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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 

○ 合辦單位：財團法人臺北市文化基金會松山文創園區、臺灣文創發展股份有

限公司、臺灣文創發展基金會、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啤酒工場、臺北

啤酒工場工會 

○ 日期：2022 年 10 月 15-16 日 09:30-17:30 

○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東向製菸工廠 2 樓文創交流中心 

 

一、緣起與目標 

臺北市在清代從農業鄉鎮，隨著對外貿易網絡，逐步發展成人口聚集的河港

市街，配合城市所需，率先全臺發展出工業設施，配合著鐵路鋪設，進一步在臺

北鐵道沿線上發展出密布著各類型工業廠房，一度臺北工業發展蓬勃。工業廠房

因地理區位、消費需求而日益發展蓬勃，許多居住於臺北的人們工作於各式新式

工廠，市民生活並與鐵路產生密切連結。 

臺北第一波工業發展自清末而起，乃順應清末外患及自強運動思維，以軍需

機械工業為起頭，同時開始發展鐵路系統。第二波為日治下的 1910 至 1920 年

代，待城市發展、臺灣全島鐵路交通網絡建設完成後，以食品加工及生活消費為

主，發展糖廠、酒廠、菸廠、樟腦精製等產業。其中，「東臺北」鐵道沿線因具有

水質優良、土地便宜等區位優勢，而成為當時發展的主要區域。1930 年代，為

進一步發展臺灣本島重工業，臺北相繼出現許多新穎的大型機械廠或廠房擴建，

使得東西向的工業廊帶更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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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鐵道沿線的農工業廠房因歷史、地理區位而日益發展蓬勃。彼時有為數

眾多的人們工作、生活於其中，為臺灣創造驚人的經濟產值，也換來無數家庭的

溫飽。但這段工業記憶卻隨著 1960 年代後都市化、鐵路地下化，及產業轉型等

進程而慢慢消逝。所幸 1990 年代末，國內開始重視產業文化資產（industrial 

cultural heritage）的重要性，使得城市中的舊有廠房有了新的可能性。經歷了

一連串的保存運動和空間活化後，藝術與人文活動得以進入原有的工廠空間，開

創了文化園區的再利用風潮。 

今日，產業文化資產所蘊含的空間特性與生活記憶漸受重視，如何彰顯過去

廠房空間的獨特性也成為重要課題。經過文化資產價值審議和指定保存後，工業

地景更成為了臺北市區獨特而重要的都市景觀，讓產業歷史有得以被闡釋的機會。 

承襲 201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歷史性都市景觀建議文〉和 2012 年〈亞

洲工業遺產台北宣言〉之精神，本次研討會將邀集國內外產業文化資產領域相關

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共同討論產業文化資產面臨的保存與發展課題，尤其著重於

都市保存、空間經營，及推廣教育上之實踐。我們希冀透過跨領域、跨地域經驗

交流，促進彼此的學習與反省，讓產業文化資產的保存願景再進一步驅動向前，

並彰顯亞洲地區工業遺產之自明性。 

 

二、主要子題 

1. 產業遺產與市民生活 

2. 產業遺產與都市景觀 

3. 亞州產業遺產保存的啟示 

4. 產業遺產與城市自明性 

 

三、活動方式 

【現場參加】（已額滿） 

1. 開放 60 位事先報名之民眾進場 

2. 名額優先提供產業文化資產相關工作者及研究者參加 

3. 當日各場次視座位狀況開放現場候補 

4. 本活動提供全程實體參與者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12 小時 

5. 現場不提供餐點；園區內有飲水機，請自備水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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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參加】（無需事先報名） 

1. 活動全程同步於主辦單位 FB 粉絲專頁直播 

2. 提供中、英、日三語頻道 

3. English and Japanese live stream available. 

4. Facebook でライブ配信します 

（日本語日程表：https://ppt.cc/fmil1x） 

 

四、疫情應變方案 

疫情狀態 因應策略 

疫情升溫但無發

布三級警戒 

【會議開始前】 

1. 通知發表人等擬與會人員，會議籌備會有因應疫情⽽改變形式、 延

期，或取消會議權⼒。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請勿參加。有慢性疾

病者建議不要參加。 

2. 進行開會前、後之會場消毒工作。 

3. 進行防疫宣導、與會人員全部量體溫、以酒精消毒手部、全程配戴

罩，並簽到造冊備查。 

【會議進⾏中】 

1. 與會人員有相關症狀等突發狀況時，依中央流行疫情防疫指揮中

心防疫規範處理。 

2. 會場座位安排適當距離。 

【其他】 

    視中央流⾏疫情防疫指揮中⼼發布訊息，進⾏彈性調整。 

發布三級警戒 全程以網路直播方式進行。 

 

五、聯絡我們 

聯絡人：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 張小姐 

聯絡電話：+886 2 2314 1717 

e-mail：tw.ihrm@gmail.com  

FB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IHRM.TAIWAN  

 

  

最新消息請見 

FB 粉絲專頁 

 

https://ppt.cc/fmil1x
mailto:tw.ihrm@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IHRM.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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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討會議程 

10 月 15 日（六）第一日 

時間 議程 

09:30-10:00 報到 

10:00-10:30 開場致詞 

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 陳國偉理事長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陳濟民局長（待邀請） 

與會貴賓 

10:30-12:00 

場次一 

【專題演講】 

主持人：陳啟仁｜國

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教授 

10:30-11:00 作為文化資源的產業遺產 

【講者】西村幸夫│國學院大學觀光まちづくり學部長 

11:00-12:00 橫濱的產業遺產保存與都市設計 

【講者】鈴木伸治│橫濱市立大學都市社會文化研究科教授 

12:00-13:30 午餐（參與者自理） 

13:30-15:30 

場次二 

【產業遺產與我們

的生活】 

主持人：張崑振｜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副教授 

13:30-14:00 都市保存的實踐與辯證──四種城市保存的行動論述 

【講者】林崇傑│臺北市產業發展局局長 

14:00-14:30 人們、生活與城市環境：臺北都市景觀與產業變遷 

【講者】郭瓊瑩│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教授 

14:30-15:00 產業遺產教育的課程設計與詮釋方法 

【講者】榮芳杰│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副教授 

15:00-15:30 綜合討論 

15:30-15:45 中場休息 

15:45-17:30 

場次三 

【歷史與景觀──

城市面面觀】論壇 

主持人：郭瓊瑩 

引言 

15:45-16:00 從臺北市東西軸線發展談都市景觀 

【講者】黃一平│臺北市都市發展局局長 

16:00-16:15 從 UNESCO 歷史性都市景觀看臺北 

【講者】張仁豪│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研究員 

綜合

討論 

16:15-17:30 

黃一平 

鄭銘彰│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主任 

李正芳│臺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策略長 

陳玉秀│松山文創園區總監 

李東明│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副教授 

張仁豪 

17: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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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日）第二日 

時間 議程 

09:30-10:00 報到 

10:00-12:00 

場次四 

【日本啟示】 

主持人：八木雅

夫｜有明工業高等専門

学校校長 

10:00-10:30 大牟田市‧荒尾市三池港與煤礦──產業遺產與市 

            民參與 

【講者】中野浩志│大牟田市石炭産業科学館職員、大牟田・荒尾炭鉱のまち 

           ファンクラブ理事長 

10:30-11:00 新居濱市‧別子銅山──產業遺產保存活用 

【講者】秦野親史│新居浜市別子銅山産業遺産課統括参事 

11:00-11:30 朝來市‧生野銀山──產業遺產與社區經營 

【講者】宮崎隆史│朝來市教育部長、口銀谷の町並みをつくる会会員 

11:30-12:00 綜合討論 

12:00-13:30 午餐（參與者自理） 

13:30-14:45 

場次五 

【南國啟示】 

主持人：王維潔｜

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執

行秘書 

13:30-14:00 泰國鐵路文化保存與市民參與 

【講者】Parinya Chukaew│先皇技術學院建築、藝術與設計學院助理教授 

14:00-14:30 馬來西亞錫礦保存與都市發展 

【講者】張集強│馬來西亞 UCSI 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14:30-14:45 綜合討論 

14:45-16:00 

場次六 

【綻放城市魅力】 

主持人：褚瑞基｜

銘傳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14:45-15:15 東亞現代性下城市襲產限制與實作──以基隆市 

            文化治理為例 

【講者】徐燕興│基隆市都市發展處處長 

15:15-15:45 文資與文創的碰撞：屏東菸葉廠的重生 

【講者】林思玲│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教授 

15:45-16:15 都市保存作為都市發展新契機──台北建國啤酒 

            廠的產業活保存視野 

【講者】何黛雯｜一元創合設計顧問負責人、何黛雯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16:15-16:30 綜合討論 

16:30-16:45 中場休息 

16:45-17:30 

場次七 

【記憶橋梁──歷

史與未來交會之所

在】論壇 

主持人：丘如華｜ 

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秘

書長 

引言 
16:15-16:45 以產業文化資產找回城市的 DNA 

【講者】陳啟仁 

綜合 

討論 

16:45-17:30 

陳啟仁 

徐燕興 

林思玲 

何黛雯 

丘如華 

17: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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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場地位置 

 

東向製菸工廠 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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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方式 

（一）捷運： 

《捷運 BL17 國父紀念館站》 

⚫ 一般民眾步行： 

1. 搭乘捷運板南線（藍）至捷運國父紀念館站 

2. 從五號出口出站 

3. 沿光復南路步行至松菸大道右轉進入園區 

⚫ 使用輪椅或嬰兒車： 

1. 搭乘捷運板南線到國父紀念館站，往三號出口前進，搭乘電梯至一樓。 

2. 出站後迴轉，至忠孝東路與光復南路口，過馬路後沿光復南路人行道直行至第一個

十字路口右轉菸廠路，約 50 公尺即抵達，全程約 600 公尺。 

《捷運 BL18 市政府站》 

⚫ 一般民眾步行： 

1. 搭乘捷運板南線（藍）至捷運市政府站 

2. 從四號出口出站 

3. 沿忠孝東路步行至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右轉，步行約 100 公尺即可抵達松山文創

園區，全程約 700 公尺。 

（二）公車： 

⚫ 光復南路【捷運國父紀念館站】、【市民光復路口】 

202、204、235、254、278、278 區、282、288 區、672、承德幹線、669 

⚫ 忠孝東路【聯合報站】 

202、212、212 夜、212 直、232 快、240 直、270、299、600、仁愛幹線、忠孝幹線 

 

 

Google Map 導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