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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國89年（2000）臺灣僅剩的三峽利豐煤礦停止開採後，採煤業在臺灣已經成
為歷史記憶。然而採煤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土地及建物，該如何進行土地利用實為一
大課題。在文資法修訂前，臺灣並無法令明確保護礦業文化遺產，許多礦業遺留下
來的建物與設備，容易被變賣或拆除以獲得剩餘價值。在《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法
後，保存文物增列歷史建築一項，猴硐瑞三礦業遺跡得以大部分保留，雖然部分機
具與設備已不存在，整體由採煤而形成的聚落型態還是十分完整，已算是臺灣目前
保留較為完整的煤礦園區。
本研究擬先探討臺灣文化資產政策法令發展歷程、猴硐礦業發展與特殊性及國
內外礦區土地再利用案例等，最後針對礦業地區開發階段及復育提出建議，並提供
礦區永續發展可行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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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mining ceased at Sanxia Li-feng Coal Mine in 2000, Taiwan’s coal mining industry became
part of history and memory. However, the reuse of the land and buildings left behind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Before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came into force, the cultural legacy of
mining had no protection in Taiwan; many buildings and equipment were sold or demolished for profit.
Thanks to the addition of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amendment to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most of Hou-Tong Ruisan Coal Mine ruins were preserved. Although some of the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no longer exists, the overall mining settlement pattern is still relatively complete, making it
the most well preserved coalmine park in Taiwan.
This study first explores the processe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and then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ou-Tong mining, as well as
providing an analysis of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ase studies of mine land reuses. Finally the
study presents several restoration proposal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mining regions and contributes
recommendations for method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mining area development.
Keywords: Cultural Heritage, Settlement Pattern, Restor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8

臺灣閒置礦業遺產利用之探討：以猴硐地區為例

一、前言
自20世紀起，煤礦即成為臺灣重
要的燃料之一，是農業到工業社會過程
中，最具代表性的產業之一，多被使用
在水泥業、磚窯業、蒸氣火車或火力
發電等產業，對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貢
獻。民國89年（2000）全臺僅剩的三峽
利豐煤礦停採後，臺灣北部大片的礦區
土地面臨更生復育或再利用的問題。
煤礦停止開採後釋出大面積的礦區
土地，這些土地及附屬設備與建築物都
曾經對臺灣的發展有所貢獻，屬於具有
時代意義的文化資產。而這類土地在煤
礦開採下常形成一種特有的聚落及經濟
社會結構，但常在廢礦後迅速的瓦解，
人口亦隨之快速的減少。在臺灣，大都
無法在礦區土地荒廢前訂出未來土地利
用的發展方向，等到閒置時間一久，原
有設備及建築物荒廢，最後再花費大量
復育或整修的費用，實際上這樣的模式
是種資源浪費。
土地是種可重複性利用的資源，
然而規劃處理煤礦產區土地再利用之最
佳時機，應於煤礦停止開採前，甚至於
在最原始尚未開採煤礦前，即應考量土
地未來的使用規劃，亦應考量各種開採
工具與機械仍留滯在礦區土地之處理方
式。一般處理類似土地多以兩種方式規
劃：一是將其保留部分歷史意義，轉換
成另一種新的空間用途；另一則是展開
全新的開發計畫。
臺灣煤礦產區集中於北部，本文
以猴硐礦區做為研究對象，探討地方在
長期採煤歷史中，政府及企業為了開採

經濟效益所對環境與土地的影響，而採
煤為主的社區於採煤時及停採後近年的
發展，並舉其他相關案例，以供應用於
臺灣其他產業遺跡未來發展之參考與建
議。
對於處理停採礦區的有關理論，一
種是復育（reclamation）的觀念，主要是
俟礦區停止開採後，再行恢復地表景觀
的生產力與視覺上的吸引力，並開創不
同的使用型態（Dietrich, 1992）。這是
以礦區廢棄後改變為原始林地或者其他
不同的使用為主要考量，例如將廢棄礦
區土地變為住宅區、商業區、高爾夫球
場、森林或湖泊等。根據近年各國處理
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的經驗，則
多為保留遺跡後將其發展為博物館，以
保留採煤文化經驗與意義，如英國威爾
斯的大礦坑（Big Pit）。依據臺灣礦業法
所劃定之礦區範圍，並不包括鄰近聚落
之土地，本文則將礦區範圍及與礦業有
關的聚落均列入研究範圍內。
綜上所述，得知的再利用計畫大
都屬於廢棄後之處理狀況。以往，因礦
業開採時尚未有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觀念，均未考量停止
開採後之復育或再利用規劃，故如何處
理停採礦區土地再利用計畫，再給予土
地新的生命與意義，是現今必須面對的
重要課題。永續發展論述是建構在經濟
發展、環境保護以及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三大基礎上，尋求新的經濟發展
模式，避免因為追求短期利益，而忽略
長期永續發展的問題，在強調經濟發展
的同時必須與地球環境的承載力取得協
調，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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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同時還必須兼顧社會公理正義，
因此要在看似衝突的經濟、環境以及社
會的三個面向上尋求動態永續的平衡。
臺灣基隆及瑞芳一帶煤田分布，占全臺
煤田50％以上，猴硐的瑞三礦業更是歷

年產量最高的礦場，再加上其所形成的
特殊聚落與文化，在臺灣更是少見。該
礦於民國79年（1990）停產，對臺灣整
個礦業發展來說原本就具文化意義，停
止營運後該如何規劃後續土地使用，更

表1. 民國38年（1949）臺灣各地煤田之蘊藏量統計
Table 1. Coal reserves in each Taiwanese region, 1949
煤田

可採煤量（萬公噸）

已開採煤量（萬公噸）

殘存煤量（萬公噸）

基隆

14,000

8,500

5,500

臺北

5,000

1,200

3,800

新竹

1,500

300

1,200

南庄

1,000

－

1,000

南投

100

－

－

3,000

－

－

阿里山

資料來源：顏滄波（1950）《臺灣之煤》，臺北：臺灣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頁6、7；程宗陽、盧善棟
（1955）〈臺灣之煤礦〉，《臺灣研究叢刊》第38 號，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3。

表2. 臺灣重要礦場歷年產量累計表（產量超過100萬噸者）
Table 2. Yearly production output for the major Taiwanese mines (those with production in excess of
1 million tons)
礦名
瑞三
海山
石底
建基
文山
海山二坑
友蚋
松山
烘內
戶益
海山一坑
大豹
永和
金敏
三德
小計

生產年
35∼79
35∼78
35∼84
45∼76
40∼85
35∼77
37∼79
35∼70
40∼77
35∼74
35∼77
35∼86
35∼70
35∼73
35∼72

年數
45
44
50
32
45
43
43
36
38
40
43
47
36
39
38

總產量
6,741,118
4,664,634
3,781,825
3,537,236
2,886,855
2,084,441
1,695,430
1,587,846
1,294,253
1,224,608
1,170,965
1,114,608
1,079,791
1,058,995
1,002,834
20,885,220

年平均
149,802
106,614
75,636
110,538
82,757
48,475
39,428
44,106
34,059
31,115
27,231
23,703
29,994
27,152
26,390

備註

台陽

資料來源：林再生（1999）〈台煤各重要礦場生產統計〉，《臺灣鑛業》第51卷第1期，臺北：中華
民國礦業協會，頁107；臺灣礦業史編篡委員會編（2002）《臺灣礦業史續二》，臺北：
中華民國礦業協進會，頁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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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須要面對的問題。臺灣面對文化遺
跡的保存起步較慢，本文將整理其出現
的脈絡與契機。

二、政策介紹
臺灣礦業的法規主要包括土石採
取規則、礦業法、礦業法施行細則及礦
場安全法等，但內容僅對採煤行為或
礦權等約束，對採礦前的土地利用與
環境保護，及礦權到期後礦區的更生復
育及土地利用問題並未琢磨。而文化資
產（cultural capital）保留政策在臺灣則
是經歷一段歷程後，才漸將類似土地納
入保存範圍內。在清代的臺灣地方志中
其實已有古蹟保存的觀念出現，但當時
的政權並無實際作為。日據時期臺灣
文化資產保存事業實際上是於大正11年
（1922）才法制化，昭和8年（1933）起
臺灣總督府依據《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
保存法》開始指定「史蹟」，但史蹟保
存隨著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而中止 1。
該法規規定也僅認定史蹟名勝部分。
民國65年（1976）因臺北市敦化南
路拓寬，引發存廢爭議的「林安泰古厝
事件」，引爆政府主導的現代主義（都
市發展、都市計畫）與鄉土運動（古蹟
保存）等兩派人士的激烈論戰。此次衝
突促成民國70年（1981）的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成立，及民國71年（1982）
施行《文化資產保存法》（林一宏，

2011）。第一版的法規內並未對礦區歷
史建物等有所規範，仍然局限於指定史
蹟名勝為主的認定。民國38年（1949）
國民政府撤退來臺，軍隊、軍眷、公務
員及其他外省籍人士大量湧入臺灣各
地，許多廟宇、學校、古蹟等被移民所
占用，例如板橋林家花園及臺北西本願
寺等。在政治層面上，當時政府將穩定
政局列為首要目標，無暇顧及文化資產
保存與其他政策；在文化層面上，則因
執政者以大中華文化國族做為主要的統
治正當性政策，臺灣的固有風俗文化則
被認為是地方性的次文化。一方面塑造
大中國形象，如興建國父紀念館、圓山
飯店等仿中國北方形式之建築；另一方
面去除日據時期所建立的文化遺跡，例
如將日本神社拆除或者改為忠烈祠。
《文化資產保存法》一直到民國
91年（2002）才再次修法，動機主要是
受到九二一地震所影響，此次震災使許
多未經指定的史蹟、遺跡或遺產受到損
壞，卻無相關保護法規而面臨拆除的命
運。民國90年（2001）起，政府針對文
資法展開全面性及結構性的修法，民國
94年（2005）11月1日施行。此次修法最
大的改變是增加了「歷史建築」，該法
第三章因而改稱「古蹟與歷史建築」，
也讓礦區土地上之建物可以「歷史建
築」保留下來。

1

《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於大正8年（1919）4月10日以法律44號公布，主要受到德國制度的影
響。此法於臺灣實施之前，臺灣已有專家學者呼籲重視臺灣的史蹟，在這段期間曾進行過臺南孔廟的
重修，而臺灣博物學會成立後也成為臺灣文化保存的中堅。後來在專家建言與社會輿論下，臺灣總督
府於大正11年（1922）12月29日以敕令521號的《行政諸法臺灣施行令》表示將在臺灣實施此法，但礙
於配套措施與經費等問題，該法拖到昭和5年（1930）9月21日才公布相關的施行規則。該法正式實施
後，在昭和8、10、16年（1933、1935、1941）共進行三次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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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的文資法無論在內容規劃、內
容涵蓋面、權責單位、文化資產保護網
建立、保存方式改變、加強與都市計畫
及土地等相關法令的連結等方面，與舊
法有相當大的差異。例如在內容涵蓋面
上，於文化資產的內容增加保存技術、
保存者之資料建檔傳習，增加文化景
觀、增加古物項之圖書文獻等，以及文
化資產分類的調整，包括七大類：1. 古
蹟、歷史建築、聚落，2. 遺址，3. 文化
景觀，4. 傳統藝術，5. 民俗及有關文
物，6. 古物，7. 自然地景。修正後的
文資法將遺址、聚落及文化景觀單獨列
名，將使得臺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朝向大
型化，以及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統合保
存的方向邁進。猴硐地區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27條之1暨歷史建築登錄及輔
助辦法第7條，於民國94年（2005）11月
7日公告瑞芳瑞三礦業為臺北縣（今新北
市）歷史建築，並規劃成立煤礦博物園
區。在此之前縣政府擬在猴硐新建煤礦
紀念博物館，內容分成臺灣煤礦史、臺
灣煤礦的生產方式、臺灣礦災事蹟及煤
礦開採的機具設備介紹等，內容缺乏創
意，設計後並未興建。
回顧臺灣文化資產保存的歷程，
早期直接受到執政者的所隱含的文化認
同意識及國族思想所主宰，並刻意忽視
日據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文化資產。民國
72∼74年（1983∼1985）指定的211處各
級古蹟中，僅有史前遺址、荷蘭及西班

▲圖1. 瑞芳鎮建設發展構想圖。
Figure 1. Artist’s impres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ifang.
圖片來源：http://www.bqhouse.com.tw/golden/SUB346/gi_develop.html，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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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殖民建築及漢文化建築列名，不僅沒
有當代的歷史建築，日據時期的建築無
一上榜。此現象到了民國86年（1997）
以後，才逐漸接受近代及日式建築是地
方發展的集體記憶，也可以成為古蹟或
歷史建築的觀念。事實上，臺灣的威權
統治到民國76年（1987）解嚴後結束，
再經過約十年的時間，執政者對於古蹟
歷史建物的認定才真正產生改變。後續
登錄的歷史建築中，廣泛包括了眷村、
兩蔣陵寢等當代歷史建築。至21世紀
後，各種文化來源的歷史性建物，乃至
若干創建年代尚淺的現代建築都能被指
定為古蹟或歷史建築。對於文化資產法
規保存對象的變化，受到政治、經濟及
社會等影響，透過一連串的修法過程，

煤礦遺產也得以保存下來。採礦與其相
關生活產業所創造出來的工業遺址聚落
與文化景觀，除代表臺灣經濟發展的過
去，如保存得當，也將會持續影響後代
的人們。

三、猴硐發展沿革概述
猴硐地區在臺灣的東北角，地理
上屬丘陵地，位於基隆河上游西岸狹長
的河谷中。此地原本為多為猿猴所居
住，故名為猴洞，最初只有劉姓、呂姓
及簡姓等五戶人家在此地做山林墾伐，
故在「猴洞」的時期，這裡只是居民稀
疏的山間聚落。猴硐地區夏季炎熱冬季
酷寒，雨量豐沛，影響了猴硐早期石屋
厚實結構及東西坐向的排列方式。在日

表3. 民國100年（2011）全國現有歷史建築數量統計
Table 3. Numbers of extant historical buildings across Taiwan, 2011
縣市
新北市
臺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嘉義市
金門縣
連江縣
總計

省定
縣
全國古 國定 直轄市 縣（市） 全國古 現有
新增
第一級 國定 第二級
第三級
現有 新增
（直轄
（市） 蹟數目 古蹟 定古蹟 定古蹟新 蹟新增 歷史
歷史
古蹟 古蹟 古蹟
古蹟
聚落數 聚落數
市定）
定古蹟 小計 新增數 新增數
增數 數小計 建築數 建築數
1
0
1

6
11
2
22
5
0
1
1
1
6
1
1
2
3
0
0
8
3
5
1
8
1
88

5
5

59
107
34
109
40
349

25
25

30
13
23
9
35
14
18
13
15
0
13
18
10
21
13
36
2
283

65
149
36
131
45
30
14
24
10
41
15
19
15
18
0
13
26
13
26
14
44
3
75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
2
0
0
5

1
0
0
0
2
1
0
0
0
0
3
1
0
3
0
0
0
11

2
1
2
0
0
1
0
0
0
2
1
0
0
0
0
3
1
0
3
0
0
0
16

37
157
75
47
41
66
58
26
29
64
38
38
10
29
44
42
34
22
8
14
145
1
1,025

11
5
0
0
0
0
0
0
1
1
11
5
0
5
0
8
2
0
1
0
1
0
51

0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2
0
1
1
0
0
0
0
3
1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統計資料庫網站，http://cscp.tier.org.tw/CSDB4000i1.aspx?RID=C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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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初期，猴硐地區開始有零星的採煤活
動，出現了輕便軌道，除運煤外也供載
貨、載客使用，以上是猴硐地區早期的
整體空間型態。
臺灣在日據初期以農業為基礎，隨
即開始發展礦業。大正7年（1918），因
當地居民以採煤維生，為求吉利，不喜
礦坑洞裡有水，而將猴洞改名「猴硐」
（黃福其，2008）。同年，日商三井公
司成立基隆炭礦株式會社，當時李建興
在三井公司充當包商承包工作。大正9年
（1920）瑞芳至猴硐鐵路開通，猴硐成
為步行前往宜蘭的起點站，除礦工外還
增加了旅人。大正11年（1922）三貂嶺
隧道貫通，猴硐失去中繼轉運站功能。
昭和9年（1934）李建興自創瑞三礦業公
司，承包三井公司在猴硐的礦場。昭和
14年（1939）再開發「最下層」，坑口
至深處達九千二百尺，是臺灣煤業之創
舉（蔡明通，1977）。日據時期全臺煤
產有七分之一出自該礦，除了瑞芳三坑
外，另有武舟坑及士林瑞三炭礦。昭和
15年（1940）5月27日，發生「五二七思
想案件」，又稱為五二七事件、瑞芳事
件，為日本下令逮捕李建興等人而造成
嚴重的流血衝突。據說事件成因為李建
興兄弟得罪某位日籍警察，該警察基於
報復心態，舉發李建興與重慶國民政府
方面有所聯繫，意圖在瑞芳招兵買馬，
實行反日叛變。日本憲兵隊於是搜索瑞
芳礦山，逮捕李建興一族及職員、礦工
共五百餘人下獄，三百餘人死於獄中。
直至昭和20年（民國34年，1945）8月二
次大戰結束，日本人無條件投降，始獲
釋出獄（戴寶村，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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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的臺灣因屬殖民地，任
何企業皆在日人嚴密的控管下。瑞三煤
礦開採成績卓越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此段時間內，日本人更是嚴格
控制臺灣人的思想，政治上屬威權的殖
民統治，經濟上由農業社會逐漸朝向工
業化邁進。日商三井公司原判斷猴硐礦
區煤源已枯竭，故將該礦盤讓給李氏經
營，並未料想到後續的蓬勃發展；而李
氏未能拉攏執政者，事業有成後受到嫉
妒，最後被以通諜罪予以判刑入獄，正
因遭逢如此之變故，亦使李氏發覺與執
政者保持良好關係的重要性，影響了後
續瑞三礦業在猴硐的經營與發展策略。
日據末期的猴硐因大量採煤，
改變了原本的聚落空間結構（spatial
structure）。當產煤的消息傳開後，許
多佃農及各行各業的人攜家帶眷來到猴
硐這個新興的礦場，有別當時以家族宗
親凝聚的部落，礦業重新聚集了一個新
型態的聚落。但在日據時期，這些礦工
並沒有長住下來的打算，也就是心中的
「家」還在原遷出的地方，當以生命積
蓄了一些存款，總是會再回到原居地，
人員流動較大，從當時猴硐多數房舍為
簡陋的搭設及帳棚即可得知，形成當時
猴硐地區主要的空間結構（林詩傑，
1994）。
臺灣光復之後，李建興被釋放，
罪犯變成了抗日英雄，李氏體會到經營
產業要與執政者有良好關係的重要性，
參加了「臺灣光復致敬團」。該團由
省議員林獻堂擔任團長，團員及其工作
人員分別為李建興、林叔桓、鐘番、黃
朝清、姜振驤、張吉甫、葉榮鐘、陳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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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林為恭、丘念台、陳炘、陳宰衡、
李德松、林憲合計15名，前往大陸覲見
蔣介石，返臺之後李氏成為首任官派瑞
芳鎮鎮長，同時他買下猴硐所有的礦權
和設備。二二八事件時，李氏身為瑞芳
鎮長，挺身而出向群眾疾呼，使激動之
民情得以緩和，國民政府看到李氏在地
方的實力，因此為中央所器重，在國民
政府撤退來臺後，猴硐儼然成為政治
與經濟結合的地區（程彩倫、陳芳，
2001）。民國66年（1977）瑞三員工即
達到1,569人，民國50∼70年代（1960∼
80）為猴硐礦業的黃金時期，居民高達
九百多戶，聚集約六千人，靠鐵路交通
運煤，加上礦脈豐富和完善的採煤作
業，瑞三成為全臺最大及品質最佳的煤
礦場。民國65年（1976），猴硐締造出
22萬噸的全臺最大產煤量，創造了猴硐
的黃金時期。
戰後的猴硐在政治與經濟串連後，
經濟資本家轉變為瑞芳鎮長，猴硐成為
旅人的新故鄉聚落（Clusters）儼然成
型，石造、木造及磚造建物沿著基隆河
及山坡大量的出現。與九份、大粗坑
金礦開採時間比較下，猴硐煤礦開採晚
了許久，故在九份及大粗坑金礦開採殆
盡時，正逢猴硐煤礦開採的全盛期，許
多九份跟金瓜石的礦工陸續遷到猴硐，
這群較晚的近距離移民，約聚集在粗坑
口一帶定居，此時猴硐的主要聚集型態
已經成形。在當時，猴硐就像一個大家
庭，許多鄰里間的糾紛都由瑞三公司來
協調，造就了猴硐的礦業王國。
民國51年（1962），政府認為「猴」
字不雅，改為「侯硐」，後來地方文史尋

根觀念興起，瑞芳鎮民代表會決議恢復
為「猴硐」地名（黃福其，2008），臺
鐵則於民國102年（2013）配合地方意見
改回猴硐。雖然瑞三煤礦曾被評鑑為國
內優良煤礦之一，但是由於採煤深度愈
來愈深，礦業利潤逐漸薄弱，工資不斷
上漲，敵不過進口煤的威脅，加上鐵路
電氣化及民國73年（1984）發生三大礦
區災變，導致國家煤業政策改變，頒布
了《礦工轉業輔導辦法》，若在民國80
年（1991）11月之前，將礦權繳回礦務
局者，可獲政府80％的資遣費，再加上
難以處理的勞資糾紛，瑞三煤礦在民國
79年（1990）宣布停產。
猴硐在產煤時，當地有福利社及
員工宿舍等管理性建物，以員工宿舍為
例，其依不同的身分而有所區分，如一
般工人住在工寮，職員住平房，廠長級
的住日式和房，外地來的礦工大多住在
工寮，工寮是「同礦公會」出資興建，
而同礦公會的錢是從礦工薪資中抽一
部分集資。而在瑞三公司收廠後，曾經
說要把工寮的地收走，但是因為老闆在
美國，無暇管理，所以現在以便宜的價
格，出租空屋給員工及家屬；而一些老
舊的工寮，現今還有老礦工及家屬住在
裡面（謝水琴，2000）。霎那間，猴硐
從繁華到沒落，居民也因煤礦停產快速
的流失，當時臺灣對工業遺產保留的觀
念尚未建立，採礦土地及設備也就這樣
閒置下來。

四、煤礦停採後猴硐的空間改變
國際上，早在1985年西班牙瑞格納
達部長會議，就將工業遺產納入了建築
遺產，但在民國79年（1990）瑞三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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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礦時，臺灣對工業遺產保留的觀念仍
然薄弱，政府一直到九二一地震後才開
始關注其重要性。加上近年來部分閒置
空間再利用的觀念，來自國外「棕地」
（Brownfields）之稱的被廢棄、閒置或
未充分利用的工商業房舍廢棄土地失落
空間（Lost Space）再利用的做法，許
多產業發展後的地景，也受到國外棕地
再發展計畫成果的影響，寄望著改造再
利用。
在臺灣，最為著名的為一系列的
歷史產業博物館的出現，給予民眾興建
博物館即帶動經濟的想像，加上鄰近的
金九黃金博物館的出現，使得以礦業為
主的猴硐地區居民亦有興建煤礦博物館
的念頭，加上地方政府急著規劃著將原
本廢棄已久的礦業遺產「轉型」改為具
有商業價值之建物。民國94年（2005）
在「專業團體」的規劃下，將建築物原
本以自然的方式手工書寫的警語及標
示，在牆面洗石子改造後，重新噴上電
腦書寫的整齊標語，這是猴硐停礦後所
展開的「建設」，後續陸續投入約新臺
幣二億元規劃，整修礦區相關廠房及設
施，民國100年（2011）2月18日成立了
「猴硐煤礦博物園區」。
在臺灣經濟起飛的同時，猴硐雖因
偏僻且無產業價值，而無太大的經濟發
展，也許正因為處於如此處境，讓猴硐
在全臺普遍為現代性摧殘的狀況下，仍
保留屬於地方的魅力。而地方的特性及
發展有時與其宣傳方式及方法有關，在
過去傳統的紀念方式均為一成不變的設
立紀念碑，類似墓碑的紀念碑上面往往
撰述著過去發生的事件，而碑文內容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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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因時代及執政者之差異有著不同的
撰述，失去紀念的意義。或者也常看到
某些人做一些類似裝置藝術的造型物，
加於舊建物之上來紀念，人們仍須透過
解說才能了解其中之意義。新的建築雖
然美觀，但若斬斷了既有濃厚的意義，
就違背了空間設置的初衷。一個成功的
空間再利用，常反而加速人民喪失原有
之記憶。臺灣現今很多的做法，就是空
間再利用改變了原使用功能，結果常使
原有建物意義喪失，更將從前至今經過
的記憶抹去，如何完整展現一個建物於
各時期代表的歷史意義，比建築物本身
更加重要。整體分析猴硐地區的發展，
民國79年（1990）以前屬於礦業的開採
期，造成採礦聚落的凝聚與成形；隨著
政府政策及礦工與礦主的關係破裂，
聚落也隨之漸漸瓦解，民國79∼94年
（1990∼2005）屬於停礦後約15年的空
窗期。

五、礦區土地再利用模式
礦區再造利用，國內外都有類似
的案例。除了一般熟知的IBA德國魯爾
區城市再生外，在日本電影扶桑花女孩
中，描述了礦區人民面對日漸凋零的礦
業，自主自發規劃社區的未來，決定興
建夏威夷度假村來振興經濟，招募當地
礦工女兒們擔任度假村中表演的草裙舞
女郎，還從東京重金禮聘舞蹈老師前來
上課。儘管這項計畫遭到保守村民的反
對，但在老師及女孩們的堅持下，最後
終於成功的在寒冷北國創造出夏威夷奇
蹟，這是日本1965年左右常磐礦村改造
的案例。
而英國對礦業有關之永續發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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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山關閉後之社區經濟發展極為重視，
經常主辦與礦業環境有關之國際活動，
以因應國際礦業發展趨勢，有將威爾斯
天鵝海市低谷地區變成保育性公園、工
商業園區、國民住宅區及休憩的區域的
案例；在英格蘭山峰區國家公園（Peak
District National Park）則將礦區改成了
展覽館、博物館及遊憩系統與設施；在
雪菲爾地區，則直接變成滑雪場；劍橋
大學東北方的米爾頓郡立公園（Milton
County Park），原本是一個開採礫石
的礦坑，復墾後成為郡立公園的小湖，
發展成為野生物棲息地及自然公園，同
時成為地方上重要的遊憩用地；布萊納
文工業景觀及其關聯景區延伸30平方公
里，包括鐵礦石場、石灰岩採石場、煤
礦鐵爐、磚廠、隧道、蓄水池、露天人
工水渠、分散的廠房，以及教堂、學
校、工人公寓和周圍的城鎮，還包括草
地和樹林等一系列景觀與設施，具有
「生態博物館」的氛圍，反映了該工業
景觀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美國東部阿帕拉契山區，在處理遺
棄礦場及酸性廢水排放問題時，當地的
歷史學家、藝術家、雕刻家、景觀建築
師等各領域專家，動員居民參與社區改
造，將有關之場地建設成花園，溼地改
造成教育設施，廠址修建成歷史文物，
讓曾經態度消極的居民變成改造計畫
之擁護者，他們最後共同慶祝為煤礦遺
產找到了新生命，成功將環境負債轉變
成社區資產。美國猶他州的賓漢峽谷礦
山（Bingham Canyon Mine），號稱是
世界最大的露天礦坑型銅礦山，礦山旅
遊活動的項目包含參觀「復墾與環境計
畫」，其中包括清洗廢棄礦渣與植生造

林，其中一塊土地經復墾後，成為野生
動物棲息地。
臺灣在採煤遺跡地進行重新利用
的案例，如金瓜石、九份一帶的金、銅
礦採煤跡地，已建設為「黃金博物園
區」；高雄市壽山、半屏山、及大小
崗山等石灰石開採遺跡則已全面進行綠
化；臺北市北投區貴子坑瓷土開採遺跡
已改建為戶外水土保持教室；陽明山國
家公園小油坑採硫遺跡，現已設為地質
展示館；位於陽明山冷水坑附近的雍來
瓷土、火黏土及含沸石質黏土礦物的礦
場遺跡，當地的生態景觀深受採煤活動
的影響，依然留有廢棄礦道及水池窪
地，於民國94年（2005）營造生態池，
並重新賦予廢棄逾十年的廢礦場生態新
環境；新北市平溪區新平溪煤礦遺跡已
成立「臺灣煤礦博物館」。
苗栗三灣「巴巴坑道」設有人造模
擬坑道與煤礦展示坑口作業環境，搭配
蕨類植物主題展示館；花蓮縣新城鄉的
亞洲水泥公司花蓮廠，礦山停採後變身
為「植物園」，也就是亞泥生態園區；
基隆市研議將沿東勢坑溪谷地區之廢棄
煤礦廠，獎勵業者提供煤礦場地，規劃
設計煤礦開採過程，設置煤礦博物館，
展示煤礦生活史及文物，建立煤礦史蹟
解說區，規劃礦業民宿區開發，吸引遊
客來此體驗，以帶動觀光產業。
而本研究地點猴硐煤礦園區，目
前並未設立實質的博物館。博物館是典
藏、收集、陳列自然或人類文化遺產的
空間，猴硐本身的環境與遺跡，其實就
是個最佳的環境教育園區，也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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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博物館（Eco-museum），由一塊領
域加上遺產及記憶與當地住民所組成，
類似美國蒙大拿州西部的布特（Butte）
採礦遺址，保留原有的設施設備，呈現
早期生活的情境。
綜上案例來看，臺灣在廢棄工業
土地處理上並未有明確政策，反觀其他
先進國家在礦區更生計劃中，多以重建
休閒遊憩的環境與觀光資源來賦予新面
貌。在臺灣停採礦區土地的重整與更新
上，政府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理想狀
態下應由政府邀集專業規劃團隊協助，
提供土地運用策略及建議，加上民眾的
參與，形成地方共識，朝向更有意義及
教育價值的方向發展，包括考量未來使
用者的需求，融合礦場運作歷史與體
驗、社區總體營造及文化生態旅遊等，
規劃為一新興的文化產業後，交由地方
自主永續經營，但在猴硐地區的發展卻
非如此。

猴硐貓村因部落客拍照公開分享而
引起大眾注意，但詢問猴硐車站附近的
住戶及商家，10戶中約有9戶並不愛貓，
貓顯然並非社區居民共識下的地方特
色，且貓與煤礦產業並無關聯，無法呈
現過去採煤時期的記憶，卻有許多住戶
利用貓的魅力來賺取利益。地方政府原
本委託規劃的方向，竟因貓村的出現而
改變，貓天橋及貓巴士相繼出現，顯見
地方政府對於礦區土地利用的想像，仍
是經濟發展大過文化意涵，對於礦區土
地再利用策略搖擺不定及短視近利，並
未以社區需求考量為主，而是以遊客需
求取向，未具國際觀。

六、結論
理論上，礦區應在停止採煤前進行
土地利用規劃，運用當地自然資源及既存
設施或基礎建設，創造出一個替代經濟，
甚至於應於開採前即有停採後的土地使用
規劃，確保關礦後現有社區之永續發展。

表4. 臺灣礦業遺址再利用主要情況表
Table 4. Re-use of Taiwan’s coal mining industry ruins
礦產地點

再利用建設方式

水湳洞、金瓜石、九份

金礦、銅礦

黃金博物館園區

菁桐

煤礦

菁桐礦業生活館

猴硐

煤礦

猴硐煤礦博物園區

小油坑

硫礦

地質展示館

冷水坑

瓷土、黏土

人工溼地生態區

平溪

煤礦

臺灣煤礦博物館

三灣

煤礦

巴巴坑道休閒礦場

新城

水泥

亞泥生態園區

壽山、半屏山、大崗山

石灰石

綠化成自然公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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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礦產種類

備註

私人經營

亞洲水泥花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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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礦前宜由社區居民確認建立適當組織方
案，包含政府組織能力建構或非營利組織
接管基礎設施及相關服務，參與社區及利
益相關者協商，討論建立永續的地方經
濟，包括原有礦場員工各種技能訓練計
畫，最終並將所學技術運用於其他謀生或
經濟活動，這是在日本電影扶桑花女孩中
所見較為完善的方式。然而臺灣礦區土地
現多已失去這樣的契機，變成棄置、廢棄
或未達充分利用的「棕地」，經過一段時
間的荒廢，才開始考慮後續的土地發展與
利用。
礦業開發是人類的活動，只要是
人類的活動就會造成環境破壞及社經結
構改變。過往，礦場關礦時並未適當改
善因採煤所造成環境的破壞，及妥善
處理關礦後的社區未來發展，導致遺留
下負面的形象，讓人將礦業開發過後的
遺跡視為社會負債。綜觀世界各國皆開
始訂定與採煤後復整相關規定，也開始
要求申請開採業者在採煤前，必須提出
礦業用地整復及管理計畫，也在各項法
令或規範限制下，要求申請開採業者必
須將環境及社會影響評估納入關礦計畫
中。因此，礦業開採業者必須迅速適應
此以環境為主的趨勢，提出與環境共生
的做法。未來礦場關閉後，除考慮當地
社區狀況外，也必須增進該社區與其他
社群，如國家或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
間之協調，但目前臺灣這樣的觀念十分
薄弱。
在礦業開採前擬定礦場關閉計畫，
係採用漸進發展的方式逐步推動，是個
漫長且艱鉅的過程，且將增加許多無法
預期之成本與費用，但如果計畫成功，

停礦後立即帶給人民的將不是社會負債
而是文化資產。因此，在整個礦場生命
週期各階段，從計畫構想、細部設計、
管理至監測維護，應持續予以審視與修
正計畫內容，必須視社會狀況而調整，
讓各階段的資源可以充分運用。採煤業
者可考慮在礦場生命週期各階段，持續
投入礦場之整復或轉型各項設施，以減
少該計畫未來高漲之成本，並可即時將
資源充分運用。在臺灣，大部分採煤業
者針對礦場關礦的想像，最多僅係遵循
法規申請退場機制，然後將現況交給政
府去處理，為了讓採煤業者重視關礦後
的環境，相關法規建應將礦場關礦計畫
架構及準則納入並透明化，有助於人民
及相關團體持續監督，以確保環境之永
續發展。因此，臺灣針對未來若有礦
業新開發案或既有的開發案，政策上可
考量要求採煤業者先行提出關礦計畫，
可配合獎勵優惠措施，以確保採煤後生
態之永續發展。當然，類似政策亦可運
用在目前仍持續開採的玉石礦或寶石礦
業上。
臺灣採煤業者在礦場結束營運後將
土地已移交政府，並無關礦計畫，放任
停採礦區之荒廢，不僅影響生態環境，
亦破壞地形景觀，長期累積下來，導致
礦業開發行為常為民眾或環保團體所詬
病與反對。因此近十餘年來，各界皆積
極推動有計畫、有步驟的礦場關礦，希
望能恢復生態環境，重塑地形景觀，更
進一步保存產業文化。所以礦場關閉並
非單純的停止開採、回填坑道或鎖上入
口，而是要做好停採前的事前規劃，並
將生態、社經觀念整合納入，以確保民
眾與環境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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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臺灣除了礦場開採及立即
關閉外，仍然保存著其他需要處理的問
題，就是在終止礦權之前，停採礦區仍
然保有恢復開採的權利，此時的開發業
者則必須先有停採期間的規劃，否則一
但暫停開採，相關礦業土地及設備及開
始閒置，失去所依賴的經濟來源，影響
最大則是礦區聚落的變化，可能影響土
地重新利用規劃。美國東部阿帕拉契山
區在處理廢棄礦場時，動員專業及社區
人士參與社區改造，讓居民改變想法，
成為計畫之擁護者，並成功將環境負債
轉變成社區資產，所以礦區開採後的文
化資產保護再利用的方式並非有固定的
模式，而應該是視社區共識而決定，從
地區居民保存特有的生活空間型態到凝
聚保存意識，這些都必須有細膩的經營
考量。
從猴硐煤礦博物園區的案例來檢討
臺灣礦業遺產處理方式，如何改變短視
近利所造成的地方破壞及保持文化資產
原有意義，才是最重要的事。而對於現
在仍在開採的礦區（如水泥），其實是
重度消耗自然資源的，應要求提出礦場
關閉計畫，以利及早探討後續的發展方
向。此外，臺灣對廢棄的機械設備也缺
少相容性的設計與利用，讓礦坑與採礦
機具失去轉型的功能。
從分析案例來檢討，猴硐煤礦博物
園區建物雖被列為歷史建築，本應以吸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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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對採礦產業的環境、文化或歷史遺產
有興趣的遊客為主，但在規劃從礦業遺
跡為重點再利用計畫的同時，卻又因為
非礦區之貓村引來許多不屬於地方，或
是與地方無法連結的商業行為。貓村出
現是因為網路訊息的傳播而來，只是僅
將重點放在動物上而非地方，並無法真
正展現歷史建物的價值，並容易被替代
2
及遺忘。近年來猴硐遊客雖暴增 ，但根
據調查來到猴硐的遊客統計，第一次到
猴硐的人數達60％以上，三次以上不足
5％；前往猴硐的遊客以女性57.96％為
多；年齡以18∼30歲者64.85％居多；職
業大部分為學生，占39.82％；居住地則
是以北部最多，占79.97％，遠高於其他
地區 3。顯然貓村的吸引力大多集中於北
部的年輕人，且大多僅會去一到兩次。
面對猴硐礦區廢棄土地使用規劃，
不應倚賴部分區域動物特色。雖若以礦
業發展文化為主要形象，短期來看可能
比不上九份、內灣或其他地區所得之經
濟效應，實際上卻是具備永續經營的想
法與願景，所以落實社區在地化文化延
伸到文化創意產業的過程中，前者應先
確實紮根，後者才能發揚光大，缺一不
可。沒有內涵的產業經營型態並無法長
久，必須從文化層面去加持產業發展，
使產業的特點被彰顯，才能提升產業發
展的生命力，在深度旅遊中，文化上的
感性消費才能帶來精神的快樂。以往礦
業開發時以經濟發展為主，與環境保護

根據新北市與交通部觀光局統計，民國99年（2010）12月相較於同年1月，猴硐的旅遊人數從五百人暴
增到五萬人，成長近百倍；而近兩年（民國101、102年，2012、2013）猴硐貓村的觀光旅遊人數更高
達1,105,517人。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餐飲科三年甲班學生曹楚筠、馮筱雯及鄭智元，於民國100年（2011）11月
所進行之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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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觀光旅遊相衝突，然而礦業景觀是地
方發展之重要景點，達到與地方發展共
存共榮、永續經營之境界。土地再利用
規劃方向，應結合礦場運作記憶、社區
總體營造及文化生態旅遊等等元素，從
知識的觀點教育大眾認識礦業在臺灣經
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及
貢獻。
依據瑞芳區戶政事務所民國90年
（2001）統計，猴硐地區居民為1,569
人，到民國103年（2014）貓村引來人潮
後，戶口人數為1,382人，並未因此造成
地方人才回流，仍持續減少中。貓村的
興起並未增加戶口人數，反而是漸漸的
減少，前往開設商店從事商業行為的店
家，顯然與地方並未有太多的關聯性。
對於外地流浪貓被棄養在猴硐，當地仍
未能有效阻止棄養問題，由於流浪貓平
均壽命僅三到五年，倘若嚴格防止棄養
且不再補充貓隻，則可預見猴硐以貓為
觀光題材的榮景勢必有所期限 4，猴硐居
民如何推動新一輪社區再造，來延續或
產生具深度的人文特色，將是猴硐今後
需要面對的課題。故除礦業開採前的關
廠計畫外，如何營造礦業社區居民的共
識，也是重要的事，而所謂的共識小則
為社區居民的自我認同，大則為對整個
臺灣文化的認同，而這樣的認同應該來
自自身，而非只來自其他國家或媒體的
肯定。維持猴硐的獨特性與跟上全球化
浪潮的取捨，如何在遺產觀光（heritage
tourism）的快速成長下，以深度體驗旅
遊抵抗經濟化帶來的地方破壞，為該區
4

域以工業遺產再活化論述引入經濟活動
前，所需做好的工作。
另外，地方宣傳除傳統上的一些
實質的建設、與地方脫節的活動、制式
化的手冊、宣傳單及紀念碑外，更需
要部分的故事性，而且應該是以懷舊
（hostalgia）為主的故事，這樣的宣傳方
法比任何活動的舉辦更加有效。如何利
用現有網路資源塑造屬於猴硐的故事，
這是必須努力的方向。部落格行銷正屬
於當前熱門的行銷方式，由於網際網路
的普及與技術發展的成熟，網際網路使
用者已遍布至各個年齡層，且由使用網
路的工具與平臺已相當的友善與人性
化，更使得建置個人網站或是創建個人
部落格、網路相簿及網路影音分享等，
已非艱澀且昂貴的學問。
部落格行銷可透過作者的參與，
達到增加地方能見度的效果，目前已有
許多部落客會在文章中宣傳自己喜愛的
景點，由於具有圖文並茂的說明以及作
者親身經歷的說法，呈現生動活潑的內
容，甚至不同的作者對於同樣的景物會
觸發出不同情感，產生不一樣的故事，
吸引更廣泛的族群關注。因此，很快就
會獲得一般大眾的共鳴，進而旅遊業者
也會發現人們對於新景點的熱情而推出
套裝行程。正當Web 2.0的精神愈來愈
受到大家的喜愛，分享不再是件吝嗇的
事情，網際網路使用者開始將自己的網
路書籤、社群網站內容、旅遊景點GPS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坐標資訊、行車

民國101年（2012）7月7日猴硐貓村爆發貓瘟，一週內有三隻成貓以及數隻幼貓死亡，前往猴硐的人數
也因而劇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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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交通狀況、風俗民情及商店位置
等資訊都與人分享，減少旅遊障礙，進
而增加遊客來訪活動的意願。若在景點
導覽上採用結合GIS（地理資訊系統）與
GPS，或配合RFID（無線射頻識別）之
行動式導覽系統，配合歷史圖像、影音
及新聞事件的說明，地理相關位置的介
紹，更可以讓旅人瞭解這塊土地的歷史
過往與意義，繼而可建立虛擬博物館的
架構。當然，這並非是要鼓勵當地居民
去營造為觀光客刻意表演的情境或事物
的假事件（pseudo-event）5，而是以較新
的傳播方式來展現當地真實的文化。

區總體營造的概念，漸漸建立起採礦關
閉後保留歷史意涵的新經濟系統。最後
搭配資訊系統及人員的導覽與解說，建
立採礦社區的在地故事性，將空間、時
間與人緊密的結合，以達政府、產業及
社區三贏的目的。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適應新的
資訊傳播方式，故仍必須搭配在地人的
解說策略，才能更拉近人與人之間的
距離。對於礦業文化遺產的空間規劃
除必須考量礦坑、建築物、火車站等實
質空間，及內部所包裹的另一世界情境
與場景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外，
更應考量居民在主動操作該空間情境
時建立的經驗，及所產生空間的表徵
（representation of space）6，才能使其歷
史意義清楚的表達。
總而言之，面對礦業開採前應有
相關法令規範，除環境影響評估外更需
提送關礦計畫（包括開採時的階段性復
育，及停止開採但仍保留礦權之處理方
式），且應加強政府單位監督機制。而
對於採礦社區居民共識的凝聚，應以社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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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rstin（1964）所提出的論述，也就是地方刻意迎合觀光客的表演或事物。
「空間表徵」是個人從空間中收集空間訊息，所形成的一種內在意象或心理反應，也就是對環境的認
知，並且可以用外在符號表示或呈現出來。

臺灣閒置礦業遺產利用之探討：以猴硐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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