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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歷史文物的保存與利用－ 

以大樹鄉莊家古厝為例 

 

 

鄧文龍 

文藻外語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李淑芳 

鳳山社區大學講師 

 

摘  要 

文物，是過去的歲月傳下來的訊息，是千百年歷史與傳統的見證，有其保護

的必要性。人們最初不重視文物，隨著時代的變化，反思其重要性開始文物的保

護且範圍不斷的擴大如奈良文書、西安宣言，不僅保存而且利用讓其展現共多元

的功能。 

  高雄大樹鄉莊家古厝，位於今日佛光山側，是難得一見的大合院建築，始建

於大正九年（1920）左右陸續完成古厝，古厝的起造人是莊清宜、莊清標兩位兄

弟，承父業，以種植鳳梨致富，具有勤奮、節儉、敦厚的美德，也很注重後代的

教育。其格局為有院門的二落四合院，磚砌的牆面有細緻的灰塑剪黏裝飾，尤其

擁有國寶級大師陳玉峰彩繪人物花鳥及多幅書法作品，目前雖大致保存良好，但

部分彩繪因自然風化或剝落，及長期以來欠缺古文物保護意識，已經受到破壞，

頗值得提出更完善的策略，延續其文化風華；然因為進行本研究過程中，發現相

關資料十分欠缺，目前只用影像記錄的方式，對莊家古厝裝飾藝術這個方面逐一

記載，本文之目的在於拋磚引玉，建議有志之士，透過未來更周密的調查研究，

擬定與落實保護與利用，保存莊家古厝珍貴的歷史文物。本文首論文物保存的必

要性，次論莊家古厝的相關資料，第三段介紹莊家古厝值得保存與欣賞之處，尤



2                                                             鄧 文 龍、李 淑 芳 

 

 

其是國寶大師陳玉峰的作品同時點出部分作品已經損毀，值得重視，結論則希望

透過必要性的研究了解其珍貴之處，進行相關的保護與再利用。 

關鍵字：文物（Cultureal Property）、保護（Preservation）、再利用（Reuti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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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旅遊時代的來臨－
兼論對高雄地區觀光發展的啟發

衣冠城
輔英科技大學人文教育中心

摘 要

由於科技的發展與政治經濟的巨大轉變，吾人常說我們來到一個全球化的時

代。這個全球化的現象，不僅出現在、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同樣的在

旅遊方面也出現全球化的趨勢。本文將先介紹全球化的形成，以及全球化旅遊的

出現，並進一步探索全球化旅遊的原因與趨勢。最後針對高雄地區的觀光發展，

從全球化的角度提出意見。

一、全球化的定義與形成

早在一九六零年代就有人使用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個字眼(Waters,

2000:2)，隨著冷戰結束、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網際網路和衛星通訊等通訊技術

的進步，使得人們越來越相信所謂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已經出現(McLuhan,

1964:930)。全球化這個字眼也受到越來越多的注意和討論。有人從經濟的角度認

為，自由貿易和國際分工使得全球成為一個經濟體系。也有人從政治的角度認為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民族國家必將終結。但是，英國學者Giddens 認為：「全球化

不僅僅是，或者說，主要不是一個經濟現象。全球化實際上是關於空間和時間的

轉變，是遠距離行動，這樣的全球化與即時的全球通信和大規模運輸工具的出現

有著密切的聯繫。」(Giddens, 2000:5) 全球化理論家 Robertson 指出，因為強大的

合力與交流促使我們生活的世界正日益成為一個地方和一個體系，導致時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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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松鄉的地理景觀特徵與景觀區劃

林綱偉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摘 要

本研究採分析、綜合途徑，通過野外實察確認鳥松鄉的地理景觀特徵，並

以自然環境條件區劃景觀分區，作為概述地方景點特徵的基礎。最後提出地方

景觀清單，俾便地方文化資產保存與觀光遊憩資源利用之需。本鄉位處高雄平

原東部近山地帶，在區位上具有湖山美景、鄰近高雄、南北交通通道等三個特

點。本鄉依據自然環境與景觀特徵差異，可分成東山、西湖、中低地三個景觀

區。自然景觀以林野、湖泊為主，分布在東山、西湖景觀區；又擁有眾多值得

探訪的文化景觀，包括鄉廟、新舊建築、街道、田園、水路、公共設施與軍事

等景觀項目。美景效應是西湖景觀區成為高雄都會休閒郊區的主因，中低地景

觀區擁有交通優勢，重大公共與文教設施盡落於此。傢具街與工廠街是工商發

達的明證。

關鍵詞：景觀、地方景觀、區位、景觀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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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灣偶戲重鎮－
高雄縣三大偶戲的故鄉

金清海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 要
布袋戲、皮影戲及傀儡戲三大偶戲傳台後，在高雄這塊沃土上生根萌芽茁

壯，劇團巔峰時期，曾有數百團之多，有過輝煌的演戲歲月，時空變遷急劇，而

今三大偶戲在速食文化下及多元影視聽娛樂資源衝擊之下，僅剩寥寥無幾的少數

劇團在民俗曲藝的園地上苟延殘喘，偶戲從絢爛歸於平淡。本文敘述三大偶戲的

過去及檢視現況，並提出建議、展望未來。

關鍵詞：偶戲傳台史、高雄縣三大偶戲、布袋戲、皮影戲、傀儡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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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文化與歷史記憶機制註1－
以甲仙地區抗日事件歷史記憶為例

簡文敏
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 要

本文以甲仙地區為研究地點，主要探討大武壟社群為主的平埔族人，在抗日

歷史記憶上所顯現的特色。為避免混淆，本文主要以平埔族人運用神靈信仰為底

蘊，所呈現記憶特質為分析標的；並與地方公部門及漢人神靈信仰的記憶作參

照，藉以了解文化互動情形。在平埔族部份，分別採用與神靈信仰的鑲嵌關係、

某人的草地、保成仔菜等三種案例，說明其靈魂不滅與幻化性質，如何透過祖/

靈為軸心的運作機制，重新命名、界定與評價，而使抗日歷史豐富與活化再生。

另一方面也從地方公部門的榮耀與記錄，客家人忠義士信仰、閩南人「王爺」信

仰，解讀以國家/帝制為軸心的運作機制與其差別之處，並製表說明。此外，並

從非對等關係解讀平埔族人在非自主、自覺的情況下，採借主流社會觀點與文

化，而逐漸模糊族群身份與落失傳統信仰的情形。

關健字：平埔族、神靈信仰、抗日、歷史記憶、甲仙

註1 感謝本文發表時評論人張守真教授提供多項修正意見。另本文是由《創傷與榮耀》(2005)
一書中摘錄一章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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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專屬藝術中心的社區關係營造－
以大貝湖 2004 仟人

萬年陶壁創作文化活動為例

翁玉玲
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助理教授

摘 要
千囍年之後，大學的重大變革，即是在學校中成立許多的專業中心， 用以

進行大學多元化發展的新管理模式，藝術中心是其中一個重點。

本文以本校:正修科技大學，專業藝術中心在藝術活動發展過程，如何與贊

助他們或者可能支持他們的社會網路，包括資源提供者與資源使用者，取得溝

通，並交換資訊，分享價值為主要研究目標。

整體架構以企業識別形象(CIS)觀點，觀察大學專屬藝術中心其中的兩個力

量，一個是以專業藝術中心的專業知識技術，一個是以人文社會網路中所存在的

社會資本，如何互動，藉這一次大貝湖因年久淤積，清除湖底淤泥的時機，同時

結合地區藝術家製作面具玩偶壁磚事件，在一次純然藝術與社區結合經驗中，打

造良好的社區關係完整過程的紀錄。

研究方法採取行動研究方法，以行動帶動研究，以研究回饋行動，從正修科

大與高雄縣政府文化局，共同進行大貝湖藝術節:仟人萬年陶壁活動，從其中”偶”

的主體行動發展，學校藉著社區活動設計、參與、行動與研究，建立良好社區關

係的完整過程。

關鍵字：藝術中心、社區網路關係、企業識別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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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文化研究－
高雄夜市餐飲商品特性之探討

林致信 1 楊昭景 2 潘江東 3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中餐廚藝系講師 1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中餐廚藝系講師 2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3

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分析紀錄高雄市夜市中餐飲商品特性並了解夜市餐飲

文化的特徵。研究實施方式採由文獻資料分析與田野調查資料歸納並行，田野

調查方法主要為非參與式觀察記錄的方法，以數位相機及數位攝影機逐攤照相

錄影並抽樣訪談，作現場體驗性研究。再將產品依主材料與配合材料作為分類

法主體，輔以烹調法特性與產品特性等作為分類依據。研究歸納結果 1、夜市

餐飲商品可分類為: (1）麵條類（2）米飯類（3）麵點類（4）米食點心類（5）

雜糧點心類（6）豆類素食點心類（7）禽肉蛋類（8）畜肉類（9）水產海鮮類

（10）山產類（11）綜合類（12）冷熱飲冰品類（13）水果類（14）甜點類（非

米麵食類）。2、夜市餐飲商品的特質為:（1）大多數夜市餐飲商品可以廣義的

囊括在中國食物系統的「小吃類」內;（2）夜市餐飲商品烹調方法以可以快速

大量處理食材為主流; （3）夜市餐飲商品烹調材料容易處理價格便宜;（4）夜

市餐飲商品具有獨特口味;（5）夜市餐飲商品的衛生觀感普遍有待加強與教育。

3、夜市餐飲文化的存在價值有:(1)提高社會經濟價值;（2）觀光休閒價值;（3）

保存與轉化傳統地方特色小吃價值。

關鍵詞：高雄市、夜市、餐飲文化、點心、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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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理和〈貧賤夫妻〉主旨析論 

 

 

陳立驤 

高苑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兼主任 

 

摘  要 

本文旨在對戰後高雄作家鍾理和的名篇──〈貧賤夫妻〉──的主旨作一析

論，以期將它的各種可能的豐富義蘊顯示出來，並做為學界研究台灣文學與高雄

文學的參考。 

  全文共分成三小節進行：一是「前言」，旨在交代本文研究的動機、範圍、

方式、方法與現況；二是「〈貧賤夫妻〉的各種可能主旨」，旨在對〈貧賤夫妻〉

的主旨作各種可能的詮釋，而將它的諸多豐富義涵展現出來；三是「結論」，旨

在綜覽全文，並作出總結。 

本文的結論是：〈貧賤夫妻〉至少有十個可能的主旨，它們分別是：（一）貧

賤夫妻百事哀；（二）夫妻雖貧賤但內心並不貧賤；（三）忠實地描述與呈現貧賤

夫妻的生活與心聲；（四）藉由貧賤生活的描述與刻劃，來凸顯鍾氏夫妻的深情；

（五）藉由貧賤生活的描述與刻劃，來：一者，凸顯「夫」（鍾理和）對「妻」

（鍾平妹）的愧疚、憐憫與疼惜之情；二者，呈現「夫」的心聲與內心世界；（六）

藉由貧賤生活的描述與刻劃，來凸顯「妻」的害羞、忠貞、賢淑、溫婉、堅毅與

偉大；（七）控訴與抗議當時不合理的社會習俗和觀念等，對鍾氏夫妻的壓迫；（八）

夫妻處於貧賤時的因應與相處之道；（九）鍾氏夫妻努力想要擺脫貧賤的現實處

境，以及（十）暗諷當時政治的黑暗與政府的無能。 

 

關鍵字：鍾理和、貧賤夫妻、主旨、台灣文學、高雄文學、創意性思考、標題分

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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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內「水界」與外「水界」初探：
以澄清湖的水與水意識為例

鄭水萍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摘 要

水，是世界形成的基本物質元素。各文明文化均有基本論述。台灣四面環海，

南台灣年雨量 3000 公釐，具有河、湖、圳等各種自然與人工的水空間形式。水

是人存在的條件與資源，是生存空間競爭的重要場域，但我們對人內在的水意

識，少有文化論述。巴謝拉水與夢、物質與想像提供了思維的可能性。「內水界」

原為人體內在水質成份，發展為人內在水意識，「外水界」指人外在的水域。

以澄清湖的「湖」空間為例、以此為界、為尺度，今天大家熟悉的澄清湖的

意絡來自陽明學、蔣氏、自來水廠，但從此「水域」歷史文化看，在歷朝歷代，

有不同名稱意絡，建構不同文化的水意識。從原住民水信仰，到華人「大埤」，

形成地方社會、建構家園，也引進「三界」觀---「內水界」、「外水界」思維。但

從清初縣城書院介入、清中葉曹公圳建構分類水形式、水組織迄今；地方逐漸的

蛻變。日治時期改變地景，並遷移大埤村，進一步控制水權，形成以大高雄工業

用水、飲用水為主的非「地方」水域。國府時期，從海軍陸戰隊到自來水廠、省

府、縣府到總統府介入下，在「陽明學」定義的澄清湖，建構官版的地景與其定

義的「八景」，去發展觀光休閒，形成外來流動人口、遊客的水域。後現代在新

移民介入下，有十景、百景，各種個人到集體的水想像，水域及周邊正產生新的

各種地方版本與詮釋。

關鍵字：水意識、水界、澄清湖、地方、非「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