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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年來文化景觀在地理研究益形重要，是關注文化與環境互動的關係，文化景

觀是地方空間環境的再現，可呈現出地方人們的集體記憶與認同。媽祖為台灣重要

的民間信仰，其遶境刈香原本目的在於藉由神像出巡儀式加強居民信仰，並達到宣

傳與成為居民心靈支柱的目的，此項儀式與週邊的空間環境有密切的關係。本研究

分析媽祖信仰三大遶境路線：彰化大甲媽祖、雲林北港媽祖與苗栗白沙屯媽祖，所

對應的儀式內容、居民行為、遊客行為與空間特質之關係。本研究以敘事的方式呈

現遶境文化的特質與所蘊含的意義。研究結果顯示：（1）目前台灣最為知名的媽祖

三大遶境路線，由於路線、遶境地區與主辦廟宇本身的差異，呈現出不同的宗教儀

式與空間內容。（2）媽祖遶境儀式型態包含有市集功能的嘉年華會型、路線不定的

天意型、與固定範圍的境內巡狩型。（3）不同的儀式行為彰顯了遶境文化的豐富性

與特有路經與空間的多樣性。（4）儀式行為屬於無形文化景觀的一種，除特定時間

外，不易在空間中留下明顯的痕跡供人探索，但敏銳的地理學者，必須在這空間痕

跡中找尋它神聖性與物質性空間建構的歷程。（5）由於遶境儀式行為是明顯的宗教

特性，此類文化襲產多被歸類為節慶活動類，反而忽視遶境儀式行為所具有的文化

內涵，淡化宗教的神聖性意義與空間的連結。（6）遶境儀式呈現通俗化與商品化的

後現代現象，也突顯遶境儀式的表演性與世俗化的歷程。 

關鍵詞：文化景觀、遶境儀式、節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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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是一個自然地區經過人類活動干擾後，在該地區

呈現出人類活動的蹤影；意即自然景觀提供了人類活動的背景，人文活動則在自然

舞臺上留下痕跡，人類活動蹤影呈顯出來的景觀，即稱為文化景觀，這些景觀則被

當作可以調查的文本（a survey of landscape as text）（Matless, 2003）。文化景觀的範

疇為一個地理環境的綜合體，其與景觀之概念相似，然其強調的觀點與內涵則有些

微的差異（Bell, 1999）。一九八○年代土地調查將後結構理論應用於景觀概念中，試

圖藉由文本理論對照景觀分析，讓景觀作為文本跟社會意義進行對話（Peet, 1998）。

Duncan（1990, 1993）認為「文化不是一種事物，而是一個過程」，文化的形成是一

個動態的過程，而非靜止的結果。正如歷史的演進，只當其，「終結於歷史」（the end 

of history）才成為歷史文化。文化亦是存在於「某種文化」中成為一種記載，當它

「轉變」或被終結而論述。透過對「土地」或「文化」的文本理論闡述，認為景觀

是以文本的明確特點為其特徵，某種特殊的景觀產生了特有的文化，而風土（特殊）

文化的形成重塑了地方景觀。例如：海洋的漁撈或養殖文化的不同技術形成了「特

殊」的文化景觀，這種觀點強調了景觀與文化之間互相建構的關係，景觀不再只是

文化過程中被動的產物，而是會以一種互動性的姿態影響著文化的選擇與形成。近

年來，在景觀與空間研究領域中，文化景觀研究是一個對於環境變遷的新觀察角度

與研究方法，屬於人類與環境互動關係在空間與歷史（時間）的研究，並涉及文化

襲產（cultural heritage）的研究或保育範疇。研究者透過對文化內涵的詮釋與文化現

象的觀察分析，可以找出「社群—文化—環境」三者互相影響的互動建構關係，呈

現出地方的集體記憶與認同。 

媽祖信仰自宋代以來，發展至今已經是世界級的宗教文化，可說是只要有華人

的地方就會有媽祖信仰。台灣的媽祖遶境活動經過數百年來的發展，已成為世界重

要的宗教活動之一。根據大甲鎮瀾宮廟方統計，大甲媽祖遶境的參與人數達數十萬

人以上，總路線長度達數百公里。此類結合宗教、神話、地域空間與地方居民參與

共同型塑的活動，為台灣中南部地區最為生動的文化景觀。本研究以媽祖文化中的

遶境儀式為研究對象，透過文化景觀與人文地理學的角度觀察媽祖信仰中的遶境儀

式，探索儀式內容、居民、香客行為、遊客的行為與空間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 

本文首先透過文化景觀空間現象的討論，建構文化景觀現象與無形文化內涵間



侯錦雄、李素馨∣媽祖信仰遶境儀式的文化景觀閱讀 3 

 

的互動關係形成的「文本」。探討媽祖信仰傳播至台灣四百年間，與台灣社會融合的

過程；並藉由參與式觀察，分析遶境儀式進行時與地方社群產生互動的空間現象；

提出其繞境間儀式的敘事性的手法，剖析其媽祖遶境文化景觀背後的社會關係網絡

地方社群、傳統文化與空間環境營造的模式；其結果有助於未來相關文化襲產與媽

祖文化景觀研究或保育時的參考。 

二、文化景觀的空間閱讀新觀察角度 

文化景觀是 Carl Sauer 發表「景觀型態學」（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文

中所提出，旨在探討不同文化社會對於景觀造成的不同結果，強調文化的可變性。

他將文化景觀視為一種典範移轉，文化是一種動力，將自然環境作為文化展演的舞

台或素材，文化景觀是其呈現的結果（Sauer, 1925）。文化景觀所關聯的不僅只是地

表上的型態變化，更需重視的是背後的社會關係與文化脈絡，研究的焦點著重在人

類與自然空間的互動。文化地理學則認為景觀空間是一種積極的表達，文化景觀的

呈現與社群文化之間是一種互相建構的過程；產業的變遷、社群結構的流動、文化

的轉向與景觀的呈現彼此會互相影響，共同形成該地區獨有的文化特性（Nassauer, 

1995; Bell, 1999）。 

在文化與環境交互影響的過程中，透過經驗觀點來詮釋地方社群的行為與空間

機能之間的關係，可以解釋文化地景背後隱含的文化內涵。周春堤（1977）認為地

理現象學的概念源於地理現象空間演化與時空互動的概念。當地區（area）的空間與

空間產生互動，加上時間的變化使得空間重疊於同一地景而發生次生現象，組合起

來成為一現象（圖 1）。這是因為該地的人類，能力、技術、經驗、態度及需要等因

素不同而造成不同的文化現象（Hall, 1988）。這些看得見的文化景觀類型（景觀型

態學）被觀察、研究與分類而成為多元化的異質模式；如此除了關注文化的物質面

向（physical aspect of culture），並更涉及情感、衝突、權力與多元性（Mitchell, 2000）。

文化景觀研究多年來在地理學派不同的研究方法上演變的重點在於：1. 多元文化的

差異模式（外觀、物化的觀察）；2. 演化的文化性實踐源頭（本）；3. 文化的生態學；

4. 異質文化、殖民或現代化對文化的影響，因此涉及了詮釋上的不同觀點。本研究

基於此觀點就案例中多元異質模式的觀察結果，進行閱讀（觀察記錄）與剖析其模

式深層的人的行為的文化意義，來詮釋媽祖進香的景觀空間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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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人文地理現象演化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一）文化景觀的空間性閱讀 

媽祖信仰是宗教行為，媽祖遶境活動為全球的大型宗教性活動之一，媽祖文化

中，「進香」、「刈火」或「遶境」的重心是達成信仰的神聖性！媽祖的神跡顯靈是重

要的體驗，信徒或遊客僅是這事件發生的被支配者，而主導這儀式的進行者是廟方

的主事，或整個事件安排的相關人員。如果將遶境儀式解釋為宗教文化下的節慶活

動產物是簡化的，因為朝聖的過程已注入了許許多多的事件，而成為一種文化觀光

現象。因此從地理現象學的角度來檢視遶境儀式產生的文化景觀時，必須同時考量

媽祖信仰與地方社群互動下產生的文化內涵，如此才能透過文化的核心本質探索文

化景觀呈現的現象。從文化活動的角度來看，文化景觀的呈現與社群文化之間是一

種互相建構的過程，包括產業的變遷、社群結構的流動、文化的轉向與景觀的呈現

彼此會互相影響，共同形成該地區獨有的文化特性（Poria, Butler, and Airey, 2003）。

儘管宗教和宗教影響不同的社會環境行為的因素是眾所周知的，但非常有限的研

究，探索宗教和遊客的旅遊模式之間的聯繫。探索宗教意義的遺產（哭牆，以色列）

發現遊客根據他們的宗教歸屬和宗教之間差異（Aitchison, MacLeod, and Shaw, 

2001）。現場參觀的旅遊和強度就需要了解宗教信仰，旅遊的看法和意思連接到該文

物。陳其澎（2002）認為透過描述文化景觀的型態與組成元素，並進一步詮釋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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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的內容，以及隱含於其中的社會歷史脈絡，可以讓人們更清楚的了解文化與社會

互動的過程，並理解文化景觀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因此，文化的詮釋傾向於採用一

個全觀的角度，人們集體的行動力量反應，就成了城市發展的重要課題。都市的多

族群與階級的形成影響其工作與生活集聚的場域，一種新的都市社會文化與日常生

活模式越顯差異，而快速的變遷著。同時像認同符號意義、社會階級、性別，都成

為文化轉向後「新」人文地理學所關注，同時這些空間議題、邊陲與核心易影響了

其他學科的關注，新文化地理學（Duncan, 1990），提出文化不僅是一件事，而是一

種歷程（process），更是一種政治學，因此它是當代與歷史的對話。其所關心的議題

在於景觀意象（image），而涉及了意識型態的觀看方式（way of seeing）（李素馨、

侯錦雄，1999），可能是性別差異或女性意義的批判觀點。遶境中女性的參與甚至可

以抬轎，就其文化觀光地景成為被閱讀的文本，去探索地景的象徵性觀點與它的論

述（Cosgrove and Daniels, 1988）；遶境聚落與當代的景象也成為了被研究都所關心

的焦點。因此文化地景變成一個較為流動性的概念觀（a more fluid conception），其

強調象徵、權力、競爭、觀望等抽象概念的社會建構。在全球與都市化的課題下，

文化地景的生產、建構、再現、或再現的文化景觀，將透過象徵性（地）景觀的解

密化（demystify）閱讀。文化景觀成為階級、性別、種族、族群、移民、殖民、身

體及後現代等在不同的閱讀與詮釋工具下，所製造的符碼，與解碼的權力展現（玩

弄）。 

文化景觀的流動概念，是時間與空間變動，在地方社群與環境的互動之下的產

物。文化景觀是文化的再現，實體的文化不可能被凍結在歷史的脈絡與結構中凝結

不動。在變遷下不同的時段，場所中所鑲嵌的千百年來的文化故事，如神話傳說中

呈現的先民價值觀、自然環境變動時帶來的天災、宗教儀式給予先民的心靈撫慰、

產業活動造成的人工地景以及歷史事件中潛藏的文化背景，在在都訴說著土地與社

群互動的脈絡，文化演化的概念才是傳統人文景觀的保存觀念，它必須要重新被解

構與形塑。因此從文化景觀的角度來看，文化是信仰、土地、地方居民的互動所呈

現的是一種進行式（processing）的人文地景，為符合當代的社會需求，儀式、文化

等信仰層面的東西會隨之而改變。媽祖信仰自清代傳入台灣後歷經數百年的發展，

已經有了巨大的改變，無論是從外觀形象、名稱，甚至神蹟傳說皆與台灣社會產生

綿密的情感連結，即使媽祖並非是全民信仰，但仍以一種象徵「庇佑」、「平安」、「仁

慈」、「親切」的符號概念為人所接受。近年來，由於資訊發展，造就了新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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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如電信業者舉辦的手機拜媽祖活動即為此類概念的延伸。 

（二）朝聖域遶境儀式的戲劇性閱讀 

「朝聖」（pilgrimage）定義為「a journey to a shrine or other sacred place」，前往

神聖地方的行程但此定義是對地理學者而言是不足的，它應涉及「宗教虔誠奉獻」

（religion devotion），然而台灣朝聖的方式是不同於西方聖經的原罪思維，因此，台

灣的進香、遶境等都具有神、佛、道與儒教的廣義的朝聖意義與其表演性。 

在信仰變化的過程中，遶境儀式也因應當代社會的需要產生轉變；遶境的活動

不只是一種單純的宗教文化，也是地方居民集體意識的呈現，以及產業與社會關係

網的表現方式。根據姚文綺（2002）的研究指出，從清代至今遶境儀式已經有了不

同的面貌，隨著交通條件的改變，清、日時期需要長途跋涉、挑戰天候地理險阻的

過程，轉成為一日開車來回的便利，這樣的便利也讓參與者的角色更為多樣，有車

隊、遊覽車隊、自行車隊、摩托車隊等等。早年活動多以信徒為主體，整體氣氛莊

嚴肅穆，今日進香活動的主體除了信徒以外包括許多遊客，參觀進香活動成為觀光

的一環，活動氛圍混入了觀光帶來的嬉鬧與喧嘩，朝聖過程加上了花車與藝陣等的

遊行演出，讓活動轉成為一種熱鬧的、嘉年華會般的大型慶典。 

除了參與主體的轉變，神明的形象也有了明顯的不同。根據黃丁盛（2010）的

參與觀察，從一九九三到二○○八年的遶境儀式中，神偶的造型出現 Q 版化（卡通

化）的現象，也有外國人參與活動，整個活動中，主導者、觀看者與表演者共同演

出，使之漸漸地呈現「戲劇性」效果。這些現象確實反映出宗教文化與地方居民互

動下產生的形變，在可預見的未來，儀式文化的內容與形式勢必仍然會持續進行變

動，只要儀式活動的社會關係網結仍然存在，媽祖遶境的無形文化景觀仍會在這塊

土地中存在，但如何變遷？是否呈現世俗化或庸俗化？是有趣的課題。因此本文挪

用了戲劇的概念，就舞台化（staged）、表演性及劇本的概念來解讀媽祖遶境儀式的

意涵，並討論宗教觀光戲劇化現象中的真實性與商品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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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媽祖遶境的儀式文化意涵 

（一）傳播與空間意涵—媽祖文化的在地化過程 

媽祖信仰起源自中國宋代，原僅為沿海一代的民間信仰，原始形象為巫女信仰，

尚無神格，由於信仰的顯靈與傳播，隨著歷代皇帝的追封，神格地位逐漸提高，至

清康熙年間為與退守台灣的明鄭對抗，封媽祖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

妃」，而後施琅攻克台灣，託言媽祖顯靈助戰，追封媽祖為「天后」，至此為女神信

仰最高位階，封號達 62 個字，成為歷代神明之冠，顯現了媽祖信仰的重要性（林茂

賢，2002）。 

明清兩代，大量漢人移墾台灣，面對黑水溝的險峻與對未知之地的威脅，移民

亟需心靈寄託，又因為渡海需求，航海的保護神如媽祖、玄天上帝、水仙尊王等神

祉，自然成為台灣早期主要的民間信仰。除了航運、船員與沿海漁民的供奉以外，

進入內陸墾荒的漢民面對著洪氾與旱災的威脅，仍維持供奉媽祖的信仰態度，隨著

傳說的增加，媽祖逐漸從海神進而為雨水之神，並衍生出水利神與農業神的性格，

以適應農業時期台灣的需要。信仰的力量與神蹟與傳說的豐富成正比，隨著來台時

間增加，媽祖的神蹟與傳說越來越豐富，全台自北而南均有神蹟事件產生，包括顯

靈預告水災、二戰期間媽祖接炸彈、雨水媽、拯救中部大地震等事蹟，這些深入居

民生活的神蹟，其救苦救難的形象更加深其靈驗性，成為民眾心靈上的絕佳寄托（張

珣，2008）。 

民間信仰是一種完整的信仰體系，能滿足眾生的心理需求，提供安慰、追求與

超越的社會生存情境（鄭志明，1999）。隨著在地化的過程演進，台灣媽祖的形象也

與大陸形象有了大幅的轉變，媽祖的印象因受信仰的改變而產生了「母性」的形象

轉變。 

大陸媽祖造型是年輕的女性，乃依照媽祖昇天時（二十九歲）的形象來塑

造，臺灣的媽祖則是中年婦女的造型，是依照母親的形象來塑造；大陸媽

祖體型纖瘦，臺灣的媽祖身體微胖，顯示媽祖成熟穩重；大陸媽祖表情嚴

肅，臺灣媽祖慈眉善目、平易近人。造型的轉變，表示臺灣人對媽祖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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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化，臺灣的媽祖不再是鄰家女孩的形象，而是以臺灣人母親的型態呈

現。（林茂賢，2002） 

近年來，媽祖信仰已從早年的「航海神」轉變為「守護神」的形象，所庇佑的

除了海事以外，舉凡健康、考試、事業等個人需求也都會祈求媽祖保佑，如二○○

七年威寶電信與新港奉天宮合作的「V-Live 拜媽祖」活動，提供求籤、問事和膜拜

服務等吸引年輕族群；全家便利商店推出的集點送好神公仔等活動，都是藉由日常

生活用品與媽祖形象的結合，提高產品能見度，顯示出媽祖已經融入日常生活中，

成為台灣民間最普遍的信仰之一。更由於商業化與企業的介入，使得傳播空間與社

群的擴張，正是宗教信仰、觀光商品化的現象，同時由於媒體與政府的介入，也刺

激相關學術研究社群出現，如網絡研究、學術研討會及兩岸的相關學術交流活動，

正朝著全球化、資訊化與社群結構化，促使政府的施政政策與相關政治介入，贊助

或舉辦觀光活動之更顯現宗教觀光與政治結合的現象，這在台灣的選舉活動中特別

明顯，所有參選者競相參與相關寺廟活動，以配合各媒體的報導。 

（二）遶境內容與政治意涵—遶境進香文化的地方化與多樣性 

由於台灣早期為移民社會，寺廟的建立與主神來源的象徵儀式是「分火」（亦稱

分靈）。早期此類儀式的淵源來自中國大陸，後期則出自本島的各大寺廟，如北港朝

天宮等。藉由分火所建立的鬆弛的主從關係，再透過由村庄、城鎮所組織的進香團，

定期或不定期的到「祖廟」進香活動，重新加強彼此的關係（許嘉明、施振民，1973）。

劉榮樺（2001）指出此類「媽祖廟—媽祖—香爐」的關係與漢人親屬關係裡「家屋—

家人—灶」的關係相似，此類分靈的儀式形成了一種類似系譜的樹狀圖，廟宇彼此

間的互動也大略依照媽祖分靈的系譜關係在進行。這種進香儀式的建立，同時也形

塑了儀式的內容。 

盛行於台灣民間媽祖信仰裏，極其普遍且富重要意涵的進香儀式，隨著先

民從大陸來台後的發展，原本只是定於分靈向母廟溯源敬拜之間的關係，

漸漸擴及到其他無分靈關係的其他宮廟，形成一由上而下，由少而眾的仿

似中國家族、政治之系圖。奠基於時間香火來源優勢事實的一些媽祖廟，

也因眾多分靈子廟的朝拜和帶動，造成進香期間的盛況。（姚文綺，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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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媽祖信仰文化中，神明出巡的儀式大致可分為進香、刈火與遶境等項目與內

容（表 1）。世界各大宗教中也有類似的宗教活動，如回教徒前往麥加；天主教徒到

梵蒂崗或耶路撒冷；基督教徒前往耶路撒冷朝聖等活動，差異在於朝聖的目的地未

必是聖地，也不一定只是一個目的地。媽祖遶境的範圍是在「轄區」內，遶境轄區

形成另一種權力空間衍生了不同的地緣網絡與派系組織的地方差異（林茂賢，2006）。 

表 1 進香、刈火、遶境儀式與內容 

名稱 內容 

進香 指信徒迎請神明前往外地廟宇作拜會、聯誼活動，雙方是對等關係，

進香活動不祇是神與神之間的聯誼，更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藉由進香活動強化彼此關係，鞏固雙方情誼。進香是對等的交流聯誼，

不同的神明也可以互相進香或會香。 

刈火（又稱割火、割香） 一般是指分靈之廟宇（子廟），每年在神明誕辰前夕回到祖廟謁祖，或

前往供奉同一主神而歷史悠久的廟宇祈求香火，其重點儀式就是割

火，割火儀式有更新神力、強化靈性、分享靈氣的作用。 

遶境 代表神明每年定期巡視轄區，以驅逐邪煞、安定人心。這是神明的「例

行性任務」。神明藉由遶境巡視的儀式來展現神威，並提高轄區內居民

的虔誠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早期台灣媽祖多分靈自大陸湄州嶼朝天閣（圖 2），媽祖信仰在台灣移民史上佔

有極重要的地位，康熙三十三年（1694）時，樹壁禪師奉請湄州媽祖神像分靈來台

至笨港北岸登陸，接受當地居民懇求，建祠祭祀。一八九五年日本佔領臺灣之後，

兩岸交通斷絕，臺灣新建的媽祖廟則前往本島歷史較悠久的媽祖廟迎請分身供奉，

其中分靈最多的即屬北港朝天宮。不同的移民帶來原鄉的信仰並落腳於各處的廟宇。 

台灣媽祖信仰因為分靈與進香等宗教活動，形成特殊的層級譜系。分靈係指地

方新建廟宇，或者信徒欲在自宅供奉某一尊神明時，先到歷史悠久、神蹟靈驗的大

廟去求取神明的靈力。經過特殊的儀式之後，新塑的神像被視為祖廟神明的分身，

具有相同的靈力，但是每年必須重新回到祖廟來進香、刈火，方能保持靈力不衰。

分靈習俗並非媽祖信仰獨有，但其影響力以媽祖最大（黃美英，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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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媽祖自大陸傳播至台路徑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分靈習俗也影響媽祖文化的分佈與散播，信徒們普遍相信，層級較高的媽祖廟，

其神力靈感也較為強大。因為這樣的層級觀念，台灣許多媽祖廟對於自身在層級中

的地位極為在意，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民國七十七年大甲鎮瀾宮與北港朝天宮的層級

爭議，鎮瀾宮指出早期前往朝天宮進香僅是因為朝天宮供奉媽祖的父母親神像，與

朝天宮之間並無「祖—從」關係，要求朝天宮公開聲明，朝天宮則以「應由歷史學

者考據為主」不願正面回應，最後鎮瀾宮決定更改路線，改往新港奉天宮遶境進香。

同時藉由民國七十七、七十八年分別前往湄洲祖廟與福建莆田港里天后祠迎請媽祖

神像與聖父母神像的儀式，提昇進香層級並鞏固鎮瀾宮地位。 

另外，在分靈的「祖—從」關係中，最為明顯的為苗栗白沙屯拱天宮的遶境活

動，由於拱天宮是分靈自北港朝天宮，每年三月媽祖誕辰時期均以徒步方式至北港

朝天宮進行刈火儀式，以維持拱天宮靈力。此項遶境儀式已延續兩百餘年，近年由

於媒體報導逐漸為人所知，與大甲媽祖、北港媽祖遶境並稱三大媽祖遶境路線。 

台中大

甲鎮瀾

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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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儀式與教化意涵—台灣媽祖三大遶境活動變異 

由於寺廟傳統與地方風俗不同，遶境活動內容也略有差異，以三大媽祖遶境路

線為例（圖 3），白沙屯媽祖遶境全程由擲籤決定，每年的行程路線、歇宿地點都飄

忽不定，行程也長短不一，一般約六至十二天左右。路線包括縱貫道路、田間小徑、

海邊堤道等，有時甚至涉水過溪。因為行程飄忽不定，每年白沙屯媽祖出巡期間，

必經或可能經過的路線上的大小廟宇都會提高警覺，沿途信眾們所準備的祭禮與點

心物品等也需要機動換地方，迎接媽祖神轎到來，或是等到晚上打聽媽祖在哪停轎

休息，再把東西送過去。相形下這種路程的不確定性，更具宗教的神秘性或顯靈的

神聖性。 

 
圖 3 白沙屯、大甲、北港媽祖遶境路線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大甲媽祖遶境的出發日期，則由廟方職事規劃，並於每年元宵後至起駕前的一

至兩個月內進行前置作業，職事人員需事先拜訪沿途宮廟，協調進香時到達當地時

的駐駕、供餐、路線細節等事宜。起駕前並有頭旗組以「貼香條」方式通知信徒時

間，信徒可以準備香案祭拜，也可作為路標指示，導引香客行進路線與方向。並勘



12 文資學報│第八期 

 

查路線是否有施工、喪事等情形，以便安排改道路線。除小部份改道以外，大甲媽

祖的遶境路線大致固定，駐駕與停留節點也多半相同。但因為信徒地方系統的相競，

有時產生搶轎事件，甚至有時有暴力行為，需透過警力維繫治安的，而這反而是一

種地方政治（權力）競技的場域。 

相對於跨區域的大遶境，地方性遶境較為普遍，北港媽祖源自笨港時期分靈自

湄洲媽祖廟，早年依例從笨港出海，渡海至湄洲謁祖，後因台灣割讓日本，海疆險

惡而停止，但地方民眾為紀念此例行謁祖活動，仍請媽祖遶境，範圍為在北港鎮境

內。由於範圍較小，北港媽祖慣例於農曆三月十九、二十兩日進行遶境活動，分為

北巡與南巡兩梯次。除境內固定遶境以外，清代、日治時期與民國七十六、七十七、

八十三、九十年間，也因為不同原因而進行境外遶境活動，其中包含兩次環島遶境、

一次為九二一災後應南投縣長邀請前往南投遶境，為災民祈福，持續時間則由十至

三十日不等。 

從儀式活動的空間現象檢視三大媽祖遶境路線，其中以白沙屯媽祖遶境的路線

以神意（擲籤）為主，路線飄忽不定，行進速度快，因此參與人員組成以信徒為主。

在大轎行進的過程不定時停駕或駐駕於民居、工廠、學校或廟宇。在為期約八至十

天的行程中，這樣的模式使得白沙屯媽祖與週邊居民關係十分密切，保留素樸的農

村民間進香型態，親民的形象也讓流傳於地方的神蹟與故事較其他路線更為豐富。 

北港媽祖遶境儀式已經成為固定的模式，包含行進路線、儀式時程、休憩點等，

範圍與時間均較其他路線短。模式與路線固定，加上北港鎮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

使得遊客參與的機會大增。由於北港媽祖遶境的歷史悠久，保留許多完整的古禮，

其中最具特色者為「報馬仔」的裝扮是民國五十四年北港秀才蔡川所設計（紀雅博，

2003），成為遶境儀式中極富特色的一項傳統。 

大甲媽祖遶境路線大致固定，細節則由廟方職事人員每年進行規劃。路線事先

透過安排與協調，在遶境儀式進行過程中，各進香團體都有一個可以充分表演的場

所與時間，完整的協調與安排使得遶境活動迅速發展。近年來，加上政府的補助與

大力推動辦理大型活動，發動歌舞表演、電視台轉播，形成在朝聖之路各大型表演

也吸引為數眾多的遊客與攤販，讓遶境活動擴展為嘉年華會般的節慶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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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遶境文化戲劇化表現 

（一）遶境儀式與地方居民的空間互動—信仰儀式的劇本化 

遶境儀式進行的空間現象可概分為四個面向進行討論，分別是 1. 媽祖廟廟埕

廣場；2. 地方廟宇的陣頭互動現象；3. 遶境路線中的居民互動現象；4. 遶境儀式

的文化互動現象：這些香客、居民、遊客、工作人員交織而成的正是一幅文化觀光

所呈現的內涵。 

1. 媽祖廟廟埕廣場 

是遶境儀式中最重要的節點，遶境的主要儀式包括祈安、上轎、起駕、駐駕、

祈福等典禮均在此類空間舉辦，也是活動中人潮（包括信徒、遊客等）主要聚集的

地方。此類空間對信徒來說是最神聖與莊嚴的場所，有信徒表示進入此空間後特別

容易感受到心靈上的寧靜（陳韋蓁，2007）；對遊客而言，儀式進行時進入此類空間

（尤其是中間核心區域）也容易受到信徒肅穆的情緒影響，體驗到媽祖信仰的神聖

性。 

2. 地方廟宇陣頭的互動 

遶境儀式進行過程中，沿途所經過的廟宇均會以自身所屬的陣頭，或聘請地方

有名的陣頭進行表演，此類陣頭表演並非屬於遶境的媽祖廟，而是為了迎接媽祖的

到來所舉辦的活動，與週邊聚落有很強的地緣關係，陣頭表演多半於宮廟的廟埕進

行，而媽祖神轎與本身所屬的陣頭也會作回應的表演。透過雙方陣頭的表演與回應，

此類空間作為文化路徑的中途節點，均呈現出歡愉與迎賓的氣氛，同時也是地方文

化展演的場所（張珣，1986）。 



14 文資學報│第八期 

 

3. 遶境路線中的居民互動 

由於大型遶境活動時間長達七、八天，沿途常可見熱心民眾準備點心、飲水等，

稱為「飯擔」，提供信徒食用，夜間也會提供借宿空間，甚至有工廠與公司行號邀請

進香團住宿，咸認為招待進香團可以為他們帶來媽祖的庇佑。特別是白沙屯媽祖遶

境的信徒間流傳著「吃媽祖的、住媽祖的」，亦即在徒步遶境的過程中僅需準備簡單

的個人盥洗用具，其餘的吃喝住宿等生活需求，均可以在週邊民居解決。從信徒與

地方居民的互動過程中可以發現，此類空間充滿了濃厚的人情味與情感，在現代社

會幾已消逝的人情味，在這裡俯拾即是（張珣，2008）。 

4. 遶境儀式的文化互動 

遶境路線中的文化互動現象複雜多元，儀式本身的陣頭表演包括宗教性陣頭與

表演性陣頭兩大類（林茂賢，2004），各自擁有不同的特殊性與宗教故事寓意，包含

引路、神聖、嚴肅、逗趣、樂儀、武術表演、歌舞表演等，與信徒、遊客也因為不

同的特性而產生不同的互動情感。此外，各路線儀式依據宗廟本身傳統而略有差異。

大甲媽祖由於隨行團隊眾多，神轎週邊多為組織性的廟方人員；白沙屯媽祖限制較

少，甚至可由一般民眾協助抬轎。近年來，由於地方文化逐漸受到重視，遶境儀式

也常與國中小學或幼稚園合作。獨特而多樣的文化故事與活動，讓各路線的遶境儀

式產生各自的魅力，成為媽祖遶境儀式中居民與宗教信仰彼此間主要的情感與記憶

根源（蔡相輝，2006）。 

（二）遶境儀式的常民生活美學演出—信仰的戲劇化表演 

遶境儀式進行過程中，除了媽祖鑾轎的廟方人員以外，另外兩個主要的群體是

信徒與遊客，由於心態不同，兩類群體對於儀式活動所產生的情緒體驗也有所差異。

以下就以宗教觀光的角度探討信徒與遊客中在宗教涉入的程度差異來看這「朝聖」

過程的共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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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徒 

對信徒而言，遶境已經不僅是神靈的巡狩任務。以徒步距離最長的白沙屯遶境

路線來看，姚文綺（2002）認為在進香過程中如何透過個人與媽祖的對話，尋求可

能的神蹟，支持自己完成徒步行程，克服天候、自然環境與個人因素的身心考驗，

表達對信仰的虔誠，才是信徒的重點。在徒步跋涉的過程中，遶境儀式已然昇華成

為一種苦修儀式，藉由對跋涉辛勞的承受來反映對於信仰的堅定與增強自我的信

心，達到心靈治療的成果。 

2. 地方居民 

對於信仰的虔誠除了讓信徒們擁有精神充實的感受，近年來面對大幅增加表演

性質儀式，地方居民也有了不同的聲音。北港舊河道發展協會、合和會等數個文史

社團於二○○三年起，發起頭帶斗笠、手持清香的隨香活動，試圖恢復傳統單純的

隨香儀式，提倡優質的傳統文化。顯示出地方居民在文化活動逐漸變異的過程中，

藉由對傳統儀式的復原與堅持來維繫文化活動的內涵，也避免活動主調過於偏頗，

淪為無意義的「逗熱鬧」活動。 

3. 遊客 

近年來透過電子媒體的宣傳與縣市政府的大力推廣，遶境儀式的知名度大增，

參與遊客暴增，北港媽祖兩日內擠進五十萬人潮，大甲媽祖長達八天七夜的活動中，

參與人數更高達百萬人之譜。對戮力發展觀光產業的縣市政府來說，慶典活動的舉

辦確實是吸引人潮的大蛋糕。對遊客而言，遶境活動是一種台灣地方／草根文化的

展演舞台。在參與的過程中可以從中體驗到台灣傳統人情味的感受、居民對地方特

色的驕傲、新奇有趣的宗教文化體驗。 

從觀光發展角度來看，香客與觀光客（遊客）的動機不同（侯錦雄、郭彰仁，

1997），彼此間其活動的過程與行為的模式也有差異（McKercher, 2002），因此可藉

由在朝聖過程中，參與者所知覺到宗教涉入的深淺與神聖性，形成朝聖觀光性光譜

（參見圖 4），可分為由朝聖者、信徒、輕鬆信仰之信徒、到類信仰徒之觀光客及（他

者）遊客，並可藉由不同信仰的涉入層次來區隔不同遊客群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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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意識型態（sacredness）                     低意識型態（secularism）／世俗的（secular）

  

            宗教或聖地                                有宗教或聖地有關者 

                                                                

    嚴肅性信仰    信仰    輕信徒                 類信仰觀光客／非同類信仰觀光客 

                                                                

 朝聖者(香客)  信徒  娛樂性信徒  同類信仰之觀光客  觀光客 
 

                                                                

             教化取向                                       娛樂取向 

                                                                

        感受真實性解說的產生                          感受舞台式解說的產生 

                                                                

     確實地點、儀式的真實性需求                        地點或真實的代替品 

                                                                

         較低的觀光基礎建設                           需要較好的觀光基礎建設 

圖 4 朝聖觀光性光譜：在朝聖中知覺到宗教涉入的深淺與神聖性的產生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如何產生好的進香品質，並具文化觀光特色？大甲媽祖遶境活動與儀式的安

排，協調行程日期與節目的安排設計，劇本宛如按照編排演出，成為遊客接觸此類

宗教活動時的首選。自一九九七年至今，台中縣舉辦數年的「大甲媽祖文化節」活

動，以宗教觀光的活動包裝方式，邀請國內外演藝團隊參與演出舉辦歌唱表演、藝

陣等宛如嘉年華會的演出。同時，結合台中縣觀光資源設計為套裝旅遊行程，讓原

本僅是民間信仰的宗教儀式轉型成為大型的慶典，讓更多遊客藉由宗教的儀式體驗

到原本隱藏於民間的傳統信仰之美，這種世俗化或觀光商品化的過程，有人覺得不

好，但也有人持正面的看法。至於如何引導更具「文化」本質，或宗教真實性與教

化面意義的課題，是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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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遶境儀式與地方產業關係網—信仰的行動舞台 

從文建會於民國八十三、八十四年提出的「社區總體營造」與「產業文化化、

文化產業化」的概念以後，推動地方文化產業便成為各地方經濟發展的主要動力。

然而，文化的產業化並不只是將「文化」物化成為可供販賣的商品，是藉由文化力

量的傳播與發揚，衍生的正向外部效益經濟及價值（李素馨、侯錦雄，1999）。而文

化景觀作為文化資產的一環，其「景觀」特性時常被僵化消滅。文化景觀所關聯的

不僅只是地表上的型態變化，更需重視的是背後的社會關係與文化脈絡。這些社會

關係網絡與地方產業、社區風貌有著密切的關係。從媽祖遶境儀式來看，儀式中牽

涉的社會關係網除了主辦廟宇、沿途宮廟的相關職事人員、週邊居民、香客、信徒

以外，也包括週邊相關產業，包含神轎、神偶造型繪畫與製作；錦旗衣飾刺繡與古

裝化妝；文武陣頭的傳承；南北管樂的表演與樂器製作；鞭炮香蠋產業；以及藝閣

花車的製作與表演團體等，這些相關的傳統產業是支撐媽祖遶境儀式的重要基礎地

方性文化產業。 

從產業變遷的角度來看，傳統產業無法適應現代社會遭到淘汰似乎是合理的現

象，但從現實層面來看，二○○八年初為迎接鼠年到來，大甲鎮瀾宮從大陸佛山訂

購大量傳統元宵花燈，除了元宵佈展外，同時也為了配合大甲媽祖文化觀光節的舉

行，這新聞反映的正是傳統產業關係網的斷裂現象。當手工花燈因為人手不足，無

法供應足夠的數量佈展使用，甚至需要向外尋求支援的時候，反而加速了傳統產業

的消逝，而原本精緻化的民俗技藝亦可能在快速求利的社會交換下，使傳統技藝消

失了。這個弔詭的現象不僅出現在花燈而已，節慶、拜拜必點的線香、金紙產業都

出現同樣的窘境。當傳統產業式微，其技藝承傳只在自身行業的小圈子內打滾，缺

乏健全的社會關係網絡給予足夠的支持，這樣的狀況逐漸在傳統產業中逐漸擴散，

而導致文化地景的消逝。 

因此，支撐文化景觀的並不只是地表上的景觀，而是背後的文化內涵，地方傳

統節慶綿密的社會網絡架構成文化內涵。節慶、祭典的舉辦雖然僅是短暫時間的現

象，要維持這些與強烈地方特色的無形文化景觀，平常時就需要不斷的關心與準備，

更需要與在日常生活結合，因此，如何在非慶典時節仍能維持傳統產業的生存，才

是文化景觀保存的必要條件。以北港鎮為例，應在文化觀光、文化襲產保育的概念

下，跳脫僅以傳統的廟宇、民俗文化為基礎，而是要結合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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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會關係網的連結。例如：結合遊憩景點與傳統產業繪製小鎮地圖，讓非節慶時

期的遊客能了解花車、鞭炮、金紙、神偶的製作地點、製作人等祭典背後的故事，

讓遊客親自拜訪製香達人，DIY 屬於自己的手提花燈；體驗辦演藝閣花車神像的裝

扮等，這樣獨特的遊憩體驗，才可將遶境儀式／活動的精神，傳遞為另一種文化魅

力，跳脫在文物館內參觀「標本」式的體驗，更能體會文化的精髓與宗教文化的內

涵，並得以承傳傳統文化之美。 

五、結語：文化景觀研究再現空間的故事性想像 

綜合而言，文化景觀研究是敘述一個空間所呈現的故事，是一種解讀空間現象

的文本。自然景觀的壯闊或美麗景色，透過文化內涵的了解，看似平常的生活空間

可以傳達出一種地方性的美學價值與人文活動的秩序（Kolar and Zabkar, 2010）。媽

祖的朝聖之旅（遶境、刈火進香）正是一種文化景觀所描述的地域性特徵，可藉由

文化的展演來傳達地域文化／地方精神。 

Duncan 和 Barnes 認為當我們使用文本描述事件，事件本身的意義會透過文本

化的過程具體的呈現出來，正如傳統文化透過具體的行為、活動與儀式等引導出媽

祖隱藏在背後的文化意義；文本被創作出來的那一刻便脫離了作者的掌控，與社會

事件的發生一樣會被不斷的重新解讀；文本跟社會制度的意義並不穩定，取決於閱

讀社群間各種不同的詮釋（Peet, 1998; Crang, 1998）。同樣的，進香的宗教儀式從被

創造之後，不斷地跟隨著地方社群的概念轉變而變動；演化成不同遶境、進香等不

同的型式。這些差異性的文化，在觀光發展介入與媒體的多樣性報導與傳播，文化

景觀研究如何藉由適當地詮釋，讓文化景觀的空間故事得以被述說，將是地方社群

永遠的課題，同時也是公部門介入主導文化景觀保育時應關切的重點。 

藉由媽祖遶境的觀察，沿途上台灣地方小鎮呈現的熱情與創意非常強韌且有生

命力。每個地方所孕育出的差異性文化類型，都指向一個保佑平安的共同「神跡」

價值，在這簡單的價值中同樣都具有豐富的故事。當每一個地方性文化空間被用故

事性的想像加以串連。遶境儀式所行走的路線正是文化傳遞的路徑，途中經過的每

一個空間節點都可以擷取出獨特的空間經驗，透過故事性的介紹與串連，建立了一

個旅行的遊程；如何應用景觀設計的手法進行隱喻的設計，讓平日（非祭典日）時

的遊客、外地信徒與地方上的年輕人，了解看似無意義的空間背後所隱藏的文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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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從平常的生活風景中讀出更深一層的文化內涵（McCain and Ray, 2003）。 

遶境儀式裡的神偶、神轎、神像等，是平日工藝師、匠師們為儀式準備的過程，

其工作場域便可以利用文化地圖連結到彩繪藝師、木工班，而彩繪藝師與木工班師

傅的工作場所，連結呈現匠師的故事，技藝便可以更加呈現各種不同的神偶解釋遶

境儀式中的獨特文化意涵。例如宗教性陣頭中必有的太子團，除了三太子的神偶，

同時會有濟公的神偶，是因為儀式中怕太子過於調皮，因此需要有「大人」加以管

教，因此濟公與三太子屬於同一個儀式性陣頭。同時，在解說故事的過程中，除了

宗教性教化人心之外，同時也提供愉悅性，如地方戲的文化創作，或遊程時配套同

時提供遊客 DIY 製作屬於自己的信符、令旗保平安外的藝術創作。透過文化關係

網的連結，讓僅在特殊節慶才出現的遶境文化景觀，在平時亦能以另一種聯繫社區

與傳統產業的面貌呈現。 

宗教信仰與文化觀光可藉由觀光遊憩體驗與文化故事的結合，透過地方小鎮產

業關係網，強調在地製造與傳統文化的魅力，利用敘事性的文化故事導引出文化的

內涵，這不僅只是傳統美學的展現，同時也傳遞出傳統農村中謝天敬土的生活態度。

這種地方文化景觀的活化保存，才是文化歷史的承傳與文化襲產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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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ultural Landscape in Religious Processions 

of Matzu Pilgrimage 

Hou, Jing-Shoung *; Lee, Su-Hsin ** 

Abstract 

Recently cultural landscape is getting important in the field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which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Cultural landscape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local space environment, where a collective memory and identity of 

people can be presented. Matzu is an important folk religion in Taiwan,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the religious processions was to strengthen the faith and belief, and to promote the religion as 

a spiritual pillar for the residents. The religious processions ceremon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three routes of Matzu’s processions: 

Taichung Dajia Matzu, Yunlin Peikang Matzu, and Miaoli Baishatun Matzu.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cessions routes corresponding to the contents of 

the ceremony, behaviors of the residents and tourists and the relationships to the spatial 

environments. A narrative present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Matzu processions ceremony 

and metaphor meaning of religious sto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three most famous 

routes of Matzu processions exhibit different religious rituals and spatial content due to the 

routes, districts, and the hosting temples. (2) The types of Matzu processions ceremony 

include carnival-type, routes chosen by Matzu, and fixed-routine routes. (3) Different Matzu 

processions ceremony highlights the richness of ritual and the diversity of specific spatial 

environments. (4) Ritual behavior is a kin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landscape, besides a specific 

time, no obvious visible traces are left in the space for people to explore. Keen geographers 

must trace the sacred rituals and material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space. (5) Matzu 

processions ceremony has religious ritual characteristics, but such culture heritage event i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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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ed as festival type, which ignored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decreased the significant 

linkage between religious sanctity and space. (6) The process of processions presented 

popular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post-modern phenomenon, which also highlighted 

the performance element of rituals and the process of secularization. 

Key words: Cultural landscape, Religious processions, Festival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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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制與氛圍
的形塑*

 

林會承**
 

摘要 

本文1以時間為主軸，歸納整理戰後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歷程中，幾個影響層面較

廣的觀念及政策，並探討其緣由，用以釐清現今所見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制與氛圍

的根源與脈絡。 

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原有「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及「古物保存法」兩個

源頭，於一九六八年開始推動「古物保存法」修正工作，至一九七八年後改以日本

「文化財保護法」為主要參考對象，最終制定成嶄新的「文化資產保存法」。在制定

過程中，參考日本「文化財保護法」擴大保存對象，先是增列無形文化資產及藝師，

隨後因爆發竹圍紅樹林事件，而順勢納入原先舉棋不定的自然文化景觀。 

一九八二年「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之後，先是因社區總體營造、鄉土教育的

推動及以展演藝術方式作為推廣策略，導致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力道與流向改變，以

及風氣急劇提升，其中之社區總體營造師法自日本的造町運動。二十一世紀之後，

受到臺灣社會環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協會，以及英、

法、日本等國的文化保存觀念及制度的影響，使得臺灣文化資產保存目標由單純的

保存轉變為保存與再利用並重，保存態度由凍結式保存調整至生態式保存，保存對

象由物件擴大至保存技術保存者保護，對於「真實性」及「完整性」的思辯，以及

對於文化景觀、文化多元性、近代產業文化遺產、有形與無形合併考慮等保存觀念

                                                 
*  收稿日期：2014.02.27；通過日期：2014.04.22。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教授。 
1  本文原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的「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鑲嵌與主體創造學術研討會」

（2013.08.30-31）中，經會後略加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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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求或重視。 

戰後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制與氛圍形塑的主要特徵，大體上可以藉用「斷層」，

以及三個源自於農藝名詞：「移植」、「移花接木」、「嫁接」的表面字義來掌握其曲折

歷程的輪廓，其根源來自於日本、中國、英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國際文化紀念

物與歷史場所協會的觀念、法規與政策，以及臺灣文化界知識分子及行政人員的思

維及作為。 

 

關鍵字：臺灣、戰後、文化史、文化資產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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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一八九五年日本政府依據「馬關條約」接管臺澎，一九二二（大正 11）年

臺灣總督府（以下簡稱「總督府」）公布「行政諸法臺灣施行令」，將「質屋取締法」、

「海港檢疫法」、「印紙稅法」等日本本土法律移植運用於臺灣，於一九二三年一月

一日施行（青木行清、諏訪鶴雄，1934）。一九三○（昭和 5）年二月二十六日「行

政諸法臺灣施行令」修正通過，增列一九一九（大正 8）年於日本本土公布的「史

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以下簡稱「史蹟法」）等法律，但是確切的施行日期由

總督府另行公布，2這是臺灣歷史上首度擁有文化資產保存的相關法規。於移植「史

蹟法」之後，總督府隨即展開保存法制的建構，同年底公布「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

保存法施行規則」、「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取扱規程」及「史蹟名勝天然紀念

物保存調查會規程」（以下簡稱「調查會規程」）等三種相關法規。十一月一日總督

府公布施行「史蹟法」，隨後依據「調查會規程」聘請村上直次郎、移川子之藏、尾

崎秀真等近二十位知名專家學者為臺灣總督府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委員（吳

永華，2000：300）。一九三一（昭和 6）年，繼杉山靖憲《臺灣名勝舊蹟誌》3、臺

灣博物學會及總督府所屬各州廳於此之前各兩度提報保存建議名單後（林會承，

2010：53-54），總督府因應「史蹟法」施行而推動第三次普查工作，隨後將各州廳

提報資料編纂成《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資料》，包括史蹟 153 筆、名勝 83 筆、

天然紀念物 87 筆，共 323 筆（臺灣總督府內務局，1931；轉引自黃俊銘，1996b：

47-56）。 

從歷年《臺灣總督府府報》的記載歸納整理，於「史蹟法」施行後，總督府共

完成三次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的指定工作4。第一次為一九三三（昭和 8）年，指定

史蹟 6 筆及天然紀念物 6 筆，上述 12 筆物件，為臺灣歷史上首批接受法律保護的文

化資產；第二次為一九三五（昭和 10）年，指定史蹟 15 筆及天然紀念物 6 筆；第

三次為一九四一（昭和 16）年，指定史蹟 10 筆及天然紀念物 7 筆。前後三次指定

                                                 
2 參見昭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勅令二十七「行政諸法臺灣施行令中ヲ改正ス」原件。 
3 杉山靖憲《臺灣名勝舊蹟誌》一書為一九一六（大正 5）年日本本土呼籲推動文化保存聲勢高漲之

際，總督府因應日本帝國國會的決議，任命杉山靖憲為編纂主任，展開臺灣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

查工作，同年底將所蒐集的資料集結出版而有。這本書是臺灣歷史上最早的文化資產普查資料。 
4 第一次為一九三三（昭和 8）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總督中川健藏具名刊登「告示第百六十六號」

於《府報》中；第二次為一九三五（昭和 10）年十二月五日，由總督中川健藏具名刊登「告示第百

八十四號」於《府報》2557 號中；第三次為一九四一（昭和 16）年六月十四日，由總督長谷川清具

名刊登「告示第四百七十四號」於《府報》4214 號中。 



30 文資學報│第八期 

 

史蹟 31 筆及天然紀念物 19 筆，共 50 筆5，但是並未指定「名勝」（黃俊銘，1996a：

55-56）。（圖 1 及圖 2） 

  
圖 1 依據「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指定的

天然紀念物海蝕石門 2009 

圖 2 史蹟北荷蘭城 1936 年考古發掘的檔案照片 

除了推動指定工作之外，總督府也從事熱蘭遮城遺跡測繪及整修（1929-1930）

及北荷蘭城考古發掘（1936）等保存工作（林會承，2011：56-57），並籌設國立公

園、設立博物館及臺北市動物園（1916）、基隆市水族館（1916）、臺北植物園（1921）

等與文化保存或自然保育相關的設施（李國玄，2006：3/15-3/26），以及完成植物、

鳥類及名木等天然紀念物的基礎調查工作（許雪姬，1998：20）。 

在同一時期，海峽對岸的中國不約而同的展開文化資產保存法制的建構工作。

一九二八年九月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內政部於北伐統一後，隨即發布「名

勝古蹟古物保存條例」，各地方政府據以成立古蹟古物保管委員會。6同年十月國民

政府大學院於其內設立古物保管委員會7，負責「計劃全國古物古蹟保管研究及發掘

                                                 
5 以下各指定物，係逐筆公布：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跡，前後 3 次指定，但內容不同，總計 38 筆；

臺南 3 城門，包括大東門東安門、大南門寧南門、小西門靖波門，共 3 筆；臺北 4 城門，包括東門

景福門、南門麗正門、北門承恩門、小南門重熙門，共 4 筆；伏見宮貞愛親王御遺跡，共 3 筆；為

了統計上的方便，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跡以 3 筆計算，其餘者為 1 筆。 
6 在此之前，北洋政府於一九一三年公布「古物陳列所章程」及「保存古物協進會章程」，於一九一五

年設立「南京古物陳列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94：603），於一九一六年訂定「保存古物暫行

辦法」，以及於一九二四年公布「古籍、古物及古蹟保存法草案」，上述法規對於中國文化資產保護

之貢獻有限（林會承，2011：621-654）。 
7 次年三月國民政府大學院制結束，該會奉令改隸教育部，一切組織條例仍舊（張繼，1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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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宜」8，並先後成立北平、江蘇、浙江等分會。一九三○年六月國府公布「古物

保存法」（以下簡稱「古物法」），次年施行，隨後陸續發布「古物保存法施行細則」、

「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組織條例」、「暫定古物之範圍及種類大綱」等六種相關法規

及草案數種。一九三四年七月國府行政院於其內設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以作為

「古物法」的中央主管機關，同年底將（大學院）古物保管委員會併入中央古物保

管委員會中（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1935：9），一九三五年三月行政院令各地依據

「名勝古蹟古物保存條例」設置之委員會停止活動，聽令改組或裁撤（同前：40）。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古物保管委員奉令改隸內政部（同前：32），一九三七年十月中

日蘆溝橋事變前夕，為了節省國家經費，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奉國府指令暫行結束，

其業務改由內政部禮俗司兼辦9（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94：604-605）。 

從中華民國成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三十多年間（1912-1949），中華民國

由不同單位先後制定一些文化保存法規及設立主管機關，但多數於短暫施行後即失

效，其主管機關也一再變更。較具績效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依據「古物法」規

定執行多起調查、審核、督導、保管等事務，推動古物研究發掘、建檔管理、審查

督導等工作，以及函請主管機關查扣非法出口古物、取締外人盜掘古物、嚴懲國人

盜掘古物、收購古物、清查故宮文物等工作（中央古物保管委員編，1935；林會承，

2011：621-654），即使如此，於成立三年後（1934-1937）即奉令暫行結束。從上述

事實來看，戰前中華民國的文化保存環境尚處於摸索的階段，猶未步上軌道。 

一九四五年臺灣的國際身分有了重大的改變，八月十五日臺灣的殖民宗主國日

本政府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失利，宣布無條件投降，並放棄臺灣島及澎湖的主權；同

年九月中華民國國府派員進入臺灣，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長官公

署」，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改組為臺灣省政府，以下簡稱「省政府」），以綜理

臺灣的行政事務；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國府因施行憲政而改制為中華民國

政府，兩年後（1949.12.7）中華民國政府因國共內戰失利而撤退來臺。 

一九四五年十月國府接管臺灣後，原先由日本政府施行的「史蹟法」失去法律

效力，其指定物件不再受到保護；在另一方面，初來乍到的長官公署（以及兩年後

                                                 
8 請參見「古物保管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1 條（張繼，1935：1）。 
9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府內政部曾呈請恢復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舊制，但因

内政及教育兩部爭奪管轄權而不成（黃翔瑜，20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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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政府）及一九四九年遷臺的中華民國政府，雖已有相關法制，且李濟、蔣復璁

及董作賓等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也跟隨來臺，但是在治臺初期並未有具體作

為，其主要原因為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文化資產保存認知局限於古物的保管、展

覽、出入國境等議題上，加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的上級單位內政部及相關單位教

育部對於古物保存主導權之爭10，使得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未能恢復，為弭平兩部之

爭，一九六八年五月行政院決議改由故宮管理委員會、教育部、內政部、新聞局及

外交部等五個單位分別負責古物的不同業務（黃翔瑜，2013：6-7、28-29），使得古

物保存業務更加無法推動，加上當時追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的文化界知識分子，對於

臺灣多很生疏，並多少因中原文化情結而輕視臺灣史蹟，以及省縣市政府對於該法

似無所悉11。這種處境，一直延續二十多年之後，到了六○年代中期，受到中國政局

影響，臺灣文化資產的保存環境才逐漸的回溫。 

一、從「古物保存法」到「文化資產保存法」 

一九六六年因中國展開文化大革命，中華民國政府決議以文化建設為主體加以

反制。次年七月行政院成立中華復興運動委員會、國民黨主導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

動推行委員會，十一月教育部成立文化局（1967.11-1973.6），此外，各部會也積極

展開其職掌中與文化有關的業務。一九六八年五月內政部與教育部因應政治風向而

推動「古物法」修正工作，至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完成「文化資產保存法」制

定工作為止，前後長達十四年之久。以保存對象為基準，其修正歷程可以概分為：

從古物至古物古蹟、從有形文化資產至無形文化資產、從文化性資產至自然資產等

                                                 
10 依據「古物法」第 3、4 條規定，保存處所應將古物的照片及表冊呈存於教育部、內政部及中央古物

保管委員會等；而私有重要古物、發現古物、採掘古物、古物出國等均應呈請或呈報於教育部及內

政部（第 5、7、8、13 條），以此觀之，教育部為「古物法」的相關單位。 
11

 由來臺後長官公署或省政府命令各縣市政府調查，所採用的名稱為「史蹟名勝」（1946）、「歷史文

化藝術之古蹟古物」（1949）等，以及一九五三年臺灣省政府民政廳電令各縣市政府（42）民甲字

第三四三一號提到：「名勝古蹟」之指導由省文獻委員會主辦，寺廟祠產之「名勝古蹟」由民政廳

主辦，「古物文獻」由縣市政府保存管理；從上述公文未採用「古物」一詞來看，似乎各級政府未

知有「古物法」的存在；而「古物法」名稱及條文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省政府民政廳回復苗栗縣文獻

委員會詢問是否有古蹟保管法規，臺灣省政府民政廳代電（47）57 民甲字第○八四六八號「抄附古

物保存法及古物保存法施行細則，請查照。」中才首次出現，電文提到「古物保存法」及「古物保

存法施行細則」，同時將二法刊登於《臺灣省政府公報》四十七年夏第三十七期，頁 550-552 中。而

一九五九年，內政部才首度有所作為，發布「古物保存處所編報古物表冊暫行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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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階段。 

（一）從「古物」至「古物古蹟」 

 

中華民國的文化資產保存，從國府北伐統一後，便一直存在由內政部或教育部

主導的雙頭馬車困擾，如前所述，一九二八年內政部發布「名勝古蹟古物保存條例」，

同年大學院設置古物保管委員會（後改隸教育部）；一九三○年施行「古物法」之初，

教育部與內政部均為法定的相關單位，一九三五年原主管機關中央古物保管委員奉

令改隸內政部後，教育部仍是法定的相關單位。 

 

一九六八年內政部依其權責展開「古物法」修正工作，五月將修正草案送行政

院審議（洪泉湖，1985：54-55）。依據「古物法」子法「暫定古物之範圍及種類大

綱」規定，「古物法」所保護的「古物」包括現今「文資法」所稱的古物、古蹟及遺

址等類別，行政院考慮業務執行的方便，決議將保存對象分為古物與古蹟兩類，古

物歸教育部主管、古蹟歸內政部主管（教育部，1981：4-2），隨後將草案退回由內

政部及教育部聯合草擬「古物古蹟保存法」。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及一九七八年五月內

政部及教育部兩度會呈「古物古蹟保存法草案」報行政院，隨後均發還，並請內政

部及教育部成立專案小組蒐集日本等國之資料，再加研究（教育部，1981：2）。兩

部隨後邀請藍蔭鼎、漢寶德、姚夢谷、劉平衡等八位專家學者及機關代表組成修正

案專案小組，一九七八年六月及八月教育部兩度召開修正會議，由會議紀錄中可以

感受到，於行政院政務委員陳奇祿代表行政院參與，以及專家學者加入後，法案的

名稱及內容有了明顯的改變。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會議紀錄中提到，有委員建議將法

案名稱「古物古蹟」一詞，改為「『文化財』之名詞似嫌商業氣太重，如用『文化資

產』四字較好」（同前：7-2），而「文化財」一詞事實上為日本相關法律的用詞；次

年二月二日教育部召開「商討修正『古物古蹟保存法草案』暨有關事宜（第二次專

案小組）會議」，已將法案名稱變更為「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條文草案（同前：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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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有形文化資產」至「無形文化資產」 

將修正草案名稱由「古物」或「古物古蹟」改變為「文化資產」，不只反應了時

代思潮，同時也擴大了保護對象。 

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的修正會議紀錄中提到，修正草案名稱改為「文化資產

保存法」，但是內容仍為有形的文化資產，應研究將無形文化資產的規定納入本法；

至一九七九年五月修正草案時，已增列無形文化資產及民俗資料的類別及相關條文

（同前：9、10-1、2）。至於改名的原因，可見於多種公私文件中，如同年二月六日

行政院函頒「加強文化及育樂活動方案」12，其「重要措施」第六項的標題有：「文

化資產管理委員會之設置」一詞，在說明中提到：「古物之觀念也已有重大改變，如

各國均側重文化價值而改稱為『文化資產』……。」教育部函行政院「檢送『文化

資產保存法草案』（審查整理本）有關部份條文之說明及總說明五十份，復請詧照。」
13的總說明提及「此外又有關於空間的藝術如國劇、國樂、民族舞蹈、國術、歌謠等

等，以及有關傳統思想觀念的民俗資料如敬祖、信仰、年節、遊樂等風俗習慣等之

保存亦日益重要，因之乃有訂定『文化資產保存法』之必要。」（教育部，1981：26-2）。

而當時代表行政院參與修正案的政務委員陳奇祿於事後提及，將「古物古蹟」改名

為「文化資產」，係因修正案內容「擴大包括無形體的文化資產、民俗資料、和自然

文化景觀」14（陳奇祿，1981：74）。 

綜而言之，將「古物古蹟」一名改為「文化資產」，主要是因應國際強調「文化

價值」的趨勢，以及將法案的內容由「有形文化資產」擴大至「無形文化資產」。至

一九七九年五月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草案中，其分類及條文已由古物及古蹟兩類，

擴大至古物、古蹟、無形文化資產15、民俗資料16四類。 

                                                 
12

 1979.2.6 行政院臺(68)教字第一○三九號函頒。 
13

 教育部 1980.8.19 臺（69）社二五一五九號函。 
14

 陳奇祿先生說法屬於事後追述，事實上「文化資產」一詞出現於 1978 年的修正會議紀錄中，而自

然資產討論首度出現於 1979 年中（教育部，1981：13），「自然文化景觀」一詞首度出現於 1980 年

底行政院函送立法院的「文化資產保存法草案」中（立法院秘書處，1983：7）。 
15

 到了 1979 年 9 月修正草案時，「無形文化資產」一名被改為「民族藝術」迄 2005 年「文資法」第 5

次修正前為止（教育部，1981：14）。 
16

 於 1979 年 9 月修正草案時，「民俗資料」一名被改為「民俗文物」（教育部，1981：14），同年 12

月修正草案時改回「民俗資料」（同前：19-4、5），1980 年 4 月以後草案再度改稱「民俗及有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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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關資料可以查覺到，將保存內容由「有形文化資產」擴大至「無形文化資

產」，主要是參考日本「文化財保護法」，該法於一九五○年公布施行及一九五四年

第一次修正後，保護內容包括有形文化財、無形文化財、民俗文化財、紀念物、埋

藏文化財、文化財保存技術等17（不著撰人，2000），而「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草案」

新增的無形文化資產、民俗資料，不僅名稱相同，其定義的詞句也很類似。而法案

名稱改為「文化資產保存法」，顯然係參考自日本「文化財保護法」一名，略加修改

而有。（圖 3、4） 

  
圖 3 無形文化資產中的傳統藝術顏水龍嵌磁

作品 2009 

圖 4 無形文化資產中的民俗陣頭 2012 

日本與臺灣對於無形文化資產的保護，在時間上領先其他國家及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工作，始於一九九九年公

布「人類口述及無形遺產傑作宣示」（The 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及二○○一年起宣布人類口述及無形遺產傑作，二

○○三年進一步公布「保全無形文化遺產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二○○八年公布「保全無形文化遺產公約執行作業

準則」（Operational Directiv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隨後才展開人類無形文化遺產代表

作登錄工作。 

                                                 
物」迄今（同前：23-3、4）。 

17
 除了上述六類外，於 1975 年增列傳統建造物群、2005 年增列文化景觀（不著撰人，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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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文化性資產」至「自然資產」 

「文化性資產」為相對於自然資產而有的分類名詞，意指因人而有或因人類與

自然互動而有的資產，具體而言，文化性資產與人的思想行為有所關連，而自然資

產由大自然力量所形成，與人類思想行為無所關連。 

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日本「文化財保護法」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World Heritage）18所保護的對象，均包括文化性資產與自然資產。其中「世界遺

產」一詞未標示「文化」一名，因此包括文化與自然兩者，合乎常理，而臺灣與日

本的保存法規以「文化」為名，卻涵蓋自然資產，顯得有些不尋常。日本「文化財

保護法」係統整日本以往所施行的「史蹟法」等三種文化保護法律而得19，其中「史

蹟法」的保護對象包括史蹟、名勝及天然紀念物三者，其中天然紀念物包括動物、

植物及地質礦物等，而名勝類中的峽谷、海濱、山岳等項也屬於自然物件，經由前

述統整許多自然資產被納入「文化財保護法」中。 

臺灣的情況略有不同，一九七九年九月之前於教育部商討修正案時，似已參考

日本「文化財保護法」，建議將自然風景及稀有動植物列為保護對象之提議，然而並

未獲得支持（教育部，1981：13）。一九八○年四月教育部與內政部會銜檢呈「古物

保存法修正草案」送行政院時，草案中所稱「文化資產」指古物、古蹟、民族藝術

及民俗及有關文物四類（教育部，1981：22）。至一九八○年十二月行政院函送「文

化資產保存法草案」至立法院時，草案中所稱「文化資產」共有五類，除了前述四

類之外，新增自然文化景觀一類（立法院秘書處，1983：7）。於草案中稱「自然文

化景觀」指：「產生人類歷史文化之背景區域環境，如特有生態區域、特殊地形及珍

貴稀有動植物等。」20從其定義來看，毫無疑問的屬於自然資產，而非文化性資產。

這項轉折，依據馬以工小姐告知，源於當年省政府主席林洋港欲將竹圍紅樹林填土

興建國宅，引發中研院植物所郭宗德院士與周昌弘研究員等人呼籲保存，經孫運璿

                                                 
18

 世界遺產分為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自然遺產（Natural Heritage）及複合遺產（Mixe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三類。 
19

 三種文化保護相關法律為「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1919-1950）、「國寶保存法」（1929-1950）

及「有關重要美術品等之保存法律」（1933-1950）。在「史蹟法」之前曾施行「古器舊物保存法」（1871-）

及「古社寺保存法」（1897-）（林煥盛，2000：47-53）。另外，於 1966 年施行「古都保存法」。 
20

 1982 年 5 月「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布施行後，其定義文詞略加修改為：「指產生人類歷史文化之背

景、區域、環境及珍貴稀有之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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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交辦政務委員陳奇祿於「文化資產保存法草案」中增列保護紅樹林相關法條，

由陳奇祿、馬以工、徐國士等人討論後，增加「自然文化景觀」一類，以經濟部（農

業局）為主管機關。（圖 5、6） 

  
圖 5 自然資產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2009 圖 6 自然資產自然保留區阿塱壹古道 2012 

臺灣歷史上第一部文化保存法令「史蹟法」已將自然資產「天然紀念物」列為

保護對象，並指定 19 筆，但在一九四五年遭到廢止，事隔三○多年後，「天然紀念

物」融入日本「文化財保護法」後，繞了一圈，因臺灣修法而再度出現於「文資法」

中。 

二、軸線翻轉與上下競合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文資法」公布施行，一九八四年由文建會（於 2012

年 5 月後改制為文化部）及內政部等會銜發布「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以及由

內政部訂定發布「古蹟保存獎勵要點」、由教育部訂定發布「教育部加強維護及發揚

民族藝術實施要點」等相關法規。「文資法」為臺灣戰後第一部實際有效執行的文化

保存法律，施行至今（2013 年中）已經歷過 6 次修正，其中於二○○五年的第 5 次

修正，對「文資法」進行了整體性及結構性改變，為了方便往後討論，以下稱第五

次（不含）修正之前為「文資法第 1 版」，第五次（含）修正之後為「文資法第 2 版」。 

「文資法第 1 版」施行於一九八二年五月至二○○五年七月之間，共二十三餘

年，對於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氛圍的形塑、法制建構、政策指導、基礎資料發掘整理、

資產指定登錄、修復及維護、推廣交流、人才培育等，奠訂良好基礎。此外，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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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及相關單位推動多種與文化有關的政策，例如文建會推動歷史建築、產業文化

資產與國有宿舍清查，教育部及文建會推動一系列文化場館如：縣市文化中心、三

座國立博物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等三大中心、地方特色館、地方文化館等建置工

作，內政部推動城鄉景觀風貌改善計畫，經濟部推動活化地方環境計畫，地方政府

推動成立社區大學等，對於臺灣文化保存風氣的扎根有顯著的助益。除此之外，文

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教育部推動鄉土教育，以及文建會一改以往行政單位慣用

的例行業務作業形態，改採展演藝術形態來推廣文化資產保存，對於臺灣文化資產

保存的環境（甚至於可以說臺灣的文化環境）造成結構性的影響，這些政策作為促

成文化資產保存觀念及工作散播到臺灣城鄉各個角落上，喚起了在地群眾心中的文

化意識，以及導致臺灣文化工作力道與趨勢發生變化。 

（一）來自社區總體營造的影響 

「社區總體營造」為一九九四年由文建會所推動的一個文化政策，主要目標為

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識、建立社區生命共同體等（蘇昭英、蔡季勳，1999：

21）。社區總體營造的初始政策內容包括軟體計畫：⑴ 社區文化活動發展計畫，以

及硬體設施，⑵ 充實鄉鎮展演設施計畫，⑶ 輔導縣市主題展示館之設立及文物館

藏充實計畫，⑷ 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計畫等四個主要項目（同前：

33-36）。於二○○二至二○○四年後，改以「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為名繼續推動，

內容包括：社區環境改造計畫、閒置空間再利用、地方文化館等（文建會，2004：

190-194）；二○○五至二○○八年再度改以「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為名，內容

擴大為：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保生態、環境景觀，其中

最後一項包括：開發利用地方文化資產與文化環境計畫、客家社區聚落空間保存及

再利用計畫、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充實地方文化館計畫等（林會承主編，

2006：848-849、2007：812-813）。在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中，以文化性建築空間帶動

地方文化與經濟發展，對於文化資產保存環境之塑造，有顯著幫助；而設立展示館

或文物館、以及美化傳統文化建築空間的工作，直接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或修復；此

外，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影響下，地方人士挺身而出組織文史社團、投入在地文化

工作，成為文化資產保存珍貴的社會人力資源。然而對於文化資產保存生態造成的

最大影響，在於以往文化政策多為中央集權式，以由上而下方式推動，在社區總體

營造影響下，臺灣文化工作的軸線翻轉，由下而上的文化力度逐漸加強，最終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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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競合的形勢，進而激起許多美麗的文化浪花。（圖 7、8） 

  
圖 7 積極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大溪老街 2009 圖 8 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鹽水橋南老街 2010 

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的原初理念源自日本的「造町」運動，其一鄉鎮一特色、地

方產業振興等推動策略也參考自日本作法，多位日本造町代表性學者專家如宮崎

清、西村幸夫等經常受邀來臺講授理念及經驗，而臺灣社造團體也經常前往日本觀

摩學習，甚至在臺灣被廣泛視為社區總體營造的五大面向「人、文、地、景、產」，

也出自宮崎清教授的歸納所得。 

（二）鄉土教學與展演藝術型推廣 

教育部於一九九三年訂頒「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增列鄉土教學，內容包括鄉土

地理、歷史、自然、藝術、語言等；一九九四年修正頒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規

定自一九九六年起國中生修習認識臺灣、鄉土藝術活動等課程；二○○三年進一步

訂頒「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推動國民中小學鄉土教育要點」。國民教育的功效

發揮雖然較為緩慢，但卻是理念及風氣傳播最全面、有效深入而長久的途徑，教育

部推動鄉土教育，除了發揮文化藝術扎根、將文化資產知識及保存觀念傳播至社會

各個角落的功能之外，授課老師為了課程需要，前往大學進修、以及從事學區內鄉

土文化藝術之採集，對於文化資產保存有很大的幫助。（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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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因鄉土教學而被重新發現的北投溫泉浴場 2008 

對於臺灣文化資產保存觀念傳播造成深遠影響的另一項政策，為文建會以展演

藝術形態來推廣文化資產保存。具體的說，在「文資法第 1 版」施行的二十三餘年

間，從業務執行角度來看，大體上以九二一大地震為界，分為前期「例行業務」型

及後期「文化展演」型等兩個風格迥異的時期。在「例行業務」期中，古蹟的中央

主管機關內政部、自然文化景觀的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1984 年以後由農委會負責）

除了推動法制建構外，大體上將文化資產保存視為專業工作，採取例行業務操作方

式，逐年編列預算，進行基礎資料的發掘整理、指定、修復等實務性工作。二○○○

年以後，因九二一大地震災區內許多不具有文化資產身分的珍貴構造物無法受到法

律的保護，促成臺灣文化資產增加「歷史建築」類，並以文建會為中央主管機關。

文建會隨即採取中央策劃、全國動員，以展演藝術所習見的活潑創意方式，陸續推

動文化資產年、世界古蹟日、歷史建築百景徵選等保存推廣活動，使得文化資產活

動有如「全民運動」般廣受社會注目，就短期而言，激發社會大眾的熱情，保存績

效也急速累積；就長期而言，提升民間的文化保存意識，以及吸引許多社會大眾加

入文化保存行列。（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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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歷史建築百景投票後獲獎的高雄玫瑰聖母堂 2002 

三、文化資產保存觀念的再啟蒙 

在世紀末前後，臺灣「文資法第 1 版」已施行近二○年之久，並累積一些經驗

及省思，而臺灣文化資產保存相關的高等教育也步上軌道，擁有為數眾多的學有專

精的學者專家。於此同時，臺灣社會越來越趨民主及開放，國際交流活動也越來越

頻繁，透過行政人員及學者專家的努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

史場所協會（以下簡稱 ICOMOS）21，以及日本、英國、法國、澳洲22等國的保存觀

念及體系先後被引介至臺灣的學界與行政體系中。 

                                                 
21

 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協會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化保存非營利組織（NGO），也是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三個顧問團體（Advisory Bodies）之一，主要協助世界遺產委員會處

理世界遺產中文化遺產的審議及評估等事務。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協會及其前身「國際歷史

文化紀念物建築師與技師會議」集會後所發布的許多文件，如一九三一年「雅典憲章」、一九六四

年「威尼斯憲章」、一九九四年「奈良真實性文件」、二○○八年「魁北克宣言」等都成為現今文化

保存的重要參考文件。 
22

 澳洲文化保存界於一九九九年所發表的「布拉憲章」（The Burra Charter）因知識系統具體清晰、完

整合宜，曾廣受臺灣文化資產保存界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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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春天，臺灣展開「文資法」施行以來最大規模的修正工作，部分因

行政作業中所發現的問題，如文化資產分類的不理想、主管機關過多、修復後經營

管理不佳、保護網不完整、廣域型資產推動不易、缺乏獎勵制度等，以及參考自日

本的保存技術保存者制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暫定世界遺產制度（Tentative List）
23及登錄制度24等被列為修正議題；而一些屬於觀念性的問題，如凍結式保存與生態

式保存的取捨、真實性與完整性的判斷等成為法律文字斟酌時的參考因素；而英國

的國民信託（The National Trust）等外國的保存制度也受到支持成為實驗性推動的對

象。 

二○○五年「文資法」第 5 次修正公布後，臺灣擁一部較以往更周全、更符合

國際潮流的文化保存法規，即使如此，國際思潮及作為日新月異，一些新形成的文

化保存觀念與作為持續被引進臺灣而成為許多人推動或鼓吹的議題，例如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推動的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1992）及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2005）觀念、近代產業文化遺產之保護25、

ICOMOS「魁北克宣言」（Quebec Declaration）（2008）所強調的保存工作中有形資

產與無形資產不可分割等。 

以下簡要介紹世紀末之後，對於臺灣文化資產保存造成較具體影響的數個觀念

與作為，包括：從保存到保存與再利用並重、從凍結式保存到生態式保存、從物件

保存到技術與人的保存、真實性與完整性的思辯。 

（一）從保存到保存與再利用並重 

臺灣於八○年代早期展開古蹟保存之初，將心力集中於資產調查、指定、修復

及推廣等工作，而未能顧及再利用的問題，導致部分古蹟修復後使用強度不高，連

帶因缺乏經常性管理維護，造成物件快速劣化或遭到破壞，而成為主管機關的負擔。

                                                 
23

 就「暫定」制度而言，在聯合國世界遺產委員會於一九七七年公布「世界遺產公約作業準則」時，

已有所謂的暫定名單制度，而香港於一九八二年將暫定古蹟制度添加於其「古物及古蹟條例」中。 
24

 登錄制度為相對於指定制度的一種保護方式，於臺灣的法規中，指定制度傾向於強制性保存，登錄

制度傾向於獎勵性保存。臺灣於二○○○年「文資法」第 3 次修正時，已引用作為歷史建築身分賦

予的方法，二○○五年「文資法第 2 版」施行後擴大運用。 
25

 主要是引自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的觀念及作法，二○一二年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第 15 屆

年會於臺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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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年代開始，古蹟缺乏適當經營管理的問題，屢屢遭到輿論的批評。在此同時，

臺灣因經濟轉型，導致許多傳統產業空間閒置不用，隨後由政府機關及學術界研擬

政策及舉辦研討會及研習營，以利有效推動再利用工作。二○○一年文建會訂定「文

建會九十年度試辦閒置空間再利用實施要點」，其對象包括古蹟及歷史建築閒置空間

再利用。二○○五年「文資法第 2 版」施行後，將原「文資法第 1 版」第 1 條立法

宗旨：「本法以保存文化資產，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中華文化為宗旨。」改為：

「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多元文化，特制定本法。」也

就是將原本單純強調「保存」，改為強調「保存」及「活用」（一般稱之為再利用）

並重，而在許多條文中也一再提到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的再利用。除此之外，文

建會也與各文化局聯手推動文化資產經營管理工作，希望透過自行或委外經營，賦

予古蹟及歷史建築新生命，以使其成為全民「資產」而非「負擔」，並持續推動閒置

空間再利用試辦點計畫（2001-）、藝術家進駐閒置空間計畫（2001-）、地方文化館計

畫（2002-）、創意文化園區計畫（2003-）等一系列的再利用計畫。（圖 11、12） 

  
圖 11 彰化元清觀修復工程 2010 圖 12 鹿港福興穀倉再利用 2010 

在經過多年努力後，保存與再利用已成為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保存的兩項重

點工作之一，其中受到矚目的古蹟保存與再利用案例有：臺南市原臺南州廳（1998

公務使用）、臺北市政府舊廈（2000 展演、簡餐）、臺南市麻豆總爺糖廠（2001 展演、

餐飲、集會等）、高雄市橋仔頭糖廠（2001 展演、餐飲等）、臺北市圓山別莊（2003

展覽、餐飲）、臺北市北投溫泉浴場（2004 展覽、集會）、高雄市打狗英國領事館（2004

展覽、餐飲）、臺北市蔡瑞月舞蹈研究社（2006 展演、餐飲）、臺南市原臺南公會堂

（2007 展演、餐飲等）等。受到矚目的歷史建築保存與再利用案例有：臺東縣新東

糖廠（2002 展演、餐飲、文創等）、桃園縣大溪武德殿（2002 展演、社區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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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松園別館（2003 展演、餐飲等）、彰化縣福興鄉農會碾米廠暨穀倉（2004 展

售、會議等）、臺中市臺中酒廠舊廠（2005 展演、公務等）、臺南市原新化街役場（2006

展覽、餐飲）、雲林縣虎尾郡役所（2007 展演、餐飲等）、金門縣陳坑陳景蘭洋樓（2008

展覽）等。受到矚目的聚落保存與再利用案例有：金門水頭聚落（2005 民宿）、馬

祖芹壁聚落（2005 民宿）、花蓮縣林田山林業聚落（2006 展示、綜合用途）等。 

（二）從凍結式保存到生態式保存 

文化保存界對於物件保存中時間因素的處理，通常有凍結式保存及生態式保存

兩個選項。 

所謂「凍結式保存」，指在從事保存工作時，以某一時間切面的形貌作為物件保

存的基準，這個切面或許是其歷史發展中較具戲劇性或歷史價值、或是在形制上較

為完整或較具典範、或是史料最為完備的時期。這種保存方式的特色在於將保存對

象的生命歷程凍結於特定的時間切面上，其優點為可以適度突顯出人類文明發展歷

程或人類文化的某些典範。 

所謂「生態式保存」，指在從事保存工作時，將物件的歷史變遷痕跡中有意義、

有價值的部分忠實的保存下來。這種保存觀念的立論基礎在於人類文明與時俱進、

不斷演變，將一個物件凍結保存，並非歷史常態，也不符合真實性的原則。從另一

個角度來說，將一個物件的歷史變遷痕跡呈現出來，可以增加物件時間深度的價值

及保存内容的豐富度，是更為理想的保存方式。事實上，於一九六四年由第二屆國

際歷史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建築師與技師會議（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rchitects and Technicians of Historic Monuments）所發表的「威尼斯憲章」（The 

Venice Charter）第 11 條即表達出對於生態式保存的支持：「一處文化紀念物的建築

中所有時期明確的貢獻都應該被尊重，因為式樣的統一並不是修復的目的。當一棟

建築包含有不同時期累積的結果時，除非擬加以去除的部分不具有重要性，擬使之

顯露出來的某時期的材料又極具歷史、考古或美學價值，而其保存狀況良好足以支

持將現況被隱藏的狀態顯露出來，才被視為是正當的。」（轉引自傅朝卿，2002：25）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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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彰化永靖陳家餘三館保存不同時期的構造物 2005 

凍結式保存及生態式保存，只要運用得宜，都是合理的保存方式；其次，兩者

並非對立選項，可以兼而得之。舉例來說，在一個聚落保存中，先以時間、空間、

建築類型、族群、社會單元、環境等為基礎建構出合乎文化價值的保存架構，其次

區分各種有形文化資產的保存類別及層級，於進行全面性的評估及確認後，依據真

實性的原則進行修復及再利用工作，如此即能兼具凍結式保存及生態式保存兩者的

優點。 

臺灣曾歷經南島、荷西、清代、日治、戰後等不同時代文化的洗禮，導致臺灣

許多鄉紳住宅兼具各時代文化的形式風格。以彰化中部地區某著名鄉紳大宅為例，

其宅第之中央部分為精美的漢式正身護龍厝，左外護為一樓日式雨淋板建築，右伸

手外側為兩層樓的日式洋風建築，兩者之後側為工藝細緻的近代鋼筋混凝土樓仔

厝，由於量體及形色搭配得宜，形制雖然有異，但是總體風格顯得很調合。以該宅

為例，不分興建先後及形式，整體保存下來，一方面可以讓參訪者體驗到不同建築

文化的典範，另方面也可以感受到臺灣歷史變遷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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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物件保存到技術與人的保存 

在一九八二年「文資法第 1 版」施行後，臺灣的文化資產保存對象包括了民族

藝師，一九九七年教育部並訂頒「重要民族藝術藝師遴選辦法」。二○○五年「文資

法第 2 版」施行後，雖然不再有「民族藝師」之名，但是在「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

文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中，提到傳統藝術及民俗的保存者或保存團體，此

外，在文化資產保存對象中新增保存技術保存者的保護，也就是說，臺灣的文化資

產保存對象由有形資產、無形資產的物件保存與人物，擴大到技術的保護。（圖 14、

15） 

  
圖 14 澎湖吉貝石滬保滬隊被指定為保存技術保存

者 2010 

圖 15 金門蓋瓦司傅 2010 

在國際社會中，日本為最早展開文化資產的相關人物與技術保護的國家。日本

於一九五○年公布「文化財保護法」時，已將文化財保存技術及保存者或保存團體

（聯合國英文網站之用詞為「Holder of an Important 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y」，民

間俗稱之為「人間國寶」）列為保護對象（不著撰人，2000：63-65），韓國於一九六

四年以活國寶（National Living Treasure）之名跟進保護，此後泰國（1985）、菲律賓

（1988）、法國（1994 Master of Art）等也加入保護行列，只是名稱稍有不同。一九

九三年在韓國提議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無形文化遺產委員會（Committee for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於一九九八年展開人間國寶計畫

（Living Human Treasure UNESCO Programme），將匠師及技藝列為保護對象，隨後

有捷克（Bearer of Popular Crafts Tradition）、土耳其、保加利亞、蒙古、奈及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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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加爾等國紛紛響應。二○○二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建構國家層級的『人

間國寶』系統準則」（Guidelin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Living Human 

Treasure” Systems），以促成各國加速對於匠師及技藝的保護。26
 

臺灣「文資法第 2 版」新增保存技術保存者的保護一事，就作者記憶所及，在

「文資法」第 5 次修正期間的文建會與行政院修正會議中（2001 年 6 月至 2003 年

中），曾有委員多次建議參考日本作法，將「人間國寶」觀念與制度納入「文資法」

中，且會議中似乎未曾有人提到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間國寶」計畫，換言之，

臺灣文化資產中人物與技術之保護似參考自日本「文化財保護法」。 

（四）真實性與完整性的思辯 

臺灣法律較少使用不確定名詞，對於文化資產修復原則，於「文資法第 2 版」

第 21 條僅能簡要的規定：「古蹟應保存原有形貌及工法，如因故毀損，而主要構造

與建材仍存在者，應依照原有形貌修復……。再利用計畫，得視需要在不變更古蹟

原有形貌原則下，增加必要設施。」時光不斷的流轉，所有物質均會損毀或消逝，

形貌及材料因時而異，因此「文資法第 2 版」所稱的「原有形貌及工法」具有很大

的討論空間。在世紀末之前，臺灣古蹟及歷史建築修復多以凍結式保存為原則，且

多將修復後的情境設定在其最精華時期，已消失或嚴重損毀的部分，則多僅憑藉著

簡單的歷史照片或圖面，或是文字描述從事復原工作，其結果是創作出許多無法令

人信服的「假古董」。 

事實上，一九三一年文化保存人士首度於希臘雅典舉辦「第一屆國際歷史文化

紀念物建築師與技師會議」（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rchitects and 

Technicians of Historic Monuments, 為 ICOMOS 的前身），所發表近代國際社會最早

的文化保存文件「雅典憲章」（The Athens Charter）中已針對修復原則提到：「修復

計畫應受到知識性的評斷。」一九六四年「威尼斯憲章」進一步針對這個問題提到：

「必須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真實的史料證物為基礎，任何的臆測發生時修復應該馬上

停止，如果不可避免的要有添加之作，其必須與原有建築構成有所區別，而且一定

要烙印上當代痕跡。」（傅朝卿，2002：10-29）（圖 16） 

                                                 
26 以上資料請參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發布的 Guidelin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Living 

Human Treasur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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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霧峰林家大花廳憑藉簡單老照片復原遭到質疑 2009 

臺灣文化資產保存以往習見的想像式復原，於世紀交替之際開始受到質疑及批

評，隨後先是「奈良真實性文件」（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受到臺灣文

化保存界的重視，這分於一九九四年底由日本政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文化

資產保存與修復中心（ICCROM）與 ICOMOS 於日本舉辦的奈良真實性會議所發表

的文件中的部分觀點，如「所有的文化與社會根植於特定的形式以及其有形與無形

的表現方式，這些構成了他們的遺產。」「以固定的準則來評斷價值與真實性，是不

可能的；相反的，基於對所有資產的尊重，文化資產必須在其所屬文化涵構中來考

量與評價。」「基於文化遺產的本質、其文化涵構及演變，真實性的評斷可能與多樣

資訊來源的價值有關。」（同前：364-371）人類社會歷經長期性演變，在不同的地

域中，因自然、社會環境差異，而出現多樣的文明，因此文化資產的價值判斷，因

時因地而異，無法以單一標準為之。「奈良真實性文件」的觀念逐漸的被臺灣文化保

存界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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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真實性」的辯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對於完整性（Integrity）及

真實性（Authenticity）的要求隨後受到臺灣文化保存界的注意。具體的說，世界遺

產價值評估的基礎為具備顯著普世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而依據「世

界遺產公約作業準則」（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以下簡稱世遺準則）第 49 條規定，「顯著普世價值」指「獨特

的文化或自然意義跨越國界，對於現今或未來的人類具備相同重要性」；第 78 條提

到：符合完整性及真實性，以及具備確保其良好狀況之適當保護及經營管理體系之

資產，才能視為具備顯著普世價值。 

在「世遺準則」第 82 條規定，「真實性」指：真實且可靠的呈現以下各類的文

化價值：形式與設計、材料與實體、用途與功能、傳統、技術與管理系統、位置與

場域、語言與其他類型的無形遺產、心靈與感受、其他內外再因子。於「世遺準則」

第 88 條規定，審查遺產「完整性」需要評估遺產在下列要點上的涵蓋程度：(1) 展

現顯著普世價值所必要的所有元素；(2) 擁有適當的範圍大小，足以完整的呈現代表

遺產重要性的現象與作用；(3) 遭受開發與/或忽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2011：39-40）。概略的說，「完整性」指比較能夠周全呈現建築群體、儀式

場所、生態區域或社會單元等完整面貌的環境。 

四、小結：戰後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制與氛圍形塑的特徵 

戰後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制與氛圍形塑，擁有曲折的歷程與多元的來源。 

首先是「史蹟法」及「古物法」等外來的文化保存法規，先後被「移植」運用

於臺灣。隨後「史蹟法」因政治原因遭到廢止，其所保護之天然紀念物則於日後輾

轉自其後繼之「文化財保護法」中被納入「文資法」中；而「古物法」因不合時宜

而於修法過程中消失，只剩相關法條被調整後，列為「文資法」中古物的條文，以

及其相關法規「暫定古物之範圍及種類大綱」27中有關器物與古建築物所列舉的細

目，被略加修改後運用於「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中。具體的說，臺灣先後所

                                                 
27

 「暫定古物之範圍及種類大綱」條文請參考林會承（2010）《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頁 227，表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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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的三種文化資產保存的法律之間並無一致性的傳承脈絡，彼此之間的關係有如

俗稱的「斷層」。 

一九六八年「古物法」修正案啟動，一九七八年改為「文資法」修正案，到了

一九七九年再度改名為「文資法」制定案（教育部，1981：24），「文資法」的法律

架構、分類、內容多參考自日本「文化財保護法」，與「古物法」完全不同，這一段

從修正到制定的歷程有如民間俗稱的「移花接木」。 

一九八二年「文資法」施行之後，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氛圍先是受到參考自日本

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影響，在世紀交替之際及其後，再度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ICOMOS，以及英國、法國、日本等國的保存觀念及體系影響，其中部分者如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制度、暫定制度、登錄制度等先後被「嫁接」至「文資法」

中，而生態式保存、真實性及完整性、文化景觀、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近代產業

文化遺產保護、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不可分割、自然資產與文化性資產的合併考慮

等觀念則被「嫁接」到文化保存工作者的腦海中。 

在戰後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制與氛圍的形塑過程中，臺灣本地的學者專家及行

政人員並沒有缺席，如文建會以展演藝術方式為推廣策略、教育部推動鄉土教育、

官民共同努力推動文化資產再利用及經營管理等，處處可以見到臺灣文資人士的智

慧與用心。 

綜而言之，戰後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制與氛圍形塑的主要特徵，大體上可以藉

用「斷層」，以及三個源自於農藝名詞：「移植」、「移花接木」、「嫁接」的表面字義

來掌握其曲折歷程的輪廓，其根源來自於日本、中國、英國、法國等國，以及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ICOMOS 及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ICCIH）等國際性文化團體

的觀念、法規與政策，以及臺灣特殊的文化環境與文化界知識分子及行政人員的思

維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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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of Mechanism and Atmosphere of 

After-war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Taiwan 

Lin, Hui-Cheng
*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adopt the sequence of time as its axis, then generalizes and analyses some 

selected historical events which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cultural heritage, by 

which to explore the deriv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atmosphere of present Taiwan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Taiwan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has two origins of law, in 1968 Taiwan government 

launched an amendment, in 1978 government referred Japanese “Cultural Properties 

Conservation Act” and finally released a new act called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ct”. 

After 1982, public policies such as Community Empowerment, Local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by Performing Arts Style, et al. had changed strength and direction of Taiwan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fter the beginning of 21th Century, affected by the Taiwan 

social environment, concepts of UNESCO and ICOMOS, and conservation concepts and 

mechanism of UK, France, and Japan, the main goal of Taiwan heritage conservation had been 

transformed from preservation to both preservation and reuse, conservation attitude had been 

shifted from frozen preservation to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protective substances were 

expanded from objects to conservative skill and technician.  Apart from these, authenticity, 

integrity, as well as cultural landscape, cultural diversity, industri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are more and more respected. 

In gener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tline of traces of Taiwan after-war cultural 

conservation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he literal meaning of fault, transplant, graft, and 

implant. These transformations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s, laws, or policies of Japan, China,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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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 UNESCO, and ICOMOS, as well as the thoughts and conducts of Taiwan intellectuals 

and cultural officials.   

  

Key words: Taiwan, After-war, Cultural history,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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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內容： 

英國擁有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化資產保護系統。正由於這個系統已運作多

年，許多各式各樣或大或小的組織皆於其中占有一席角色，以致於組成相當複雜，

連英國人都難以理解這個系統，因此若等會的演講不容易聽懂，我在此先向大家致

歉。 

志願團體（非政府組織）經常是文化資產保存運動的領導者，至今仍具有相當

的影響力，這是其他許多國家難以想像的。一八七七年「古建築保護學會」（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縮寫為 SPAB，以下使用簡稱）由威廉‧莫里

斯（William Morris）創立。世人對於莫里斯的認識，多來自其身兼設計師、工藝創

作者、企業家及政治行動者的多重身分（參見圖 1）。然而他發起英國文化資產運動，

並且投注數以萬計的時間和心力，其貢獻應該和其他成就同樣受到肯定。 

  
圖 1 威廉‧莫里斯 圖 2 位於 Jarrow 的教堂 

  



Philip Venning∣從志願組織到政府部門：保護歷史性建物之英國取徑 61 

 

莫里斯認為每個人都有對共有遺產（common heritage）表達意見的權利，此發

言權不應被專家和官員獨佔，而且並非限於考量當代人士。延續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的觀點，莫里斯說：「我們只是受後人囑託的代管者」，我們對於後代負有

責任。在一八七七年的當時，這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觀點，然而在今日，這已經是

所有環境保護理念的基礎。 

今日英國擁有五十萬項法定保護的建築、構造物和考古遺址，包含這間位於

Jarrow 的教堂（圖 2），千年以來仍舊如常使用。而位於時間軸另一端的類型是戰後

最現代的建築，也已經列入保護的範疇。 

以下我將簡單說明相關法令的起源、現況以及如何實際施行。我會將重點放在

英格蘭，因為該地與威爾斯、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等各區狀況略有不同。1接著將略微

說明文資保護的財源，最後則簡述這些數量龐大的志願組織所擔負的工作。 

文化資產運動起於一八七七年，由威廉‧莫里斯成立第一個保存抗爭運動組

織：「古建築保護學會」（SPAB），那是一個任何人對於歷史性建物都可為所欲為的

年代。當時學會的主要目標是：在當時那種極具破壞性的建築修復作法－也就是企

圖將建物修復到看似興建原貌的狀態之外，提供另一種開創性的取徑。當時的破壞

性作法如圖 3 的 St. Albans 修道院，整片古老的西側立面受到不必要的拆除，然後更

換成什麼年代也不像的狀態。莫里斯和他的朋友飛利浦‧韋伯（Philip Webb）發表

古建築保護學會宣言，提出更為謹慎的整修和改變古建築物的方法。這個方法的原

則是：⑴保留歷史建物原材質（例如木、石等）為優先，甚於施作仿古的設計（historic 

design）；⑵建築上的改變有其價值；⑶反對過度修復。接下來我會提到，這些觀點

不僅對於英國的文資保存取徑產生很大的影響，更擴及到國際的保存政策和實踐。

從 SPAB 成立初期開始，SPAB 就努力抵制各種破壞古建築的提案，莫里斯因此認為

法令的制定實屬必要。 

                                                             
1 ［譯註］英國的全名為：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領土範圍包含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及北愛爾蘭等主要區域，並擁有部分地方自治權。

資料來源參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http://www.boca.gov.tw 。 

http://www.bo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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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St. Albans 修道院 

事實上，保護考古遺址的法令在 SPAB 成立的三年前（1874 年）已經由國會議

員約翰‧路柏克（John Lubbock）爵士提案（圖 4）。他提列了六十八個史前遺址，

希望立法保護其不受土地所有人的破壞。多年來他在國會持續提案，但始終受到強

烈反對。終於在一八八二年，第一部《古紀念物保存法》（Ancient Monuments Act）

通過，但是法條精神被大量稀釋以致影響力有限。該法案最主要的規定是：假如所

有權人願意放手，建築部（Ministry of Works）可以接受史前建物作為餽贈，例如巨

石遺址（Stonehenge）（圖 5）。 

  
圖 4 約翰‧路柏克的保護考古遺址法令提案 圖 5 英國巨石遺址 

今年（2013 年）是英國第一個周全的文化資產法施行百年紀念，許多電視節目

和展覽皆以此作為主題。當初法令制定的原因和一棟十五世紀磚造城堡 Tatter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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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被美國人買走有關。當時城堡中多座精美壁爐被拆下來，正準備橫渡大西洋時，

被一位 SPAB 的會員－前印度總督克松（Curzon）閣下在最後一刻擋下來，將城堡

買回並加以保存，而這些壁爐也被及時搶救回來，並重新安置回城堡。 

經由這次事件以及其他相似的威脅事例，證實我們的確迫切需要一部有效的法

令。在古建築保護學會（SPAB）及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的共同支持下，英國

政府在一九一三年終於通過法案。在多項法令中，這是首次立法保護私有地上的古

蹟。所有權人在改變或拆除「登錄紀念物」（Scheduled Monument）2（圖 6）之前必

須取得官方許可。這也促使政府得以建立國家重要建物清單，以便進一步修復並開

放大眾參訪。 

  
圖 6 登錄紀念物之例 

  

                                                             
2
 譯註：根據英格蘭遺產（English Heritage）之定義，Scheduled Monuments 為具有國家重要性的考古

遺址或紀念物，經由調查認定後，將其登錄（scheduling）於中央政府文化、媒體及體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之保存清單（schedule）內，此後即具有受法定保護之地位。自 1882 年

起，此一「清單」（schedule）即已開始建立。參見：https://www.english-heritage.org.uk （2014 年 4

月 3 日連結）。 

https://www.english-heritag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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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期間是保護文化資產立法的躍進期。許多城市和鄉鎮遭到轟炸，希特勒更

下令摧毀許多具歷史價值的場址。在這樣的情況下，全國各地的地方官員迫切需要

搶救指導原則，以了解哪些受損的建物值得被保存，哪些則可以被拆除。因此由三

百位專業建築師組成團隊，共同擬具一份清單，列出值得保存的歷史性建築。戰後

這項作為成為新法令的起點，引進現在稱為「表列建物」（Listed Buildings）3的相關

規定。 

隨著時間演進，英國有許多文化資產相關法令被制定。法令與法令之間有時相

互重疊，最近嘗試加以簡化，但進展有限。 

所有法令中，控管古紀念物（Ancient Monuments）的法令是最嚴格的。古紀念

物包含遺跡（ruins）在內，例如圖中的修道院（圖 7）和考古遺址，任何工程，無

論多小都必須取得官方許可。在實際執行上，亦即必須遵守「英格蘭文化遺產」

（English Heritage）的規定。政府已於一九八四年將文化資產的中央權責移轉予「英

格蘭文化遺產」。古紀念物的法令比其他所有文資法令更具上位性，但它有個重大缺

陷：沒有任何法定權力可以強制要求所有權人持續修復與維護古蹟。 

  
圖 7 古紀念物之例：修道院遺跡 圖 8 表列建物案例一：規模迷你的建物 

  

                                                             
3
 譯註：Listed Buildings 為具有歷史及建築特殊價值的建物，經由調查指認列入清單（listing）。此些

「表列建物」（Listed Buildings）並未強制其不可改變，然欲改變時須提出申請。列表的功能主要在

指認其歷史性與建築價值，以提供後續整體區域規劃（planning）之參考，作為發展計畫評估之依據，

表列建物的使用用途亦於區域規劃中作整體評估決定。資料來源： English Heritage 

https://www.english-heritage.org.uk （2014 年 4 月 3 日連結）。 

https://www.english-heritag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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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法定保護的建物和遺址受到與上述不同之法令管轄－亦即「表列建物」

（Listed Buildings）。英國有將近五十萬座表列建物。在英格蘭，「英格蘭文化遺產」

的監管人員依據歷史重要性等標準選擇將哪些建物列入清單，大部分是屋齡三百年

或以上的建物，但也有許多是僅達兩百年的。十九世紀的一些特殊建物也被列入，

但數量較為有限，二十世紀的建物就更少了。直到不久之前，列表程序完成前建物

所有權人都不會被告知他們的建物即將被列入名單，以免被蓄意破壞，但這情況目

前已有改變。 

  
圖 9 表列建物案例二： 

十八世紀的槍 

圖 10 因具有歷史重要性而被列入表列建物清單的小屋 

當一棟建築被列表時，其面積尺寸和整修狀況並不重要。許多如圖 8 般規模迷

你的建物被列入清單，而其他歷史性留存物也可能被列入，例如倫敦的某間房子，

便是把圖 9 這兩支十八世紀的槍當作繫繩柱使用。建物受到列表可以基於歷史因素

或者建築本身的價值。圖 10 這些木造小屋通常不會被列入，但是它們位於 Bletchley

公園，世界第一台電腦便是在此發明，目的是協助破解德軍的軍事密碼。小屋現正

進行修復作業，未來將成為展示電腦及解碼歷史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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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第一級表列建築之例 圖 12 第二級加星號表列建築之例 

清冊內大約有百分之二的表列建築屬於第一級（Grade I），享有最高層級的保護

（圖 11）。不僅包含 Kelmscott 莊園這一類的建築（Kelmscott 莊園是威廉‧莫里斯

的住所），也包含空間小很多但十分稀有的建築。另外清單中的百分之四屬於第二級

加星號（Grade II*）的等級（圖 12），例如我自己之前的住宅。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四

則是第二級（Grade II）（圖 13），重要性略低於前兩大類。 

  
圖 13 第二級表列建築之例 圖 14 Great Coxwell 穀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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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在英格蘭進行過一份建築普查，由於過去認定何者值得保存的觀念已

經改變。特別是某些型態的歷史建築，例如穀倉（圖 14）之類的建築在過去經常被

忽略。圖 14 為 Great Coxwell 穀倉，它同時也是威廉‧莫里斯最喜歡的建築之一，

即使還不夠重要到被列入清單中。此外或許最大的改變在於官方看待十九世紀建築

態度。距今僅僅四十年前，一批英國最美的維多利亞建築即將被拆除，St. Pancras

車站就是其中一座（圖 15）。這個時期的建築經常被認為是醜陋並且不值得保存的，

幸而在維多利亞學會（Victorian Society）的努力下，這樣的態度大為改變。之後有

更多該時期的建築列入清單，許多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現今已是大家最喜愛的建築。 

  
圖 15 St. Pancras 車站 圖 16 遭誤判為百年建築之案例 

英格蘭文化遺產（English Heritage）的清單審查委員確實也犯過一些小失誤，

例如這棟建築（圖 16）看起來好像有四百歲，但事實上它是不到五十年前建的，只

是取材自其他真正的老建築。 

大部分所有權人會心平氣和、不帶抱怨地接受他們的房子被列入清單，有些甚

至很樂意，因為這在房子轉手時會提高房子的價值。最具爭議的是，名單中有一批

戰後興建的現代建築物（圖 17）。只要三十年以上的建築皆可被列入清單，而且若

面臨拆除提案時，甚至可以縮短年限。尤其在清單中有一部分是一般認為很醜陋而

且不受歡迎的水泥構造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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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具爭議的表列建築：戰後興建的現代建物 圖 18 奇怪的表列建物案例：倫敦 Abbey Road 

行人穿越道 

近來最奇怪的表列建物案例之一，是倫敦 Abbey Road 的一處行人穿越道（圖

18），該場景因登上披頭四唱片封面而出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爭相在此處拍照

留念。所謂的奇怪意指，通常路面「列表」登錄（list）是不可能的。更奇怪的是，

據我所知，為了維護大批觀光客的安全，這個行人穿越道在披頭四的年代就被略微

遷移過位置。 

英國一般民眾常誤會建築物一但被列表，就完全不被允許改變。事實上，只要

所有權人申請變動即可，也就是「表列建物施工許可」（listed building consent）（圖

19）。目前不可能取得全面拆除的施工許可，大部分的申請案都是屬於「影響表列建

物特性（character）」的改建，例如拆除一道牆、改變一扇古老的窗等等。對於大部

分的申請案，尤其是（圖 20）第二級建物的改修申請，其裁量權屬於地方規劃權責

部門（planning authority）。雖然中央政府有其指導原則，但是全國各地狀況略有不

同，例如哪些種類的改修需要提出施工許可申請，哪些則不需要。至於第一級和二

級加星號建物之申請案，以及全數拆除的申請案則必須詢問過英格蘭文化遺產

（English Heritage）。通常大部分的申請案都會通過，這和一般民眾認知的狀況正好

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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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表列建築取得施工許可 圖 20 第二級建物取得改修的施工許可 

什麼樣的改修才能得到施工許可的決定，必須嚴格遵循修復準則（conservation 

principles），而修復準則即起源於威廉‧莫里斯和古建築保護學會（SPAB）。直到二

○○八年，英格蘭文化遺產（English Heritage）首次發布自行訂定的修復準則後，

才將前者作些微的修訂。修復準則的核心本質在於：保存遺留的歷史建物建材（木、

磚、石等），並且減少任何對於這些材質的破壞或改變，亦即以修理（repair）代替

換新（replacement）（如圖 21）。 

  
圖 21 修護準則之核心本質：以修理代替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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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Norwich 大教堂古塔樓遺

跡間的新建餐廳 

圖 23 表列建物內的樓梯及機具皆為保護範圍 

另外一個觀念是，建物本身的改變，或是後來對建築物所做的改修，都屬於該

建築物歷史的一部分，必須加以尊重。舊建物需要加上新施作之處，此新施作不應

試圖複製過去的風格，而應該反映二十一世紀好的設計（圖 22）。圖 22 是一家由現

代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的餐廳，一棟置身於 Norwich 這座大教堂古老塔樓遺跡間的新

建築。 

當一棟建築被列入清單，則建物內外所有的一切都在保護範圍內（圖 23）。例

如圖中的這座樓梯間或者水磨坊內的機具，未經許可都是不能被移除的。然而數個

月前這項法律被修改了，未來官方的公告將明列那些部分受法定保護，那些部分則

不在保護範圍內。 

在部份涉及重大基本建設案的狀況下，例如機場或鐵路的興建，政府可以採用

其他上位法令以凌越文化資產保存法。如果政府決議這麼做，圖 24 中這棟表列建物

就可能成為因為高速鐵路興建而被拆除的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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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表列建物可能因涉及重大建設案而遭拆除 圖 25 所有權人未經許可即施工而遭起訴之例 

單單在英格蘭就有超過 146 個地方規劃機關（local planning authorities），擔負起

在地文資常態管理權責。他們具有某些法令賦予的權力，例如可以起訴未取得施工

許可就施工的建物所有權人，如圖 25 中這棟建物就曾發生過這個狀況。他們也可以

強制建物所有權人對維護狀況很差的建物進行修復。如果建物所有人拒絕這些要

求，地方權責機關可以強制介入直接施作。此程序之最後階段是，地方政府機關可

以不顧所有權人的意願逕自買下建物，例如幾個月前剛發生的這個案例（參見圖 26）。 

  
圖 26 地方政府逕自買下表列建物案例 圖 27 遭地方政府出售的古建築 

在實際執行面上，很少地方權責單位會把他們的權力付諸實行。目前的英國政

府大幅縮減文化資產相關預算。許多地方機關已經裁減專業員工而且賣掉所擁有的

歷史建築。我曾在一個電視節目中反應過這個問題，拍攝場景即是一座已經被賣掉

的古建築（如圖 27）。 

在第一級和第二級加星號層級的歷史建物中，有很大的比例是教堂。在英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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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主要的教會豁免於表列建物的管制體系之外，因為他們有自己獨立的法制體系。

這些獨立體系有其爭議性，但的確也有其優點，至少比起世俗體制來說，教會體系

專家對決策過程的參與程度高出許多，對於內部施工也可發揮更大的管控（圖 28）。

例如圖 29 中，這些十四世紀黑死病倖存者在教堂塔樓石塊上所刻下的信息，就會受

到法令保護及專業的保存。 

  
圖 28 教堂 圖 29 黑死病倖存者於教堂刻下的信息 

關於英國文資保存體制裡最不被了解的是，在僅僅二十年前，可稱是英國最精

美的歷史建物的大教堂（圖 30），竟然是完全不受法令管制的。時至今日，教堂的

施工需要通過正式的法定程序，也需要有許多專家參與其中，但這仍是在教會組織

的權責下受到管控，並非完全獨立。 

最不具成效的法令之一，是保護歷史區域整體特性－即保存區的保護法令（圖

31）。英格蘭有九千個這種區域，由地方政府權責單位經由諮詢地方專家後擇定。事

實上這項法令正面臨改變，未來，保存區域內哪些受到管制的相關規定將直接納入

常態的都市計畫中。其中主要的法令控管將落在未列表建物的拆除，未來拆除將需

要取得規劃許可而非特殊的保存區施工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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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大教堂 圖 31 保護歷史區域整體特性的保存區域 

英國擁有二十六個世界遺產，其帶來了一點額外的法律保護。討論焦點主要在

於世界遺產周邊的開發案是否可能反向影響世界遺產本身。例如西敏寺／國會大廈

（圖 32）周邊高層建築的興建案就造成討論，質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否可能因此

撤銷其世界遺產的資格。 

圖中此處即是英國常態性的都市規劃法規派上用場之處（圖 33）。在倫敦市，

摩天大樓的相關政策曾經全盤改變。過去對於新建築的高度有嚴格限制，但近來為

了吸引投資，市政府近期內核准了大量高層辦公大樓的興建案。 

 

  

 

 

圖 32 西敏寺及國會大廈 圖 33 Smithfield 肉品市場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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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歷史沈船、戰爭場址、受指定的歷史公園和花園（圖 34）則是由其他法

令管控。以後者為例，法律主要用於保護它們不受破壞性開發案的影響。 

  
圖 34 受指定的歷史公園和花園 

古建物保存的經費來源 

談到文化資產的財源為何？和其他國家不同的是，英國的賦稅減免非常有限，

其中一項具有重要性的法令規定最近才剛被廢除。 

 
圖 35 英格蘭文化遺產 

戰後政府曾編列預算補助表列建物的所有權人進行整修。這個角色後來和大部

分政府的文化資產權責一起移交給英格蘭文化遺產（圖 35）。但是近年來英格蘭文

化遺產從政府所得到的經費被大幅刪減，因此其提供補助的角色嚴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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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於文化資產的某些補助是間接的。例如在「環境守護方案」（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Scheme）下，農民可以得到補助去維修傳統的農舍建築和其它仍然具農

業用途的歷史性特色物件。這是考量許多歷史性農舍建築瀕危，數以千計的建築已

經被改為住家（圖 36）。 

 
 

圖 36 歷史性農舍建築 

迄今主要的財源來自「文化遺產樂透彩基金」（Heritage Lottery Fund）。一九九

四年英國發行了非常成功的國家彩券。部分收益提供給這些被稱為「有益」（the good 

causes）的項目，包含藝術、運動和文化遺產。一九九四年以來，文化遺產樂透彩基

金已經提供了大約五十五億英鎊（£5.5 billion）給文化資產相關運用。其中大約只有

一半投入建築。其它的則投入範圍廣大的各項計畫，例如自然保育、檔案文獻、博

物館和口述歷史。這些計畫可以是規模非常龐大的，也可以是微型的。 

圖 37 中是世界上第一個鐵構建築，也是紐約摩天大樓的前身。它之前是一座狀

況極差的磨坊。文化遺產樂透彩在該建築的修復和再利用項目上提供了大筆補助

金。這種類型的補助款提供的前提是：建物必須開放參訪並且應該鼓勵舉辦教育活

動，例如學校參訪等。大部分的補助金分發給慈善用途及公家機構，然而今年開始

有一小部分補助在有明確公眾獲益的情況下會分給私人，一項新的補助方案則將支

持某些瀕危的歷史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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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世界第一個鐵構建築 

無論任何補助計畫，建物所有權人都被要求自行籌募部份款項。大部分歷史性

教堂都辦過募款活動（圖 38），常見的方式如倚賴許多小型活動例如賣手工蛋糕等。 

  
圖 38 教堂募款活動 圖 39 開放參觀的歷史建物 

在英國大多數法定保護的文化資產皆屬私有。過去三十年間，許多所有權人投

入大筆經費整修房子。由於房價升高，這些所有人投入甚鉅－但常常因過度整修導

致降低建物的歷史風味（historic interest）。 

英國是全球最熱門的觀光國度之一，許多外國觀光客加入數百萬英國人的行

列，到訪這些開放給公眾參觀的歷史場址。觀光發展帶來修復和維護的實質補助資

金。大部分開放參觀的建物是英國國家信託（National Trust）或英格蘭文化遺產所

有（圖 39）。政府剛宣布英格蘭文化遺產將分為兩個單位，其中負責照管建物的將

轉型為一個新的慈善公益組織（ch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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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組織部門：國家級與地方級非政府組織 

英國體制最獨特之處在於－志願組織自從極早期就開始扮演核心角色，並且為

法律所認可。志願組織扛起許多在其他國家屬於政府部門做的事。SPAB 為首的許多

志願團體始終站在政府擬定文資政策方針的最前線。今日數十萬志工擔任文化資產

場址的導覽人員、執行如整修教堂等實務工作（圖 40），也負起研究和協助指認瀕

危歷史建物的責任。 

 

 

圖 40 志工參與整修工作 圖 41 國民公益會團體 

廣義來說，志願組織共分兩類－一種為壓力團體，另一種則投入建物救援的實

務工作。前者是「國民公益會」（National Amenity Societies）4，根據法規，在英格

蘭和威爾斯任何拆除表列建物的申請都必須要知會國民公益會。古建築保護學會

(SPAB)是其中歷史最悠久也是最具規模的。其他例如喬治亞學會（Georgian Group）、

維多利亞學會（Victoria Society）、二十世紀學會（Twentieth Century）等組織都成功

                                                             
4 譯註：依據 2005 年英國政府公告，國民公益會包含這些團體：古紀念物學會（The Ancient Monuments 

Society）、英國考古委員會（The Council for British Archaeology）、喬治亞學會（The Georgian Group）、

古建築保護學會（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維多利亞學會（The Victorian 

Society）、二十世紀學會（The Twentieth Century Society）。參考英格蘭文化遺產官方網頁：

http://www.english-heritage.org.uk/professional/advice/hpg/hpr-definitions/n/536357/ （2014 年 4 月 3 日

連結）。 

http://www.english-heritage.org.uk/professional/advice/hpg/hpr-definitions/n/53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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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領了對於十八、十九、二十世紀建物的保存運動（圖 41）。 

通知各專業團體關於建物拆除的計畫後，各團體即可派出專員以對有問題的建

物進行監管（這項服務是免費的），並且將意見送交規劃權責單位。雖然沒有強制規

定必須遵守這些建議，但因為是來自專家的意見，通常都會被接受。透過這樣的方

式，數千座歷史性建築自拆除或破壞性改修的危機中被拯救下來。 

SPAB 也在歷史建物節能的研究方面扮演前瞻性的重要角色（圖 42）。政府雖然

高度重視綠色相關議題，但除了蘇格蘭外，大部分的關注焦點都放在新建築上。 

  
圖 42 在歷史建物節能研究 

所有國家級的志願組織觸角都很廣闊，包含提升對於老建物的社會支持、指認

瀕危的建物、進行政府遊說、提供教育和訓練。舉例來說，SPAB 持續為建築師和匠

師們提供獨特的訓練課程。許多英國最廣為人知的建築物並非由大學或政府部門專

業人員來照管，而是由小型志願團體（圖 43）所訓練出的建築專業人才加以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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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保存英國文化遺產」組織訓練的建築專業人才 

（SAVE Britain’s Heritage 提供） 

在一九七○年代，「保存英國文化遺產」（SAVE Britain’s Heritage）由一群新聞

工作者成立，希望推廣大眾對瀕危歷史性建築的認知（圖 44）。他們也為一批建物

研擬救援計畫並為之奮戰。除了全國性的志願組織，還有數百個地方組織致力於守

護他們的城鎮和鄉村，並且推廣對於在地歷史的認識。另也有專門為特殊形態建物，

例如海堤等而工作的組織。 

  
圖 44 「保存英國文化遺產」組織研擬建物救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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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最大的志願團體是「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有四百萬會員。其於一

八九五年成立，主要的角色是照護鄉村及歷史性建物（圖 45）。許多人認為他們是

擁有大型鄉村建築的組織，但他們其實也擁有各種其他型態的建物，例如利物浦兩

棟披頭四成員童年時期居住的小房舍。大部分會員參加國民信託的目的只是為了免

費參觀這些國民信託旗下的產業。自創立至今，國民信託始終沒有涉入社會運動，

而是將這樣的戰場留給其他更小、資源較不足的團體。 

  
圖 45 「國民信託」照顧鄉村及歷史性建築 

英國最重要的文資議題之一，是數千座中世紀時期教堂未來的使用方式（圖

46），在上教堂的人數穩定減少的情況下，由在地志工參與運作的信託組織替教堂募

款，並在某些情況下接管閒置的教堂。另外也有一個國家級的組織，由英格蘭教會

在政府的協助下支持運作，名稱是「教堂保存信託」（Churches Conservation Trust）。

其照護的對象是大約三百五十間重要的閒置教堂。另外「國家教堂信託」（National 

Church Trust）也為全國各地宗教建築提供小規模的補助和支持。 

  
圖 46 中世紀時期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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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或多或少倚賴志工協助的組織，還有各種建築保存信託。這些信託組織買

下維護狀況很差的老建築，加以整修之後轉售，然後重覆這樣的流程。最成功的案

例之一是其致力於搶救特別與眾不同的建築及構造物，例如這棟（圖 47）位於地景

公園內的建築。這個組織將建物整修，然後出租給假日住客，這些人願意多花錢住

在很特別的地方。 

 

 
圖 47 信託組織「地標信託」整修之建築 

在今日，文化資產在英國仍然當紅，然而政府持續裁減投入財源，文資位於政

府最小的部門之一，並且是邊緣的順位。地方政府，也是法規系統裡最主要的權責

單位，則承擔龐大的財政壓力。成千的表列建物被公告為瀕危，善意但是被誤導的

所有權人則持續過度整修他們的房子，浪費他們的錢也破壞了建物的歷史特性。威

廉‧莫里斯如果還在的話也會看到－文化資產的奮戰，離獲勝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演講就到這裡結束，非常謝謝在座各位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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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內容： 

 

張婉真 副教授： 

各位老師、同學、校友，很高興擔任今天的主持人，我是文資學院張婉真老師，

今天非常榮幸可以在這個場合和大家見面。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來自荷蘭的講者

Philippe Peycam 博士，Philippe Peycam 博士是在荷蘭的亞洲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IIAS）擔任主任，他的研究專長是歷史學和東南亞文化遺

產，今天他們會和我們談為地方培力的全球策略的主題，這個主題對我們來講很有

意義。在邀請 Philippe Peycam 博士之前，也要跟大家說一下今天這場演講是文資學

院林院長特地從荷蘭邀請來的，因此在開始之前我們請院長先說幾句話，再來就是

今天演講由林郁菁小姐擔任翻譯。 

 

林會承 院長： 

先謝謝大家和 Philippe Peycam，本講座起源於荷蘭萊登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

交換學生的計劃，每一年雙方可以交換兩位學生到對方學校學習。本來我們是想要

請 Philippe Peycam 先生和萊登大學人文學院的院長來台灣，但當時我們沒有可以用

的預算。非常謝謝 Philippe Peycam 後來從荷蘭萊登大學找到一筆經費，所以我們學

院裡的幾位老師和幾位藝術家就到荷蘭萊登大學，辦了簡單的展覽和研討會，也簽

了約。上週知道 Philippe Peycam 要到澳門，所以再請他來台灣，到我們學校發表一

個演講。這個演講非常難得，在開始之前請大家再一次熱烈掌聲歡迎今天的講者。 

 

Dr. Peycam： 

首先要感謝林院長和江明親老師邀請我今天來這裡演講。我要說明的是，我自

己訓練的背景是一個越南史的學者，因此今天分享的主題：文化培力，主要是根據

我在東南亞的工作經驗而不是訓練背景。但我還是要強調在過程當中，歷史是很重

要的。在完成越南研究之後，我有十年的時間在柬埔寨協助成立了一個組織。 

在柬埔寨的十年，我面臨了一個重大的挑戰。尤其是柬埔寨才剛經歷長期內戰，

在艱困處境下，我要成立一個同時有國際性研究基礎又具備地方公民培力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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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所面對的環境，不僅僅只有戰爭的後續影響。在當時，柬埔寨受過教育的

知識份子不是死於戰亂就是流亡海外。柬埔寨不管在戰前或是戰後，都面臨了一個

非常困難的處境，一個新殖民主義的狀態。大家可以想像，我做為一個外國人要進

入柬埔寨成立一個組織，而這個組織又需要很多當地社會的參與，因此我們所面臨

到的困難是，當地沒有足夠的人來參與這樣的過程、治理自己的國家。而大家所熟

知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最著名的「吳哥窟」也處在這樣的狀況下。 

柬埔寨國際環境與柬埔寨國內情勢介紹 

柬埔寨位在中南半島上，是相對較小的國家，周圍有其他比較大而強而有力的

國家，譬如說泰國、越南、中國等，包圍著柬埔寨。柬埔寨的首都是金邊，而吳哥

窟是隸屬於柬埔寨北方的城市「暹利」市。 

 
圖 1 吳哥遺址示意1

 

  

                                                       
1
 本文圖示皆截自演講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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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張圖（圖 1）上可以看到有許多紅點，這些紅點其實就是所謂「吳哥」遺

址的所在。時間的關係我在這邊不會談太多有關柬埔寨的歷史，但這塊地方是東南

亞在西元一到十四世紀豐厚文明奠基之處。在那個歷史時期，文明中心就是在吳哥

地區，因而稱之為吳哥文化，受印度以及當地原住民的影響。十九、二十世紀時，

西方認為吳哥地區相較於於越南較漢化的東南亞地區，是所謂的印度化的東南亞地

區。但事實上這只是一個簡化的說法，因為這塊地區早期也有漢化的痕跡。此處在

十四世紀的後失去它政治中心的角色，但還是有很多宗教活動在此進行著。十九世

紀西方勢力在東亞地區爭奪勢力範圍的時候，西方當時一直認為這個地方已經完全

被拋棄了，一直到四十年前歐洲文獻都還寫說「發現吳哥窟」。 

就像數年前的伊拉克戰爭，西方在該處爭奪天然資源一樣，當時的歐洲強權也

認為所謂「文化遺址」是值得爭奪的寶物，就像十九世紀西方列強爭奪中國一樣。

這與當時在歐洲盛行的民族主義建構，希望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連結到將古老文化根

源有關，例如連結希臘、羅馬和古埃及文化，當然也包括吳哥文明。一八六三年柬

埔寨成為受法國保護的屬地，但當時吳哥這塊地方是屬於泰國的範圍，直到一九○

七年法國才讓這塊地方進入今日柬埔寨的範圍。所以從一九○○年代至一九五三

年，這塊地方的管理權一直在法國人手中。 

我們在這裡會談到國家的文化策略是怎麼來看吳哥這個地方。早期法國的國家

主義者把吳哥視為現代化追尋古老根源的一部分，但對柬埔寨反法殖民的知識份子

來說，吳哥也被視為一種民族象徵。非常有趣的是，除了法國和柬埔寨之外，其他

的地方在國家的論述當中也會帶到吳哥文化，包括泰國、日本、印度、中國都有相

關的論述。 

吳哥有一個非常強烈的遺跡性特質，它做為一個象徵性的競逐場域，是人類在

前現代時期留下的非常重要的人類城市遺址。 

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九年整個柬埔寨都在非常不安的內戰動盪中，尤其是一九七

五至一九七九年期間紅色高棉的極權統治，當時柬埔寨有三分之一的人失去生命。

該政權非常的反智，所以有非常多的佛教僧侶和知識份子都在這段時間喪生。紅高

棉政權最終在越南干預下結束，之後有一段短暫的時間，柬埔寨屬於蘇聯的部分。

蘇聯解體後，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由聯合國代管，應該是聯合國史上最大規模一

個代管的案子。在聯合國代管下，柬埔寨於一九九三年舉行選舉並成立憲政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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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柬埔寨國家中，吳哥再度成為各方勢力角逐的戰場。其中有幾個主要的

角色，第一個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其次是柬埔寨傳統的菁英份子，包含國王錫

哈姆克和總理韓森。 

首先我這邊要說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一個政府間的組織，而不是人民的

組織，所以它反映的是政府的意志。吳哥作為世界遺址的證明文件，是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發出，由法文寫成，教科文組織的文件也是法文多過英文。 

而柬埔寨總理─韓森，是一個非常強勢領導的人。韓森本身對吳哥沒有很大的

興趣，可是他是政治上的倖存者，所以他非常了解吳哥的價值，不管是在名聲或是

金錢上面。因為吳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光勝地，觀光客會帶來非常多的錢。同時，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很強烈的希望在該處建立它的合法性，尤其是聯合國在柬埔寨

撤軍之後，他們必須在當地建立合法性。 

柬埔寨的國旗是世界上唯一一面有考古遺址的國旗。現在大家都知道吳哥是世

界知名的遺址，所以有非常多國家希望在這裡佔有一席之地。法國當然不會放過這

個機會，因為法國是最先發現並保存這個遺址的國家。 

新加入戰場的是日本，一九九○年代初期，日本開始採取新的文化外交策略，

也適逢美國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時機，日本希望利用文化外交的方式，在國際

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這個過程中，吳哥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象徵，得以讓日本在

東南亞重建名聲。同時，日本有更大的野心和視野，趁著美國撤出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的機會，日本也貢獻了非常多的錢，所以一九九二年的時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秘書長也是由日本人來擔任。 

在上述前提下，法國、日本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成立了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mbodia（以下簡稱 ICC）組織，「理論上」做為國際和柬埔寨共同參

與管理吳哥的平台。 

從 ICC 會議的座位安排就可窺看國際政治勢力在吳哥文化遺址這個問題上，是

如何進行的。會議通常是在柬埔寨的大飯店中舉行，有兩位主席，這兩位主席永遠

都是法國和日本的大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學者永遠都是同一批人，他們和

法日關係極好。強勢的法國和日本團隊，也必定列席。在法、日團隊的外圍，有其

他國家的代表，例如中國、印度、泰國、瑞士等。最外圍才是柬埔寨的代表席，他

們是來這邊聽取專家學者的建議。但是，這樣的會議從來沒有用柬埔寨語進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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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都以法語進行，少數時候以英文進行。 

然而，現在法日政府，把柬埔寨的 ICC 模型視為國際合作保存文化遺址的成功

典範，並且把這樣的模式推到其他戰後國家中，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 

 
圖 2 ICC 十五週年圖片 

這張圖（圖 2）是為慶祝 ICC 成立十五週年，諷刺的是，照片上面是吳哥的佛

教僧侶，但戰前法國的考古學者和戰後聯合國的專家們，其實一直致力於排除佛教

僧侶於吳哥遺址之外。不過，他們仍然選了這張有東方異國情調的照片。我的演講

是有關於社會培力的部份，這張圖片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告訴大家說，很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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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當地人只有在照片需要的時候才會出現。正如我稍早提及的，雖然吳哥這個地方

已經不做為政治中心，但是一直都有宗教活動在其中進行。不過實際上，很久之前

就有這種作法：把人民從古蹟遺址中移除。 

遺址保存背後的政治 

首先，我們來看大吳哥城。大吳哥城是一個非常大的遺址，不是一個團隊就能

完成修復的，所以 ICC 就同意各國團隊進入這片地方，大家到吳哥地區會發現很多

旗幟，一方面顯示出不同國家修復的不同部份，另一方面也代表著不同國家的功勞。

這些修復工程本身是好的，有趣的是修復工程背後的政治角力和彼此的衝突。不同

的國家有不同的目的，但由於大家都想在這個遺址上插旗，因而不同國家之間會有

一些衝突，例如美國團隊現在修復的是一九九○年代印度團隊破壞的部分。 

這樣子的競爭和衝突，不只是國家間的角力，實際上也有不同的團體和組織希

望進來插一腳，例如九○年代有一股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想法，有一批帶著新自

由主義的美國人，以私人企業參與的方式進來保存和修復，他們的想法和作法就不

太一樣。所以不只是國家和國家，還有其他團體和企業體也進入這個領域。 

接下來要談的遺址是一座非常大的寺廟，一九九○年代法國政府的團隊開始進

行修復工作，因為範圍很大所以一直到兩年前才真正完工。現在一進去這個地區就

會看到非常大的標誌，確定觀眾一定會看到這個遺址是法國人負責修復。同時他們

也希望修復工作有一致性，由他們開始就要由他們結束。 

接下來是日本。因為日本希望可以發展它不同的取向，剛有提到日本在九○年

代開始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採取積極文化外交的策略，在這過程當中他們也發

展出一些新的東西，比如無形文化遺產的概念。但是，在吳哥這個地方他們還是非

常希望可以佔有一席之地，要以一個大的、有形的遺跡的形式來呈現。所以日本就

負責在大吳哥城之外第二大的遺址。又很重要的是，這是一個佛教寺廟，所以日本

就發展出一個論述，以佛教寺廟作為一個活的文化遺址，這樣的一種保存方式，讓

它跟法國之間畫開了一條界線。 

泰佛蘭廟的故事也非常有趣，該寺由印度負責修復。二○○三年印度的執政黨

由國大黨轉為 BJB 黨，BJB 是一個民族主義傾向的政黨。他們覺得吳哥是印度文化

的延伸，保存修復怎麼可以沒有印度的參與呢？當然背後還有另外一層原因是印度



90 文資學報│第八期 

 

跟中國在中南半島上面勢力的角逐。所以當時的印度政府就跳過 ICC，直接和柬埔

寨政府背後協商負責修復泰佛蘭廟。這也反映出實際上，ICC 不是一個決策機構，

很多決策都是跟柬埔寨政府在檯面下談定。 

 
圖 3 吳哥窟遺址中樹林叢生之景象 

吳哥有很多寺廟周遭有很多樹，早期法國的考古學家非常喜歡樹覆蓋佔領遺址

的浪漫景象（圖 3），所以他們就決定要保存這樣的狀況，但對印度來說，他們覺得

這不是一個好的狀況，所以就產生了保存遺址背後論述的衝突。這樣的衝突也進入

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印度甚至派出頂尖的、與巴基斯坦協調邊境問題的協商人

員出面來談，但到後來法國還是略占上風，原則上保持這樣的狀況，不過也同意讓

印度砍掉一些樹來整修遺跡。然而，隨著 BJB 政黨輸掉印度大選，印度政府對這個

問題也就沒有那麼大興趣了。跟大家分享這些故事其實是要跟大家說明，這些古蹟

的保存，都跟人民沒有太大的關係。 

中國的案例，其實一開始沒有太重的角色，但因為柬埔寨國王和中國關係很好，

他希望中國可以進來。中國現在是柬埔寨最大的外援國，它捐的錢也比其他國家也

還要多，所以其他國家基本上也沒有太多的意見。中國先修復了一個小寺廟，但其

實中國團隊並不知道怎麼做，所以就完全抄襲日本的做法，包括指示牌都照抄。中

國的案子有一個問題就是，它重建了古蹟的一些部分。雖然這對其他國家的修復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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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來說是很恐怖的事，但是他們派去的人不會說英文，也沒人可以跟他們溝通，而

且誰都不能批評中國。在這個案子之後，現在他們在重建一個較大的寺廟，但這個

大一點的寺廟一直都沒有完工，所以也不太了解目前的情況。 

從圓桌論壇談社會培力 

剛談的是古蹟，真正的柬埔寨人民住在一旁的顯利市，在古蹟的陰影下。不論

是政府或是聯合國組織都有意地排除人民於古蹟之外。顯利早期是怡人的小鎮，近

年來則有很多大型建案，有些建案離寺廟很近，但都沒有妥善的規劃，很多都是柬

埔寨的有錢人和政府談好的建案，土地利用都是在政府手上決定的，和 ICC 無關。 

這裡要談到我所屬的前一個單位：高棉研究中心，這個研究中心的理事會包含

柬埔寨人、海外柬埔寨人和國際人士。運作資金主要來自外援，有美國、歐洲和其

他的一些捐款。這個組織最主要的工作是和社區合作，我們的位置在寺廟裡面，我

們也蓋了一個圖書館，這個圖書館可以說是柬埔寨最好的圖書館，不只是學術性的

圖書館，也是公共圖書館。因為我們和社區的工作非常成功，所以不管是寺廟的僧

侶或地方的民眾都很接納我們，新任國王也很喜歡我們。因此，ICC 雖然還不知道

要怎麼跟我們合作，但他們必須要把我們納入其中。 

最後，我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題。在社會培力過程中，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做

法就是「圓桌論壇」。「圓桌論壇」是在柬埔寨發展出來的一種社會培力之過程，後

續我們也把它帶到其他城市，包括在臺北也舉辦過圓桌論壇。在這過程中最重要的

是開創出一個空間，讓不同的利益和族群可以在同一個平台上溝通，包含企業、宗

教團體、NGO、學校等等，都可以進來發表他的意見。 

「圓桌論壇」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大家都要坐在一張桌子上來談。在柬埔寨我們

做的就是顯利以及顯利的人民在世界遺產的陰影下處境的討論。不只在顯利這個地

方，在其他民主社會中，很多文化遺產議題不見得有一個共同的空間來討論，可以

讓不同的聲音、不同的團體發聲，所以我們很希望圓桌論壇這種方式，可以發展出

這樣的空間，讓同一議題影響下，不同的行動者可以互動、溝通、辯論，帶來新的

想法和議題面向。 

二○○八年在柬埔寨辦的圓桌論壇，其實法、日的影響力還是蠻大的，但是我

們做得還不錯的一件事是：把所有相關議題都擺到論壇上討論。同時，我特別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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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是，大學的師生其實扮演很特別的角色。因為在過去，大學研究被視為關在象

牙塔中。但是，透過這樣的參與可以看到當地社會現實的狀況，提供了不太一樣的

訓練。比較可惜的是在顯利這地方沒有比較強而有力的大學存在，所以我邀請了印

尼的一所大學師生參與，他們在討論、提問和後續的參與上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另一個圓桌論壇在印尼舉行，在這個圓桌論壇中是討論當地傳統編織方式：伊

卡編織的問題。在印尼靠近東帝汶的一個小島上舉行，遠離印尼的政治中心，也是

比較貧窮的社區。這裡有非常活躍的伊卡編織傳統，但是因為缺乏長期策略，受國

外進口的便宜化學染料影響，缺乏自己的通路，於是漸漸式微。當時我們剛提到的

印尼的一所大學，還有一些 NGO 就來跟我們接洽，希望我們能以圓桌論壇的方式進

入研究這個問題。在印尼舉行的圓桌論壇，因為小島上面沒有電，我們就在島上唯

一的建築物教堂中舉行。從不同伊卡編織社群選出來的代表，都非常能談，也非常

想要談，他們分享自身所遇到的一些狀況。 

大家可想像，圓桌論壇一開始是很混亂狀態。因為每個人都有很多話想要說，

所以一開始我們會從比較大的經驗分享範圍切入，比如說為什麼要做？為誰而做？

然後，開始探索在現在的制度裡面到底提供了哪些協助，還缺乏哪些面向？從這個

討論的過程中，逐漸縮小到行動方案的建議。要怎麼從七嘴八舌的討論中，縮小到

可以行動的方案，其實是一個非常困難但也非常豐富的過程。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在

這之後，的確有一些正面的結果，例如說整個發展走向用自然染的方式進行，也有

一些在巴里島的設計師他們希望回來協助社區。不過，整個論壇對我們來說比較大

的挑戰就是，要怎麼去追蹤、行動，延續後續的成果。 

 
圖 4 印尼圓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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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圖 4）上的這位女士是在阿羅島上從事自然染的工作者，她所分享的經

驗就是她如何去抗拒，國際的買家他們希望跟少數幾個社區合作，為所謂的高端市

場生產，就是高階的織棉產品。但是又禁止他們在不同的織者之間，分享知識跟技

術經驗。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衝突的事情，他們處於不同的小島上，不同的族群。

怎麼樣去取得某些染料？怎麼樣去取得某些原料？其實織者之間經驗的分享是非常

重要的，才能讓這樣的傳承繼續下去。而這張照片上也有一些外來的織者和設計師，

不是只有當地人參加圓桌論壇。 

 
圖 5 臺北艋舺圓桌論壇 

二○一二年同樣的月份，我們也在臺北與臺大、中研院合作舉行了一場圓桌論

壇，主題是談艋舺地區的活化（圖 5）。我們有當地和外來的參與者，整個討論是在

臺灣的歷史和近幾十年來民主化的進程，還有和中國的關係之下進行，討論如何透

過文化遺產重建認同。在這過程當中，臺灣人可能沒有自覺到，但我們從外面看覺

得很棒的地方在於，在過程之中發現我們的文化遺產充滿多面性，也有很多的辯論

和衝突。大家從不同角度去詮釋、理解，讓認同從不斷辯論的過程中演繹成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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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過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推的完美模式，其實非常不一樣。臺灣人應該感到

慶幸，臺灣好像在很多文化遺產問題上面吵吵嚷嚷，其實讓不同的族群、不同利益

和不同的團體，可以表達自己的聲音。 

臺北的圓桌論壇邀請了鄰近國家，包括新加坡、澳門、緬甸等地的參與者，因

為文化遺產在緬甸還是一個非常新的議題，所以他們也來聽大家的討論。當然，很

重要的是在地社區民眾的參與，地點在剝皮寮舉行。大家都知道剝皮寮不是一個封

閉式的場域，是一個半公開的場所，所以會有路人進來看看裡面在幹甚麼，發表幾

句意見後就離開。 

剛剛結束的是在澳門的圓桌論壇，澳門的狀況非常複雜也非常迷人。討論的是

澳門的內港地區，就是舊港區的問題，現階段還沒有很多照片可以跟大家介紹。在

所有的圓桌論壇的最後都會提出一個行動建議書，會後的報告會跟當地政府進行分

享。在澳門的這個圓桌會議可惜的是當地有一個族群無法參加，我們也同時理解到

這整個社會中比較複雜部份，不過我們還是希望會有比較多的地方參與。 

最後，我想說的是，這樣的圓桌論壇可以是長期計劃的引子。 

 

■ 討論內容 

 

問題 1： 

我是建文所的校友，因為建文所曾經在二○○四年去吳哥窟參訪。那時候我記

得修復人員是有當地人的，那時候我還採訪了一個像修復人員主管之類的人員。想

請問講者，在這方面認為說這不算是當地人員參與嗎？還是因為這部份在吳哥窟非

常少，所以他不算？ 

 

Dr. Peycam： 

當然我在報告的很多部分有一些簡化，因為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跟大家分享，

整個保存的背後國家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了自己的利益所進行的政治行為。但是

我們不可否認，他們提供很多的技術和訓練，也提供了當地人一些參與的機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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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您去一些高層的決策性會議，像 ICC 這樣的會議，是看不到當地人的。 

 

問題 2： 

我去過吳哥窟，看到大樹和建築物的情景。那吳哥窟的大樹會不斷地長大，但

建築物不會長大，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後，我們將如何來看待這樣的遺址？謝謝。 

 

Dr. Peycam： 

我不是遺址保存的專家，但是在吳哥比較大的問題是人。每年大概有兩、三百

萬觀光客進到吳哥這個地方，這些人對吳哥帶來的其實是很大的衝擊。尤其是現在

大家看到這麼多的國際資源，其實也不足以保護這個地方。而且不只是人本身出現

在遺址這個地方，還包括他需要的一些旅館、水的使用，這些其實都會對吳哥造成

很大的衝擊。兩三年前我們也知道說，吳哥這個地方因為有這麼多人的造訪，它的

空氣污染程度比曼谷還嚴重，所以不只是樹，人其實帶來更多的影響。 

 

問題 3： 

延續剛才講的，每一個國家都想要進來這個區域分一杯羹，有人講說這是另類

的帝國主義，不曉得您的看法？ 

 

Dr. Peycam： 

這是個很簡單的問題，的確就是這樣子。這是個帝國主義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所謂國際合作的論述下，透過國際合作的論述給予帝國主義某種程度的合法性。

我聽說前陣子台灣文化部長也提到臺灣要跟中國合作申請世界遺產一事，這件事要

非常小心，因為基本上這是一個政治場域。如果沒有可以抗衡的力量時，其實是很

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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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 

我是博物館研究所的學生，去年有參加沙勞越的織品論壇。那個時候有特別辦

一個伊卡的織品特展，那個展是在沙勞越的國家博物館舉辦。可是我發現它整個展

都是一位法籍女士私人蒐藏的展出，她也請了印尼當地的人來表演和示範。我當下

看得感覺好像還是一種很文化殖民，發言權還是在私人收藏家的身上，我並沒有看

到當地人的聲音。我想請問教授對於東南亞技藝保存和物件，當地人所處的角色是

什麼？ 

 

Dr. Peycam： 

在吳哥的案例裡面，我們談到比較多政府政策的角色。但實際上，您剛講的部

份工藝，其實個人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談到像織品，它其實是和傳統有很

大的關係。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在織品的部份有非常多東南亞跟西方富有的女士

們作為收藏家，甚至一些最好的織品收藏刊物或書籍都是由這些有錢的女士所寫

的。她們已經某種程度上面變成了織品知識的保存庫。我剛也有提到在印尼的這一

場圓桌論壇，在贊助者裡面除了當地的政府首長外，還有各區長官的太太們所組成

的一個組織。她們某種程度上在那個社會結構中，是從事政治的人，同時也是傳統

的保護者，他們透過控制文化活動可以獲得政治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所以他們的太

太演扮演了某種角色。我們在吳哥的案子中也有很有趣的發現就是，在論壇最後的

行動建議中其實有提到，當地的商人可以來組成商會。大家可能會覺得商會好像沒

什麼，可是這其實對他們來說這是一股力量的結合，但是這樣子的建議到 ICC 是完

全不被討論。在那樣子的會議中，公民社會的建議是不被允許拿出來討論的，這是

剛剛問題的一些分享。 

 

問題 5： 

在圓桌論壇之後，是否有什麼更具體的行動或者是影響產生？可以進一步說明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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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Peycam： 

的確，這就是圓桌論壇最大的挑戰，能夠讓在地的組織在後續推動和行動。從

我們的合作夥伴臺灣大學那邊有聽到，確實是有一些在地的行動在發展。在印尼這

邊，我們當初也是有一些行動的建議、想法和策略提供給當地政府。但是我們最大

的問題就是，我們沒有能力去追蹤這些建議是否有被落實。在這一點上面，我想要

回過頭來講一下這些收藏家的部份。就是收藏家很多時候他們並沒有惡意，只是在

行動上經常採用以國家為主體的保存形式。在這樣的保存形式中，若以政治的出發

點，它其實會希望採取比較控制，然後讓所有的事情都看起來很乾淨，有一個明確

的定義和規範，比如說什麼東西是真，什麼東西是假。也就是說它簡化了本來具有

多面向的一個事物，直接給予它定義。我覺得在這個部份其實有它的風險，當我們

簡化事物的時候其實是有它的問題的。 

 

張婉真 副教授： 

今天的演講就到此結束，謝謝各位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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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本學報之目的在於促進國內外系（所）、院校間跨領域的學術交流，結合理論與實務，

建立公開徵稿及嚴謹審查制度的學術性刊物，進而提升文化資源研究水準，成為學術上具

有公信力的發表園地。 

二、徵稿內容與稿件類型 

以文化資源及其相關領域之論文為主，包括：物質文化、族群藝術、語言、傳統工藝

美術、傳統戲曲舞蹈、藝術管理與文化行政、文化政策與法令、文化地景、產業文化、聚

落與古蹟保存、文物保存、建築史與理論、博物館學、博物館誌、藝術與人文教育等議題。

稿件類型包含：學術論著、研究紀要、書評、譯萃及其他等。 

1. 學術論著：具原創性或發展性之研究論文，且清楚記載研究目的、理論、方法、結論，

在技術或學術上，具有價值或具體貢獻者。每篇字數以兩萬五千字為限。 

2. 研究紀要：對既有研究的評介及分析比較為主，或在知識推廣、或資料之系統整理上有

助於提升學術研究者。每篇字數以八千字為限。 

3. 書評：對國內外重要學術論著之評論、介紹。每篇字數以三千字為限。 

4. 譯萃及其他：刊載重要譯稿、學術動態或其他資料性研究。每篇字數以三千字為限。 

5. 特殊稿件不受字數限制。 

三、投稿規定 

1. 投稿內容必須符合格式規定，其內容物若涉及第三者之著作權（如圖、表及長引文等），

作者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向原著作權人取得授權。 

2. 來稿須經至少兩位匿名學者專家審查通過，方接受出版。如不合要求，則另行通知，恕

不退稿。 

3. 本刊不接受任何已刊登或正接受審查之稿件，為免滋生困擾，請勿一稿兩投。 

4. 投稿內容不得有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商業宣傳之行為，其法律責任由作者自行負責。  

5. 論文需附中英文摘要 300～500 字，與關鍵詞各 5 個。 

6. 書評請於文首註明被評介著作之書名、作者（或編譯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期、

版次、頁數及定價。 

7. 譯稿請附寄原作，並註明原作之名稱、作者及出版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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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稿件需以 A4 尺寸電子檔案交稿（MS Word 6.0 以上版本），包括圖表照片等。 

9. 稿件內文請避免標註作者姓名之文字，請在稿首另紙一張繕寫作者簡歷。 

四、投稿格式 

1. 文稿一律橫向排列，左右對齊，並註明頁碼。論文首頁需附中、英文題目及中、英文作

者姓名。有兩個以上作者時，依對論文貢獻程度、順序排列，在姓名後以*、**、***……

記號區別之。並在首頁底配合*、**、***……記號註明作者之服務機關及現職。中英文

摘要與關鍵詞（置於正文之前）。 

2. 標題編號： 

中、日文以一、，（一），1.，(1)，(i)，i) 為序。 

西文以 I.，A.，1.，a，(1)，(a) 為序。 

3. 夾註、註腳與引文： 

（1）夾註指毋需解釋直接引文者，將作者、出版時間、頁數寫出即可。如： 

  （張英國，1990：38；李美美，1991：121-124） 

  （Wilson, 1986, 1987; Jones, 1984: 2-4） 

   作者同年代有數項文獻時於年代後再加 a、b、c 編號，以示區別。 

（2）註腳作為補充說明之用，在正文中以阿拉伯數字著錄於標點符號之後右上方，如： 

   …主張從寫生出發，強調表現創作者的特殊個性。1 

   It is widely recognized that language is the vehicle of culture. 2 

（3）引文的標示：短而直接的散句放在正文裡，以「……」標示。超過三行的引文，另

起一段書寫。獨立引文，引文段落前後各空一行，左右縮排二格。原引文沒有的添

加說明用〔……〕標出。 

（4）翻譯作品的原作者之譯名、原名均出現在書上，則將譯名列於前，原名加（……）

列於後；若無作者之譯名、原名，則將譯者名置於書名之前。 

（5）翻譯作品原書名若未標於書上，則不著錄，若標於書上，則以（……）列於譯名之

後，且括號內的書名不標書名號。 

（6）所有引文需核對無誤。 

（7）徵引資料來自網頁者，須加註網址，及徵引時間。 

4. 圖版、插圖及表格： 

（1）圖表名的位置：圖名、圖註在圖下方；表名在表上方，表註在表下方。 

（2）圖表寫法，圖 1，圖 1-1；表 1，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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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數字寫法： 

（1）統計數字：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如：該建築物面寬 24 尺，進深 38 尺，中脊楹高 17

尺 5 寸。 

（2）年代著錄：於正文中之年號、陰曆、西元年以正寫著錄年代，其餘則以阿拉伯數字

表示，如：乾隆六十年（1795）五月初一；一九八五（民國 74）年。 

6. 圖表製作必須清晰，圖表中所有字體以打字體完稿，並附有明顯的編號、標題及出典說

明。若有圖片，請儘量附上高解析之照片、幻燈正片或數位檔案，以利印刷。 

7. 參考文獻以直接相關為限，中文按作者姓氏筆劃，由少到多排列，西文依字母次序。若

同時有中、日、西文書目，則中、日文書目混合，後接排西文書目。並依作者、時間、

篇名、書名、叢書名、版次、頁數、出版地、出版者等項，依序明確標示。為求文獻統

一，所有年份標示以西元為主。 

8. 格式 

（1）《……》表示書名、期刊名或獨立的出版品（包括：書籍、期刊、劇本、科儀本、圖

畫、曲譜、長篇史詩、內部出版品）、或完整之表演（包括：電影、戲劇、儀式、舞

蹈）。書名和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號，如：《長生殿‧驚變》。 

（2）〈……〉表示書籍卷章、單篇文章（收入期刊、論文集或專書），宣讀但尚未出版之

會議論文，或全本戲（或儀式）裡的分齣或折子。 

（3）『……』表示引文裡的引文。 

   （……）表示用於正文的說明文字，或劇本（科儀本、樂譜）裡的演出提示；或年

代、外文之註解。 

     【……】表示詞牌、曲牌、板腔名。 

（4）日文參引格式請依參考文獻格式範例。 

（5）參考文獻格式範例： 

   李亦園 

     1970 《一個移殖的市鎮：馬來亞華人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 1 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莊英章、武雅士 

     1994 〈臺灣北部閩、客婦女地位與生育率：一個理論假設的建構〉。刊於《臺

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論文集（一）》，莊英章、潘英海編，頁：97-112。

臺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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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奇祿 

     1986[1965] 〈臺灣土著的年齡組織和會所制度〉，王嵩山譯。刊於《臺灣土著

社會文化研究論文集》，黃應貴主編，頁：141-162。臺北：聯經。 

   林豪 

     1961[1893] 《澎湖廳志》。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網路資源，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ukey=189906974&path=/20，檢索

日期，2004 年 5 月 31 日。 

   王嵩山 

     2005 〈博物館與時間觀〉。《博物館學季刊》，19(3)：5-6。 

   波平恵美子 

     1984 『ケガレの構造』。東京：青土社。 

   メアリー‧ダグラス 

     1972 『汚穢と禁忌』。塚本利明訳。東京：思潮社。 

   民俗台灣編輯部 

     1943 「柳田国男を圍みて」『民俗台湾』，3(12)：2-15。 

   新谷尚紀 

     2000 「死とケガレ」『往生考』，宮田登、新谷尚紀編，頁：204-220。東京：

小学館。 

   Mauss, Marcel, and Henri Beucht 

     1979 Seasonal Variations of the Eskimo: A Study in Social Morphology. London;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Godelier, Maurice 

     1994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 the Once and Future Role of Anthropology: A 

Tentative Assessment. In Assess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Robert Borofsky, 

ed, pp. 97-112.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Bloch, Maurice 

     1993 Zafimaniry Birth and Kinship Theory. Social Anthropology, 1(1B): 119-132. 

   Roy, Oliver 

     2001 Neo-Fundamentalism.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fter September 11.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www.ssr.org/roy.html. Accessed December 2. 

9. 英文稿件，請依西文論文格式打字。 

http://www.ssr.org/roy.html.%20Accessed%20December%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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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稿辦法 

1. 向本學報編輯小組索取或上網下載報名表格、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填妥後與論文電子

檔，以郵件寄送或以電子信箱傳遞至本刊。本學報網址為： 

http://1www.tnua.edu.tw/~TNUA_CCR/down2/archive.php?class=102&lang=zh-tw。 

2. 投稿前請自留底稿。稿件採作者、審查人雙向匿名制度，將送相關領域學者兩名以上審

查通過，方予刊登。 

3. 本刊編輯委員會得修改個別段落或字句，如作者不願刪改內容，請事先說明。 

4. 本刊採用稿件恕不另支稿酬，於出版後贈送當期學報三份、抽印本二十五份。 

5. 受稿及連絡處： 

 臺北市 11201 北投區學園路 1 號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文資學報編輯小組」 

 電話：866-2-2896-1000＃3408；傳真：866-2-2893-8839 

 E-Mail：edit@ccr.tnua.edu.tw 

六、出刊 

本學報自第七期起為半年刊、並以專輯形式徵稿。每年 6 月、12 月各出刊一期，稿件

以隨到隨審為原則。原則上將於收稿後四個月內奉覆審查意見，依評審委員之審查進度為

準。 

 

http://1www.tnua.edu.tw/~TNUA_CCR/down2/archive.php?class=102&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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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資學報」報名表 

投稿者填寫欄（本表為日後聯絡、送審、出版之重要依據，請以正楷詳細填寫） 

論文名稱 

（中英文） 

中文  

英文  

關鍵語（Key word）

請填上此論文所涉

及的代表性專用語

（5 個以內） 

中文  

英文  

作業資料 姓 名 所 屬 單 位 職 稱 

第一作者 
中文    

英文    
不
足
者
另
備
紙
填
寫
，
無
者
免
填 

共著者 A 
中文    

英文    

共著者 B 
中文    

英文    

共著者 C 

中文    

英文    

論文類別 

請在□內打 V 
□ 學術論著  □ 研究討論  □ 書評  □ 譯萃  □ 其他 ___________ 

第一作者 

聯絡地址及電話 

地址  

電話  E-mail  

文稿所屬部門 

請在□內打 V 

□ 1. 傳統工藝美術     □ 2. 傳統戲曲舞蹈  □ 3. 藝術管理與文化行政 

□ 4. 文化政策與法令   □ 5. 文化地景      □ 6. 產業文化 

□ 7. 聚落與古蹟保存   □ 8. 建築史與理論  □ 9. 博物館學與博物館誌 

□ 10. 藝術與人文教育  □ 11.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報名手續：將報名表、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稿件電子檔寄至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文資學院「文資學報編輯小組」（標明「文資學報」論文稿件）或傳至電子信箱。 

● 郵寄地址：臺北市 11201 北投區學園路 1 號；TEL：+886-2-28961000＃3408 

FAX：+886-2-28938839；電子信箱：edit@ccr.tnua.edu.tw 

編輯小組填寫欄（投稿者免填） 

論文編號  投稿日期  

編輯委員  推薦評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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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授權人             （下稱甲方）為                                      （請

填寫篇名，下稱系爭著作）之著作人（或共同著作人），享有著作財產權（或全體著作

財產權人同意授權本人行使著作財產權），謹此同意授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下稱乙方）

於「文資學報」第   期刊載系爭著作。雙方同意約定如下： 

第一條： 

甲方同意乙方於系爭著作通過審查後刊登於「文資學報」，並無償授權乙方及其合

作之單位、資料庫業者以期刊、論文集、光碟、數位典藏及上載網路等各種方法、形

式，不限地域、時間、次數及內容利用本著作重刊、編輯、出版之權利，且得將本著

作建置於網路上，提供讀者、研究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瀏覽、下載及列印。 

第二條： 

  甲方於本授權同意書之授權為非專屬授權。 

第三條： 

  甲方聲明及保證系爭著作絕未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如有侵害，願負一切損

害賠償責任。 

第四條： 

  本授權同意書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甲乙雙方如有爭執均應誠信原則解釋並

解決之，如有涉訟者，悉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五條： 

  本授權同意書以中、英文作成。若有爭議，以中文本為準。簽約當事人各執正本

一份，均自雙方完成簽署之日起生效。 

 

 

簽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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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信地址： 

電  話： 

傳  真： 

E-mail： 

簽署日期： 

 

 

乙方：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代表人：楊其文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一號 

代表人：林會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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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Licensing Agreement 
 

1. I,              (“Party A”), am the author (or one of the joint authors) of the Article  

                                                             (“ARTICLE”) 

and own the copyrights (or was entitled by all joint copyright holders to exercise the 

copyrights) of the ARTICLE, hereby authoriz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Party B”) to publish the ARTICLE in the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 Vol. No.   

 

BOTH PARTIES HEREBY AGREE as follows: 

 

Article 1： 

 

Party A authorizes herewith Party B to publish the ARTICLE in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 after verification and Party A grants Party B or the collaborator of Party B and 

database providers a sublicense free of charge and without limitation to publish, edit and 

republish by journal, proceedings, CD-ROM, digital archive, transmit publicly and any 

method of exploitation by Internet, or authorize non-profit users to search, browse, 

download, print in any territory, term, the number of times, and content. 

 

Article 2： 

 

The licensing of Party A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a non-exclusive licensing.  

 

Article 3： 

 

Party A hereby declares and warrants that the ARTICLE does not infringe on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any third party, and will bear all the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if any 

infringement happens. 

 

Article 4：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governed by and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R.O.C. 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or in relation to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settled by both 

parties by honest and faith. The parties hereto agree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Taiwan Taipei 

District Court for the related disputes arising hereunder. 

 

Article 5：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execut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the case where there is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hinese version and the English ver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Both parties obtain an original copy which will be effective upon signature by the 

both parties. 

 

 

The Sign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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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A’s signature： 

Passport’s Number： 

Telephone Number： 

E-mail Address： 

Permanent Address： 

Date：                       

 

 

Party B：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Principal：Yang, Chi-Wen 

Address：No.1 Hsueh-Yuan Rd. Peitou, Taipei 112, Taiwan. R.O.C 

Representative：Lin, Hui-Cheng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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