄉志》（臺北縣：坪林鄉公所，2002），頁 447-448。
劉芳境撰，《坪林茶業博物館的創建與地方人文產業之研究》（臺北縣石碇鄉：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 24-25。
民國 78 年 3 月 28 日北府計一字第 92018 號函。
民國 80 年 5 月 3 日北府計一字第 127830 號函。
民國 84 年 2 月 7 日農特字第 1211 號函。
民國 84 年 7 月 23 日農一字第 277652 號函。
臺灣省自立創業貸款基金，乃由前副總統連戰先生於臺灣省政府省主席任內所設，以鼓勵各級地方政府籌劃地方財源為宗旨。
梁金生等編纂審查，《臺北縣坪林鄉志》（臺北縣：坪林鄉公所，2002），頁 40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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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坪林生態園區

3. 哲學性的美學體驗

坪林生態園區於 2001 年 6 月正式啟用，其開

即博物館自然生態與人文傳承的互流發展，以

幕為 1997 年茶業博物館開館之後，再次注入新的

作為自然與人文關懷與較高層次的學術性研究，成

動力，為坪林區的觀光開創第二波參觀光人潮。該

為研究發展典範。

園區依山傍水，緊鄰茶業博物館，佔地約 3 公頃，
園區依原有地形規劃興建，並保留多處原始森林
37

。目前由新北市坪林區公所管理維護，並由新北

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坪林茶業博物館將該區之自然生
態納入導覽解說與教育推廣。

肆、坪林茶業博物館的角色功能
綜上，總覽概述坪林在地歷史文化與環境空間之
相關元素，坪林茶業博物館的工作，可分近程、中程、
遠程，據此亦可知博物館的角色與功能，今略述如下：
( 一 ) 坪林茶業博物館未來「近程」發展之主要核心，
應為硬體之老舊館舍分年修繕與維護，以及強化更

( 三 ) 坪林茶業博物館的「遠程」發展，即為坪林
茶業博物館於坪林區所扮演的角色功能，亦為其存
在價值。坪林茶產博物館的角色功能可為：
1. 社區發展工作坊
以茶業博物館為據點，在地社區為起點，透過
博物館與社區間之活動、座談、工作坊及交流參訪，
擾動社區居民對茶業博物館及坪林未來發展的關
注，建立良好互動模式，凝聚地方共識，並以茶業
博物館作為地方文化交流平臺。
2. 藝術文化交流平臺

新展示內容，以充實展示軟體內容，提升參觀服務

博物館屬文化單位，其角色功能為將在地產業

設施，並結合在地自然生態、低碳環保等特色，塑

提升至文化的層面，發展產業本身之附加價值、文

造坪林「茶」產業特色。

化創意，甚至異企合作、異業結盟，以藝術的創意

( 二 ) 坪林茶業博物館「中程」的發展，應界定該
館空間使用定位，做為推向未來發展的立基點。即
博物館如何做為，使民眾至博物館可獲得不一樣的
經驗與體驗：
1. 理性的知識體驗
即博物館進行茶業（葉）歷史、地理、文化
等教育知識的推展，並建立常態模式，使民眾可
多次參訪並參與多元茶相關文化體驗而有所收穫。
2. 感性的環境體驗

行銷茶產業文化。除了讓藝術創作者有創作發表的
舞臺，更可讓民眾透過博物館的參訪，體驗茶的生
活藝術，提昇人文藝術涵養。
3. 大自然生態教室
坪林的自然生態多元而豐富，鳥類、魚類、植
物，以及保育類植物與多樣化的蕨類植物等，吸引
賞鳥團體、攝影協會、登山客、自行車族、旅遊團、
外國遊客等慕名而來。而這些生態資源即於茶業博
物館周遭，因此，也成了博物館最好的發展資源，
使該館成為民眾前往探索前的大自然生態教室。

即博物館保留閩南式建築特色，並推廣博物館
園林空間美學體驗，促成園區園林景緻及景觀步道
的串連，供民眾賞玩、佇足與休憩。

37 梁金生等編纂審查，《臺北縣坪林鄉志》（臺北縣：坪林鄉公所，2002），頁 46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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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茶學術研究中心
臺灣茶產業發展歷史悠久，該領域涉及茶樹品
種、產銷、國際貿易、茶史、茶藝、地方志等各相
關專業。而坪林茶業博物館為臺灣第一座以茶產業
為主題的博物館，同時，與中國杭州茶科館、漳州
天福茶博館，以及日本靜岡茶之鄉博物館並列為世
界四大茶業（葉）主題博物館。因此，建立博物館
學術研究地位，與各國進行國際交流，有助於提升
博物館之學術專業。
5. 低碳樂活生活圈
北宜高通車後，坪林距臺北市中心縮短為 20
分鐘，可說是大臺北找茶最近的地方。坪林的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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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博物館如何面對文化資產保存與振興
地方觀光的課題－以「新北市立黃金博物
館」為例
周青青

摘要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位於新北市瑞芳區金瓜
石，臨近於東北角海岸線，與九份、水湳洞連成一
整個礦業景觀區，過去百年以來曾是盛極一時金礦
山城，聚集上萬人口在此淘金圓夢，如今金礦已盡，
礦業凋零許久，臺北縣政府於 2004 年重新整修開
幕，園區結合了社區力量，首度以生態博物館為經
營概念，將金瓜石地區特殊的自然生態、礦業歷史
遺址及聚落人文景觀做一完整的保存與呈現。創立
近八年以來，在地方深根越久，逐漸地負起地方人
士對政府的期待，擔負起地方觀光發展的責任，藉
著各種展覽活動、研究、金屬工藝推廣教育以及生
態旅遊的推行，來活絡地方的文化動力，凝聚共識。

生態博物館 (Eco-museum) 在自然生態與社區
居民之間所扮演的角色，必須化被動為主動，加強
社區參與博物館的部份，以吸引地方觀眾。黃金博
物館的展覽及研究策略，除了礦業文化的保存，生
活空間的記憶還原，近年來除了於展覽及活動中著
重於呈現出多元化與在地性文化，發掘並肯定地方
藝術文化及發展創意產業，具備「水金九礦業遺址」
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的潛力，以文化資產保存的方
式去發展地方。本文將深入探討地方博物館身兼文
化資產保存及振興地方觀光的雙重使命時，看博物
館如何達成平衡？如何與中央政府、地方居民以及
一般觀眾進行溝通。
關鍵字：生態博物館、文化景觀、振興地方

地方公立博物館的角色，不僅只是保存展示聚落文
明及建築，也被民間賦予振興地方觀光的責任，如
何一方面扮演好文化保存者的角色，同時也能振興
民間的地域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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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ld Museum,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s located in Jinguashi, Ruifa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Geographically Jinguashi is adjacent to the
Northeast coast of Taiwan, forming a scenic mining
area together with Jiufen and Shuinandong. Historically
Jinguashi was once a prosperous gold mining town
populated by over tens of thousands gold-diggers
around a hundred years ago but had gradually lost its
glamour after the gold rush. In 2004 the Gold Museum
founded by the former Taipei County Government
was inaugurated. It is the first museum in Taiwan
that operat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comuseum.
The Museum has worked with local communities to
thoroughly conserve and present Jinguashi's unique
natural ecology, historic mining remains, and cultural
landscape. For nearly eight years of taking root in the
local communities the museum gradually needs to
meet people's expectations of their government an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local tourism development.
It mobilizes cultural resources and forms consensuses
in local communities by organizing exhibitions,
researches, metal craf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ecological tourism. It seems that government-run local
museums needs not only to conserve and display local
culture and architecture but also to live up to people's
expectations of invigorating local tourism. How do they
play these two roles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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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museums need to play an active rather
than passive role when facing natural ecology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they need to strengthe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 attract local visitors. The
Gold Museum's strategies with regard to exhibitions
and researches are to conserve the mining culture and
to restor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museum has focused on diversification and local culture
in its exhibitions and activities. It has discovered,
approved, and developed local arts and creativity. It
has supported lo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It has seen potential
of "the Shui Jin Jiu historic mining site" being listed
as a world heritage site. This essay is to take a in-depth
look at how a local museum balances cultural property
preservation with loc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how
it communicates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residen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壹、前言

貳、金瓜石文化資產保存的發展

金瓜石的傲人自然資源、百年的金礦歷史及人

博物館所在的水湳洞、金瓜石、九份 ( 簡稱水

文景觀等文化資產，2003 年經文建會評選，名列

金九 )，因為過去礦業背景，保留了許多日治時期

臺灣十二處具有登錄世界遺產潛力之地點及景觀之

珍貴的機具、設備、生活空間、道路、運輸、宗教

一。然而，金瓜石地區的人口年齡老化，雖近年有

場域以及坑道遺跡…等等，屬於文化景觀中工業遺

新移民的進入，外移的情況略有改善，但因臺灣

址的型態。基於保存範圍面積大，分散性高、為了

金屬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 後簡稱台金公司 ) 停止經

完整保存，園區內除了必要的建設外，不做太多人

營已二十餘年，原本金礦業產業已消失殆盡，黃金

為的干預。而在金瓜石地區，園區以外的工業遺址，

博物館開館近八年的時間，園區之外的黃金山城仍

被登錄列入新北市文化景觀「瑞芳區臺金濂洞煉

然恬靜與世無爭，金瓜石居民仍殷切盼望公部門能

銅廠煙道」；新北市古蹟有「金瓜石礦業圳道及圳

振興地方觀光，讓金瓜石及水湳洞地區能像九份一

橋」、「金瓜石太子賓館」、「金瓜石神社」三地；

般熱鬧繁華，卻又不想缺乏整體的規劃而像九份一

新北市歷史建築有「水湳洞選煉廠遺址」以及九份

樣，失去原本的風貌。若以地方博物館的角色來探

「臺陽公司瑞芳辦事處歷史建築群」、「臺陽礦業

究金瓜石的興衰歷史，現階段公權力的進入，反而

國英坑」、「瑞芳翁山英故居」等，其他自然生態

不如文化力量的介入來得更有影響力，而公立博物

景觀，如黃金瀑布、茶壺山、陰陽海…等；人文慶

館所負擔政府賦與地方振興的重責大任，不僅是作

典活動如迎媽祖、青草祭、關聖帝君聖誕與中元普

好生態博物館本份內的展示研究教育工作而已，現

渡；101 年於金瓜石神社所舉辦的「義起結緣 - 重

階段獲得專家學者的認同及中央政府資源投入，推

返黃金神社」活動，以及日式木造建築聚落、磚造

動金九礦業聚落登錄為世界遺產，讓水金九地區在

建築…等等都是極有歷史保存價值，近年在政府及

能不破壞當地區民的生活空間與步調，並保持地方

民間文化資產保存人士的推動下，文化資產保存朝

原有風貌的前提下，在自然人文歷史工業遺址的場

向文化觀光發展已是勢在必行，博物館亦竭力進行

域內建設發展，亦不失為振興地方的一種方式。然

各種口述記錄及測繪調查研究，留下文化資產保存

博物館於籌備推動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地方認同反

的前置基礎資料，制訂系統性的研究計畫，並借助

而是最大的考驗，因而博物館需透過展覽詮釋、教

各種現代傳播手段，進行文化遺產的宣傳與教育，

育、社區營造、區域發展研究…等多面向策略去回

從地方小學及中學教育開始，拓展至社區居民、觀

應，並且調整腳步，更能理解並貼近社區及居民的

眾、到社會大眾都能了解文化資產的知識及價值，

需求，產生共識並達成雙贏局面。

這也是地方經濟再造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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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黃金博物館的現況

二、生態博物館的地方發展策略

黃金博物館位於過去金礦指揮中心台金公司所

博物館的展示場域是提供觀眾的學習場所，更

在地，自 2002 年起開始籌建，2004 年 11 月 4 日開

提供了博物館與觀眾，觀眾與展品，觀眾與觀眾之

園試營運，博物館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對於金瓜

間的溝通場域 (Communication Field)，而生態博物

石的地方居民而言，博物館代表著公部門再度進駐

館的創始原義即以居民為中心，當然成了社區居民

地方，自規劃籌備至開館營運，居民及礦工耆老寄

溝通的場域，社區的共同歷史記憶或意識，透過博

予厚望並給予協助，在收藏、展示、教育及營運各

物館的建置和營運來達成，社區中的自然環境、歷

項業務，本館創館宗旨及主要經營方向為：

史文化、社會習俗以及鄰里日常生活都經過博物館

（一）保存與再現礦業歷史與人文特色
(1) 調查紀錄金瓜石及其鄰近水湳洞地區之歷史記
憶，建立資料庫，並發展為教育推廣之基礎。
(2) 保存文化資產與聚落景觀紋理。
（二）成為環境教育的自然場域，推廣生態旅遊
自然資源調查研究、生態地景之維護保存、原
生植物復育、生態旅遊推展、自然教育推廣。

過程而產生認同感，社區與博物館之間的關係事實
上已經遠遠超越傳統博物館和觀眾之間的關係（呂
理政，民 88）。
生態博物館的理想是由下而上的決策過程，黃
金博物館則是藉由雙向的力量而成立，由中央及
地方政府提供人員及硬體設備，地方居民則將他
們的生活記憶與期待共同保存下來。黃金博物館籌
備之初，臺灣金屬礦業公司已經停止營運逾二十餘
年，除了遺址，許多珍貴的礦藏、公司文件、設備
機具等多已流入民間收藏，多虧一群熱心的地方耆

（三）推展黃金藝術及金屬藝術，建立創意產業

老及礦工家眷們熱心的參與及投入，支持博物館的

黃金知識藝文相關研究調查資料庫建立、金屬

成立，也認同這塊土地，才能在短短的幾年間達成

工藝資料庫建立、教育推廣、金工創意產業推展、

開園的目標。隨著博物館的開放營運，需要更多人

金屬工藝人才培訓。

力及專業人士的協助，以及對地方更深入的研究探
討，博物館發展與地方的關係，逐漸地更加緊密且

（四）社區生態博物園區

共生共存。

凝聚共識，鼓勵在地投入參與。以資產保存為

博物館以外的社區空間的保存維護，亦攸關城

主的區域經營，強調永續發展及舊建物再利用，鼓

鄉景觀的整體發展，在金瓜石社區發展空間的架構

勵在地力量共同投入，進而帶動區域發展。

中，博物館在整個空間發展架構的最上端。在這個
架構中，博物館負擔金瓜石在地資源的維護、管理
及發展，進而運用金瓜石人文、自然資源發展現地
展示，以黃金博物館為生活美學街坊整體空間發展
架構的核心館，對應出整個金水地區各個重要的人
文景觀、建築古蹟、生活記憶的場域以及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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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金水地區文化資產保存所面
臨的課題

（二）展覽詮釋

一、對內部的影響

係 (Long Term Ongoing Relationship)，也視展覽為社

生態博物館和一般博物館一樣，都具備收藏、
保存、記錄、展示研究與教育的功能，但不同的是
生態博物館對這些功能的價值與傳統博物館相較
下，有極不同的看法：

博物館重視並關心與社區居民間的長期永續關
會相關性 (Social Relevancy) 的手段，除了常設展展
示出地方的歷史、建築、人文生活及生態，亦希望
藉由不斷推陳出新的特展，表現地方特殊的專題，
讓地方藝術家有機會參與展覽的策畫籌備，表現
個人藝術或是地方工藝之美，並吸引民眾的參與，
創造與社區居民間的持續並良好的互動關係。而博

（一）典藏
博物館收藏文物只是手段，傳承地方工藝技
術、保存地域的集體記憶才是生態博物館的終極關
懷，在生態博物館的現地展示收藏或保存文物因
使用毀損而註銷，都是可以被接受的觀念 (George
Henri Riviere,1985: 198-199)。因此對物件的價值衡
量更寬廣，舉凡自然環境、有形或無形的文化表徵，
就地保存的模式是對文化資產進行記錄，在收藏的
過程中，讓地方居民了解博物館收藏的目的，進而
對收藏自己的記憶與生活產生興趣並自行收藏保
護；另一方面博物館透過口述歷史訪談地方耆老，
記錄保存下屬於地方的共同記憶，並留下可能收藏
的文物。

物館範圍內建物保存再利用的規劃設計，豐富的互
動式展示手法，小至黃金館所展出的礦工帽到大金
磚，大至戶外的壓風機及五坑坑道體驗，現地展示
園區內豐富的礦業人文景觀。具有歷史價值的古蹟
建築黃金神社與太子賓館，以及園區外圍的祈堂老
街、列入文化景觀的水湳洞選煉廠以及濂洞鍊銅廠
廢煙道，以及新落成的九份昇平戲院，兼具生態博
物館及工業遺址博物館的展示特性，舊照片以及影
片播映，讓觀眾走入時光隧道，重回過去採金風華
歲月，博物館透過兼具解說、教育、詮釋功能的生
態旅遊方法，讓觀眾一進入金九地區，即踏入礦業
人文景觀的場域。

環境館
（生態環境）
太子賓館（歷史空間
與日式庭園建築）

黃金館
(黃金與臺金公司文化)

本山五坑
（坑道體驗）

黃金博物館
核心精神

日式宿舍群
(打工換宿-礦山樂活家)

祈堂老街
(老街再造)

四連棟
(歷史記憶的空間)
煉金樓
（金屬藝術發展）

圖 1 黃金博物館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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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廣教育活動
生態博物館如同一般博物館，在展覽之外，給
予不同需求的觀眾有參與博物館的機會。今日的博
物館在展示與教育活動更充分結合，展示有時候是
教育活動的一種靜態表現，而教育活動更增加了博
物館的觸角，延伸到社區、學校或沒辦法到博物館
參觀的民眾。去拓展傳統博物館所無法到達的領域
（呂理政，民 88）。博物館所溝通的對象，除了
入館參觀的觀眾之外，館外舉辦的巡迴展、博物館
旁邊的社區是最值得深耕並且去溝通的一群。與在
地居民的溝通，常常需要投入更多的關懷，因此博
物館設計的教育課程涵蓋層面寬廣，有特展及節慶
活動的培訓課程、文化資產保存培訓課程、志工培

景觀保存再利用的示範點，然九份國際觀光魅力，
在黃金博物館成立之後，在金水地區居民的感受
裡，觀光奇蹟並無法帶來實際上經濟的助益並改善
地方人口凋零的問題。過去的礦業環境汙染問題、
土地的產權及建築興建的問題、地方沒落及人口流
失，以及對未來地方發展共識…等主要的問題，中
央與博物館在推動地方發展的過程中，政府與民間
之間仍然有認知上相當的落差，這使博物館的角色
也變得更複雜，對民眾而言，期待博物館等同於公
部門能為民服務，由民眾來參與過程，使得文化資
產保存推動成果產生正面影響力，影響並主導了黃
金博物館未來努力的方向。

肆、博物館的策略

訓、黃金小志工、教師研習課程、社區讀書會、專
題地方校園課程，都讓博物館的觸角及影響力更深
入社區中。

二、外部的影響
文化資產保存推動仍仰賴政府部門主導，牽涉
層面相當廣泛，容易產生各部門領域銜接上的斷層

它重新再現空間價值，並提供居民更好的環境及更
豐富的生活空間，公部門、博物館、民間以及社會
民眾，也能從推動過程中獲得更多經驗收獲。故應
從考量社區參與為原則，來推動地方文化資產的保
存。

帶，因此公部門跨部門平台的建立相當重要。黃金

民間力量的支持與認知扮演著關鍵性角色，事

博物館對於中央資源的申請與整合不遺餘力，中央

實上保存成果對在地居民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居民

及地方政府近年龐大的資金挹注地方的振興發展，

對公眾事務的參與及投入，定期召開居民會議，可

令人欣喜的是，地方發展的資源充足，可以盡力去

適時知道地方公共事務執行狀況，以及相關單位執

落實博物館推動政策，透過串連去發展有形與無形

行計畫的內容，邀集對社區事務參與或對文化議題

文化資產之保存、落實社區民眾參與、以及在地自

感興趣的社區民眾共同帶領維護，可建立文化資產

主管理等方式，建立一個可持續性發展模式。

與自我環境的密切性，受到感動而支持認同。為有

金瓜石自 2003 年被選為臺灣十二大世界遺產
潛力點之一，並於 2009 年列入台灣十八處世界遺
產潛力點，2011 年被擴大世界遺產潛力點的保護範
圍，最後更名為「水金九礦業遺址」，博物館因地
處東北角九份國際觀光景點之林，境內並擁有許多
重要礦業聚落文化景觀，屢為新北市工業遺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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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的保存再利用，是希望透過規劃使

效的落實將管理的機制放下給民間組織或社區，培
養民間團體獨立經營管理的工作能力，是未來永續
經營的關鍵之一。

博物館自從正式開館起，一直視社區聯繫與發
展為博物館事業之一部分，然而，以地方博物館的
營運實力，在地方振興的議題上，確實是個大考驗，
文化景觀發展時，博物館將面臨的課題：第一是文
化景觀發展的根本問題，第二是博物館的角色及定
位問題，第三是文化景觀如何發展，第四是社區教
育如何成為保存再利用的決策的中介機制。博物館
的行動策略，將針對永續營運管理、社區營造與創
意發展以及建立區域合作等機制，針對水金九地區
居民需求，化被動為主動的參與並號召社區，舉辦

( 三 ) 社區課程
藉由社區營造專業團體之輔導及帶領，以課程
研習或社區達人帶路踏查的方式，激發參與民眾互
相分享對地方文化資產保存的自覺及反省，培養家
鄉守護員及聯繫網絡的建構，並建立起對社區文化
資產未來的挑戰及共識。

二、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 一 ) 金屬工藝推廣課程

社區課程、慶典活動、金屬工藝培訓課程等，目的

每年辦理基礎、進階金屬工藝培訓課程，邀請

除讓地區生態更加活絡，也鼓勵居民踴躍參與博物

國內專業金工講師，以優惠學費方式鼓勵在地民眾

館事務，讓生態博物園區可成為其生活之範圍，縮

踴躍參加，並為回饋地方學童，辦理地方特色學校

短彼此隔閡。

教師、學童、地方民宿業者金屬工藝體驗課程，多

一、社區網絡連結
( 一 ) 地方藝文表演
近年來地方藝術家自發性地組成「礦山劇場」
及「不一鼓」等表演團體，以劇場及音樂表演等的
方式來表達對礦山故鄉的熱愛，博物館則參與部分
劇場活動，提供場地及經費補助。2008 年礦山劇場
演出的劇目「油仔條囡仔的夢」，於瑞芳地區及學
校辦理多場免費演出，頗受學童及家長的好評，從
排練到正式演出的過程中，觀眾與表演者均獲得了
感動與能量，這也是藝文表演所能達到淺移默化之
效。

數學員結業後仍在地方從事金工藝術創作，為博物
館及文化局推動地方金屬工藝文化創意產業之
基礎。
( 二 ) 全國金屬工藝大賽
全國金屬工藝大賽為國內唯一以金屬工藝為主
題之競賽，2011 年第三屆金工大賽並邀請國際評審
加入評審團，吸引台灣頂尖的金工創作者一起同台
較勁，提升參賽作品的素質水準，競賽亦使本地藝
術家對於金工發展更加關注，逐步引進國際水準的
作品，透過不斷的交流及刺激，讓金瓜石成為臺灣
的金屬工藝發展重鎮。

( 二 ) 山城美館
2008 年底由金水地區藝術工作者於水湳洞成
立，是一間著重生活美學及藝術創作之社區空間，
博物館持續與山城美館的藝術家們共同合作籌備社
區特展，研擬教學下鄉之內容及執行方式，並與博
物館舉辦的社區藝術家個展合作，加強博物館、社
區藝術家及社區居民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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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物館活動融入社區
( 一 ) 文化節慶活動
博物館曾經舉辦夏季「礦山金采節」及秋季「礦
山芒花季」，均規劃地方居民參與活動執行，如瑞
芳觀光協進會進駐舉辦老礦工淘金活動，邀請地方

方與民眾溝通。讓居民認同自身環境資產價值的重
要性，瞭解並溝通居民對文化資產的意見和立場，
過程中對金水地區文化發展課題有更深刻的體悟。
( 二 ) 文化資產修復再利用計劃

藝文團體表演，並將活動延伸至祁堂老街由居民自

隨著台金公司 1987 年結束營業之後，地方人

主辦理生活創意市集等，積極鼓勵參觀民眾參觀園

口急速外流，老街也跟礦業沒落而跟著衰退，而金

區內展覽館舍之餘，主動進入社區，了解社區中豐

瓜石老街藝術街坊規劃研究，及老街再造公共空間

富的文化遺址空間，這對於老社區的振興及觀光人

改善工程，是再現金瓜石地區生活美學的實踐，拯

潮帶入漸漸起了示範的作用，也因而觸發了居民對

救昔日曾為金瓜石最熱鬧的商店街 - 祈堂老街，將

於環境美化的體悟及覺醒。

祈堂老街氛圍及聚落風貌保持。透過老街民宅再利

( 二 ) 社區特展

用，留住地方人才並創造新文化產業、活化老街、
平衡地方發展，吸引生活美學家進駐，為老街注入

自 2009 年度起，博物館開放申請社區特展，

生命力。另一個案例是九份昇平戲院，曾為老九份

提供展覽空間申請及經費補助，讓藝術家申請各類

歌舞昇平象徵的紀念性建築物，結束營業多年後，

型藝術、工藝或美學等展覽，並優先由地方藝術家

由新北市政府負責硬體的整建，地方博物館負責重

申請，以展現地方藝文特色與活力。

新營運，過程中有居民、地方仕紳、民意代表及大

四、「金瓜石及周邊文化景觀」世界遺產潛力
點推動
( 一 ) 文化資產保存區與緩衝區設置的研究
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補助下，金瓜石、
水湳洞及九份地區的文化資產調查，近年陸續完成
的工業遺址活化再利用的研究計劃計有：「當陰陽
海遇見黃金山城－臺北縣瑞芳鎮金水地區文化資產
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水湳洞選煉場及其週邊
遺址文化景觀研究調查案」、「臺北縣瑞芳風景特
定區文化景觀操作準則暨實際保存與再利用機制規
劃」、「金瓜石神社周遭文化景觀調查研究計畫」、
「金瓜石地方礦業歷史研究調查案」等中長期區域
文化資產保存的研究計劃，提出未來對地方文化景
觀經營管理方法，結合促進未來社區文化資產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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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與再利用效益，透過研究案由專業團隊協助館

眾媒體的監督把關，受到最多的批評及矚目。同樣
的在執行溝通過程裡，民眾對文化資產保存的認知
與地方發展的高度期待，反形成一股鞭策博物館前
進的動力，這未嘗不是對公部門的反向刺激。
( 三 ) 擴大民眾參與的教育計劃
對地方文化館而言，地方人文歷史是最重要之
文化資源，博物館與地方產業歷史連結度甚高，金
瓜石保有臺灣最獨特的礦業遺址，從高度發展至沒
落的過程，整體歷史的脈絡及無形人文資產具有相
當高的研究價值，博物館以地方礦業聚落研究成果
及口述歷史為基礎，結合社區參與，以教學及影片
紀錄方式，製作金水地區文化資產綠色生活文化地
圖，拍攝金水地區礦業從業人員影像記錄片…等，
作為推動文化資產地區活動的基礎。

1. 金水地區文化資產綠色生活地圖製作：以結合內
在取向觀光 (Insider-oriented tourism) 的構想，由
居民引介在地文化資產作為在地觀光發展的出發
點，對內，讓居民對地域資源的活化利用與所需
經營能力有所覺察；對外，強調遊客也有保護文
化遺產的責任，生活地圖的製作先從地方小學的
課程參與開始，讓更多地區創意，輔助形塑地方
文化特色。

伍、建議未來推動方向
博物館在推動文化景觀發展的初期，除了研究
調查之外，文化資產保存與振興地方兩者的平衡，
端視博物館如何扮演好地方居民及主管機關溝通的
潤滑劑，繼續落實地方文資保存的政策，並且爭取
認同，並使雙方達成共視，減少彼此的距離。
( 一 ) 金瓜石世界遺產經營管理計劃的推動

2. 金水地區礦業從業人員影像記錄片：本館自開館

為確保世界遺產傑出的普世價值、完整性與真

以來累積了多樣口述歷史研究資料，本計劃以系

實性，博物館透過主管機關向文化部建議劃定保護

列性的影像記錄方式建構起礦業山城興衰歷程，

區域，並擬定法律規章，以及文化景觀經營管理的

以遷徙紀錄觀點，將礦業時代下「人」移動的歷

原則與運作機制，作為後續各項執行計畫與保存行

史軌跡，得以保存記錄下來，將地區文史資料記

動之指導方針。而新北市政府成立的新北市世界遺

錄與建構更深廣的視野與脈絡。

產推動委員會，整合了臺糖公司與臺電公司，以及

3. 積極拓展並與其他博物館共同營造跨領域的生態
博物館：與國內與國外博物館交流、研究調查及
國際論壇之辦理，提升水金九地區之文史資產保
存可見度，並作為後續工業遺址再發展之重要參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博物館、其他相關局室、以及
地方區公所及專家學者的意見，提出有關世界遺產
潛力點的推動經營模式，希望能持續並有效地宣導
辦理國際交流合作工作。

考依據。本館於 2010 年舉辦的「工業遺址保存

( 二 ) 落實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地方溝通與推廣

活化再利用國際研討會」與「世界遺產日本石見

機制

銀山特展」，2011 年與日礦紀念館合作舉辦「百
年回顧 - 金瓜石礦山與日本礦業特展」，並與日
本新潟縣佐渡金山參訪團舉辦「金瓜石與佐渡金
山之世界遺產社區座談會」，2012 年 10 月則與
日本島根縣教育委員會合作，於石見銀山世界遺
產中心舉辦「臺灣 金瓜石 . 瑞芳礦山 - 黃金博物

藉由落實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地方輔導與推
廣機制，透過輔導並參與居民成立愛好會或舉辦愛
鄉活動等方式，參與地方公共事務，讓地方居民認
識家鄉之美，進而凝聚地方認同的共識，以達文化
資產保存與傳承的目標。

館展」，逐步建立起與國際級世界遺產機構的正
式交流平台，這也是身為一個地方博物館，跨向
世界遺產的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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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金瓜石的再生是個進行式，新北市立黃金博物
館以「生態博物館」的角色，透過「文化景觀」與
社區連結的經營模式，再造地方，消弭彼此的成見，
將社區居民的力量納入，打造一個真正屬於居民的
水金九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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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石見銀山案例
看金水地區礦業文化遺產保存管理
林慧如

摘要

Abstract

黃金博物館所在地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與鄰近

Jinguashi (where the Gold Museum is situated)

的水湳洞（簡稱金水地區），是一個以礦業生產為

and Shuinandong are called the Jinshui area. This is an

主的地方，雖然礦業已經結束，但留下來的礦業遺

area where mining was a major industry. Even though

跡，成為當地特有的人文地景；2004 年黃金博物館

mining activities stopped, the mining remains become a

成立，致力於金水地區礦業文化遺產的調查研究，

unique cultural landscape. Since the Gold Museum was

並透過相關計畫的執行，推動礦業文化保存與社區

established in 2004, it has dedicated itself to research

參與。

and study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resulting from past

本文嘗試在博物館過去推動礦業文化保存與社
區參與的經驗中，以日本世界遺產石見銀山的保存
管理經驗作為參照，並以「文化資產區域環境整合」

mining activities in the Jinshui area. The museum
has promoted the preservation of this heritage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rough relevant programs.

與「世界遺產」所強調的整合式保存概念，從「保

This essay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status quo of

存什麼」、「如何保存」及「誰來保存」等三個面向，

the pre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cultural

探討金水地區礦業文化遺產保存管理的現況，而在

heritage in the Jinshui area from three aspects—i.e.

整合式保存管理步上正軌之前，博物館仍可透過進

what to preserve, how to preserve, and who preserve

行調查研究、引導社區參與及促進國際交流等面向

it, with reference to experiences of the Gold Museum

持續推動礦業文化遺產的保存工作。

and the Iwami Ginzan—a World Heritage Site in

關鍵字：文化景觀保存區、整合式保存、文化遺產、
世界遺產、社區參與

Japan, and integrated approaches emphasized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for cultural heritage" and "World
Heritage Sites". Before integrated pre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is on track, the Gold Museum can still
undergo its preservation work through research and
study, encouragemen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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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畫」（2010 年起定名為「文化資產區域環境整合計

黃金博物館所在地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從日
本統治臺灣期間就是一個以礦業生產為主的地方，
在日本人有計畫的經營下，整個金水地區（金瓜石
與水湳洞，簡稱金水地區）因採礦與煉礦的需求，
設置了許多產業設施物，其後日本因戰敗而結束在
臺統治，在國民政府來臺之後，其礦業便由臺灣金
屬礦業公司（簡稱臺金公司）接手，雖不再以採金
而改以煉銅為主，故與礦業生產相關的地景仍持續
著，直到 1998 年臺金公司因經營不善，其下所有
物產包含土地與建築物分別由臺糖與臺電接手，
礦業停止營運之後，影響所及地方居民為求生計，
故多選擇離開到外地謀生，導致現在金水地區人口
外移的景象，相對於九份因為觀光人潮所帶來的環

畫」），該計畫強調的「強化居民參與文化資產事
務、落實文化資產在地經營之核心精神」，並且「為
進一步落實文化資產區域環境整合保存、活化，並
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相關計畫應更聚焦於文化資
產保存事務公共化、多樣化保存方針、多角化經營
方案」2 計畫理念，不僅與博物館「保存礦業歷史
與人文特色，以文化資產保存為主的區域經營，鼓
勵在地地方力量的投入，進而帶動區域發展」的建
館宗旨 3 相符，也讓博物館得以從世界遺產的高度
來規劃金水地區礦業文化遺產保存管理與社區參與
的工作，並且在文化遺產保存工作上，不再侷限於
博物館內，而是跨出博物館走入社區，擴及整個金
水地區。

境變化，金水地區因為沒有過多人為的干擾，仍保

而以世界遺產做為推動金水地區文化遺產保存

留了過去礦業山城的風貌，其依山傍海的秀麗景致

標竿，其目的主要在於世界遺產的提報，特別強

與特殊的地質景觀，近年來也吸引了許多外地人移

調要與世界上其他現有場址相比，且非常重視保

民來此定居，其中不乏一些藝術工作者，讓金水地

護管理措施的考核，藉此不僅可以確認卓越的普世

區有從過去的礦業山城逐漸轉型為藝術山城的意

價值，亦可對自身的遺址保護管理做出更具體客觀

味，而過去輝煌的採金歷史以及所遺留下來的礦業

的檢驗，並對遺產保護管理措施的完備產生實質助

遺址，也在 2002 年獲當時的文建會（今文化部）

益，而這也才是推動世界遺產最重要的目的。

1

評選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 ，2004 年黃金博
物館成立，為礦業榮景不再的金水地區帶來了新氣
象，希望藉由博物館在典藏、展示、教育與研究等
專業知識，除了為身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的金水
地區礦業文化遺產建立基礎的調查研究資料，並藉
由活化再利用的過程，使其融入現代生活而繼續保
存下來，進而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事實上，無論是世界遺產 4 或者文化資產區域
環境整合計畫都是基於整合性保存的概念來保護遺
產的價值，其保存的對象不僅是遺產本身，還包含
遺產週邊環境，並針對遺產類型及其週邊環境研擬
適當的保存管理計畫與法令措施，而保存管理機制
則是由官方行政管理到在地參與保護所構成的整體
管理體系，藉由保存管理對象、保存管理計畫與保

然而要保存整個金水地區礦業文化遺產，僅靠

存管理機制的三方整合，以妥善保存遺產的價值並

一個區域型公立博物館的資源是無法達成的，仍

傳予後世，也就是說隨著保存對象的多元化，保存

需要倚賴相關單位的資源挹注，因此從 2006 年起

管理已經不再是單一學科或單一部門的事務，而為

黃金博物館開始參與由當時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達永續經營，保存管理機制也需朝向多元化，除了

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今文化部文化資產

公部門之外，還包含在地遺產相關權益者及專家學

局）所推動的「區域型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

者等參與，而形成所謂整合式保存方法。

1 2002 年指定時以「金瓜石聚落」為名，後於 2011 年更名為「水金九礦業遺址」，以更能呈現潛力點名稱之適切性以符合世界遺產
推動之標準。 http:// twh.hach.gov.tw/Taiwan.action
2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文化資產區域環境整合計畫」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3 http://www.gep.ntpc.gov.tw/_file/1370/SG/29745/D50000001370000001_1.html
4 世界遺產是一種超越國家、民族、人種及宗教，以國際合作的方式保護、保存人類共同資產，並將其傳與後世的觀念，而「世界遺
產登錄」的要件，首先須符合傑出普世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真實性 (Authenticity)、完整性 (Integrity)，其次必須符
合一個以上世界遺產委員會所規定的世界遺產登錄標準，最後為了將世界遺產之價值傳給未來的世代，必須採取永久保護與管理措
施，所謂的保護及管理措施包含適切的立法措施、人才確保、資金的準備及管理計畫等，具備以上的條件之後才有機會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http://twh.boch.gov.tw/Taiwan.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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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因此本文嘗試以和黃金博物館有實
質交流，且是亞洲第一個以礦業遺產成功登錄世界
遺產的日本石見銀山 5 為例，從整合式保存管理的
角度，藉由其在遺產保存管理所採取的相關措施，
作為探討金水地區在推動礦業文化遺產保存管理時
所面臨課題之參照，以及處理類似議題或問題時的
參考與借鏡，然須說明的是以石見銀山為例，並非
意味著可以全盤比照辦理，而是如上所述主要作為
分析探討之參照與借鏡。

貳、從區域環境整合到世界遺產—
時間、空間與記憶的整合
黃金博物館在 2006 年與 2007 年執行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所推動之「區域型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
化計畫」時，開始以區域文化資產環境整合的概念，
進行金水地區文化景觀的基礎調查，研擬文化景觀
的保存範圍與保存維護計畫。2010 年則更進一步提
出以「世界遺產」作為金水地區文化資產保存的目
標，除了呼應文化部「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的政
策外，也希望藉由提報世界遺產所需之條件與配套
措施，來檢視並計畫性的推動金水地區礦業文化遺
產的保存工作，以提升保存管理的標準與水準；此
外基於文化遺產的保存管理應以地方為主體的前提
下，該年度開始嘗試進行社區參與，首先與學校合
作進行文化資產綠色生活地圖的製作，藉由繪圖的
過程，帶領小朋友以不一樣的眼光認識家鄉。2011
年則擴大參與層面，廣邀社區居民一起加入繪製金
水地區文化資產地圖，讓這張地圖融入了在地居民

圖 1 被指定為文化景觀的廢煙道
圖片來源：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的生活經驗與記憶，此外並以世界遺產或產業遺產
社區經營等議題舉辦多場社區課程，引導與會居民
一起討論金水地區的未來願景，希望透過不斷的討
論與對話，能激起地方居民對於金瓜石礦業文化遺
產永續經營的想像與視野，對於許久不曾有過公
共議題討論的地方居民而言，這會是一個必要的過
程，亦有助於博物館推動世界遺產與礦業文化遺產
保存相關計畫，而這項計畫的推展也讓博物館在礦
業文化遺產保存的工作上，不再侷限於博物館內，
而是跨出博物館走入社區，其工作範圍更擴及整個

圖 2 依山而建的礦業聚落景觀
圖片來源：筆者攝

金水地區。

5 石見銀山位於日本島根縣，與石見銀山相關之遺跡分佈於大田市、溫泉津町、仁摩町與邑智町。於 2007 年名列世界遺產，是亞洲
第一個以礦業遺跡登錄世界遺產的遺產地，2010 年黃金博物館與石見銀山聯合舉辦「日本世界遺產 - 石見銀山交流特展」，同年
館方舉辦「2010 工業遺址保存活化與再利用國際研討會」亦邀請曾負責石見銀山世界遺產事務之公職人員發表有關石見銀山保存
管理方法，2012 年石見銀山登錄世界遺產 5 週年，將於石見銀山世界遺產展示中心舉辦紀念展覽「臺灣 金瓜石 - 瑞芳礦山與黃金
博物館展」，展覽中亦將展出水金九地區礦業與石見銀山礦業相關之發展歷史，館方提供金瓜石礦業文獻資料，並協助日方在臺
蒐集九份礦業文獻提供展出，展期為 101/10/30 至 10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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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這幾年來的計畫執行成果，除了社區參與
能量仍有待加強外，在礦業遺產保存管理方面，金
水地區雖然身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但除少
數礦業遺產因有文化資產身份而受到文資法的保護
外 6，其餘礦業遺產並無相關保護措施，博物館曾
在 2010 年提出文化景觀保存區的申請 7，然因保存
區內各權益關係人對於指定為保存區多存有疑慮，
後續有待主管單位進一步與地方上各權益關係人協
商，另在礦業遺產調查研究方面，現有的研究成
果雖然指出金水地區作為礦業遺產的潛力，但仍有
許多隨著時間而消逝的礦業遺（史）跡及人文歷史

圖 3 帶領瓜山國小學童戶外踏勘，進行地圖調查工作（2010 年
金水地區文化資產綠色生活地圖製作計畫）
圖片來源：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都有待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且在目前尚無具體保存
措施的情況下，藉由調查研究將現存的礦業遺跡予
以記錄下來顯得格外重要。此外，金水地區無論是
因身為世界遺產潛力點或是擁有豐富的礦業人文歷
史資源而受到重視，但對於是否以文化保存區作為
未來發展方向仍未有定論，因此當推動地方相關發
展計畫時，便因為缺乏整體規劃與發展原則，而導
致遺產本身或是所在環境的變動，未來若要持續推
動礦業文化遺產保存，要如何整合這些看似個別發
生，但彼此有連帶關係的問題，是未來必須進一步
思考與處理的課題。

圖 4 地圖完成後，博物館與瓜山國小同學合影留念（2010 年金
水地區文化資產綠色生活地圖製作計畫）
圖片來源：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參、以整合性保存概念做為遺產保存
管理的依據
前面提到無論是文化資產區域環境整合計畫或
世界遺產都是基於整合性保存的概念來進行遺產的
保存管理工作，也就是說其保存的對象不僅是遺產
本身，還包含遺產週邊環境，界定出足以說明遺產
完整價值的保存管理範圍後，研擬適當的保存管理
計畫與相關法令配套措施，而保存管理機制則是由
官方行政管理到在地參與保護所構成的整體管理體
系，如此才能妥善保存遺產的價值。

6 目前金水地區內被指定為文化資產的有市定古蹟：金瓜石神社、金瓜石太子賓館、金瓜石礦業圳道及圳橋；歷史建築：水湳洞選煉
場；文化景觀：瑞芳區臺金濂洞煉銅廠煙道（水湳洞）。
7 該次提報文化景觀範圍，為由博物館園範圍區往上延伸至地質公園為止，兩側以河谷稜線為界，後經文化局召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現勘會議，建議擴大登錄範圍，往上到地質公園不變，往下則延伸至水湳洞陰陽海，兩側以雞籠山與茶壺山之稜線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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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由 14 處化財 8 所組成的石見銀山，

式，並依據遺跡所在地進一步制訂地區別的保存

其依類別制定有史跡、重要文化財與傳統建築物保

管理方式，此外遺跡週邊地區同樣也列入考量範圍

存區等保存管理計畫，為了統合不同類別的計畫而

內，對於構成石見銀山文化景觀保存地區的相關要

9

制定「整體性保存管理計畫」 ，其基本方針為：
1. 明確掌握構成資產價值之要素
2. 針對構成資產之諸要素提出適當的保存管理方法
3. 不同性質資產間的保存管理計畫需要相互協調
4. 資產週邊環境的保存管理亦需要納入考量
5. 為確實資產的保存管理，制定資產的整備活用方式
6. 制定關於資產的保存管理與整備活用所需之營運
體制方針
而這 6 項基本方針所談及的是遺產本身及其週
邊環境、遺產的保存管理與執行保存管理組織，也
就是從保存什麼、如何保存以及誰來保存等 3 個面
向來思考，而這 3 個面向亦可視為構成遺產保存管
理體系的基本架構，以下茲就這 3 個面向來探討金
水地區礦業遺產保存管理之課題。

一、保存什麼：保存對象的指定登錄與保存範
圍的界定

素也予以釐清 10，如此一來就能界定遺產保存的
有效管理範圍，並依據不同的保存要素提出相對應
的保存管理計畫，而這也呼應到世界遺產所規定之
必須依據登錄範圍內核心區與緩衝區的劃定制訂相
關法令條例作為保存管理的依據，以便控制整個環
境景觀的變化與土地利用方式，即便要藉由遺跡活
化再利用發展觀光活動也能在某種程度的規範下進
行。

( 一 ) 持續進行礦業遺跡與相關遺址的調查
研究
有關金水地區礦業遺產主要及週邊相關構成要
素的確認，博物館曾藉由 95-96 年區域型計畫就金
水地區礦業歷史與文化景觀進行研究調查 11，並提
出文化景觀的概念，研擬出文化景觀劃設的範圍，
但有關文化景觀保存範圍內的礦業遺產的調查研究
除了礦業生產遺跡外（地上與地下遺構包含坑道
等）、其他如與生活相關之聚落遺跡或現存建築物、
信仰方面如神社、寺院等，以及當時礦業運輸路線、
港口等構成遺產價值諸要素都需要再進一步進行調
查研究，並分別釐清各個遺產要素的價值與關連所

基本上所有構成遺產價值的主要素與相關要素

在，以完整呈現當時整個礦業發展的面貌，建構出

就是我們所要保存管理的對象，而為了有效管理並

屬於金水地區礦業遺產的保存論述，如能進一步透

完整的保存遺產的價值，其保存範圍會依據保存對

過指定登錄使其具有文化資產的法定身份，至少可

象的重要性與關連性予以劃分為核心區與緩衝區，

使其受到法令的約束與監督，免於不當的建設或開

以確保遺產的整體價值不會受到影響與破壞，並得

發，保留其真實性與完整性的普世價值。

以控制整個遺產保存區環境的變化。以石見銀山的
作法為例，其對於礦業史蹟保存對象的界定首先將
構成遺跡價值的主要因素，及其之外的其他要素加
以劃分釐清，再針對各要素提出適當的保存管理方

8 石見銀山 14 處文化財，分為 3 大主題：1 銀礦山跡與礦山聚落：銀山柵內、代官所跡、矢城跡、矢筈城跡、石見城跡、大森銀山
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區、宮之前地區、重要文化財熊谷加住宅、羅漢寺五百羅漢；2. 街道：ケ浦道、溫泉津沖泊道；3. 港口與港
村：ケ浦、沖泊、溫泉津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區。
9 重要文化財熊谷家建築保存管理計畫、史跡石見銀山遺跡保存管理計畫（包含景觀保全方針）、大田市大森銀山傳統建築群保存地
區保存計畫等。
10 資料來源：盧淑娟。世界遺產石見銀山的保存管理策略初探。2012 年 7 月 30 日， 取自 http://www.tnua.edu.tw/~education/download/
culture/7.pdf。
11 2006 年〈臺北縣瑞芳鎮金水地區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2007 年〈水湳洞選煉場及其週邊遺址文化景觀研究調查〉，
2010 年則由館方另以研究計畫經費完成〈金瓜石地方礦業歷史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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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以文化景觀保存區做為推動整合性保存
之基礎
金水地區雖然名列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
但實際上整個金水地區除了少數幾處具有市定古
蹟、歷史建築與文化景觀之符合文資法規定的文化
資產外，其餘則無具體的相關法令作為礦業遺產保
存管理依據，因此必須藉由保存區的劃定將礦業遺
產及其週邊環境以文化景觀的概念整體保存下來，
一方面藉由文資法的保護使其減少外來因素的影響
與破壞，另方面則是做為推動文化資產區域環境整
合之基礎，並依據世界遺產登錄規定之核心區與緩
衝區的概念，分別制定保存管理與整備活化之相關

畫與相關法令的制訂建構保存管理辦法，且有關遺
產本身與週邊環境的保存管理，因所需經費龐大，
唯有公部門才有較為充裕的財源，而加入住民意見
參與由官民合作的「石見銀山行動計畫」則比較偏
向重於遺產的整備活用，其涉及的層面包含觀光
（保存管理、訪客接待）、教育（宣傳推廣、導覽
等）、社會經濟（活用）與歷史文化（調查研究），
透過這些面向的處理，確保遺產地不會成為一般的
觀光場所，降低觀光發展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使其
可以持續作為生活的場所 12，藉由各種活用方案，
改善日常生活機能與社會經濟等問題，讓文化（環
境）與日常生活能夠並存下去。

計畫，讓文化景觀保存管理計畫不僅被定位成地方

而為了適當保護世界遺產，針對登錄範圍內之

整備的上位計畫，也是地方整備活化的最高原則。

核心區 (Core Zone) 與緩衝區 (Buffer Zone)，分別制

2010 年博物館曾提出「金水地區文化景觀保存
區」的劃設，但由於在地居民與遺產相關權益者對
於所在地被劃為保存區仍存有疑慮，因此未來如何
提出能兼顧遺產保存又能符合地方發展與相關權益
者需求的保存法令與配套措施，以獲得地方的支持
與認同，會是一項重要課題。

二、如何保存：建立整體性保存管理計畫與相
關法令的制定
在確立整個遺產保存對象與範圍之後，接下
來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制定一套完善的保存管理辦

訂相關法令與保護管理措施，於核心區內指定重要
文化財、史跡與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由 14
處文化財所構成的核心範圍全數受到「文化財保護
法」的保護，官方並提供相關修復技術與經費補助，
於緩衝區內制訂「石見銀山景觀保存條例」來進行
保護管理，並受其他相關法令（如森林法、都市公
園法等）之規範，以控制範圍內景觀與土地利用的
變化 13，並針對可能影響遺產保護管理之環境與
自然因素，研擬環境（如污染、氣候暖化…等）與
自然災害（如地震、水災、火災…等）對策，藉由
相關法令配套措施來確保世界遺產不會遭到破壞。

法，例如石見銀山的作法就是將其遺跡分為重要文

( 一 ) 以文化景觀保存區的劃設，擴大文資法的保

化財、史跡與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等類型分

護範圍，並做為地方整備的上位計畫

別制定保存管理計畫，而這些不同類型的計畫則被
統合在所謂的「整體性保存管理計畫」之下，以便
於居中協調不同類別文化財保存管理計畫的執行重
點，這部份是由官方主導制定，此外尚有官民合作
制定的「石見銀山行動計畫」，整體來說官方主導
的計畫較為偏向資產本身的保護管理，藉由各項計

上述提到金水地區內僅有少數礦業遺產受到文
資法的保護，其餘則無相關法令可資保護與規範，
而當不同屬性的計畫同時進行時，在缺乏統合的情
況下，對於礦業文化環境的保存來說無疑是一種壓
力，就目前的處境來看，金水地區在礦業遺產保存

12 盧語晨（民 99）。日本世界遺產經驗探討：以石見銀山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
臺北市，P.77。
13 同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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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策略上，或可先透過劃設文化景觀保存區的方

能，再經由適度的活化再利用來改善地方經濟，讓

式，來擴大文資法的保護範圍，以減緩各項外來因

遺產保存管理不至於影響日常生活機能，因此在保

素對於環境所造成的壓力，藉此讓文化景觀保存的

存管理的制定過程中，居民的意見及參與是不可或

保存成為地方發展的共同原則與規範，文化景觀保

缺的，而受到地方認同與支持的文化遺產保存工作

存計畫成為地方整備的上位計畫之後，爾後各種計

才能永續經營下去。

畫的制定也就有所依循，相關法令配套措施也需隨
著保存區的劃設同步進行，以落實保存管理工作。

三、誰來保存：從官方到民間的保存管理體制

此外相關礦業遺構（址）的調查研究仍應持續進行

由於整合式保存不再是單一的保存對象與管理

或是在現有基礎上再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建立文化

機制，而是必須藉由跨部門與跨領域的合作，因此

遺產資料庫，將文化遺產價值予以資訊化，不僅作

在保存管理組織的構成上，除了必須藉由官方行政

為後續文化資產指定登錄之依據，並有助於後續文

部門作為保存管理計畫整合平臺，也必須納入在地

化遺產環境監測與維護管理工作，並可作為教育推

住民與學者專家的參與。石見銀山為了推動世界遺

廣之平臺。

產，公部門依據行政層級增設相關專責單位來進行

( 二 ) 建立居民參與遺產保存管理工作機制

整體性的保存管理工作，研擬整合各種保存管理相
關計畫及負責推動執行，並借重跨領域學者專家的

石見銀山保存的開端是始於在地居民的保存意

參與，給予有關調查研究與活用策略上的專業指導

識，之後才引起官方的注意，因此石見銀山成功登

與建議，讓整個保存管理行動能夠兼具實務與學

錄世界遺產，在地居民的認同與支持是不可或缺的

術理論的基礎；而民間的保存行動則更始於官方，

因素，所以有關石見銀山的保存管理，除了有官方

是經由自發性的保存進而促成石見銀山史蹟成為日

所制定的保存管理計畫，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官民

本第一個指定史蹟，爾後才引起官方的注意，開始

共同組成之「石見銀山協働會議」

14

所提出的「石

邁向世界遺產登錄之路，而在登錄世界遺產之後，

見銀山行動計畫」，這項計畫融入在地住民的意見，

民間與官方更一起合作共同制定「石見銀山行動計

針對石見銀山遺跡保存與活化再利用規劃具體的行

畫」，具體地參與了石見銀山的保存管理工作。

動計畫，藉由這個「石見銀山協働會議」組織，讓
居民能夠對自己所處環境的經營管理提出想法與意

( 一 ) 建立遺產保存管理計畫整合平臺

見，同時也成為官方行政部門與地方住民及關心石

館方在推動礦業遺產保存相關計畫時，經常面

見銀山的人意見溝通、討論與整合的平臺，石見銀

臨的是因為博物館機關屬性的緣故，一些需橫向資

山行動計畫本質上關注的是找出石見銀山與在地居

源整合與跨局室協調的事務較不容易推行，因此在

民未來優質生活的最佳解決之道，讓遺產保存與日

保存管理上也就較難有實質的進展與突破，只能就

常生活能夠並行不悖。

計畫工作範圍內去執行，此外由於礦業遺產保存管

嚴格來說，在地居民其實是位居遺產保存管理
的第一線，所謂的遺產保存也就是在保護自己的生
活環境，且文化遺產的保存，並不僅止於保存過去，
仍須考量生活其中的居民，保持作為生活場所的機

理涉及跨學科的專業知識，例如礦業、地質地理、
環保等議題，因此廣納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的參
與，提供學術性與專業性的意見，是讓保存管理工
作更朝向專業化的必要措施。

14「石見銀山協働會議」成立於 2005 年，該會透過官民合作方式制定與實施石見銀山遺跡之保存管理工作，該會成員有地方住民、
市民團體、企業以及 官方行政人員，從 2005 年開始共召開 4 次全體會議，此外並根據不同主題之分科會（保存管理、資源推廣、
訪客接待與活動）進行分組討論，其成 果為 2006 年所 發表之「石見銀山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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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持續輔導社區參與，讓保存管理事務朝向生

訂的對象，亦可涵蓋與生活經驗相關的人事物，如

活化與公共化

此過程讓居民有機會重新看待自己的生活環境，從

在社區參與方面，從石見銀山遺跡保存的歷程
來看，一開始是由社區自發性開始之後，官方才逐
漸注意到其價值，其在地住民參與的歷程，迄今已
達半個世紀，例如前面提到成立於 1957 年的大森
町文化財保護會，其組成為大森町全體住民，主要

中挖掘新的環境資源與特色，再配合一系列以世界
遺產主題與產業遺產社區經營的相關案例的課程分
享，慢慢地社區居民也開始理解到礦業文化遺產對
於地方發展的價值與重要性，嘗試找出地方所關切
的議題與共同的未來。

活動為進行大森町內之史蹟環境的清掃、舉辦文化

雖然臺灣與日本在社區參與的歷程上有所差

學習活動，推動文化財指定等，而在該會的努力下，

異，不過從石見銀山民間參與保存管理的歷程來

甚至促成大森町成為日本第一個國家指定的礦山

看，一開始是從史跡環境清掃等社區日常生活事務

史跡，另外成立於 1967 年「石見銀山遺跡愛護少

做起，由於與切身環境相關，故能引起大家的關注

年團」，其組成為大森小學全體學生，其主要活動

與投入，最後成為地方例行性的公共事務而持續下

為史蹟清掃與學習、製作文化財紙牌等全校性活動

去，換個角度來看遺產保存其實也就是愛護家鄉的

並將石見銀山的歷史納入課程中，以實際行動與教

方式，是為了將家鄉的人文歷史傳遞給下一代，而

育，從小培育愛護環境的觀念，從石見銀山的例子

非為了保存而保存。

來看，所謂的社區參與保存是從最簡單的史蹟清掃
等日常活動開始，其出發點也是基於愛護家鄉的心
情，讓保存管理工作成為地方例行性的公共事務而
持續下去 15，隨後各式各樣主題性民間組織的出現
與在地企業的參與 16，也讓遺產的保存管理，因地
方的參與顯得相當活絡且多元化。
相對來說，金水地區長久以來人口外流，地方
上亦較少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如何讓社區居民

另方面金水地區在礦業停採之後，人口外移嚴
重，如何吸引人才回鄉，並讓地方居民自主性的投
入公共事務，這些課題則需要借重專業的執行團隊
與博物館的通力合作，經由專業團隊的長期駐地與
社區互動經營，引導社區建構環境 自主經營管理的
能力與模式，讓文化遺產保存工作成為公共事務的
一環，如受到計畫或政策中斷的影響就無法持續，
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社區參與的程度。17

理解透過對世界遺產意涵與價值的認知，體認到
金水地區礦業文化遺產保存，對於地方文化與未來
發展的重要性，進而願意參與保存工作，又是另外
一項需要長期經營的課題。在計畫推動的過程中，
為了讓社區居民以不同角度來看待習以為常的生活
環境，並激發對於未來發展的不同想像，因此設計
了文化資產地圖繪製的活動，參與地圖繪製的居民
經由討論與實地勘查，畫出一幅融合了生活經驗與
記憶的地圖，所謂的文化資產不僅指涉法令中所明

15 迄今，大森町每年 7 月成持續進行町內史跡清掃與地方歷史故事的傳承等活動；石見銀山遺跡愛護少年團也持續進行遺跡清潔
活動，另外透過「家長日」進行家庭教育，藉此與當地居民緊密互動，另外辦理教育學習活動，不僅增加與居民的互動性，同
時鼓勵居民瞭解石見銀山、大森町與自己的日常生活。
16 例如前面提到的「石見銀山觀光志工導覽會」是由對導覽事務有興趣的地方人士所組成，主要活動為培訓解說員以及接受預約進
行主題是導覽；「NPO 納川之會」負責大森町及週邊地區空屋活用等事宜；著名的地方企業「群言堂」集結地方上設計工作與參
與民居再利用的組織，以當地自然素材進行設計，20 餘年來經營朝向多元化，亦吸引許多有志一同的人來此生活；而中村 BRACE
株式會社是以製造義肢與復健器材為主的企業，每年 5 月中村會社會舉辦石見銀山大清掃活動，2008 年起成立「石見銀山文化獎」，
因為地方企業的投入，造就了地方企業振興地域活化的案例。
17 從 2011 年開始，社區居民以地方民俗信仰中心勸濟堂的關聖帝君，自主性的規劃出「金瓜石關公節」，試圖以地方文化特色
發展出在地文化觀光活動，是一個值得期待與觀察的現象。2012 年「金瓜石關公節」活動時間為 8/10-8/12，活動網址：
http://www.goldguango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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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本文嘗試藉由日本世界遺產石見銀山的保存管
理經驗作為參照，並以「文化資產區域環境整合」
與「世界遺產」所強調的整合式保存概念，希望透
過相近案例的分析研究，一方面自我檢驗，另方面
探討金水地區在礦業文化遺產保存管理上所面臨的
課題，作為日後改善提升之參考與借鏡。實際上就
金水地區礦業遺產的現況來說，要朝向整合式保存
仍有許多課題有待解決與整合，而本文僅就現階段
的發展現況進行基礎面的探討。此外前述所提及之
圖 5 以世界遺產與產業遺產社區經營為主題之社區課程上課情形
圖片來源：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2011 年金水地區文化資產區
域環境整合計畫）

有關保存管理組織、社區參與、觀光發展等議題，
實際上都可再進一步深入研究探討，因篇幅所限，
本文僅做綱要性的探討分析。
有關金水地區礦業文化遺產保存管理方式，延
續前述整合式保存概念，建議未來可以從保存管理
對象、保存管理方法及保存管理體制來著手。首先
在保存管理對象上，應持續進行調查研究，經由全
面性的調查研究再一次檢視金水地區礦業文化遺產
的資源特色與潛力，建構金水地區礦業遺產保存所
具備的普世價值，建立基本資料庫，俾利後續遺產
維護管理工作，同時透過資訊數位化，作為教育推
廣的平臺；為了保存礦業發展脈絡的完整性與真實
性，應持續推動文化景觀保存區劃設，作為整合式

圖 6 社區參與討論地圖的後續用途
圖片來源：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2011 年金水地區文化資產
區域環境整合計畫）

保存的有效管理範圍。
其次，在保存管理方法上，以文化景觀保存區
之範圍為依據，進行核心區與緩衝區的劃分，也就
是於核心區外設置緩衝區作為緩衝，根據不同的區
域 18 制定不同的保存管理計畫與相關法令措施，讓
文化景觀保存管理計畫成為地方整備活化的上位計
畫，並善用相關計畫，以維護整體景觀風貌，控管
土地利用方式與人為破壞；依據調查研究之成果，
推動文化資產的指定登錄，並針對具有特殊價值或
代表性之礦業設施等進行遺址調查考古與修復再利
用計畫，加強預防性的維護管理措施。

18 2006 年計畫「臺北縣瑞芳鎮金水地區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中曾依據世界遺產登錄之規定提出文化景觀保存區劃定範圍，
並於核心區再分為有礦業保存區、礦業再利用區地區與人文景觀區等 3 個核心保存區，而緩衝區範圍則設定在核心區之外距離較
遠的緩衝地區，可以山稜線為界， 由核心區內部往外可見到之空間範圍皆設定為緩衝區，以達到整體景觀保存之目的。相關內容
可參閱「臺北縣瑞芳鎮金水地區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P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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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整合式保存的前提下，擬定金水地區文

指定登錄，以確立整個礦業文化遺產的構成內涵，

化景觀經營管理計畫與相關機制，規劃未來短、中、

建構遺產的保存論述，同時也作為活化再利用或是

長程計畫與目標，以作為後續各項執行計畫與保存

地方發展的依據，其次是建立一個專責文化遺產保

行動的指導方針，同時統合不同屬性之計畫，確立

存管理事務的整合平台，讓推動礦業文化遺產與世

各計畫的執行重點以免重複，每年須視實際情況予

界遺產的相關事權能夠有一個統合營運的樞紐，進

以修正調整，其內容包含上述之調查研究與保存活

行中央到地方的資源與跨部門合作協調工作，以此

化等計畫與保存區相關法令的制定、長期的紀錄與

逐步推動遺產保存管理工作，爾後仍需要相關主管

建檔、建立危機管理機制、健全的人力組織與財務

單位持續資源挹注與政策推動，並結合跨領域學者

管理計畫等。

專家的協助，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地住民與遺產相關

最後，在保存管理體制方面，由於礦業保存管
理具有跨部門與跨學科之特性，因此需要建立一個

權益者的參與機制，讓文化遺產保存管理工作能夠
永續經營。

資源整合的保存管理平台，這個平台的構成應包含

在整合式保存工作尚未步入軌道之前，博物館

公部門（從中央到地方之主管機關與相關單位以及

在這個整合式保存架構中，可依其本身所具備之角

黃金博物館）、遺產相關權益人（例如在地居民與

色與功能持續推動礦業文化遺產保存工作：

社區組織、臺糖、臺電等）以及學者專家（或學術
研究團體）等，依據保存管理事務之屬性與需求成

一、調查研究

立任務小組。在社區參與方面，就現階段而言，有

持續進行礦業相關調查研究與文獻蒐集，建立

鑑於地方居民對於礦業文化遺產保存的認同與瞭解

礦業遺產保存論述，做為制定保存管理策略與推動

仍有待加強，因此需要透過長期的社區教育與學習

文化資產指定登錄的基礎，並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展

過程，然而遺產保存並非停留在物的保存，同時也

示與教育推廣之素材。

需考量生活其中的居民生活所需，故可從居民所關
心的日常生活議題開始，逐步凝聚地方保存共識，

二、社區參與

而長遠來看，有關社區參與機制，一如石見銀山由

結合博物館與相關部門的計畫資源及專業團

官民合作成立的「石見銀山協働會議」，未來可朝

隊，協助社區參與礦業遺產保存，未來與日本石見

向公私協力的官民合作方式，創造一個可供在地居

銀山的交流，除礦業研究外，亦可嘗試促成兩方

民提出意見以及官民交流討論的場域，而得到居民

社區的交流觀摩，讓社區有機會經由實地觀摩與學

的實際參與與支持的保存管理，更能讓環境趨向良

習，深入瞭解社區參與遺產保存管理的相關事宜。

性發展，體現出遺產保存的價值與意義。

三、國際交流
以上僅針對金水礦業文化遺產整合式保存工作
提出綱要性的建議，然就現階段而言，首要工作是
加速「文化景觀保存區」劃設的腳步，藉由擴大文
資法的保護範圍來減緩整個文化景觀改變的速度，
並持續進行礦業遺產的調查研究，推動文化資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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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與國際上世界遺產地的交流，分享並學習
國外推動世界遺產的經驗，藉此與國際上文化遺產保
存管理趨勢接軌，提升遺產保存管理的視野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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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國際研討會各面向，
紀錄「啟動亞洲城市創造力國際研討會」、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案例
嵇文勤

摘要

Abstract

2012 年 10 月 5-6 日，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舉辦

On October 5-6, 2012, the Cultural Affairs

「2012 新北市博物館產業國際論壇」；在同個月

Department of the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份，其所屬之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與新北市立淡

hosted the 2012 New Taipei City Museum Industry

水古蹟博物館分別於 12 日與 20-21 日，舉辦「看得

International Forum. In the same month the New

見的文化承傳 - 保存無形文化資產研討會」及「生

Taipei City Shihsanhang Museum of Archaeology

活景 空間與歷史的協奏 -2012 有形文化資產國際研

and the New Taipei City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討會」，皆引起廣大熱烈的迴響，參與者眾，內容

organized The Visible Cultural Inheritance: Symposium

充實且多元豐富。筆者參與了於新北市政府 507 會

of Preser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n

議室所舉辦之前述第一場國際論壇，現場聆聽分別

October 12th and the 2012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來自日本、澳洲、新加坡、法國與臺灣各不同類型

International Conferene: Lifescape, Concerto of

領域博物館的先進前輩之經驗分享，可說是大開眼

Space and History on October 20-21 respectively.

界，茅塞頓開。國際會議的舉辦已然在新北市遍地

All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開花，也令筆者回想起自身承辦過的 2008「啟動亞

of audiences and provided diversified and abundant

洲城市創造力國際研討會」、與 2009 及 2010 連續

insights. I attended the aforesaid first conference taken

2 年舉辦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計畫

place in Room 507 of the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時，曾面對過的各關節流程與困境，藉此進行梳理

Building. There I listened to experts of different types

與紀錄。

of museums from Japan, Australia, Singapore, France,
and Taiwan,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s. That was an
eye-opening and insightful experience. It seems th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ave become very common in
New Taipei City. It also reminded me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200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tivating Creativity in Asian Cities and the 2009
and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e and
Creativity Development. I recalled the preparation
processes and difficulties during that time and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record them in the 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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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會議產業最發達的巴塞隆納、維也納等知名

在會展市場中有 4 個主要目標群體：一般會議
(Meeting)、獎勵旅遊 (Incentive Meeting)、大型會議
(Convention)、展覽 (Exhibition) 等，簡稱為 M.I.C.E.，
又稱為會議展覽業。一個城市舉辦國際行會議展
覽，不僅可以提升國家與城市的國際形象與排名，
亦會帶動龐大的會議相關產業。MICE 產業所連動
的產業，請參考下圖：
會議顧問公司 展覽公司
同步口譯
會場佈置工程
翻譯(一般翻譯) 演藝公司
遠記
事務機器
木材派遣公司 視聽設備
出版
建築公司
印刷服務
電器工程
美工設計
管配公司
廣告
模型製作
租賃
廣告代理店
燈光音響公司
公關公司
行銷公司
獎勵旅遊公司
DM代理業者

保全公司
解說廣播員
模特兒
木材派遣公司
攝錄影
紀念品製造
土產藝品
花卉及花店
免稅商店
文具業
影片製作

觀光及都市發展

一個會議觀光都市。相對來說，臺灣會展產業與其
他國家相較，一直是較不受重視的產業，直至臺北
國際會議中心 (TICC) 於民國 79 年建造完成後，該
市場才在臺灣逐漸受到重視，但卻也僅限於大多發
生在 TICC 所處之臺北市，相較之下，新北市 ( 原

2010 年所舉辦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國際研討
會」手冊第 1 頁內容，清楚說明為什麼新北市政府
文化局要辦裡這場國際研討會議 --「1990 年代，西
班牙的畢爾包因一座古根漢美術館分館的興建，成
功將這個產業衰退、失業率高又充滿污染的城市，
脫胎換骨成為全國生活水準最高的地區之一，人稱
「畢爾包效應」的都市重生現象，引來全球的目光；
2008 年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委員會（UNCTAD）
的 創 意 經 濟 報 告（Creative Economy Report）， 更
明確地指出創意經濟的核心即是『創意產業』，

交通、運輸

會計、展覽
獎勵旅遊

因此紛紛爭取國際會議前往該國舉辦，並積極造就

臺北縣 ) 起步較晚，國際會議舉辦次數也較不頻繁。

會計服務
會議住宿飲食

會議場地
展覽場地
活動廣場
文化廣場
劇場
體育中心
學校
旅館
餐廳
外燴服務
咖啡館
酒吧
夜總會

城市，每年經濟收入有相當大部分來自會議產值，

航空公司
旅行代理店
鐵路運輸
船公司
遊覽車公司
計程車
卡車
報關行
倉儲
快遞公司
航空貨物代理公司

間接宣告了一個以文化藝術為發展動力的新時代已
然開展。在台灣，文化創意產業自 2002 年起即名
列《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之一，在各部會及縣市政
府的積極推動下漸趨成熟…」結合多元地方特色產
業與豐厚的歷史價值，我們積極地發展在地的小亮
點，成果尚可；但國際局勢的走向到底如何？台灣
人才外流情形已非一日之寒，到底國際經驗有多少
是我們可以研究學習？甚至進一步可內化成適合我
們的方法？藉著辦理這些國際研討會的機會，邀請
國際專業人才來台與會，不僅可提供專業見解與建

當地政府
博物館
美術館
遊樂場
動物園
水族館
主題公園
娛樂場中心
藝術導覽室

導遊
醫院
郵局
電信電話
信用卡業務
大眾媒體
觀光介紹處
經營顧問
國際電傳

律師
網路
電影院
保險公司
會計師
銀行
購物中心
經營顧問
購物中心

議，亦可達到向國際行銷城市 ( 臺灣 / 新北市 )，更
可帶動相關會議產業，可說是一舉數得。

圖 1.1 會議產業圖
資料來源：李佳玲 ( 民 95)「委辦國際會議顧問公司遴選評估模
式之研究 - 以模糊 AHP 之應用」，南華大學旅遊事業管理研究
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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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玲於 95 年進行之「委辦國際會議顧問公
司遴選評估模式之研究 - 以模糊 AHP 之應用」中曾
定義國際會議舉辦支條件至少需符合以下 3 條件才
可稱之：
1. 固定性會議。

貳、辦理方式分析
「身在公部門，我們要辦國際會議，到底是自
己辦還是發包委外好？」這是我們在承辦國際會議
時，第一步要思考的核心問題。
依據黃性禮、黃淑芬於 98 年提出的「專業會

2. 且輪流在各國舉行。

議籌辦人 (PCO) 服務項目」共分為六大類：

3. 與會人數至少 50 人以上。

1. 會議前籌備事項

綜上觀點，筆者承辦的 2008「啟動亞洲城市創

(1) 議程設計安排

造力國際研討會」、與 2009 及 2010 連續 2 年舉辦

(2) 處理國內外通訊及線上報名程序

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皆非固定性會

(3) 選擇適當會議及展覽場所

議、且未輪流在各國舉辦，故不符合所謂「國際會
議」定義，亦無法與國際大型會議做橫向分析比較。

(4) 提供各種口語翻譯人員及同步翻譯器材

然上述 3 場國際研討會均吸引至少 200 以上人次參

(5) 提供具有特色之紀念品給與會人士

與，其辦理方法與內容各有優缺點，此番整理，希

(6) 協助安排新聞稿

望能提供作為日後公部門如要辦理國際研討會之

(7) 安排記者招待會

參考。

(8) 會場佈置及氣氛營造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為與國際進行文化交流、
汲取各種成功失敗的經驗並開拓新視界，臺北縣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自 97 年開始第一次辦理大型國
際研討會開始後，連續 3 年舉辦文化創意相關的國

(9) 展覽會場規劃與設計
(10) 協助邀請專家學者，論文審核及整理
2. 接待事項

際研討會。本文以「啟動亞洲城市創造力國際研討

(1) 提供適當飯店住宿及餐飲安排

會」及 2 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為例，

(2) 安排車輛人員機場接送

探討國際會議辦理之各種面向。

(3) 迎賓廣告及活動
(4) 現場辦理報到及確認手續
(5) 媒體廣告及大會文宣設計，會議文件印刷
(6) 會場大會資料分發及導引
(7) 協助秘書處安排各項活動事宜
(8) 安排緊急醫護小組
(9) 提供保全、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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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議協助事項
(1) 安排政府機關拜會及工廠參訪活動，邀請講員
並安排演講日期
(2) 安排開閉幕典禮及各項娛賓活動
(3) 提供完善視聽設備、燈光音響器材
(4) 提供接待處及各項接待事宜
(5) 安排提供司儀人選
(6) 安排會議酒宴、表演節目策劃及咖啡茶點
(7) 攝、錄影安排及光碟製作
(8) 會、展場工作人員的接待訓練
4. 提供大會財務管理

以「啟動亞洲城市創造力國際研討會」為例，
該研討會為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 現新北市立
淡水古蹟博物館 ) 自行辦理案例；而「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國際研討會」，則是新北市政府文化局連續
2 年發包委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案例。以下是
個別分析因辦理方式不同而衍生的優劣勢。

一、公部門自行辦理優劣勢分析
-- 以「啟動亞洲城市創造力國際研討會」為例
一般而言，國際會議的舉辦多會委託專業會議
籌組人才 PCO，希望藉其專業的能力加上過往的經
驗，才能完成一場成功的國際會議；簡言之，專業
會議籌辦人 (PCO) 就是辦理會議的管家，用合理的
代價聘請的專業人員，由其提供專業的服務、發揮

(1) 大會會議期間提供專業專戶的財務管理人選

專業的創意，使客戶可以輕輕鬆鬆、風風光光但演

(2) 提供大會完整預算表

主人的角色，不必辛辛苦苦、灰頭土臉地處理會議

(3) 協助大會財物收入贊助來源

的雜事 ( 范如芝，民 99)。

(4) 提供完整會議的財務報表
5. 交通與旅遊

但因為「啟動亞洲城市創造力國際研討會」
計畫是由臺北縣政府 ( 現新北市政府 ) 及淡水鎮公
所 ( 現淡水區公所 ) 主辦，英國文化協會協辦，臺

(1) 航空公司訂位及航班確認

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 現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

(2) 會議期間提供各項交通服務

館 ) 承辦的活動，相關主協辦單位較多，涉及協調

(3) 安排眷屬活動旅遊及大會休閒活動

層面較廣，又本計畫是在英國文化協會向臺北縣立

(4) 會議期間的拜會參訪活動

淡水古蹟博物館提出創辦「Comedia」機構並出版

(5) 會前會後旅遊
6. 會後工作
(1) 會議後成果報告製作

「 創 意 城 市（The Creative City: 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引發城市再造與創意行動的熱潮的
英國學者 Charles Landry 願意擔任淡水創意城市的
指導顧問，並希望透過創意城市相關理論工具的基
礎，形成在地討論交流的平台，並藉由一系列的討

(2) 會議後與會人員評估表

論與研討，提出以「淡水」作為創意城市的具體策

(3) 會議後聯繫工作

略前提下，自 96 年 8 月開始籌備並召開專家學者

(4) 會議後感謝函

諮詢暨工作小組討論會議，準備期僅剩約 3 個月，
考量如要辦理發包，所需時間恐來不及，且公部門
如自行辦理活動，則可確實落實公部門欲辦理旨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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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之核心價值與執行方向，並確實掌握機關與國

再者，公部門如要自行辦理國際會議，因各人

際學者交流互動情形，彈性調度活動內容之權利完

員有其所職，英語能力又各有千秋，要鎮日接待所

全地掌控於機關本身，是加速活動辦理時限之相當

有國際專家學者抵台所有行程 ( 每位國際專家學者

優勢。故淡水古蹟博物館僅聘請朱惠良教授、黃

至少 3 日行程，包含前 1 日抵台、活動當日與後 1

瑞茂教授與蕭麗虹老師擔任本案顧問，參與工作小

日離台 )，如僅靠業務承辦人員或其直屬主管接待

組會議並給予專業建議，目標全力促成 Mr. Charles

照顧，實有困境。且人員較常調動，經驗承傳不易

Landry 來台辦理國際研討會暨工作坊事宜。

落實，常造成人力的斷層，也是公部門自行辦理國

開始著手辦理旨揭活動，首先將面臨的是「經
費 」 問 題。Mr. Charles Landry 來 台 所 需 之 課 程 規
劃出席費，遠高於行政院所頒佈之「各機關聘請國

際會議的困境之一。本案感謝同在淡水的「竹圍工
作室」同仁的大力支援與協助，才得以順利進行國
際專家學者接待與聯繫相關作業。

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
準表」之最高等級『諾貝爾級專家學者來台工作三
個月以內每人每日新台幣 13,080 元』標準。旨揭
標準表為 93 年發佈，所列相關支給費用遠低於目
前國際市場行情，實為公部門如要自行辦裡各式國
際專家學者來台之首要面臨關卡。此情形亦發生在
其他國際知名專家學者欲來台辦理活動，即使對方
時間檔期都能配合，但往往在出席費用部分卡關，
以致於形成國內所辦理之國際知名專家學者講座
或論壇等各式活動，多為民營企業 ( 如雜誌社或媒
體 ) 主辦之情形；例如：2012 年由 IxDA Taiwan x
UserXper 在松山文化園區所舉辦的「台灣互動設計
國際研討會」，每人參與票價均高達 2580 元以上，
仍造成搶購一空情形。
又，公部門如要辦裡各式活動，在「經費」上
如遇困難，『找贊助商』似乎也不是可列於解決之
道的選項。主要原因莫非是在各種活動宣傳露出
上，考量大眾觀感，除非是公益團體，民間企業如
欲列於文宣版面之上，時遇困難；如贊助商無法有
一定版面、效益的廣告露出，則這實在不是一項值
得投資的買賣。所幸，英國文化協會願意協助支應
本案 Mr. Charles Landry 來台個人出席費，且可接受
於各類廣告文宣上僅列「協辦單位」位置，初步減
緩此「經費 -- 國際專家學者出席費」所遇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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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啟動亞洲城市創造力國際研討會」活動海報

二、委外辦理優劣勢分析
-- 以「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為例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計畫自 98
年開始辦理，共辦理 2 屆，由臺北縣 / 新北市政府
主辦，臺北縣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承辦，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執行。在 98 年旨案活動招
標文件內載明：「1998 年英國 Mapping Document

岸文化創意產業趨勢研討會、2008 文化創意產業論
壇以及 2009 台英博物館實務研習營等活動，辦理
國際會議經驗豐碩，故連續 2 屆均由該校得標並承
辦旨揭活動，由『官方』出資主導活動進行、『學
界』建議與會國際專家學者名單與執行、『產業』
參與活動並進行討論交流，以呼應產官學界對文化
創意產業的重視程度，並藉以逐步落實。

報告確定創意產業的地位與國際影響力。十年後的

然而，如前言所述，一場國際會議的成功所需

今日，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委員會（UNCTAD）

辦理的面向是相當龐雜的，但如果受委託單位是學

的 2008 創 意 經 濟 報 告（Creative Economy Report

界，活動執行者可能多為校內研究生或學院生，或

2008），提供一個最具國際觀的創意經濟視野，報

許英語接待能力不是他們最大的困境，而是在活動

告中定義創意產業是一個以創意資產為基礎的概

臨場反應及國際專家學者 ( 特別是大師級、或較具

念，藉以刺激潛在的經濟成長與發展，更明確指出

國際知名度者 ) 接待應對上，相對較無經驗，難免

創意經濟的核心即是創意產業，宣告了一個以文化

有緊張或遺漏的處理事項。雖然委託專業會議執行

藝術為發展動力的新時代已經開展」。在上述前提

公司辦理可減輕這部分之不足，然會議公司雖安排

下，由此可知文化創意產業的國際化發展已到刻不

全體員工身著統一服裝，卻也容易讓國際會議現場

容緩之際，臺北縣 / 新北市政府持續在 29 個鄉鎮市

流露『活動形式化』氛圍 ( 本問題確實曾出現在國

/ 區推動各類型文創藝術活動，除各地方文化季、

際與會專家學者的現場回應中 )，在學術專業度上，

兒童藝術嘉年華、藝術家地圖繪製等活動推廣外，

較易造成學界觀感不佳，此點亦需注意。

98 年 6 月更邀請各領域的專家成立了『臺北縣創意
城市推動委員會』，協助北縣在創意城市議題的思
考、計畫的執行，能更富有創意地落實於產業面上；
辦理本活動的目標也是希望能積極促成國際專業人
士來台，與在地相關文化領域從業者進行工作坊暨
研討會交流。

學界辦理國際會議之劣勢可依靠強而有力且深
具經驗之主導者與研究生或學院生們，經多次會議
討論、提醒注意事項並整合各司之職，方能減低現
場出現各人做各事、但整體給人印象是一盤散沙且
徒增三不管地帶之境。

本計畫籌備時間長達半年以上，希望能從教育
到產業，提供看待創意經濟更宏觀的視野，且為了
解決前述之「啟動亞洲城市創造力國際研討會」所
面臨之國際專家學者出席費支給困境，本案 2 屆均
辦理上網公告招標評選作業，後委託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執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
術學院自 94 年開始承辦諸多公、私部門所主辦之
創新、藝術、產業等相關國際論壇，例如：2007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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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籌備與執行內容各面向
一、流程規劃
( 一 )「啟動亞洲城市創造力國際研討會」整體計
畫共分為五大部分進行：
1. 在地籌備讀書會：96 年 12 月～ 97 年 3 月，召
集執行團隊、公部門代表及淡水居民代表隔週
開創意城市讀書會，做 Charles Landry 所著「創
意城市（The Creative City: 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讀本閱讀與分析討論，並請國內
專家學者做相關案例蒐集。
2. 淡水基地踏勘：97 年 3 月 29 日～ 3 月 31 日 ( 共
計 3 日 )，由淡水鎮公所及淡水古蹟博物館主辦，
與初次來到淡水的英國學者 Charles Landry 及資
深公部門藝文計畫推動者 Claire Chidley，認識
「淡水」這塊基地。
3. 高峰對談：邀請臺北縣長周錫瑋、英國文化協會
處長鄺舒嵐，與 Mr. Charles Landry 於淡水紅毛
圖 2.2.1 「2009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活動海報

城，錄製 1 小時電視撥製節目。
4. 工作坊：97 年 4 月 1 日～ 4 月 3 日 ( 共計 3 日 )，
邀請對於淡水的公共事務與地方發展有實際作用
能力的代表 20 人 ( 包含公部門代表、在地文史工
作者、在地產業代表、在地學校代表、媒體 )，
及 2 位英國學者參與工作坊課程。
5. 國際研討會：97 年 4 月 4 日～ 4 月 5 日 ( 共計 2 日 )，
邀請共計 6 位國際專家學者，與數位國內於創意
城市相關領域從業者，於淡江中學藝能大樓會議
室 ( 約可容納 150 人 )，舉行論文發表及分組討
論會議。

圖 2.2.2 「2010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活動海報

64

( 二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整體計畫
共分為四大部分進行：
1. 參訪及交流或座談
(1) 98 年 10 月 20 日～ 22 日 ( 共計 3 日 )，為讓國
際專家學者對臺北縣之文化創意產業有近距離地
基礎瞭解，分別以「地方產業與文化資產」、「文
創產業與城市發展」及「文化創意與觀光發展」為
題，參訪鶯歌陶瓷商圈暨鶯歌陶瓷博物館、十三行
博物館、淡水馬偕之路暨淡水古蹟博物館，以及九
圖 3.1.1 Mr. Charles Landry 精彩的工作坊課程

份暨黃金博物館，並與鶯歌陶瓷藝術發展協會、鶯
歌鎮陶瓷文化觀光發展協會、真理大學學務長兼企
業管理學系及水金九在地藝術家等，進行 3 場次工
作坊式主題座談。
(2) 99 年 11 月 10 日～ 11 日 ( 共計 2 日 )，以「藝術
群聚與創意城市」及「生態旅遊與文化觀光為題，
參訪淡水藝術工坊與古蹟群，及坪林生態村與坪林
茶葉博物館，並與淡水鎮公所、淡水史田野工作室、
財團法人淡水文化基金會、淡江大學教授、竹圍工
作室代表、淡水古蹟博物館，以及坪林鄉公所、坪
林鄉農會及坪林在地茶農茶商等，進行人數較少，

圖 3.1.2 「啟動亞洲城市創造力國際研討會」會議現場

但更可拉近在地與國際距離的工作坊。
2. 國際研討會
(1) 98 年 10 月 23 日～ 25 日 ( 共計 3 日 )，邀請在全
球創意經濟圈享有「創意經濟之父」美譽的 Mr.
John Howkins、 日 本 大 阪 大 學 創 意 城 市 研 究 所 教
授 Mr. Hiroshi Yahagi、 西 班 牙 畢 爾 包 城 市 改 建 計
畫 BILBAO 2000 國 際 交 流 主 任 Mr. Iñaki Duque
Gurrutxaga、德國文化產業辦公室主任 Mr. Michael
Soendermann、「穆爾河計畫」奧地利創意產業辦
公室主任 Mr. Robert Punkenhofer、法國文化部資深

圖 3.1.3 「2009 文化創意發展國際研討會」國際學者參訪淡水古
蹟群

研究員 Mr. Jean-Cédric Delvainquière，以及澳洲昆
士蘭觀光局國際交流主任 Ms. Wendy Levy 擔任重要
講者；另外，我們也邀請兩岸三地著名的文創界專
家學者，共同針對兩岸文化產業發展前景、藝術群
聚效益、當代藝術與設計、藝術文化專題等面向，
舉行研討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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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9 年 11 月 12 日～ 14 日 ( 共計 3 日 )，邀請英國
東南亞創意城市推動負責人 Mr. Neil Webb、日本
創意城市網路協會委員佐佐木雅幸、英國 Culture
Label 共同創辦人 Peter Tullin、義大利國際藝術與
文 化 管 理 公 司 創 辦 人 Ms. Michela Bondardo、 歐
盟文化園區與創意產業研究計劃主持人 Mr. Hans
Mommaas、 英 國 觀 光 與 文 化 變 遷 中 心 執 行 長 Mr.
Mike Robinson、德國 STADT Art 規劃與顧問公司
總裁 Mr. Ralf Ebert、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創意產業
學院 Mr. Justin O' Conno、上海創意產業中心秘書長
何增強、日本金澤創造都市推進委員會幹事大樋年
雄、瑞典 David of Report 設計趨勢創辦人 Mr. David
Carlson、新加坡國立博物院院長 Mr. Lee Chor Lin，
及泰國創意設計中心執行長 Kittiratana Pitipanich，
針對「文化創意與城市發展的嶄新藍圖」、「生態
城市、城市再生的契機」與「城市工藝與創意產業
面向」等議題。
3. 高峰對談
98 年邀請臺北縣長周錫瑋、天下遠見文化創辦
人高希均，與 Mr. John Howkins 於鶯歌陶瓷博物館，

圖 3.1.4 「2009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
國際文化創意成果展

錄製 1 小時電視撥製節目 ( 本項目在 99 年的文化創
意發展國際研討會中取消辦理 )。
4. 國際文化創意成果展
(1) 98 年 10 月 20 日～ 25 日 ( 共計 5 日 )，於臺北縣
政府行政大樓 1 樓大廳，集結與會專家學者各自分
享其成功案例之成果、作品，透過影片、書籍、模
型、照片與文字說明等展示輔助，讓與會學員不僅
可於「講堂式」的國際研討會課程學習他人經驗，
更刺激在地設計產業向上提升。
圖 3.1.5 「2010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
淡水場工作坊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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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9 年，配合國際研討會的辦理，我們串連國際

是國內教授在其他國際會議上所吸取之經驗，總能

專家學者所代表之城市及聯合國創意城市網絡，營

帶給公部門最準確的建議方案。再者，以學術單位

造國際城市對話場域。「城市心願景」特展主展場

對他國學術單位的對等立場，在國際學者邀請來台

於板橋火車站，共分為「蛻變新北市，航向文化新

時所需辦理之相關校內作業也較清楚流程，且能提

藍海」、「創意、生態與工藝城市對話」、「全球

供最直接快速的協助。

創意城市點將錄」三大展區，分別介紹本次研討會
邀請之國際專家學者、世界各國創意城市經驗，及

國際專家學者來台其他需辦理及注意事項如下：

臺北縣在致力發展「文化創意」及「創意城市」的

• 寄發邀請函，並取得正式回覆：以本文 3 案經驗，

作為與願景；同時在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臺

此部分現多以 Email 方式聯繫並邀請國際專家學

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之小白宮、臺北縣立十三行

者，然部分學者因需向其服務單位辦理請假事

博物館等館舍亦設有小型副展場。

宜，故仍有紙本正式邀請函文需求。

二、國內外專家學者相關事宜
( 一 ) 國際專家學者接待相關事項：
國際學者名單提列與邀請，本文所提之二題目
國際研討會，正好可分為 2 種方式：
1. 與其他國家在台辦事處合作

• 協助代訂來回班機 ( 視預算內容不同情況負擔該
項費用 )，且確認是否有特殊需求：本處所指特
殊需求，包含特殊飛機餐點代訂、臨時航班更改
等事宜。
• 抵台與離台接機服務，需由專人於明顯處舉英文
歡迎牌。

如果公部門目標辦理國際研討會，但對其他國

• 活動期間住宿安排與費用給付：需特別注意國際

家有哪些專家學者“適合”來台分享案例，尚無一

專家學者是否有親眷或友人同行。有些國際專家

定程度的研究分析與瞭解，與其他國家在台辦事處

學者會希望能住宿於星級旅館或國際知名連鎖飯

合作會是一種相當建議的方式。他國辦事處不僅可

店，但因本市辦理旨揭活動目的即希望能帶動本

協助提列名單，針對該國風俗民情與禮儀也相當熟

市其他產業，故仍以減少會議通勤時間等理由，

悉，甚至進一步可以協助聯繫國際學者來台之相關

說服國際專家學者停留於本市。

事宜，例如：是否需辦理簽證或工作證、國際學者
是否有特殊需求 ( 例如：宗教因素不食牛豬等 ) 等
進一步的事項聯繫。國際學者對於由「在台辦事處」
來的邀請或聯繫，會增加某種程度的信任感並可減
低焦慮。
2. 與學術單位合作
產官學界的跨界合作，常能引起多元多面向的
3 贏局面。國內學術單位針對公部門目標辦理的不

• 活動資料袋準備 ( 全英文、或其他特殊語言需求 )：
含活動整體計畫、各項行程安排、各時間點將會
安排與哪些人士會面及目標會談內容、邀請單位
( 公部門 ) 相關介紹資料、參訪目的地介紹資料、
住宿及活動地點相關地圖等。
• 演講費或來台生活費發給與簽收 ( 建議核發新台
幣，且需先辦理扣稅，並事先清楚向國際專家學
者說明經費結構 )。

同題目國際研討會，無論在課堂上的研究分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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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安排三餐 ( 視預算內容不同情況負擔該項費
用 )，部分國際人士除宗教因素不食牛豬外，對
有殼類海鮮、或整隻魚雞可能無法接受；且需注
意是否因不擅筷子另需提供刀叉。
• 協助安排國際專家學者其他行程需求。
• 會議紀念禮品：本文 3 案所安排之會議紀念禮品，
除印有活動主視覺之相關提帶外，亦與新北市內
重要文化創意單位合作，推廣淡水文化特色或鶯
歌陶瓷等具代表性紀念禮品，推廣行銷本市並帶
動相關產業。
( 二 ) 國內專家學者接待相關事項：
與國際專家學者相比，國內專家學者需注意事
項相對較少；需辦理事項如下：
• 寄發邀請函，並取得正式回覆。
• 協助辦理活動會場來回接送 ( 視預算內容不同情
況負擔該項費用 )，且確認是否有特殊需求。
• 活動期間住宿安排與費用給付 ( 視預算內容不同
情況負擔該項費用 )。

( 一 ) 事前作業：
事前最重要的作業，莫過於宣傳活動並吸引學
員報名。考量需預留候補聯繫作業時間等，建議活
動至少 2 個月至 1 個半月前需開始發放文宣資料。
媒體宣傳方式如下：
• 透過記者會辦理或新聞稿發放。
• 購買媒體版面，或多加利用公部門免費宣傳平台
或刊物 ( 例如：新北市藝遊等 )。
• 經營活動官方網站 ( 或社群網站 )，並於相關網頁
設置超連結。
• 海報張貼與發放，建議可提早申請重要捷運站、
車站海報張貼。
• 邀請卡發放，除合作之學術單位外，可積極邀請
相關大專院校系所教授與會，並可透過該種子向
學生進行口頭宣傳。
以「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為例，2-3
天的研討會活動，因活動場地座位有限，我們有酌

• 活動資料袋準備：含活動整體計畫、各項行程安

收 300 元的活動報名押金；考量常有學員報名後隨

排、各時間點將會安排與哪些人士會面及目標會

性與會，反而造成真心想聽研討會者無法入場之劣

談內容、邀請單位 ( 公部門 ) 相關介紹資料、參

幣驅逐良幣情形，故設定『繳納活動押金』機制，

訪目的地介紹資料、住宿及活動地點相關地圖等。

如學員如報名情形全程參與課程，將於課程結束後

• 演講費或生活費發給與簽收 ( 需先辦理扣稅 )。
• 協助安排膳食 ( 視預算內容不同情況負擔該項
費用 )。
• 協助安排其他行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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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與會學員相關事宜

當場歸還學員。
如未依規定時間繳納押金，將開放候補學員與
會 ( 此項說明務必在各項宣傳或網站露出上清楚載
明 )。

( 二 ) 活動進行中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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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煉金術管窺

鄭宜峯

摘要

Abstract

在廣泛的煉金術（Alchemy）概念下，中國煉

This essay is to examine the thinking and

金術具備屬於自身特色的文化系統。東晉葛洪《抱

techniques of Chinese alchemy which were recorded

朴子內篇》記載的相關內容，是可以一窺早期中國

in The Inner Chapters of the Baopuzi —an important

煉金術的重要著作。本文係就《內篇》中有關煉金

book about early Chinese alchemy written by Ge Hong

術的思維與技術，進行探討。《史記》提到「丹砂

in the East Jin Dynasty. Chinese alchemy was a unique

可化黃金」獲致長生效果的事件，多少揭示出中國

cultural system. The original belief of Chinese alchemy

煉金術的原始信念，《內篇》所載「黃白術」、「金

was more or less revealed in an event of creating gold

丹法」即黃金與白銀的煉化之術，係延續此一信念，

elixirs of life from cinnabar disclosed in The Records

以丹砂為關鍵物質，混以多種礦物熔煉後，產生某

of the Grand Historian . And this belief continued in

種看似黃金或白銀的合金，並透過祭儀行為，賦與

the recording of alchemy skills of refinin "the Yellow

神聖性後，出現成仙等神異現象，並長生不老。因

and White" and "the Jindan" in The Inner Chapters.

為「金丹」是中國煉金術的極致，故「煉丹術」就

Cinnabar was the key substance used by alchemists.

成為中國煉金術的代表性稱呼。

It was combined with a variety of minerals through

中國煉金術深具宗教性特徵，並非單純地以物
質科學就可以理解，這是人類心靈對長生不老的深
切渴望，從而轉化為具象的操作儀式，除模擬自然
現象演變過程外，亦想像超時空意識者的存在，祈
禱賜與神異力量，以扭轉世俗之醜，臻神聖之境。
關鍵字：黃金、煉金術、煉丹術、黃白術、金丹、
外丹

burning and transformed into compound metal which
looked like gold or silver. The compound metal was
sanctified through rituals and was believed to have
longevity and as an elixir of immortality. As "Jindan"
were the ultimate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alchemy,
Chinese alchemy received the other name "lian dan".
Chinese alchemy was deeply related to religion.
It was not merely science but specific ceremonies
arising from human's profound quest of immortality.
The practice of alchemy was not only a simulation of
natural evolution but also an imagination of a higher
power, praying for mystical powers to turn earthly
imperfection into sacr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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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的煉金術通常叫做煉丹術。他顯然是內心修煉

煉金術（Alchemy）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傳統
與傳說，其實質內涵相當複雜並帶有神祕性，煉金
術並非冶金之術，也不等於化學。德國化學家、化
學史學家、柏林理工大學教授漢斯 - 魏爾納 - 舒特

活動與薩滿儀式以及遠古冶煉傳統的結合而產生的
一種現象，最初出現在鐵匠和爐工的群體之中，其
動機顯然是古代人對長生不老藥以及擺脫一切人生
煩惱的特別強烈的追求。

（Hans-Werner-Schütt）在其專著《尋求哲人石 - 煉

他特別介紹東晉葛洪（公元 283-363 年），可以視

金術文化史》中指出，煉金術起源於希臘宗教、哲

為中國煉丹術的蘇西莫斯 3。中國道藏研究專家也

學，與埃及宗教等理念結合後，衍生出對各種物質

是化學史家陳國符在「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

進行化合、轉化的技術。

中也總結性指出，《道藏》所收金丹外丹黃白術（中

煉金術的代表性內涵，相關步驟大致為：一、
燒煉出黑色熔渣「四原體」（ Tetrasoma），代表
一種沒有特徵的呈現；二、在四原體添加入銀粉繼
續燒煉，猶如在土壤中播種的意義，實際上就是增

國煉金術），「其中並無現代化學之元素觀念，亦
不能分別純粹物質與混合物質，凡物理性相近之物
即視為同一物質。此則皆與西方之 alchemy 相同者
也」。4

白、白化的過程，也是淨化過程，可以產生閃亮銀

值得注意的是，葛洪所著《抱朴子內篇》是記

白色物質，代表陰性；三、再加入金粉，並放進「神

載並總結中國早期煉金術內容比較豐富的論著。本

水」溶液中，進行染黃的過程，形成金黃色物質，

文擬從《抱朴子內篇》管窺中國煉金術的思維面向

是一種更高目標的超級金，代表陽性。最後還有一

與技術梗概，初步理解中國煉金術的基本模式。

個步驟稱為 Iosis 的染紅或染紫過程，將超級金轉化
成紅色的「哲人石」，可用以轉化一般金屬成為黃
金。1

貳、中國煉金術的基本概念
中國古代煉金術時有所見，相關傳說歷代不

在煉金術的早期論述方面，除了希臘亞里士多
德、斯多葛學派等哲學理論頗有著墨外，埃及哲學

絕，歷史文獻中，最早紀載相關活動是在《史記》
「封禪書」中所錄：

家、煉金術士蘇西莫斯（Zosimos，公元第 3-4 世紀）

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

有關煉金術的理論與技術實務上的論著與資料，尤

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

其值得吾人參考，舒特更是廣泛引用，以做為探討

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

2

煉金術文化的重要內容。 本文試圖探討的是，在

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

廣泛的煉金術概念下，中國古代的情況究竟如何？

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

舒特肯定地說：

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
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5

1 漢斯 - 魏爾納 - 舒特（Hans-Werner-Schütt）著，李文潮、蕭培生譯，《尋求哲人石 - 煉金術文化史》，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0 月，頁 41-63。
2 漢斯 - 魏爾納 - 舒特（Hans-Werner-Schütt）著，李文潮、蕭培生譯，《尋求哲人石 - 煉金術文化史》，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0 月，頁 68-119。
3 漢斯 - 魏爾納 - 舒特（Hans-Werner-Schütt）著，李文潮、蕭培生譯，《尋求哲人石 - 煉金術文化史》，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0 月，頁 255-256。
4 陳國符，「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 年 12 月，頁 396。
5 韓兆琦注譯，《新譯史記（三）書》，三民書局，2008 年 2 月，頁 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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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方士李少君對漢武帝（公元前 140 －前 86 年

轉移的話，李少君其實可以直接用黃金打造飲食器

在位）的建言。其中提到「丹沙可化黃金」，明顯

皿，如此豈不更為直接？看來強調透過丹砂煉化

地可以視為煉金術，然而相關技術的說明卻是相當

物，以獲致益壽效果，其背後應該另有值得探討的

隱晦，只以「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

因素。針對此一問題，葛洪也表示了類似疑惑，於

略為帶過煉金程序。詳言之，就是說透過「祠竈」

是他特別請益他的老師鄭隱：

此一祭祀行為，自然地會產生某種特殊物質或力量
（古人或注之為鬼物，或謂精怪），讓「丹沙」可
以轉變成為「黃金」，聽起來頗為神異。在此擬進
行延伸解釋，「祠竈」表面上雖是一種祭祀行為，
但如果從技術層面來看，應該存在著爐火燒煉的具
體作業；而「致物」則應解釋為，經過燒煉之加熱
反應後產生某種新物質，故前提必定有某些燒煉物
投入，此即所謂「丹沙諸藥齊（劑）」，而「黃金」
就是那種新物質。
依前述記載，我們發現，不論是否有其他物質
加入，「丹沙」是煉金術最關鍵的要素。丹沙即丹
砂、硃砂、辰砂等，以現代礦物概念來說，是呈現
紅色固態的汞硫化合物 (HgS)，為何能成為煉金術
最關鍵的要素，頗值得吾人探討。從汞硫化合物做
為燒煉物來看，初步我們可以明白，李少君煉金術
產出的顯然不是一般概念上的黃金（Au）。他煉金
的目的是為了製造飲食器皿，再透過此一「黃金」
器皿，於盛食飲食的同時，將器皿的特殊屬性，服
入人體，人體吸收特殊屬性後，得延長壽命。從表
面上來看，有人認為這是將「不朽金性」轉化入人
體的作用，如葛洪就直陳：「夫金丹之為物燒之愈
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
不朽。服此二物，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

余（葛洪）難曰：「何不餌世閒金銀而化作之，
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偽也。」鄭君答余曰：「世閒
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仙人富
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
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
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
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7
葛洪的問題，鄭隱除解釋以經濟考量外，最關鍵的
當是「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
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另，
有關丹砂的特殊性，葛洪提到：「凡草木燒之即燼，
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
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8；他也
說：「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
9

。亦即丹砂產生的長生益壽效用，在方士的眼中

是高於黃金，甚至「丹精生金」，黃金是來自丹砂
的精華所產生，丹砂被視為黃金之母體。另一方面，
自古以來丹砂就被視為珍貴物料，經常用於禮制品
與墓葬品 10，這是古代人們普遍存在的價值觀，從
而建構出丹砂在人們心中尊貴而神秘的地位。因此
李少君的煉金術核心概念，其實是丹砂（或與諸藥
劑）的煉化之術，故後世有「煉丹術」之稱。

此蓋假求外物以自堅固」6。「假求外物以自堅固」
應該就是李少君認定「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最簡單的理由吧！不過細思後，若只是為了金性

6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71。
7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286。
8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72。
9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196。
10 金正耀，《道教與鍊丹術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 5 月，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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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参、「丹砂可化黃金」的技術性思考
誠如葛洪之師鄭隱所說：「至於真人作金，自

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
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

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11 ，煉金術的目

亦何緬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

的雖不在製作黃金致富，但後世也不乏因為煉金術

何得成此白物。16

發展出的人造金銀技術，淪為有心人製造偽金銀充

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

作流通貨幣的情形。12 本章節擬進一步討論「丹砂

可見從丹砂提煉出水銀對當時方士來說，應該算是

可化黃金」背後可能的技術原理，以及此間所謂「黃

熟悉的技術，只是在當時一般人們的眼光裡，覺得

金」究何所指。

頗為神奇罷了。而提煉出水銀，再與他種金屬產生

古代方士認為「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
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這裡指涉的除
了是一種信念外，多少也是生活或生產經驗的總
結。亦即丹砂與自然金在自然礦物情況下有時確實

汞齊合金，或許就是「以丹作金」的技術關鍵所在。
葛洪在《抱朴子內篇》特別紀錄了稱為「黃白術」
的黃金燒煉之術幾種，茲舉其中較早期黃金凝煉法
的步驟：

會有共生關係，這是從丹砂礦床的地質情況來看。

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光明無夾石者，

春秋時代齊國下卿管仲（約前 723 或前 716 －前

多少任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搗之如粉，以牛膽和

645 年）已經有礦物共生的認知：

之，煮之令燥。以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鹽石膽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
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
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
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

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
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
者，令厚二寸。以蚓螻土及戎鹽為泥，泥釜外，以
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

此山之見榮者也。」 13

馬糞火熅之，三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

先秦時期人們可以靠著丹砂所在尋獲自然金，當時

水。又以馬屎火熅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

大多是從河床中淘取丹砂或沙金。由於金的比重高

即以為筩，又以盛丹砂水。又以馬通火熅三十日，

流如冶銅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為筩，筩成以盛丹砂

14

於丹砂，故「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鉒金」

。雖

丹砂處可能發現自然金，然則「丹精生金」、「以

發取搗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並汞，汞者，
水銀也，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17

丹作金」終究或許只能是一種信念而已，畢竟丹砂
（HgS）與自然金（Au）若要發生「元素互變」15
的情況，在當時技術條件下，幾乎沒有可能性。不
過，以丹砂為汞硫化合物成份來看，丹砂可煉出汞
（Hg）金屬，就不足為奇，這種技術先秦時期或已
有之，葛洪提到：

11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286。
12 蓋建民，《道教科學思想發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3 月，頁 176。
13《管子》，四部叢刊初編第 347 冊，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頁 71-72。
14 金正耀，《道教與鍊丹術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 5 月，頁 179。
15 一般來說，煉金術或煉丹術幾乎都是化學作用，元素不會改變；「元素互變」則是原子核物理學上的問題。
16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72。
17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288。

73

依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胡孚琛的解釋，這個化學
反應的第一步，便是冶煉出銅砷合金以做成容器
（筩）。第二步，在銅砷合金鑄成的容器中灼燒「丹
砂水」18 ，如此一來，就會增加銅砷合金中金屬銅
的比例，形成金黃色的顏色與光澤。第三步，再將

肆、「金丹黃白術」的神聖性
中國道藏研究也是化學史專家陳國符認為，
最初「金丹法」與「黃白術」在技術上其實沒有
差別，他指出：

以上生成物搗碎後，加入丹砂與水銀產生分散劑作

丹即丹砂，即紅色之硫化汞。金丹者，丹砂而可製

用，俾令水銀與銅、銅砷合金混合得更為均勻，以

黃金（藥金）者，如黃帝九鼎神丹等金丹，皆可製

生成汞齊。

19

因此，在古代方士的觀念裡，丹砂

黃金（藥金）。金丹作法，須用飛鍊。所謂飛者，

與汞是凝成黃金的最後關鍵要素，不過丹砂在以上

即簡單之昇華；或數物加熱至高溫，同時所得產物，

煉金過程中，形成反應之影響性似乎不若汞來得直

即行昇華也。此種黃金，為黃色物，自漢至晉認為

接。

與真黃金相同。至唐初，稱此種黃金為藥金，並知
前章節所提李少君「丹沙可化黃金」之說，從

識別藥金與真黃金之法。22

現代科學眼光來看，似乎是誇大的，這或許只能視

顯然中國煉金術「黃白術」來自「金丹法」實踐而

為方士們共同信念而已。所謂「黃金」的實質內涵

自然衍生的技術，也與古代礦業冶金的經驗傳承有

不必然指涉為自然金（Au），而是金黃色的合金產

關。葛洪《抱朴子內篇》「黃白」章節提到這項技

物，只是這種合金產物的性質對方士來說，與自然

術的隱秘性：

金並無差異。鄭隱曾回應葛洪提問「作之則非真」
的疑義：

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
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

夫作金成則為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減。故其方曰，

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

可以為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

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為虛誕，與不

能之，何謂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

信神仙者正同也。23

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20

起初「黃白術」之稱係隱晦用詞，主要原因是方士

在鄭隱的觀念中，只要煉出來的金黃色合金產物，

們不想讓一般人知其實質，保守技術的秘密性。葛

堅硬如金，裡外一致，就是真黃金，其實這也是古

洪坦白指出他因為「貧苦無財力」等因素，而無法

代方士們的共通想法。另外，胡孚琛認為，「黃白

進行實際燒煉。但是他堅信：

術一開始只是在其他金屬表面以汞齊鍍金或仿造黃
金的顏色和光澤的方術。煉丹士所謂丹砂可化為黃
金，多是以丹砂抽汞作金汞齊的鍍金方法」21 ，若
就鄭隱的觀點來看，只是「外變而內不化」，並非
真正的黃白術。

18《抱朴子內篇》「 黃白」 章節所謂「 作丹砂水法」 ：「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筩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
筩口，以漆骨 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 ，其實是丹砂混雜其他礦物的做法，
非單純丹砂水。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289。
19 胡孚琛，《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5 月，頁 290。
20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286-287。
21 胡孚琛，《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5 月，頁 288。
22 陳國符，「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 年 12 月，頁 370。
23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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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鉛性白也，而赤之以為

子法」，更在黃金凝煉過程的紀錄外，也記錄了服

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為鉛。雲雨霜雪，皆天地

食與神異現象的部分，從而說明黃白術發展初期具

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

備超越世俗層面的宗教意義。葛洪也清楚指出：「凡

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

作黃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

體，改更而為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

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

為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為鶴為石，為虎為

中，一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28 這

猿，為沙為黿，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為淵，深谷為

似乎就是若李少君「祠竈則致物」的一貫思想罷了。

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
為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 24

既然黃白術與金丹法的實踐有關，然而金丹究
何所指？葛洪《抱朴子內篇》「金丹」章節開章明

在方士們的眼中，「更改為異物者」是天地間很自

義：「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

然而然的事。黃白術煉化一般金屬變成黃金白銀更

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為大要者焉。

是理所當然的事了。不過，葛洪也舉案例表示，雖

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

然黃白術事實上存在，但不是所有實際操作黃白術

無仙矣。」29 言下之意，金丹就是指「還丹」與「金

的例子都會成功。對此他的解釋是：

液」這兩件事，也就是成仙之道。而金丹的特性是

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閒
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為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
人，希涉術數者所辨作也。其中或有須口訣者，皆
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
俗愚人知 之。25

「燒之愈久，變化愈妙」；用來服食，可以「沾洽
榮衛」（即直接進入生命之氣），以遂長生，只是
當時的人不若方士們那樣相信此事。葛洪較具體指
出金丹的內涵大概是「黃帝九鼎神丹」、「太清神
丹」、「金液」等。他介紹「黃帝九鼎神丹」的效
用與神聖性：

黃白術的定位具備一定的神聖性，除了必須經由有
經驗者指導明確的操作技術外，操作者本身也要有
一定的知識，與純淨的心態，更要在潔淨神聖之地
實施。其實這與之前章節曾經提到過的「真人作金，
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26 的觀念有關，
亦即黃白術是為了實踐金丹法的過程或基礎，過程
不能離開神聖性。所以說，「今能為之者，非徒以
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
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27 。
《抱朴子內篇》「黃白」章節中除紀錄有之前

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仙。……
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
下太清。黃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
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
受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為約，唼血為
盟，無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
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
浴五香，緻加精潔，勿近穢污，及與俗人往來，又
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不成矣。成則可
以舉家皆仙，不但一身耳。……

舉「砷銅合金」凝成黃金方法之外，尚有「金樓先
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角裏先生從稷丘子
所授化黃金法」、「小兒作黃金法」等黃金凝鍊法，
大致不出各種金屬化合為合金的過程。另有「務成

24
25
26
27
28
29
30

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
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屍者乎？合時又當
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30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283-284。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285。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286。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287-288。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289-292。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70。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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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為了長生而服用神丹，必須善擇地點，以

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

潔淨身心，並進行神聖的祭儀，才能進行煉丹。黃帝

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31

九鼎神丹簡稱「九丹」，葛洪說明九丹的內容：

審度以上內容，對照《黃帝九鼎神丹經訣》32 來看，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

葛洪只是簡述九丹的內涵與作用，內容頗多神異，

水、戎鹽、鹵鹽、礜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

實在不是現代常理可以理解。另，有關「太清神丹」

粉各數十斤，以為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七

的特色，葛洪則指出：

之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
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金成
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
不成也。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
仙。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轉之丹，服之半
年得仙。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轉之丹，服
之四十日得仙。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八轉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

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

三屍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

內朱兒一斤於蓋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須臾翕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
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
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
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
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
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
玉女至前。

然俱起，煌煌煇煇，神光五色，即化為還丹。取而
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33
所以太清神丹係為「九轉丹」、「還丹」，所謂「九
轉」就是昇華九次 34 ，而實質內容已無可考，服食
後更會有「白日昇天」的神異境界，其亦免不了需
要透過祭儀產生效用，葛洪說，「為神丹既成，不
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
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35。至於「金
液」的製作，葛洪認為較前述二種神丹更為容易：
九丹誠為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

第六之丹名煉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

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

亦成黃金。

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

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
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合火之，即
成黃金。
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許

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
液唯金為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為二斤，率不過
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
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
劑，可足八人仙也。36

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衆精不敢前，
又辟盜賊虎狼也。

31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74-75。
32《道藏》，上海書店，1988 年 3 月，頁 18-795 至 18-799。
33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77。
34 陳國符，「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 年 12 月，頁 380。
35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76。
36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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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金液」的製作材料中會用到自然金，這也

中國早期煉金術相當重視丹砂的象徵與取用，

是有別於二種神丹的部分。金液的製作與作用大致

故有人認為這是「煉丹術」之稱的原由；惟進一步

內容如下：

來看，葛洪總結出的金丹法更具體說明了中國煉金

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合之
用古秤黃金一斤，並用玄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

術的實質內涵與目的，應該才是「煉丹術」之稱的
合理根據處。

冰石、紫游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

中國煉丹術深具宗教性特徵的背後，說明煉丹

其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受之於元

術並非單純地以物質科學就可以理解，這是人類心

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

靈對長生不老的深切渴望，從而轉化為具象的操作

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之側，

儀式，除模擬自然現象演變過程外，亦想像超時空

東流水上，別立精舍，百日成，服一兩便仙。

意識者的存在，祈禱賜與神異力量，以扭轉世俗之

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
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
為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一
斤，即成銀。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為赤金

醜，臻神聖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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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的
礦山館看 1930 年代臺灣的金礦業發展
駱淑蓉

摘要

Abstract

日治時期的臺灣，曾經舉辦過幾次規模大小不

Large- and small-scale industrial cooperation

一的物產共進會、展覽會與博覽會，這些展覽活動

exhibitions, expositions, and fairs were organized

的目的，除了提升產業、教育與宣傳的功能之外，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ruling period. Those

也含有統治者呈現治理成果的意圖。其中規模最

exhibitions were to enhanc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大，也是日治時期最後一次的大型博覽會，為 1935

educational functions, and to present achievements

年在台北舉辦的「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

made by colonial rulers. The biggest as well as the

簡稱臺灣博覽會。本文試圖透過臺灣博覽會中礦

last large-scale exposition during this period was the

山館的籌備過程、陳設內容以及相關報導，歸納臺

Taiwan Expo of Dominion for Forty Years since the

灣金礦業在 1930 年代高額產量的原因。研究整理

Inauguration (aka. Taiwan Expo) in Taipei in 1935.

發現，金礦業者的經營能力、礦業技術的更新改良

This essay tries to identify the reasons of high-volume

以及大環境的影響，都是造就臺灣金礦業榮景的原

gold mine production in Taiwan during the 1930s by

因。

examining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exhibits, and related

關鍵字 : 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礦山館、
瑞芳金山、金瓜石金山、顏國年、島田利吉、後宮
信太郎

reports of the Mining Hall in the Taiwan Expo. After
the examin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reasons behind
Taiwan’s flourishing gold mining industry during that
time was great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general marke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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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曾經在程佳惠所著的『台灣史上第一大博覽
會 -1935 年魅力台灣 SHOW』中，看到有關「始政
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以及其中「礦山館」的
展出圖片，當時便很好奇這是什麼樣的展覽會 ? 而
「礦山館」又展出什麼樣的內容 ?
2011 年 10 月，黃金博物館舉辦『百年回顧 金瓜石礦山與日本鑛業 1』特展，展場除了展示
1933 至 1945 年期間，日本鑛業株式會社經營下的
的金瓜石礦山，還播放一片由「日鑛紀念館」所提
供的紀錄片。因為年代久遠，紀錄片沒有聲音也沒
有字幕，拍攝目的與拍攝人物亦不清楚。但約 10
多分鐘的影片內容中，可以看到金瓜石礦山的本山
礦坑、金銅礦的選、煉場內部設備、始政四十周年
紀念臺灣博覽會的會場、臺灣中南部的風光，等等。
推測應該是 1935 年臺灣博覽會舉辦當年，礦山的
幹部或員工環島旅遊時所拍攝。這片影像紀錄中出
現的臺灣博覽會影像，又再次引起我對於該博覽會
的好奇心。
本文便在這樣的背景下，擬藉由 1935 年盛大
舉辦的「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中的「礦
山館」陳設與相關史料紀錄，回顧 1930 年代臺灣
的金礦業發展狀況。

日治時期的臺灣，舉辦過多次不同類型的展覽
活動，例如品評會、共進會、各類主題性展覽會或
紀念性質展覽會等等。日本在臺灣的「始政紀念」，
始於 1895 年臺灣正式割讓給日本，並於該年的 6
月 17 日舉行始政典禮，自此每年的 6 月 17 日即訂
定為「始政紀念日」，為每年的三大節日之一。每
逢十週年則擴大舉辦慶祝活動。
始政十週年，1905( 明治 38) 年，適逢日俄戰
爭，紀念活動未能完全如願舉行。始政二十週年，
1915( 大正 4) 年，總督府首次舉辦稍具規模的展覽
會，為期 5 天。始政三十週年，1925( 大正 14) 年，
日本在臺灣的基礎建設、產經教育發展，已奠定一
定的基礎，然而因為 1923 年日本關東大地震以及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只能以有
限經費規劃為期 12 天的紀念展覽會。展覽會的主
要訴求為回顧治理成果、吸引觀光人口、促進產業
交流，以及宣揚教育、衛生觀念 3。
到了 1935( 昭和 10) 年「始政四十周年」時，
臺灣島內各方面發展、進步皆達到一定的水準，雖
然該年 4 月發生台灣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中部大地
震，日本與中國之間也在 1931 年發生九一八事變，
如此內憂外患困擾之下，仍未動搖總督府擴大舉辦
第四十周年紀念活動的決心。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的舉辦目的

貳、「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
簡介

有三 :1) 誇耀成功的殖民經驗 ; 2) 宣傳臺灣風光、

一、「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的目的

在前一年的 1934 年 6 月編列下一年度預算時，即

日本於明治維新 (1867 年 ) 之前，受到現代化
思潮的影響，開始接觸由西方國家所舉辦的博覽
會。明治維新之後，歐美蔚為風尚的博覽會觀念，
也逐漸在日本國內成形。日治時期的臺灣，博覽會
的舉辦風氣就這樣從日本傳入臺灣，日本政府藉由

促進觀光 ; 3) 日本向南洋發展的正式宣告。總督府
編列 60 萬元的補助經費，並在年底前訂定翌年的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28 日的 50 天期間，舉行「始政
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 簡稱臺灣博覽會 ) 4，
這也是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博覽會，吸引近三百萬
人次前往參觀。

舉辦各類型的展覽、博覽會，達到不同目的的宣傳
及教育功能 2。

1 特展名稱中的“日本鑛業”指的是 1933 年買下金瓜石礦山經營權的「日本鑛業株式會社」。該株式會社經過多次轉型，
目前的公司「JX 日鑛日石金屬株式會社」所屬的「日鑛紀念館」，在此次展覽中，提供一份與金瓜石礦山有關的影像資料。
2 張世朋，『日治時期始政四十年台灣博覽會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P.31
3 ( 同 2) P.38
4 程佳惠，『台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 -1935 年魅力台灣 SHOW』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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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及礦山館的
籌備過程
臺灣博覽會在臺灣總督府的後援下，總督府內
設置臨時「博覽會事務局」，由總督府總務長官平
塚廣義擔任會長，事務局負責博覽會各個場館的土
地使用申請、興建、展出物件的徵集及陳列等工作。
另由會長指派「博覽會協贊會」會長及副會長，由
協贊會動員工商業界等民間的力量，募集資金、負
責博覽會宣傳以及各類餘興活動的舉辦。
臺灣博覽會在台北市設有三個主要會場。除了
主會場之外，全島其他州廳也都有設有小型的地方
館。第一會場設於臺北市公會堂 ( 今中山堂 ) 及公

圖 1 臺灣博覽會第一會場鳥瞰圖『始政四十周年記念 臺灣博覽
會協贊會誌』1939 年。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會堂以南小南門前的三線路 5 ( 佔地 13,000 坪 )，規
劃有「交通土木館」、「產業館」、「第一府縣館」、
「第二府縣館」、「興業館」、「糖業館」、「林
業館」、「滿洲館」、「交通特設館」、「福岡館」、
「朝鮮館」、「日本製鐵館」、「三井館」、「礦
山館」; 第二會場設於臺北市公園 ( 佔地 24,000 坪，
今 228 紀念公園 )，規劃有「愛知館」、「第一文
化設施館」、「北海道館」、「大阪館」、「第二
文化設施館」、「國防館」、「船舶館」、「京都館」、
「奈良館」、「電氣館」、「東京館」、「專賣館」、
「映畫館」、「子供之國」、「迎賓館」、「音樂堂」、
「演藝館」; 分場設於大稻埕，規劃有「演藝館」、
「比律賓館 ( 今菲律賓 )」、「暹羅館」、「南方館」、

圖 2 臺灣博覽會鑛山館外觀『始政四十周年記念 臺灣博覽會協
贊會誌』1939 年。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福建館」、「馬產館」，另於草山溫泉 ( 今陽明山 )
設有分館「觀光館」。

圖 3 臺灣博覽會鑛山館內部陳設『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
會協贊會誌』1939 年。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5 三線路即現在的中山南路 ( 東線 )、愛國西路 ( 南線 )、中華路 ( 西線 )、忠孝西路 ( 北線 )。---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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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博覽會的展示館，大分為由總督府直接負

「礦山館」的外觀，映入眼廉的，是兩座高聳

責的「直營館」，以及由總督府及州廳政府招募島

的鐵塔。由日本石油會社與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出品

內外民間團體參與的「特設館」。博覽會在籌備階

的油井裝置。為了吸引民眾，特地模擬原油從地底

段，原本打算將礦業相關主題與臺灣的農產、水

下的鐵管實際湧出的模樣。會場出、入口分別設計

產、工商等相關展示共同設置於總督府直營的「產

成拱形紅磚的金礦坑口，以及拱形坑木的煤礦坑口

業館」中，當時臺灣礦業會會長島田利吉與總督府

造形，入口上方還有一具真人大小、表現出採礦樣

殖產局西村礦務課長徵詢臺灣礦業界的代表業主開

貌的採礦工人模型。

會討論，最後決議因為「產業館」內所分配到的空
間過於狹隘，故擬以特設館的方式單獨成立「礦山
館」。並區分為金山部 ( 負責單位 : 臺灣鑛業株式
會社 )、石油部 ( 負責單位 : 日本石油會社臺灣礦業
所 ) 以及煤炭部 ( 負責單位 : 基隆炭礦株式會社 ) 三
大負責部門，由各部門的負責單位去張羅細項分工
事宜。
因此，自籌備階段起，在總督產殖產局礦務課
的主導下，臺灣礦業會的會員，包括民間的日本石
油會社臺灣礦業所、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基隆炭礦
株式會社、臺陽鑛業石底炭礦、益興炭礦會社、山
本炭礦、三井物產石炭部、三藝商事石炭部等主要
礦產業者的贊助與努力下，逐步完成礦山館的設
計、規劃興建工程費用的籌措，以及最後的展示陳列。

參、「礦山館」的陳設與 1930 年代
的金礦業
一、「礦山館」的展示內容與 相 關 史 料
「礦山館」的館址，設於第一會場的最南端，
與糖業館及興業館相鄰，約 147 坪，算是中小型展
場。興建經費約花費 1 萬 3 千圓。臺灣礦業界在籌
備這次「礦山館」的展出時，一致決議展示內容不
應求量多，而應該以品質為重。同時改變呆板的、
陳列標本般的靜態展示手法，而採用動態的、兼具
聲光效果的展示方式，讓參觀者可以留下深刻的印
象。以下依『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誌』
(1939 年 ) 中關於「礦山館」的記載，說明如後。

「礦山館」的內部陳設，可分為四大區域。佔
最大面積的是「石油區」的陳列，其次是「金山
區」、「煤礦區」，以及「地質介紹區」。各負責
展出的單位，除了以產額統計表、礦石、照片、地
質圖、立體地形模型等靜態物件表現之外，如前所
述，皆盡全力以動態、聲光方式展現出礦產工業的
特色。例如，石油井的湧泉、正在搗礦的礦工、冒
煙的煙囪 ( 模型 )、自動上下移動的礦車 ( 模型 )、
運輸作業的聲響、冶煉熔出的黃金顆粒，等等。
在「金山區」最引人注目的，應該是由臺陽鑛
業株式會社所提供 1 個時價 160 萬元、亮燦燦的大
金塊，以及由臺灣鑛業株式會社提供的 5 個總價 30
萬元的小金塊、5 個時價近 1 萬元的小銀塊。除此
之外，「選礦及青化製煉場」的精密模型，是由臺
灣鑛業株式會社的總公司日本鑛業株式會社花費 6
個月的時間，支出經費 1 萬元以上打造而成，是「金
山區」展示的重點。
「選礦及青化製煉場」模型省略屋頂設計，讓
民眾可以清楚看到選煉廠內部每一層廠房的作業情
形。工廠右側筆直的斜坡索道上，有數臺礦車通行、
卸礦 ; 另一側則是為了回收高產量的沉澱銅所架設
的彎曲水路，以及大大小小數個沉澱槽。廠房模型
最下方是水湳洞的海岸，展示從水湳洞至基隆八尺
門的沿海運輸鐵路。模型周邊的牆面，則有礦石搬
運系統圖、選礦場系統圖、製鍊系統圖、選礦場
內部照片、變電所內部照片，以及製鍊場外觀全景
照片等等。『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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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集中，雖然沒有這張模型的特寫，我們可以從日

製煉場」興建完工之後，年產量開始超過 2 公噸。

本鑛業株式會社 1935 年拍攝的照片看到它當年的

誠如『臺灣鑛業會報』第 185 號「昭和十年臺灣

實體模樣。因為「選礦及青化製煉場」的興建，與

鑛業の概觀」所述，「…，該年 (1935 年 ) 本島唯

接下來金瓜石礦山高額的黃金年產量息息相關，因

一的金屬礦山金瓜石與瑞芳兩礦山的產額，佔總礦

此，它的照片便常用來作為金瓜石礦山的代表意象

產額近半數，是大正六年 (1917) 以來的新現象，

之一，出現在各類文獻記載之中。

又今年也是其創造最高總產額紀錄最值得記念的一

從史料顯示，日本鑛業株式會社 1933( 昭和 8)

年。」6

年買下金瓜石礦山後，成立臺灣鑛業株式會社。為

位於基隆山另一邊由臺陽鑛業株式會社經營的

提高產量，大量購入鑿岩機、壓縮機等機具，全面

瑞芳礦山，經營方式採委外承包方式，在「礦山館」

以機械取代人工採礦，以降低採礦成本並增加採掘

的展示中，並未強調礦業設備是否有大規模的更

速度。同時大舉更新現有的冶煉設備。在銅礦的選

新。事實上，瑞芳礦山也在 1934 年廢除青化製煉

礦部分，為增加選礦能力，汱換舊有的選礦設施，

法，改以混汞法為主，同時簡化部分採礦作業節省

興建「全泥式浮游選礦場」，一個月可處理 4 萬 5

人力，年產量亦大幅提昇。

千公噸的礦砂，是過去的 2 倍之多。在金礦的青化
製煉部分，因舊有的混汞併用青化法效果不佳，改
建「全泥式青化製煉場」，讓低品位的礦石亦可進
行高效率的黃金回收，一個月可處理 3 萬公噸的礦
砂，約為過去的 3 倍。運輸系統方面，興建水湳洞
至基隆八尺門之間的運輸鐵路，將精礦經由基隆港
八尺門運至日本的佐賀關製鍊所。「礦山館」的陳
設，如實的反映金瓜石礦山的現況。
根據『臺灣鑛業史』( 1996 年 ) 的記載，1930
年代臺灣的黃金年產量 ( 表 1 )，在 1934 ( 昭和 9 )
年之後大幅成長。特別是金瓜石礦山「選礦及青化
圖 4 1935 年臺灣鑛業株式會社興建的「青化製鍊選鑛場」
資料來源：日鑛紀念館，『金瓜石アルバム』( 金瓜石相簿 )

表1 金瓜石礦山與瑞芳礦山1930-1939年間黃金年產量
瑞芳礦山

金瓜石礦山

總計(g)

1930

248,361

233,681

482,042

1931

315,517

226,533

542,050

1932

578,660

208,845

787,505

1933

580,720

1,564,000

2,144,720

1934

1,012,197

1,757,000

2,769,197

1935

1,131,902

2,030,000

3,161,902

1936

1,240,937

2,485,000

3,725,937

1937

1,359,302

2,561,000

3,920,302

1938

1,700,313

2,604,000

4,304,313

1939

1,294,862

2,479,000

3,773,862

年

資料來源：陳慈玉「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台灣輸出產業の発展と變遷（下）」，P.118-119。

6「昭和十年臺灣礦業の概觀」『臺灣礦業會報』第 185 號，1936 年，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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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礦山館」籌備過程的代表性人物
在這樣高產額的金礦山背後，負責主導礦山營
運的經營者佔有重要的角色。「礦山館」的籌劃甚
至臺灣博覽會的催生，兩座金山的經營者亦具有一
定的影響力。本段擬介紹三位代表性的礦業人物。
1935 年瑞芳金山的「臺陽鑛業株式會社」，社
長為顏國年。其兄顏雲年由承租藤田組礦區採礦起
家，因經營得宜，承租藤田組全部的礦權後，成立
「雲泉商號」，為「臺陽鑛業株式會社」的前身。
顏雲年 1923 年過世後，由其弟顏國年繼任所有事
圖 5 顏國年 『臺灣を代表するもの』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業，任臺陽社長，繼續開發金、煤礦產，更以金、
煤礦所累積的資金，跨足其他領域。1927 年起顏國
年連任總督府評議員，為總督府治理國政的諮詢對
象。日治時期的臺籍評議員非富即貴，皆是具有相
當資產或門望的人物。1930 年代，臺陽鑛業株式會
社在政策鼓勵下，瑞芳金山黃金年產量達到有始以
來的顛峰。由顏雲年、顏國年所帶領的基隆顏家，
不僅是臺灣北部經營實業有成的礦山大王，也是當
年臺籍人士的五大家族之一。臺灣博覽會期間，顏
國年因其評議員的身份，自然成為博覽會準備委員
會的委員，也是被諮詢的必然對象之一。
另一方面，日本鑛業株式會社因看好金瓜石黃
金蘊藏量，於 1933( 昭和 8) 年以高價買下金瓜石金

圖 6 島田利吉『臺灣を代表するもの』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山的經營權，創立「臺灣鑛業株式會社」。日本鑛
業株式會社的前身是久原礦業公司，在日本的茨城
縣以日立銅礦山起家，事業版圖擴大之後也積極進
行海外資源探勘。金瓜石礦山在 1923( 大正 12) 年
停止銅礦的乾式製煉後，改以賣礦方式經營。礦石
即賣給日本鑛業株式會社位在日本大分縣的佐賀關
製煉所。因此日本鑛業株式會社正式買下金瓜石礦
山之前，對於礦山的礦石特質已經十分熟悉。

圖 7 後宮信太郎『臺灣を代表するもの』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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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田利吉 7 氏，1933 年擔任金瓜石礦山臺灣鑛
業株式會社的專務取締役，1934 年繼後宮信太郎之
後亦擔任「臺灣鑛業會」會長，是採礦及煉礦方面
的專家。1935 年臺灣博覽會中「礦山館」的催生與
籌備，擔任礦業會長的島田利吉是關鍵人物之一。
而由「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出品的金瓜石礦山「製
煉場」模型，實體的選煉廠興建工程就是在島田利
吉任內開始。也因為島田利吉在採礦、冶金設備的
更新改良，金瓜石的產金量從低迷中逐步復甦，
進而成為日本最重要的金礦山之一。島田利吉更在
1942 年昇任日本鑛業株式會社第 6 代社長。
此外，擔任臺灣博覽會協贊會副會長一職的後
宮信太郎，在臺灣產業界中被人稱為「金山王」，
以胸襟寬大、個性豪放磊落著稱。後宮氏兼任商工
會長名譽職，不僅財力雄厚，政、商關係極佳。他
曾於 1925( 大正 14) 年 -1933( 昭和 8) 年經營金瓜石
礦山，在經營金瓜石礦山期間，一舉更新既有的設
備，提高金、銅礦產量，卻又在各界看好金瓜石未
來發展之際，以高價將礦山權轉讓給日本鑛業株式
會社。獲得高額利潤的後宮信太郎繼而投資其他事
業，是當時礦業界意氣風發的代表人物之一。1935

圖 8 1935 年 9 月『臺灣博覽會ニュース』

年臺灣博覽會籌備期間，因總督府補助經費有限，
協贊會在眾會員的動員之下，資金募集非常順利，
也許這和後宮信太郎雄厚的政商人脈亦有關係。

三、「礦山館」的媒體報導與時代背景
臺灣博覽會會期開始之前，除了推出各式明信
片、宣傳單、小冊子之外，亦不定期出版『臺灣博
覽會ニュース (News)』，報導博覽會各會場籌備過
程、動態，以及不同主題展示的相關花絮。

圖 9 1935 年 10 月 7 日『臺灣日日新報』

1935 年 9 月 1 日 的『 臺 灣 博 覽 會 ニ ュ ー ス
(News)』，以「躍進的樂章 --- 礦業臺灣」以及「獎
勵與黃金時價高漲，刺激金礦生產 --- 年產黃金 3
公噸價值 1 千萬圓」兩篇報導，提到 1934 年臺灣
的黃金的年產量已高達 3 公噸 ( 金瓜石金山約 2 公
噸，瑞芳金山約 1 公噸 )，產值突破 1 千萬圓。

7 島田利吉氏，明治 40 年進入久原礦業的日立礦山工作，在日本國內工作的期間約 9 年，之後近 20 年的歲月，隨著久原礦業開發
海外礦山計畫，輾轉經營朝鮮的甲山礦山 ( 大正 5 年 )、馬來半島的ズングン礦山 ( 昭和 4 年 )、台灣的金瓜石礦山 ( 昭和 8 年 ) 以
及滿洲礦山 ( 昭和 13 年 ) 等海外的礦山。1934 年『臺灣通信社』中的「話題人物」專欄中，以「日本一の金掘り ( 日本首屈一指
的採金人 )」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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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報導中提到的「獎勵與黃金時價高漲」的

超過 4 公噸 11，其中金瓜石礦山印證之前的報導，

記載，說明了當年的時代背景。臺灣博覽會開辦前

年產量達到 2.604 公噸之高，成為名副其實的「亞

的 1930 ( 昭和 5) 年，日本政府因為解禁黃金輸出，

洲第一金礦山」。臺灣的金礦業也在此大環境的刺

導致黃金流出，動搖了日本的國內經濟。1931( 昭

激因素下加速成長，直到 1945 年太平洋戰爭末期，

和 6) 年，日本政府再度禁止黃金輸出，引發黃金

停止開採金礦為止。

價格大漲，開始出現金礦開採熱潮。一些過去被
認為是貧礦的礦區又再度吸引人潮回流，砂金淘洗

肆、小結

熱潮也開始出現。該年 9 月，日本與中國之間爆發

黃金高產量的背後，往往有著大環境需求的因

九一八事變，日本開始致力於大規模的侵略戰爭，

素，如果只著眼 1935 年瑞芳與金瓜石這兩座金礦

軍事工業大興，舉凡由國外進口鐵、銅、機械、油

山聚落的繁榮景象，很容易忽略黃金與戰爭、國際

類等軍需皆需要高額的黃金，黃金增產便成為日本

情勢其實是緊密相關的。亞洲第一金礦山的背後，

8

的國策 。1932( 昭和 7) 年，日本政府宣布以市價

不只展現得天獨厚的自然寶礦，也有著人為意欲操

收買黃金，鼓勵黃金增產，1933( 昭和 8) 年臺灣的

作的過程。

9

黃金年產量超過 2 公噸，並且逐年增加 。

礦業開採，屬於軍需、能源工業。從 1935 年

1935 年 10 月 7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以「臺灣

臺灣博覽會礦山館的籌設過程來看，政商關係良好

礦業的躍進與金瓜石的產金事業」為題，刊登當時

的礦山經營者，在政治上亦似乎具有一定的影響

金瓜石礦山即將完工的新製煉所全景照片，並在報

力。然而未來尚需要更多的史料佐證，以進一步了

導中預測翌年完工的這座亞洲最大的製煉所，將為

解諸如後宮信太郎、顏家、日本鑛業株式會社等礦

金瓜石礦山帶來高額的黃金產量，屆時金瓜石礦山

業經營者的政商關係。

將不僅僅是「日本第一，亦將是亞洲第一的金礦
山」。報導中指出，「…水湳洞興建最新最大的製
煉廠。…俟完工後每年的黃金產額預估近 3 公噸，
目前日本全國的產金量約 16 公噸，金瓜石的黃金
產量就佔了將近 1/6。…相較目前黃金產額第一的
大分縣鯛生金山每年的 2 公噸來說，金瓜石金山將
成為日本第一，也無疑是亞洲第一。…」
1937( 昭和 12) 年，七七事變引發中日戰爭的
開始，日本政府進一步頒布產金法，作為獎勵黃金
生產的基礎。金礦之採、運、選、煉等新設施及新
工程，均可以領取高額補助金。1938( 昭和 13) 年，
隨著中日戰爭的進展，總督府再訂獎勵產金政策，
逐年增加補助金，同時設立日本產金振興公司，專
辦金礦業者之放款及獎勵貧礦處理等工作 10。此年

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中的礦山館，將
一般民眾很難任意踏入、嚴格管制的礦區，以容易
理解的方式，呈現在一般大眾的面前。所展示的動
力機具、模型、成績耀眼的統計圖表，以及閃亮的
金銀塊，一改礦區灰撲撲的色調，令參觀民眾大開
眼界。特別是模擬採礦實況的設計，是其他場館所
看不到的趣味，給礦山館的展示加分不少。
臺灣博覽會期間，亦舉辦博覽會宣傳歌曲徵
選，獲選的歌謠「臺灣好」在博覽會期間廣為播放。
短短的歌詞中除了歌頌臺灣的風光、蔗田、香蕉，
寶島的米、茶之外，也提及「山脈中的黃金」。透
過這些視覺、聽覺的反覆強調，當時“礦業臺灣”
的印象應該深植人心。

黃金年產量達到歷年的高峰，臺灣的黃金年產量已

8『臺灣之金』，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編，1950 年，P.38
9『臺灣鑛業史』( 下冊 )，臺灣礦業史編纂委員會編，1969 年 P.1091-1092,1100
高橋春吉「臺灣の金礦業に就て」『日本礦業會誌』No.578，1933 年 P.374
10 ( 同註 9)，P.1079-1080
11 ( 同註 8)，P.49-51，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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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博覽會是一次全面性的文化、產業、貿易、
民族同化等面向的大體檢，在回顧這場博覽會盛宴
的過程，宛如翻開當年社會發展的一頁目錄。藉由
「礦山館」的展示內容，得以一窺臺灣金礦業的更
迭消長，也讓 1930 年代黃金的高額產量以及各項最
新的採、選煉礦等現代化設備做一次亮麗的呈現。

參考文獻
1. 程佳惠，『台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 -1935 年魅力
台灣 SHOW』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2. 呂紹理，『展示臺灣 : 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
形象表述』麥田出版 /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2005 年。
3. 張世朋，『日治時期始政四十年台灣博覽會之研
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
4. 陳慈玉，「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台灣輸出產業の  
発展と變遷(下)」
『立命館経済学』(第61卷第1 号 )。
5. 陳威廉等，『懷念的故鄉金瓜石』，2008 年。
6. 唐羽，『臺灣採金七百年』，臺北市錦綿助學基金會，
1985 年。
7.『臺灣之金』，臺灣銀行臺灣特產叢刊，1950 年。
8.『臺灣鑛業史』，臺灣省礦業研究會，1969 年。
9.『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會誌』，始政四
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發行，1939 年。
10.『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細谷真美館，
1936 年。
11.「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12.「臺灣舊照片資料庫」，臺灣大學圖書館。

86

87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101 年館刊
主辦單位 : 新北市政府
承辦單位 :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發 行 人 : 朱立倫
總 編 輯 : 林寬裕
主

編 : 蔡宗雄

企劃編輯 : 張錦莉、林純雅
執行編輯 : 莊薏慧
校

對 : 蔡宗雄、王慧珍、王韻涵、周青青、林純雅、
林慧如、嵇文勤、鄭宜峯、駱淑蓉、莊薏慧

翻

譯 : 楊瑞祺

美術設計 : 科甲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單位 :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地

址 : 22450 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金光路 8 號

電

話 : (02)24962800

傳

真 : (02)24962820

網

址 : http://www.gep.ntpc.gov.tw

出版日期 : 2013 年 7 月 ( 初版一刷 )
定

價 : 新臺幣 250 元整

I S S N : 2308-8427
G P N : 2010201324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