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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誌》中六塊涉外事件紀念碑的
史事探述
姚開陽／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基隆市志》無論那一年代的版本，都同樣記載有六塊英文石碑，似乎是紀念很

重要的涉外事件，但由於市志沒有附上碑刻的內容，加上現在六塊石碑都已不知下
落，難以確定市志的記載是否真實，但感覺上似乎有問題。

透過搜尋文獻與田野調查，發現市志的記載與石碑真正紀念的事情絕大部份無

關，但由於其錯誤是誤植另一真實的歷史事件，很容易讓人不察而相信，這可能就是
《基隆市志》與坊間出版的碑刻相關書籍錯誤超過六十年卻始終未更正的原因。

本篇論文糾正了《基隆市志》長久以來的錯誤，並且延伸說明六塊紀念碑背後所

涉及清代西方人在台灣周邊海域活動的歷史，雖然沒有市志原來以為的那麼重大，但
仍然是基隆市非常重要的海洋文化資產，不應該任其錯誤下去。

關鍵字：基隆、海事、洋人、紀念碑、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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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6 Monuments of Foreignrelated Events in the Chronicle of Keelung City
Yao,Kai-Yang

ABSTRACT
The Chronicle of Keelung City were recorded there are six monuments seem to be a very
important foreign-related event, but because the city chronicle has not attached the original content,
and now the six monuments are gone, Therefore, it is har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records of the
chronicle are true, but it seems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
Through the search for literature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city chronicle
record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actual commemoration of the monuments. However, because
the mistakes are also real historical event, it is easy for people to be-lieve it, this may be the reason
why the city chronicle have been wrong for more than sixty years but have not been corrected.
This paper corrects the long-standing mistakes of The Chronicle of Keelung City and described the
history of the marine activities in Formosa water of the Wester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Although
it is not as important as the original imagination, but it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cultural assets in
Keywords : Keelung, Maritime, Foreigner, Monument, 19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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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在《基隆市志》 (1958 年版及 2001 年版 ) 中有關於清末六塊涉外事件紀念碑的記

載，1然市志中對於其紀念事由的敘述似有不合理之處，引起筆者研究的動機。六塊紀
念碑中四塊在二沙灣，二塊在仙洞巖。二沙灣原為海水浴場，70年代後填海築碼頭，
地貌已全非，仙洞巖中的寺廟亦經過多次改建，目前各碑皆已難尋。

《基隆市志》對於六碑的敘述最早出現於 1958 年版，此後所有版本內容完全一

致，再查考其他碑刻相關書籍敘述亦雷同，可能引自同一來源，考察其文字用辭似是
翻譯自日文，所以可能沿襲自日治時代的文獻。然由於《基隆市志》中未附照片或拓
印，亦未抄錄碑文，因此無法比對其敘述是否正確。

經筆者蒐集日治時期文獻包括石坂莊作(1870-1940)編著之《北台湾の古碑》，加

上找到部分碑刻的照片，終於釐清各碑原始內容，發現與《基隆市志》中的紀載出入
甚大，並推測其錯誤產生的原因，故撰本文。

二、 文獻探討
以下是1958年版《基隆市志》對六塊石碑的敘述。

Charles Edward Forrest紀念碑:
Charles Edward Forrest紀念碑，在沙灣山前，即海水浴場附近。碑高四
尺五寸，闊二尺五寸，碑時面現薄白黑點，建於同治十年，相傳為爭採
基隆煤礦，為我琉球藩民牡丹藩人所殺者。

⸻—

1

陶文輝編篆，《基隆市誌》(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8)，頁10-11。同樣內容出現在：李進勇編撰，《基隆市志》(基
隆市文獻委員會，2001)，卷四、經濟志、交通篇、第六章觀光事業，頁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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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Moyes紀念碑:
Samuel Moyes紀念碑，在本市二沙灣山前，亦在海水浴場附近，為茶褐
色之石碑，碑高四尺五寸闊二尺二寸，建於光緒二年，相傳為攻略花蓮
太魯番之荷蘭人。

H.M.S. Serpent石刻:
H.M.S. Serpent等紀念石刻，在仙洞窟內，所謂「秘密深窟」，約八十
尺之深，刻於自然巖面上，橫六尺，縱二尺八寸之石碑，建於同治五
年，傳聞為紀念來基鼓勵栽培茶樹之英國人名羅托者。

Burk等之簽名紀念碑石:
Burk等之簽名紀念碑，在仙洞約在洞內深四十餘步之巖壁上，此為咸豐
十年(西元1860年)葡萄牙之「愛魯波」號，駛至高雄，有「利希杜何天
炎」者，來淡水港一帶調查地質時所簽書。
「S.S. Laptek」輪遇難紀念碑:
「S.S. Laptek」輪遇難紀念碑，在二沙灣(海水域場附近)岸上，築有二
重石台，高上部五尺，下部五尺，建立於光緒十三年 ( 西元 1874 年 ) 為
「S.S. Laptek」號遇險出事，遭難所立之碑石也。
「Henry」石碑:
位於二沙灣(海水域場附近)之岸壁上，為淡墨色之石材，高四尺三寸，
橫二尺八寸，建於同治六年。據傳係先後有美國船「羅烏拉」號及應國
艦「空摩路拉卜」暨「西路比亞」號與土藩相殺擊，此為參加作戰之外
國人名。是時金包里海嘯大作。2

⸻—

2

陶文輝編篆，《基隆市誌》，頁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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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基隆市志》中關於六塊石碑的文字記載頁。圖例來源：《基隆市志，1958》(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第十九種、
文物篇，頁10-11。

由《基隆市志》中對於船名與人名的用詞譬如「羅烏拉」、「空摩路拉卜」、「

西路比亞」或「愛魯波」、「利希杜何天炎」等推測這是日治時期以片假名音譯外來
語，戰後再由片假名轉譯為漢字而成今日之用詞，因此尋找日治時期資料一有助於追
溯這些敘述更早的出處，二可能獲得原始碑文內容而釐清真相。

石坂莊作所編著之《北台湾の古碑》發行於大正12年(1923)，是以手刻蠟版方式

印製，碑的形狀與碑文是以手繪書寫方式呈現，因此可能是在現場描繪的。石坂莊作
另有寫真，可能是邱秀堂編著《台灣北部碑文集成》中附照片的來源，從《北台湾の
古碑》中無「H.M.S. Serpent 石刻」、「Burk等之簽名紀念碑石」兩碑所以《台灣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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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碑文集成》中亦無可以看出。
以下根據《基隆市志》記載的順序說明：

三、 Charles Edward Forrest紀念碑
本碑根據《基隆市志》敘述建於「同治十年」即1871年，市志又說「相傳為爭採

基隆煤礦」，按當時台灣採煤仍被清廷嚴令禁止，但早在1847年英國皇家海軍少校戈
敦(David MacDougal Gordon)就已率軍艦「保皇黨號」(HMS Royalist)號來雞籠勘查煤

礦。1854年美國培里提督(Adm. Matthew Calbraith Perry)派遣阿波特上校(Capt. Joel

Abbot)率領「馬歇德尼亞」號 (USS Macedonian) 與辛克雷少校(Lieut. Com. Sinclair)率
領「沙布萊」號(USS Supply)兩艘軍艦來台勘察煤礦。

1867年船政大臣沈葆楨已建議自行開採官煤，並先遣馬尾船場的煤鐵監工法國人

都逢( M. Dupont)來雞籠勘查。1870年煤禁解除，1875年赫德介紹沈葆楨的英國籍礦

業工程師翟薩(David Tyzack)來台勘查，1876年官煤正式開採。所以很難想像到1871年

還會有洋人因為爭採基隆煤礦而「為我琉球藩民所殺害」，何況基隆煤礦如何能與琉
球藩民發生關係？

「琉球藩民」一詞在台灣歷史上印象最強烈的出現應該是1871年10月琉球船民被

排灣族殺害，引發後來日本侵的「牡丹社事件」(或稱八瑤灣琉球人事件)，這個時間

點倒是十分的吻合。如果這個推論是正確的，那麼本碑的豎立時間就不可能是同治十
年(1871年)，原因為：

(一) 琉球船民被殺的時間已經是1871年末，時間上來說不可能在當年就豎立起紀念碑。
(二) 清廷既稱琉球船民被殺為生番所為，非其管轄範圍，怎麼可能自毀立場為其立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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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琉球船民被殺在日軍入侵之前是小事一樁，清廷官員不可能主動為其立碑，到了
日軍入侵已經是1874年的事情，就算迫於外交壓力立碑，至少也要到1875年事件
結束之後才有可能。

(四) 「琉球藩民」是日本用語，清廷尚統領台灣時不可能用此詞，而日本也要到1872
年9月吞併琉球王國之後才會使用。

(五) 稱「為我琉球藩民」可以肯定是從日本人的角度。
根據市志所述做出推論，此碑似是1895年日本治台之後所立，所謂同治十年是指事

件發生的時間而非立碑的時間，所謂的「為我琉球藩民所殺害」事實上應該是「我琉球
藩民被殺害」。至於「相傳為爭採基隆煤礦」，既稱「相傳」，大概就不一定正確了。
但真相是什麼呢？以下是「Charles Edward Forrest紀念碑」的照片(旁附碑文謄錄)：

IN MEMORY
OF
CHARLIES EDWARD FORREST
MASTER BRITISH BARK
WESTWARD HO
DROWNED AT THE WRECK OF HIS
VESSEL NEAR THIS SPOT 9th AUGUST
1871
AGED 32

圖2)

Charles Edward Forrest紀念碑及碑文內容。圖例來源：邱秀堂編著，《台灣北部碑文集成》，(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
會，1986)，頁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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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的大意是「紀念英國三桅帆船「 Westward Ho 」號的船主 Charlies Edward

Forrest，他於1871年8月9日在這附近隨船而沉，享年32歲。」

相同的內容亦見於石坂莊作編著之《北台湾の古碑》。「チヤレス エドワ-ド」

即「 Charlies Edward 」，書中抄錄之碑文與紀念碑一致，但石坂莊作在一旁的註釋

卻出現「我琉球藩民」﹑「牡丹藩」﹑「石炭開掘」﹑「基隆同知」﹑「煤務」等
與碑文無關之敘述卻與《基隆市誌》的內容吻合。 3不過石坂莊作並未指明這些敘述

與碑文有關，可能只是並列同一時間發生的其他事件，類似大事紀的寫作方式，卻
讓後來的《基隆市志》誤以為是碑文的內容。

這件事還與引進茶葉到台灣種植

而 聞 名 的 英 國 商 人 約 翰 ･ 陶 德 (John

Dodd,《台灣通史》譯度益度)有
關。1871年8月9日颱風襲擊雞籠，港

內兩艘船被暴風吹毀，一艘是法國的

「Adele」號，一艘就是本碑所提及的
「Westward Ho」號。當時約翰･陶德
正代理美國領事，見狀跳入水中游向
法國船，將纜繩繫於船岸之間讓法國
船員得以脫困，陶德因此受傷成為跛

腳，「 Westward Ho 」號則與船主

Charles Edward Forrest一同沉沒，事

後法國政府要頒授榮銜給陶德被英國
圖3

《北台湾の古碑》關於Charles Edward Forrest紀念
碑碑文抄錄及作者的註釋。圖例來源：石坂莊作編
著，《北台湾の古碑》， ( 台北：台灣日日新報
社，1923)，頁26。

⸻—

4

政府婉拒，改由英國頒授他一等亞伯

達勳章(The Albert Medal of the First

Class)。

Lan Keller, Formosa, (The Reed Institute, https://www.reed.edu/formosa/texts/JohnDoddBio.html 201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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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1871年8月9日雞籠發生大颱風，時任美國代理領事的茶商約翰•陶德因為救援遭難法國船「Adele」號船員而被授予勳
章。另一艘英國籍的「Westward Ho」號則與船主Charles Edward Forrest一同沉沒，這就是本紀念碑的由來。圖例來
源：作者自繪。

碑文中的「NEAR THIS SPOT」，所謂「THIS SPOT」應指的是紀念碑豎立的

地點，也就是在沙灣山前、海水浴場附近，由此可推知Charles Edward Forrest喪命的
地點。

四、Samuel Moyes紀念碑
《基隆市志》中提到此碑立於「光緒二年」即1876年，「相傳為攻略花蓮太魯番

之荷蘭人」。如果是指十七世紀荷蘭人尚佔領台灣的年代就十分的離奇，因為在清代
的光緒二年不可能為了250年前入侵台灣的荷蘭人立碑。

不過在1876年花蓮的太魯閣原住民的確因為清廷沈葆楨的開山撫番政策，台灣鎮

總兵吳光亮率兵攻打阿美族社原住民，即所謂的「大港口事件」，以立碑時間 (1876
年 ) 來看這個可能性很高，因為完全吻合，而且與「攻略花蓮太魯番」之記載不謀而

合，這也是台灣歷史的重要事件，但在《台灣北部碑文集成》中抄錄的碑文則發現與
⸻—

5

邱秀堂編著，《台灣北部碑文集成》，頁180。此碑在該書中只有碑刻內容文字而無實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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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ABLET
IS ELECTED BY THE OFFICERS
AND MEN OF H.M.S. LAPWING
IN AF-FECTIONATE REMEMBRANCE
OF

SAMUEL MOYES
STOKER WHO DIED AT
KEELUNG
OCTOBER 1st 1876
AGE 38 YEARS
MUCH ESTEEMED BY ALL
WHO KNEW HIM
HIS END WAS PEACE

此事毫無關係： 5
這座石碑由英國皇家海軍軍艦

「H.M.S. Lapwing」號上的官兵所立，為了
紀念1876年10月1日在雞籠去世，享壽38歲

的司爐Samuel Moyes先生。認識他的人都喜
歡他，他已安詳的離世。

相同內容見於石坂莊作編著之《北台

湾の古碑》，「サミユエル モエ - ス」即
「 SAMUEL MOYES 」，書中抄錄之碑文

與紀念碑一致，但石坂在一旁的註釋卻出
現「太魯閣藩」﹑「八斗仔」﹑「石炭開
掘」等與該碑文無關之敘述卻與《基隆市
誌》中的記載吻合。筆者認為此與

「 Charles Edward Forrest 紀念碑」類似，

石坂可能只是列舉同一時間發生的其他事
件而非翻譯紀念碑的內容，譬如所謂「エ
ドワ - ド ハウス」是牡丹社事件曾隨日軍

來台「征台事件始末」的作者美國記者

「 Edward H. House 」，「タイザック」
則是指 1875 年由沈葆楨派來台灣探勘煤礦

的英國籍工程師翟薩 (David Tyzack) ，但
石坂並未提到荷蘭人。根據碑文內容這是
英國軍艦「 H.M.S. Lapwing 」號的官兵為
圖5

《北台湾の古碑》關於Samuel Moyes紀念碑碑文
抄錄及作者的註釋。圖例來源：石坂莊作編
著，《北台湾の古碑》， ( 台北：台灣日日新報
社，1923)，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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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死去同僚所立的碑，與攻略太魯閣藩或
荷蘭人毫無關係。

6

《基隆市誌》中六塊涉外事件紀念碑的史事探述
姚開陽

本碑提到的英國皇家海軍炮艦「H.M.S. Lapwing」號與台灣關係密切，多次往返

於福州雞籠之間，曾經在1876年來台灣東部包括蘇澳勘查，馬偕博士就是搭乘該艦到

花蓮傳教，因風浪太大及岸上原住民的敵意所以最終沒有登陸 ( 或許受到「大港口事

件」戰亂的影響)7。當時艦上協助馬偕的海軍軍官Henry N. S. Teignmouth後來曾出版

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a naval officer’s jottings in Chi-na,Formosa and Japan在書
中留下「H.M.S. Lapwing」號航行非常詳細的紀錄。

五、 H.M.S. Serpent石刻
《基隆市志》中「H.M.S. Serpent 石刻」稱傳聞為紀念來基鼓勵栽培茶樹枝英國

人名羅托者，所謂「英國人羅托」應是指自福建安溪引進茶種在台灣推廣種植的英國
商人約翰･陶德(John Dodd)，但是我們找不到約翰･陶德與HMS Serpent有任何連結。

在《北台湾の古碑》與《台灣北部碑文集成》中都未提及此碑，因此只能從「H.M.S.

Serpent」來研究。

「H.M.S. Serpent」是指英國皇家海軍砲艦「蟒蛇」號。「H.M.S. Serpent」與台

灣的關係第一個可能是1842年的「吶爾不達號事件」(Nerbudda incident)。1842年8月

29日「南京條約」簽訂後， 10月8日，英國派遣「蟒蛇」號從廈門前往臺灣基隆查詢
擱淺運輸船「吶爾不達號」(Nerbudda )與「阿吶號」(Ann)俘虜的下落，此時英方已
獲悉俘虜悉遭處決，「H.M.S. Serpent」艦長你夫(Commander William Nevill)攜帶英國

官方信函懸掛白旗進港，清廷官員拒收函件，並稱最後的生還者正被送往福州。你夫

不得要領只好在10月12日返回廈門，之後「H.M.S. Serpent」號又被派往安平接回倖存
的9個人。

⸻—

6
7

石坂莊作編著，《北台湾の古碑》，頁27。

馬偕•叡理 博士 (偕叡理牧師) (Rev. Dr. George Leslie Mackay) 大事年表。(project.mmc.edu.tw/records/sites/default/files/year.

pdf 201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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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S. Serpent」與台灣有關的第二個可能是1866年英國牛津大學博物學家柯

靈烏(Cuthbert Collingwood, 1826-1908)曾經搭乘由砲艦「H.M.S. Serpent」號(《台灣通

史》譯「薩本特號」)改裝的測量艦 (蒸氣明輪船，艦長Charles J.Bullock、輪機長John

Sutton兼任攝影師)自香港來到台灣考察。

柯靈烏搭乘「 H.M.S. Serpent 」從高雄 (Takao) 航行經過淡水（ Tamsuy ）與雞籠

(Kelung)考察大米與煤碳，測繪並命名雞籠北方三島8，並且溯河來到艋舺（Mangka）

，又遊歷了Sauo（Sano，蘇澳），6月13日到15日之間在蘇澳灣內停泊進行調查測量時

圖6

柯靈烏書中關於雞籠社寮島萬人堆海灘的鐵筆插圖，圖說形容這些像砂岩柱子(Sandstone Pillars)，奇怪的是他說這是位
在基隆港的南方，但實際上應該是北方才對。圖例來源：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

⸻—

8
9

彭佳嶼命名為Agincoort，棉花嶼命名為Crag，花瓶嶼命名為Pinacle，這些名稱記載於英國海軍的海圖中。

Collingwood, C., 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London–John Murray, 1868, pp. 101–102,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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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曾碰撞灣內暗礁，幸未造成損害。9柯靈烏在其1868年出版的《自然學家漫談中國海
岸》(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書中留下詳細的紀
錄。

總的來看，此碑以紀念柯靈烏搭乘「H.M.S. Serpent」考察台灣的可能性較高。

應該注意的是1842年與1866年的「H.M.S. Serpent」不是同一艘，前者是1832年下水，

後者是1860年下水，如果記載的是1860年之後的事情，那麼應該是後者。1887年一艘
新的魚雷巡洋艦取代了1860年這艘並且承襲了「H.M.S. Serpent」的艦名。

六、 Burk等之簽名紀念碑石
本碑在《基隆市志》中提到本碑的時間點「咸豐十年」(1860年)正好是清廷與各

國簽訂北京條約的時間，台灣的淡水、雞籠、打狗開港，此時洋船駛來各港口不無勘
查試航的用意存在。清廷與葡萄牙是在7月18日簽訂的和好貿易條約，其中第4款明訂

台灣與淡水為開放港口，所以葡萄牙船來台目的似與此有關。惟目前無法查出所謂「
葡萄牙之愛魯波號」究係何船、來淡水調查地質的「利希杜何天炎」或「Burk」究係
何人？在《北台湾の古碑》與《台灣北部碑文集成》中亦未提及此碑。

我們姑且先把葡萄牙放一邊，另外找尋史料，發現1859年普魯士攝政王派出包括

3艘戰艦與1艘補給船的艦隊前往東亞，尋求與中國、日本及暹羅建立通商條約關係，

進行學術與商業市場調研，並尋求建立普魯士的海外殖民地(當時的台灣也在考慮之列)
。

⸻—

10 Reinhold Werner, Die preußische Expedition nach China, Japan und Siam in den Jahren 1860,1861 und 1862. Reisebriefe, 2. Teil, p.
4.
11 余文堂，《19世紀普魯士統一德國前對臺灣的覬覦（1850-1870）》〈台北市：國史館刊第58期，2018.12〉，頁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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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11月9日，普魯士艦隊中的補給船易北河號(S.M.S. Elbe)在前往日本長崎途

中進入打狗港避風，船長韋納(Reinhold Werner)留下航海紀錄：

（1860年）11月10日，風向終於稍往北吹，我們已航抵福爾摩沙島南
部尖端，她的南端從西邊到東邊延伸約有4海里寬。雖在增強的季風吹
襲下，能受其掩護較好。我們朝她很接近巡航，驚歎如畫的景色，滿眼
看到壯麗與如階梯狀漸漸升高的島嶼，但惋惜這一塊美麗與豐腴的土地
還未受文明的薰陶，特別是她不是德意志的財產。 10
在等待的時候由於上岸打獵與原住民

發生衝突，「Elbe號」發砲攻擊原住民，彌
平了村莊。在東北季風稍歇後，Elbe號起碇
繼續開往長崎。11這場西方海軍與原住民的

戰鬥比 1867 年美國海軍遠征屏東南灣還要
早，但是很少被提及。

在普魯士科學調研團隊中有一個地質

學家名李奇賀芬（F. F. von Ricthhofen,《台
灣通史》譯李希霍芬），他來台灣調查淡水
與基隆之間的地質、硫磺礦與煤礦，回國做

出報告，被稱為台灣最早的地質科學研究12
。在普魯士遠征艦隊中還有一名風景畫家艾
圖7

李奇賀芬（F. F. von Ricthhofen）就是基隆市志
上的「利希杜何天炎」。圖例來源： (http://
d e . w i k i p e d i a . o r g / w i k i / Fe r d i n a n d _ v o n _
Richthofen. 2019.04.10)

⸻—

伯特･伯格(Albert Berg, 1825-1884)，他出版
的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

Asien, Fahrten des Königlichen Geschwaders

12 余文堂，《19世紀普魯士統一德國前對臺灣的覬覦（1850-1870）》，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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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m 12ten August 1860 bis zum 2ten Mai 1862. 書中有許多與台灣有關的圖文。
很顯然《基隆市志》是把普魯士誤以為是葡萄牙了。所以「葡萄牙船愛魯波號」

其實就是「普魯士的Elbe號」，「利希杜何天炎」就是「李奇賀芬」，而「Burk等的
簽名」似為「Albert Berg等的簽名」。

七、 S.S. Laptek輪遇難紀念碑
「S.S. Laptek輪遇難紀念碑」是指1874年一艘在英國倫敦註冊的輪船「 Laptek」

號滿載糖與菸草，由船長Tough指揮自汕頭開往上海，於6月28日在基隆外海8英里處
觸礁，船長設法把船擱淺在Mason Bay(可能是瑪鋉)並發出呼救，停泊在雞籠港內福建

船政的「福星」號軍艦於是開來救援。船長把乘客與部分貨物卸載後又回來照顧他的
船以避免被他人劫掠，當時台灣以打劫海上遇難船隻而惡名昭彰，不過這一次卻成為
例外，可能是因為「福星」號管帶積極的行動所造成。事實上當時旁邊就有一艘德國
的軍艦「伊莉莎白」(S.M.S. Elizabeth)號，卻拒絕「S.S. Laptek」號的求援。

在Mason Bay 停留兩天後，「福星」艦開往淡水，但因為船長的要求又回來現場

停留，而且當地的清軍指揮官還派中式水師戰船前來協助。7月17日夜晚一場可怕的
颱風襲擊了台灣的北部，「S.S. Laptek」號的船殼破裂，留在船上一名寶順洋行（Dodd

& Co）的職員格雷格(Greig)與前來協助的英國皇家海軍H.M.S. Kestrel號一名上尉和六
名水兵都被淹死了，成為一場悲劇。 22 日，另一艘福建船政的「萬年青」號輪船把

Tough船長與其他船員免費載往上海。 13

⸻—

13 Commercial Report from China, 1874， Harrison & Sons, 1875，頁71

23

文資學報
第十三期

「S.S. Laptek」號遇難過程的記載中值得一提的是與福州船政局派駐基隆幾艘軍

艦的互動，包括「萬年青」號(船政建造第一號艦)與「福星」號(船政建造第三號艦)，
顯現當時清廷經營台灣海防的力度。雖然台灣海岸的人民仍然習於打劫路過遇難船

隻，但官方已經具備國際海難救助的觀念，免費提供各種協助。不幸的是「福星」於

1884年8月23日在清法馬江海戰中被法艦擊沉，「萬年青」於1887年在上海被英國輪
船撞沉。

同樣的文獻指出其實「S.S. Laptek」的貨物已經有保險，對寶順洋行基本上不會

有太大損失，為何船長堅持要留人在船上駐守，最後造成多人因船難而死亡？我們由

Tough船長多次堅持要回到船上以免被
他人劫掠，或許可以找到原因。

在石坂莊作編著的《北台湾の古

碑》中有關於本碑的紀載，「ラブテ
ク」就是「 Laptek 」，在十字架型的

紀念碑上刻有以下文字:「In The Midst

of Life We Are In Death」，「Sacred

to the memory of Eutenant Charles
Gardner R.S. James Greig E&O
merchant John Weatmoreland, Leading
Stoker John Scary, 2nd Cap. F. Cart
Robert, B. mingo, Able Seaman and
George Oseborne, Henry T. Higging and
圖8

《北台湾の古碑》關於「S.S. Laptek輪遇難紀念碑」
的碑文抄錄，由於本頁只敘述石碑規格而未同其他頁
並列其他事件，所以「基隆市志」中也就沒有更多敘
述。圖例來源：石坂莊作編著，《北台湾の古碑》
，(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3)，頁24。

⸻—

14 石坂莊作編著，《北台湾の古碑》，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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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福建船政水師的「福星」號軍艦在颱風天護衛擱淺基隆岸邊的英國輪船「SS Laptek」。圖例來源：作者自繪。

July 1874」。 14
大意為:「生命之中死亡同在」，「紀念查爾斯·加德納中尉，E＆O商人詹姆斯·

格雷格，司爐長約翰·韋特莫蘭，上等兵水手約翰·斯卡里與羅伯特敏果，以及喬治奧
斯本﹑亨利海金和赫伯西門斯等爐工」，「英國皇家海軍軍艦克斯特里爾號」，「1874
年7月17日至18日的颱風期間淹死在位於台灣外海的Laptek號沉船中」。

由於《北台湾の古碑》中對於「S.S. Laptek輪遇難紀念碑」沒有並列其他事件，

所以「基隆市志」也就沒有更多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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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Henry石碑
《基隆市志》中在敘述「Henry石碑」時所提到的「羅烏拉」號研判應為美國三

桅帆船「羅妹號」(Barque Rover，亦翻譯為「羅發號」，《台灣通史》譯「那威號」)
，所謂應國艦「空摩路拉卜」實為英國砲艦「HMS Cormorant」號(「鸕鶿」號，,《
台灣通史》譯「科爾摩蘭」號)，「西路比亞」號則為配合行動的英國測量艦「HMS

Sylvia」號(原為砲艦，與「HMS Cormorant」同級)。這幾艘船同時出現，加上同治六

年(1867年)的時間點，幾乎可以確定市志所指的就是「羅妹號事件」(Rover incident)。
「羅妹號事件」發生於1867年3月12日，造成美籍船長J. W. Hunt夫婦等13人遭原

住民殺害，由於清廷地方官的不作為，美國駐廈門總領事李仙得 (Charles W. Le

Gendre ，或譯李禮讓 ) 說服亞洲艦隊司令海軍少將 Henry H. Bell 於 1867 年 6 月 13 日
率”USS Hartford,”與”USS Wyoming ”兩艘軍艦搭載181名水兵與海軍陸戰隊由福

圖10

所謂應國艦「空摩路拉卜」實為英國砲艦“HMS Cormorant”號(鸕鶿號)，圖為該艦前來屏東墾丁砲轟原住民的新聞鐵
筆畫。
圖例來源：Illustrated London News, June 16, 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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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叢林中與原住民作戰，結果出師不利，一名美國海軍軍官陣亡。圖例來源：Harper's
September 1867

Weekly

,7

州出發在南台灣登陸卻遭排灣族伏擊，” USS Hartford, ”號副長 Alexander Slidell

MacKenzie 少校(《台灣通史》譯馬特希節副提督)陣亡，美軍無功而返。之後李仙得
於10月10日再度扺臺終於在琅𤩝與排灣族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會面交涉，雙方達成協

議卓杞篤同意歸還船長夫婦的首級及物品，並協議未來若有海難以紅旗為求援信號以
避免誤會，此即「南岬之盟」。

如果「Henry石碑」紀念的是「羅妹號事件」那的確是台灣歷史上的大事，但《

基隆市志》說成「與土藩相殺擊，此為參加作戰之外國人名」則不知所云。而且我們
不解發生在台灣南部的事為何會在北部的雞籠立紀念碑？此外「Henry石碑」的Henry
到底是誰？這些都引發莫大的想像空間。不過當找到「Henry紀念碑」的照片看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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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ED TO THE MEMORY
OF

HENRY
THE BELOVED SON OF
HENRY & MARY ANN RAMSEY
OF SOUTH SHIELDS
WHO DIED AT SEA
AUGUST 7 1867
AGED 11 YEARS AND
10 MONTHS。

圖12

「Henry石碑」及碑文內容。圖例來源：邱秀堂編著，《台灣北部碑文集成》，(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86)，頁
158。

文的敘述後，才發現本碑與「羅妹號事件」完全無關。
「Henry石碑」紀念的是來自南希爾茲(英格蘭Tyne河口的地名)的亨利與瑪麗安藍

姆賽夫婦的兒子亨利，他在1867年8月7日死在海上，享年11歲又10個月。我們不瞭解

他的死因，根據資料亨利･藍姆賽是船長，1876年之後在汕頭擔任領港，於1883年去
世 。15

⸻—

15 Robert Bickers，Fifty years in China (https://robertbickers.net/2015/08/14/fifty-years-in-china/)
16 石坂莊作編著，《北台湾の古碑》，頁25。
17 1867年12月18日（同治6年11月23日）晨9:45因台灣北部大地震引發雞籠大海嘯。

28

《基隆市誌》中六塊涉外事件紀念碑的史事探述
姚開陽

圖13

《北台湾の古碑》關於「Henry石碑」碑文抄錄及作
者的註釋。圖例來源：石坂莊作編著，《北台湾の古
碑》，(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3)，頁25。

圖14

《北台湾の古碑》關於「亞歷山馬鬼斯之碑」碑文抄
錄及作者的註釋。圖例來源：石坂莊作編著，《北台
湾の古碑》，(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3)，頁23
。

在石坂莊作編著的《北台湾の古碑》中有關於本碑的紀載，抄錄碑文一如前述，

較特別的是旁邊的註釋文字。所謂「米船ロヴア-」就是「美國船隻Rover號」(《基隆
市志》中稱「羅烏拉號」)，「英艦コモルラント」就是英國砲艦「HMS Cormorant」
號(《基隆市志》中稱「應國艦空摩路拉卜」)，英艦シルビヤ」就是英國測量艦「HMS

Sylvia號」(《基隆市志》中稱「西路比亞」號) ，並且提到「南岬」與「藩人襲擊」。16
可見《基隆市志》的敘述源出於此。

Henry Ramsey的死亡、「羅妹號事件」與「金包里海嘯大作」17都發生在1867年，

⸻—

18 石坂莊作編著，《北台湾の古碑》，(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3)，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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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將同一年發生的幾個事件並列是石坂莊作的寫作習慣。
根據《北台湾の古碑》，基隆另外還有一塊涉外紀念碑未出現在市志中就是

「ALEXANDA MARQUIS」(亞歷山馬鬼斯之碑)，他是台灣商務局「駕時」號輪船

(SS CASS)的管輪(Engineer)，1890年6月27日死於基隆享年42歲，碑由「駕時」與「飛

捷」(SS FEECHEU)兩輪的船長所立。註釋中提到牡丹社征討、劉銘傳的請辭與沈應
奎代理等事，也與碑文也無關。 18

九、 結語
《北台湾の古碑》出版於大正12年(1923年)，所以《基隆市志》所述內容至少可

以追溯到這個時間點。本書很特別的是全部用手繪及手書，如果石坂莊作能夠畫出紀
念碑的式樣及內容，應該是曾親眼見到實物，有相當可信度，但石坂莊作在一旁的註
釋並非碑文而是並列同一時期的其他事件，這種寫作方式可能造成《基隆市志》的誤
引。

六塊石碑經筆者考證發現其所紀念的內容並不如《基隆市志》寫得那麼重要，但

也是清代西方人在台灣海域的活動紀錄，彌足珍貴，更是重要的海洋文化資產。我們
期待基隆市政府在下一版的市志中能夠更正，並啟動調查各碑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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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記憶機構化談文化資產保存
陳儀芬╱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博士生

摘要
近年來，文化資產保存受到重視，不論是對有形文化資產的認定及維護，或是對

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與傳承，各國文化行政組織皆不遺餘力。而文化資產的定義論
述，也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保護無形文化遺產
公約》的內容規範下風起雲湧。文化資產本為人類集體記憶的載具，然而其意義與價
值卻在機構的權力運作中不斷變動著。本文即以回顧記憶的機構建置為開端，藉由探
討其中的知識產製過程、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相互依存與辯證關係，進而指出歷史記
憶與文化資產的重要性，就在於再現與重製它們時所能帶出的當代詮釋。

關鍵字：記憶機構、知識產製、文化資產保存、再現、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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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emory to the
Safeguarding of Cultural Heritage
Chen,I-Fen

ABSTRACT
The safeguarding of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come a matter of concern for different countries
worldwide in recent years. Cultural administrations endeavor to settle issues like listing,
maintenance, preserving and practicing for 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s. The discourse of
cultural heritage raged after UNESCO’s declaration of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and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cultural heritage had been altered consequently,
despite it was, in fact and originally, the vehicle of human collective memories. The present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memory institutions, a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subjects, so as to reveal that the very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cultural heritage lies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m by
reprodu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Keywords: memory institu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safeguarding cultural heritage,
representation,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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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記憶的機構化
記憶研究在二十世紀興起，學者多以「記憶潮」（ memory boom ）現象稱之

（Huyssen, 2012: 15; Terdiman, 1993），或是以「記憶產業」（memory industry）看
待（Klein, 2000），更有記憶浪體（memory wave）的說法（Kansteiner, 2002）。然
而，這些或多或少都牽涉了對記憶可能消失的危機意識，或是對記憶正確性的質

疑。Silke Arnold-de-Simine（2013）於《Mediating Memory in the Museum》指出，直

至二十世紀初期，對於記憶的看法仍是偏向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思維，普遍相信能「
非自主閃現的記憶」（involuntary memory）才是「真實」的記憶，而類似的看法也可

以在深層記憶與創傷經驗研究中找到，因太痛苦而無法回憶的心理防衛機制（defensive

mechanism）（Faye, 2001: 526）。Elizabeth Stainforth（2016: 324）在討論歐洲數位圖

書館的構建過程當中發現，歐洲學術界所進行的記憶研究多與認同議題相關，尤其是
透過文化資產的論述而重建歐洲之為共同體的認同。現代神經生理學家也告訴我們，
記憶並非單純只是重新搜尋資訊的再現，更包含了藉由「重新想像」的功能來運作。
情節式的記憶與個人經驗、感情連結就有關連，而語義式（semantic）的記憶則有較

多的知識建構需求（Arnold-de-Simine, 2013: 15）。也就是說，回憶本身就牽涉許多「

選擇」與「重組」的過程，終於也會充滿了壓抑、錯置與扭曲。然而，研究並思索回

憶成相的原因，不僅是辨其真偽，更在於我們可以從中得到對過往經歷的反省與啟
發。

對於回憶著墨甚多的Walter Benjamin，論及Marcel Proust時也曾採用「主動式記

憶」（voluntary memory） 以及「非自主閃現記憶」（involuntary memory）的分類，
並指出在《追憶似水年華》（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中，「Proust的步驟不是
去反省過往，而僅是將過去帶到現實中（Not reflection but making things present is

Proust’s procedure.）」（McCole, 1993: 253, 263）。Benjamin所主張的觀點也如同

他在〈柏林紀事〉（A Berlin Chronicle）所述，要將回憶實踐成一種「反省」的過程，
而不是單純地「將過去帶到現實中」。Esther Leslie曾提到Walter Benjamin對於記憶研

究的貢獻，尤其是對於不斷追憶（remembering）、反省（reflection）所能帶出的救贖
與詮釋力量值得重視（Lesli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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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甚有創傷研究援引演化論，認為記憶會在大腦留下痕跡而傳承下一代（Bennett,

2004; Caruth, 2016）。如同個人記憶的遺失、斷裂，回憶的選擇與重組，歷史書寫與

集體記憶之間也必然發生斷裂（Halbwachs, 1992）。歷史是由一連串散落、毀損，甚
至已經亡佚的記憶所組成（Terdiman, 1993）。也正如Pierre Nora所指出，那些散存

在於習俗、祭典與傳統社會中的記憶，在現代社會中已然褪去，失去其原始、真實的
氛圍。現代社會「記憶所繫之處」（places of memory）則是以資料庫式、快速存取

的物質化方式進行（Nora, 1989: 7）。縱使，具神聖與原初意義的集體記憶是否存在

仍待商榷，而記憶是否真僅／緊繫於物件、地點亦眾說紛紜（Adorno, 1981）。對於

「記憶機構」（memory institutions）存在的肯定卻是學界不爭的事實，如博物館、
圖書館與資料庫等，甚或是廣義的「知識組織」（knowledge organizations），都曾

經建構知識、書寫歷史，也正在我們的社會中透過不同的媒介模式選擇、重組以保存
人類記憶碎片（ Dupont, 2007:13; Trant, 2009: 369 ； Given and McTavish 2010;

Macnaught 2008）。從捷克博物館學家Zbynek Z. Stransky的著作The Ontology of Memory
and Museum當中，我們可以找到記憶與博物館之間更緊密的論述連結。他認為記憶是

流動的而非固定，記憶具有成長生命的本質，而此概念暗示了記憶並不全然屬於過
去，它與現下息息相關。記憶不但可能被遺忘、被抹煞、被改寫、被召喚，更可以被
重新詮釋。而這樣的記憶論述，正體現了博物館之為記憶機構的深層使命（ Stransky,

1997: 269-272）。

為了避免遺忘，在沒有印刷輔助的時代，古典記憶術時常使用空間與建築的隱喻

來當作記憶的暗示捷徑，用以儲存影像及地點的相關資料（Yates, 2013）。例如Giulio

Camillo以 L’idea del Theatro 來構思宇宙萬物及其次序，以分類及陳列展示的方法來承
繼希臘羅馬時期的記憶術傳統。1同時運用視覺與空間的技巧，記憶機構的建築在結構
上也必須配合次序的邏輯（如圖一）。這個觀念（idea）與具體形象（image）的結合
模式，正是各類記憶機構（博物館、圖書館、資料庫等）的基本運作方法。
⸻—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iulio_Cami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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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L’idea del Theatro
（資料來源：http://socks-studio.com/2019/03/03/spatializing-knowledge-giuliocamillos-theatre-of-memory-1519-1544/）

博物館也會利用本身的建築或是具有紀念性、象徵意義的公共建物，來重新建構

記憶。常被提及的有為了紀念、想像古代學術的新亞歷山大圖書館；用以紀錄帝王個
人生平的哈德良別墅，或是戰後各國的反納粹紀念館等。在臺灣，原址為「新店二十
張景美軍事看守所」的「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以及人權紀念碑，即是以原看守所
建築來乘載白色恐怖的迫害與囚禁記憶（圖二），而紀念碑的意象，白鴿與受害者列
名則指向了自由渴望與無辜死亡的象徵意義（圖三）。

圖 二：仁愛樓內部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拍攝整理）

圖 二：仁愛樓內部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拍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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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人權紀念碑與受難者紀念碑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拍攝整理）

園區中另有以法庭空間及圖文呈現，將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標示為臺灣民主

發展中重要的里程碑（圖四）。不論是空間安排、物件的展列或是導覽說明，一切都
體現了國家級機構如何詮釋白色恐佈並構建集體記憶。

若從字源上來理解博物館，可以找到記憶（memory）、提示（reminder）與啟發

（inspiration）三大要素。從希臘古典時期的繆思神殿、羅馬時期展示自然事物的系統

花園，到所有知識的連結場所。在各類型博物館中所發生的分類、收藏與研究的行
為，奠定了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與啟蒙時代學科發展的基礎（Findlen, 1989）。而這些

發生在廣義知識組織、記憶機構內的系統與次序，「是一個由分類與模組型態所混合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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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拍攝整理）

而成的巨大結構，可隨其所需不斷擴張、收集、包含最新多元的型態再度融入結構
中」（Findlen, 1989: 160）。

當然，博物館的定義學者間也互有異同（Alexander, Alexander, and Decker, 2017;

Findlen, 1989; Ginsburch and Mairesse, 1997; Weil, 2014），而博物館的角色也如同

Kenneth Hudson在〈拒絕靜止的博物館〉（The Museum Refuses to Stand Still）所言，
因著當代脈絡不斷變動著（Hudson, 1998）。以歐美而言，博物館在功能面上，曾以

私人收藏、保存與炫耀展示的過程出現，但也一直與古物學和考古學物件的保存息息
相關（Pearce, 2013; Swain, 2007）。在組織概念上，經歷了從私人擁有、公共捐贈成
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機構的過程（Hall, 2002）。Hudson（1998: 43）指出，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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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物館是為「服務大眾而存在的」，以前的博物館則無此義務，過去博物館的主要
負責的任務是「藏品」而不是「參觀群眾」。但這所謂「服務大眾」，雖是以公共為
考量，謀社會福祉為名，卻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知識份子，透過博物館組
織運作，以上對下、階級分明的「教育」手段（ Hudson, 1998 ）。例如創立「三代
法」（three-age system）的丹麥歷史學家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也為實踐其

教育理念，曾親自導覽丹麥國家博物館。希望丹麥民眾能透過對歷史過往的認識，重
建民族自信（Hudson, 1987）。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學者George Brown Goode曾說博

物館是具備未來展望與「啟蒙動能」（agencies of enlightenment）的機構（Goode,

1891: 445）。令人難忘的當然還有英國Lord Elgin，認為帕特農神殿的大理石，可以

提昇「品味」的看法（St Clair, 1998）。顯然，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不論是
針對文明品味的培養、國族認同、科學發展及帝國展示的物件收藏與說明，以博物館
的功用來說，知識的傳播與教育仍是學者們共同看法（Goode, 1891; Hooper-Greenhill,

1992; Hooper-Greenhill, 1999）。美國博物館聯盟在一九九二年的報告中，也再度肯定
這樣的主張（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1992）。

從珍奇、古物到藝術品的收藏與展示，從航海殖民時期的獵奇到國威宣示，我們

可以發現博物館之為教育場域，必須將歷史的紀錄以及考古物件檔案化，並加以詮釋
以當作教材的事實。藉由斷代、文化叢（cultural complex）的辨識，或是二十世紀開

始的科學編年技術（如碳測法等），甚至是建立非單一解釋的後過程文化研究法，都
在繼續累積、產製著知識（Barker, 2010）。

在追溯國族主義與考古學關聯的研究中， Margarita Díaz - Andreu （ 2001: 429 ）

詳細探討了考古學的「政治角色」（ the political role of Archaeology ），她明確指

出，就算是在考古技術上的科學進展也都無法與當代社會政治的框架脈絡脫鉤
（ Díaz - Andreu, 2001 ）。知識，來自於過往的經驗累積，研究古物、古籍而建立的

知識論述，在中世紀末與文藝復興初期，就是菁英份子用以展現地位、權力的方法
（Rosenberg, 1990）。十五、十六世紀之後的歐洲國家，若曾以尊古典（希臘羅馬）

為名，行反教會之實，便可能是利用了考古學或古物學者蒐集到的資料來當作政治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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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工具（Díaz-Andreu, 2001: 430）。前面所提到的丹麥國家博物館，以再現卡馬爾聯

盟的輝煌，意圖重建民族自信與認同；第三帝國的祖國博物館與之後的民族主義和納
粹獨裁，恐怕難脫干係。

教育是啟蒙的開始，啟蒙是為了實用的公民與國家利益，十八世紀的考古學的學

術化與機構化，自始於斯。而因著教育與知識傳播，革命時代緊接而來。美國、墨西
哥、荷蘭及法國，中產階級找到可利用的知識與邏輯，推翻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的君
權神授、貴族統治（Díaz-Andreu, 2001: 431）。英國歷史學家Hobsbawm（2000）曾

呼籲史學界，應對人類歷史中的創制傳統（invented tradition）文化現象做跨領域研

究。他指出：「所有被創制的傳統，皆盡可能地利用歷史來進行合理化與凝聚共識……
成為了鬥爭的具體象徵」。另外，「歷史對民族、國家與改革運動而言，是構成意識
形態與知識的部分基礎。歷史並非真正地被保存在共有的記憶當中，而是透過選擇、
書寫、圖像化、大眾化以及機構化來進行」（Hobsbawm, 2000: 12-13）。研究被創制

傳統的重要性在於：藉此，史學家才能辨識出長久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習以為常
的事物，進一步發現其中所隱含的問題，那個充滿權力論述鬥爭的歷史再現問題。而

Hobsbawm針對跨領域研究的提醒，正可讓我們反思那透過了保存、展示物件，以研

究論述與教育手段，記憶機構與知識組織如何掌握了對於物質或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
詮釋權以及歷史書寫，記憶機構又如何扮演了知識產製的重要角色。

近年來，博物館本身與博物館學的發展，跨領域的路徑早已形成，其中包含了傳

播研究、教育理論、殖民反思、藝術社會學以及文化消費等等(Barringer & Flynn, 1998;

Hein, 2002; Hooper-Greenhill, 2013; Stevenson, 2005)。臺灣學者也在展示研究方面，

呈現了精彩的跨域研究。如王志弘與沈孟穎在〈誰的「福爾摩沙」？展示政治、國族
工程與象徵經濟中〉一文中，對於故宮博物院如何在本土化的氛圍與臺灣主體認同興
起的脈絡中，透過展示技巧，建構了文化消費論述、掌握歷史詮釋與文化治理權 （王

志弘 & 沈孟穎，2006）。方方面面地，博物館之為記憶保存與知識學科化的重要場

域，它的定義、功能，尤其是目的，一直都是一個關於「機構」與「權力」的議題
（Bennet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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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資產論述與保存
Michel Foucault在知識考古、機構運作、文明規訓與權力論述等方面的探討也都

觸及到類似的議題（Foucault, 1990; Foucault, 2012; Foucault, 2013）。關於國族或是集

體記憶之為歷史知識的形塑、保存與紀錄，近年在文化資產與博物館的研究當中，更
可見到以Foucault論述理論為基礎的分析。Laurajane Smith（2006: 13）在《Uses of

Heritage》一書當中，特別在第一章〈The Discourse of Heritage〉就點出「遺產的論

述建構本身就是遺產的文化和社會過程的一部分」。同時，遺產並非單純只是與過去
相關的物質存在。在文化的變遷中，遺產是充滿生命力的存在與行動的，其中更牽涉
到文化如何被再現、被論述，以便關聯起其他像是認同與權力等議題（Smith, 2006:

82-83）。論及國族議題時，Benedict Anderson認為「國族是一個被想像出來的政治社

群，本質上有其侷限的統治主權」，不僅如此，「各個社群不是以其真偽來區隔，而
是以它們如何被想像的方式來辨識」（Anderson, 2006: 6）。在Ernest Gellner眼中，

「國族主義並不是國族本身自我意識的甦醒，而是去發明創制一個從未在那裡存在的
國族」（Gellner, 1964: 169）。於是，我們似乎從這裡找到了跟先前對記憶與歷史的

討論呼應──「重新想像的記憶」再現或是歷史書寫與「創制的傳統」。更重要的
是，與國族認同、社群主體息息相關的文化資產概念也就在其中。

文化資產是依照現代需求，一場針對過往的再製儀式（Lowenthal, 1998: x），其

價值則取決於在特定的時空中，人們將它連結到物件、地點與習俗上的方式。文化資
產與選擇、權力與政治相關；也是地方、國族與國際利益的議題。就連在網路時代的

Europeana之為記憶機構，也企圖重複、召喚共有的歷史與文化以團結歐盟，以新媒

體操作集體記憶。從Europeana的成立與發展過程，甚至在網頁語言的選擇上，我們

都可從中觀察到歐盟各國的權力位階分佈 （ Stainforth, 2016 ）。正如同 Hyung Yu

Park（2013） 所言：「過往可以被刻意地選擇、變更並重新挪用來配合政治目的與意

識形態框架，藉此建立起現代的文化資產」(Park, 2013: 78)。對於恆真不變、價值永

恆的文化遺產看法，對記憶再現與歷史紀錄的質疑，學者們也紛紛提出批判，直指其
中的霸權與狹隘（Park, 2013; Smith, 2006; Watert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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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透過「選擇、書寫、圖像化、大眾化以及機構化」而成歷史，或成為文化遺

產。這一切不但是文化與社會變遷的表現，更是知識產製的過程，而博物館（或類博
物館等記憶機構）一直都是知識產製的重要所在之一（Hooper-Greenhill, 1992）。如

果不可避免地，過往的「真相」必須是透過「選擇」而被重新「書寫」的，這個無法
再現真相的景況也一直存在於人類文明與文化的傳承中，那麼，所有個別事例
（individual instance）也必定牽涉當代時空脈絡（context）中的權力論述（discourse

of power）的運作，對於這個權力論述的理解與關懷，正是記憶、歷史研究與文化資

產學者們共同的主張，而去注意這個永不停歇的學科機構化與知識產製，也是本文的
看法。

針對人為破壞與年久失修的文化遺產保存，以及特殊自然景觀維護，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ESCO）遲至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才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
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為保存人類集體記憶、歷史文化與自然生態，立意良美。一九九二年開
始進行的「世界記憶計畫」，以保存世界文獻遺產為目標，藉由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的
建立，提高文獻利用的普及率以及大眾對其重要性的認知。另外，以保護具有文化、
歷史或考古價值的人類生存遺跡為宗旨的《聯合國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則是在二
〇〇一年生效。緊接著，UNESCO在二〇〇三年訂定《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C），將遺產的認

定概念與提報重點，由以歐洲為中心的文化定義轉向了全球論述，並納入社區意識與
民俗生活內容。2然而，UNESCO的公約畢竟是機構論述，其中仍然牽涉許多國際權

利／力糾葛。申請成為遺產保護的過程，必須對於公約條文與成功案例深入了解，在
本國與國際上的操作，都是權力論述的策略運用。Natsuko Akagawa以日本和食申遺
為案例，結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認定的議題，檢視日本政府面對ICHC

之操作、提名的過程與動機。她也討論了日本和食申遺成功對日本國內的認同促進以
⸻—

2

內容詳見官網，https://whc.unesco.org/en/convention/上網日期：201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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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外的國際競爭，確有其影響（Akagawa, 2018a）。

Akagawa指出，在申請策略上，日本顯然參考了已成功的法國飲食提案修辭，強

調地方、庶民與傳統記憶連結的論述。暗示一種後殖民回視的權力論述策略運用，映
照出歐洲中心典範移轉的現象，更有國際遺產政治及國家護衛機制之間的辯證關係。
而日本和食的申遺成功所帶來的榮耀感，對內展現了以文化財溝通、宣傳並緊密了社
群關係的效果。對外則即時解決了核災之後，日本食物可能遭放射污染的疑慮，更帶
領食物觀光的風潮與刺激消費。「食物外交」成為另一個日本政府在文化推廣上的重
要選項，是一種軟實力的彰顯，也超越了「公約」（beyond “Convention”）那簡單

的保護遺產概念與界線（Akagawa, 2018a）。本文在這裡更要指出，飲食文化遺產在
國際政治與東西方文化的權力鬥爭層次上，亦是超越了「傳統」

（beyond“convention”）本身。那看似單純、需要被保護的遺產（不變動意義），

反而在經歷機構化（符合認定）的過程中，產生溢出官方（本國與國際）的法規框架
的能量。那與之抗衡、互動的辯證關係，在新的脈絡下產生新的意義，漸漸地成為一
種可被利用、消費的「現代資產」。於是，從再現的角度看去，文化資產保護議題，
並不單純是記憶的重複，而是如Walter Benjamin所主張的追憶與反省的具體實踐，可
以體現的正是對機構權威的觀察與詮釋批判。

若論及記憶與歷史的資產化，莫過於世界遺產與觀光結合的經濟效益。位列世界

遺產雖然幾乎就是觀光價值的保證，但對於遺產景觀地點的維持、文化傳承與當地社群
的連結，甚至是旅遊業本身的規劃，學者早已提出質疑（ Nuryanti, 1996 ）。 Elena

Paskaleva以帖木兒陵寢之為世界遺產為例，舉證烏茲別克政府如何從重建國族自信到促
進觀光收益的意圖，實際操弄歷史詮釋並造成遺址景觀樣貌的破壞（Paskaleva, 2015）
。另外，在文化遺址旅遊管理方面的研究，有學者針對遺產真實性與完整程度的探

討，期能對遺產旅遊管理有更好的推廣效果（Wang, Huang, and Kim, 2015）。亦有以

參與傳統儀式舉辦、演出為案例，問卷調查參訪者與觀光客對於真實性認知之為文化
遺產旅遊核心的看法（Chhabra, Healy, and Sills, 2003）。當然，也有學者指出，觀光

的價值或成效並非僅繫於文化遺產的真實與否，而是與參觀者的特質和其參訪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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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相關，尤其是參觀者自身經驗與文化遺產的連結（Poria, Butler, and Airey, 2003）
。

於是我們可以觀察到，遺址保存與觀光之間，也會出現矛盾拉扯。在烏茲別克的

例子中，有著為促進觀光而破壞的原始城市居住景觀，使遺址喪失真實性的慘痛教訓
（Paskaleva, 2015）；另在吳哥窟遺址（Wang, Huang, and Kim, 2015）、北卡羅來納
州「蘇格蘭高地運動會」的研究中（Chhabra, Healy, and Sills, 2003），我們嗅到了以

促銷旅遊為前提的商業管理與操弄意味。文化遺產之為觀光資產，從如何爭取被認定
保存，再到觀光的規劃與促銷，遺產的不同層面的價值建構已成為重點。

遺產論述可能已經漸漸成為一種沒有內容的包裝，從本地居民與外來者（觀光客

或學者）在文化遺產的認知歧義便可明白──國族的神聖起源或是記憶所繫之處，非
常可能只是居民每天路過的石堆廢墟而已。以文化遺址保護與文物保存來傳承人類記
憶的初衷，可能因著國家機器的介入與促進觀光的經濟考量，模糊了集體記憶也失去
了原有應傳承的意義，但也可能同時成為其他意義的載具，出現重新詮釋與反省的契
機。

三、文化資產保存的期待、展望與實踐
在〈Valéry Proust Museum〉一文當中，Adorno（1981）為討論博物館存廢，整

理紀錄了Paul Valéry如何批判博物館的陳列以及將美與知性的抽象性自藝術品剝離的

行徑。空間脈絡（尤指建築）與藏品的連結是Valéry最重視的 （Adorno, 1981: 177）
。「當下」（here and now）與「即刻」（immediacy of life）是藝術品絕不能離開的

原初生命（Adorno, 1981: 180）。相反地，Marcel Proust卻在博物館中找到留存物件
精神本質的可能（Adorno, 1981: 179），強調「作品意圖」（living intention of the

work ）的消亡，反而會因為觀看者的記憶帶來作品重生與來世（ afterlife ）的可能
（Adorno, 1981: 181-182）。Valéry與Proust看似各執兩端，我們卻可以在其中發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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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對藝術物件或藏品具有「原初生命（或稱意圖）」的共同肯定。這種形而上精神式
的強調，對比出現代文化資產定義裡，在物質面與真實性的過度追求。Valéry與Proust

的看法，就像是博物館的前世與今生，而其意義的轉變，一方面可以是線性時間的，
如同二十一世紀博物館的內外景觀變動，從命名到遷移都是。透過重新命名、合併或
重組，在歐洲各國出現的「新歷史博物館」、「移民博物館」與「世界博物館」等機
構配置，不但消融了原有的文化多樣性，也賦予「歐洲性」的新意義，進一步塑造了
當代的歐洲主體認同（Macdonald, 2016）。另一方面，對展品詮釋的變動，也可以是
即時並列的，正如荷蘭熱帶博物館所作的嘗試。

王舒俐曾撰文說明荷蘭熱帶博物館如何透過後殖民觀點與去殖民化手段重新展示

收藏品：

這個計畫重新檢視殖民主義觀點的文字敘述與博物館實踐，透過另類的
敘事與紀錄，呈現殖民主義與博物館與物件的歷史。過去兩百年來的博
物館展示，企圖掩飾殖民帝國的暴力、奴隸、大屠殺、合法化殖民者的
科學成就、光榮事蹟、忽略反抗殖民的歷史，從而質疑博物館敘事觀點
的客觀性與中立性（王舒俐，2017：3）。
王舒俐在這裡的另類敘事與紀錄指的是將不同於專家書寫的、由少數族裔青少年

各自撰寫的展品介紹，用不同顏色的展板，將之並置於舊有的常設廳解說旁，呈現出
對於物件記憶與歷史的另一番看法。讓我們在面對「大」歷史的敘事時，雖不可否認

它的既存事實與壓迫，但也不必讓它在似水年華中繼續毫無改變地、不斷轉世到來
生。這樣允許並鼓勵「小」歷史的發生／聲，書寫成另一齣文化資產的傳承劇本，才
能讓大、小歷史對起話來，重新建構起過去與今生、集體與個人的連結。

臺大人類學博物館因申請排灣族祖靈柱登錄國寶，而產生是否返還藏品回到部落

的討論。原住民「祖靈」的觀念，卻使得在文物返還的世界潮流與議題上展現出一種
「不依於原物、不限於原處」的另類思維。與先前所提，Valéry所重視的建築空間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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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當下」與「即刻」（immediacy of life）的美學存有大異其趣（Adorno, 1981: 180
）。在二〇一五年與二〇一六年，臺大分別與排灣族的佳平社及望嘉部落，遵古禮舉

辦國寶結婚與國寶結拜的儀式，讓文物續留博物館內。值得一提的是，望嘉部落將複
製的雙面石刻祖靈柱迎回部落，因而讓從日治時期以來被禁止的五年祭重新開始。過

程中，以祖靈托夢為開端的傳統文化語彙不但與國家政治修辭及文化治理權進行對
話，更藉由「原民性」與「在地性」的論述重新凝聚社群、進行了國家與機構力量的
再脈絡化，使得文化遺產及博物館場域成為後殖民時代身分認同與文化抵抗策略的實
踐（郭玉敏，2019）。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不同族群對文物的源頭與原真性認知，在抽

象與物質層面皆有其價值判準上的差異，而這差異又時時影響著文化價值的動態變化
與再現。這樣的「動態」價值在印尼的蠟染工藝復振中，似乎也可見到。如同

Akagawa（2018b: 150）針對蠟染仿冒而收集到的訪談：

真正的蠟染是昂貴的，不是每個人都能夠負擔得起，人們購買已經不是
印尼製造的產品很長一段時間了，但我認為沒什麼不好的，只是需要確
保他們認識真正的蠟染。（Akagawa, 2018b: 150）。
也就是說，文化傳承的方式，不應只是將傳統視為一個固態的戀物對象，而是要

在不斷重複與實踐的類儀式過程中，接受偏離、融合和重組的各種可能，繼而維持、
活化傳統的生命與流動。這也再次呼應了Findlen對記憶機構的描述：這些發生在廣義

知識組織、記憶機構內的系統與次序，「是一個由分類與模組型態所混合而成的巨大
結構，可隨其所需不斷擴張、收集、包含最新多元的型態再度融入結構中」（Findlen,

1989: 160）。

不論在記憶、歷史與文化資產的研究與實例探討中，我們可以發現物質真實性的

追求、保存與抽象意義的開展都有其重要性。透過記憶機構化的討論，讓我們看到物
質或非物質文化傳統的保存，常常是互為辯證的依存關係。歷史記憶的真相和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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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性，其實在於重製與再現過程中的當代詮釋。而這個不斷追憶、
反省並重新詮釋歷史的過程也正是我們對文化資產保存應有的期待、展望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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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無形文化遺產概念下的「文化
空間」
蔡明志╱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副教授

摘要
「文化空間」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策劃《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計畫

的過程中所提出的重要概念，一方面催生了2003年通過採行的《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

約》，擴展了文化遺產更為全面的保護面向；另方面亦促使「世界遺產地」的保護更加
關注其「無形價值」，強調有形遺產與無形遺產間的依存與共生關係，而文化空間是聯
繫有形遺產與無形遺產的關鍵元素。

本文題旨在於彰顯國際文化遺產組織在推動無形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文化場

所」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並藉由檢視從《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到制訂《保
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過程中相關文件與相關學者的論述來探究「文化空間」在文化
遺產整體保護的本質意義。「文化空間」概念的提出可以協助思考文化遺產保護更為
全觀的範疇與策略，一方面可做為有形文化遺產保護較為側重其物質真實性的補充，
另方面則將無形文化遺產的保護延伸到其創生、展演、傳承與再創造的空間條件或棲
所（habitat），以保護其文化真實性。

關鍵字：文化空間、無形文化遺產、人類口傳及無形遺產傑作公告、保護無形文

化遺產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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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ural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sai,Ming-Jyh

ABSTRACT
“Cultural space”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which caused the birth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ut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angible value of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Cultural space” is the pivotal element connecting the cultu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and emphasizes the interdependency 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the important role of “cultural space” play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promo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rough probing into documents from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to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derived related discourses, the innate
quality and significance could be revealed.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space” could help us rethink
about the holistic extent and strategy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 cultural spac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clamation of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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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際文化遺產保護觀念，自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通過採行《保

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後，即以具有物質性存在的空間場域或「遺產地」（ heritage

site）為論述與實踐的核心。其保護的對象，初期以在歷史、藝術、科學或美學、民族
學、人類學面向具有傑出普世性價值之「文化紀念物」（monument）、「建築群」
（groups of buildings）與「歷史場所」（sites）三大範疇為主，在1980年代後期起則

逐漸擴展到「歷史城鎮與城鎮中心」（historic towns and town centers）1、「文化景
觀」（ cultural landscapes ） 2 、「遺產路徑」（ heritage routes ） 3 與「遺產運河」

（heritage canals）4。在此觀念演變過程中，有形遺產（tangible heritage）的「無形價

值」逐漸被體察，一方面強調有形遺產地的社會無形價值，5另方面則逐步建立保護「
無形文化遺產」相關的國際文件，尤以1997年《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計畫

（Programme of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Master 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與 2003 年《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6為代表，使得文化遺產的保護更為全面與全觀。在《人類

⸻—

1. 「歷史城鎮與城鎮中心」於1987年被納入《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業方針》。詳UNESCO, 2011: 89。
2. 「文化景觀」於1992年被納入《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業方針》。詳UNESCO, 2011: 87。
3. 「遺產路徑」於1994年在馬德里舉行的世界遺產專家會議「路徑做為我們文化遺產的一部份」（Routes as part of Our
Cultural Heritage）及1995年在柏林舉行的世界遺產委員會中被討論，並在2005年正式納入《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業方針》
。詳UNESCO, 2011: 92。
4. 「遺產運河」於1994年在加拿大舉行的世界遺產專家會議「遺產運河」（Heritage Routes）及1995年在柏林舉行的世界遺產
委員會中被討論，並在2005年正式納入《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業方針》。詳UNESCO, 2011: 91。
5. 其具體成果可詳2008年ICOMOS公布之《魁北克宣言》（Quebec Declaration）。其〈序文〉即提到ICOMOS自2003年起即
採取一系列的措施與行動，如 2003 年的年會主題為「紀念物與場所之社會無形價值的保存」，並在《金伯利宣言》
（Kimberly
Declaration）中宣示將無形價值（記憶、信仰、傳統之事、地方情感）納入考慮；2005年的《西安宣言》
（Xi’an
Declaration）則呼籲在保護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的同時，亦應重視其社會、精神習慣、風俗、傳統知識的脈
絡，以及其它無形遺產與表現方式的保護；2008年的《魁北克宣言》則強調藉由守護有形與無形遺產來保護場所精神（the
spirit of place）。此外，在1994年《奈良真實性文件》（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則將《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
業方針》中真實性的屬性，從原先較注重物質性的「材料、設計（形貌）、工藝（工法）、環境」，擴充到包含無形文化
遺產的「傳統、技術、精神、感覺、歷史與社會向度」，並具體呈現在2005年修訂的《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業方針》中。

55

文資學報
第十三期

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計畫中，文化空間被視為是無形文化遺產的一種類型；在
《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中，文化空間則被視為是與無形文化遺產相關的有形表達
形式之一。在保護無形文化遺產的國際文件中，為何會提出「文化空間」的概念，其

對於無形文化遺產的保護有何裨益？再者，文化空間相較於有形文化遺產（世界遺
產）體系中的地點或場所（place/ site），究竟是同一概念的不同稱呼抑或是兩個不同
的概念指涉，仍有諸多混沌未明之處，實有釐清「文化空間」本質意義的必要。

再者，若以「文化空間」的視角回視臺灣，邱坤良曾在報紙專欄文章中，有數篇

提及「空間」或「環境」對於無形文化資產的重要意義。以建築年代不滿30年、建築

形式與藝術表現也無獨特之處的臺中市歷史建築烈美堂的保存事件為例，其重要的文
化資產意義並不在於其是否符合有形文化資產的條件，而在於其「牽涉台中市南屯、
西屯與東區的民俗空間」。（邱坤良，2011）其次，邱坤良〈民俗失去空間特質便無

魅力可言〉一文的標題，已清楚彰顯「民俗」或是「節慶」、「儀式」之類的無形文
化資產，與其生成的地方空間密不可分，且是由地方空間中的「社群生活」所建立。
（邱坤良，2010）甚且，邱坤良提及到當今的民俗與節慶活動，有兩個怪異現象：一

個是為了節慶所帶來人潮與商機而擴大舉辦，熱鬧非常，但在地人卻被排除在外了；
另一個則是為吸納更多（外來）人潮，摒棄了此民俗與節慶長久以來的展演空間。（
邱坤良，2010）以宜蘭縣定民俗「頭城搶孤」為例，傳統的展演空間是在街區內的頭

城城隍廟與開成寺前，在過往舉辦搶孤時，頭城街上的地方民眾積極參與，外地民眾
亦蜂擁而至參與其中；但近年來卻不斷更換場地到頭城街區外臨近海濱處，使得搶孤
舉辦之時，頭城街上反而冷冷清清。從邱坤良對於「空間」議題在當代社會的民俗或

節慶展演中逐漸被忽略甚至摒棄的現象陳述與剖析，也與國際社會在討論「文化空
間」在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議題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意義不謀而合。

⸻—

6. 目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提供之公約中文名稱翻譯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但基於此公約制定歷程與脈絡、其英
文原文之字面翻譯、以及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將文化資產區分為「有形文化資產」與」無形文化資產」之故，本文仍
將之譯為《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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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本文即欲以無形文化遺產定義下之「文化空間」為核心議題，藉由闡釋「

文化空間」做為國際社會保護無形文化遺產概念的產生、分析此概念產生後所衍生之
眾家論說，並檢視已列名至《人類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與《急需保護無形文化
遺產名錄》的十三處文化空間，除釐清「文化空間」概念之確切意義外，更希望能夠
藉此重新凸顯「文化空間」對於臺灣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與傳承的重要性。

二、「文化空間」在無形文化遺產概念中的發展脈絡
（一）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宣言
「文化空間」做為一個文化遺產的概念與範疇，乃始自保護無形文化遺產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國際相關文件的產生與論述。自1972年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通過採行《世界遺產公約》後，即陸續有會員國提出應同等重視無形文化遺
產保護的呼籲。 1989 年的《保護傳統文化與民俗建議文》（ 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 ），是第一份正式通過採行的保護無形文

化遺產國際文件。由於該建議文屬不具強制性的軟性法律，且對於「民俗」與其智慧
財產權的保護論辯亦無具體成果，致使成效不彰。

「文化空間」做為國際組織將無形文化遺產視為保護對象與策略的提出，始自定

居摩洛哥的西班牙作家Juan Goytisolo於1996年1月寫信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席Hans

Meinke提出保護摩洛哥瑪拉喀什市（Marrakech）的迦瑪廣場（Jemaa el-Fna Square）
的訴求。（Schmitt, 2008: 98）三角形的迦瑪廣場在十四世紀時已經成為瑪拉喀什的象

徵，迦瑪廣場上有各種文化傳統的集聚（concentration of traditions），「終日甚至直

到入夜，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服務，如牙齒護理、傳統醫藥、占卜、講道、指甲花紋身

（henna tattoo）、運水，也可以買到水果與傳統食物。此外，也可以欣賞說書人、詩
人、玩蛇人、柏柏爾族（Berber）樂師、納瓦族（Gnaoua）舞者與三弦貝斯（hajouj）
演奏者的展演。」（UNESCO, 2006: 69）不同形式的娛樂與商業活動，以及豐富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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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間藝人（popular artists）都在廣場上展演與傳承。迦瑪廣場為來往廣場的人們提

供了展現口傳與無形遺產巨大寶庫的環境。（Skounti, 2009: 85）雖然瑪拉喀什舊城區
（ Medina of Marrakesh ）早在 1922年即被視為是摩洛哥的藝術遺產而被保護，更在

1985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但由於保護執行不夠徹底且偏重於重要的文化紀念

物（如城牆、牆門、宮殿、清真寺）與景觀（城外的棕櫚樹林）的認定與保護，致使
迦瑪廣場的整體文化氛圍與物質環境仍逐漸衰敗7。此處「文化空間」受到市政當局支

持城市的現代都市化而將被「清除」的威脅，並將「無可挽回地破壞廣場上的各種傳

統」，8尤其是迦瑪廣場上傳承悠久的各種口述傳統，希望能夠尋求國際的認可以保存
此處充滿活力但卻不符合世界遺產地定義的文化空間。因此，Goytisolo建議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可以藉由賦予迦瑪廣場國際性的認可與榮耀，以保護廣場上口述傳統與其他
傳統文化的展演環境，並獲得市政當局的同意。基於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其摩洛
哥 國 家 委 員 會 即 策 劃 一 場 名 為 「 保 存 民 間 文化空間國 際 會 議 」 （ In ter n a tio n a l

Consultation on the Preservation of Popular Cultural Space）」，舉辦的地點即選在

瑪拉喀什。在正式舉辦之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即委託加拿大遺產律師Marc Denhez
進行專案研究。

Denhez在1997年的瑪拉喀什會議中提交了《授與文化空間顯著無形遺產之體系》

（System to Honour Cultural Space with Remarkable Intangible Heritage）。Denhez的報告雖

建議起草一份新的公約，或在既有的《世界遺產公約》架構中納入無形文化遺產，但
恐曠日廢時，且《世界遺產公約》不必然適合無形文化遺產，故結合了世界遺產名錄
與聯合國獎項體系的機制而策劃了「人類口傳遺產公告」（Proclamation of the Oral

Heritage of Humanity）的計劃，並以「授與被選擇出來的『文化空間』一種正式承

⸻—

7. 在一份1922年為保護迦瑪廣場上的藝術遺產而發佈的皇家詔書中曾有限高8.5公尺的規範，但未被確實遵守。在迦瑪廣場附
近鄰里有越來越多的「視覺污染」，如不協調的號誌、燈光與不適當的都市家具，且並沒有因為瑪拉喀什舊城區在1985年
列名《世界遺產名錄》而有所改善。Skounti認為這樣的列名只是在默認的情況下保護了舊城區的都市結構（urban fabric）
。詳Skounti, 2009: 84
8. 市政當局擬在廣場旁邊新建一棟15公尺高、玻璃立面的建築，以及一座地下停車場。詳Schmitt, 200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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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在此處具有無形文化遺產與口傳傳統的傑出集聚」做為其計畫的三項目標之一9。

參與會議的專家們在檢視了迦瑪廣場的案例後，即檢證了Denhez的提案，且同意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應該提出一種以世界遺產名錄為範型的理念。「文化空間」此詞彙被定
義為：「文化活動發生之所，具有隨時間而改變的特質，且其存在是依賴這些文化表

現形式的呈現。」專家亦將「在文化空間範圍內存在一種連續的或永久性的文化表
現」（a continual or permanent existence of cultural expression within the cultural space）
視為是評選的文化標準之一。（Aikawa-Faure, 2009: 18）

1997年10月，摩洛哥與幾內亞在多國支持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二十九屆大會

提交了一份決議文草案，建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應該設置一個名為「人類口傳遺產傑
作公告」（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Oral Heritage of Humanity）的計劃，在獲
得大會通過採行後送交執行局（the Executive Board）。10 但執行局成員幾乎都是西歐

國家，未能在此計劃案中見到任何利益，視此計劃僅是在消耗預算。最後則決定在其
決議文中加入「無形遺產」以修正並擴充其範疇，並在1998年9月經執行局第155次會

期通過《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相關條例》（Regulations relating to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Aikawa-Faure, 2009:

19; UNESCO, 2006: 4）藉由超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先前對於保存具歷史性的建成遺產

（built heritage）的強調，《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鼓勵口傳與無形文化表現
的創造者參與相關的經營、保存、保護與推廣。

正式通過採行的《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在「緣起與目標」中闡明對於

生活（living）文化表達與實踐的尊重與關注，故而建立一種國際性的榮銜以關注這種
遺產形式的傑出案例。在「定義與標準」中即清楚示明其所欲榮耀的對象有二：

⸻—

9. 另外兩項分別是：鼓勵其守護並鼓倡個人、群體、機構或政府對於守護行動經營管理的參與；提升所有利害關係人對無形
文化遺產重要性的意識。詳Aikawa-Faure, 2009: 16-17。
10. 「執行局」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三個主要機構之一（另外兩個為「大會」與「秘書處」），由「大會」選舉出58個會員國
所組成，由大會授權，主要職能是準備大會議程，並檢視教科文組織的工作計畫，並向總幹事提交相應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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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間的與傳統的文化表達形式；與

(2) 文化空間，即文化的與民間的活動集聚且定期舉行（are concentrated and
regularly take place）（如市集廣場、節慶等）之所。

此處對於「文化空間」的定義相當直接而明確，也是諸多與文化空間相關論述所

採用的定義。但在《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相關條例》的「目標」第c條則將「
文化空間」的定義予以延伸，

一種文化空間的人類學概念應被採用，以意指一處民間與傳統活動集聚之所，但

也意指一般由某一週期性（循環的、季節的、曆法的）或一個事件所賦予特徵的一段
時間。最後，這種時間性的與物質性的空間應將其存在歸因於傳統上在此發生的文化
活動。」 11

《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相關條例》將「文化空間」定位在人類學的取

徑，視空間為各種社會文化現象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並衍生出具「時間性」的指
涉，尤其「由某一週期性或一個事件所賦予特徵的一段時間」與後來《保護無形文化

遺產公約》中的「社會實踐、儀典與節慶事件」定義相仿，也造成部分論述將「節
日」直接視為是一種「文化空間」12。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年關於「人類口傳與
無形遺產傑作公告」的網站上，亦採取類似的定義將「文化空間」定義為：

⸻—

11. 此外，在《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遞交提名候選檔案指引》（Proclamation of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Guide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Candidature Files）「遞交候選檔案」一章中，亦對口傳與無形遺產的類型予以
說明：「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獎勵兩種類型的無形遺產現象。無形文化遺產事實上是以一種規則地發生的文化表
現形式呈現，如音樂或劇場表演，儀式或各式各樣的節慶；或是以一種文化空間呈現，其定義為一處集聚民間與傳統文化
活動的集聚場所，亦是一種事件常態地定期發生的一段時間。這種時間性的與物質性的空間應將其存在歸因於傳統上在此
發生的文化現象。」
12. 如王霄冰即視「節日生活」以其公共的時間性、空間性以及獨特的行為方式而構成一種特殊的文化空間，其意義在於建立
集體的文化認同並加強其文化記憶。詳王霄冰，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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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民間的與傳統的文化活動以一種集聚的方式發生的場所（說書、儀
式、市場、節慶等的場所），或是定期發生事件的一段特定時間（日常
的儀式、每月的遊行、定期的展演）。
文化空間在此階段被視為是兼具有「物質性」與「時間性」的空間場域，其文化

價值則來自於此空間所發生並予以支持的傳統文化活動，且具有多樣文化表現形式「
集聚」（concentration）的涵義。

1998年《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公告傑作相關條例》通過採行後，在2001、2003與

2005年共公告了90項《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其中即包含了10項「文化空間」
。

（二）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
基於《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的效力仍不足以保護無形文化遺產，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在《公告》公佈施行後，仍繼續準備起草一份具強制效力的國際保護文
件，並歷經多次的會議論辯，其主要目的之一即在定義何謂「無形文化遺產」。2001

年在義大利杜林（ Turin ）舉行的「無形文化遺產：工作定義」（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orking Definition）國際圓桌會議，將「無形文化遺產」定義如下：

是人們的學習過程，伴隨著能夠告知且藉其發展的知識、技藝與創意，
他們所創造的產物，以及維續其永續性所需的資源、空間與其他關於社
會的與自然的脈絡的面向；這些過程提供生活社群一種與先前世代的連
續感，且對文化認同以及守護文化多樣性與人類創造力而言是重要的。
在此暫定定義中，「文化空間」未被明確提出，但「空間」仍被視為是維續無形

文化遺產永續發展的重要環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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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的通過採行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為前此五

十餘年國際文化資產保存組織在推廣保存世界文化多樣性並促進國際合作的歷程中，
首次針對「無形文化遺產」建制了國際性公約文件，以補足過去側重於有形文化遺產

（尤其是建成遺產）的闕漏。《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第二條對於「無形文化遺
產」的定義即提到：

無形文化遺產指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
之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
實物、手工藝品與文化空間。這種無形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
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為這
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與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與人類創造
力的尊重。在本公約中，只考慮符合現有的國際人權文件，各社區、群
體和個人之間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順應可持續發展的無形文化遺產。
接續定義中將無形文化遺產指涉在「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

能」之類的「無形元素」，「無形文化遺產」在以下五種範疇被彰顯：

(1) 口述傳統與表現，包括做為無形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
(2) 表演藝術；

(3) 社會實踐（習俗）、儀典與節慶事件；
(4) 關於自然與宇宙的知識與實踐；
(5) 傳統手工藝。

在《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的正式文本中，「文化空間」同其他與無形文化遺

產相關之有形元素（工具、實物、手工藝品）被視為是能夠確證並維續無形文化遺產
的關鍵元素。借鏡於世界遺產執行的經驗，在《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中特別指出
無形文化遺產與有形文化遺產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有形文化遺產是無形文化遺產的
有形證據與環境背景，而無形文化遺產則某種程度形塑了有形文化遺產；亦即，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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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而言，有形與無形遺產是緊密關連的（Bouchenaki, 2004: 8）。《保護無形文化

遺產公約》與其《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執行作業方針》雖未再對「文化空間」有任何的
定義，但仍可推論其延續了《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中將「文化空間」視為

是創生、展演、傳承與再生產五種無形文化遺產範疇或元素所需之背景脈絡、環境
（setting）或文化氛圍（ambience）。自2009年迄今公佈的《人類口傳與無形文化遺

產代表作名錄》與《急需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名錄》中，仍有兩項是以「文化空間」列
名者。13

表1 《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的產生歷程（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日期

1922
1985
1996

1997

1998

重要事件

瑪拉喀什舊城區被視為是摩洛哥的藝術遺產而被保護。
瑪拉喀什舊城區在1985年列名《世界遺產名錄》。

定居摩洛哥的西班牙作家Juan Goytisolo於1996年1月寫信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主席Hans Meinke提出保護摩洛哥瑪拉喀什市（Marrakech）的迦瑪廣場（Jemaa
el-Fna Square）的訴求。
加拿大遺產律師Marc Denhez進行專案研究，並在瑪拉喀什會議（「保存民間
文化空間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on the Preservation of Popular
Cultural Space）」）中提交了《授與文化空間顯著無形遺產之體系》（System
to Honour Cultural Space with Remarkable Intangible Heritage）的研究報告。

10月，摩洛哥與幾內亞在多國支持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二十九屆大會提
交了一份決議文草案，建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應該設置一個名為「人類口傳
遺產傑作公告」（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O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的計劃，並在10月21日至11月12日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第二十九屆
會期獲得通過，送交執行局（the Executive Board）。
1998年9月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局第155次會期通過《人類口傳與無形遺
產傑作公告相關條例》（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

13. 即2009年列名的「蘇替文化空間」與「岡多貝與其社會文化空間：一種社區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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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1
2003

2005
2006
2008

6月，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史密森機構（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共同舉
辦「華盛頓國際會議」（th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參與的
專家們做出結論：需要一種新的或修正的法律工具，以保護無形文化遺產。
會後，即開始起草《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
公告第一批《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19項。
公告第二批《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28項。

10月17日，《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通過
採行。
公告第三批《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43項。

4月20日，《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正式施行。

8 月，《保護無形遺產公約執行作業方針》 （Operational Dir ectiv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Heritage）通過
採行。
11月4日，將2001、2003、2005所公告之90項《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併
入《人類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除了以「文化空間」概念申報無形文化遺產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相關於無形文

化遺產的文件中亦清楚述明《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中的五種範疇難以涵蓋所有的
無形文化遺產元素，各會員國亦可參酌各國文化以其他的類型申報。譬如2009年被列
入《人類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墨西哥「托立曼之歐透米奇奇梅卡斯族的記憶
場所與生活傳統」（Places of memory and living traditions of the Otomi-Chichimecas

people of Toliman）即是以「記憶場所」（places of memory）列名，14其意涵與文化
空間並無二致。

⸻—

14.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附帶文件《無形文化遺產範疇》（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omains）中
即指出，雖然公約為確認無形文化遺產的元素建立了一套框架，其所提供的內容範圍所意圖的是包容性而非排他性；因此
不必然意味著是「完備的」。會員國可以運用一套不同的範圍體系。這在一些以不同的方式區分無形文化遺產現象的國家
已經有相當多樣的變異，同時也有一些國家以其它的名稱廣義地運用類似於公約中所舉列的範疇。這些會員國可以增加範
疇，或是在既有的範疇中加入新的子範疇。這可以含括在無形文化遺產已被認可的國家中已經使用的「子範疇」，包括了
「傳統遊戲」、「烹飪傳統」、「動物飼養」、「朝聖」與「記憶場所」。詳UNESCO, 2009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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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到《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文化空間」

常被視為是一個混沌未明的概念。但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涂爾幹即視空間為每
一個文化先驗存在的基本分類，是深入瞭解文化所必需（黃應貴，1995：1）。但西方
人對於景觀或空間，一向是以「視覺」來建立（黃應貴，1995：31）；而歐西國家在
近代將文化「遺產化」（heritagization）的過程中，則有偏向有形的建成遺產地的趨

勢，尤以「世界遺產」為代表，因此有側重於空間視覺面向與物質面向的傾向。在《
世界遺產公約》通過採行之後，雖屢有重視無形文化遺產之議，但過程卻步履蹣跚，
歷經多次轉折，其用語亦自「民俗」、「傳統文化」、「口傳遺產」、「無形遺產」
以至終於建立共識的「無形文化遺產」。從《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到《保
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的過程中，兼具「物質性」與無形價值的「文化空間」實扮演
關鍵角色，尤其是肇始「文化空間」的摩洛哥迦瑪廣場更被視為是扮演催生無形文化
遺產「助產士」（midwife）的要角（Schmitt, 2008: 97）。但誠如上述，「文化空間」

的定義自《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到《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表2）似乎
仍是混沌未明，引發了後續論述的紛雜併陳，實有再更進一步分析的必要。
表2 國際保護無形文化遺產相關文件中對於「文化空間」的定義（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文件

定義

《授與文化空間顯著無形 在此處具有無形文化遺產與口傳傳統的傑出集聚；文化活動發
遺產之體系》
生之所，具有隨時間而改變的特質，且其存在是依賴這些文化
表現形式的呈現。

《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 民間與傳統活動集聚的場所（ places in which popular and
作：2001 、2003、2005 年 traditional activities are concentrated）。
之公告》「序言」

《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 (1) 民間的與傳統的文化表達形式；與
作公告》「緣起與目標」
(2) 文化空間，即文化的與民間的活動集聚且定期舉行（如市
集廣場、節慶等）之所。

《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 一種文化空間的人類學概念應被採用，以意指一處民間與傳統
作 公 告 相 關 條 例 》 「 目 活動集聚之所，但也意指一般由某一週期性（循環的、季節
標」第c條
的、曆法的）或一個事件所賦予特徵的一段時間。最後，這種
時間性的與物質性的空間應將其存在歸因於傳統上在此發生的
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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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
作公告：遞交提名候選檔
案指引》：「遞交候選檔
案」

以一種文化空間呈現，其定義為一處集聚民間與傳統文化活動
的集聚場所，亦是一種事件常態地定期發生的一段時間。這種
時間性的與物質性的空間應將其存在歸因於傳統上在此發生的
文化現象。

UNESCO「人類口傳與無 一處民間的與傳統的文化活動以一種集聚的方式發生的場所（
形遺產傑作公告」網站
說書、儀式、市場、節慶等的場所），或是定期發生事件的一
段特定時間（日常的儀式、每月的遊行、定期的展演）。

《 保 護 無 形 文 化 遺 產 公 無形文化遺產指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
約》
組成部分之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
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與文化空間。

三、「文化空間」眾家論說
自「文化空間」在《人類口傳及無形遺產傑作公告》與《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

約》被提出後，即有學者針對「文化空間」的概念進行闡釋。但國際文化遺產界將「

文化空間」視為是一個重要議題進行論述，並非始自《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
告》，而是在《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於2003年正式通過採行後方逐漸引發討論熱

潮，或許是因《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的影響能耐與層面遠較《人類口傳與無形遺
產傑作公告》來得更為普世性與強制性所致。

再者，就目前所能蒐集到從文化遺產視角論述「文化空間」的文獻觀之，除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推動無形文化遺產公約催生的幾位重要成員15外，則以中國大陸學者討
論最多，但二者在論述的取徑上呈現些許的差異。前者主要是以無形與有形文化遺產
的相依性（independency）為議題進行論述，或是置於無形文化遺產（ICH）與有形

文化遺產（世界遺產，WH）關係論述的脈絡中討論；「文化空間」既被視為是介於

⸻—

15. 如Mounir Bouchenaki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處副處長與羅馬中心（ICCROM）主任；Dowson Munjeri曾任辛巴威駐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永久副代表，並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委員會、執行局，以及國際文化紀念物暨歷史場所委員
會（ICOMOS）服務過；Rieks Smeets與Noriko Aikawa-Faure均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無形遺產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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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遺產」（即「世界遺產」，包含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與「無形文化遺產」之
間曖昧的灰色地帶，但也常被視為是連結二者相當關鍵的重要概念。至於中國大陸的
學者則多將「文化空間」當作一個獨立的論述議題進行討論，就《人類口傳與無形遺
產傑作公告》與《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及其附屬文件中所定義的「文化空間」予
以延伸論述，一方面探究其意義本原，另方面則在中國豐碩多樣的無形文化遺產中找

尋符合文化空間意涵者並討論其保護策略16。以下即就二者對於「文化空間」的不同
論述取徑分別討論，以理解「文化空間」概念被提出後所產生的反響。

（一）被視為可連結有形遺產與無形遺產的「文化空間」
「世界遺產」是以保存維護具有歷史、藝術、科學或美學、民族學、人類學方面

之價值的「遺產地」為主要對象。但此範疇對於文化遺產的保護較侷限在有形遺產。

因此，以保護迦瑪廣場及在廣場上豐富多樣文化表現形式而提出之「文化空間」概
念，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偏重有形遺產地保存的闕漏的補充，以嘗試連結有形遺產與
無形遺產17，並催生了《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在2003年10月《保護無形文化遺

產公約》通過採行後，「國際文化紀念物暨歷史場所委員會」（ICOMOS）與「國際
博物館協會」（ICOM）18隨即相繼舉辦相關研討會予以呼應。做為世界文化遺產諮詢

機構的ICOMOS在2003年12月舉辦了「場所˙記憶˙意義：保存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

中的無形價值」（Place – memory – meaning: preserving intangible values in monuments

and sites）研討會，關注有形遺產的無形價值，尤其是強調物質性空間所承載的記憶
與意義層面，亦可與《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及附屬文件中所提出的「記憶場所」

⸻—

16. 中國大陸學者針對「文化空間」的研究不乏精闢論述，但較可惜之處是幾乎都沒有意識到從《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
告》過渡到《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的重大差異，尤其是從「傑作」（masterpiece）改易為「代表作」
（representative）的觀念差異，而皆以「代表作」做為兩個不同階段關鍵指涉的翻譯。
17. 在《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的〈前言〉（Preamble）中即有陳述，「考慮到無形文化遺產與有形的文化與自然遺產間根
深蒂固的相互依存關係」，以及「考慮到國際上現有關於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協定、建議文或決議文，需要在無形文化
遺產方面有新規定，以有效地予以充實與補充。」
18. ICOM即在2004年5月提出以「博物館與無形遺產」（Museums
and
Intangible
Heritage）做為該年度國際博物館日
（International Museum Day）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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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連結。Bouchenaki在該研討會中所發表的論文提出，人類學的遺產研究取徑可引
領我們將遺產（heritage）視為是許多不同的、複雜的與相互依存的現象所構成的社會

整體（a social ensemble）來看待（Bouchenaki, 2003），尤其強調無形文化遺產概念

的提出使得遺產保護的取徑更為全面（Bouchenaki, 2007）。此外，ICOMOS在舉辦年
會後所發佈的宣言，如2005年《西安宣言》（Xi’an Declaration ）與2008年《魁北克宣

言》（Quebec Declaration），都強調有形遺產的脈絡環境與場所精神等無形價值。200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通過採行的《伊斯坦堡宣言》（Istanbul Declaration ）與ICOM
所通過採行的《上海憲章》（Shanghai Charter）則都強調跨學科、跨部門的取徑，使

有形與無形文化遺產間能夠動態連結並相互依存。凡此，都可觀察到無形文化遺產逐
漸受到重視，且可與較為側重有形遺產的世界遺產體系相互補全，並連結有形與無形
文化遺產以提出更為全觀的遺產概念。Bouchenaki在其論文中列舉了2001年公告的第

一批「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的三個案例，這些案例皆與一個特定的場所、景觀
或建築密切相關，以例證有形與無形遺產間的相互依存關係。19

再者，在《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公布之前，對於有形遺產最關注的議題除在

於其傑出普世性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外，則是「真實性」（authenticity）

的議題。真實性做為有形遺產的確認標準，尤著重於物質性層面的「真實性」（包
括：設計、環境場域、技術與材料）與卓越成就，但其歷史文化價值或場所精神等無

形價值卻未被彰顯，致使有形遺產的保存維護常被喻為空有軀殼卻無靈魂。但早在

1994年奈良真實性會議論文中，Amareswar Galla 即提出「所有的遺產都是無形的」
（all heritage is intangible）的論點，遺產常藉由有形建構（如場所、文化紀念物、物

件或「東西」等等）而被感知，即使是所謂的自然遺產也是被文化性地感知（Galla,

1995）。因此Galla提出一個較為全觀的文化遺產資源關係（圖1），藉以打破前此遺

產論述中的二元對立，如真實與虛偽、真實與偽造、神聖與世俗、原始與文明、傳統

⸻—

19. 此三個案例分別是：摩洛哥迦瑪廣場，是以「文化空間」列名，但其所在的瑪拉喀什舊城區亦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菲律賓伊富高族的呼得呼得頌歌（Hudhud Chants），而其生活場域所在的哥迪拉山脈亦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另外
則是南韓的宗廟與宗廟禮樂。詳Bouchenaki,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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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全觀的文化遺產資源關係圖（Galla, 1995）

與當代、東方與西方、靜態與動態、可移動與不可移動，以及所謂「有形」與「無
形」文化遺產的區別。依其架構，無形文化遺產是基礎，有形文化遺產則是具有物質

面向的文化表達，居於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則是「人」，三者相互依存難以分割。
（Galla, 1995）

受到《奈良真實性文件》（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 1994 ）與《保護無

形文化遺產公約》通過採行的影響，2005年修訂的《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業方針》中

「真實性」的條件亦由物質性的規範擴充到非物質性的價值；亦即，由最初較偏向有
形屬性的「設計、材料、技術與環境場域」（ design, material, workmanship, and

setting），擴充至「使用、傳統、精神與感覺」（use, tradition, spirit, and feeling）等
屬性或無形文化遺產的其他形式，以賦予世界遺產名錄中的資產重大意義與價值

（Stovel, 2004: 130）。物件、藏品、建築物等人為造物或具象徵意義之自然景觀之所

以被視為是遺產，即在於它們表現了社會的價值，因此有形僅能夠透過無形而被理解
與詮釋。譬如在日本神社、神宮的「式年造替」制度下以新材料定期重建的伊勢神宮
就不被視為是有形文化資產，而是一種生活性的營建傳統的獨特案例，亦即其價值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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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由材料的標準所定義（Munjeri, 2004: 13-15）。故而，若不敏感地照護物質性有形

的文化遺產，將會減損對相關無形實踐所需的支持；同樣地，若不去關心儀式性實踐
的持續，將會減損對於有形遺產生存的必要支持（Stovel, 2004: 133）。

雖然Stovel在論述世界遺產的真實性議題時指出，《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以

非常有形的「文化空間」來定義無形文化遺產，使得觀念更為混淆（Stovel, 2007: 22

）。但「文化空間」是傳統文化被生產、展演、傳遞承傳與再創造之所，強調的是文
化的動態過程，該空間範圍中的各種文化表現大多根源於該空間。如前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文化部主任Lyndel Prott教授曾指出，「文化空間」被納入《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

約》是相當不尋常的，因其可能都是些沒有任何建築的、美學的或歷史的興致的區
域，亦即是不具備符合世界文化遺產列名標準的空間場域，但卻都是重要文化活動發
生之所（Galla, 2004: 12）。但文化空間之構成要素實包括由「人」所創造，經由在此

空間地域內由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超自然的互動過程所產生並展演的各種文化表
達，而不只是由物質性元素所構成。2002年參加起草《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第一

次跨國專家會議的專家們在該年9月於巴黎的討論會議中，也一致認為「文化空間」
（cultural space）的用語與意涵相較於以建築物等人造物所形塑之「文化場所」
（cultural sites）來得適切（UNESCO, 2009a: 11）。「文化空間」概念的提出，在

銜接有形與無形文化遺產上扮演關鍵角色。Smeets在解釋《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

中「無形文化遺產」的定義時，即強調在與無形遺產相關的「工具、物件、文物及文
化空間」的物質性層面中，以「文化空間」最能做為例證，並將《保護無形文化遺產

公約》中未定義的「文化空間」與《人類口傳及無形遺產傑作公告》中的「文化空
間」定義予以連結，將「文化空間」解釋為「在展演一種文化現象時不可或缺的建成

或自然環境（built or natural settings），或是一份日程表上特定的時間點
（specific junctures of time）」，尤其無形文化遺產的表現時常發生在特定的時

間與空間，因此指涉其兼具「空間性」與「時間性」的特質（Smeets, 2004: 140&145

）。無形與有形文化遺產的差異之一，即顯現在有形文化遺產（如古蹟、歷史建築或
考古遺址）是凝結在某一固定的時間與空間；20或如Bouchenaki所言，有形文化遺產是
在生產該遺產的創造者早已逝去的機制（Bouchenaki, 2007: 108），是針對已逝去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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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的一種紀念。但無形文化遺產的重要特質，即是處於不斷隨著環境變遷而調整、
再創造的狀態。在此觀念下，「文化空間」即不應是一個「固定」的時間與空間觀，
因此也就不能完全以物質面向的真實性角度來思考其保護。

此外，雖然Smeets在論及無形文化遺產的特徵時，提到無形文化遺產「不必然」

與特定場所有所連結，譬如喬治亞共和國的多聲部合唱可在任何場所展演（Smeets,

2004: 146）。但Smeets的論述卻也暗示，若某些文化表現形式僅在特定的空間範圍內

為特定的社群所生產、展演與傳承，亦即其文化傳統與地方息息相關者，則一定程度
具有「文化空間」的內涵與意義，此尤可見證於已經列入兩項名錄中的十三處文化空
間。因此，Smeets與Bouchenaki都強調應摒棄去脈絡的、凍結式的或舞台化的無形文

化遺產保護模式，而應強調「現地」（ in situ ）、相關社群棲所（ habitat ）的保護

（Smeets, 2004: 141; Bouchenaki, 2003: 1）。誠如Kirshenblatt-Gimblett所稱，「無形
遺產的連續性需要關注的不只是人造物（artefact），但最重要的還是人，以及他們完

整的慣習與棲所（ habitus and habitat ），可被理解為其生活空間與社會世界」。
（Kirshenblatt-Gimblett, 2004: 54）

總此，以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推動無形文化遺產公約的主要成員的論述，大多

是將「文化空間」置於《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的發展脈絡與概念架構下，對於何
謂「文化遺產」觀念與實踐的擴展，強調有形與無形遺產雖有差異，但實是一個銅板
的兩面，二者既承載意義亦體現人的記憶，建立了一種共生的關係（Bouchenaki, 2003;

2007: 108），並將兼具「空間性」與「時間性」的「文化空間」視為是遺產全面性或
整體性保護的一種重要策略。

⸻—

20. 或如楊志剛所比喻，遺址（文化遺產地）是「過去時態」，而無形文化遺產中的「文化空間」是屬於「現在完成進行時
態」。詳楊志剛，2007：8，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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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空間」再定義
「文化空間」的定義如前節所述，主要來自於《人類口傳及無形遺產傑作公告》

及其附帶文件。但對於「文化空間」的論述不應將其孤立為之，雖然《保護無形文化
遺產公約》中未予以定義，但應將其「文化空間」置於公約第2條中對於何謂無形文

化遺產的整段定義文字中思考。因此，文化空間並非獨立存在，而是與《保護無形文
化遺產公約》所列舉的五種範疇密切相關的文化空間，此五種範疇在《人類口傳與無

形遺產傑作公告》相關文件中相當於是「民間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而「文化空
間」則是這些「『文化的與民間的活動』『集聚』且『定期舉行』（如市集廣場、節

慶等）的『場所』」。由此可以理出「文化空間」的四個子概念，分別是：空間性、
時間性、社群性與集聚性。

相較於推動《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創生的學者們將「文化空間」置於無形與

有形遺產之間相互依存關係的討論，中國大陸的學者們在2007年前後對「文化空間」

產生興趣而將之視為一個重要議題進行論述，探究文化空間的定義與意涵，並將「文
化空間」予以延伸解釋或再定義。

1. 空間性
「文化空間」是一實質存在的空間當無疑義，但是否僅只是一個由有形物質所構

成的場所則需深究。從物質性空間角度觀之，不只是建成環境，具有象徵意義的自然
環境亦是構成文化空間的元素之一。雖然如向雲駒（ 2008b）對於空間的哲學分析顯

示了集合建築空間的城市空間是文化空間最基本的存在，但其卻對於海德格的「築」
（built）的解釋過於物質性。事實上，「建」或「築」（built）不必然是房子（建築
物，building），藉由人的思維賦予自然物意義與象徵，也是一種「建築」的行為，更

是構成文化空間的重要元素。譬如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的型態中即有所謂「
關連性的文化景觀」（associative cultural landscape），這種景觀在宗教、藝術或文化

上與自然元素的關連，更甚於物質性的文化證據（UNESCO, 2008: 86）。但若僅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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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是物質性的存在，則與世界遺產所指涉之空間無異。因此，「文化空間」必有超
越物質性存在的相關元素。若再延續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在〈築 ˙ 居 ˙ 思〉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中的哲學論述，空間中以「人」的「在場」最為關鍵；

尤其，人的存在與行為，和文化的生產直接相關。因此，「文化空間」的建構，首先
需有實在存有的場所，此場所必須有物的存在；其次，即是需有人在場（向雲
駒，2008b）。無形文化遺產強調生活的（living）文化，各種文化表現形式需透過「

個人」或「社群」的展演，在物質性的空間中需有人的在場。大陸學者的文章多引用
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辦事處官員愛德蒙˙木卡拉對於「文化空間」的解釋，強調

文化空間與某個地點的差別：「從文化遺產的角度來看，地點是指可以找到人類智慧
創造出來的物質存留，像有紀念物或遺址之類的地方。文化空間是一個人類學的概

念，它指的是傳統的或民間的文化表達方式有規律性地進行的地方或一系列地方。」
（苑利、顧軍，2009：65）因此，文化空間或可視為是一個具有文化意義或特質的物

理性空間，亦即：「文化空間」＝「物理性空間」＋「人在其中仍持續的活動」（向

雲駒，2008a）；或是將文化空間從物的存在狀態由「物理的」存在向「人文的」存在

轉換21。因此，文化空間或可視為是人們進行特定文化活動的場所加上所產生的文化
情境或文化氛圍的整體效果，是人的活動範圍或一種生活樣式所在的社會空間（陳
虹，2006：45）。

再者，李玉臻延伸Henri Lefebvre視「空間」為一個關係化與生產過程化的動詞，

亦即將文化空間看做是一個「動詞」，可以「生產」出如象徵、符號、價值觀、敘事

行為、集體記憶與歷史記憶等文化要素，並為這些要素之間發生各種關係而提供場
所、條件與背景（李玉臻，2008：179）。因此，文化空間在《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

約》中未被視為是一個文化範疇或類別，而是文化活動的一種載體，體現五種無形文
化遺產範疇的相關事物（劉錫誠，2008：14），或是生產或滋養所列舉五種文化表現

⸻—

21. 此為高丙中於2007年於「城市建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論壇」所發表之〈中國近世紀以來的文化空間與核心象徵〉一文
中所提出。此處轉引自李玉臻，2008：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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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地方土壤22。文化空間所生產的是文化，並因應時代與環境的變遷不斷地再生
產、再創造，使得特定的文化觀念與價值可被傳遞並永續發展，使文化空間成為傳統
與現代的統一（李玉臻，2008：181），以符合無形文化遺產「生活」、且具「再創

造」的核心價值。文化空間與地域中的社群及各種文化表現形式相互影響，形成一個
不可分割的「整體」（ensemble）；或是指涉文化空間為蘊藏多種無形文化遺產的特

別地區，故將一個地域空間範圍內包含眾多類別的文化表現形式「打包」申列（苑
利、顧軍，2009：65-66）。文化空間所強調的，應不只是指涉同一空間範圍內所具備

的豐富多樣的文化表現形式，而在於這些文化表現形式之間的相互關聯性；文化空間
與在此文化空間中所創生、展演、傳遞與再生產的各種文化表現形式應被視為是一個
不可分割的「整體」。亦即，無形文化遺產與空間或環境有著共生關係。

2. 時間性
「文化空間」的定義除其「空間性」的表達外，亦具有時間性的內涵。把時間

認定為文化空間是人類學學術傳統的體現（向雲駒， 2008a），但也是最令人感到困

擾的特質。由於《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相關條例》指涉文化空間亦可以是
「由某一週期性（循環的、季節的、曆法的）或一個事件所賦予特徵的一段時間」
，在《保護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宣言》中亦以舉行「節慶」（festivals）活動之

所為例，使得有不少的研究都有將「節日」、「節慶」直接當作「文化空間」的傾
向，而忽略了《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已將「社會實踐、儀典與節慶事件」視為
一個無形文化遺產的範疇，「文化空間」則成為其相關條件。如劉錫誠即認為文化
空間不是指一個舉行群眾性文化活動的場所，如戲臺、鼓樓、說書場等，而是指民
間在農曆相對固定時期裡、定期反覆舉行的群眾性文化活動，如廟會、歌會、山會
等（劉錫誠，2008：14）。但這樣的觀點有其謬誤的指涉，文化空間的「時間性」面

⸻—

21. 此為高丙中於2007年於「城市建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論壇」所發表之〈中國近世紀以來的文化空間與核心象徵〉一文
中所提出。此處轉引自李玉臻，2008：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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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或可約略等同於與「週期性或事件」相關的「社會實踐、儀典與節慶事件」，但並
不等於就是「文化空間」本身。文化空間的「時間性」應與其所具有之「空間性」及
「社群性」併同以整體思考。譬如王霄冰即視節日生活以其公共的時間性、空間性以
及獨特的行為方式而構成的一種特殊的文化空間，其意義在於建立集體的文化認同並
加強其文化記憶（王霄冰，2007：8）。

雖然文化空間強調「週期性的」時間或事件，但一般論述都過於強調經久方循環

一次（尤其是一年或多年一次的祭儀節慶）的「社會實踐、儀典或節慶事件」，而忽
略其豐富多樣的「日常性」生活文化也是以「日」為單位週期性地展演。考諸已列入
無形文化遺產相關名錄中的文化空間，其重要的文化表現形式都是以在日常生活中展
現為主，節慶僅是其傳統文化在「非常」時間的擴大與強化。文化空間實囊括現有時
空中實際生活運行的狀態。再者，文化空間中各種文化表現形式幾乎都根植於日常生
活行事之中，更易與現實、歷史及（自然與人造）環境互動而不斷地再生產，因此文
化空間所具有的「時間性」亦指涉了無形文化遺產在被展演傳遞的時間歷程中的變動
性與再創造力。

此外，文化空間的時間性亦寓意了時間的或歷史的連續感，能夠連結過去、現在

與未來。如前述，「記憶場所」（places of memory）亦可被視為是「文化空間」的

一種型態，藉由在特定空間與時間「重演」（reenact）具有歷史意涵的傳統文化表現

形式，各個世代不斷地藉此與過往的先人及傳統文化對話。在「重演」相關文化表現
形式時，相當程度保留了社群過去的歷史痕跡或文化記憶。墨西哥「托立曼之歐透米
奇奇梅卡斯人的記憶場所與生活傳統」（Place of memory and living traditions of the

Otomi-Chichimecas people of Toliman: the Pena de Bernal, guardian of a sacred territory）

即是在有形的空間領域或建築中重演族群過去重要的歷史事件，藉此與祖先或社群的
過去建立連結。

3. 社群性
在《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中不斷地提及「社區」與「群體」，文化空間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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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置入此脈絡中，強調文化空間除了是民間與傳統活動集聚且定期舉行之所外，更突
顯了社區或群體文化的社會實踐性（劉朝暉，2009：30；2010：24）。「社群」是文

化生產、展演與傳遞的主體，藉由社群本身的社會關係以及與周遭自然、人文環境的
對話，形塑具自明性的文化表現而產生文化認同，也體現了其文化價值觀與實踐，並
與文化空間外的「他者」建立差異。無形文化遺產乃是藉由人的認同與人的身體化為
文化活動予以展演並世代相傳。人在空間中的行動或展演，使物質性的空間元素（包
括自然物與人造物）有了文化或社會意義，若沒有社群的支持則難以持續。無形文化
遺產雖然強調「人」的關鍵角色，但不是強調「個人」，而是關注「人群」。再者，
簽署國際文化遺產保護文件的國家在進行遺產保護時（尤其是有形遺產），多受政治

實體（包括各會員國與聯合國）以「由上而下」的方式運作。但「文化空間」的認
同、展演與再創造乃是根源於「地方」與其「社群」，若仍採取「由上而下」的運作
方式，將會扼殺其文化內涵。是故，基於文化空間的「社群性」，其保護模式應合乎
在地社群的文化思維與需求。

此外，文化空間常指涉了特定社群在特定地域空間所表現出的特定文化傳統，形

塑了獨特的文化氛圍。尤其，列名在兩項無形文化遺產名錄中的文化空間，皆是與其
地理鄰近社群有明顯的認同差異，無論是在語言、宗教信仰或儀式節慶方面，甚至在
族群種族方面亦皆不相同，更顯其獨特性。

4. 集聚性
「文化空間」定義中另一關鍵詞彙則是「集聚」（concentration）。在《人類口

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與其相關文件皆述明，文化空間是民間或傳統文化活動「集
聚」之所，即指涉了在此文化空間中的文化表現形式相當多樣且相互關聯，難以個別
描述或保護。若分析已列入無形文化遺產兩項名錄中的文化空間，的確都具有相當多
樣的範疇。因此，文化空間原則上是類型多樣且相互關聯、能夠建立社群認同的無形
文化遺產元素的集聚。譬如越南中央高地的銅鑼文化空間，即是指銅鑼文化被強烈且
集中地展演之所，銅鑼及其相關文化表達形式形成了一個地域空間範圍內的自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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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空間「集聚」特質的重要意義，在於促使了無形文化遺產的整體保護模式。

催生了無形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空間」概念的摩洛哥瑪拉喀什市迦瑪廣場，即被視
為是摩洛哥民間文化傳統的集聚之所。廣場是瑪拉喀什市認同的一部份，既是一處因
其形式與相鄰街道與建築所形成的特定場所，也是一處因其做為一處集聚地點且具活
躍生命力的文化空間（Bouchenaki, 2003）。Goytisolo「文化空間」概念的提出，即是

欲補充《世界遺產公約》側重於物質性空間的保護模式，藉以保護其所感興趣在廣場
上豐富的口述傳統與其他文化表現形式。再者，前文已論證文化空間中多樣的文化表
現形式多相互關聯，難以分開而論。由此推論，「文化空間」與其將之視為是一種文
化表現形式，不如視其為一種遺產保護的全觀取徑與策略。

四、《人類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與《急需保護無形文化
遺產名錄》中的「文化空間」
基於《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及其相關附

屬文件對於「文化空間」的定義稍顯廣泛，難以確切地界定「文化空間」所必須的條
件。因此，對於已經列入《人類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與《急需保護無形文化遺
產名錄》之「文化空間」進行解析，應更能明瞭審查機構如何評選「文化空間」。 23

前此不乏學者採此取徑24，但其資料多憑藉三次《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的簡要

⸻—

23. Schmitt曾特別提到，《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的評選團都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席所指定的一時之選的專家，
如提出保護迦瑪廣場的Goytisolo即是評選團的主席，能夠提供專業的觀點。但《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之《人類無形文
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與《急需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名錄》之評選團則大多是由各國文化相關部門的外交官與代表所組成，較
缺乏專業意見。詳Schmitt, 2008: 101-102。
24. 如向雲駒（2008a）；陳虹（2006）；劉朝暉（2009；2010）。其中，劉朝暉根據三次「傑作」所列入的文化空間進行分
析，發現其具備四個特色：其一是傳統文化濃厚，且多表現在與宗教活動相關的祭祀、禮儀與音樂；其二是以某一文化特
色做為主要的表現形式，各文化表現之間有強烈關連性；其三是文化表現的歷史悠久；其四是週期性的表演與生活的存續
形式。由於十處文化空間中有三處是以村落為單位，有三者是以類似村落的小島或廣場為單位，故劉朝暉提出「村落社
會」可被視為是文化空間的「重要單位之一」（劉朝暉，2009：31；2010：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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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且都是附帶一提而未予以分析，成效有限。較為恰當的方式則是分析申請國所
提交的申請文件。由於申請文件僅2009年起可搜尋得到，共有三處（包括：蘇替文化

空間、岡多貝與其社會文化空間、托立曼之歐透米奇奇梅卡斯人的記憶場所與生活傳
統），加上三次《傑作》中的十處文化空間僅「基努文化空間」可得申請文件，因此
以此四處「文化空間」參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各無形文化遺產的簡要描述，以釐
清具「代表作」意義之「文化空間」所需具備的條件為何。

迄2017年為止，名列《人類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與《急需保護無形文化遺

產名錄》之「文化空間」共有13處（表3）。根據上述文件的分析，約略可以歸納出
一些共同特性，並依前節所歸納的四項文化空間特質―空間性、時間性、社群性、集
聚性―論述如下。
表3

迄2017年止，列名《人類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與《急需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名錄》

年代

之「文化空間」（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文

化

空

間

名

稱

1. 列名《人類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之「文化空間」

所屬國家

The Cultural Space of Jemaa el-Fna Square（迦瑪廣場文化空間）* Morocco摩洛哥

The Cultural Space of the Brotherhood of the Holy Spirit of the Dominican Republic
Congos of Villa Mella（梅拉鎮聖靈兄弟會手鼓文化空間）* 多明尼加

2008

The Cultural Space of Sosso-Bala （索索巴拉文化空間）*

Guinea幾內亞

The Cultural Space of Boysun District （博桑區文化空間）*

Uzbekistan烏茲別克

The Cultural Space and Oral Culture of the Semeiskie （塞梅斯 Russian Federation
基文化空間與口述傳統）*
蘇聯
The Kihnu Cultural Space （基努文化空間）**

Estonia愛沙尼亞

The Cultural Space of Palenque de San Basilio （聖巴西里歐圍 Colombia
鎮文化空間）***
哥倫比亞

The Cultural Space of the Bedu in Petra and Wadi Rum （佩特 Jordan約旦
拉與維拉帝姆的貝都文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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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Space of the Yaaral and Degal （亞拉與狄卡文化 Mali馬利
空間）***
The Space of Gong Culture （銅鑼文化空間）***

Viet Nam越南

The Candombe and its Socio-Cultural Space: A Community Uruguay烏拉圭
Practice （岡多貝與其社會文化空間：一種社區實踐）

2009 Place of memory and living traditions of the Otomi- Chichimecas Mexico墨西哥
people of Toliman: the Pena de Bernal, guardian of a sacred
territory （托立曼之歐透米奇奇梅卡斯人的記憶場所與生活傳
統）
2. 列名《急需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名錄》之「文化空間」

2009 Suiti Cultural Space （蘇替文化空間）

附註：

Latvia拉脫維亞

* 2001年被公告為第一批《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並在2008年被納入第一批《人類
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 2003年被公告為第二批《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並在2008年被納入第一批《人類
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 2005年被公告為第三批《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並在2008年被納入第一批《人
類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一）空間性
十三處的文化空間都有明確的空間元素。具有最明確物質性空間範圍者，要屬「

迦瑪廣場文化空間」，是瑪拉喀什舊城區中多條重要道路集聚的開放空間；「聖巴西
里歐圍鎮文化空間」本身就是以圍柵界定空間範圍的社群（walled community，palenque

字義即是圍柵）25。至於「托立曼之歐透米奇奇梅卡斯人的記憶場所與生活傳統」則
結合了自然景觀的元素（三座聖山、湧泉）、260座左右的家庭禮拜堂與在節慶之時

⸻—

25. 「聖巴西里歐圍鎮文化空間」是當地僅存的「圍鎮社區」（palen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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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的砌樓（chimal，做為儀式時使用的祭品）所構成，表現出人與自然的互動以及

對於物質性有形元素與象徵領域的同等尊重，並賦予社群一種地方性、歸屬感與邊
界。

又如「基努文化空間」主要是由兩座小島所構成，藉由海洋而與相鄰的城鎮有所

區隔；「塞梅斯基文化空間」位處西伯利亞貝加爾湖東側，是該社群做為宗教異議份
子而被放逐之地；「蘇替文化空間」則因其天主教信仰，而與周遭以基督教信仰為主
的區域在文化上有相當的對立與隔絕；「銅鑼文化空間」則是越南中央高地以「銅鑼
文化」做為其文化認同的地域。「佩特拉與維拉帝姆的貝都文化空間」則因位處半乾
旱的高地與沙漠，而發展出兩個具有互補關係的社群。其中，「基努文化空間」因其
地理環境，形成了獨特的文化表現與生計行為：男人多在海上捕魚，女人則留在島上
農耕與操持家務，因此其文化傳統幾乎都是倚賴島上的婦女來維護與傳承，其文化空
間也因豐富的自然與文化遺產的相互關係而更顯獨特。因此，實質空間，無論是自然

環境或人造環境，造就了其獨特的傳統文化。因其空間地域與外界環境有一定的區
隔，較少有與外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因此保有相當傳統甚至古老的文化，也造就其
文化上的獨立與隔絕性。

此外，「亞拉與狄卡文化空間」則包含了尼日河內陸三角洲的廣大牧草地，該地

頗耳族（Peul）以放牧為業，一年兩次在Sahel的乾地與尼日河三角洲的沖積平原間定

期遷徙。其節慶有多樣的文化表達，如動物選美、牧歌、婦女謳歌，節慶舉行的時間
則視牧草地的狀態與尼日河的水位高低而定。

（二）時間性
無形文化遺產強調的是其與「生活」（living）的緊密關連，這些文化空間中大多

既包含了日常生活傳統，又涵括了在特定時間所進行的「儀式或節慶事件」。其中較
為特殊者，除前述「亞拉與狄卡文化空間」重要節慶實際舉行的時間，得視牧草地的
狀態以及尼日河的水位高低而定，與自然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外，則以墨西哥「托立
曼之歐透米奇奇梅卡斯人的記憶場所與生活傳統」最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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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立曼之歐透米奇奇梅卡斯人的記憶場所與生活傳統」每年在聖十字架節慶

（Holy Cross festivities）時都會有朝聖遊行，藉由肩上扛負奇蹟十字架以求取聖水與

神的保護，藉以榮耀其先祖並確證社群的記憶與認同。朝聖路徑會經過近260座的家

庭禮拜堂，並登上三座聖山，以驗證神聖領域的存在並支持人群的認同。此外，在一

整年也有各種的民間節慶，依循著一種生活傳統，以強調對於神、聖者與祖先的忠
誠，並期望能夠獲得幫助與保護。藉此，社群中不同世代的人都可與社群過去有所聯
繫並延續到未來。

（三）社群性
被以「文化空間」列入無形文化遺產兩項名錄者，除了常含括了一定的空間地域

外，通常有身份認同相當鮮明的社群在此空間地域中生活著，少則如基努島僅數百
人，多則達近十萬人。在如此人口不算少的社群及其居住、定居的生活場域中，存在
著相當一致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尤其在當今文化交流益形頻繁的年代，特定族群能
夠在特定空間中保有並繼續運作傳統文化並非易事，甚至仍在進行一、二百年乃至近
千年來的社會習俗，形成獨特的文化認同，因此更顯獨特。此外，獨特的社群傳統文
化的傳承與運作之所以獨特，亦因其與周遭社群在認同上有相當大的差異，甚至與主
流文化呈現對抗的情形。

譬如「聖巴西里歐圍鎮文化空間」、「梅拉鎮聖靈兄弟會手鼓文化空間」與「岡

多貝與其社會文化空間」都是非洲黑奴在其他大陸的移居地；或如「塞梅斯基文化空
間」與「岡多貝與其社會文化空間」則是與政治或宗教強權對抗。此外，如「索索巴
拉文化空間」、「梅拉鎮聖靈兄弟會手鼓文化空間」與「銅鑼文化空間」都是以「樂
器」與其演奏文化做為其文化認同的對象，社群中幾乎不分老少都嫻熟樂器的演奏，
並深入其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因此，當進入這樣一種具有強烈社群文化認同的文化
空間時，對外來者會產生強烈的殊異感，而這種殊異感並非來自實質的空間架構，而
是由世居此地的人與其行事（從與所在環境的互動而來）所形塑。

81

文資學報
第十三期

（四）集聚性
若檢視「文化空間」申請列入無形文化遺產相關名錄之文件，可以發現各文化空

間都集聚了相當豐富多樣的無形文化遺產元素。譬如「聖巴西里歐圍鎮文化空間」具
有獨特的社會組織，日常工作與特殊事件都由相同的團體成員一同進行；其喪葬儀式
與醫藥慣習則體現該社群的生死文化觀；其獨特的音樂傳統則在集體慶祝的場合（如
受洗禮、婚禮、宗教節慶及休閒活動）中展演；最獨特則是其語言，是拉丁美洲語言
中唯一兼融西班牙文字彙與班圖（ Bantu）語文法的獨特語言。「佩特拉與維拉帝姆

的貝都文化空間」則具有與該地動植物相關的知識、傳統醫學、飼養駱駝、搭蓋帳
棚、攀登山峰，以及由詩歌、民間故事及歌謠所構成且與其社群的特殊地點及歷史密
切關聯的口述傳統。「蘇替文化空間」則具備了低音吟唱（vocal drone）、婚禮、色

彩豐富的傳統服裝、蘇替語、地方美食、宗教傳統、一年一度的慶祝，以及民歌、舞
蹈及旋律；目前則依賴其古老的延伸家庭結構傳承這些無形文化遺產。

最具特色者應屬「基努文化空間」的婚禮儀式。婚禮通常在夏天舉行，藉由婚禮

將社群聚集一起，並確證社群的共同價值與認同。婚俗包括了「求婚」、「結婚宴
會」與「受洗儀式」三個階段。在每一階段都展現了不同範疇的文化表現形式。譬如
在求婚階段，新娘會邀請她的女性友人來到她的住所，並一同躲藏在大面的「羊毛圍
巾」（該地獨特的編織工藝產物）讓新郎找出新娘。若找到新娘，則舉辦有「傳統食

物」與「舞蹈」的宴會。宴會結束後新郎會收到一條編織的環帶，代表新娘答應求
婚；而新娘即得開始準備她的嫁妝，並準備將在婚禮上送給她所有的親戚與儀式中的
歌者與演奏者禮物，這些都與當地的手工藝傳統密切相關。類似的狀況也會在另兩個
階段展現。因此，做為一種儀式的婚禮，其實結合了當地多樣的無形文化遺產，且相
互之間具有一定的內在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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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文化空間」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策劃《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計畫

的過程中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實具有重大意義。從為了保護迦瑪廣場上豐富多樣的口
傳與無形遺產開始，一方面催生了2003年通過採行的《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擴

展了文化遺產更為全面的保護面向；另方面亦促使「世界遺產地」的保護更加關注其
「無形價值」，強調有形遺產與無形遺產間的依存與共生關係，而文化空間是聯繫有
形遺產與無形遺產的關鍵元素。文化空間被視為是民間的與傳統的文化活動以一種集
聚的方式發生的場所，也意指由某一週期性或一個事件所賦予特徵的一段時間，而這
種時間性的與物質性的空間應將其存在「歸因於傳統上在此發生的文化活動」，且具
有隨時間改變的特質。因此，文化空間可被視為是一種「全景視域」（panopticon）
，再現了大量值得保護之地方性無形遺產的可能形式。（Schmitt, 2008: 104）雖然從

《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到《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的過程中，空間成分
的重要性似乎減弱，26但文化空間仍是保護無形文化遺產整體策略的重要環節。

再者，文化空間是為了保護無形文化遺產而提出的概念，其與以有形文化遺產為

主體的世界遺產相關的遺產地或文化場所是否有觀念重複之處？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的相關會議報告中即清楚說明了一處文化空間與一處文化場所（即「遺產地」）之間
的差異：「從文化遺產的觀點而論，一處場所是一個地點，在此處可以發現由人類天

⸻—

26. 至少在1996至1998年期間，與新的聯合國教科文概念的發展相關的討論反映了迦瑪廣場的情勢；尤其是藉由在此階段首先
特別強調口述傳統、其次是「文化空間」的保護的事實。顯然地，一開始主要的想法是大多數被公告的《人類口傳與無形
遺產傑作》應該也是被清楚定義的場所（clearly defined places）。然而，後來的專家會議，尤其是1997年在瑪拉喀什舉辦的
研討會導向了這個結論：迦瑪廣場做為一處某些文化傳統被實踐的清楚界定的場所（在此不大於一座廣場）在全球來講是
相當稀罕的現象。可與迦瑪廣場媲美且同樣被視為是急需保護的無形傳統，一般來說僅能歸因於定義模糊且較大的區域。
因此，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無形傳統的觀念構成中的空間成分，隨著時間，其重要性與日俱減。在與《人類口傳與無
形遺產傑作公告》計畫相關的確定文本中，再現一處「具有傑出價值的無形文化遺產的高度匯集」的「空間」出現在「從
一種歷史的、藝術的、民族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語言學或文學的觀點來看具有傑出價值的文化表現形式」之旁，
做為《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的兩種基本形式之一。2003年的《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則賦予較少的重要性給
予空間成分。詳Schmitt, 200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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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所創造的物質性遺存（文化紀念物或遺址）。一處「文化空間」則是一種人類學的
概念，其指涉了一個地點或一系列地點，是一種傳統的或民間的文化表現在定期的基
礎上發生之所。但這類文化表現的價值並不必然依賴一處特別的空間。例如，當說書
人傳統上在相同的地點或在固定的時間展演其技藝時，我們即有一處文化空間。但其
他的說書人可能是傳統上巡迴的展演者，且其展演是一種文化表現。文化空間與文化
表現都可被視為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之傑作。」（UNESCO, 2003a: 6）文化空間所具

備之「空間性」、「時間性」、「社群性」與「集聚性」等四項特質雖然亦可見於具
重要無形價值之遺產地（如文化景觀），但二者之間的細微差異是藉由建立遺產資源
的重大意義是否主要在於「其在場所上展演的活動」（文化空間）或是在於「場所本
身的歷史與象徵連結」（遺產地／關連性的文化景觀associative cultural landscape）來
決定。（Deacon, 2004: 29）在無形文化遺產概念下的「文化空間」，其重要特徵即在

於其「弱物質形式」（或「弱紀念性」）。即如迦瑪廣場所在之瑪拉喀什舊城區列名
《世界遺產名錄》，但遺產地保存維護的主流價值觀較著重在重要的文化紀念物與景
觀之認定與保護，而忽略了形塑並維續其整體文化氛圍、豐富多樣文化表達形式與具
弱物質形式的迦瑪廣場文化空間的保護。如Goytisolo （ 2001 ）所言，「（迦瑪）廣

場，做為一處實質空間，庇護了一種豐富的口傳與無形傳統」。又譬如台南西港慶安
宮三年一科的迎王送王祭典，每科必定重新回到主祀王爺當初泊岸的地點「王船地」
迎請，「縱使原本停泊的海岸早已移為平陸，也仍需保存此一歷史記憶的遺跡」。（
李豐楙，2001：13）此王船地即具有「記憶場所」的「文化空間」意涵，此「文化空

間」或「歷史原點」從有形文化資產來檢視可能並無價值，但對西港該地迎王送王儀
式的文化展演社群來講，卻具有重要意義與價值。但此類具重要無形文化資產價值的
弱物質形式或弱紀念性的文化空間卻鮮少被關注或保護，若日後因城鎮發展而致使王
船地被開發，則此祭典的歷史記憶可能即會隨之消失而產生質變。前述邱坤良所觀察

到的民俗或節慶與地域空間的脫節，即是源自於對無形文化遺產概念下的「文化空
間」的忽視或不理解。

綜言之，從《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到《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

文化空間」概念對於無形文化遺產的保護實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強調應關注與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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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高度連結的弱物質形式或弱紀念性的地域空間，也就是「文化空間」，並建
立其保護模式；另方面則提出若某一地域空間範圍內若有豐富多元且多樣的無形文化
遺產，則可以「文化空間」的整體概念予以統合一體。

本文題旨在於彰顯國際文化遺產組織在推動無形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文化空

間」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並藉由檢視從《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到《保護無
形文化遺產公約》過程中相關文件與相關學者的論述來探究「文化空間」在文化遺產
整體保護的本質意義。「文化空間」概念的提出的確可以協助思考文化遺產保護更為
全觀的範疇與策略，一方面可做為有形文化遺產保護較為側重其物質真實性的補充，
另方面則將無形文化遺產的保護延伸到其創生、展演、傳承與再創造的空間條件或棲
所（habitat），以保護其文化真實性。但無可諱言地，從名列兩項無形文化遺產名錄

的十三處文化空間的初步分析來看，申列評選「文化空間」的標準並不明確。27評選

標準的不明確，或許反映的是無形文化遺產的「地方」獨特性，難以一概而論。本文
僅就文化空間做為無形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概念與元素做初步的探究，至於此概念的
在地衍化與實踐策略，則尚待進一步深究。

⸻—

27. 《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的評選標準，依《人類口傳與無形遺產傑作公告相關條例》有以下六項：(1) 其做為人類
創造天才之傑作的傑出價值；(2) 其根源於相關社群之文化傳統或文化史；(3) 其做為肯認相關人群與文化社群之文化認同
的一種工具的角色，其做為一種靈感來源與不同文化間之交流的重要性，以及其將人群或社群聚攏靠近的一種工具，以及
其在相關社群中之當代文化與社會角色；(4) 在所展現之技巧與技術性質的應用上相當卓越；(5) 其做為一種生活文化傳統
獨特見證的價值；(6) 由於缺乏守護與保護的工具或是快速變遷的過程、或是都市化、或是文化涵化而有即將消失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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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政治因素交錯下的困境：陸片配
額制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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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金馬獎頒獎典禮後，除了星光熠熠的影人、得獎落馬影片發燒議題外，必然

反覆上演的橋段有二，其一為從臺灣當年度入圍、獲獎情形，檢討臺灣電影產業是否衰
微，以及金馬獎是否向大陸文化輸誠，而有自我矮化之疑慮；其二則是在獲獎陸片因普
遍不為國人窺見，引起對大眾對於大陸電影進口配額制度妥適性的疑竇。

固然，陸片配額制之文化治理爭議連年蔚為話題，然而，放諸國內相關文獻，卻

著墨者希。筆者認為無論就業界實務之文化產業經營面向，抑或國家文化政策的擘畫，
均有梳理與檢視此制度之必要。因此，本文擬以陸片配額制的法理分析為中心，並依次
探討議題如下：(一)以歷史回溯研究之方式，探尋陸片配額制度之法源與沿革；（二）

由電影政策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連動關係，進一步剖析陸片配額制的形成理由與影響；
（三）回顧司法實務案例，分析陸片配額制的運行結果，是否仍能切合政策目的？以及
在文化傳播效果上，會產生何種疑慮。本文目的即在透過此等縱橫交錯的分析，理性省
思陸片配額制於現今社會之意義。

關鍵字：進口配額制、文化治理、國家安全、言論自由、比例原則
※

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2018年3月10日台灣大學文學院舉辦的「2018文化研究年會」，作者感謝該次議程主席黃厚銘教

授，以及評論人中研院何之行博士對本文內容所提供的寶貴意見，此外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與臺大法學論叢編輯委員
提出的精闢審查意見與建議，但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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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ggling dilemma betwee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Discussion on the Import Quota
Limitation of China Film
Chen,Yu-Lan*

ABSTRACT
Recently, whenever the end of Golden Horse Awards ceremony, apart from the superstars and
awesome films, there have been two things that inevitably being controversial. One is reviewing
whether Taiwan's film industry appears declining trend, and even becomes self-dwarfing when
facing China film works. Secondly, the award-winning China films are commonly not viewed by
Taiwan citizens due to the import quota limitation of China film, so numerous arguments and
queries arise to such regulation.
It is true that this cultural governance controversy has been a heated issue for many years,
however, there are very few academic research to focus on it. It must be crucial and necessary
to analyze this system both in terms of national cultural policies and private cultural running.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utilize the legal analysis, and discuss the following topics in turn:
(1) exploring the legal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is system by means of Historical Method; (2)
further analyzing the reason and influence from the relation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of this
film policy; (3) reviewing the judicial practice cases and discussing the results that does this system
is put into good use for its legal purposes and what disadvantages 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causes. Hoping to reconsider rationally the meaning of this system in today's society through thes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Keywords : import quota system, cultural governance, national security, freedom of speech,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 Doctoral student,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Ph.D Program in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ts Innovation Studies and Atto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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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金馬獎頒獎典禮後，除了星光熠熠的影人、得獎落馬影片發燒議題外，必然

反覆上演的橋段有二，其一為從臺灣當年度入圍、獲獎情形，檢討臺灣電影產業是否
衰微，以及金馬獎是否向大陸文化輸誠，而有自我矮化之疑慮1；其二則是在獲獎陸片
因普遍不為國人窺見，引起對大眾對於大陸電影進口配額制度（Import quota，下簡
稱陸片配額制）妥適性的疑竇。

尤其，在 2016 年第 53 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上，不只主持人陶晶瑩對此制度公開微

詞，表示她對於無法在台灣電影院看到入圍的《我不是潘金蓮》感到奇怪2，周星馳執

導的《美人魚》無法在台灣上映，也令她感到傷心。無獨有偶，擔任頒獎人的香港導
演陳可辛與妻子演員吳君如共同頒獎時，亦笑稱，由他擔任監製的《七月與安生》3，
全臺灣恐怕只有金馬獎評審有看過4。

引發眾議的「陸片配額制」，係指每一年度大陸地區電影進入臺灣地區發行、映

演的數量，以在提出申請者中抽選十部為限的規範。因此，相關發行商無法依市場需
求或文化推廣考量而自由引進陸片，我國電影閱聽者能否在電影院觀欣賞到其所期盼
的陸片，端賴有無業者提出發行、映演申請，以及該片有無足夠運氣雀屏中選為當年

⸻—

1. 例如：2012年第49屆金馬獎，台灣電影僅獲有最佳女主角及最佳新導演兩座獎項，成績慘淡，引起立委提議：「乾脆廢除
金馬獎」，而引起電影圈從業人士強烈不滿。參：ETtoday新聞雲，〈台灣電影失去自我？立委管碧玲：應停辦金馬獎〉
，2012年11月25日， https://star.ettoday.net/news/131788#ixzz58DiwcdVH；蘋果日報，〈管碧玲白目嗆廢金馬獎 又辯該受
檢驗李烈怨「不在意我們的憤怒」〉，2012年11月29日，https://tw.appledaily.com/entertainment/daily/20121129/34671806
，最終閱覽日：2017年12月30日。又2016年第53屆金馬獎，台灣電影於22獎項中只拿下5項，而最佳影片、導演、男女主角
等4大重頭戲獎項，均由中國影人得獎，也遭媒體譏諷為「中國金雞百花獎」。參：民視新聞，〈金馬變金雞? 金馬22獎台
灣僅奪5項〉2016年11月27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HQwa7_xEaw，最終閱覽日：2018年3月30日
2. 《我不是潘金蓮》事後因獲得該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而取得在台上映資格，詳細制度說明參本文
3. 《七月與安生》一片，連續兩年度叩關陸片上映配額抽選，終於抽中2018年度大陸電影配額，預計於2018年3月23日在台
上映。
4. 項貽斐，〈金馬得獎片難上映 陸片配額開放聲浪漲〉，鏡周刊， 2016 年 12 月 6 日， https://www.mirrormedia.mg/
story/20161206ent001/ ，最終閱覽日：2018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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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十部陸片配額之列。上述陶晶瑩在金馬獎頒獎典禮上抱怨在台無緣一見的《我不是
潘金蓮》與《美人魚》，即是分別在2016年初，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舉行的

當年度陸片進口配額抽籤作業中，抽到第28位及第44位的序號5，而無緣依此渠道取得
映演機會。

又2014年10月法規命令修正後6，獲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獎項的陸片，

得以不受前款陸片配額制之限制，由2017年第54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獎項得獎人，陸片

《嘉年華》導演文晏在得獎致詞時，慶幸道：「其實這一個獎，最大的意義有兩點，
第一是《嘉年華》可以不用抽籤就在台灣上映了。」7不難窺見陸片電影工作人員受此

制度箝制下，對於電影作品未來在台灣得否見光，始終處於戰戰兢兢的高度不確定
中。

藉由上述實例可知，陸片配額制之文化治理爭議連年蔚為話題，然而，放諸國內

相關文獻，卻著墨者希。筆者認為無論就業界實務之文化產業經營面向，抑或國家文
化政策的擘畫，均有梳理與檢視此制度之必要，尤其，法規命令為行政機關課予人民
義務或限制權利之依據及理由所在，亦是文化制度「遊戲規則」之根源，自應於政策
研究時加以釐清之。

基上，本文擬以陸片配額制的法理分析為中心，並依次探討議題如下：（一）首

先，介紹陸片配額制度之法源與沿革，作為研究標的與基礎；（二）其次，由電影的
文化治理制度與政治、經濟的連動關係，進一步剖析陸片配額制的形成理由與影響；
（三）接著，回顧司法實務上之個案案例，分析以國家以避免大陸地區意識型態影響
臺灣人民為由，就大陸地區文化產品之內容、數量進行事前審查或限制，有無過度侵
及人民接收、表達資訊權利之虞？

⸻—

5. 文化部，〈105年度陸片在臺商業映演配額抽籤結果揭曉〉，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44308.html，最終瀏
覽日：2018年3月30日
6. 文化部，中華民國103年10月30日文影字第10330287562號函
7. TVBS news，〈陸導「文晏」奪最佳導演 驚呼：不用抽籤〉，2017年11月26日，https://news.tvbs.com.tw/fun/823369，
最終瀏覽日：2018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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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陸片管制政策之沿革與法源
自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國民政府於國共內戰潰敗，全面撤退來台期

間，國家處於兵荒馬亂動盪之際，當政者無暇對電影政策提出明確之規範，是以，仍
有身處大陸地區的影人作品仍在臺灣上映（徐樂眉，2015:90-93），如柯靈《春城花
落》、曹禹《豔陽天》、程步高《錦繡天堂》、孫瑜《春到人間》。另1951年間，由

教育部成立於播遷前成立的中國農業教育電影製片廠（簡稱「農教」）所拍攝之政宣
片，如強調政治訊息的《勸告匪諜自首》，宣傳375減租政策對農民生活的改善社教

片《春滿人間》等，幕後工作人員均是大陸播遷移來，諸如宗由、王士珍、唐紹華
等。

嗣後，在優於憲法適用效力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上路後，與國家內政相

關的法規才逐步備置，伊時，政府積極推動行政院新聞局恢復建制事宜，在1954年3
月1日將管理國內市場秩序之職責交由新聞局辦理8，並於同年6月14日訂定發布《戡亂

時期國片處理辦法》9，明定凡「在匪區或在匪控制利用下攝製者、附匪電影事業所攝

製者、電影從業人員附匪或赴匪區參與拍片者」，均一律禁演之，避免共產思想之影
片流入。

1986年時，台北市片商公會於九月提議廢止「勘亂時期國片處理辦法」與「附匪

電影事業及附匪電影從業人員審定辦法」，呼籲主管機關解決陸片限令與臺港偷赴大
陸拍片問題，但新聞局仍紋風不動。直至1988年，新聞局首度開放進口在大陸拍攝實

景的影片《笑聲淚影大陸行》（蕭菊貞，2016，428），嗣後於1989年，由行政院宣

⸻—

8. 行政院新聞局局史，http://www.ex-gio.org/index.php/gio-history/visit-exboss/87-boss-03，最終瀏覽日期：2018年4月2日
9. 行政院，中華民國43年6月14日臺內字第372號函
10. 行政院新聞局，78年5月12日臺聞字1240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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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廢止《動員勘亂時期國片處理辦法》10，新聞局另宣布「現階段電影事業、廣播電
視事業、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赴大陸地區拍片、製作節目報備作業實施要點」，解
決陸片政策攝製的相關問題。

1991年4月22日舉行的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三讀通過廢止《動員戡亂時

期臨時條款》，咨請總統明令廢止。同年，4月30日，總統李登輝依據《動員戡亂時
期臨時條款》第十項之規定，宣告動員戡亂時期於5月1日終止。為因應日後動員戡亂

終止後，國家統一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關係，以確保臺灣地區安全，
遂於1992年制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對於陸片之進口、發行、製作、播映採行「許可制」，授權主管機關（即當
時之行政院新聞局）擬定相關許可辦法。

承上，新聞局於1993年3月3日發布《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

目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行製作播映許可辦法》，規定僅有於政府機關為業務
或研究目的有使用大陸地區電影片之必要者，才有資格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進入
臺灣地區，並在該申請之政府機關映演，其參與者以業務或研究有關人員為限，且該
電影片不得有銷售之商業行為11。

此外，新聞局復於同年3月5日，依上述法規命令頒行《大陸地區圖書發音片電影

片錄影節目進入臺灣地區展覽觀摩作業要點》12，針對影展等非營利性質之陸片映演
予以規範。程序上，申請大陸地區電影片進入臺灣地區從事觀摩，應事先送請行政院
新聞局進行內容檢查。映演模式上，限制取得臨時准演證明者，不得有直接或間接收
取對價之行為，且同一申請者在一年內申請觀摩大陸地區電影片，不得逾八部，每部
以放映八場為限。又申請人於觀摩結束後，除贈送有關機關典藏者外，均應將該電影

⸻—

11. 參1993年發布之該許可辦法第15條及第16條
12.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五日行政院新聞局（82）強綜三字第0394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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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運出臺灣地區。由上可知，當時陸片要在台灣見光，僅能透過申請「觀摩性放映」
一途，且受有放映數之限制，若要做商業映演，除非該片團隊組成上，符合《臺灣地
區大眾傳播事業赴大陸地區採訪拍片製作節目管理辦法》之規定，須有二分之一以上
之台籍人士擔任編劇、導演、主角及配角，方能以「台片」之資格獲有映演權利，申
言之，陸片於當時並無商業映演之途徑可言13。

在上述陸片管理辦法頒訂的同年（即1993年），由中港台三地人員攝製之《霸王

別姬》獲得第46屆法國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卻因工作團隊組成模式不符「台片」之定

義，而僅能申請觀摩性映演，引發臺灣輿論關切，民間發起萬人連署支持《霸王別

姬》上映活動14，要求修改不合時宜的行政命令，陸委會方於當年底，將《臺灣地區
大眾傳播事業赴大陸地區採訪拍片製作節目管理辦法》修改為：凡在奧斯卡、坎城、
柏林、威尼斯等國際影展獲競賽單元獎項者，不受台籍工作人員比例限制。是以，《
霸王別姬》與之後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活著》等兩岸合拍影片，方年循此例外
規定而得以在臺上映（孫慰川，2008，66），然市場渴求以及陸片商業映演合法管道
付之闕如等困境，仍未因修法而有所解決。

反觀，1997年時，為因應香港回歸大陸的政治現實，規範及促進與香港及澳門之

經貿、文化及其他關係，制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其中關於香港電影之進口、發
行、製作、播映，同陸片一樣採行「許可制」，然主管機關從香港回歸時迄今，對於
港片的進口始終沒有數量上之限制，而僅就內容部分，禁止涉及宣揚中共政權、統戰
者進口15。可見陸片在台播映的進口管制，遠較於港片嚴格。

⸻—

13. 現今有關陸片觀摩的規範已統合為《申請觀摩大陸地區電影片之數量及映演場次辦法》，於映演的數量和形式上放寬為：
同一申請者在一年內申請在臺灣地區觀摩大陸地區電影片，不得逾十六部，且每部以放映四場為限，且得於申請觀摩時，
說明向觀眾「收取對價」之必要性，以供審核。
14. 華奇網，《揚威戛納、折戟奧斯卡，細數《霸王別姬》的前世今生》， 2018 年 2 月 1 日， http://www.sos110.com/
html/11/134971_1.html，最後瀏覽日：2018年4月30日
15. 參歷年來修正之《香港澳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行製作播映許可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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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2000年4月17日，新聞局始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7條規定之授權，訂

定發布《大陸地區影視節目得在臺灣地區發行映演播送之數量類別時數辦法》16，作
為陸片在台許可商業播映之管理依據，並於第1條明定大陸地區電影片進口數量，每

年以十部為限。由申請人於規定期限前提出申請後，主管機關以抽籤的方式決定之，
獲配之陸片另有拷貝數及映演場所數之限制。嗣後，主關機關復逐步以增設「保送秀
異者」之例外條款方式，增加陸片進口在台映演數量之可能，但仍不脫每年陸片進口
數量為十部，並以抽籤決定的基本模式。

近年來，兩岸促進經濟合作上的官方動作頻頻，而身為貿易標的的電影，自無能

自身於外。雙方於2010 年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

協定》（ECFA），根據框架協定文本，關於服務貿易早期收穫應在框架協議生效後
盡速實施的規定，遂中國於2010年10月26日取消對台灣電影的進口限制17，對台灣採
取開放措施18。然而，兩岸依據ECFA第4條，所簽署之服貿協議附件清單中，我國對
於陸片的開放策略則是將配額提升到每年 15部19，然因太陽花運動擋下服貿協定，未

能完成內國法化程序而生效，是以，我國至今仍維持每年10部附加「秀異作品例外」
的陸片配額管制政策。

綜上歷史脈絡彙整可知，漸進式的開放除了係因應政治及軍事緊張對立關係逐漸

緩解的氛圍外，文化與經貿交流的現實需求，亦促使陸片管制政策出現鬆綁的空間。
申言之，陸片配額制背後的政策目的與法理，並非硬梆梆的鐵板一塊，實為得以盱衡
當代政經文化背景，而在寬嚴之間予以調整至最適，因此，本文後續就現行制度之檢
討，方具法理與實務上之意義與可行性。
⸻—

16. 行政院新聞局中華民國89年4月17日（89）怡綜二字第05743號函
17. 以往臺灣電影進入大陸市場，和其他國家影片同屬於外國影片，而大陸限制每年只能進口50 部外國影片，扣除20 部保留給
好萊塢分帳大片的配額後，臺灣影片必須和全世界競爭30部外片配額，以致臺灣電影幾乎沒有在大陸上映的機會。
18. 細部規定為：根據臺灣有關規定設立或建立的製片單位所拍攝的、擁有50%以上的電影片著作權的華語電影片經大陸主管
部門審查通過後，不受進口配額限制在大陸發行放映。該電影片主要工作人員組別中臺灣居民應占該組別整體員工數目的
50%以上
19. 參CPC9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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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陸片配額制之政策目的檢視
電影作為一項得以輸出、輸入至其他區域之文化產品與傳播媒介，多數國家幾乎

無一不對之採行相應之管制或扶植政策，是以，本文擬先探討「電影的社會性」，亦
即，電影除了藝術創作之本質外，究竟具有何種特質，以至於與文化、經濟產生連動
性，並成為各國政府莫不加以重視之藝術形式？蓋放諸類型繁多之文化商品，甚難舉
出一例在國家之介入深度上，足堪與電影比擬者，是以，釐清電影之特殊性，有其必
要，方能進一步理解陸片配合制背後之出發點與動機。

（一）國家電影政策與文化、經濟之關係：
文化商品不僅是國家建構文化認同感、文化主體性的重要工具；一個國家的文化

貿易，具經濟價值外，更具有外交及宣傳功能。再者，文化商品貿易會形成整合與輻
射效應，甚而帶動一國其他非文化產品的出口貿易，進而促進一國整體的經濟發展。
因此，如何在文化多樣性保護以及貿易自由化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成為貿易談判中既
矛盾又重要的一項課題。陸片配額制實乃國家電影政策之一環，於對其進行法理分析
前，不得不先論及電影作為文化商品及文化傳播媒介的特殊性之所在，方能一窺我國

對於陸片的管制，何以有別於與其他國家、地區電影進口政策，乃至於其他貿易商品。
首先，電影的傳播特色在於，其與創作者所處文化間存有一種「再現」關係，文

化中的符碼、慣例、迷思（myths）與意識形態，透過電影本身獨特的符號指涉來實
踐（Graeme Turner著，林文淇譯，1997，160）。而包含信念、價值體系與實踐系統

的意識形態，雖然常以不被明指、隱而無形的自然方式存在於社會建構中，但正因電
影是一種充滿各種敘事結構的再現系統，透過電影創造、產製與閱聽者的觀影行動的
過程，便會潛移默化地將各種意識形態傳布於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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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認為，電影具有集結八大藝術中，其他藝術領域創作之綜合性，加以

多元繁複的感官效果與靈動性，使其具有最受大眾接受之普及性，進而，固然藝術創
作本身或多或少都具有意識形態傳播之效果，但電影的影響力，實不容小覷。

文化霸權正是經由對電影的定義、規範與控制，使其他國族體系之人，在沒有考

慮自身條件特殊性的情況下（例如特有的國族歷史脈絡），被說服、去自願臣服；反
之，國家概念的再現，或政治思想的鞏固，亦能透過此模式去實踐，統治者必須考量
被統治者的利益，注意他們的文化、價值觀，以使統治階級的權威得以存續（ Chris

Jenks著，俞智敏、陳光達、王淑燕譯，2004）。因此，統治階級必須建立意識形態霸

權以鞏固自身地位，此霸權即為一種穩定的文化系統，使人們錯覺該思想乃獨立於特
定的政府或階級之外，殊不知其抱持的種種價值與規範，乃為了維護現存秩序、國族
凝聚力而存在。是以，電影不只是純然的藝術作品，其背後帶有諸多文化、政治思想
意識形態，在創作者或有意為之，或無事先察覺下，甚至至國家的控管下，以再現的
方式植入或強化特定意識形態。

正因如此，美國對於大眾媒體的優勢，使得全世界的閱聽者透過影視作品的再

現，而被影響對於世界的理解，美式生活、英雄形象變成理所當然，導致近幾十年
許多區域的國家開始省思自身「國家電影」保護的重要性（Graeme Turner著，林文

淇譯， 1997，167），並對於美商跨國集團不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行為
20

作出抵抗，這樣的各種價值激盪與衝突構築了各國的文化與經貿政策（ Just, N.,

2009, 31(1), 97 ）。例如，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GATT) 第 4 條電影配額之制定時空背

景，即是美國以外的國家憂慮1920年代以來，好萊塢對世界電影市場的實力(Dominant

Impact)，將造成美國文化帝國主義(American Cultural Imperialism)的入侵及本國電影
產業的不振，而採取之保護措施（Sandrine Cahn & Daniel Schimmel,1997）。

⸻—

20. 完全競爭市場(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是相對於完全競爭市場而言的，除完全競爭市場以外的所有的或多或少帶有一定壟
斷因素的市場都被稱為不完全競爭市場。它們是完全壟斷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壟斷競爭市場。

100

文化與政治因素交錯下的困境：陸片配額制之探討
陳昱嵐

雖然相關電影政策之修辭與理念說法多端21，惟經筆者讀覽相關文獻後，竊以為

出發點不脫兩大中心思想：一係以電影作為國家文化與身份認同的載具，避免敵對或

文化霸權國家之侵入，二係將基於保護文化商品之角度，扶植並保護電影產業。進
而，具體的實踐方法略有二種主要途徑：其一為鼓勵本土文化的產製與輸出，例如以
各種稅負優惠、減免或補助金機制創造經濟性誘因；其二則為控制他國影響，像本文
所關注的進口配額制即是常見手段，另上映銀幕數配額制(screen quota)，以及對於各

國電影合作資源縱向資源整合的限制，亦屬之22，類此作法稱為內生的貿易保護主義，
期待國內產業可以從各種採行的貿易障礙中獲得特殊利益（劉立行，2009，301）。

（二）陸片配額制之立法目的
分析當今國家保護本國電影之主要目的與手段後，本文續將視角拉回主軸，進一

步釐清陸片配額制之立法緣由，惟有追本溯源釐清制度本意，才能以學理論辯方式探
究制度之良窳，若僅以對特定陸片的好惡、市場需求與否作為臧否制度之感性準則，
無助於制度之完善。

由於陸片配額制涉及限制一般人民資訊接收自由之權利，亦對國內得以藉由陸片

為標的而取得商業映演利益之業者，施加以營業自由之限制，是以，依憲法第23條之「

法律保留原則」，此一制度勢必須有法律之規範，方得為之，不能僅憑行政機關訂定便
對人民之權利施以侵害或限制。由早期之新聞局訂定，現由文化部執掌修正權限之《大
陸地區影視節目得在臺灣地區發行映演播送之數量類別時數》，雖為目前陸片進口需
透過抽選而擇十部上映，並設有秀異作品例外之陸片配額制細節性、執行性操作規範
所在，惟文化事務主管機關訂定此一法規命令之權限，如前文所述，實則源於母法《
⸻—

21. 有學者將國家電影保護政策背後價值的理念，彙整為：文化外延作用、公共財概念、文化特殊性理念、在地內容文化保
存、本土產業的經濟支持、匡正市場失靈等六大概念。參劉立行，《國家電影制度：政治、經濟、文化、產業之理論與實
務》，正中書局出版，2009年12月，初版，頁334-341
22. 固然，「我們需要國家電影嗎？」、「國家電影是什麼？」、「國家政策適宜介入電影的形成嗎？誰來決定意識形態的內
容？」等設問，散見於各種學術研究與日常反思，然本文暫且擱置上述有意義之思考，僅就現下沛之莫然能禦的電影政策
實況進行分析，特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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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授權。是故，了解該法之授權意旨與範圍，毋寧為法理分析之
源頭。

細觀《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7條規定：「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

及廣播電視節目，經主管機關許可，得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行、銷售、製
作、播映、展覽或觀摩（第一項）。前項許可辦法，由行政院新聞局擬訂，報請行政
院核定之 ( 第二項 ) 。」 23核其立法理由如下：「為防止中共利用出版品、廣告、電影

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及其他藝文活動進行統戰，或散播共產思想，爰授權主
管機關斟酌實際情形，於必要時得限制大陸地區出版品、廣告、電影片、錄影節目、

廣播電視節目、戲劇、舞蹈及音樂創作等，在臺灣地區發行、製作、播映、展演或禁
止其進入臺灣地區。」

基上，陸片配額制之制度目的，顯非以經濟觀點為出發，為保護本土電影產業之

貿易限制，而係為確認國家文化與政治認同，因而時至今日之制度面貌，仍否符合母
法之目的，須為進一步之探討。再者，母法並非全面性肯認大陸地區藝文作品均應採

行限制或禁止措施，反而要求主管機關必須「審酌實際情況」，在「必要時」再為
之，故陸片配額制於現今時空背景下，有無存在之必要？亦須一併檢驗之。

⸻—

23. 原負有影視補助業務之行政院新聞局，於2012年時已吹上熄燈號，廣播、出版、電影業務移撥文化部；國際宣傳與國內宣
傳分別移交至外交部與行政院本部。故陸片配額制之法源《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37條第2項雖尚未隨政府組織變動修改
文字，為國家電影政策主管機關已交由文化部主宰。
24. 歷審判決參：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6437號行政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53號

102

文化與政治因素交錯下的困境：陸片配額制之探討
陳昱嵐

四、陸片配額制之檢討
（一）合法/合憲性的檢驗：
1、相同法源之司法實務介紹：中國國家地理雜誌案 24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7條授權主管機關得對於大陸地區電影、出版品、錄影節目

及廣播電視節目等物進口台灣地區之「事前審查許可制」，在行政實務上雖然數見不
鮮，也行之有年，但真正將個案爭議交由司法機關審查者，卻為鳳毛麟角，以致於類
此制度之合憲性、合法性，無能在權力分立之憲政體制下進行實質檢驗。本文乃以近
二、三十年來，唯一進行至終審判決確定之類似案例（中國國家地理雜誌案）出發，

剖析司法機關對於主管機關採行類此管制方式之立場，再以該司法實務案例作為啟
發，對現行陸片配額制進行法理分析，並提出淺見。
（1）案例介紹：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牛頓公司」）2001年7月下旬，代理發行「中國

國家地理」雜誌創刊三號（2001年8月號，下稱「該期雜誌」），並於於各大書局公

開陳列販售。因該期「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版權頁明文記載「『中國國家地理雜
誌』簡體中文版出版單位為『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社』」，牛頓雜誌亦自承該雜誌有一
群強大的編輯隊伍來自「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中國地理學會」，且該
期雜誌之封面圖片、文字內容、圖像與段落、標點符號及作者名稱，與大陸地區簡體
字版之「中國國家地理」雜誌2001年6月號刊載之文章內容，均一字不差全文刊載，

唯一差異則僅將簡體字版改為正體字版。故經當時主管機關行政院新聞局認定該雜誌
創刊三號屬大陸地區出版品，並認為牛頓公司發行該期刊物為事先經過許可，違反台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37條規定，乃對牛頓公司處以新台幣10萬元罰鍰，
發行之雜誌受沒入之處分，牛頓公司因而提出行政爭訟。
（2）判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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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爭訟過程中，牛頓公司主要論點如下：
一、該期雜誌僅取材自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爾，台灣地區之雜誌版面經重新編排，

例如「氣象世界」一文，係由原告自行採訪、編撰，其專訪之對象係台灣本土之專家
學者，專訪內容亦以台灣為主要研究範圍。且兩者經銷通路、資金來源不同，自不得
與大陸混為一談，新聞局將之認定為大陸地區出版品，有所違誤；二、原處分違反比
例原則，蓋中共縱有統戰之目的，已得輕易透過各式媒體之報導，向我方清楚傳達，
然新聞局徒對無涉於政治或意識形態「人文地理雜誌」予以限制，所為處罰顯已無助
於其立法目的之達成。

然而，牛頓公司之歷審訴訟均遭駁回，法院所執之理由略為：一、兩岸關係條例

所採「事前許可制」，係基於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之考量，就大陸地區足以
影響臺灣地區人民知識思想之行為或事項，透過事前審查予以適度控管。又兩岸目前
分立分治係一項歷史事實亦是政治現實，在目前大陸政權對我國尚不友善的現實條件
下，以公權力手段對大陸地區圖書出版品之流通與傳布加以限制，尚屬合理，且符合

台灣地區大部分人民對於大陸事務之期待，就目前政經現實條件而言，為必要之限
制，並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二、固然，「事前審查」比「事後審
查」要來的嚴格，而事前對資訊進行全面之拴篩過濾，也的確是比較強烈的資訊管制
手段，理論上，當然會產生原告所稱「由政府來替人民選擇資訊」之疑慮。不過考諸
歷史現實，事後審查所生之控管功能，只要其反應之手段夠強烈，其效果未必低於「
事前審查」；三、網際網路之消息傳遞不受限制，乃是法律現況之實然，而此項「實
然」並不等於法規範上之「應然」，換言之，如果貫徹兩岸條例之價值決定，在技術

可能下，流通於網際網路之大陸地區文件或其他圖文資料，亦應經審查始得傳播流
通，只是以目前的網路控管技術並無法達到這項要求，惟即使如此，「實然」尚不因
此成為「應然」，此部份論證上應予釐清。四、該期雜誌與大陸地區簡體字版本雖有
些許不同，然此應屬牛頓雜誌在獲有合法授權下進行重新編排、設計版面利用範圍，
並無解於原告將大陸地區雜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在台灣地區發行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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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結：

綜上所述，雖然牛頓公司於訴訟過程中，有對其遭受處罰之母法依據，即《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第37條之合憲性提出質疑，並請求法院裁定停止訴訟，聲請大法官解

釋，卻遭法官認為該條無違憲之虞，而逕為審理，因而該案之法源，同時也是陸片配
額制規範依據是否違憲，尚無能由大法官之決議表示意見。然而，從本件之訴訟中，
筆者對於法院之以下見解存有疑義，認為不無後續探討空間：一、該案判決認為針對
出版品等言論進行「事前審查」之手段，未必嚴於事後審查，是否合理？二、該案判
決認為當時之社會氛圍下，事前管制有其必要性，而回歸「現今」之「電影產業」現
實，陸片配額制是否同樣無違法之疑慮？對於中國地理雜誌案所引出、反饋之幾點問
題，筆者將討論如下。

2.陸片配額制恐牴觸言論事前抑制(prior restraint)禁止理論
憲法所保障之表意自由，範圍可謂極其廣泛，係指人民可以無拘無束地將其內心

所欲所想，以各種可能的形式，不受任何拘束地表達於外，讓他人知曉，形成一種單
純傳達內心所想或進一步溝通、交換意見之狀態（林子儀，2002；許育典，2013）。

然就表現形式而言，並不限以「言論」為之，只要具有表達或溝通之功能，足以

展現或表達個人心中之想法，或得以藉此作為溝通意見之工具者，均有可能屬於表意
自由之保護對象，故我國憲法分別於第11、12、14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

作及出版之自由。」、「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

25. 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6號解釋理由書：「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依本院釋字第五七七號解釋意旨，除保
障積極之表意自由外，尚保障消極之不表意自由。系爭規定既包含以判決命加害人登報道歉，即涉及憲法第十一條言論自
由所保障之不表意自由。國家對不表意自由，雖非不得依法限制之，惟因不表意之理由多端，其涉及道德、倫理、正義、
良心、信仰等內心之信念與價值者，攸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及自主決定權，乃個人主體性維護及人格自由完整發展所不可
或缺，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 (本院釋字第六０三號解釋參照) 。故於侵害名譽事件，若為回復受害人之名譽，有限制
加害人不表意自由之必要，自應就不法侵害人格法益情節之輕重與強制表意之內容等，審慎斟酌而為適當之決定，以符合
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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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之表意自由態樣，足見立憲者對多元表意方式之重視。其中，憲法第11條之

言論自由規範相對於講學、著作、出版、秘密通訊與集會結社自由等，係屬較為普通
常見之一般溝通方式（林子儀，1999）。

進一步以言，「說的自由（表意自由）」、「不說的自由（不表意自由）」25、

「聽的自由（接收訊息的自由）」與「不聽的自由（不接收訊息的自由）」構成表意
自由所保障之四種態樣（林子儀， 2002 ）。 1948 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19條亦明白指出：「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

發表意見的自由，這種權利包括人人均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可以不論國界、不
分媒體，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與思想的自由。」由此均可推得，所謂言論自由，
並非僅保障發聲者之話語權，亦同時保障閱聽人之接收資訊權利。

基此，陸片配額制涉及電影產業人員以發行、映演之方式所展現之表意自由，以

及大眾閱聽者接收電影內容訊息之自由，自屬對於人民表意自由之限制無疑，是故，
陸片配額制所涉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7條以及《大陸地區影視節目得在臺灣地
區發行映演播送之數量類別時數辦法》，是否有違憲之虞？殊值研究。

於國家限制人民表意自由之違憲審查中，漸次發展出「言論事前抑制 (prior

restraint)禁止理論」，此指言論發表或出版前，國家原則上不得以法律或其他高權行
為予以禁止或限制。最常見之事前審查態樣，乃言論發表前須經管制者之指導或許
可，若未通過管制者之認可，則發表言論之人民須承擔相應而來之不利益（無法取得
許可證、禁止出版等），陸片配額制之執行概念，承襲母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37 條之要旨，採事前許可（須抽籤獲選）之方式為之，自為對人民表意自由侵害較

巨，遠較事後審查制度更容易逾越比例原則之情況。是以，此理論乃相當重要之違憲

審查標準，在言論自由之保障上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蓋表現行為出現前若受到抑
制，可能產生嚴重弊端，事前抑制對表現自由的侵害程度，遠逾於事後的民事或刑事
制裁，蓋後者若有「寒蟬效果」（chilling effect），而前者即有「凍結」（freeze）的
效果（許志雄，1998）。

106

文化與政治因素交錯下的困境：陸片配額制之探討
陳昱嵐

以目前學術通說和外國實務發展之趨勢以觀，任何形式之事前限制制度，原則上

皆會被推定為違憲（劉靜怡，2004），只有在少數特殊情形，配合適當程序之保障
後，才允許國家在滿足舉證責任之前提下，足資證明其限制言論自由之行為，係為維

護重大公共利益而不得不採取之最後必要手段時，司法權才會例外不給予違憲之評
價。例如，1931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Near v. Minnesota案26曾揭櫫，例如為了維護國
家安全而防止洩漏軍事機密、為了端正社會風氣（ decency）而防止猥褻出版品的傳

佈，或為了維護社會安全而防止煽惑他人以暴力推翻合法政府之言論等，事前限制才
有可能被接受為合憲。但此並非謂遇有上述之例外情形，事前限制即會合憲。在1965

年的Freedman v.Maryland案27，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即進一步要求事前限制制度必須同
時配合有明確的程序性保障規定，例如必須規定：行政機關如做出事前限制的決定，
則應給予受限制者請求司法救濟的機會，而且法院也必須迅速作出裁判28。

綜合上述理論與實務操作，本文針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7條之違憲可能，

提出幾點淺見：

一、 在意見發出、接收並產生「雙向溝通效果」之前，任何人都無能事先「全盤理

解」其意旨，更不能預料意見內容將對社會產生如何影響，光憑事前流於主觀之
武斷臆測預，便對尚未發表之意見予以拒絕或限制，非但不合理，尚會戕害人民
在多元文化之意見市場下，與他人溝通交流、形塑自我之權利；

二、 允許國家事前限制資訊之結果，將影響人民所能擁有充分之資訊，以自主做出明

⸻—

26. 283 U.S. 697 (1931).
27. 380 U.S. 51 (1965).
28.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程序性保障的要求，在Blount v. Rizzi, 400 U.S. 410 (1971)及Southeastern Promotions, Ltd. v. Conrad, 420
U.S. 546 (1975) 等案，也都有類似的要求。根據已故的Melville B. Nimmer 教授的歸納與分析，這些程序性保障可歸納為以下
三者：（一）必須提供被限制者迅速的司法救濟機會；（二）政府必須對事前限制的必要性負舉證責任；（三）在每一個
階段的決定，均應提供被限制者陳述意見及言詞辯論的機會。林子儀（2002），〈言論自由導論〉，收錄於：李鴻禧（等
著），《台灣憲法之縱剖橫切》，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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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判斷之機會，縱然係以國家認同保護為由，亦不能輕易剝奪人民思考之空間；

三、 國家無論係出於善意之家父長心態（paternalism），抑或惡意操縱人民思想之集

權主義思考，均與人民追求自我實現、維護個人自主之言論自由保障價值，背道
而馳；四、倘國家真認為特定之言論內容有錯誤、危險等不當之情，此時所應違
者，並非以其具話語權之優勢地位先行代替人民定奪，而須鼓勵更多言論之生
成，去治癒、省思不當之言論。

此外，誠如美國與我國違憲審查實務秉持之精神，國家採行言論事前許可制時，

須負有較高之舉證責任，具體證明限制人民權利之目的性。然而，在數位匯流時代，
無國內業者代理、發行之電影，人民合法取得電影資訊管道仍屬多元之際，關於陸片
進口以抽籤、配額制度給予一定限制的必要性，本文將於後段立於當代社會的政治與
文化背景再予檢視。

另需注意者係，若謂陸片配額制之功能，係為避免大陸電影挾其強大影視、資金

資源而大舉入侵我國市場，使得我國電影受到傾軋而不見於市場，且人民在常態性觀
看下，將逐漸接受對岸文化，甚至影響固有之國族認同云云，則恐與國外實證研究悖
離。以南韓為例，1961年朴正熙政變成功後設立《電影法》，將電影公司納入國家管

制，審查內容避免批評政府，同時，在 1966 年時，為避免人民受到西方思想的「污

染」，復主導修法規定外國電影之「進口配額」以及「螢幕配額」（Parc, J. and Moon,

H.C., 2013）。然而，經進口配額下之本國與外國電影比例之歷次調整，到1986年完全

廢止進口配額制度為止，韓國本土電影票房在整個70年代基本上反而處於不斷下滑之

勢，80和90年代票房亦僅係大致持平（Jimmyn Parc, 2016），因此，他國電影之進口

配額管制，能否維持本土電影產量與消費量於不墜，並成功抵禦他國文化之入侵？就
實際統計數字上，恐待商榷。

3. 陸片配額制恐違反比例原則
按《行政程序法》第7條及第150條第1項分別規定：「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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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
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
益顯失均衡。」、「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
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承此，無論《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7條之母法是否違憲，文化部職掌及訂定之

《大陸地區影視節目得在臺灣地區發行映演播送之數量類別時數辦法》，既屬上述行
政程序法所稱之法規命令，自應符合第7條之比例原則拘束，否則，即不得以陸片配

額制限制人民之行為。本文認為，現行陸片配額制之辦法，恐無法通過行政程序法第

7條比例原則之合法性檢驗，說明如後。

首先，比例原則之妥當性子原則，乃要求侵犯人權之措施必須實現或有助於其立

法之目的，觀諸《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7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無非鑒於海峽兩岸
意識形態之差異及政治立場之對立，而對大陸地區之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
播電視節目等文化產品以「行政管制之方式」，避免我國民眾受中共統戰及意識形態
之影響。惟今，我國並無禁止人民以數位匯流之資訊方法，從Youtube、數位影音平

台等「合法」管道，取得各種大陸影視作品與電影，可見，兩岸間緊張氛圍之舒緩，

以及國際間文化交流之渴求，均不同於母法立法時之時空背景可同日而語，職是之
故，獨就電影之進口與映演作出限制之目的本質，已難謂堅強。遑論，不細究陸片內
容，而以配額方式為數量管制，是否真能達到母法所欲避免之文化統戰效果？亦係可
疑。

甚且，在兩岸三地資源結合，共同拍攝電影風氣之盛下，「陸片」之定義恐難符

何現實情況。在陸片之法規定義恐益發脫離現實下，如何以「數量控制」、「抽籤決
定」之現行制度，抵禦政府所欲防範之對象，難免啟人疑竇，制度實行至此，能否有
效落實立法目的尚未能見，但無端阻擋諸多顯然與統戰、共產思想無涉者進口，已是
層出不窮之憾。例如，發行《七月與安生》之香港商「甲上」台灣分公司總經理許詩
璟便曾感嘆，雖然該片的監製、導演、團隊都是香港人，又有40％香港資金，但依台

灣電影法規，因主要演員是大陸人，仍被視為陸片，僅得無奈加入申請抽籤之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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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比例原則衍生之「必要性原則」，係要求行政機關在所有能夠達到立法目

的之方式中，必須選擇最小侵害之方法。陸片配額制泛就陸片進行限制，無論各部電

影有無造成文化統戰之可能，均需配合以抽籤方式競逐每年十部配額，牽連範圍之
廣、以「運氣」而非實質把關作為進口與否之條件，正是造成連年民怨之緣由所在，
難窺非得以十部進口配額落實母法規定之必要性何在。況且，學者Colin Hoskins 和 R.

Mirus 嘗提出「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之概念，指因文化背景的差異，國際

市場中的文化，與其內國市場的觀眾具有相同常識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區吸引力
就會降低，因為其他地區的觀眾未必認同這種風格、價值觀、信仰、歷史、神話、社
會制度、自然環境和行為模式。因此，文化結構差異可能導致「文化折扣」現象，而
「文化折扣」現象則直接影響文化商品在國外市場的接受度與價值（ Colin Hoskins,

and Rolf Mirus，1998）。依此，賦予陸片進口數量更多之空間，對於人民「知的權

利」侵害較小，且在文化折扣下，對本土電影產業之衝擊、對我國人民價值觀之影
響，可能亦不明顯，實無必要設下目前如此嚴苛且不合理之遊戲規則。

復按，比例原則中之「衡平性原則」，係指侵害人民權利之手段與所欲追求目的

之間，其利益衡量必須是適當、均衡的。較諸陸片配額制所達成之目的充斥虛無縹緲
下，相應而來的弊害卻是顯而易見的，兩者間顯有違衡平。除了本文一再提及，陸片
配額制對於人民表意自由、電影產業營業自由之斲傷外，其實更無助於文化多元性之
展現。又目前制度的「秀異例外」中，最屬國人關注者當屬金馬獎獲獎作品，但除了
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及最佳導演之作品，可以「保送」獲有資格外，其他獲得其他獎項
或入圍者，哪怕同樣受到民眾矚目，但此類作品往往只能在映演場次悉數在台北的金
馬影展，方能見得。

是故，如此限縮之例外條款，某程度上更是加劇城鄉文化資源差距，導致首都以

外之國民，難以透過正常商業映演管道，以消費行為接觸優秀陸片。綜合而論，在陸
片配額制所帶來之利益微渺抽象，所生之傷害卻俯拾即是下，縱不能輕易廢除管制思
維，然至少不能不面對如何調整政策細節，以符法理、當今現況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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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度防堵具中國外宣與內控特色的陸片仍有必要
新科技和全球化的浪潮使文化傳媒成品產生「全球化的擴散傳播」與「地方化的

吸收」的雙重辯證關係，全球政經和文化的中介複雜地互動著（Thompson, 1995）。

有論者抱持樂觀的看法，認為科技化，尤其是網路通信的即時流通性與使用門檻低的
特質，將為中國的文化媒介創造自由的空間，有機會使對官方政宣具潛在顛覆性的內
容被傳遞，而跨國的文化也可能推動中國個體和企業的自主意識。

然而，觀察近年的中國文化媒介發展，反而不若上述文化傳播媒介會在一定程度

上脫離政治桎梏的預測，中國官方熱衷把新科技應用於商業上（李金銓，2004），藉

由控制電信傳播科技來影響政治，挹注國家之力與資源來扶植科技巨頭，將黨的手伸
進幾乎已成寡占地位的科技巨擘商業組織，國際資本反倒無意投注於政府無明確法治
規範與執行，卻又高度控管的市場，自難期待民主化在中國文化傳媒上得以擴散。市
場化也使中國文化傳媒聰明地賦予過時的宣傳路線以新意，順著官方意旨與政治氣氛
講話，積極地為黨國義理找市場立基。因此，如果只從微觀的角度看受眾如何解釋進
口的媒介文本，而忽略背後的全球控制和依附的宏觀結構，將會武斷地漠視其中意識
形態的涵義（Tomlinson, 1991），及文化霸權所帶來的政經效果。

中國當前的情況毋寧是「看得見的腳（政府權力）」經常踐踏「看不見的手（市

場）」，科技社會的市場化和全球化反倒給了威權主義擦脂抹粉、靈活運用的空間（
劉軍寧，1998；徐友漁，2001），中國傳播媒介已從「對內」洗腦的國家工具轉型成

「兼具對內與對外」的黨的公關公司，藉由影音及娛樂傳媒宣揚黨與民族的正面形
象，戴著社會主義的面具，利用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手段，形成頗具規模性的「市場
化的權威媒介體制」（He, 2000）。

2017 年年底美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提出的《

銳實力：民主世界中崛起的威權主義影響力》報告，率先提出了「銳實力」（ sharp

power ）此一新詞彙。以往政治學上論及「實力」（ power ），至於國家關係的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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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係指具有控制或影響他國行為與決策的力量，軟實力、硬實力與巧實力等，均為
廣泛被討論的概念。

銳實力的概念是指中國大陸、俄羅斯等威權國家在過去的十年開始，利用民主國

家的自由開放特色，透過各種民間交流、經濟事務、文化與教育活動、媒體傳播發展
與引導等手法，企圖爭取認同（張登及，2018），甚而進行具國家戰略意義資訊扭曲
和輿論操控，確保其國家政治利益（Jessica Ludwig, 2019）。銳實力可謂有如利刃般

銳利地插入他國社會之中，進行宣傳、說服、誘導、影響與控制民主國家內部輿論方
向和認同，以成就集權國家利益。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與資訊傳媒的普及，輿論、文化傳播能力也成為中國的

國際戰略發展與對臺工作的利器，如何有效運用文化媒介效能，掌握話語權，引導台
灣內部社會輿論和國族認同，成為中國政府現今的重點著手方向。

因此，中國政府從過往立場鮮明的文攻武嚇，到現今利用科技與傳播媒介的快速

和普及，展現抑或具懷柔意味，抑或引導台灣輿論走向的銳實力，縱手法有別，惟以
中共統戰工作為核心下搭配實踐的國家戰略手段與目的，並無二致。陸片配額制的立
法目的，目前看來，並沒有隨著時空背景的遷徙而喪失，尤其，2018年，中國國務院

機構改革方案出爐，針對廣播電視、新聞出版、電影進行機構改革，將新聞出版廣電
總局的業務轉由中央宣傳部接管，更赤裸裸地展現「電影」實乃中國政府的政令工具

之一，具有對外宣傳與對內控制的傳播效果，故陸片配額制的國家安全戰略意義考
量，仍有存在之必要性。

（三）小結：陸片管制之難的暫行方案建議
本文分別從過往司法實務案例、陸片配額制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乃至於當今中國

文化媒介傳播的生態等角度進行觀察與分析，發現陸片配額制母法目的所顧慮的對岸
文化統戰威脅，仍有其實質上之戰略意義。但政策的執行上，不免有以配額、抽籤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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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過濾的「事前審查」手段，限制人民「接收訊息自由」的牴觸憲法言論自由疑慮，
過度限制多元文化、言論的並陳，也難脫不符比例原則檢驗之疑竇。

在技術層面上，毫無罅隙的制度顯然不可得，畢竟在自由民主的社會，無法以逐

一檢驗陸片思想成分、文化宣傳意味的方式，事前廣泛且精確排除掉母法所戒慎的文
化統戰疑慮作品。況且，電影作品作為文化產物，本有其抽象之藝術文化底蘊供閱聽
者細譯、欣賞，實難有足以明確論斷的標準足以一刀畫定，評斷出特定陸片僅有以文
化滲透手段進行統戰的戰略目的，再無其他足供文化品評的價值，或許，文化政策未
能窮盡之處，反而是人民培養藝文作品識讀的空間。

因此，再重新檢視陸片配額制的存在意義後，本文認為縱爭議、批評未曾止息，

但於目前的政治、傳播環境，仍有其存在之必要。對於陸片配額制的各種疑慮，本文
雖一時無十全十美的解法，惟建議或許可透過只要入圍金馬獎獎項的陸片都能免透過
抽籤制度，即獲有上映資格的「放寬例外條款」方式作為因應，蓋此類作品即便真有
中國政令宣傳意涵，但至少在技術、演出與製作上，有其優秀獨到之處而足以入圍金
馬獎項，而至少有文化藝術價值的含金量足供欣賞與品評，此為電影管制受兩岸政治
局勢牽動的騎虎之難下，相對容易執行並取得適度利弊平衡的方法。

四、結論
綜觀本文可知，陸片配額制之議論聲浪不斷，但此制度如何而生，隨著時代有何

演變？目前並無文獻正確釐清之，是以，在本文之彙整下，無疑得證政策執行細節容
有因應時代調整之空間，絕非一成不變，且在大方向上，是逐步鬆綁的走向。又古今
中外，以電影作為政治控制、政令宣導手段之行為，數見不鮮，電影與文化、政治、

經濟，從非涇渭分明的世界，本文從電影在傳播上之特殊性出發，闡明電影的社會
性，以助於理解陸片配額制度背後的政治考量。此外，即便曾有我國司法個案案例，
對於主管機關之「事前管制」方式，控制大陸出版品進口之案例，但本文回歸電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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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傳遞現況，以及陸片配額制的執行方式，認為現行制度有違反「事前抑制禁止」
、違反比例原則之處，主管機關應審慎以對，盡速予以改善之。

綜上所述，本文從陸片配額制嚴格的縱向歷史脈絡梳理，再到文化、政治、法律

與傳播層面的縱向探討後，爰彙整結論與建議如下，以供電影產官學界參考：

一、 陸片配額制乃以《大陸地區影視節目得在臺灣地區發行映演播送之數量類別時數
辦法》，作為陸片在台許可商業播映之管理依據，對於大陸地區電影片進口數

量，每年以十部為限，並搭配有國內外重要電影獎項獲獎作品的免受配額限制例
外條款。此制度源自於母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7條之規定，其立法目的為
防止中共利用影視作品進行統戰，或散播共產思想。

二、 陸片配額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略有：國家立於家父長的位子，以事前言論箝制
的方式，限縮人民對於陸片的接收自由；抽籤為隨機、具射倖性的制度，無法確
實排除掉具統戰目的的陸片流入，反而還阻擋掉優秀大陸電影進口放映的機會，
政策手段未能貼合目的；統戰思想的滲透防不勝防，僅在進口放映做出控管，卻
未在網路傳播管道上給予管制，如此縫隙，反使陸片配額制的政策意義式微。

三、 中國政府近十幾年來，利用民主國家的多元開放性，以文化、學術、金源與資訊
傳播等方式，無孔不入地進行意識形態的滲入與議題風向操控，銳實力（Sharp

Power）的新形態戰略，已引起學界的注意與警告。加以，2018年起，中國的電

影主管機關由廣電總局改為中央宣傳部，更可見中國透過影視作品執行政令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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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滲透的昭然若揭政治目的。是以，本文認為，縱然陸片配額制的規定容有檢討
空間，但在現今政治與文化背景下，仍有存在的必要。

四、陸片配額制屬於文化與政治角力、交融下的難解議題，難有百密無疏的解套良

方，本文建議，至少透過「例外免抽籤條款」的放寬，讓我國人民有更多機會得
以親炙優秀陸片，乃目前相對容易執行，且有助於鞏固我國重視多元文化、言論
並陳的民主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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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陸片配額制《大陸地區影視節目得在臺灣地區發行映演播送之數量類別時數辦法》的
法規沿革

辦法訂定/修正時間 陸片進口管制方式(歷次修法處以底線註明之)

2000.04.17
2001.04.24

陸片進口數量，每年以十部為限，並受有內容類別限制

A.陸片進口數量，每年以十部為限

B.不受進口數量及抽籤方式限制者，須兼具以下條件：

1. 我國電影片製作業投資之大陸地區電影片，且以我國名義，對
外參加以下影展；
2. 法國坎城影展、義大利威尼斯影展、德國柏林影展、美國奧斯
卡影展、美國紐約影展、荷蘭鹿特丹影展、德國曼漢姆影展、
瑞士盧卡諾影展、加拿大多倫多影展、英國倫敦影展、法國南
特影展、日本東京影展、西班牙聖沙巴士提安等影展；
3. 該片經入圍或獲獎者

※上述進口陸片均有內容類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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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政治因素交錯下的困境：陸片配額制之探討
陳昱嵐

2003.03.04

A.陸片進口數量，每年以十部為限

B.不受進口數量及抽籤方式限制者，須兼具以下條件：

1. 我國電影片製作業投資之大陸地區電影片，且以我國名義，對
外參加以下影展；

2. (1)入圍或獲得法國坎城影展、義大利威尼斯影展、德國柏林影
展、美國奧斯卡影展之競賽單元影片獎項者 / 或
(2)獲得美國紐約影展、美國日舞影展、加拿大多倫多影展、加
拿大蒙特婁影展、荷蘭鹿特丹影展、德國曼漢姆影展、瑞士盧
卡諾影展、英國倫敦影展、法國南特影展、西班牙聖沙巴士提
安影展、日本東京影展、韓國釜山影展、俄羅斯莫斯科影展之
競賽單元影片獎項者
(自該次修法起，增訂申請進口前項電影片者，以電影片發行業
為限，且影片發行業申請進入臺灣地區發行映演大陸地區電影
片，每次以一部為限之申請人條件、數量限制，沿用迄今)

※上述進口陸片均有內容類別限制

2014.10.30

A.陸片進口數量，每年以十部為限

B.不受進口數量及抽籤方式限制者，須兼具以下條件：
1. 大陸地區電影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起

2015.12.16

2. 獲得法國坎城影展、義大利威尼斯影展、德國柏林影展、美國
奧斯卡影展競賽單元獎項或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獎者

同上，惟：以B模式進口之陸片，取消內容類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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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ng needs, changing roles: a
view of the work of museums from
the Americas
Jennifer Carter╱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A ‘post’-prelude
In 2018, ICOM’s Standing committee on Museum Definition, Prospects and Potentials issued
a call to the international museum community for proposals for a new museum definition. Since
ICOM’s establishment in 1946, this definition has been renewed seven times, each iteration
reflecting fundamental changes within the field’s evolving practices, including acknowledgement
of the importance of caring for the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Stressing acquisitions,
conserv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exhibitions, and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concept of
museums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the current ICOM definition – adopted by the 22nd General
Assembly in Vienna, Austria, in 2007 – largely adheres to the formulation that first appeared in
1974 (influenced by the findings of the Round Table on the role of museums in Latin America,
jointly hosted by ICOM and UNESCO in Santiago, Chile, in 1972), and reads as follows:
A museum is a non-profit,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 open to the public, which acquires, conserves, researches, communicates
and exhibits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and its environ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 study and enjoyment.

With its focus on the traditional functions of museums, this definition nevertheless only
partially addresses concerns arising from the key rethinking of the purpose of museums as social
institutions prompted by the New Museology movement of the late 1960s, while eclipsing in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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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oblique ways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many of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critical museology about the politics of
authorship, equ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formed by a broader set of precepts and underscoring
some of the seismic conceptual changes that have shaped
contemporary museological praxis and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 of museum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Standing Committee’s call for, and proposed (though
not retained) definition of 2019 is in stark contrast with
convention in the manner it pays significant attention to
different world views, social inequalities, and urgent global
issues such as the climate and refugee crises, resulting in
the following proposition:
Museums are democratising, inclusive and
polyphonic spaces for critical dialogue about
the pasts and the futures. Acknowledging
and addressing the conflic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present, they hold artefacts and
specimens in trust for society, safeguard
diverse memorie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guarantee equal rights and equal access
to heritage for all people.
Museums are not for profit. They

Figure 1: ICOM call for a new museum definition

are participatory and transparent, and
work in active partnership with and for
diverse communities to collect, preserve, research, interpret, exhibit, and enhance
understandings of the world, aiming to contribute to human dignity and social justice,
global equality and planetary wellbeing.

ICOM’s call for a new museum definition has been a long time in coming. If one were to
consider the wide range of causes museums have championed since the rise of the new museology
movement in the late 1960s and 1970s, in light of the slightly later iteration of critical museology
in the 1980s,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decolonising practices that have collectively and increasingly

124

Changing needs, changing roles: a view of the work of museums from the Americas
Jennifer Carter

challenged normative museological praxis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the work and ethos of museums
has expanded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ly, many museums have understood their mission not only
from a social, but more specifically a social justice framework, as civic platforms empowered to
address difficult and sensitive social issues and histories such as poverty, discrimination, armed
conflict, dictatorship, genocide, and more recently still, the climate crisis.
Drawing on case studies from the Americas, this Brown Bag lecture briefly considers the
changing needs and roles of museological praxis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social justice framework
that has increasingly informed contemporary museum work across diverse museological genres.
I trace three phases of this framework beginning in the late 1960s with Indigenous activism,
continuing through decolonisation throughout the 1980s, and the more recent rise of human rights
museology.

I. Indigenous activism and Canadian museums
In Canada in the 1960s as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globe, society and politics were
in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The era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social protests that brought
increased world attention to issues of inequality,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also marked Canada’s
own coming-of-age. In addition to celebrating its Centenary as an independent nation by hosting
the International and Universal Exposition – Expo 67 as it came to be known – in Montreal, the
country took stock of the darker side of its colonial history. The 1966 government-commissioned
Hawthorn Report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of Canada’s Indigenous peoples concluded
that Canada's First peoples – found to be among the most marginalized in Canada – faced greater
poverty, higher infant mortality rates, as well as lower life expectancy and levels of education than
non-Indigenous Canadians.
The near coincidence of these two events are importa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colonizing
politics that have played out in the Canadian public sphere, for in addition to showcasing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both at home and from abroad, the hosting of Expo 67 also revealed an
early instance of Indigenous cultural activism and challenges to normative colonial discourses.1 At
the iconic Indians of Canada pavilion installed on site, beyond celebrating First Nations’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such as the art of Norval Morrisseau and via the pavilion’s iconic architectonic forms
(featuring a wigwam and carved totem poles), there was more than just a hint of subtle critique of
settler colonialism in the pavilion’s narratives for all the world to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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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Indians of Canada pavilion, Expo
67; Pinterest; Wikipedia2

Wars and peace treaties deprived us of our land. The White Man fought each
other for our land and we were embroiled in the White Man’s wars. The wars ended
in treaties and our lands passed into the White Man’s Hands. Many Indians feel our
fathers were betrayed. 3

For indigenous communities seeking auto-determination, the cultural sphere can communicate
potent messages of political actions. The Indian Pavilion at Expo ’67 was an early and highly visible
example of Indigenous renunciation of the master narratives of colonial nationhood that dominated
Expo’s other Canadian pavilions.
In a broader sense, native activists have been highly critical of the manner First Peoples have
consistently been represented by settlers in mainstream museums. The rise of Indigenous-led
institutions in Canada since the 1960s has enabled alternative, and far more progressive forms of
representation to take hold. An excellent example is the Woodland Cultural Centre’s exhibition
⸻—

1. Romney Copeman, “Unsettling Expo 67 : Developmentalism & Colonial Humanism at Montreal’s World Exhibition,” MA Thesis,
Département d’histoire,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2017).
2. Re : Wikipedia image of Indians of Canada Pavilion : paternité – Vous devez donner les informations appropriées concernant l'auteur,
fournir un lien vers la licence et indiquer si des modifications ont été faites. Vous pouvez faire cela par tout moyen raisonnable, mais en
aucune façon suggérant que l’auteur vous soutient ou approuve l’utilisation que vous en faites: Laurent Bélanger; https://fr.wikipedia.org/
wiki/Fichier:Expo_67,_pavillon_Les_Indiens_du_Canada_(2).jpg; no modifications have been made to this image.
3. Myra Rutherford and Jim Miller, “ ‘It’s Our Country’: First Nation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dian Pavilion at Expo 67,”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Volume 17, No. 2 (2006), pp. 14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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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ffs and Feathers, curated by Deborah Doxtator
in 1988. This important exhibition confronted
cultural stereotypes of First Peoples with an
ironic dismantling of the symbols of Indianness
and mythic displays that have perpetuated false,
insensitive, and culturally offensive representations
of Indigenous populations for decades in
museological institutions.
Inaugurated in 1972, the Centre is highly
significant for another reason as well: as the site of
the longest-running residential school in Canada
– the Mohawk Residential School (1828-1970) –
what is now known as Woodland Cultural Centre
has brilliantly reclaimed Indigenous identity with
a mission that serves to preserve and promote
Figure 3: catalogue cover
First Nations’ heritage and culture. Comprising a
language program, museum, library, educational
programming, and annual art exhibition, the Centre
strongly supports the livelihood of three local communities: the Mohawks of the Bay of Quinte, Six
Nations of the Grand River, and Wahta Mohawks. While relatively few residential school buildings
still exist across Canada, Woodland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reminder of the attempted assimilation
of First Nations’ culture and identity by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operated by Churches, residential schools housed Indigenous
children who were forcibly removed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sent hundreds of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ir home communities. The goal of these schools was to suppress the language, traditions,
knowledge, and spirituality of Canada’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o enforce the dominant EuroCanadian culture through forced assimilation. It is estimated that over 150,000 Aboriginal children
(Inuit, First Nations, Métis) were made to attend such schools over the course of these institutions’
history, in which students suffered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sexual abuse, the legacy of which
lives on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operated in Canada for well
over a century (1830s to 1990s), and became the subject of a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 in 2009 which concluded in 2015 with 94 Calls to Action that fundamentally touch
upon policies ranging from the provision of education and justice, to media, sport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youth programming, and the work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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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Decolonization

Figure 4: http://www.montrealgazette.com/
sports/Alvin+Wanderingspirit+protests+Sp
irit+Sings+cultural+exhibit+outside+Glenb
ow+Museum+during+1988+Winter+Game
s+Calgary/7956293/story.html; image of
Alvin Wanderingspirit, republished in
Montreal Gazette on Feb 13, 2013

Establishment museums have also historically been the
grounds of Indigenous protest in Canada, as was the case
at the Glenbow Museum, in Calgary, Alberta, on the eve
of another international event: the XV Olympic Winter
Games of 1988. Timed to coincide with these Games and to
showcase local Indigenous heritage, much of which is held
in foreign collections, The Spirit Sings: Artistic Traditions of
Canada’s First Peoples exhibition became highly controversial
over its patronage by Shell, an oil company exploiting nonceded land of the Muskotew Sakahikan Enowuk / Lubicon
Lake First Nation in northern Alberta in the midst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of Lubicon traditional lands. Massive
boycotts of the exhibition, publicly supported by ICOM

not only brough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dispute, but were an important indication that
relationships between Canada’s First Peoples, museum professionals, and academics urgently needed
to be re-assessed.
The outrage over the problematic funding of this exhibition was the catalyst to national
discussions and the creation of a task force in 1988 that brought together First Nations leaders and
museum professionals around the shared concern of how to remediate the interpretation, access,
and repatriation policies of First Peoples’ heritage in museum collections across Canada in an
ethical way. The ensuing Report, released in 1992, identified a number of strategies to facilitate the
involvement of First Peopl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culture and history in cultural institutions
that in many ways are still being negotiated today, almost 30 years later.
If Expo ’67 was Canada’s coming-of-age, the TRC was its wake up call. Today, museums across
Canada are in the midst of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markable resilience and activism of First
Nations peoples have been central to changing museological narratives and display practices.
Foregrounding aboriginal epistemology as well as traditional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museums in Canada are increasingly adapting narrative structures and creation myths respectful of
Indigenous tradition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incorporat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and territorial
maps within a purview that seeks to privilege once-silenced Indigenous voices and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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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s of colonial policies and cultural genocide are now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what
American native scholar Amy Lonetree refers to ‘truth-telling’ in museological work, as are stories
of survival, resistance, and resilience. Perhaps what is most exciting is how this revisionist approach
is occurring across the museological spectrum, in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local museums of all
disciplinarian orientations. Prominent examples include the new Canadian History Hall (whose
2017 inauguration coincided with Canada’s sesquicentennial) at the Canadian Museum of History,
Vancouver’s Museum of Anthropology’s long-standing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o working with
Indigenous communities (note its open-storage, Multiversity galleries) and its acknowledgement in
particular of the TRC Calls to Action in relation to museums and archives, the satirical critiques of
colonial historiography such as artist Kent Monkman’s Shame and Prejudice: A Story of Resilience
exhibition (2019) at the McCord (history) Museum in Montreal, and the increasing prominence
of Indigenous artists and scholars in mainstream museum collections and (though more slowly), in
curatorial positions.
Digital platforms have also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making Indigenous collections held in
museums available to source communities. Two Canadian examples have been ground-breaking
in this respect: the creation of GRASAC: the Great Lakes Research Alliance Aboriginal Arts and
Cultures knowledge sharing system (https://carleton.ca/grasac/), in 2005, spearheaded by scholars
at Carleton University, in Ottawa, and partnering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Woodland Cultural
Centre in Brantford, Ontari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the Ojibwe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Cornell University in Ithaca, New York. With its focus on Anishinaabe, Haudenosaunee, and
Huron-Wendat cultures around the Great Lakes of Turtle Island (the name given by many First
Nations people to refer to the North American continent), GRASAC defines itself as both a
network of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and an online database that virtually unites Great Lakes
material heritage located in collections around the world.
Second, the Reciprocal Research Network (RRN, https://www.rrncommunity.org), a component
of MOA’s Renewal Project (“A Partnership of Peoples”)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o-developed with Musqueam Indian Band, the Stó:lō Nation/Tribal Council, and the U’mista
Cultural Society, the project is premised upon an interdisciplinary partnership that seeks to facilitate
the sharing of, and access to, cultural objects from First Nations of British Columbia’s North-West
Coast across a host of partner institutions, community members, and academic researchers in order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n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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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The rise of human rights museology

Another significant aspect of contemporary museological practice relates to how museums are
engaging with rights-related issues. If the rise of memorial museums addressing and redress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atrocities occurred as early as the late 1940s-1950s,4 the infusion of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discourses and pedagogies into museological programming more
broadly has been a more recent development.
There are many roles that museums play in this regard, from preserving memories tied to
difficult histories of human rights atrocities, to the evidentiary by uncovering hidden truths
and reconstructing a just historical narrative by providing access to documentation, such as
archives, for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truth-seeking measures, and providing a space for Survivor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the public domain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Other possibilities include facilitating networking for the empowerment of victims and activist
communities,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the voices for victims and families and their demands for
reparation, and aiming to heal those affected by the violations and the legacies of colonization and
imperialism.
Museums dedicated to pursuing historical and social justice mandates have evolved in
geopolitical contexts around the globe. In the Americas, these range from dedicated human rights
and memorial museums developed in post-dictatorship societie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contexts
to liberal democracies that perform different types of programming, and have assumed different
forms of representa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ir distinct mandates. In Winnipeg, Manitoba, the
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 has developed a protean approach to human rights through
the diversity of its galleries (recogniz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championing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major advancements in the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 In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several human rights museums have developed in the wake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such as Chile’s Museo de la memoria y los derechos humanos in Santiago (inaugurated in 2010
on the bicentenary of the country’s independence), two human rights museums in the modest city

⸻—

4. Some important examples include: the Memorial and Museum at Auschwitz-Birkenau, Poland, founded in 1946; the Ghetto Fighters’
Museum on the Kibbutz Lochamei Hageta’ot, in Israel, created by Survivors in 1949; and the 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Museum,
inaugurated in Japan in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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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suncion, Paraguay, Museo de las memorias:
Dictadura y derechos humanos (2002) and the
Museo de la Justicia, Centro de documentacion y
Archivo para la Defens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2008), and the Museum of Memory, a national
memorial and human rights museum still in
planning in Bogotá, Colombia, following more
than 60 years of armed conflict and conceived
in the wake of the country’s transitional justice
processes.

Figures 5 and 6: slides 44 and 52

Voces para transformar a Colombia, Museum of
memory, Bogotá, Colombia
View of visitor interactions.

These images of a temporary exhibition entitled
Voces para transformar a Colombia, curated by
the Museum of Memory, illustrate a number
of experimental methods the Museum’s staff
incorporated into its vision of an initiative designed
to elicit self-reflexivity within museum visitors
Voces para transformar a Colombia, Museum of
and to question the very structures that enabled
memory, Bogotá, Colombia
Colombia’s prolonged armed conflict to dominate
Installation about the rights of nature
Atrato River, declared a subject of rights by the
the state throughout the latter half of the twentieth
Constitutional Court in Colombia in 2016.
century. Shedding light on the complexities of this
Collage of photos of the River, with the text of the
Court’s decision and a video documenting the river and
conflict, including its economic, environmental,
its local residents.
military and sociological dimensions, as well as the
roles of the myriad actors who perpetuated the conflict in one way or another (over land disputes,
drug cartels, guerrilla and paramilitary warfare), were some of the goals of the exhibition, as were
creating spaces for Colombians to come together to discuss their diverse experiences, memorial
initiatives, and novel conceptions of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s of nature, conferred on the Atrato
River by Colombia’s Constitutional Court in 2016).

Post-script
ICOM has yet to determine how to adapt what will ultimately become its most updated
museum definition to the realities of practice. Yet these realities have existed for several decades
already and are vital to the relevance of museums in their respective communities as these navigate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he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identified the need to
focus not only on what binds us together as humans in our efforts to preserve natural and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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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tage, but ‘to acknowledge and recognize with concern the legacies and continuous presence
of deep societal inequalities and asymmetries of power and wealth – across the globe, as well as
nationally, regionally and locally,’ it was, without a doubt, the most potent call to action this
organization has issued in a very lo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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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歷史遺產、博物館與城市文化治理
林昱伶、陳盈儒、楊晴羽╱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一、城市負面歷史的保存與再現－以長崎原爆事件為例
林昱伶
日本長崎市作為世界最後一個被爆地，在滿目瘡痍過後踏上一段漫長的復原之

路，原爆事件對於城市及市民而言，是凍結而無法遺忘的負面歷史，也因此產生許多
負面遺產（Negative Heritage）。本文則依據筆者於2019年5月14日至18日至長崎市參

訪，田野所遇之十處相關地點1為觀察個案，並以田野資料為線索，爬梳相關文獻與政

府資料，欲理解長崎市政府如何展開保存與再現負面歷史與遺產的行動，與之共存。
這樣的行動奠基於官方積極重建地域的政策。自設置「災害調查特別委員會」

後，至今仍持續進行復原工作，包括生存者及後代生活與健康調查、醫療、公共衛

⸻—

1. 包含國立長崎追悼原子彈死難者和平祈念館、長崎原爆資料館、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原子彈落下中心地（爆心地）、和
平公園、被爆當時的地層、福濟寺（長崎觀音）、浦上天主堂、江崎鼈甲美術品製作所與岡正治平和紀念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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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長崎原爆政策記事及相關設置（一）（整理／林昱伶）

表2 長崎原爆政策記事及相關設置（二）（整理／林昱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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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江崎鼈甲美術品製作所的原爆相關展示（攝影／林昱伶）

生、地質研究等等。其中1949年8月9日施行的《長崎國際文化都市建設法》2確立了重

建長崎的方向，同時揭示了官方欲將負面歷史轉化為推進和平動能的企圖，也因此展
開相對應的都市建設計劃及長崎國際文化館的設置。筆者田野所遇地點中有八處皆是

官方管理單位3，包含有厚生勞動省（日本中央省廳）以及附屬於長崎市政府下的原爆
被爆對策部平和推進課、中央總和事務所地域整備1課、文化觀光部文化財課、文化

觀光部世界遺產課等。從官方角度梳理政策頒布、相關設置建立與官方管理單位的配
置，可以理解負面歷史與遺產是基於何種上位的立場被保存與再現。

⸻—

2. 該法目的在於將長崎市建設為國際文化城市，以增進國際文化與實現永久和平的理想。
3. 此為筆者於2019年11月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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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此必須提出的是，礙於篇幅限制，上述所提的單一法律無法代表官方細緻

組織的重建網絡，尚有其他法令如《原爆倖存者援助法》、相關委員會及調查研究等
在此無法詳述，也必須意識到，除了官方之外也存在民間的努力。如江崎鼈甲美術品
製作所與岡正治平和紀念資料館，兩者皆從自身經驗出發，以小歷史敘事來記憶原爆
事件，包含災後工藝業的衝擊以及因戰爭被輸送至日本的中國與韓國被爆者等。從非
官方的民間角度則可看見在官方論述下被忽略的敘事，同時也提醒我們必須理解原爆
事件的複雜性與負面歷史保存、再現的多元可能。

圖二

岡正治平和紀念資料館入口處（攝影／林昱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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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崎原爆資料館與祈念館的連結
陳盈儒

二戰後成立的「長崎原爆資料館」（以下簡稱資料館）與「國立長崎追悼原爆死

難者和平祈念館」（以下簡稱祈念館），分別以理性知識與情感悼念；官方敘事及個

人故事的佈局，分工又串連地展現博物館記憶原爆歷史作為。館方連接兩館參觀動
線，強調「在資料館了解、在祈念館祈念」，這樣的連結帶來何種參觀經驗？長崎這

座城市如何透過資料館與祈念館來記憶與哀悼原爆事件？除了智性上理解原爆事件
外，祈念館所著重的、心理層次的悼念有何重要性？這些問題皆是本議題筆者關注的
核心。

資料館展覽以長崎為原爆受害者的角度敘事，從十六世紀長崎歷史講起，到遭受

原爆的傷害、毀滅，最後是戰後城市的復興，以及未來廢除核武的願景。展覽內容以

大量動態、靜態影像呈現原爆後長崎宛如煉獄的場景，並以真跡物件佐證。整體而
言，資料館展覽偏向知識學習型、符合館方目標「向全世界講述原爆的受害悲慘故
事、表達祈禱和平的願望」。而祈念館的功能則與資料館相當不同，以「追悼」為核
心的祈念館，處理的更像是心理層次的議題。其追悼大廳是一處寧靜且具聖潔感的空

間，深處存放原爆死難者名冊。當觀眾從資料館順著館方連結的動線走進追悼大廳
後，可以在此將先前參觀中可能累積的複雜情緒，在死難者名冊前轉為致哀，或是祈
念。

博物館學者Julia Rose曾言，展示困難歷史（difficult history）是一條進路，可以

為世人帶來哀悼、紀念、教育等意義；但它同時也可能為人們帶來震驚、痛苦、不安
等感受。若未對此處理，博物館經驗有可能會成為一種負面經驗，造成觀者抗拒再參
觀，或在參觀前已先建立心理防衛機制；祈念館的悼念功能可以說是處理上述震驚、
痛苦等感受的一種方法。而戰爭議題之複雜與難言，再加上每座博物館皆有其觀點與
資源條件限制，在一所博物館中要處理所有原爆面向實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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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資料館展覽中的靜態影像與真跡物件（攝影／陳盈儒）

圖二

在祈念館的祈念大廳深處安置著原爆死難者名冊（攝影／陳
盈儒）

因此，或許資料館與祈念館的「分工」是

給予觀者更全面認識、接受同一議題的處方。
就此面向而言，在筆者的觀察中，資料館與祈
念館的連結確實有其意義與實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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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銘記原爆歷史的另一種途徑：試論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的
展覽
楊晴羽

前言
永井隆是誰？在各種談論長崎原爆歷史的資料當中，他是時常被提起的人物。永

井隆本身是原爆的受害者，亦即所謂的「被爆者」。在這個身份之外，永井隆在原爆
事件中，也身兼醫師、研究者、精神導師與作家等角色，試圖治癒原爆在生還者身上
與心上留下的巨大創傷，可說是長崎民間社會中最早一批勇於回應原爆事件的指標性
人物。

雖然永井隆在原爆後僅生存了六年便過世4 ，但他在這段期間許多激勵人心的事

蹟、十餘本以原爆為主題的著作皆成為後人認識長崎原爆歷史的素材，並成為長崎市
民記憶原爆歷史的節點之一。因此，本文欲透過分析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以下簡稱
紀念館）的常設展，試論紀念館如何以個人生命史的角度記憶與訴說這段關於原爆的
負面歷史。

永井隆的重要性
在進入展覽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就被爆者在戰後的社會處境與相關支援團體出現

的時代背景做概要性說明，以理解永井隆的重要性。基於對原爆後遺症的不理解與恐
慌，被爆者在戰後飽受社會歧視，同時需面對原爆造成的長期性身心健康問題，以及
因此衍生的經濟困難。在漫長的復原之路上，一直要到1954年的福龍丸事件5引起一波

⸻—

4. 根據永井隆官網資料顯示，永井隆出生於1908年（明治41年），卒於1951年（昭和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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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後，才陸續出現具規模的被爆者支援團體，以爭取醫療補助、廢除核武、支
援被爆者自立服務等為目標（Southard, 2017）。

由上述可知，戰後最初的十年間，被爆者可說多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因此，永

井隆雖然因早逝而無緣參與上述的社會運動，但早在被爆者支援團體成立之前，他便
抱持著相當堅決的反核武立場，並透過各種行動試圖療癒被爆者的身心創傷，例如投
入原爆後遺症的研究、捐出版稅以支援市區重建工作 6、為貧困被爆兒童蓋私人圖書7
等。由此觀之，永井隆的行動可視為戰後最初十年中少數難得的被爆者支援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永井隆曾在「浦上教會聯合追悼會」代表教徒致詞，主張長崎的

犧牲是為人類發動戰爭而贖罪，延續了長崎四百年的基督徒殉教歷史（Southard，2017
）。Southard（2017）指出，永井隆的主張影響了許多教徒被爆者，且其作品影響日

本社會深遠，讓日本社會大眾認為長崎倖存者是以虔誠的心態面對原爆，與廣島倖存
者主動表達憤怒的形象不同。

三、 展覽內容與展示手法分析
常設展分六個展區（表1），作為展覽起始的展區一採用常見的人物介紹方式⸺

年表及影像，概述性地介紹永井隆的一生。接續的三個展區，則依照永井隆的生命歷
程，描述他在原爆前的生活、原爆當下的經歷與心境轉折、原爆後的行動與對原爆的
看法、生命末期的著述生活。最後的展區六則聚焦於永井隆的思想層面，利用12則摘

⸻—

5. 福龍丸事件源於日本漁船福龍丸因美國試爆氫彈而遭受無妄之災，這起事件促使日本國內出現全國性的反美、反核武試爆
運動浪潮。在此背景之下，廣島趁勢在原爆十週年紀念日舉辦「第一屆禁止原子彈與氫彈世界大會」，隔年移師長崎舉
辦。被爆者開始在利用這些全國關注的場合中說出自身經歷，並呼籲廢除核武。與此同時，地方性與全國性的被爆者支持
團體也紛紛成立。
6. 參考資料來源：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導覽折頁資料
7. 參考資料來源：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導覽折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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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自本人著作的句子，傳達「反戰、反核武、反思日本戰爭責任、渴望和平」等訊息。
表1 展區與展板內容大意列表

展區

展區一：永井隆博士的生涯 永井隆生涯概述

展板內容大意

展區二：醫學與信仰

永井隆在原爆事件前的生活樣貌

展區四：祈禱和平

永井隆鼓舞人心的具體作為，以及對原爆事件的看法

展區三：原爆！那個時刻

永井隆在原爆事件中的親身經歷，以及從沮喪絕望到力圖振
作的心境轉折。

展區五：如己堂的著述生活 永井隆最後幾年以著述為重的生活樣貌

展區六：來自永井隆博士的 傳達反戰、反核武、反思日本戰爭責任、渴望和平的訊息。
教導

整體而言，常設展在展示手法上有兩個特點。首先，展覽成功地營造如見本人的

觀展氛圍，這又體現在展板文字與展品兩方面。在展板文字方面，直接取材自永井隆
的著作或是其他人以永井隆為主題所撰寫的著作，且多以第一人稱口吻呈現，營造出
永井隆正在對觀眾說話的氛圍。在展品方面，則陳列了大量的人物照片、親筆書畫、
手稿原件與本人使用過的物品，如畫具、餐具、衣服等。在展板文字與展品的加乘效
果下，讓觀眾觀展時產生永井隆彷彿就在現場的感覺。

其次，展覽形塑了多元且飽滿的人物形象。展覽依循著永井隆的生命歷程，透過

不同的事件，堆疊出永井隆的多種形象，包括醫生、作家、慈父、虔誠教徒與和平祈
禱者。在這些形象之中，又以「虔誠教徒與和平祈禱者」的形象最鮮明，例如在不同
展區的展板文中，字裡行間不時出現與宗教相關的描述，並可見到許多與宗教相關的
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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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外觀（攝影/楊晴羽）

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常設展展廳（攝影/楊晴羽）

四、 結論
總結來說，紀念館的展覽在展示論述上，一方面符合長崎市官方在談論原爆事件

時以祈求和平為基調的立場，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較少出現在長崎市官方發言中的觀
點，即永井隆認為被爆者是為人類贖罪而犧牲、反省日本戰爭責任等看法。在展示手
法上，拉近了觀眾與永井隆之間的距離，營造如見本人的觀展氛圍，並透過不同生命
階段的經歷，堆疊出飽滿且多元的人物形象，其中又以虔誠教徒與和平祈禱者的形象
最鮮明。最重要的是，紀念館的展覽在大歷史敘事之外，透過指標性人物的個人生命
史去談論原爆事件，作為銘記原爆歷史的另一種方式，也讓觀眾有機會看到更多醫療
救援之外的市民行動與回應。

五、 參考文獻
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官網。上網日期：2020年1月3日，檢自：https://nagaitakashi.nagasakipeace.jp/japanese/

history.html

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導覽折頁資料

Southard, S.著、楊佳蓉譯，2017。只要活著：長崎原爆倖存者的生命故事。台北市：馬可孛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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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律觀點談藝術價值

—從Banksy《氣球女孩(Girl with Balloon, 2006)》的自毀與重生談起
李佩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博士生、執業律師

2018 年 10 月 05 日倫敦蘇富比拍賣

會，英國塗鴉藝術家班克斯（Banksy，

又譯班克西）的畫作《氣球女孩 (Girl

with Balloon, 2006)》在拍賣官落槌後當
場自毀，畫作有一半向下滑動，被暗藏
在畫框內的碎紙裝置碎成一條條紙屑。
幾天後，被自毀的作品以《垃圾桶裡的

愛（Love is in the Bin, 2018）》之名重
生，並獲得買家接受。Bansky也在個人

IG揭露他在作品畫框安裝碎紙裝置的「

創作」過程影片，以及「他」在拍賣會

現場遙控啟動碎紙的側拍。則在Banksy
製造的這個事件受到注目之餘，除了藝
術交易市場的面向，法律的觀點為何？
藝術價值與法律所保護的藝術價值又有
何不同？

圖片來源：
https://www.sothebys.com/en/articles/latest-banksy-artworklove-is-in-the-bin-created-live-at-auction (拜訪日期：2018年10
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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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觀點看Banksy自毀畫作
(一)從憲法談起
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使藝術家能自由的展現其

創意。如果沒有言論自由，思想將被審查或限制，藝術創作將遭受箝制，藝術家難以
在藝術創作中自由實踐創意。以Banksy這樣的藝術創作為例，姑不論其所受評價是正
面或負面，都是憲法保障藝術創作自由的體現。

(二)民法的觀點
Banksy將其畫作在拍賣會落槌後當場銷毀一半，可能涉及幾個民法議題。首先，

就買賣標的物而言，交易的標的是畫作還是裝置藝術？甚至行為藝術？拍賣品圖錄的
作品標示是否為複合媒材，將是重要參考；其次，因為拍賣官拍出的作品在落槌後被
當場銷毀一半，導致原作未能交付給拍定人，將使出賣人陷於給付不能；又若藝術家
擅自將原作銷毀一半，也可能構成對所有權人的侵權行為；再者，據報導「重生後」

圖片來源：USA TODAY, Banksy had different plan for shredded painting
-- A "director's cut" released by Banksy shows what the iconic artist intended
for the "Girl with Balloon" painting that self-destructed at auc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093FzCkas0 (拜訪日期：2018年10
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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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作」估價較原作高，那麼，藝術家的行為也有對原作所有權人「強迫得利」的
問題；甚至，若遭銷毀一半後的新作價格高出原作甚多，將因為「物之加工」使作品
價值提高，而有使「新作」的所有權移轉給加工者（藝術家）的可能性。

(三)從刑法來看
藝術家未經畫作的所有權人同意，而故意將畫作銷毀，可能涉及刑法的「毀損

罪」。但以Banksy這次的新聞事件而言，如果藝術家預設的創作行為是到畫作拍定後

按下遙控碎紙才完成，而這樣的預設也有證據支持的話，或許可以辯稱該行為是創作
完成的步驟，並沒有毀損作品的故意。又看Banksy所公布的影片，畫框內暗藏的碎紙

裝置原來是要將畫作全部碎成紙條的，倘若如此，畫作僅絞碎一半究竟是出於意外，
或者刻意中斷，分別有「既遂或未遂」與「中止犯」的議題可以討論。

(四)著作權法的角度
當作者的構想表達出來，成為外界可以客觀感知的作品時，便受到著作權法保護。

而當藝術家本人對於既存著作進行改作時，其成果就是衍生著作（大眾常稱二次創作）
。然而，藝術家完成的畫作在市場流通後，因為畫作實體的所有權已經移轉，藝術家對
該畫作實體已經沒有處分權，除非經過所有權人同意，藝術家無權對該畫作實體繼續創
作或改作。這與藝術家本於著作權，而有權就既存著作另行重製或改作為衍生著作，是
不同的面向。

(五)保險法的問題
拍賣公司或畫作出賣人對於《氣球女孩(Girl with Balloon, 2006)》這幅畫作，應

該是有投保保險的，而Bansky這個事件，如果是在拍賣公司和畫作出賣人不知情的狀
況下發生，或許是不可預料的事故，保險公司應該負擔承保責任予以賠償。但有趣的

是，雖然原作有部分被毀損，但反而因保險事故而增值，如何認定所受損害及其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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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或因為保險事故雖然發生，但客觀上並未遭受損害，而使得被保險人不享有賠償
請求權，即值探究。

二、藝術價值與法律所保護的藝術價值
(一)藝術價值
藝術價值的判斷因素並非單一，包含藝術性、原創性、創意、主題、技法、品

質、媒材、珍稀性、藝術史重要性、真偽、尺寸、流行性、保存狀態、來源出處等
等。但不容諱言，就如馬塞爾．杜象（Marcel Duchamp）所說：「藝術的重點不是藝

術本身，而是大家對它的關注。」則吸引大眾的關注，可達成推升藝術行情的效果，

即可預期。以Bansky自毀畫作事件為例，該作品因此受到媒體關注，甚至成為藝術史
上的事件，並立即反應在藝術品交易價格的討論熱度。這也顯示藝術價值常受到主觀
判斷甚至刻意操作的影響，而形成大眾在該時期的價值共識。但以藝術史而言，藝術
的價值，終將回歸藝術創作本身與所欲表達的內涵是否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二)法律所保護的藝術價值
法律所保護的藝術價值有其侷限性，例如，我國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藝術創作，限

於人類的精神創作。因此，猴子自拍的照片、豬卡索(Pigcasso)的畫作，縱然客觀上或

許具有藝術價值，也不受法律保護。又如法院在具體個案上，對於藝術價值的肯定也
會受到法律的限制。例如我國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著訴字第48號、106年度民著上

字第13號民事判決即指出，藝術家朱銘的著作權受到侵害，其雕塑真品在藝術品拍賣

市場的價格可達數千萬元，但根據著作權法規定，只能給予每件五百萬元之賠償，此
金額雖屬過低，但已經是法定最高的賠償金額上限。所以，「客觀的藝術價值」、「
法院所認識的藝術價值」和「法律限制下的藝術價值」就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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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其實，藝術的價值，隨著創作完成而客觀存在，本不需法律予以肯定或證明。然

而，為了促進藝術文化的發展，一方面我們要維護藝術家的創作動能，另一方面又要
兼顧藝術的普及與公眾利益，現實上，就有透過法律來鞏固、發揚藝術價值的必要。

然而，法律的制定與適用講求一貫的經驗脈絡、邏輯性、穩定性與可預測性；相對
的，藝術領域則強調展現自我個性、獨特性、發揮巧思、展現創意。如能使法律與藝
術相互理解並從中取得平衡，或許將更能透過法律來維護、確立藝術的價值。

圖片來源：
https://edition.cnn.com/2018/04/24/us/monkey-selfie-petaappeal/index.html
(拜訪日期：2018年0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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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悟族造舟航海文化紀錄
林建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博士生

陸地的盡頭，才是世界的開始。
這個划船的計畫緣起於2001年，是當時和島上的朋友們，在累積的田野經驗中而

逐漸成形的，並在2007年完成：造一艘達悟族拼板大船，划到台北。

計畫是來自許多熱情摯愛蘭嶼達悟文化的單位與個人的支持。2006年，在KEEP

WALKING夢想資助計畫資金啟動，以及後續眾多的贊助者才得以完成。在此，對所
有參與的人表達最深的感謝。

航海行動的背景，是試圖從達悟族的當代性流

變中，重新看待其殖民歷史至現代性的變遷。嘗試
探討族群在無所選擇的非自願性歷史處遇，意圖以
再現達悟民族的海洋文化符碼，建構於台灣社會的
空間視野，揭示此一文化強韌的持續存在及其張

力，並對話長期以來在國家治理下的核能廢料、國
家公園，以及文化觀光消費等議題的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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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ROWING繼續划－2006的海洋練習曲
拼板大船名為 ipanga na1001 跨越號。來自族語動詞inganangana，意為：到了這

裡再到那裡去。如同日常生活中的到處拜訪，或在海上島礁間的巡弋航行。而中文「
跨越」意指跨越達悟文化自身禁忌所禁制的範圍，更以跨過有形無形的地理邊界、社
會邊界與文化邊界，穿透界域之間種種的隔閡。

這不是靜止的符號移置，而是尋求對話的行動，嘗試彼此能有新的思維與觀看的

視野，超越過去向前發展。

只要是人，都有權利去拜訪任何一處有他同類的地方，雖然有表達及謀
求互利的權利，但是不可強求且須以和平的方式進行……。
人類的社交性國際法 – (Fr. Francisco de Vitoria 1539 )

｢ 自從原住民社會受外來殖民以來，人們不斷

的摸索各式各樣的文化復振模式，而【繼續划KEEP

ROWING，2006的海洋練習曲】計畫，以達悟人與

文化為主體，加入合宜的現代文化資產管理觀念的

操作，促使兩個文化的互動，掌握精確的地方知識、
發展更多的文化了解。｣（王嵩山，2006）我們以大

船的移動做為動態博物館展示的概念，呈現一個維
仍持著文化活力的海洋的行動。

未與時俱進的文化留存，不只是文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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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的，而是現實存在的。
達悟族拼板船常見於世界各地博物館的展示或收藏，是極具人類物質文化美感的

展品。而位處亞州大陸農業文化與海洋南島文化交界的前沿，蘭嶼地緣是當代海洋文

化史中的重要一環。｢ 這是一件可以實現的『文化任務』，嘗試『以動態的實踐超越
靜態的展示』、『將船回歸浩瀚海洋』，呈現南島民族『海洋不是阻隔，而是通路』

的想法，是『讓海洋文化活起來』，結合人、觀念、技術、自然的『文化行動』。｣
（王嵩山，2006）

日據殖民統治時期，蘭嶼被保留

做為人類學的研究園區，封鎖與外界

的接觸，造成文化發展的延滯， 50 年
未與現代性進程與時俱進。我們透過
對大船文化行動的詮釋，是面對這段
歷史的反思與再現的企圖。

達悟族人世代勞動不懈自給自足

的生活，營造了原初豐腴的島嶼。在非自願被統治的政治歷史中，原本費盡心力與

anito ( 惡靈 ) 和諧共存達悟族人，卻檔不住核能廢料的到來。這是一個在百年不到的

時空中，被迫著從幾近石器時代狀態而直接進入核子時代的民族，成為一個伸手就能
摸到神話，而腳底下卻踩著核能廢料的民族。

達悟族人從不曾疑惑自我生活世界的存在方式，也在完整的在宇宙時空中，透過

所擁有一套完滿的觀念體系，自信而綿延不絕的承續著民族的命脈。但以台灣主流社
會的觀眼而言 ，是為偏遠、人口稀少、文化特殊的刻板認知。近年來，達悟人是抗議

的代名詞，反核廢、反國家公園設置，族人到台北都是武裝來發脾氣的。漸在強調多

元、相對、平等、尊重原民文化的價值看待裡，許多人們也善意的敞開胸懷來到島
上，卻又突然的發現，彼此並不是那麼熟悉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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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存到生活及其延續的總成，是文化與文明在現實中流變與延展的一
切。

造舟航海是島嶼的知識生產，是達悟族人為求生存的技能。森林裡的樹成為海裡

的船，為每一樣的需求而創造的物件，都是人類與自然的共舞，是智性的創造與動手
動腳實踐的驗證。島嶼的原初，是現代社會已經遺忘的人類本質，是感性經驗中的矇
眛不解，是這座島嶼伸手就能摸到神話的具體存在。

在心靈的信仰安定，在心思的辨識能力，在心神的安適自在，以及用儀式的虔

敬，來對話依舊未解的未知，而使心意舒發，使心情愉悅。蘭嶼很近，用飛行的很快
就到了；蘭嶼也很遠，那是因為我們並沒有真正的認識達悟民族與他們的島嶼。

行動，是認知世界的一條不曾斷裂的航道， 所有的遠方，划，就會到。

2007 年 7 月 31 日拼板大船划抵終點，台
北市基隆河大佳碼頭。 攝影 / 陳信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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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陶神祭祀現象
林青梅╱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博士生

一、陶神信仰溯源
陶神，在民間信仰體系裡歸為行業神，其信仰興衰與製陶產業的起落可說息息相

關、密不可分。

蔡合璧在1981年《陶神雜談》中指出鶯歌拉坯業者信奉羅明為陶神、手擠坯業者

尊奉羅文為陶神。但因缺乏相關文獻只能推測，陶神信仰是嘉慶九年吳鞍自大陸來臺
在鶯歌定居製陶之後，由泉州府引入。在鶯歌製陶傳承24代的陶藝家吳明儀的文生窯

官網中，溯源出陶神羅明的信仰緣起，但僅以「史冊記載」帶過未註明出處。在《泉
州歷史網》同樣有關於這段緣起的紀載。而傳說中與羅明並列為兄弟的羅文祖師，資
料卻付之闕如。

二、早期陶神的祭拜情形
鶯歌製陶者把寫著「羅明先師」的紅紙條貼在窯頭，燒窯前簡單祭祀祈求順利。

陶博館2006年舉辦的陶神座談會，幾位鶯歌老陶師提到早期祭拜陶神的情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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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雄表示其父親是在紅紙條寫「羅文先師」，約早上9點祭拜；南投的謝仁貴來鶯

歌，也是以泥條成型法做陶，因每月10、20、30日發領工錢，因此他於每月9、19、29

日拜羅文先師；吳正宏表示，其祖父雖然是做手拉坯，但卻同時祭拜羅明祖師、羅文
先師1。

苗栗早期在農曆的4月11日祭拜羅文先師，鄧淑慧《苗栗老陶師的故事》一書，

有張「慶祝先師聖誕日留念 泰興窯業廠 46.4.11」老照片，邱傳甲回憶4月11日當天：

「除了邱家三代，還宴請窯廠師傅，感謝他們的辛勞，員工的眷屬，以及一些常往來
的客戶、好友，共辦了三桌酒席，好不熱鬧。」

圖１：泰興窯業廠當年慶祝陶瓷先師聖誕的照片，翻攝自鄧淑慧，2003， 《苗栗老陶師的故事》

⸻—

1.

參見《95年度臺北縣社區營造點補助案--「迎陶神•鶯歌踩街」成果報告書》，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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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鶯歌陶神祭祀圈
根據鶯歌老陶師曾財萬（阿萬師）表示，在他23、24歲（約1956年），他的老闆

召集了10幾位老闆（王良盛、吳進益、林全成、甘阿三、黃根旺、陳通事、尤傳、吳
萬煙、沈清來、吳永昌、江天送、陳威玉、王赤牛、陳文溪共14人）共同出資請師傅

塑出陶神像。而後輪流當爐主將陶神像請回家中供奉，再於農曆九月九日將陶神恭請
至福興宮讓大家祭拜，由爐主邀請布袋戲班演戲酬神，鎮上陶瓷業者也設宴款待親朋
好友、客戶及窯廠師父等。第一年的宴席直到半夜12點還有賓客前來，可見盛況，此

後不再大肆宴請只酬謝窯廠師父工人。祭拜結束後由下一任爐主恭請陶神回自家供
奉。

1967年到1993年，由原本出資塑陶神像的14名製陶業者依序擔任爐主；第二輪時

有6位因年事較高改由第二代接手。1994年開始改由有意願的業者在每年農曆的九月
九日擲筊擔任爐主，直到2003年陳文溪最後一任，之後再沒有人表意接棒。地方曾開

會討論，阿萬師有意願請回家長期供奉，但遭人以公有的陶神不宜交由私人長期持有

圖2：老陶師曾財萬翻看筆記本

圖3：曾財萬所保留的筆記中載有陶神祭 祀輪值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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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對，並決議移至福興宮供奉至2016年。
筆記本中另記載著陶神慶典布袋戲團演出、道師主持祭拜禮及其他雜項支出金

額，由此可看出辦理的規模及陶瓷產業的興衰。 1974 年的盛況是布袋戲演了一棚之
後，還應要求加成3棚。1990年之後便不再有邀布袋戲團演出，只剩爐主供奉陶神及
保管餘款現金與金牌，直到1999年，才有爐主沈清來自己發願，支出全額請木偶戲團

演出以慶祝陶神聖誕。之後會在聖誕當天去興隆宮祭拜陶神的也只剩下三、四位而
已，陶神信仰盛況不再。

四、各地祭拜陶神現況
位於苗栗的竹南蛇窯在燒窯點火前及過年、三大節日都會焚香、燒壽金及節慶甜

點祭拜陶神，而非在農曆的九月九日祭拜。原本只以寫著「羅文祖師、羅明先師」的
紅紙條貼在窯頭，10年前改貼在原本拜土地公的地方，再放上香爐，土地公換上比較
正式的神龕移到別處。

圖4：苗栗竹南蛇窯祭拜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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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里蛇窯祭拜窯神迄今已有三代歷史，園區裡共設置二處大型「陶藝祖師」像，

一在園區大門入口處、一為手拉坯體驗區旁，實為推廣之意。真有祭拜是在蛇窯燒窯
前以三牲素果祭拜，另每逢農曆年初一、十五、每月初二、十六及九月九日，皆會在
園區生產線上的一處神壇處祭拜窯神。然神壇並無神像，只是以一張紅紙寫著「羅明
先師」，與福德正神共享一個神龕。

鶯歌工商在每年的教師節為陶瓷工程科學生舉辦師徒制拜師大典，聘請技藝優良

的製陶師傅擔任老師，讓學生遵循古禮拜師。典禮中由校長、教育局官員及地方民代
擔任主禮官、贊禮官，在拜師前一起先祭拜陶神羅明先師，再由學生行拜師之禮。當
學生完成二學期的師徒制傳承課業之後，在畢業謝師禮中也會答謝祭拜陶神。

圖6：鶯歌高職在每年的拜師大典中祭拜陶神

五、陶神信仰的動機與心理需求
製作陶瓷器需具備土、水、風、火四大基本元素，以「火」最無法為人所掌控，

老陶師從心裡由衷敬畏「火」這股未知力量，視之為靈驗的神力而加以祭拜，滿足心
理上對平安、消災祈福、作物豐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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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林根成的說法，1960年代「尖山埔」粗缶產業逐漸沒落，窯廠從原本的20幾

家剩下10幾家，為了提振營業狀況、傳承技藝，10幾位業者決議請羅明先師坐鎮，並

去桃園刻塑神像把「祂」當神來拜，在每年農曆九月九日演戲酬神。由此觀之，陶神
的祭祀信仰，從原本對未知力量的無從掌握，轉變成對於陶瓷產業興盛的冀求。

即使陶瓷產業技術已臻成熟，人們仍保留在燒窯時祭拜的習俗，尊敬蓋上窯門之

後的未知，這是陶人的謙卑。竹南蛇窯林瑞華強調，拜陶神不在於要求陶神保佑燒陶
過程中一切順利，可使燒陶良率提高，而是在於感謝祖師爺傳授這項技藝，以及前人
留下的智慧，「燒好陶是自己要努力的事，不能求窯公給你甚麼。」

六、地方對陶神廟的冀求
人類需要房屋遮風避雨，「神」當然也需要廟宇安居。鶯歌人士在2007年成立「

鶯歌陶神建廟籌備小組」，只是建廟所需的土地、資金、人力組織運作難有著落，卻
在2016年1月29日將陶神羅明遶境鶯歌，送至陶博館2樓常設展區，身分也從「供人參

拜」的神明，「去神格化」轉換為「供人參觀」的神像。至此，祂進入博物館知識體
系中的分類與去脈絡化與單一物件化，失去廟宇可以衍生的許多文化活動，與地方互
動的可能性也相對減弱。

有趣的是博物館的最早起源也是來自一座廟─「謬斯神廟」，而且現在博物館的

形式也相當多元，只是一旦進入博物館的功能─典藏、保存、研究、展示、教育、推
廣框架中，就是獨缺「供人參拜」這一項，就好像帕德嫩神廟的建築物構件、雕刻品
及神祇像進入了大英博物館、羅浮宮之後，就只能引發參觀者許多不同的情懷罷了。

或許，關於陶神的祭拜與神像的收藏，地方人士與博物館都需要多一點的討論形

成共識，才是上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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