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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屯山山腳的淡水，前有淡水河環抱，後有五虎崗盤據，加上房舍依傍

展延，形成特殊的聚落風格。大航海時代以來，東西方文化在淡水交會，留

下多元的價值、信仰及傳統，這些淡水珍貴的文化資產及古蹟，也深深影響

著現今人們的生活。

    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記錄淡水從西荷佔領、開港通商至今

的發展歷程，獨樹一格的特色而獲選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為培養下

一代珍惜與愛護淡水的文化遺產，我們邀請到淡水地區國中小學教師及專家

學者，規劃一系列淡水世界遺產教材。國小從生活層面著手，介紹馬偕的故

事，福佑宮、鄞山寺建築與漢人聚落的發展，淡水紅毛城、滬尾礮臺等防禦

設施與清法戰爭；國中則銜接國小的教材，進一步談到淡水的漢、洋、日聚

落風格，以及世界遺產的概念，並探討淡水及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的價值。

    期望透過這套教材，從生活與教育開始，讓小朋友們除了認識世界遺產

與淡水文化資產，並了解其重要性，能好好珍惜並保護它們，讓淡水的文化

遺產能永續與發展。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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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虎崗談聚落的變遷與文化發展

   「五虎崗」是淡水獨特的地形，源自遠古時期的大屯火山爆發，熔岩流

向四周，自西而東，在淡水形成如張開手掌的五指般尾陵。主要核心聚落位

於淡水河河口，整個市街地區沿著俗稱「五虎崗」的丘陵，延伸發展出一片

河岸到丘陵地的建築群，多層次的聚落和東西文化交匯，形成淡水「山城河

港」特殊的多元空間風貌歷史建築群。

   撫古思今，在多變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中，了解自己土地的故事，

領略淡水聚落空間的變遷，方能站穩腳步，昂首前行。

撫古思今，淡水該往哪兒走？ 五虎崗

第一崗
滬尾礮臺，為
軍防要地。

第一崗

第二崗

第三崗
第四崗

第五崗

淡水河

第二崗
「礮臺埔」，
今日淡水紅毛
城、 真 理 大
學、淡江高中
和文化國小。

第三崗
今日重建街、
清水街、紅樓
和淡水國小所
在地。

第四崗
淡江大學校地
所在。

第五崗
聖本篤修道院。

動動腦
為何早期淡水居民會選擇落腳

於山崗？若身處在那個時代，

會選擇哪一崗？

壹、淡水聚落與建築



淡水老建築示意圖

(李乾朗、周宗賢提供 )

洋人住宅區 華人住宅區

西洋帆船

中國帆船

淡水河

船屋
洋行

德記洋行

港口

南門 (1724)

廈門火輪

盧宅
洪宅

李樹林宅

李宅

渡船頭

滬尾偕醫館

(1873-1879)

稅務司官邸

小白宮 (1866)

淡水高等女學校 (1916)

馬偕故居 (1875)姑娘樓 (1906)

理學堂大書院 (1882)

牧師樓 (1909) 華雅各故居 (1875)英國領事官邸

(1860 1891 1905)

淡水禮拜堂

(1875-1915-1933)

淡江高中 (1925)

淡水國中

福佑宮 (1796) 公館口

淡水信用社

施家古厝

(1915)

清水祖師廟
(1937)

洪以南舊居 (紅樓 )
重建街 14、16 號街屋

(陳其宗宅 )

自來水栓 (1899)
淡水婦學堂 (1910)

馬偕頭像 助順廟

滬尾湖南勇古墓

(1881)

龍山寺 (1858)

主堡 (1644)

中式住宅

淡水女學堂

(1884)

馬偕租屋處 (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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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漢人移民以前，淡水就已有平埔族凱達格蘭人居住。17 世紀初，

淡水先有西班牙、荷蘭覬覦，繼之有閩、客為主的拓墾，奠定了早期淡水的

文化型態。而後的開港通商和馬偕來臺，引進大量西方文化灌注，讓這片土

地增添多元文化的光彩。在日治時期的 50 年間，又注入更多現代化的建設

與文化，讓淡水有許多第一的現代化基礎。歷經漢、洋、日的文化與經濟衝

擊，今日淡水薈萃成多元璀璨的人文氣息，呈現與眾不同的蓬勃生命力。

  動動腦
說說看，你參觀過上述淡

水的哪些時期的老建築 ? 老老老老老老老老

淡水紅毛城

淡水海關碼頭 (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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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豐 8 年 (1858 年 )，龍山寺建立後，米市街延伸至「後街」（今公

明街）及布埔頭 (現清水街最東一段 )，「布埔頭」為當時滬尾經營染布坊

之地；米市和布市分別滿足當時居民的兩大民生需求。

  咸豐年間，許多街屋開始在俗稱「下街」(今中正路 )的地方建立。光

緒年間，滬尾漢人市街已清楚區分出重建街和清水街、三層厝街、下街等

上、中、下層三條主要街道，以及米市、布埔頭和下街的船頭行。在開港

通商前，滬尾地方社會是以漢人為主體的聚落形態；開港通商後，洋人進

駐，為其添注異國風采。

1893年的淡水市街 (張建隆提供 )

1920 年代的淡水港，近處為當時主要的

航運船隻    紅頭船。(李乾朗提供 )

      小視窗   

重建街原名「九崁街」，係因早年福建人在此建立

9 間店鋪，而閩南語一間店叫一崁店，故得此名。

「布埔頭」在清道光年間稱作「曝布埔頭」，當時

染布業相當興盛。布埔頭離市區不遠，又有道路相

通，地勢平坦，方便運送，成為曝布的最佳去處。

漢人聚落群的崛起與發展  

  清乾隆末年，漢人在五虎崗的第三崗以今福佑宮為中心點形成「滬尾

庄」。嘉慶年間，漢人在福佑宮左右兩側斜坡向上延伸了聚落動線，約在今

重建街一帶形成新的商業市街，稱作「崎仔頂」。道光年間，由於淡水河流

域及臺北盆地的開拓，滬尾由「庄」繁榮成「街」，發展更為迅速，讓滬尾

一躍成為國際商港。福佑宮不僅是居民的信仰中心，更是滬尾市街發展的重

要樞紐。

  道光年間，崎仔頂市街興盛，人口越來越多，除了繼續向北延伸，也逐

漸發展出一條新市街，即米市街 (今清水街 )，拓展了漢人聚落的生活功能。

昔日福佑宮街景盛況 (李乾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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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聚落群的建築代表  

  清朝時期的滬尾已見繁盛的漢人聚落及市街，承載此地漢人文化、經濟

和宗教的歷史軸線。今日我們環顧淡水，早期的漢人聚落建築除了廟宇外所

剩無幾，甚至差點在都市計畫中被拆除殆盡。目前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崎仔

頂的重建街 14、16 號街屋和施家古厝。

  重建街街屋特色在於保存了三層厝街的建築形態。因淡水屬於丘陵地

形，地坪會隨著地勢成階梯上升，屋內不剷平而採取因應地形的三進式興建

方式，此正是見證淡水山城街屋的建築典範。

  重建街 14、16 號街屋曾為陳其宗中醫師行醫的地方，在淡水醫療史上

甚為重要；地理位置上更是重建街聚落和清水街連結的樞紐，在崎仔頂聚落

發展上，有其特殊風格的特色。

  

  淡水現存的建築大多屬西式或日式古蹟建築群，施家古厝是目前淡水市

區唯一的傳統閩南式院落，具有文化資產的保存價值。

  施家古厝原名為榮記大厝，座落於淡水清水巖前緣，為滬尾富商鄭榮記

於清朝末年所建，之後被當時全臺最大的木材商施合發商行老闆施坤山買

下，並採用最好的紅磚和木料大力整修，即為今日的施家古厝。門前的 2 根

檐柱，以特製弧形紅磚砌成，窗櫺雕花，精巧細緻，古厝建材考究工法精細。

昔日的重建街街景 (李乾朗提供 )

交通樞紐 :重建街 14 、16 號街屋。

今日的重建街街景

淡水崎仔頂施家古厝修復後原貌 (李乾朗繪 )

淡水清水巖

施家古厝

米市街

左 圖 為 施 家 古 厝、

淡 水 清 水 巖、 米 市

街、崎仔頂關係位置                                  

透視圖。(李乾朗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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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港通商時期的洋人聚落崛起與特色  

  17 世紀，歐洲海權國家興起，西班牙人將淡水視為國際貿易的殖民地，

其所建之聖多明哥城 (Fort San Domingo)是軍事要塞，也是統治平埔族和

漢人的中心。西班牙統治 14 年後，在 1642 年被荷蘭擊潰驅逐；1644 年，

荷蘭人改建聖多明哥城，成為歐洲城堡形式，城牆內層用磚砌，外層以大石

頭堆疊，可承受砲火攻擊，門窗極小，也表現軍事城堡的封閉性，並命名為

安東尼堡 (Fort Antonio)。

  19 世紀，英國藉著開港通商之便，向清廷永久租借淡水紅毛城做為領

事館，主要工作為處理貿易事務和照顧僑民，並在其東側增建雙層樓的紅磚

建築，作為英國領事官邸。領事官邸，是一棟紅磚、拱廊的洋樓建築，由英

國人設計，中國匠師使用廈門紅磚施工建成，屬於一種流行於 19 世紀的殖

民地樣式風格。此一建築形式非常適合淡水溼熱、多雨的氣候。      

    開港通商後的淡水，因為外國洋行與洋務的注入，讓聚落發展產生新變

化。除了原本漢人聚落群外，洋人將淡水紅毛城所處的第二崗，做為他們的

生活空間。

    

    此時期外國人建造的房子叫洋樓，建築特色為殖民地樣式建築，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前清英國領事官邸和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員宿舍 (小白

宮)。殖民地樣式建築的特色在於有抬高的地基，四周有連續拱迴廊之涼臺

(Verandah)、百葉窗、壁爐和煙囪，另迴廊占有相當大的建築比例，形成另

一種形態的生活空間。

淡水紅毛城 位於淡水紅毛城內的前清英國領事官邸 小白宮的涼臺迴廊設置屬於殖民地樣式建築

特色

 英國殖民地樣式建築又稱為「Bungalow」

1  淡水海關碼頭

2  英國領事館碼頭

3  德記洋行 (碼頭 )

4  道格拉斯洋行碼頭

5  陳阿順專屬碼頭

6  德記洋行碼頭

1 2 3

4
5

6

1885 年滬尾聚

落沿岸碼頭分布

推測圖 (張建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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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偕想要將其信念就地生根，而有了長遠定居的打算，在五虎崗的第二

崗建造了許多相關的傳教設施。馬偕在滬尾設立學校，由福建購入磚瓦建

材，親自設計監工，命名為「理學堂大書院」。在建築上，處處顯現中西合

璧的特色，反映出當時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

洋人聚落群的建築代表  

  淡水河河畔是洋行、倉庫、碼頭、海關等經貿區及傳教區，埔頂地區洋

樓林立，是洋人住宅區，埔頂北邊是西學教育與墓園區，與漢人市街間往來

頻繁密切。在日人來到之前，洋人聚落和漢人聚落群已臻完善。

淡水河

洋行 德記洋行

港口

淡水海關碼頭 (1862)

盧宅
洪宅

渡船頭

滬尾偕醫館 (1873 1879)

稅務司官邸
小白宮 (1866)

馬偕故居 (1875)

姑娘樓 (1906)

理學堂大書院 (1882)

華雅各故居 (1875)

英國領事官邸

(1860 1891 1905)

淡江高中 (1925)

淡水國中

洪以南舊居 (紅樓 )

自來水栓 (1899)淡水婦學堂
(1910)

馬偕頭像

淡水紅毛城

主堡
(1644)

中式住宅

  1872 年，馬偕牧師乘船到達滬尾，在他所租的寓所為人診療、供應西

藥。當時民眾為瘧疾所苦，馬偕的特效藥  奎寧水（quinine）大受歡迎，

求診者與日俱增，便於 1873 年另租民房作為診所，名為滬尾醫館。1879 年，

於今日淡水馬偕街興建診所，命名滬尾偕醫館。此館在建築上表現出中西合

璧的特色，有中式閩南磚瓦的屋頂和西洋拱型門窗，是北臺灣西醫的發祥

地，現為市定古蹟。

馬偕手術臺照 (真理大學提供 )

位於馬偕街上的滬尾偕醫館，內部

仍留有當初行醫的手術臺和藥瓶。

洋人聚落群示意圖 (李乾朗、周宗賢提供 )

位於真理大學內的理學堂大書院

牧師樓 (1909)

洋人住宅區

淡水女學堂

(1884)

淡水高等女學校 (1916) 淡水禮拜堂
(1875-1915-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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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聚落的道路網絡圖

淡水婦學堂

日人聚落群崛起與現代建設奠基  

  清光緒 20年（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將

臺灣割讓給日本。當時派來淡水的日本官員和商人，促使淡水聚落增加新的

功能。新增的行政機構、金融機構、會社、商店均座落在大街 (舊稱下街，

今中正路 )。後來，開拓大街貫穿淡水市街，連接淡水車站到烽火段間的交

通運輸及相關設施。而原本洋人碼頭、洋行和住宅集中的「烽火街」，就成

為日本官方設施及官員住宅區。

  

    淡水自1895 年日軍入臺後，出現很大轉變。原先通商貿易口岸的功能

因泥沙淤積逐漸衰微，日本人需要公共設施，因而將淡水改造成地區的行政

中心。日治時期在淡水興建的重要設施不少，如大正年間在淡水街成立郡役

所和街役場；教育方面有滬尾小學校、滬尾公學校 (今淡水國小) 和淡水女

子公學校 (今文化國小)；公共衛生方面則有滬尾水道。

   小視窗 
淡水郡為臺灣日治時期的行政區之一。該郡隸

屬臺北州。淡水郡役所設於淡水街，所址為今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淡水郡管轄淡水

街、八里庄、三芝庄、石門庄。轄域即今淡水

區、八里區、三芝區、石門區等地。

淡水街為臺灣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名詞，即今日

的淡水區。

   小視窗   

「烽火段」：為前清英國領事官邸

以東，到多田榮吉故居一帶，因清

朝時期有烽火館而得名，烽火館主

要提供清軍的同鄉會之用。

福佑宮

淡水女子公學校

滬尾公學校

淡水郡役所

多田榮吉故居

牧師樓、姑娘
樓、馬偕故居
和華雅各故居

滬尾小學校

稅務司官邸官員宿舍
淡水紅毛城

淡水中學

理學堂大書院

淡水臺銀
日式宿舍群

宗教建築

文化教育

住宅

政府機關

滬尾公學校 (蘇文魁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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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早期移民多來自福建地區，房屋也仿自原居住地的形式，因此街道

和住宅林立而顯狹隘。自清末開始，淡水一直為瘟疫和鼠疫之患所苦，水利

建設只有私鑿的「番仔古井」，仍缺乏現代的自來水系統。日治初期，日人

認為淡水為入臺北首要之衝，兼具軍事和貿易重要地位，於是聘請任教於東

京帝國大學的英國衛生工程學家巴爾頓來臺規劃、興建滬尾水道，讓淡水成

為全臺率先使用自來水的區域。

日治時期滬尾水道

2016 年修復開放的多田榮吉故居 多田榮吉故居開放後的內部擺設

全臺第一座公共自來水系統，採雙峻頭水

源，同時進行上、下水道設置（自來水道

與排水道），以解決飲水問題。

滬尾水道出水口

日人聚落群的建築代表

  多田榮吉故居位於淡水埔頂山腰，是一座日式住宅，與一般日式宿舍不

同的是，它並非官方興建，而是一座私人興建宅邸。最特別的是，其為淡水

地區較早接自來水的民宅。

多田榮吉故居透視圖 (李乾朗繪 )

  日人住宅和早期漢人建築最大差

異在日式建築重視空間使用，大多保

留室外空地種植大量植物。多田榮吉

故居雖為標準的日式形式，但為順應

埔頂山坡自然地貌，使住宅空間出現

明顯轉折，呈現「前平後尖」的格局。

本建築屋瓦仍然保留傳統的黑色文化

薰瓦；屋頂結構部分，屋架採用木造

屋架；外牆以雨淋板構建而成。多田

榮吉故居為淡水市區保存最完整的日

式建築，是淡水第一座被指定為古蹟

的日式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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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世界遺產」是指登錄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名單，為具有「顯著普世

價值」的遺蹟、建築物群、紀念物及自然環境等。

    地球上的古蹟和自然環境非常脆弱，尤其在上個世紀，經歷第一次和第

二次世界大戰，許多古老的城鎮、重要文化遺址遭到破壞，甚至消失。此外，

因為自然災害和人為開發，有些古蹟和自然環境也面臨保存的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了拯救具有特殊意義的遺產，

訂定了國際公約和保護人類遺產的具體細則。

(一 )拯救世界遺產

  1959 年，埃及政府計畫在尼羅河上游興建亞斯文高壩，這可能淹沒尼

羅河河谷裡的多處遺跡。

    隔年起，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帶領下，世界各國合作，將阿布辛貝神

廟和菲萊神廟等古蹟分解成約 4 萬塊，仔細地運到高地重新組裝。期間歷時

18 年，約 50 個國家捐獻了8,000 萬美元。

    這次的具體行動，不僅保護了這個西元前 12 世紀的古蹟，更促成世界

遺產制度的建立。因為各國體認到這些世界遺產是全人類共有的珍貴遺產，

應該被保存流傳給後世。

阿布辛貝神廟 (馬繼康提供 )

埃及卡夫拉金字塔及獅身人面像(馬繼康提供)

   小視窗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於 1945 年，全名為聯合

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
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其宗旨為「利用教育、科學、文化、

溝通及信息，和平、消除貧窮、可持續性發展及

跨文化對話而努力」，以促進各國之間的合作，

增進世界和平與安全。

 動動腦 
找一項對你和你的家人非常珍貴，而且必須珍惜

保存的物品，也許是一封信、一幅畫、一件珠寶

或一張照片。請問：

1. 
2. 
3. 
4. 

   小視窗 
消失的世界七大奇蹟 :

在古代就有列出重要遺產地的

想法，古代希臘人所指的世界

七大奇蹟是：

●

●

●

●

●

●

●

這 7 個位在地中海的奇蹟，現

僅存埃及金字塔，其他 6 個都

已消失，世界遺產的保存更是

刻不容緩。

這件物品是什麼？

為什麼它對你和你的家人來說很重要？

你們為什麼要珍惜保存它？

假如你們想把它保存好並傳給後代，你們必須

做什麼？

埃及的金字塔

巴比倫的空中花園

土耳其以弗所的亞底米神廟

希臘奧林匹亞的宙斯神廟

土耳其哈利卡納蘇斯的摩索

拉斯王陵墓

希臘羅德港的太陽神銅像

埃及亞力山大港的燈塔

貳、世界遺產潛力點在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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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遺產公約

    在拯救阿布辛貝神廟的直接影響下，1972 年，在法國巴黎召開的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簡稱世界遺

產公約）。這個公約是第一個國際官方文件，規定我們迫切需要認識和保

護具有顯著普世價值的、不可替代的文化與自然遺產。

    為了執行《世界遺產公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再編訂《作業指南》，

由世界遺產委員會決定哪些遺產可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菲律賓馬尼拉聖奧古斯汀教

堂的世界遺產標誌 ( 駱怡

璇提供 )

   小視窗 
世界遺產標誌：

中央的正方形是人類創

造的形狀，圓形代表自

然，兩者緊密相連，象

徵自然與文化遺產應是

相互依存；圓型的標章

代表我們的世界，保護

的象徵。

（三）世界遺產的登錄標準

    世界遺產可分成：自然遺產、文化遺產、複合遺產等 3 類。登錄標準如下： 

第一項

是代表人類創意與天賦的名作。

第二項

可藉由建築或科技、偉大藝術、城鎮規劃或景觀設計的發展，展現某一

段時期或一世界文化區域內，重要的人類價值觀的交替過程。

第三項

某一種文化傳統現存或消失的獨特或特別證明。

第四項

是一建築類型、建築或技術綜合體或景觀的傑出典範，訴說人類歷史中

的重要階段。

第五項

是傳統人類居住、土地利用、或海洋利用的傑出典範，代表了一種的文

化 (或多種文化或人類與環境的互動關係，特別在不可逆轉之變化的衝

擊下顯得脆弱 )。

第六項

與具有傑出全球重要性的事件、現存傳統、觀念、信仰、藝術與文學作

品有直接或明確的關聯 (委員會認為此項準則最好與其他準則同時配合

使用 )。

第七項

包含最頂級的自然現象或具有特殊自然美景與美學重要性的區域。

第八項

是地球歷史中重要階段的傑出代表範例，包括生命紀錄、地貌發育重要

且進行中的地質作用或重要的地形、地文現象。

第九項

對於陸域、淡水、海岸與海洋生態系和動植物群演化發展而言，足以代

表進行中的生態和生物作用。

第十項

就生物多樣性現地保育而言，包含最重要且最有意義的自然棲地，特別

是那些在科學或保育上具有傑出全球價值但面臨威脅之物種棲地。

文化遺產

自然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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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世界遺產的競爭力

（一）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的評選

  臺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無法簽署《世界遺產公約》，但是文化部依

據該公約的規定，從 2002 年到 2014 年間，選出臺灣 18 處具有世界遺產的

潛力點，期望讓全民重視臺灣擁有的資產，同時也讓臺灣文化資產保存的工

作與世界同步。其中，新北市淡水區以「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

為名，被列入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

（二）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

    「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符合兩項世界文化遺產的標準。

  淡水原有平埔族凱達格蘭人居住，歷經西班牙、荷蘭人統治，漢人入墾，

開港通商與日治時期各階段的發展，成為西方與日本文化進入臺灣的門戶之

一，傳入西方與日本的建築、宗教、醫療、教育，其中以建築與人的活動影

響最深遠。

    這些建築群有特殊的分布，分別是：(1) 河岸：商業、運輸設施、醫療

設施及洋行或倉庫。(2) 高地：行政機構、住屋和防禦設施。(3) 防禦設施

的後方：教育、宗教設施和墓園，形成特殊的建築群風格。

    此外，這些建築群在建築技術及建材選用上，充分展現不同文化相互交

流的成果，具有殖民地樣式風格，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第二項認定標準。 

  淡水開港通商後，西方傳教士進來宣教，聘用本地的工匠建造西式建

築，如淡水禮拜堂和理學堂大書院，促進了建築技術的交流。另外，西方人

主要居住在第二崗，與淡水居民形成明顯的區隔，日治時期延續此一現象，

呈現出特殊的聚落風格，這是有形的部分。

    在無形的部分，隨著大航海時代的歷史進程，歐、美國家向東方發展，

基督教的宣教，到日治時期的近代化，都與淡水居民的教育、醫療、衛生觀

念、商業行為、藝文活動及宗教信仰有明確的關連。

    基於以上原因，與第二項規定相互參照之後，「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

史建築群」亦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第六項認定標準。 

「淡水紅毛城及其周遭歷史建築群」建築分布圖 (黃瑞茂提供 )

高地：行政機構

淡水紅毛城

滬尾礮臺
真理大學

河岸：商業及運輸
淡水海關碼頭

淡水河

福佑宮

防禦設施的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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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淡水世界遺產的範圍界定

  《世界遺產公約實施作業準則》規定，申報世界遺產的地區需列為核心

區，嚴格管控以防過度開發或破壞，核心區周圍地區應設立緩衝區，並提供

必要的保護，以限制周圍環境的利用與開發。

1. 核心區：分成 3 個範圍

（1）

（2）

（3）

2. 緩衝區 

    主要包括淡水市街區周邊的 5 個山崗所圍出來的空間。東起鼻仔頭所在

的山丘，從山頭上的聖本篤修道院到河岸邊的鼻仔頭為界。北側到鄞山寺為

界，以中山路、文化路與淡水河所圍起來的淡水舊市街為範圍，並與 3 個核

心區串聯在一起。西側從滬尾礮臺往西側擴展，可以涵括清法戰爭滬尾古戰

場城岸遺蹟，延伸到公司田溪與海洋之交界處。

（四）世界遺產近期趨勢 

    近年來世界遺產的審查日趨嚴格，因此單一建築或遺跡的申請越來越困

難，新的方式則是以跨國家、跨區域、共同主題的群體式申請登錄《世界遺

產名錄》。

    以臺灣目前的國際關係，群體式申請登錄是臺灣爭取申請最好的方式。

所以，充分了解我們世界遺產潛力點的特色，以及與外國世界遺產的異同，

將有助於我國申請《登錄遺產名錄》。    

第一部分：在五虎崗的第二崗，以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為主

要範圍，包括埔頂與馬偕街所在的街廓，到淡水河河岸邊。涵蓋馬偕的

主要活動範圍及開港時期主要的洋行活動地區。 

第二部分：在五虎崗的第一崗，以滬尾礮臺作為主要範圍，與清法戰爭

有關，包括礮臺、球場與油車口一帶。 

第三個部分：以第三崗上緣崎仔頂與下緣的福佑宮為主要範圍，是早期

漢人形成市街後的主要活動空間。

核心區緩衝區

淡水世界遺產潛力點核心區和緩衝區的範圍 (黃瑞茂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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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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