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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序

文化源於生活的淬煉，而知識的傳承與累積是

傳遞文化薪火的根基，透過梳理礦業文化脈絡並發

揚礦山知識與研究，我們得以走進水金九地區歷久

彌新的礦山記憶與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之中。

礦山開礦至今已逾一百二十年，金礦業的發

展除了見證產業發展的枯榮，也孕育出水金九地區

多元且獨特的文化紋理。黃金博物館以年為期發表

學刊，六年來已累積逾四十篇來自各領域的專業文

章，收錄多元觀點的詮釋和創見，為礦業山城挹注

豐厚的學術能量。

今年，《黃金博物館 2019年學刊》廣納國內

外學者專家大作，收錄有關地質科學、金屬工藝、

文化資產、礦業史等專業論文篇章，透過詳實的筆

觸，從歷史脈絡中傳承史實，剖析現況，藉此紀錄

並發揚礦山文化，以增進各界對水金九地區的認識

與關懷，延續礦山與當代生活的連結。

期盼這些珍貴的學術資源透過專刊發行，成為

傳承礦山記憶的累積。本局未來也將持續帶領文化

團隊，以山城既有的文化脈絡為基底，致力於活化

並保存水金九在地「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資產，

再現礦山風華。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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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序

本館自 2012年發行《黃金博物館學刊》以來，

便以匯聚水金九學術能量、發揚礦山地方知識學為

已任，期盼透過學刊的發行向社會大眾傳遞礦山

文史知識並厚植文資保存概念，迄今已發行至第 7

期，其中收錄內容多元豐富從工業文化資產保存、

博物館管理、礦山歷史與記憶、礦物地質學、金屬

工藝技法與賞析等等，對於地方學術資料的整合與

蒐羅，成果斐然。

本期《黃金博物館 2019年學刊》邀請礦業史

學家唐羽先生、長年研究水金九地區文化景觀的琉

球大學波多野想教授、臺灣當代金工的重要推手國

立臺南藝術大學王梅珍老師、嫻熟水金九在地礦物

與地質學的黃克峻老師等多位學者專家賜稿，並

向各界徵集大作，經反覆審查最終刊登專業文稿 5

篇。

讀者可隨唐羽先生一窺日治初期至大正中期，

水金九地區礦產與礦權的發展與演替；透過波多野

想先生的分析思考水金九文化景觀面臨各界挑戰的

因應；從王梅珍老師的詮釋感受錫工藝的美學與價

值；藉黃克峻老師深入淺出的講解認識金瓜石礦物

與地質的奧秘，並藉瓜山國小的百年校慶一窺水金

九地區的教育面貌。期盼藉由學刊的發行，為水金

九地區提供累積知識的平台，並使地方獨特的礦業

知識學得以發揚、傳承，也感謝所有學者專家賜

稿，讓本刊更臻豐富。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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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的歷史與金瓜石礦山的興替 (中 )
The History of Gold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inguashi Mine 
(Part II)

唐羽
礦業史學家

目  錄
十五、日據初期基隆金山的調查與礦區之劃分

十六、釜石礦山少東田中長兵衛之成為礦山主

十七、金瓜石的地名、山名與歷史之探討

十八、金瓜石礦山的開山與請負制度之出現

十九、從明治開礦到明治末葉的經營與轉變

二十、大正中金瓜石的繁榮與中末期之衰退 (上 )

廿一、大正中金瓜石的繁榮與中末期之衰退 (下 )

15. Survey of Jinshan, Keelung, and division methods 

for mining claims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6. Kamaishi Mine Tanaka Ironworks' founder Tanaka 

Chōbei being granted mining rights for the mining 

field in the Jinguashi Mountain Area

17. Investigation of place name, mountain name and 

history of Jinguashi

18. Mine opening of the Jinguashi Mine and the 

emergence of contract system

19. The management and changes of the Jinguashi 

Mine in the Meiji Period after its opening

20. Jinguashi’s prosperity in the middle Taisho Period 

and its declin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isho Period 

(Part I)

21. Jinguashi's prosperity in the middle Taisho Period 

and its declin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isho 

Period (Part II)

十五、日據初期基隆金山的調查
與礦區之劃分

日人之依中日＜馬關條約＞領有臺灣，係自

光緒廿一年 (一八九五 )夏曆五月六日，其人於澳

底登陸歷經十九日，在臺北府城設立臺灣總督府，

宣布施政，易紀為明治廿八年之陽曆六月十七日而

始。

日人統治臺灣在北部而言，生計最先受到影

響者為時在基隆河從事採金的淘金人，以及時稱

「瑞芳產金地」的九份山區的採金人。關於基隆河

沙金的發見，如前文所述：原應歸功於甲午戰爭尚

未發生時的光緒十六年 (一八九〇年 )夏天，一班

曾經去過加州的路工。1但部分後來的日籍礦業官

僚，卻認為這是第三次的發見云，且將首次的發

見，推於古代在臺的日人，而第二次為荷蘭人，是

以去過加州的路工，已屬第三梯次之發見云。2吾

人雖是姑罔聽之而已，卻也顯示其人之對歷史事象

常抱酸葡萄心態。

1　唐羽著＜清光緒間基隆河砂金之發見與金沙局始末＞，《臺灣文獻季刊》第卅六卷第三、四期合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發行。
2　日高橋春吉著＜臺灣の金礦業に就て＞，見《臺灣礦業會報》第一七四號頁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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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嚴格而言，日人之擅於採金，精於探金，原

亦學自中國，卻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地凌駕於中國，

而依《周禮》，名探金人為「山師」，或因其領土

多處火山地帶，礦藏特多，對於礦脈之學；有其精

邃獨到使然。當同治十三年 (一八七四年 )，日人

以宮古島人被殺為藉口，出兵攻打牡丹社時，別勤

隊即由時任海軍大尉的兒玉利國率領，銜命將登後

山岐萊等處，遇風船破，至於產生極複雜的外事交

涉，事傳清廷，時之山東巡撫文彬即認為：此項日

本之「有事生番，未必不因臺灣後山；金沙溪可以

淘金而往。」至一再上疏朝廷，務須提高警覺。3

復其後，日方的間諜又偽裝成游方僧人，在臺

灣托缽名「日本和尚」事，夙傳民間口碑以外，基

隆廳地方之發見金礦事，亦已見其國之《日本礦業

會誌》。祇是，此一重大的發見，是否曾加速其人

南移之腳步，在此不及討論。但上述兒玉利國在領

臺後，已自海軍少將之位退休，且以其與首任總督

樺山資紀的特殊關係，受任臺北縣知事，次轉職為

總督府民政支部長，極為活躍。4

總督府在是年九月間，即公布＜臨時礦業規則

＞，規則中雖允准從前的礦業人，繼續在其所從事

的礦區執業，但「金」之採取，並未包括在內。由

是，從前的採金人為生計所迫，通過地方仕紳向日

方陳情，總督府也為安撫而計，旋則委由時任日人

通譯的艋舺人蔡達卿，訪問金寶泉五商之一的士林

人潘成清等，對於基隆河的採金方式也有了初步掌

握。次由總督府由日聘來的礦業家橫山壯次郎綜合

其他礦物形成臺灣產業調查錄。對於當地採金人的

企求也有了瞭解，於是設立砂金署於瑞芳，自十月

三日起，仍仿清人之制准許臺人頒牌採金，事實仍

屬一時權宜之計，因及是年年底即以地方的抗日復

起為由，宣布將自次年 (一八九六年 )一月起，仍

復行嚴禁採金，砂金署也宣布關閉，概見日人對於

此間之金已有另外打算。5

繼而自明治廿九年 (一八九六 )二月三日始，

即由其本國聘來精於地質礦藏的石井八萬次郎等四

人為雇員，形成一個調查小組；6外加砂金署的派

員協助，瑞芳守備隊與警察署之派兵員擔任保護工

作，乃至雇用臺灣人為工役之多方配合，進入山區

冒著寒冷的二月春雨，首尾僅費三十八天，進行包

括基隆河砂金區以及瑞芳、金瓜石二礦山在內的相

關地質礦藏之探勘。至五月間，先後各署所負責範

圍，極深入的調查報告，復命總督府，即為前述產

業調查以外，首次的基隆產金區之地質礦業調查。7

石井等人的報告，對於探勘所及各河段與山區

之土名地場，疑因有了橫山壯次郎的調查為參考，

以及軍警的協助均能明確與精細靡遺的指出與記

錄，再如其土名中之在以往未見於典籍之如金瓜石

山、獅子石山、內九份溪、金瓜石溪、外九份溪、

南子吝等，莫不與後世的地名，絕少落差，更使人

知其所投入之用心，難禁讚嘆之外，疑亦有受雇的

人伕或翻譯在提供。

蓋由，石井等人所提供出＜調查復命書＞而

觀，雖屬首次調查，其就當年而言，尚乏任何相關

於此一地區的礦業文獻可資援引年代，其能以斯有

限時間，正確而深入地判斷出出產黃金的「瑞芳金

(礦 )山」與「金瓜石山」，在地場上雖是相距咫

尺而已，論其實質卻勿論於礦脈的形成，礦藏的內

容，乃至金礦的化學成分，均由不同原因的地變所

3　唐羽著《臺灣採金七百年》＜清代篇＞頁七一，民國七十四年，財團法人臺北市錦綿助學基金會發行。
4　參見《臺灣總督檔案》中譯本第九冊頁六二四兒玉利國＜勳勞明細書＞。
5　同上著頁六四一 橫山壯次郎＜明細書＞
6　同上著中譯本第八冊頁五一〇
7　臺灣總督府雇員石井八萬次郎著《礦山視察復命書》明治廿九年六月廿三日，見中華民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藏臺灣總督府例規類
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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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一事，做出深邃論斷，對於今後的設採、經營

管理諸方面之考慮，亦就調查所見，提出其極具體

之建言，以盡探勘之責，亦使人窺見任事之精勤與

專業。

毋奈，就官方而言，似乎有其另面的考慮，

既有官商關係之運作，藩閥之干涉，須於此中做利

益分配。＜復命書＞提出前後，臺北城嘗受抗日軍

的攻擊，殖民政策既不順利，日政府為使由日皇所

親任的臺灣總督，在臺施政方面能更加順利運行，

達成徹底征服，竟以法律六十三號，公布一項「委

任立法制度」之所謂＜六三法令＞者，與總督得以

更專權處理臺政以外，次及六月間，又認為「臺灣

通」的樺山資紀，一年來所主持的反抗鎮壓，施政

基礎，已有了穩定趨向，而將樺山調回日本，使其

進入內閣，次於六月二日改派由陸軍中將桂太郎來

任臺灣總督。

桂太郎出自其國維新後的最大藩閥長州，且為

十足的武人，卻畢生熱中於政治而八面玲瓏，雖是

拜命臺灣總督，其任期僅歷百又三十四天，凡一切

重要措施均由民政長官水野遵居臺施行。至於本人

又在同年 (一八九六 )年十月求去，改由出身同藩

的乃木希典接第三任後，一路青雲直上的出任陸軍

大臣，且三次組閣為總理大臣，成為最具權勢的武

人。從而，歷經探勘調查，接受申請礦區分割與礦

權設置，也均在這位桂總督之最後任期完成，且分

為二個礦區云，至今仍留下頗多未解之謎，容於下

文討論。

十六、釜石礦山少東田中長兵衛
之成為礦山主

日明治廿九年 (一八九六年 )六月，桂太郎繼

任臺灣總督，方其赴臺之際，又適攻臺以來將滿一

年之紀。初於馬關議和席上，硬軟兼施，壓迫清廷

代表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日相伊藤博文亦將

以臺灣事務局總裁的身分，渡臺巡視與參加六月

十七日，在臺灣舉行的施政周年之慶，因又另邀當

年領兵攻打牡丹社的主帥西鄉從道偕行；8斯以桂

太郎的來臺履任，毋異上有長州閥的伊藤首相，以

及來自薩摩閥的海軍元帥西鄉的背書而極壯行色之

外。至其在任時間雖短，重大決策，仍由其寓居東

京，遙控坐鎮臺北城的水野聽命放行，論實質當無

異桂在在執行。

桂太郎在任四個月又餘日的施政，臧否如何，

非本文之將討論，唯就當年最受其國實業界所注重

的礦業而言，即前面已提，石井八萬次郎等人的＜

復命書＞於六月下旬提出之後，其先新總督既已上

任，總督府即以加速運作，由礦物課長沖龍雄，轉

呈殖產部長押川則吉，上呈總督代理。次八月間，

設立礦區稅；九月七日發布＜臺灣礦業規則＞於十

日施行。藉口將力謀整頓臺灣之礦區為名，實則將

藉此以確定各產金區之礦權，以及開放任人申請設

為實。

因此＜規則＞內文多達三十二條，在割臺甫

定之際，就當時的社會狀況而言，臺籍人應該很難

看到以外，其第三條又規定云：

經營礦業只限於日本國民為之；只限於日本

國民方能為礦業會社或礦業團體之董 (理 )

事或其股東。

然則，由此「日本國民為之」的六字，已明

顯將臺籍人摒除資格於之外。

8　黃昭堂著《臺灣總督府》頁六二＜桂、乃木總督＞參閱。日教育社歷史新書＜日本史＞一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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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其先＜馬關條約＞之訂時，條文第五條

嘗有「割臺後二年內，臺灣人可自由選擇其國籍」

之規定。但臺籍人在當年而言故國情深，一時猶抱

觀望態度；況乎，二年的期限尚未屆滿，寧有甘心

易籍為倭國順民之理，斯以國籍問題受到牽制；再

就石井等人的＜復命書＞而觀，其上面凡提到臺籍

人時莫不以「支那人」為稱，輕視之心態且不論，

「支那人」自非「日本國民」，又有何資格可稱。

但就具有資格的日本國民而言，上述＜規則＞

公布之地點在臺灣。公布之日為日曆九月七日，施

行之日為三日後的初十日。依日人之凡礦區申請，

立於法理上為彰顯公平起見，又有所謂「順序優先

權」規定，已先提出者為優先。但是，現存《總督

府檔案》中的＜礦業規則＞，勿論原稿、譯稿乃至

定稿，均於第一條云：

礦物 (金ヲ除ク )，採掘及之：附屬スル事

業ハ當分ノ內從來ノ礦業人及採掘區域二限

リ之ヲ許可ス。9

易言之，不難看出「金ヲ除ク」之四字，已將

金礦之採掘申請，排除於此一公布之外。其次，於

第二條又規定云：

二人以上，礦業人同區域內ニ於テ採堀ヲ為

ストキハ總代一名ヲ選定，其名義ヲ以テ出

願スへシ總代ノ選定ハ各礦業人ノ連署ヲ以

テ地方官二屈出へシ。

易言之，由最後的「地方官二屈出へシ」之八

字，已充分說明「申設許可」之提出，須向礦區所

9　臺灣總督府例規類鈔＜礦業規則＞日令第九號 頁二一一，並見＜礦業規則發布 1件＞附譯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

10　同上註。
11　礦接第二號＜金礦採掘許可願＞藤田傳三郎、田中長兵衛金礦採掘許可 1件。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在之地方官吏提出，而後逐層轉呈於許可當局這一

嚴格之規定。

從而，九份山與金瓜石山的產金，既在時之臺

北縣基隆支廳所轄，從而欲為此區域的＜金礦採掘

許可願＞，均需向基隆支廳提出，轉臺北縣知事，

上呈臺灣總督府裁決。

但令人稱奇的是，當年的基隆產金區二礦山

之礦權申設，卻由遠在其本國，居於大阪府的合名

會社藤田組社長藤田傳三郎，以最先提出申設許可

願，獲礦接第二號登記；居於東京市京橋區鉗屋町

的平民田中長兵衛亦於同日稍後提出，是為礦接第

一號登記。10復其後，纔有田中市兵衛，澁澤榮一、

森岡昌純、淺野惣一郎、石田庄七、賀田金三郎與

久米民之助，或本人或由代理人等多達八人，殆為

時已在臺，準備揚一旗，殖民地的日人提出者。11

考其身分，前面的田中市兵衛等三人，身分待考以

外，淺野惣一郎疑與時稱「淺野水泥」的淺野總一

郎或為兄弟關係，石田庄七與久米民之助僅為石炭

業者，賀田金三郎則原為藤田組員工，來臺灣係受

僱於大倉組為支店長，正準備分享殖民之利而已。

唯就田中長兵衛與藤田傳三郎來說，雖是在

其本國有其來頭，實則，尚未實際創業於臺灣且不

論，其＜金礦採掘租借許可願＞之提出，均由代理

人在臺提出，申請者本人居於日本，從中操作。此

中，若非預先獲知公布之事在先，寧有如此得佔先

機之理。

如此，在申報形式上，既由時之基隆支廳歷

經臺北縣知事橋口文藏上呈臺灣總督府後，至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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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月初八日，期間僅歷廿二天，即由總督桂太郎

署名，將藤田傳三郎之礦接等二號申設許可證，

改為「礦業一號許可」，持九份庄九份溪外五土名

之地，一百八十三萬九千二百九十一坪，內含金、

沙金、石炭之礦區在內，將租借權許可與大阪藤田

組之藤田傳三郎。次於十月廿六日，以礦第二號許

可將金瓜石庄金瓜石山外四土名之地的租借權，

二百一十九萬八千四百坪，仍含金、砂金、石炭礦

區在內，許可與田中長兵衛所有。12

問題是總督府之持此二礦區，發與藤田組與

田中長兵衛時，身為總督的桂太郎本人，已於十月

十四日之前由於準備後日的進入內閣，預做佈置而

毫無心於臺政而自行辭職，致內閣在不得已之下，

由陸軍大臣大山巖與次官兒玉源太郎取得共識後，

強邀征臺時去過臺灣的乃木希典，接為第三任總

督。13 14祇是，乃木因家眷的關係，直到十一月初

才能抵達臺灣而已

從而，上述二礦區的核發許可，恰如臺諺所云：

「近溪搭無船，遠人控渡公」地，在此一先後任總

督的空窗期，被不在臺之申請者藤田組與田中長兵

衛所得，而可窺其「內線交易」與「搓圓仔湯」的

成分十分濃厚以外，更為政治野心家長州閥的桂太

郎，指示在臺的水野遵從中所執行的「黑箱作業」

所成就。

至於，獲得二礦許可的藤田傳三郎與田中長兵

衛，以其在此後將為此間礦山之主，臧否與否，無

關緊要，且容略作提及。

藤田傳三郎，其先長州荻市人，父名常德，世

為製醬為業的町人，傳三郎為常德第三子，生於其

國天保十三年 (一八四一年 )。文久三年 (一八六三

年 )，彼國倒幕之聲風湧而起時，長州藩士高杉晉

作組奇兵隊相應，傳三郎年二十三亦以相從。至明

治維新成，列陸軍御用逵，二年 (一八六九年 )，

創藤田組於大阪高麗橋，籌資六萬元與長兄鹿太

郎、次兄久原庄三郎擴充事業，又風雲際會地遇到

明治十年 (一八七七年 )的西南之役，投入軍需生

意，獲得龐大利益，列一大政商。其後，雖涉入井

上馨主持的偽鈔事件，惟判無罪，事業更為壯大，

凡所從土地、農林、開拓海埔地、抽生絲與築鐵路

諸投資或開發，均由傳三郎主持。十七年 (一八八四

年 )，投入礦山經營，至擁有多處金、銅礦山，至

成關西財界巨擘，數獲敘功。更為長州閥軍政要角

伊藤博文，山縣有朋諸人的政治資金支持者，凡事

自有上述二大元老背書，許可與一處新得殖民地的

礦山，給予第一號也是一種鼓勵與面子，寧有忌憚

之理。15 16 

次就田中長兵衛而論，其人雖出平民階層，第

一代長兵衛時，已因從商為薩摩藩的島津家之御用

商人，明治維新之際，又知遇於薩摩閥的大久保利

通，西鄉隆盛諸人，至明治三年 (一八七〇年 )，

會遇政府將釜石售予民間，獲得的田中家乃將之更

名為田中製鐵所，遂成日本首一礦業家，第二代長

兵衛即為老長兵衛長子，生於安政五年 (一八五八

年 )，初名安太郎，及長能上承其父的經營。當中

日甲午之戰時，安太郎能運用其家資源，力主從

事銅之生產，提供軍需而外，又組織鐵長組，提供

軍需，源源供應前線，繼而其國獲勝，馬關議和與

12　同上註文件。
13　日松田十刻著《乃木希典》頁二四八，PHP文庫二〇〇五年一月。
14　日三木岡道夫著《兒玉源太郎》頁二〇八學研M文庫 二〇〇二年八月
15　唐羽撰《臺灣礦業會志》卷十人物篇 日據列傳藤田傳三郎，頁七五〇。民國八十年十月中華民國礦業協進會。
16　日樋口尚樹著《日本の近代を招いた荻の產業人脈》＜藤田傳三郎＞。二〇一二年一般社團法人荻のものがたリ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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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臺成為定局，並襲父名為第二代長兵衛；攻臺之

後，又親自渡臺調查金瓜石山，認為值得爭取。臺

灣總督府之將第二號許可，酬予其功於田中家，也

是順理成章，勿論長州，勿論薩摩，寧有反對之理。

17 18

然則，基隆金山二礦區亦就於此定局，成為

藤田傳三郎所主持的藤田合名會社，以及釜石礦山

的老田中長兵衛之子二代田中長兵衛個人所有，命

名田中組金瓜石礦山。於是二者於其間，各派其所

屬，認為最可能將此瘴烟蠻雨之鄉的金礦山，進行

順利開發的旗下要員來山主持。由此而見，二代長

兵衛雖為明治維新時，新興富家之二代少東，對於

金礦之投入，仍持審慎態度。

十七、金瓜石的地名山名與歷
史之探討

如前所述，基隆廳下二處礦區，既經當權者的

臺督核准與其國維新以來，具有貢獻的新興二大家

族分別擁有，各自派員開山。先是九份山為主的藤

田組部分，即以其礦位在時隸臺北縣的基隆堡之瑞

芳近鄰而名「瑞芳礦山」；位次以東的金瓜石山部

分，則以就山名、地名而名「金瓜石礦山」，且行

開山，似是當時的命名依據。19

但此一就地的命名方法，時至今日，非但使

研究礦業史與地名人士，乃至居於金瓜石地區的父

老，直覺存在眾多疑問或矛盾者，即為此中的依據

問題。

蓋上述二大產金區的分布所在，前者瑞芳礦山

的「第一號許可」係批明「九份庄九份溪外五土地

名」之地為其核准範圍。但此五土名之地，今若詳

細加以觀察，其地場不但均在金瓜石地區極西邊緣

的外九份溪以外之地，其分佈若依據藤田組在臺代

理人向總督府提出的說明，位置係在「臺北縣基隆

堡九份溪、大粗坑、小粗坑、大竿林及焿仔寮」之

五土名地區之內云。20今若闡釋其意，應係自 (外 )

九份溪到大小粗坑，還包括大竿林及時名土地公

坪，暨其迆邐而下的循胡四坑，以及坑畔到八號坑

之地，以至焿仔寮的十號坑之地域均其範疇。於

是，見於當時的疆域資料，除了大小粗坑以外，日

人均將之置於大字焿子寮之下，下並未置小字，而

街庄名則稱為「焿子寮庄」，民間或見於媒體之文

字，在習慣上，另謂之「九份」成為公私不一之現

象。

至於其次之金瓜石礦山部分，其區域之分布因

坪數較大與廣闊而跨越上述的金瓜石山以外，在區

域內而言，係概括當時的樹梅坪全部，以及名為九

份庄半屏山 (獅子石山 )部分，凡外九份溪之東，

基隆山之南均屬之。易言之，其礦區除跨越區域以

外，主要部分係分布在區域內三條溪流的內九份

溪，金瓜石溪、外九份溪的流域之內，其總稱又名

為九份庄，或內九份庄。

祇是，上述「九份庄」（「庄」字時或書為

「莊」）這一地名的命名依據，應該是取意自地有

「九份山」而來，是以見於明治卅一年 (一八九八

年 )以後之官方資料亦均作「大字部分」，下仍未

置小字而街庄稱亦謂之「九份庄」。無奈，民間

的稱呼，似乎受自礦山名的影響，久而以「金瓜石

山」、「金瓜石」取代，成為名實互為矛盾之結果。

17　(一 )同前註十四田中長兵衛頁七五三。(二 )日五十嵐榮吉編《大正人名辭典》第四版頁二八一田中長兵衛參閱。一九九〇年日
本國書センター。

18　未著撰人《釜石製鐵所七十年史》參閱，昭和三十年，富士製鐵株式會社釜石製鐵所發行。
19　臺灣總督府例規類鈔＜礦山命名ニ附屬＞。見同前註九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2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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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上述的九份或樹梅坪，獅子石山以及半

屏山，乃至金瓜石之命名，除了金瓜石以外，均是

有其歷史依據可循的。筆者於近年出版的《臺灣歷

史集成》一書中，找到一紙咸豐十一年 (一八六一

年 )，當地人陳紅慶所立＜杜賣盡根田契字＞，文

中曾詳提地名而云：

杜賣盡根田人陳紅慶，有自置水田山 埔地

壹所，坐址土名九份 ，東至獅仔石大橫山 

分水為界，西至大溪陳家為界，南至樹梅皮

腳黃慶反水為界， 至橫山 尾透大溪為界。

四至界址分明，併帶大溪小坑圳水，通流灌

足，以及竹林、樹木、菜園、禾埕、厝地、

餘埔、孔地水溝、湳窟，壹應在內。今因欲

銀別創，願將此業盡行出賣，先問房親人

等，不欲承受，外托中引就與游二南兄弟等

前來出首承買。

當日，仝中三面言定，時值盡根佛面銀捌佰

大員正，即日立契兩相交付其盡根價銀，仝

中交收足訖。其田併山林埔地等業，隨即仝

中踏明界址，交付買主前去掌管，任憑開闢

築埤、開圳、收租納糧，永遠為業。

保此業係慶自置之業，與房親人等並無干

涉，亦無來歷交加不明，以及重張典掛他人

財物等情。如有此情，慶出首一力抵當，不

干承買人之事。契明價足壹賣千休，四址之

內寸土不留，即墾成美田，價值萬金，俱係

承買人之業，與賣主無涉。日後，己身以及

子孫人等，永不敢言贖，亦不得言找情弊，

此係二比甘願，各無反悔，生端滋事，口恐

無憑，今欲有憑， 杜賣盡根田契壹紙，併

帶墾契壹紙，上手契壹紙，共參紙，付執永

遠為照。

即日仝中親收過杜賣盡根契內佛面銀捌佰大

員正足訖，再照。

代筆人：連日青

為中人：張楊、連日新

在場知見人男：順發

 立杜賣盡根田契人：陳紅慶

咸豐拾壹年歲次辛酉拾壹月 21 22

此一地契中，所述情節，在此未遑詳為討論，

唯情節所述地名，「九份寮」無疑亦則「九份庄」

之另名，抑或俗稱：「獅仔石大橫山崙」，無疑為

「獅子石山」連同「半片山」之謂，石井八萬次郎

別稱為「烏帽子岳者」；今人又為之「無耳茶壺

山」。至於「樹梅皮」，當為「樹梅坪」之走音。

況乎「陳紅慶」其人，亦另見於一紙嘉慶二十年

(一八一五年 )入墾此間之＜永佃墾批字＞，佐證

地緣之無誤。

至於清代官方典籍，其對上述地名，雖然未

見，唯光緒五年 (一八七九年 )，臺灣兵備道夏獻

綸，命余寵所測繪《全臺輿圖》，於＜臺北府淡水

線分圖六＞之上，在「燦光寮」之北，已繪有「獅

山」之地名。23所在，應屬前述地契之「獅子石大

行山崙」，而日人之「烏帽子岳」，以及今人所稱

之「無耳茶壺山」而無疑。祇是，命名礦山之「金

瓜石」一詞，終究未能找出。

但當地居民，猶有一陳氏家族，依其後人著述

21　《臺灣史料集成》載＜陳紅慶立杜賣盡根田契＞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遠流出版社。
22　劉澤民編《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集續編 (上冊 )》頁四二＜嘉慶二〇年 (一八一五年 )＜三貂社五合陞已立給出永佃

墾批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民國九十三年出版。
23　(一 )夏獻綸著《臺灣輿圖》＜臺北府淡水縣分圖六＞。見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十五種。(二 ) 《北臺古輿圖集》頁二十九＜光緒

十四年臺北府全圖＞參閱。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印，民國五十四年出版。
24　陳威廉、陳如萍、陳如茵、陳夢璋等著《懷念的故鄉金瓜石》頁九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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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其五世祖名陳明月，係於道光廿年 (一八四二

年 )，由噶瑪蘭攜子文茂，移墾金瓜石，居於金瓜

石大山峰下方，土名「石腳」者。24據傳：當年的

金瓜石一地，只有三戶人家，一戶姓黃，疑居於後

世勸濟堂左方，一戶則上述陳家，又一戶疑居於石

腳之西。祇是，此一三戶人家之說，似乎未包括外

九份溪以西，今名「南新山」部分。但在當時是否

曾有「金瓜石」之名，即在其著述中依然保持懷疑

態度。至於筆者的看法，即認為「石腳」一詞，似

乎指的是當時的居民，地處「大山峰」之下，因為

直至民國五十五年 (一九六六年 )，大山峰南側的

居民遷離該地以前，此間則名為「石尾」或「石尾

人」以與「石腳」相對稱，而對稱即由大金瓜這一

巨型石岩為中心而來。

唯當時的上述山居之人，雖距都市既遠，更

未諳採金之法，但對鄰近的大山峰而言，依然直覺

山嶂由遠而觀，從近而看，皆像一顆俗稱「金瓜」

的南瓜之形而無疑以外；復其後，直到光緒十九年

(一八九三年 )，由於採金人發見九份山的小金瓜

露頭之含金，靈感相推，看到相距不遠的九份莊，

這一更大於小金瓜的山峰，而推進探勘後，於次年

(一八九四年 )，發見此中之石英脈含有金苗，遂成

金瓜石山產金的發端。採金人又認為山峰之型，竟

然畢肖一顆巨大的南瓜之狀，因與小金瓜對稱而名

「大金瓜」或「金瓜石」，以及引來大批採金人之

擁至，乃至競傳，終成熟為「金瓜石」這一名字之

外，日人既領臺灣，並派技術人員為產金地區之調

查，撰寫《復命書》為開山準備時，技術人員的石

井八萬次郎，在進入其境而目睹此一巨大的山峰，

非但形比地標，且由雇用的工役或通譯口中，聽到

「金瓜石」這一地名，相沿成習，既登於＜復命書

＞，礦區核准後的礦山之名，亦由此而始；25久而

但云「金瓜石」或「金瓜石礦山」，而不言「九份

莊」，當為其由口傳成熟，成為地名之由因。

但礦山名字，固言如此；唯「九份」之稱依然

存在，且成為一種矛盾後，迨及大正九年 (一九二〇

年 )會遇總督府改正地方制度，始認為「往時之金

瓜石，雖是單指屹立於金瓜石山頂之岩峰者，然既

隨從礦山之開發，人煙稀少之山中，既也漸次出現

聚落，至形成現在的文化小都會等，究竟原因，當

亦因礦山之著名而選定之地名云云。」並以府令第

四十八號，通令改正，且行公布。26於是「九份」

一名，自此為「土地公坪」以西之地所專有，當為

「金瓜石」由「九份莊 (庄 )」，蛻變為「金瓜石」

之過程。

十八、金瓜石礦山的開山與請負
制度之出現

明治廿九年 (一八九六年 )十月廿六日，田中

組的第二代長兵衛，既以第二號許可獲得金瓜石山

產金區的採礦權，並就山名為此礦山命名，即田中

組自應如第一號許可藤田組所採，旋則派其旗下一

名技術人員，以及同組保礦山的所長近江時五郎，

率者一班探礦人員來臺進入礦區，迅速完成半年的

調查，踵而宣布正式開礦才對。27

但今由田中組的實際情形而觀，似乎一反上

例的直及第二年 (一八九七年 )十月十五日，才宣

布正式開礦云，事已較前者相去半年之後，是以雖

是其間的資料極缺，唯若依據當年，主持探礦調

查與出任所長的小松仁三郎，於其後數年，極為慎

重地對前來礦山視察的一位官員所作：明治廿九年

(一八九六年 )甫行來山時之＜回憶＞云：

25　見同前註七《礦山視察復命書》與＜瑞芳金山視察要報＞。
26　《臺灣礦業會報》第一七五號頁八十三。臺灣礦業會昭和八年十二月。
27　唐羽撰著《臺陽公司八十年志》卷九十一人物＜近江時五郎傳＞頁四四五。臺陽公司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八年發行。



14

我在當年，雖是率領著事務員，技師以及礦

夫等，僅由七人組成的人員來到金瓜石，無

奈，礦山猶是土匪潛藏年代，非但行動需時

時提高警覺，山中的舊坑又最適宜土匪的藏

匿，人若稍一不小心地直流連於山區，將

然，再多性命也將無法填充的，此間就是如

此危險之域。從而預計的進度既無法如期完

成，幸而，當時位在九份的藤田組礦山，已

有小型的事務所建立，因而在其山頂的下

方，建立一處臨時住處。每日由軍隊保護，

直走那一條路手指山經，來到金瓜石山。然

而如此一來，工作既未能趕上，一行人乃鼓

起勇氣，遷移到金瓜石，各自配備好步槍，

下了一旦狀況發生，即打開槍栓進行火拚的

決心。是以在當時來說，與其說是工作，毋

寧說防禦土匪較令人直費精力。但就今日而

言，金瓜石的交通道路也已完成了，唯若回

顧當年，道路既缺，到處又長著七八尺高的

芒榛，那些人就藏匿在芒榛當中，被其碰然

一槍 !也是經常有過，好在不至於受傷而已。

只是生病，卻是十分平常。28 29

由此＜回憶＞詳觀，田中組的來山，其實也未

遲於藤田組多少。祇是就情勢而論，小松口中的所

謂「土匪」，正是當年不甘於受日人統治，揭竿而

起的當地民眾，或是猶忠於清廷的散兵游勇，因為

金瓜石連接附近的樹梅坪，地場偏僻，抗日失敗，

亡命藏匿於此至被視為土匪，也是無奈。

但今若嚴肅而論，田中組的金瓜石礦山，原屬

甌脫之區，自古人煙稀少，若非稍前於山嶂上面，

發見含有金脈，至有淘金客之陸續湧入。其先瘴癘

漫滋、蚊蚋橫生，風土病由來雖免，探礦工作的艱

難，源自倍於已設有砂金分局與駐警之九份山，自

不待言。

唯對大規模的開礦而言，問題還不止於此。蓋

金瓜石既是被大基隆山與九份山等山峰，綿延環圍

之地，形勢孤立，所在封閉，其地相距最重要港口

之基隆所在，直線四日里 (15.7公里 )。所在既然遙

遠，居民原本稀少，則交通問題與開礦所需勞動人

力之外，臺灣又是日人藉武力侵奪自清廷之手者，

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互信均未建立，在此情形

之下，加上兵馬倥傯之際，運作寧有順利之理。

當時，先就交通而言，由基隆港口到達九份山

的土地公坪，進入金瓜石共有二條路線可選。一條

是由基隆先到瑞芳店所在，登上山路可抵藤田組建

立事務所的土地公坪；30又一條是由港口沿海而行

先到焿子寮 (今瑞芳區海濱里 )，而後同樣登上九

份山抵土地公坪。31

此兩條道路，先就前者而言，須由基隆港口向

東沿田寮河 (今田寮運河 )，再登上海拔三百五十

呎的深澳坑仔，之後，沿其小溪通往龍潭堵 (今瑞

芳區龍潭里 )，轉循基隆河右岸抵瑞芳店。至於後

者係沿小基隆 (今基隆市和平島對岸之八尺門 )與

八斗子，向東悉取沿海的岩盤而行，可抵焿子寮之

地。祇是，此一路徑因其沿途滾石橫陳，極為難走。

唯一旦轉過大深澳灣之後，前面卻是一個焿子寮灣

(今瑞濱油港 )天然形成，另由基隆到此亦可取道

海路，由基隆艤舟抵此。

28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頁四六八金瓜石礦山。明治卅八年三月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發行。
29　小松仁三郎＜回憶＞與北洲生之訪談。文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卅六年六月九日北洲生＜金礦視察記五＞。
30　《臺灣日日新報》＜瑞芳及び金瓜石金礦の現況三＞明治卅二年九月三十日第四二五號。
31　同上註資料 (四 )十月三日第四二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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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此兩條通路雖是互有得失，唯若採取後

者，及其由焿子寮後復沿基隆山北麓，續取潮汐帶

而行，亦可抵田中組礦區之水南洞灣，此灣論實質

雖只是九份溪口之一處弓形砂濱而已，其對金瓜石

而言，如若藉此與焿子寮之間，稍削沿山，鋪一軌

道，實為極具利用價值云云，原已見於該一年代的

媒體之論，略見金瓜石礦山在當時，已曾極困於交

通問題。

幸而如上所論，水南洞灣與焿子寮在其後年

代，不但先後扮演重要地位，水南洞與焿子寮之

間在越後數十年，且以鐵路之鋪設，非但延伸及於

八尺門，成為礦山後期的金瓜石所生產，輸日礦砂

之輸運鐵路，以及改道兼運行旅，直及民國六十三

年，濱海公路開闢，以交通當局失信於民，始告走

入歷史。

其次為勞動人口問題，蓋開礦必須依賴大批

人力，這是古今不移的常理。初田中組初來山開

礦時，如小松仁三郎於前面所作＜回憶＞之云：包

括小松本人以及事務員、技師、礦夫等，僅有七人

而已。其餘工程所需人員，雖乏資料可憑，其僅開

礦所需勞動力，必在三位數以上。但當時的金瓜石

山，若依前面已述當地人的口碑，除了道光年間的

「三戶人家」以外，要到光緒十四年 (一八八八年 )，

才有五戶農民，移居到本地的碑仔尾，蓋了五間草

寮定住下來，以耕農為業。32於是，有了五號寮的

地名，由此相傳。

至於光緒二十年 (一八九四年 )，金瓜石山嶂

之發見金脈，旋雖引來淘金客之湧入，多結茅集中

於大金瓜石或樹梅坪一帶而已。當石井八萬次郎於

明治廿九年 (一八九六年 )，進入當地調查時，即

在山嶂的東側，稍微平坦之處，看到已被燒燬的

「支那人」小屋數十間，以及彼等所開的豎坑二、

三處。由此而論，彼等當是山嶂發見金苗以後，湧

入此間的外地採金人或當地人，在日軍清剿時，或

因參加抗日被目為土匪受斬頭或受池魚之殃，逃亡

殆盡。

再則，就周圍的莊社而言，在明治三十年代，

距金瓜石最近的水南洞，焿子寮、土地公坪庄、

楠 (南 )仔吝等四小庄的人口，見於紀錄，既不過

一百五十戶而人口七百一十九人。33此中，以能從

勞動的人口，因各有本業，斯以每戶一人而計，亦

不過一百五十人而已。從而開礦勞動人力之獲得，

成為田中組最大的困擾與難題。

好在小松仁三郎是一名處事極為溫和以及思

慮深遠的初期日人，其人之出身本福島縣人，為會

津士族之後，其國安政六年 (一八五九年 )生於會

津，長於江戶，童稚時，因際幕末之壤夷紛爭，諸

藩兵起而數歷坎坷境遇，至養成進取精神。中日甲

午之役時，仁三郎因從田中家所主持鐵長組，列後

勤軍伕長，展露其領導天才，明治三十年 (一八九七

年 )五月，獲二代長兵衛提拔，被委為金瓜石礦業

所主任渡臺，主持開礦且任所長，直及大正七年

(一九一八年 )。34

仁三郎來到金瓜石時，此一山區因歷經清剿之

後，荒涼未復，一行七人雖在大批軍警保護之下，

開礦除了需用大批礦工，再而由其本國運來大小機

械、建築材料，以及用於坑內支柱之松木，均需大

批人力搬運之外，如仁三郎於前面之＜回憶＞所

提道路等，論其先務更需雇用數百名粗重的勞動人

力，而後始克完成之事。

32　參見＜勸濟堂沿革＞見該堂印行歷年《農民曆》與金瓜石民間傳說。
33　日土屋重雄著《臺灣事情一般》＜戶口＞頁二〇〇。日明治卅年景印本，成文出版社印行。
34　(一 )同前註《臺灣礦業會報》第九十八號頁三十八。(二 )唐羽撰《臺灣礦業會志》卷十＜人物志＞頁七五四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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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地人聽說大批攜帶武備的軍人和警務人員

到來，已自紛紛逃避，那敢出首面對，斯以在此情

形之下，經由憲警攜來一名居於九份庄，名黃從的

貨郎，經過通譯，硬軟兼施的令其叫來工人，為日

人效力，施以報酬為約。黃從其人雖為亂世下之一

貨郎而已，家有兄弟五人，從屬長，其二弟羅成，

且於二年前，參加過小粗坑的抵抗日軍，被以「土

匪」之名，斬首於瑞芳，且引來日軍之清剿九份庄。

35家卻有一賢母周氏，嚴訓不必畏懼來者，因自此

受約於日人，以其一向從事貨郎，販賣什鈿，穿庄

越里的廣大人際，到處招來周圍農村的剩餘人口，

加入田中組礦山的苦力工作，雇主田中組即畀從以

鼓勵之意，每名苦力以人頭為計，約二成之利，久

而獲得礦方之信任，至擁有「苦力頭」之名，至明

治卅三年 (一九〇〇年 )，在其手下的苦力，即達

三百三十人之多。36

因為時之田中組也認為「弓形」的水湳洞灣，

雖非成型的港口，但在風浪平靜時停泊船隻於外，

卸下開礦所需的機械於艀艇，尚為可利用之最近海

灣，旋則，築倉庫於海濱，成為金瓜石與水湳洞間，

四公里道路勢在必闢而外，又有通往土地公坪，接

往瑞芳庄或焿子寮灣的人行道需要開築，均須寵絡

當地人，以便得其誠心協助，於是黃從家族遂以此

獲青睞於田中組，形成制度為金礦山首代之苦力頭

(coolie)，而日人謂之「飯場長」，其所承部門名謂

「清負部」，其所部又下分為採礦與坑內運輸，以

及坑外之運輸部門，家族也以此繁榮，並以其對宗

教之信仰，建立金瓜石勸濟堂，成為一方巨紳。

十九、從明治開礦到明治末葉的
經營與轉變

明治三十年 (一八九七年 )十月十五日，由於

小松仁三郎的努力，田中組的金瓜石礦山宣布開

礦，成為二代長兵衛投入礦山業之始，也是原屬蠻

煙瘴雨的金瓜石進入現代化開端。當年，礦山的含

金礦脈，因置重點於聳天而起的大金瓜山嶂，而金

瓜石地區尤其平坦之地有限，初期的礦山事務所，

即設在大金瓜山嶂的北麓，亦則其後命名為山神脈

的岩嶂下方，坡地平緩，自此相沿而下，礦山雖經

多次換主經營，也都以此為運營中樞，直及運營

九十年之後，礦山因蘊藏採竭走入歷史，也都如

此。

田中組之於金瓜石礦山，因係初次之投入，

凡經營不若藤田組之嫻熟於經驗，其在運作方面自

十分慎重的在金瓜石之礦業所，將全部業務先分為

外勤與內勤兩部分，外勤部分，分為採礦、運礦、

精煉、營繕之四課，內勤部分即分為六課而有總

括、庶務、會計、倉庫、酒保、醫務之分。37職員

部分即統計僅有卅五名而已，部分來自田中組本

店，部分為本礦山所聘，但無論其屬何方，以此人

數而荷二百萬坪礦山之運作，可見責任之繁重。

其次為礦場，田中組的初期礦場，主要在大

金瓜之山嶂，當時的大金瓜山峰，其海拔之標高若

依紀錄，高達六百六十公尺而較後世超越八十公尺

以外，其圓筒型高峰又以百公尺的直徑，畢肖南瓜

之型地聳天而立，可見其宏偉與壯大，無異金瓜石

之地標。斯以勿論後世的看法如何，田中組能以土

名的「金瓜」是取，名之為「金瓜石」云。再以「金

瓜石」為礦山命名，也是再好不過的命名，今人若

有疑問，也不必太過認真。

35　同前註二十四。按是書「盧成」為「羅成」之誤。
36　吳文宗主持《一九四二年金瓜石事件受難者及關係人之口述歷史紀錄再續計畫成果報告書》頁卅三＜黃蕊珠女士受訪＞。文化部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主辦，九份隨緣築水金九文史工作室民國一〇三年。
37　前引《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卅四年八月廿三日＜本島の金礦一班＞第九九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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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山嶂既是金瓜石山金礦脈的露頭所在，

山嶂又是在地質年代，由火山體所造成金脈上升，

火山口中夾有金脈，其先光緒二十年 (一八九四

年 )，由九份山一班淘金客向前推進而發見之後，

淘金人則迅速擁至，自圓筒型的最高處，挖開數處

豎井，淘取含金黏土，淘洗金苗，使用土法鍊金。

但田中組既是規模的準備開採，當屬規模的採法。

由是，先將山嶂命名為本山，並於山峰海拔

五百六十點五公尺處，由大金瓜母岩之東北面，以

循採金人所開一處深約百公尺的舊坑平巷向前開鑿

本山一坑而入，次於五百廿八公尺處開鑿本山二

坑、四百七十九公尺處為本山三坑，俱同向而進專

採本山礦床；38今因母岩夷平就連更低的海拔，也

因其後採用露天開採，非但遺址悉受剷平，祇存大

金瓜底部成為地質公園，供人憑弔而已。

唯復其下即於四百十七公尺處，更深入山嶂開

鑿本山四坑。39然後，由本坑中循脈發展，從各支

脈開闢切洞，採取由脈中挖下的金礦運出坑外，而

運出的工作即由人工或馬匹加上軌道完成。

除此本山各坑以外，因為山嶂的支脈新舊含

金不一，又於山嶂的周圍，續開長盛硐、排水硐、

寶生硐、樹梅硐，藉以挖取同群的金礦。40但田中

組又為考慮到取得當地人的支持，以及看到經營礦

山屬於先進的藤田組，在九份山的設採，除了公司

採用新設備，大規模而採以外，卻也考慮到擁入礦

山的採金人，除了受雇於礦業所為礦夫，即別無所

出，因開放溪流掏洗砂金；如此，非但可減少當地

民眾為生計所迫鋌而走險，或走向盜採、盜洗一

途。田中組也於開礦之後，將山嶂西北面，含金品

味較低而不符合規模開採，土名「黑肉棚」部分的

山皮金，與以苦力頭負責，藉以監督每一採金人每

日收以鑑牌料，任其自由採取黏土脈中之金，意亦

藉此取得和諧。41

此一鑑牌工作，也以因緣際會，落入苦力頭黃

家之手。誰知，其採金之地，斜坡極為壁立，第二

年 (一八九八年 )九月，因連朝豪雨，加上採者到

處挖掘，竟發生大崩山，死採金者二十人而苦力頭

的四弟羅溪，亦喪於此。但其又弟仁祥，卻於其後

歲月於此大發利市，採到富礦，至奠下事業基礎，

由此而觀同樣進入寶山，也有運氣之差異而無法怨

天尤人。

至於，礦主的田中組在此年代，因猶甫從金礦

業之開端。凡採出的金礦，尚未有大型的製煉設備

可資收金，剛巧當時的內九份溪，溪水之流量既大

且由山嶂東面坑谷的杉子湖而出，流過續後開鑿於

海拔二百九十五公尺處，名本山五坑之前，遂擇處

其南側高處，建立第一製煉所，利用水流設置木杵

搗礦製煉，礦砂由本山各坑硐推出後，則於硐外利

用架空索道，順斜度而下直抵製煉所進行選礦與搗

煉。42

當年，其處理系統有二法，其一，蓋礦砂由礦

坑出硐後，如係黏土礦即經水洗，篩出較粗礦砂，

送至顎型碎礦機咬碎，再經木杵搗成粉礦，最後以

淘洗法及混汞法。如係岩礦，則運至水盤中攪拌

後，以刷子除去表面上的泥砂土、再經顎型及轉輪

碎礦機咬碎，然後送入搗礦機與黏土礦同時處理。

38　(一 )日齊藤讓撰《瑞芳及金瓜石礦山視察報文》頁四十八＜金瓜石礦山＞。今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二 )前引《臺灣採金
七百年》頁一〇四參閱。

39　前註引《臺灣採金七百年》頁一〇四。
40　同上註。
41　同前註廿八《調查經濟資料報告》頁四七〇參閱。
42　同上述頁四二八。
43　林朝棨《臺灣之金礦業》頁二十三。見《臺灣之金》臺灣銀行經濟研發室民國卅九年。
44　同前註頁四十九金瓜石礦山生產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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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此一草創時期的金瓜石礦山之收金過程。43若

其產金則明治卅一年為四一點三二九公斤，卅二年

增為一二二點二八八公斤、卅三年再增為三四六點

五七九公斤。44並自卅二年 (一八九八年 )開始產

金。

如此，歷經二年 (一八九九年 )，由於採出礦

量增加，面臨須再增建一製煉所所以應用時，疑

其為考慮利用水的方便，但礦坑與事務所周圍，實

在看不出仍有可以再做利用之地，乃擇取地處內九

份溪下方，遙距第一製煉所溪北六百點六公尺下

游，一處溪流較為平緩之處，於其東岸建立第二製

煉所，改採鐵杵搗礦，而相關設備也均較進步。

45次明治卅四年 (一九〇一年 )，又建立第三製煉

所於第一製煉所之西，約距八百八十公尺處，其地

場疑在事務所右畔而外，46復後二年，明治卅六年

(一九〇三年 )，又建第四製煉所與第五製煉所，其

場地約當事務所與五號寮中末段。47

此中，第四製煉以上，依然採用傳統式之混

汞法收金。但當此年代，在礦砂中加入青酸加里藉

以浮選收金之青化法，已由美國礦業界研究成功，

而大大提高產金的回收。其方法亦被日人引入，若

九份藤田組，且於其先已投入龐大資金，建立高達

十三層，搗礦廠以及青化製煉廠於焿子寮海濱之沖

積扇內亦告完成，處理一切礦砂。48田中組新建之

第五製煉所，亦不落人後的將技術引入，是為礦山

之引入青化法之始，又名濕式製煉。若產金及卅三

年，大增為三四六點五七九公斤；卅四年，再增為

五八二點八三六公斤；卅五年，八六一點二九三公

斤；卅六年八〇九點七五六公斤仍為粗金。49

奈其規模就不若藤田組之大手筆，因至卅九年

(一九〇六年 )，將第二製煉變更內部成為泥礦場。

四十年 (一九〇七年 )，改進相鄰之第四製煉為搗

礦場；藉以補充前項規模之不足。由是規模稍具，

其第一與第三兩處製煉所分別於四十一與四十二年

間，付諸廢用。至於此等棄用之廢墟，或被改建移

作他用，抑或部分仍留存於荒郊芒草之間。

田中組經此改進與新添設備，原以為自此應

可如預計中之提高生產矣。誰知青化製煉所完成將

付用之卅七年 (一九〇四年 )四月，其採礦主任安

間留五郎，卻於本山三坑下部三十公尺，名為三坑

半部分，發見石英脈中含有黝黑色含銅分之礦物結

晶，共生於黃鐵礦之間。安間乃將此一礦物攜至東

京，將情形報告該組技師香村，研究礦山在未來若

轉變為金銀銅礦床時之礦砂處理方法。至是年八

月，有東京帝大採冶科學生阿部安積者，適來瑞芳

礦山實習；從事撰寫論文工作。之後，轉來金瓜

石調查礦山之礦床與採冶情形。阿部乃採取該礦

物之小結晶返回東大，請平村武教授為之鑑定，

其結果認為極似澳洲之斑銅礦 (Bornite)後，此一

標本，後經神保小虎與和田維四郎二教授之化學分

析，以及結晶面角測定結果，始知係屬硫砒銅礦

(Enargite)。50

之後，金瓜石本山系礦床，則隨從採掘之

進行，海拔愈低，硫砒銅礦之含量愈為增加，致

原來之金銀礦山從此迅速轉變為金銀銅礦山。自

明治四十年 (一九〇七年 )始，凡出銅四十六點

六二五公噸，若期待中之金銀產量，即三十八年

(一九〇五年 )始，逐年減少。至於，其對環境之

45　同前註四十一頁四三二。
46　同上註頁四三五
47　同前註卅九。
48　同上註頁一〇〇。
49　同前註四十四。
50　同上註頁一一六＜金瓜石礦山轉變為金銅礦與礦權之推移＞。



黃
金
的
歷
史
與
金
瓜
石
礦
山
的
興
替(

中)

19

波及，由於開採硫砒銅礦砂的影響，其含紅鐵色銅

水之由下方的本山五坑流出，原本清澈之內九份溪

水，自此滲入銅礦水，流入水湳洞灣，始為後世稱

為「陰陽海」之由因，凡五坑以下，溪流中的魚蝦

自此死絕，而沿溪畔直及水湳洞沿溪之水田，也受

汙而廢耕，其損失則由田中組於每屆年終，提出補

償。

唯古人所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發

見硫砒銅礦之同年六月中旬，甫任總督府殖產局礦

務課長之福留喜之助，適由前述安間帶路，從事巡

視礦山而經過內九份溪北面小丘上（其地疑今勸濟

堂後方第一長仁之北）偶然發見礦床露頭，經撥除

表土而出現含銅礦之粉狀結晶，其化學分析，為含

金十萬分之幾。51

是歲八月間，田中組即由其北側直高一七零英

尺下，開鑿探勘坑，坑中竟出現蘊藏廣大之含金硫

砒銅礦體，乃取礦主田中長兵衛與礦長小松仁三郎

名字各一，命名為「長仁礦床」（位處今勸濟堂文

化樓後山一帶，地下有一大窟在）；繼而又於其東

面高丘上發見第二長仁（今茶壺山之南麓一帶）與

更下方之第三長仁今長仁三坑廢墟稍前一帶）。抑

且連帶而續見龜、松、竹、獅子岩、牛伏、半平山

暨新礦床或礦體，俱屬長仁系列之發見。52

於是，面臨消沉的田中組再呈興盛，遂於水湳

洞建設一處乾式製煉廠，專供處理含金銀硫砒銅礦

砂之用。從而，金瓜石的礦砂由此分為金、銀、銅

礦以外，又有金銅礦砂等多種。53次及明治三十三

年 (一九一〇年 )，為達到每日最少能產五萬斤之

純銅，這一龐大目標，將原有之二爐增為三爐。復

次，又為了與本店的釜石礦山，維持頻繁之物質交

流，認為水南洞這一礦山之唯一繫船塢在進入秋冬

時，即風浪險惡，貨物之積卸艱難，遂投下十萬元

之鉅資，由金瓜石盤越基隆山凡四哩 (Mile)之長，

架設一條複線架空索道，北到水南洞，西到焿子寮

海濱，並設棧橋，方便物資之轉運。54

於是，黃金之產量亦自卅四年 (一九〇一年 )

以後，急激增加，此中，卅四年 (一九〇一年 )為

金五八二點五八公斤，卅五年八六一點二九三公

斤；卅六年八〇九點七五六公斤，卅七年，因青化

法的成就頓增為八八九點八四公斤；但及卅八年，

疑因銅礦之出現，頓減為六三九點八二五公斤。之

後，雖二年連續下降，至四十一年 (一九〇八年 )，

即再次突破生產，高升為噸級以上凡五年，直及

四十五年 (一九一二年 )，均在黃金一噸以上；另

外，又有銀及銅之生產。55並於大正二年 (一九一三

年 )，合併木村久太郎所營的牡丹坑金坑全部礦權，

登上日本首一礦山之位。56

二十、大正中金瓜石的繁榮與中
末期之衰退 ( 上 )

然則，今由前述明治中末葉，金瓜石礦山的黃

金產業而觀，可云：由此時段到本節將為探討的大

正初葉到中葉，應為田中組在金瓜石的採金事業的

頂峰時機。抑且，由金的盛產，更帶動地方的繁榮

一事，也自時由總督府逐年出版的人口資料可以看

出。

51　同上註頁一一七
52　同上註。
53　(一 )同前引《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三年五月一日＜礦山擴張＞第三六〇二之三。(二 )九月十七日＜金瓜產銅＞第三七二〇

之三。(三 )十一月十八日＜三金山之近況＞第三七七一之二。
54　同上註明治四十三年十月十三日＜鐵索工事＞第三七四一之二。又四十四年三月廿七日＜金瓜石鐵索竣工＞第三八九四之二。
55　同前註四十四頁六十七。
56　同前註五十四大正二年十一月六日＜合併後之金山＞第四八一七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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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先，金瓜石地區戶口與人口資料，見於日人

之記載係在於明治卅年 (一八九七年 )，由日人土

屋重雄所著之《臺灣事情一班》。依據此書所載，

在該一年代，土地公澳 (坪 )，水南洞、焿子寮、

楠子吝 (今之南雅 )四土名地區之人口，由於人口

與地區過於稀少，從而合為一筆記載為戶一百五十

而人口七百十九人云，金瓜石庄並未提及，卻已知

其因人口數極少，被包含在水南洞庄或土地公坪之

內。

再則，依據本文於前面所引當地人的口碑：除

了道光年間的「三戶人家」以外，要到光緒十四年

(一八八八年 )才有五戶農民，移居到本地的碑仔

尾，蓋了五間草寮定居下來，以耕農為業。為今當

地人所耳熟，金瓜石的最初人口。

另外，依據民國六十八年，採自當地勸濟堂主

持之口述，金瓜石最早的居民是住在新銅山今第一

長仁遺址上方大石岩周圍，與石尾上面，約五、六

家而已。

由此。再依據明治廿九年 (一八九六年 )，礦

業技師石井八萬次郎於進入金瓜石山區所見，採金

人居住的受燒燬為印證，可知時之金瓜石，可云：

非「人煙稀少」四字誠不足以代表當時之甌脫，以

及山區的荒涼。

唯及八年之後，明治卅八年 (一九〇五年 )見

於臺灣總督府所出，臺灣大小庄社各自列目詳載之

《臺灣現住人口統計》之＜堡里別人口統計及異動

＞，則已將前所述之土地公坪、水南洞、焿子寮、

楠子吝四庄各自為記載，且將金瓜石礦山所在的

「九份庄」人口分目列出，詳分男女數，逐年於年

底作出統計，至次年成書發表，以照公信。

依據此一具備公信力的人口資料，時名「九

份庄」的金瓜石之人口數為男一千三百卅二人，而

女口為五百四十六人，合計一千八百七十八人。另

同一年代的概括土地公坪而稱焿子寮庄的人口，即

為男丁二千六百卅人而女口一千二百五十六人，合

計三千八百八十六人。57此中，男丁與女口比例的

懸殊原因，應為新興之礦山地區，男丁多來自周圍

堡里，來此營生者多為抱一攫千金之望的農村青

年，率多未攜家口或根本尚未婚娶以致。

此項，人口遽然增加的現象，其後逐年延

續，至大正六年 (一九一七年 )，達到高峰之

三千五百八十八人，此中，且包含一千二百六十一

名的日籍人在內。58另再與礦山相關密切的水南洞

庄而言，其先明治卅八年 (一九〇五年 )，時猶地

屬營生較為傳統的務農生計，夏季即兼從捕魚維

生，從而僅有一百五十人之男女人口。59另外，專

以捕魚維生的南子吝庄在此期的人口，則男女合計

為四百二十六人以外，因受礦山的影響較小在此僅

點到為止。

但就水南洞而言，自田中組發見含金銀硫

砒銅礦後，為事業之考量，於此建立一處乾式製

煉廠，以及其他相關的建設，致所需從業人口逐

年增加，事及大正三年 (一九一四年 )即累增至

一千一百一十一人之眾，窺見由明治末到大正之初

葉，九份庄包括水南洞在內之繁榮，無一不受自礦

山興盛以致。

筆者於多年前，偶由郵品收集者簡君之助，

得見所提供購自拍賣市場之一份＜金瓜石礦山全景

與第一製煉所＞之明信片，原片係一署名山崎生之

旅遊人，於來遊礦山時，購此明信片藉為通信寄往

57　《臺灣現住人口統計書》＜街庄社別人口統計明治卅八年基隆廳＞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明治四十年刊行。
58　同上著書大正七年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刊行。
59　同前註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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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之友人處，且附誌其於金瓜石之所見聞以分享

友人者，其片之所記雖係日文，今經中譯則云：

此處距基隆約四日里有餘，日本第一大金礦

也。為東京人田中長兵衛所有，由來投資額

約五百萬圓，主要礦物為金之外亦採銀與

銅。一年之生產額三項合計二百五十萬圓，

礦山壽命今所知為無限量，職工約千人，連

家族二千人。有神社、佛寺、學校、醫院，

其他又有大酒保之設備。僅此金山則形成一

大部落，又有製煉所等，雖多次參觀，仍難

悉窺其實。

以上雖為一名旅行者走馬看花式急促之紀

錄，然則，今若依據大正五年 (一九一六年 )，

由金瓜石礦山田中事務所所發行《金瓜石礦山一

覽》詳觀。在大正二年 (一八一三年 )，金、銀、

銅三項合計，生產金額為二百二十萬零六千又

七十一圓，三年 (一八一四年 )為二百四十四萬零

二百六十七圓，四年 (一八一五年 )為二百四十一

萬八千八百四十四圓云，俱見上述旅遊人山崎生的

見聞十分正確。60

蓋此《礦山一覽》上面，非但詳載該一年代，

礦山的設施與採金過程，其經營方面，又提及當時

已有六百九十六名之內地人 (即日本籍人 )男女員

工，以及一百七十名，本島人 (即臺籍人 )，係直

屬於田中組為從業員之外，其餘又有使用為採礦、

運輸與粗重之本島籍勞動者，一日即有一千五百人

乃至二千人之眾，受雇於礦山云。其與明治卅三年

(一九〇〇年 )之三百三十人，實已不可同日而語。
61略見其在此礦山依賴田中組的採金維生者，最抵

已達二千八百餘人以上。

何況，此中又包括內地人在內，彼等時雖亦以

技工或採礦夫身分來到臺灣，但身為征服者的姿勢

依然存在，由是無論待遇或生計方式，自比本島人

較高一籌。田中組當局也為相配合，兼及籠絡本島

籍勞工為用。況乎，當年的金瓜石礦山，又侷促於

基隆山的奧境，四周封閉，論交通除了通往瑞芳、

三貂之山路，工具則除了由轎夫抬著的竹轎以外，

未有任何文明設施可以取代。

從而最遲在明治末葉的十年，由於硫砒銅礦之

採出，長仁礦床的發見，使黃金之回收衝上噸級年

代，即大為改善員工生計，而在礦山內已備有下列

之設施。

醫局：醫局今謂之「醫院」或「病院」，始日

人對於採金係先進之國，而於幕府時代由於來自佐

渡島的相川金山之開採經驗，已知凡採黃金最損人

命者，即由於金礦中亦含有銅礦砂之成分，其微塵

一旦由於呼吸而進入礦夫之肺臟謂之「矽肺」，嚴

重者其人難活過三十歲之年齡。62從而自明治維新

以後，厚生觀念抬頭，其礦業經營者亦次第注重從

業員健康，始礦山所在均附設有醫療設施，以備員

工之礦殤與其家屬遇疾病之救治。是以就金瓜石礦

山而言，其最遲在明治卅六年 (一九〇三年 )，發

見硫砒銅礦時已置有極完善的醫局之設施，抑或將

從前已備之醫療室擴充為醫局。遇疾病之救治，若

費用則從業員時，勿論是否為業務上原因，悉皆免

費；若為家屬取其實費之半額。63其位置在後名新

店仔之上方 (金銅山里上方之停車場地 )。

60　《金瓜石礦山一覽》大正五年金瓜石礦山田中事務所發行。
61　同上註頁廿一。
62　日磯部欣三郎著《佐渡金山》＜大工と穿子＞頁一三四。中央公論社一九九二年。
63　同前註六十頁廿二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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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救義會：其次，又與前項疾病或災害相配合，

設有「共救義會」之從業員組織，其組織以礦夫為

會員，以及礦主之補助金，與來自職工以上職員所

組成俱樂部團體之意之寄附金而成立；備以為會員

之負傷、疾病，乃至死亡者的遺族在罹意外災害時

之救恤。64

凡為礦夫者，自被礦方雇用之日始則列會員，

且擁有該項的權利與義務。若礦方且於北投溫泉，

置有一處金瓜石療養所，配有藥劑師與顧問醫各一

名，以收容轉地療養者不時之需。65

學校：初日人對於教育的推行，如其皇於明

治廿三年 (一八九〇年 )所頒＜教育敕語＞之訓，

久奉不忘。從而學校之設，亦與理念並行，自領臺

之初始，陽以施教本島人為口實，旋設「國語傳習

所」於各地，以為推行殖民教育之先聲，唯就其後

的發展而論，在分際方面，仍以日本人為先。蓋就

田中組以觀，其先鄰境的牡丹金坑礦東木村久太郎

為增豐尾砂之收金，築造牡丹十三層的青化製鍊場

完成，致所需日籍從業人員徒增，連帶其家眷人口

亦與偕來後，四十三年 (一九一〇年 )，經礦方申

設而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乃於此奧境設置武丹坑

分教場一處，但只供日人子弟就讀，卻為基隆金山

地區始有近代式教育設施的開端。66

於是，同一年代，官方當局又另因田中組之

申設，設立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並附高等科，

以供其礦山日籍員工子弟就讀；67 至四十五年

(一九一二年 )，並升格牡丹分教場獨立為牡丹尋常

小學校，若高學年即至金瓜石就讀。直次大正三年

(一九一四年 )，緣礦山之合併，牡丹小學亦併入

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規制擴大，並置寄宿宿舍

提供寄宿生方便，時已有男女學生一百八十七人，

其年經費二千圓，悉由田中組負責，若寄宿生即由

礦方補助。68

寺社：日人之立國，除深受華夏文化圈與儒

家思想之影響，而與中洲關係極為密切以外，其於

宗教方面，生則受其傳統神道教之薰陶，將死又奉

外來佛教為皈依，可云藉：「和魂而治人，依佛法

而治心。」最為典型之例。從而其自清廷奪得臺灣

後，軍國與信仰與俱偕來，當田中組獲得金瓜石山

採礦權，並於明治三十年 (一八九七年 )十月，擇

地大金瓜山嶂之上開山而始，即於金瓜絕頂之東

側，較平坦之地肇造神社一座，雖所祈之神稱資料

並未言明，度其意不外用以遙拜，祈願事業之順

暢，開礦之大利。69

既而且於大金瓜下方山神脈之東側，闢崚巖

開闢其中停，建立具規制之金瓜石神社，或略稱為

「金瓜石社」；內祀國土與礦業，金礦有關之三柱

神祇，大國主命，金山彥命，猿田產命。70鎮座明

治三十一年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日 )，供其日籍從

業員與家屬歲時之祈福參詣。71

其次，生既有社可祈，死亦應有菩提可依，

乃於明治卅八年 (一九〇五年 )，依其佛門信仰，

設立淨土宗金瓜石布教所於時之九份庄九份二番地

之四，內奉釋迦如來佛，置主持專司寺務。72從事

64　日小松重美著《礦業勞働ニ關スル調查》六＜金瓜石礦山共救義會＞大正十年殖產部工商課。
65　同前註廿三參閱。
66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明治四十三年＜武丹坑分教場＞頁二〇七。臺灣日日新報社發行。
67　同上註＜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
68　同前註六十三頁二十三。
69　同前註三十八頁四十八。
70　(一 )《神社及社總總覽》臺灣總督府文教局昭和八年。(二 )《臺灣社寺宗教要覽》臺灣社寺宗教刊行會昭和八年發行。
71　同上註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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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與布教，以為礦夫及從業人精神之慰藉，而臺

北東西二本願寺，亦經常遣派高僧大德，來山布教

以為號召，凡經費亦由礦山負責，直及大正一代之

外，其後方又附設一火葬場，提供其內地人荼毘之

用。

郵便與電話：初日人在臺設立郵便制度，原係

軍事之用，且為次第設立而名野戰郵便局，嗣至廿

九年 (一八九六年 )，野戰郵便局因各地既入掌握，

乃移交於總督府民政局通信課。由是，此間之郵政

制度從此與其國之制度一致，且與電信合一而名郵

便電信局；至四十年 (一九〇八年 ) 十一月一日，

開辦公共電話。73

大正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七月二日，總督府公

布廢出張所，升格為金瓜石郵便局，仍兼電信業

務，初代局長小林寬次郎。自是，九份庄對外之通

信亦自無遠弗屆。74

警察與請願：日人自明治維新後，另一如郵

政之無遠弗屆，深入民間者即為治安為名之警察官

吏制度，此項制度之設，係仿傚法人制度始設「邏

卒巡查」於東京，次年 (一八七二年 )，成為國家

警察移管轄於司法者警察課，歷二年又移管於內務

省，施行及於全國而始。是以，日人在據臺之後，

為統治之助，施行於明治廿九年 (一八九六年 )四

月：「縣支廳之下置警察署」。

金瓜石原稱「九份庄」或「內九份庄」，當明

治廿八年 (一八九五年 )，日人始來調查時，因所

在猶處甌脫，並焿子寮、水南洞、呢喃（哩咾）、

鼻頭諸庄俱隸基隆警察署瑞芳店分署管轄；75廿九

年 (一八九六年 )，改隸於土地公坪之焿子寮警察

官吏派出所。又次卅四年 (一九〇一年 )，見於＜

基隆廳報＞第一，又分置九份與焿子寮二警察官吏

派出所以外，復又另取金瓜石為大字，並置金瓜石

警察官吏派出所，藉以鞅掌田中組屬下之治安。76

維就金瓜石而言，其礦山原屬以日人為本位

的田中組所擁有，其經營者與從業人員，應以日

人為主而自始即排除不羈之民與不逞之徒的進入；

斯此，從然是一採礦夫而論，亦嚴格規定必須攜帶

家眷，始得被雇渡臺為要件。77從而金瓜石在田中

組屬下，雖如鄰礦瑞芳礦山的九份之同樣採金，卻

未許如九份之淪為煙花場地，可云：自始則管制獨

到之外，並置有請願警察二名，其一置於水南洞，

另一名則是於管制較鬆之牡丹坑部分；其目的無非

藉以監視為數達一千五百名，至二千名之本島人苦

力，防制盜金與違軌行為之外，請願警察的權限猶

大於一般警察。78

俱樂部：始日人之所謂俱樂部即由英文之

Club一詞而來，凡以抱同一志趣或目的為目標而集

會，尋消遣之類均此範圍。日據時金瓜石之有俱樂

部的設置，其始於田中組時期，由事業所屬各單位

主管（日人謂之職長），為達到相互之親睦，憂喜

相關心，慶弔相關照為目的，至發展為慰安娛樂之

機構，乃有演藝場、撞球會、圍棋、將棋會之創設

出現於此山區。

72　胡清正等譯註《臺北廳志》第七章第二節頁一三〇。臺北縣立文化中心承辦民國八十七年。
73　同前註《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廿三日＜電話開始＞第三一四五之四。
74　同上註大正二年七月三日＜府報抄譯＞第四六九七之五與同月十九日＜新任三等郵便局長＞第四七一三之五。
75　《臺灣臺北縣報》明治廿九年第四十四號。
76　《明治基隆廳報》第一號明治卅四年中。
77　同前註《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六年九月廿六日＜金瓜石礦山下＞第六一九六之七參閱。
78　同前註《金瓜石礦山一覽》頁廿五＜警察＞。
79　同上七十三、七十四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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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年代雖難詳確，其在明治末、大正初，

已有可容納八百名的木造建築演藝場之建立，每一

月或隔月，即有電影的放映，且開放及於一般居

民，其設施或疑始於開礦之後。79

酒保：酒保一詞之於日人，係指於軍隊營舍

之內，依規定賣酒之處，而於礦山或煤礦則指兼售

有日常、生活用品，自米糧迨至蔬菜、魚肉乃至衣

物什用物品所在。金瓜石礦山位處基隆山奧境，為

開礦以後始因居民徒增形成的山城。由此，形成聚

落，集中居民，年代猶淺，其於明治一代，事業初

闢，來此營生者，若為本島人，其先多抱黃金之夢，

以為可採金致富而後榮歸故里，嗣至採金不成，轉

而淪為田中組的苦力或雇工，始知淘金匪易。若為

日籍人則自其渡海來臺，原即為田中組本店之員工

或已訂契約受雇為此礦山員工者，而不必自行另找

住處或自謀生計，而與其他城市不同。

田中組自來山準備開礦之後，即陸續有將近

二百名的從業人員係來自其本國，此批員工係技術

級之主管或員工，抑或從事坑內探礦之下級礦夫，

攜妻帶眷，人數應更倍增。即其日常之生計所需，

如糧食與蔬菜魚肉，在開山甫始的九份庄，尚未

有市集之形成，於是除了派人採購於較早開發的街

庄，抑或運來自其本國，以作提供。

此中，無論其係原本之店員，抑或新僱渡臺，

除一定之薪俸之外，除每日每人供米六合，每月另

附以副食費六至十圓，以及薪炭石油諸現品為燃

料，若為職工則減副食費為每日十錢，但二類均不

及家屬，易言之，均至於本人而止。80由是，殆及

開山登上正軌之後，此項供應之制，成為酒保濫

觴，相與配合，凡員工之日常生計所需，均其提供

範圍，數見於大正年間：報章新年廣告共有二處。

其全稱即為金瓜石田中礦山酒保，二為水南

洞田中礦山酒保，均下包與居於基隆石牌街 (今該

市愛四路 )之內地人，主持經營。81

二十一、大正中金瓜石的繁榮與
中末葉之衰退 (下 )

明治、大正間，土名九份庄的金瓜石，由於

礦產的成長，加上事業主田中組由其本國，攜來大

批從業人員，加上在當地招募的本島人職工與大批

臨時性苦力，連同較後興起的水南洞庄，其人口數

字若由當地建立乾式製煉場（熔礦製煉所）的明治

四十一年 (一九〇八年 )，到大正十年 (一九二一年 )

間而言，在此礦山居住的二類人口合計，年平均已

達四千又百餘人之眾，另外，又有一百多名時列外

國籍的來自溫州或福州之中國人，在此從事木工或

其他營生。

如此，多種類族群於此方圓不及三平方公里

的山區，或海涯營生，其帶有征服色彩的內地人，

生計水準自較出自本島的職工與苦力，或新來的中

國移工向上一等。例如，工作技術的先進，彼此間

語言的障礙，日常生技水準的高低、信仰的異同、

理念之落差，甚至歧視本島人至謂之「支那人」或

「清國奴」等，於是，後者亦不甘受其踐踏，至目

視其人為「狗仔」或「四腳仔」，積恨生厭，睚眥

難免。處於此種狀況之年代，田中組在金瓜石開

礦，又將如何消弭此間的隔閡，乃至工作外之無謂

衝突呢 ?82此則，時至今日，猶留痕跡於此久已封

80　同前註《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卅四年八月廿三日＜本島の金礦一斑 (三 ) ＞第九九三之二。
81　同上註大正五年一月一日新年廣告第五五七四之四十二。
82　同前註《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六月五日＜金瓜石礦山之紛擾＞第二七三四之五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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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的日式宿舍群之空間，以及聚落結構之上，而可

看出。

原金瓜石礦山所在，如明治廿九年 (一八九六

年 )，進入九份庄預作開礦調查的石井八萬次郎與

西村三木雄俱於＜報告＞中提及；「金瓜石因係丘

陵地帶，未來如欲建造選礦所或掏礦場，唯有半平

山與基隆山之間所挾，時為水田的三萬餘坪地帶，

最為適宜而已。」83其次，又提及「其地帶之終點

所在，約有萬餘坪之平地，最適宜建立支那人金瓜

石街云。」84此一場地無疑為後之大運動場與五號

寮一帶。

從而，歷經一年又半的開礦作業與調查之後，

執行開礦作業的金瓜石礦山田中事務所，在規劃運

營中心，製煉場地，以至從業員居住方面，可云：

極其思慮縝密的歷經「都市計畫」，而後再依計畫

進行著手亦不為過。

因依至今猶存的規模而觀，首先將運營中心的

礦山事務所所在，置於本山大金瓜之北的山神社北

麓，石腳一帶而起，下降到後世成為大運動場所在

為止，則為經營的中心地帶。將配合所需之第三製

煉所以次，還有鐵工場、木工場、修理工廠、工作

課，以及從業員生活所需、住家、酒保、學校、醫

院、俱樂部、道場以及電力、治安、油電等設施，

略呈點、線、面之狀，集中於此東西不及三百公尺，

南北高低約一千公尺，斜度四十以下的山坡間，逐

層開闢而建。

此中，對於列為首要的彼等內地籍從業員，居

住環境的品質，大小雖有等級，至分為庭園、數寄

屋造、長屋之三類，卻無論等級，均分別建於此一

山坡之上，雜插於中間或周圍。如係礦山的運營階

層，依照前面的等級，即使居於事務所周圍，如為

職工以上，則使居於較次周圍之二連棟或數寄屋，

又次的監工或礦夫，因規定須帶家眷，即使居於

更外圍之地，如日本小學校下方的長屋後之三辻厝

仔；至若為使來山出差者提供方便，在此間亦有一

家日人經營的後藤旅館之外；85為堤防區域之內，

如鄰境九份之由於採金致富淪為聲色場所，甚至嚴

禁居民在域內經營餐飲與色情。86但礦方亦為小部

分的職長級之獨身者設計，而置有獨身宿舍，名為

「合宿」並供伙食，始能專心工作。

如此，其在金瓜石的內地人住處，就無疑以各

自形成聚落，且與本島人聚落避免混雜或緊接，以

致產生細故或紛爭。

只是，對於上述工廠用地的配置，宿舍地帶的

密集，縱然是經過縝密的都市計畫，日式建物均為

木造加上以紙門為隔間，其缺點自是最弱於火，一

但火災發生，定不可收拾。但礦山當局卻是匠心獨

具地，各聚落之間的主要通路，其寬度無論石階或

平行，如為主道則寬達四米，若為穿巷，寬亦二至

三米；若為高級主管所居，其外圍俱以紅磚或水泥

板為牆，並置有牆門，藉以阻隔內外。

至於水源即金瓜石在開礦後的明治年間，已有

自來水的設施，其用水自內九份溪上游的杉子湖，

以及哩咾內山（後之禮樂煉銅廠奧境），蓄水池引

水使用，使其直接進入內地人宿舍與礦山大小單

83　同前註七《礦山視察覆命書》西村三木雄＜報告 /建築敷地＞。
84　(一 )同上註。(二 )石井八萬次郎＜礦山視察報告＞二月二十日日記參閱。
85　同前註《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四年十一月十日奉祝立太子式廣告第五五二四之廿六。
86　同前註七十七參閱。
87　《臺灣金瓜石寫真帖》＜哩咾水源地＞頁廿三。大正三年基隆絹川寫真館發行。
88　同上註大正二年十一月六日＜合併後之金山＞第四八一七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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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從而無慮缺水之患；87嗣及大正三年 (一九一三

年 )，由於牡丹金坑之併入金瓜石，由本山五坑貫

穿八千公尺坑道抵牡丹一號坑，更成其後，引牡丹

溪之水入金瓜石之由來。88

最後一項是欲為上述各種建設所需，諸項建材

來源。蓋礦山所在既在基隆山之奧境，四面為群山

所包圍，對外尚乏現代化交通道路之設施，是以數

千人從業員的每日糧食或柴米油鹽與蔬菜、魚肉自

勿論。最初，建設各種辦公廳舍，以及大批從業員

宿舍所需之建材，勿論一磚一木，亦均需由外地輸

入。

田中組就將此項物資的搬運，委由商人負擔，

以苦力運送，自基隆街翻山越嶺，送入金瓜石，

名為「金瓜石礦山荷物取扱業」；89明治四十三年

(一九一〇年 )代始，由於盤越基隆山之架空索道

完成，改由焿子寮港取代。90至於普通的煉瓦部分，

即於五號寮土地祠之旁，建造一處磚窯就地燒磚，

製磚所需黏土亦由當境開掘而後，蕩平之地就成為

建地，且其場地廣大，其末端處已距時之建築用地

已遠，遂將放置炸藥的礦山火藥庫，建造於山坡之

末端，直至昭和八年，新來礦主之日本礦業，答應

將建公學校於磚窯的地場上，而黏土地將闢為大運

動場，土地祠面臨遷移與改建於火藥庫之左，始告

遷移。

然則，由明治中到大正間，居住於金瓜石的內

地人之生計環境與所享福利，既述如上，即其餘年

約二千又餘的本島人之在此礦山生計，又將如何 ?

下文亦容略分二節，以行探討，以免失傳。

苦力與居民：關於金瓜石的開礦，以及由日本

憲警召來當地人黃從者，以報酬為的招徠本島人為

日人效力，成礦山之有苦力之始，前以略述於第

十八章，今不復贅。唯此位當時僅為一貨郎的黃

從，在其後非但成為金瓜石礦山初代苦力頭，且以

其畢生的投入，移入當地之有恩主信仰，以及後日

的勸濟堂基礎之奠定，而此一主神即為家喻戶曉的

關聖帝君。由此，後又略述二者之淵源。

苦力一詞建於文獻或作 coolie或 cooli，係指

於碼頭、車站或礦場等地，從事搬動粗重物資的工

作夫役之謂，唯金瓜石礦山的苦力凡分數種，其一

則開礦時受雇於水南洞、搬運由艀船卸下的機械物

資，運往礦場所在者；二則開礦後受雇於礦坑中，

將內地礦夫或採礦人員採下的礦石、搬運出坑外的

夫役；三則開礦初期，受雇充當開路等臨時工之謂。

從而此等工人時均謂之苦力，其來源時均任由田中

組信任的一人負責，或提供，或募集，因謂之苦力

頭。

只是，礦山所在的九份庄居民在開礦以前，

均屬山耕水耘的清代移民之後，生計保守，水南洞

的居民則兼事漁撈，安於現實。甚至，當鄰境的九

份山興起採金熱之時，本地人由於保守，加入採金

行列，尚須先向九份山的金砂局繳納釐金而後領

牌，試行運氣，獲金與否猶為未定之天，人窮志短

也是彼等卻步原因。

況乎，日人自澳底登陸以來，一路清剿「土

匪」為名，如前面的九份庄庄居民黃從之二弟羅

成，石腳居民陳瑞華，疑其於民主國成立時，各地

本島人在唐景崧號召之下，自結鄉團以謀自保時，

亦激於一片愛鄉護土情愫，以年輕勇為起而響應。

但前者卻因參加小粗坑之役，被斬首於瑞芳店，後

89　同前註《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三年二月十日新年廣告第三五三五之三。
90　同上註明治四十四年三月廿七日＜金瓜石鐵索竣工＞第三八九四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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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同前註八十四 (二 )＜礦山視察報告＞二月三日參閱。
92　林承緯主持《金瓜石地區宗教信仰與聚落發展關係之研究報告書》頁一〇五＜石腳的土地公廟＞。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民國
一〇三年。

者即被槍殺於福隆與宜蘭交界處，並且引來嚴重的

清剿，二死者家族暨本庄的山民，寧有不威懼日人

或聞風而逃之理。

內地人與本島人之間，既自據臺伊始則存在是

項芥蒂在先，例如石井八萬次郎一行於二年前，在

大批軍人與憲警人員保護下，將為產金區調查時，

即為了雇用幾名人夫在基隆街消磨去整個上午，直

到過午才勉強湊足人數出發，何況，在此以前又歷

受血腥的懲罰之區。91

好在田中組開礦時，已相去上述的屠殺與懲

罰三年之後，日人的治臺政策也已由初期的軍政轉

變為警治，態度較趨溫和，九份庄的本島人遂在一

向為人誠實，且向以從事貨郎以及既受日人信任的

黃從遊說勸說之下，受雇於田中組擔任各種苦力，

始事各項勞力工作。除此以外，田中組又效法瑞芳

礦山的藤田組方法，開放含金品味較差的黑內棚任

人納釐採金，田中組在九份庄也就益受庄民信任之

外，不足之數，也由苦力頭黃從以地緣與人際的關

係，不斷招徠，於是，燦光寮、草山、雞母店，頂

雙溪等三貂保的農村剩餘人口，不斷湧入，其後金

瓜石礦山居民之多三貂籍人後，也由此而造成。

信仰與聚落：臺灣在清代因屬墾務甫啟之域，

先代移民初由祖籍地來到臺灣時，為求平安渡海大

多奉著神像或攜帶神明香火偕行；來到臺灣找到墾

地，再傳數代，傳到人口飽滿如前面所述，復為生

計所迫需行離家，來到產金地營生時，此種奉神護

佑的觀念，非但未變，益且尤甚，再不然，亦就所

到求神護佑。

但就九份庄而言，時之所祀就只有五號寮的土

地公而已，92其地非但相距將為苦力的石尾，或可

自由採金的黑內棚所在遙遠，且為「田頭田尾土地

公」的奉祀，在信仰者的認知中，自有尺寸。依據

世俗之說，黃從因其販賣什細關係精於世故，且常

川走各庄而遠至宜蘭等地，見聞極廣。豈知，由於

時代的變化，先是由於其弟羅成，加入抗日被斬首

於瑞芳；次則，因日人之來山開礦，當上苦力頭以

及田中組的示意寵絡，開放黑內棚此一含金品味極

差的山崖，任從本島人納釐採金，納釐的過程又施

惠於黃家身上，換取其「藉德報怨」，報於礦方，

期望礦山能早日展開運作。誰知「施惠」甫及，又

遇上九月中的秋雨，發生巨大山崩，其四弟羅溪竟

死於土石之下，其餘死者多達二十餘人，就連屍體

也都無從挖出。

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黃從一家原有

兄弟五人，原家業雖非富有，但昆仲極為和睦，卻

在短短三年之間，遇上多重變故而失其二，未來的

禍福雖非所知，唯就當時而論，先是其受來自閭里

的批評，冷言熱語，諷刺難免；其次是對於所遇處

境的疑慮，家運的重大轉變，憂心累積，患得患失。

依據，民國六十年代，金瓜石勸濟堂主持的鸞

生林明朝口述，渠於大正末年初次入堂學鸞時，所

看到的黃從是「耳髮尺肩，額角雙厚，使人一見，

而知定屬山野之魁等等。」斯以筆者即認為：「深

山大澤，實生龍蛇。」夙見古人之論。黃從之生

在同治三年 (一八六四年 )，金瓜石大崩山這一年

(一八九九 )，黃從已為人際經驗，社會關係，十足

成熟的卅五歲，且因行販關係，交遊極廣。

當此年代，蘭陽地方，由於國土改隸，在前清

遺老支持下，正在興起以教學為表，儒道為裏的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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鸞文化，實則，藉讀書維繫漢文化於不墮，成鸞堂

之發源，傳至蘭陽地區最大港口的頭城，致有當境

喚醒堂的肇建，奉祀王天君，又稱王靈宮，王恩主，

信徒遠及淡北等地。

此一喚醒堂在明治卅三年 (一九〇〇年 )夏曆

庚子五月所誌＜醒世詩＞上面，留有極多黃家三弟

黃春，問事於堂的文字紀錄；另外，堂在遷建時，

其在礦山擔任苦力頭的黃從，偕此三弟黃春以及五

弟黃查某 (後改名黃仁祥 )，各自提供極大的捐獻。
93此一貲金今之研究者俱認為：悉數出自已被委為

礦山苦力頭的黃從，而黃春還擔任常理錄事，答應

為堂向外募來資金。94並獲得主神授意，分香王天

君至金瓜石，加上原祀石尾的關聖帝君，新增的孚

佑帝君、司命真君，號為四聖恩主，供奉於原祀地

水管頭上方的赤牛仔寮，提供採金者或從事入坑工

作的苦力膜拜，乃至扶鸞問疑，得以安心工作，既

而扶乩之神示，命名「金瓜石勸濟堂」。95

來山謀生者，其在精神方面既有了寄託，至者

更多，多就山區或工作周近，搭起工寮以為起居，

而據總督府技術人員的一份調查資料所見云：

礦區域內，富於樹木，而匪赤裸禿山，舉目

所見，頗多蛇木，使內地人直覺奇異，而土

人取為茅廬之柱，真正堪為用材者缺，致率

多仰給於內地或支那對岸。96

又次，另依其後數年的媒體報導即云：在金瓜

石凡為日籍的從業人員，無論職長或從事粗重的礦

夫、最少也有鐵皮 (barracks)搭建的長屋可住，若

為本島人則均縮居於葺茅的小小工寮之內，一寮或

居二人，或擠住五六人而同樣為礦山工作。97

易言之，在明治年間的金瓜石，初期來山的

居民，多就地伐取土名「筆筒樹」的蛇木，以為屋

柱，上覆以茅，工作歸來，則縮居於此寮內，為當

時日人之所見。

但當時的礦山周近農村，由於移墾年代已久，

耕地既告飽滿，人口暴漲，唯有瑞芳礦山的九份，

金瓜石礦山所在的九份庄 (寮 )，則開山伊始，工

作機會正在待人已就，使有心進取或生計陷於窮困

者，源源湧入，敢為冒險者走向九份，較為保守者

來到別稱金瓜石的九份庄。選擇九份庄者，即隨從

工作機會之所到，先是金瓜石山嶂所在的石尾，內

九份溪上源的杉子湖，黃家昆仲移祀乩堂的水管

頭，任人納釐採金的赤牛仔寮，還有田中組各項設

施最近的五號寮，乃至水南洞庄，隨著人口的增加

而聚落次第形成。

次即明治三十五年 (一九〇二年 )，先是由於

黑內棚的採金，經已久洗而竭，連帶採金人口的消

失；次則，內九份溪的溪谷兩畔，西岸部分，被田

中組闢為礦山醫院，以及其他建築用地，東畔部分

雖是坡度極大，且屬雜木叢生與亂石崚嶒的坑谷，

但在覓地建立蝸居的外來者，抱著披荊斬棘、以啟

山林的用心之下，工寮次第建立。除了提供苦力之

外，田中組又特撥出樹梅坪的一部分礦區，讓其承

包與組織股東經營。由此，將其住家，由石尾移回

原居處，並於最高處就舊居，建立一座形勢堂皇的

三合院，為其事業中心兼具公司之用；其弟黃春即

分家從事煤炭事業，時為販炭，朅徠臺閩之間，著

有成就。由是，昆仲合資將勸濟堂遷建到上述東

93　＜喚醒堂建廟各處喜捐芳名暨開支帳目＞木碑。
94　同上註。
95　＜勸濟堂創建與沿革＞金瓜石勸濟堂提供歷年農民曆附載。
96　同前註卅八《視察報文》頁六十一。
97　同前註七十七 <金瓜石礦山上 >第六一九四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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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的最高處。當時，凡來此參拜者，均沿習水管頭

或赤牛仔寮的習慣，仍呼此一新廟為乩堂或恩主公

廟，恩主公廟又處溪谷的最高處，稱為「乩堂」，

其下之聚落即為「乩堂腳」，至後世訛為「祈堂」，

而乩堂腳也由此成為金瓜石礦山，最為繁榮之區。

祇是，田中組的金瓜石礦山之繁榮，雖如以上

所述，自發見硫砒銅與長仁礦區而始，採礦中心逐

次轉移於礦山東面的獅子岩與其北斜的長仁一帶，

致有長仁諸坑之開鑿，並促成乩堂腳的更趨繁榮，

但大正三年 (一九一四年 )發生於歐洲的一場巨型

戰爭，卻次第影響於田中組的經營，走上大改變的

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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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石鉱山の文化的景観を再読する
Re-read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Jinguashi Mining Sites

琉球大学国際地域創造学部
波多野想

はじめに
金瓜石鉱山の文化遺産としての価値は、どのよ

うなものか。それは、文化部文化資産局がいうように、

鉱山開発の発展的側面にあるのか。それは一面的に

は正しい。事実、田中事務所や藤田組による大規模

な開発が行われて以来、常に生産量の増大化が進め

られてきた。

しかしそれは、産業としての鉱山に関する説明に

過ぎず、唐突に出現する鉱山町を中心とする地域社

会と、被支配的な物的環境に変貌した旧来の地域社

会およびその再編に関する議論を含んでおらず、文

化的景観としての鉱山の実態把握からはほど遠い。

ある空間における異質な要素の進入は、異文化

間の衝突や融合などの相互作用を惹起する領域を新

たに出現させる。そしてそれは、在地の景観と外来の

景観の複雑な関係を編む領域として存立し、時間の

経過とともに、破壊、遺棄、衝突、協商など各種の状

況を通して、新たな景観を生産し、また不断に改変す

る。

本稿は、以上の問題意識にたち、鉱山に関わる

アクターの空間的実践を通して、支配者と被支配者の

空間的諸関係を明らかにし、金瓜石鉱山と瑞芳鉱山

の文化遺産としての価値を再度議論するために知見

を提供するもの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文化的景観、動態性、空間的実践、
空間的表象

Abstract
What should we valuate at the Jinguashi Mining 

Sites as one of cultural heritage? Does it valuate as a 

progressive of mining development? This seems to 

be correct. In fact, since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s 

with the Tanaka-Office and the Fujita-Gumi were 

carried out, the amount of production always planned 

to enlarge.

It merely explains regarding the mines as one of 

development targets, however, it is far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mines as the cultural landscape, which 

should includes the community suddenly constructed 

by Japanese, the old settlement lived by the ruled and 

its reorganization, and also people.

Invasion of a heterogeneous element in some 

space makes the newly territory wher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such as collisions and 

fusions are induced. This situation states as the territory 

1　この点に関して、虎尾科技大学の黄士哲教授の教示によるところが大きい。記して感謝いた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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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organizes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existence landscape and foreign one. Through the 

various situations such as destruction, abandonment, 

collision and agreement, a new landscape will be 

produced and alter constantly.

The paper is to clarify spat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rule and the ruled through spatial practices by 

the actors regarding mining activities, and to offer 

knowledge to argue the value as a cultural heritage 

again.

Keywords: Cultural Landscape, Dynamism, Spatial 

Practices, Representation

1. はじめに
1-1.研究の背景と目的

金瓜石鉱山や瑞芳鉱山の文化遺産としての価

値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か。それは、文化部文化資産局

がいうように、鉱山開発の発展的側面にあるのか。そ

れは一面的には正しい。事実、田中事務所や藤田組

による大規模な開発が行われて以来、常に生産量の

増大化が進められてきた。特に、日本統治時代の金

瓜石鉱山は、佐渡金山を生産量で凌ぐ、東アジア有

数の金山とされた。

しかしそれは、産業としての鉱山に関する説明に

過ぎず、唐突に出現する鉱山町を中心とする地域社

会と、被支配的な物的環境に変貌した旧来の地域社

会およびその再編に関する議論を含んでおらず、文

化的景観としての鉱山の実態把握からはほど遠い。

本来、ある空間における異質な要素の進入は、

異文化間の衝突や融合などの相互作用を惹起する

領域を新たに出現させる。そしてそれは、在地の景観

と外来の景観の複雑な関係を編む領域として存立し、

時間の経過とともに、破壊、遺棄、衝突、協商など各

種の状況を通して、新たな景観を生産し、また不断に

改変する 。だから、景観の価値は、進歩史観的な説

明では片付けられない。

こうした景観そのものの生産性や動態性を考え

る視座は、多様な行為主体の存在と相互の関係性を

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に他ならない。すなわち、景観に内

／外在する人々や何らかの関連するモノ／コトは景

観に自らの空間的実践を寄託する。そして、同時にそ

れらの実践の相互作用が、景観の空間性を再編する

と考える。そこにみられる動態性は、一方で景観の物

理的側面に偏った認識を乗り越える視座であり、他方

で多様な実践が常に「景観的」であるという視点の介

在により実践の空間性を同時に明らかにするための

視座であるといえる。別言すれば、多様な要素で構成

されている景観における、可視／不可視、有形／無

形などの二元論的視座を乗り越える方法でもあり、全

体論的視座の獲得でもある。本稿は、金瓜石鉱山の

景観を行為主体として、そこで織りなされてきた日常

的実践や社会的・政治的実践をみつめ、鉱山景観の

形成メカニズムとその価値を考察するものである。

2. 金瓜石鉱山の開発略史
金瓜石・九份一帯における社会的環境は清朝

後期になってはじめて出現したとされる。金瓜石にお

いては、光緒年間（1875 〜 1908）に、人々が中国特

有の建築様式である三合院の住居を建て、水田を整

備し、さらに土地公廟を設置していたという（中華民國

自然歩道協會 , 2005: 30-31）。また九份における人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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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生活は 1840 年代頃からみられるらしく、少数ながら

水田が広がる地域であったという（台北市古風史蹟協

會 , 1994: 13）。

その後、農業景観がひろがるこの一帯が鉱山へ

と変貌していく契機は、19 世紀末に起こる。1884（光

緒 10）年に清朝政府によって台湾巡撫に任命された

劉銘伝（1836 〜 1896）が台湾北東部において基隆と

台北を結ぶ鉄道の建設に取りかかった時のことであ

る。

1890（光諸 16）年、土木作業に従事していた人

が基隆河のなかに砂金を発見した。この事件に沸き

立つ人々が砂金を求めてさらに上流へ遡っていくと、

翌年には九份に金脈の露頭が見つかった。それ以来、

砂金採取や金鉱採掘を行う人々が九份に大量に押し

寄せた。そこで、清朝政府は金砂局を設立し、その管

理にあたった（唐羽 , 1985: 74-88）。その際、鑑牌制を

用い、2 採取や採掘にあたる人々から鑑札料を徴収し

た。しかし、その収入に対して職員の雇用にかかる経

費が膨大であったことから、1893（光緒 19）年 1 月か

ら翌年 6 月の期間に民間業者による運営に移転する

ことを決定し、5 つの業者に採取を委ねた。しかし、そ

の直後から業者が得た利益が膨らみ、さらに 1894（光

緒 20）年に金瓜石、大粗坑、小粗坑にも金の鉱脈が

発見されたことから、清朝政府は同年 6 月以降、一帯

を再び同政府の管轄下においた。そして、瑞芳に金

砂総局、九份山を含む 4 カ所に支局を設置し（臺灣

鑛業會報 , 1925: 34-37）、政府管理のもと山河の利用

を進めることになった。

しかし、日清戦争の結果、下関条約によって、台

湾は、清国から日本に割譲された。直ぐさま、日本は、

台湾総督府（以下、総督府と略す）を設置し統治を開

始した。日本による植民地支配は、産業化を志向し

ていたとされる。台湾においても多様な産業の開発が

進められた。そのひとつに鉱山開発があった。ところ

が、植民地統治開始直後の台湾の社会情勢は混乱

し、清朝政府が設置した金砂局は機能不全に陥って

おり、盗掘が相次いだ。そこで総督府は、「砂金取締

規則」と「鑛業規則」を 1895（明治 28）年に発布し、台

湾人に対する暫定的な採掘制限をかけた。

しかしそれでも、金瓜石と九份における盗掘は

おさまらず、総督府は翌年、強制的に山を封鎖し、採

掘を禁止した（金瓜石鑛山田中事務所 , 1916: 2）。そ

して、総督府は技師に対して、有望な鉱脈の有無、

開発の可能性、将来計画のあり方を明確化するため

の調査を命じた。そして、現地に派遣された石井八萬

次郎は、技手の西村三木雄などとともに金瓜石山や

九份山を測量調査し、両山に有望な鉱脈が複数存在

することを確認した（石井 , 1896a）。その上で、石井は、

地形や鉱脈の位置、施設の配置を考慮して、経済利

益および作業効率の観点から、両山を一体的に開発

する方法を示し（石井 , 1896b）、同時に、渓流が合流

する傾斜が緩やかな場所に鉱業施設を配置する提

案をした（石井 , 1896a）。さらに海岸に位置する焿子

寮と水湳洞に、船着きと倉庫を建設することにも言及

した。3

このような合理的な空間計画はいかにして可能

であったのか。これについては、西村の報告にうかが

うことができる。西村は鉱山施設の立地として、「目下

水田ノ塲所最モ適当」とし、さらに「建設スル塲所ニハ

苦マス（中略）一萬坪余ノ平地アリ該地ハ支那人金瓜

石街ヲ建設セシ処ニシテ之レ亦應用シ得ベキ」と述

2　鑑牌制とは、採取や採掘にあたる人々にその許可を与える一方で、鑑札料を徴収するものである。藤田組は、台湾人による盗掘
に対応するために、この制度を後に援用することになる。

3　総督府技師の開発構想については、波多野（2015: 50-70）を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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べる（西村 , 1896）。すなわち、新たな統治者として、

既存の水田や住居およびそれらの土地が収奪の対

象であると考え、機能的かつ合理的に土地を利用す

るという思考が、石井らの壮大な開発構想を支えてい

たのである。

さて、総督府技師らによる現地調査の結果報告

を受けた総督府は、金瓜石・九份一帯の鉱区を 2 つ

にわけ、基隆山より東側の鉱業権を田中長兵衛率い

る田中事務所、西側の鉱業権を藤田伝三郎の藤田

組に許可した。そして田中事務所は自らの鉱区を金

瓜石鉱山、藤田組は瑞芳鉱山と名付け、開発を開始

した。ともに 1897（明治 30）年のことである。

その後、田中事務所と藤田組はともに、組織の

役員（開発、事務）、鉱夫などの労働者、および家族

をそれぞれの鉱山に動員した。さらに金瓜石鉱山に

おいては、田中事務所自ら「飯場」を設置していたこと

が知られており、飯場頭や渡り鉱夫の存在もうかがうこ

とができる。

日本から移動してきたのは、なにも組織やそれ

に関わる日本人ばかりではない。採掘、選鉱、製錬等

の鉱山技術、土地を造成するための土木技術、工場、

事務所、住居、その他の施設を建設するための建築

技術、その建築がもつ形、神社や祭りなどの生活文

化など、移動してきたモノ／コトは、日々のすべてに

およぶ。別言すれば、鉱山開発に伴い、日本的な産

業技術や文化が地理空間に敷衍していくことは、台

湾的農村集落やゴールドラッシュの景観を日本的な

空間に書き換える作業に他ならない。

そのなかで田中事務所は、まず金瓜石本山露

頭付近で、割譲前に台湾人が掘削していた坑道を再

利用し、同時に事務所や住居を建設し、鉱山事業を

開始した。その後、1900（明治 33）年ころから、露頭よ

り北に降ったより平坦な土地に製錬所を建設し始め、

1907（明治 40）年前後までに多数の製錬所の他、各

種工場、事務所、住居、病院、警察派出所、小学校

などを建設し、近代的鉱山町を整備した。さらに水湳

洞にも、溶鉱製錬所、発電所、住居などを建設し、こ

こにも鉱山町を整備した。その一方で、鉱山会社のも

とで働くことを求める台湾人は、田中事務所の鉱山町

の片隅に集落を形成した。

藤田組は 1897（明治 30）年、九份に事務所と小

規模の製錬所（現在の九份國民小學の敷地）を設置

し事業を開始した。しかし、事業開始直後から、現地

に居住しようとする台湾人の一部が、施設への放火や

盗掘などの政治行動を起こしたことで、藤田組は九份

における鉱山町の整備や鉱山事業そのものを進める

ことができず、鉱業権を地区ごとに分割し、次第に顔

雲年などの現地の有力者にその権利を貸与していく。

その結果、瑞芳鉱山では、九份一帯に複数の台湾人

集落が再編成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そして藤田組自ら

は 1903（明治 36）年、焿子寮に大型製錬所、住居、

警察、病院などを配置した鉱山町を整備した（島根県

教育委員会 , 2017）。

また 1899（明治 32）年、木村久太郎の木村組が、

金瓜石山の南側に位置する牡丹山を中心とした武丹

坑鉱山の事業を開始した。同鉱山は明治 30 年代、

40 年代を通じて比較的豊富な金産出量を誇り、金瓜

石鉱山、瑞芳鉱山とともに、「三金山」と新聞等で報道

された。しかし 1912（明治 45）年を境に産出量が激減

したため（野村愛正 , 1938）、木村は 1913（大正 2）年、

その鉱業権を田中事務所に譲渡した。4

4　田中事務所も武丹坑鉱山の開発を試みるが、思うように生産量を上げることができず、1918年に撤退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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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金瓜石鉱山における田中事務所による開

発の概略を述べた。これを踏まえると、田中事務所と

金瓜石鉱山の関わりは、「割譲直前」（1890 年代）「総

督府による構想段階」（1895 〜 1896）「台湾鑛業規則

の公布から田中事務所による開発の初期まで」（1897

〜 1899）「大規模開発以降」（1900 〜 1907）の 4 つの

時期に区分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3. 金瓜石鉱山に関わる要素の変
遷
次に、前節で明確化した時期区分に基づき、各

時期における金瓜石鉱山に関わる要素とその関係

性、さらに変遷についてみていく。

金瓜石鉱山およびその周辺における開発過程

に関わったアクターを列記すると、表 1 の通りとなる。

ここでのアクターは、金瓜石鉱山の利害に関連する組

織や人々のみならず、地理的要素や施設を含む。地

理的要素、施設、ステークホルダーはさらに表 1 の分

類［2］の通り分けられ、さらに個々の要素が分類［3］と

して列挙される。これらの要素が、時代ごとにどのよう

な関係にあったかを図化したのが、図 1 である。以下、

ステークホルダーの立場から、多様なアクターとの関

係をみていく。　

まず「割譲直前」において存在するステークホル

ダーは、（51）清朝政府、（59）台湾人鉱山労働者、（60）

台湾人農業従事者、の 3 者である。清朝後期に漢人

が移り住み、農村集落を形成していた。その後、砂金

や金鉱の発見により、多くの台湾人がそれらを求め、

金瓜石および九份に押し寄せた。その結果、清朝政

府が金砂局を設置した上で、鑑牌制を導入し、鉱山

資源を自らの管理下に置いた。それにより、台湾人鉱

山労働者は清朝政府の経済的支配下に置かれるこ

とになった。すなわち、同時代の金瓜石は農村集落

【表 1】 金瓜石鉱山に関わるアクター一覧 類［2］の通り分けられ、さら

に個々の要素が分類［3］とし

て列挙される。これらの要素が、

時代ごとにどのような関係に

あったかを図化したのが、図 1

である。以下、ステークホルダ

ーの立場から、多様なアクター

との関係をみていく。 

 まず「割譲直前」において存

在するステークホルダーは、

（51）清朝政府、（59）台湾人

鉱山労働者、（60）台湾人農業

従事者、の 3 者である。清朝後

期に漢人が移り住み、農村集落

を形成していた。その後、砂金

や金鉱の発見により、多くの台

湾人がそれらを求め、金瓜石お

よび九份に押し寄せた。その結

果、清朝政府が金砂局を設置し

た上で、鑑牌制を導入し、鉱山

資源を自らの管理下に置いた。

それにより、台湾人鉱山労働者

は清朝政府の経済的支配下に

置か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すなわ

ち、同時代の金瓜石は農村集落

と砂金／金鉱を求める原初的

鉱山集落が共存していた。農村

集落の土地公廟として設置さ

れ、後に「金福宮」となる廟の

存在がその共存状態を示して

いる。 
 次に、「総督府による構想段

表 1  金瓜石鉱山に関わるアクター一覧 
分類［1］ 分類［2］

1 金瓜石山

2 九份山

3 武丹山

4 外九份渓

5 金瓜石渓

6 内九份渓

7 大竿林渓

8 牡丹渓

9 農地

10 台湾人居住地

11 鉱業用地

12 日本人居住地

13 瑞芳鉱山

14 武丹坑鉱山

15 釜石鉱山

16 佐賀関

17 日立

18 大森鉱山

19 坑道

20 第一製錬所

21 第二製錬所

22 第三製錬所

23 第四製錬所

24 第五製錬所

25 溶鉱製錬所

26 武丹坑第一製錬所

27 武丹坑第二製錬所

28 水力発電所

29 武丹坑発電所

30 軽便鉄軌道

31 架空鉄索

32 停車場

33 鉱業事務所

34 役員住宅

35 職工住宅

36 飯場

37 茅葺住居（台湾人）

38 尋常高等小学校

39 公学校

40 病院

41 警察派出所

42 郵便通信局

43 山神社（金瓜石神社）

44 浄土宗布教所

45 倶楽部

46 酒保

47 金福宮

48 慶福宮

49 福興宮

50 勸濟堂

51 清朝政府

52 台湾総督府 鉱務課

53 田中事務所

54 藤田組

55 木村組

56 日本人鉱山会社社員

57 日本人鉱山労働者（雇用）

58 日本人鉱山労働者（飯場）

59 台湾人鉱山労働者

60 台湾人農業従事者

61 中国人鉱山労働者

分類［3］

隣接鉱山

土地

山（金鉱山）

河川（砂金）
自然地形

日本の関連鉱山

地理

廟

鉱山会社

人

生活関連施設
施設

運搬関連施設

鉱業施設

発電所

製錬所

ステークホルダー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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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砂金／金鉱を求める原初的鉱山集落が共存してい

た。農村集落の土地公廟として設置され、後に「金福

宮」となる廟の存在がその共存状態を示している。

次に、「総督府による構想段階」において存在す

るステークホルダーは、（52）台湾総督府と（60）台湾

人農業従事者、の 2者である。この段階において、（59）

台湾人鉱山労働者は排除され、原初的鉱山集落は

廃墟化していた。この段階において、総督府の技師

は先にみたように、金瓜石と九份を一体的に開発する

壮大な構想を描いており、（60）台湾人農業従事者が

使用する農地一帯に鉱業施設を建設することを期待

していた。そのため、（52）台湾総督府は、（60）台湾

人農業従事者の存在を排除し、彼等が使用していた

土地を鉱業用地に包摂することを狙っていたと考えら

れる。台湾人の排除と、収奪による土地の包摂が、こ

の時期のキーワードとなる。

次いで、「台湾鑛業規則の公布から田中事務所

による開発の初期まで」は、総督府の技師が構想し

ていた計画と 2 つの点で大きくことなる。第 1 に、金

瓜石と九份は分割され、異なる鉱山会社に鉱業権が

与えられたことである。これにより、特に九份の鉱業権

を得た（54）藤田組は、総督府技師の構想とは異なる

鉱山町を開発することになった。第 2 に、（60）台湾

人農業従事者を段階的に排除する一方で（波多野 , 

2015）、戻ってきた（59）台湾人鉱山労働者をむしろ包

摂する方法を金瓜石鉱山、瑞芳鉱山ともに採用した

点である。金瓜石鉱山においては、（59）台湾人鉱山

労働者を苦力などとして活用すると同時に、限られた

土地における砂金採取を認めた。その結果、田中事

務所が重点的に開発していた露頭付近には台湾人

居住域が発生し、併せて彼等の信仰対象として、（50）

勸濟堂の前身が設置された。これらの動向により、日

本人による鉱山開発地区および居住区と台湾人の活

動域は必ずしも明確に分離されない状態になった。

またこの時期において、金瓜石鉱山の南側に武

丹坑鉱山が生まれ、瑞芳鉱山とともに、3 つの鉱山が

鼎立する状況となった。

「大規模開発以降」の時期において、金瓜石鉱

山内におけるステークホルダーは完全に（53）田中事

務所に包摂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すなわち、農地等の利

用に関する不平等な契約を通じて（波多野 , 2015）、

（60）台湾人農業従事者は当地における農業活動か

ら撤退せざるを得ず、他方で（59）台湾人鉱山労働者

は有力な台湾人を介して（53）田中事務所に包摂され

ていく。（53）田中事務所は、露頭付近を離れ、農地

が広がっていた土地に、複数の鉱業施設や生活関連

施設を建設した。その際、（53）田中事務所は、（59）

台湾人鉱山労働者に対して、工場地帯近くの急峻な

土地に限って彼等の居住（住居建設）を許可した。こ

れにより、（10）台湾人居住地が（53）田中事務所の意

向に統合されたことにある。それに合わせて、露頭付

近に設置されていた（50）勸濟堂も、新たな台湾人居

住地に移転される。その結果、台湾人の定住化が進

み、さらに多くの廟が建設される事態となった。それは、

台湾人による日本的近代の許容を通した主体的統合

階」において存在するステークホルダーは、（52）台湾

総督府と（60）台湾人農業従事者、の 2 者である。こ

の段階において、（59）台湾人鉱山労働者は排除され、

原初的鉱山集落は廃墟化していた。この段階におい

て、総督府の技師は先にみたように、金瓜石と九份を

一体的に開発する壮大な構想を描いており、（60）台

湾人農業従事者が使用する農地一帯に鉱業施設を

建設す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た。そのため、（52）台湾総

督府は、（60）台湾人農業従事者の存在を排除し、彼

等が使用していた土地を鉱業用地に包摂すること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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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っ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台湾人の排除と、収奪によ

る土地の包摂が、この時期のキーワードとなる。

次いで、「台湾鑛業規則の公布から田中事務所

による開発の初期まで」は、総督府の技師が構想し

ていた計画と 2 つの点で大きくことなる。第 1 に、金

瓜石と九份は分割され、異なる鉱山会社に鉱業権が

与えられたことである。これにより、特に九份の鉱業権

を得た（54）藤田組は、総督府技師の構想とは異なる

鉱山町を開発することになった。第 2 に、（60）台湾

人農業従事者を段階的に排除する一方で（波多野 , 

2015）、戻ってきた（59）台湾人鉱山労働者をむしろ包

摂する方法を金瓜石鉱山、瑞芳鉱山ともに採用した

点である。金瓜石鉱山においては、（59）台湾人鉱山

労働者を苦力などとして活用すると同時に、限られた

土地における砂金採取を認めた。その結果、田中事

務所が重点的に開発していた露頭付近には台湾人

居住域が発生し、併せて彼等の信仰対象として、（50）

勸濟堂の前身が設置された。これらの動向により、日

本人による鉱山開発地区および居住区と台湾人の活

動域は必ずしも明確に分離されない状態になった。

またこの時期において、金瓜石鉱山の南側に武

丹坑鉱山が生まれ、瑞芳鉱山とともに、3 つの鉱山が

鼎立する状況となった。

「大規模開発以降」の時期において、金瓜石鉱

山内におけるステークホルダーは完全に（53）田中事

務所に包摂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すなわち、農地等の利

用に関する不平等な契約を通じて（波多野 , 2015）、

（60）台湾人農業従事者は当地における農業活動か

ら撤退せざるを得ず、他方で（59）台湾人鉱山労働者

は有力な台湾人を介して（53）田中事務所に包摂され

ていく。（53）田中事務所は、露頭付近を離れ、農地が

広がっていた土地に、複数の鉱業施設や生活関連

施設を建設した。その際、（53）田中事務所は、（59）

台湾人鉱山労働者に対して、工場地帯近くの急峻な

土地に限って彼等の居住（住居建設）を許可した。こ

れにより、（10）台湾人居住地が（53）田中事務所の意

向に統合されたことにある。それに合わせて、露頭付

近に設置されていた（50）勸濟堂も、新たな台湾人居

住地に移転される。その結果、台湾人の定住化が進

み、さらに多くの廟が建設される事態となった。それは、

台湾人による日本的近代の許容を通した主体的統合

と 5、他方で儒教文化の温存が図られたことを意味す

る。

さらにこの時期に、（53）田中事務所が飯場を設

 
図 1  金瓜石鉱山開発各時期におけるアクター間の関係性 
【図 1】 金瓜石鉱山開発各時期におけるアクター間の関係性

5　「主体的統合」とは、被支配者が単に従属的に統合されるのではなく、自らの生活拠点を確保するための「戦術」的統合を意味
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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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年）『金瓜石鑛山寫真帖』（1913 年）の 2 冊の

写真集を発行していたことが知られる。前者は露頭で

の開発を開始し、その後露頭よりも下部の土地で複

数の製錬所を建設し始めた時期に発行されたもので

ある。後者は、製錬所のみならず、多様な工場施設、

架空索道、事務所、住居、病院、警察、郵便局、神社

などの整備が一段落し、鉱山町としての体裁が整った

時期のものである。いずれの写真集も、各施設の写真

と施設名称が掲載されているのみで、文章による紹介

や説明を含まない。

台湾日日新報等による新聞報道は、多数存在

する。先述の通り、産業化を志向していた植民地統治

にあって、鉱山開発が重要な国家的事業であったこと

が窺える。報道の内容も多岐にわたっているが、主に、

産出量、開発の状況、将来計画など産業の実態を伝

える記事と、盗掘・盗難や火事などの被害状況を伝え

る記事に大別される。いずれの記事も状況報道の域

に留まる。

『臺灣鑛業會報』『日本鑛業會誌』や、総督府技

師や技手による視察報告は、さらに詳細に現状を報

告するものである。それらの報告のなかには、総督府

技師による苦言が含まれていたものの、6 それもあくま

でも開発方針に対するものであった。

このように、鉱山の内部および周辺から発信され

るイメージや言説は、鉱山開発の状況に限定されて

いた。それに対して、鉱山を外側から捉えたであろう

資料として、旅行案内書が挙げられる。当時、金瓜石

鉱山は、多くの旅行案内書で紹介されていた。金瓜

石鉱山、瑞芳鉱山、およびこれらに関連する記述があ

る旅行案内書は、管見の限り、表 2 の 13 点を数える。

置していたことが判明している。こ

れは（53）田中事務所みずからが飯場制度を導

入していたことの表れであり、その制度下にある飯場

頭や渡り鉱夫の存在可能性が指摘できる。これにより、

台湾人の定住化、（53）田中事務所の直接的配下に

いる人々の定住、渡り鉱夫らによる流動性が複雑に関

係しあう状況にあったといえる。

この時、（57）日本人鉱山労働者（雇用）や（58）

日本人鉱山労働者（飯場）の日常生活にとって重要

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たのが、（10）台湾人居住地であ

った。同居住地が徐々に整備されていき、なかには食

事をする場所、雑貨店、遊技場などがあった。他方で

田中事務所が設けていた生活関連施設は、学校、病

院、警察、宗教施設以外に、酒保と呼ばれる雑貨を

扱う店舗と倶楽部のみであった。そのため、多くの労

働者はよりよい日常生活を求め、（10）台湾人居住地

を利用した。

4. 金瓜石鉱山を巡る言説の析出
他方で、金瓜石鉱山や、瑞芳鉱山はどのように

表象されていたであろうか。

鉱山の表象性を明らかにし得る資料として、田

中事務所自らが発行した写真集、台湾日日新報をは

じめとする新聞報道、鉱業会の会報である『臺灣鑛業

會報』『日本鑛業會誌』、総督府技師や技手による視

察報告、さらに主に総督府鉄道部が編纂・発行した

旅行案内があげられる。

田中事務所は、『臺灣金瓜石田中鑛山全景』

6　田中事務所は、採掘を積極的に実施し、事業の拡張を積極的に進めていた、その姿勢に対して、総督府技師は、「金瓜石ノ採
掘法ヲ一見スルニ専ラ採鑛ニ熱中シテ探鑛ヲ等閑ニ附スルモノトノ評ヲ免レザルガ如シ」と批判していた（齋藤精一 , 1897: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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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のうち、1908（明治 41）年に臺灣総督府鉄道部が編

集・発行した『臺灣鐵道名所案内』は台湾で発行され

た旅行案内書としては最も古いもので、鐵道部が断

続的に発行する案内書の原型となったとされる（曽山

毅 , 2003: 184）。同書をみると、瑞芳鉱山に関する詳

細の記述がなされており、藤田組が焿子寮に建設し

た大規模製錬所と施設群がつくりだす圧倒的な景観

を伝えている。一方で、金瓜石鉱山と武丹坑鉱山に

ついては名称の記載はあるものの、各々に関する記

述はなく、3 つの金山が鼎立している状況を世界に例

を見ないと評価している。それが、1923（大正 12）年

に発行された『鐵道旅行案内』以降になると、状況が

一変する。同書以降、瑞芳鉱山と金瓜石鉱山の両者

に対して記述をするようになるが、瑞芳鉱山に関して

は徐々に記述が減少していく。1918（大正 7）年に藤

田組は、顔雲年に対して一切の鉱業権と所有する設

備を 3 万円で売却した。そして顔雲年は臺陽鑛業株

式會社を設立し瑞芳鉱山の運営に取りかかるが、そ

【表 2】 旅行案内書に記載された金瓜石鉱山および周辺鉱山に関する内容

したことで、産出量が減少したことが昭和初期以降に発行された『臺灣鐵道旅行案内』

3 点（昭和 2 年、昭和 5 年、昭和 7 年）で追記されている。しかし昭和 10 年代におい 
ても、企業名、鉱区面積、産出量に関する記述は継続しており、瑞芳鉱山に比し重要視

されていたことがうかがえる。 
 このように、鉱山の表象に寄与するものは多岐にわたるが、それが人々を誘致するた

めの観光関連書籍であっても、その内容は殖産興業や富国強兵の喧伝を中心としており、

その域をでるものは皆無であった。 
 

表 2  旅行案内書に記載された金瓜石鉱山および周辺鉱山に関す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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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際、焿子寮の残された製錬所やその他の施設は廃

棄された。これは、顔雲年の開発方針が旧式の方法

を採用することであり、近代的な方法によって製錬等

を行うことを放棄したためである。その結果、鐵道部が

評価していた景観が消滅することとなった。また焿子

寮の施設を廃棄した瑞芳鉱山は、1918（大正 7）年か

ら昭和初期まで産出高が減少の傾向にあり、旅行案

内書にも関わらず、事業の縮小について説明がされ

ていた。さらに昭和初期以降、瑞芳鉱山に関する説

明は立地と企業名のみとなり、1942（昭和 17）年には

鉱山名称の記載に留まることとなった。

その一方で、金瓜石鉱山に関する記述は、1923

（大正 12）年以降、鉱区の面積、多数の施設が広範

囲に及んで配置されていること、そして産出額が大き

いことが中心となっており、1924（大正 13）年に鐵道

部が発行した『臺灣鐵道旅行案内』では「本邦屈指の

金山」と評価した。金瓜石鉱山においても、1923（大

正 12）年に乾式製錬を廃止したことで、産出量が減

少したことが昭和初期以降に発行された『臺灣鐵道旅

行案内』3 点（昭和 2 年、昭和 5 年、昭和 7 年）で追

記されている。しかし昭和 10年代においても、企業名、

鉱区面積、産出量に関する記述は継続しており、瑞

芳鉱山に比し重要視されていたことがうかがえる。

このように、鉱山の表象に寄与するものは多岐に

わたるが、それが人々を誘致するための観光関連書

籍であっても、その内容は殖産興業や富国強兵の喧

伝を中心としており、その域をでるものは皆無であっ

た。

5. 金瓜石鉱山にみる景観形成の
メカニズム

以上の議論から、金瓜石鉱山の景観形成には、

以下の 3 点が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

① 理想的鉱山の建設

② 鉱山形成の空間的実践

③ 鉱山の表象性

①は、総督府による現地調査を経て提示された

理想的な鉱山の姿があり、それに対する田中事務所

の戦略的依存である。

②は、①の理想を掲げ、台湾人の排除に動いた

ものの、結果として、日本人と台湾人は非分離の状態

となり、さらに両者は統合されながらも、廟の建設など

台湾文化が拡張していく状況である。

③は、鉱山の表象的次元である。鉱夫や台湾人

による言語表象がまったくない一方で、田中事務所、

新聞、会報、総督府の視察報告を通して形成される

表象は、あくまでも産業としての鉱山開発を状況説明

に終始していた。さらにより場所の魅力を説明すると

一般には考えられる旅行案内書においても、企業名、

鉱区面積、産出量を記載し読者に理解を促すのが常

であり、ここで伝えるべき事柄も、殖産興業の範囲内

に収まるものでしかなかった。

次に、これら 3 点がいかに関係しあっているかを

みていく。

①—②

景観形成の本質が、空間実践を通して変容して

いることがわかる。まず第 1 の段階において、総督府

と鉱山会社は、台湾人に対する強権を通して、理想

的な鉱山の建設を目論んだ。ここでいう理想的な鉱山

とは、近代的かつ合理的で、空間を最大限に活か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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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鉱山であった。それは、総督府と鉱山会社にとって

は、新たに獲得した植民地だからこそ可能であった。

その支配者意識は、総督府技師や技手の報告内容

に如実に示されていた。しかし第 2 の段階において、

砂金採取や金鉱採掘を求め金瓜石や九份に残る台

湾人による砂金採取および居住を限定的に認めるこ

とで、植民地鉱山の特有性がむしろ発生することにな

った。それは廟が増加していく状況にも示されており、

田中事務所からすれば台湾人と協調関係を構築する

ことで、より円滑な鉱山運営が見込まれたし、また台湾

人からすれば金瓜石鉱山内における一定の権利の

獲得を達成したことになる。

①—③

言説は、植民地における鉱山建設の公正性を強

化する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ここでいう公

正性とはあくまでも総督府や田中事務所にとってのも

のであり、鉱山開発の重要性と必要性が、開発実態

の表明によって訴えられる。それは日本的な鉱山自

体が台湾人に対する「日本」（＝近代化）の表象として

機能し得ており、また台湾人による日本的近代の受容

に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た可能性が指摘できる。

②—③

上記のような理想的鉱山を建設したいと願い総

督府や田中事務所と、言説による鉱山開発の積極的

喧伝（＝表象化）が相互に強化しあう関係にあったの

に対して、鉱山建設の経験的・実践的過程は、言説と

は異なる空間を現出させた。それは、端的に言えば、

台湾人による近代の受容と、日本人による台湾的生

活の受容、であった。前者は、総督府や田中事務所

の排他的態度に対して政治行動を起こすことで、台湾

に人々は自らの権利を獲得し、居住の持続性を確保

したことを指す。それは単に日本の組織に従属するこ

とによる獲得という単純な構図ではなく、日本的近代

を彼らなりに「戦術」的に受容した結果である。後者は、

台湾人との共存に開発の円滑化をみた田中事務所

が、廟に代表される儒教文化を許容することの必要

性を考えたことを指す。当初排他性を志向していた田

中事務所が台湾人に対して、廟の建設、さらには住

居の建設を認めることで、植民地の特有の鉱山景観

が形成された。こうした特有性は、盛んに喧伝された

発展的鉱山の実態とは異なる様相を示していた。

6. 結論
金瓜石鉱山の実態は、整備された鉱業施設、鉱

業技術の進歩、そして施設や技術を通して産出され

た鉱石の量によってのみ示されるものではない。それ

は鉱山の一側面には違いない。しかし鉱山は、製品

を生み出す工場とは異なり、社会生活の場としても機

能している。だから人々の観念や価値観が違えば、

破壊的行為や、より強かな政治的行動などが起こり、

景観の形成に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す。そのため、景観

形成のメカニズムは、坑道、選鉱所、製錬所、輸送路

などの鉱業に直接的に関与する施設する際の合理

的な態度のよって説明がつくものではなく、むしろス

テークホルダー間に惹起する多様な行為が景観形成

の過程において重要な枠割りを果たしており、その行

為の出現にしたがって柔軟に形成方針を変更してい

くことが景観のダイナミズム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常に監視の目が向けられていることに十分留意

し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世界遺産である

なしに関わらず、すべての文化遺産は地域の人々が

守り伝えてきた大切な存在であることに間違いはな

い。しかし、世界遺産は地域の人々のみならず、世界

中の人々にとっても大切な宝物なのであるから、私た

ちには世界の人々に対して、それを確実に守るという

義務が生じたわけ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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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石礦山文化景觀再覽
Re-read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Jinguashi Mining Sites

波多野想
琉球大學國際地域創造學部

翻譯：詹慕如

摘要

金瓜石礦山作為文化遺產具備何種價值？是否

如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所述，在於礦山開發這種發

展性層面？就某方面來說這確實無誤。事實上自從

田中事務所和藤田組進行了大規模開發之後，生產

量確實持續擴大。

然而此種現象只論及礦山之產業層面的說明，

並未包含唐突出現以礦山城為中心的地區社會，以

及轉變為受支配物質環境之既有地區社會及其重整

的相關討論，更遑論從文化景觀角度來掌握礦山實

際狀況。

當異質因素進入某個空間，會出現促使異文化

之間的衝突和融合等相互作用之領域。而這樣的領

域將會是在地景觀與外來景觀交織出複雜關係的領

域，隨著時間的經過，歷經破壞、遺棄、衝突、協

商等各種狀況，生產出新的景觀，並且不斷改變。

本稿將立基於上述問題意識，透過與礦山相關

因子之空間實踐，闡明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在空間上

的各種關係，祈能對再次討論金瓜石礦山和瑞芳礦

山之文化遺產價 提供拙見。

關鍵字：文化景觀　動態性　空間實踐　空間表象

Abstract
What should we valuate at the Jinguashi Mining 

Sites as one of cultural heritage? Does it valuate as a 

progressive of mining development? This seems to 

be correct. In fact, since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s 

with the Tanaka-Office and the Fujita-Gumi were 

carried out, the amount of production always planned 

to enlarge.

It merely explains regarding the mines as one of 

development targets, however, it is far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mines as the cultural landscape, which 

should includes the community suddenly constructed 

by Japanese, the old settlement lived by the ruled and 

its reorganization, and also people.

Invasion of a heterogeneous element in some 

space makes the newly territory wher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such as collisions and 

fusions are induced. This situation states as the territory 

where organizes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existence landscape and foreign one. Through the 

various situations such as destruction, abandonment, 

collision and agreement, a new landscape will be 

produced and alter constantly.

1　關於此點深受虎尾科技大學黃士哲教授指點。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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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per is to clarify spat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rule and the ruled through spatial practices by 

the actors regarding mining activities, and to offer 

knowledge to argue the value as a cultural heritage 

again.

Keywords: Cultural Landscape, Dynamism, Spatial 

Practices, Representation

1.前言
1-1.研究背景和目的

金瓜石礦山與瑞芳礦山作為文化遺產具備何種

價值？是否如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所述，在於礦山

開發這種發展性層面？就某方面來說這確實無誤。

事實上自從田中事務所和藤田組進行了大規模開發

之後，生產量確實持續擴大。尤其是日本統治時代

的金瓜石礦山，產量凌駕佐渡金山，為東亞數一數

二的金山。

然而此種現象只論及礦山之產業層面的說明，

並未包含唐突出現以礦山城為中心的地區社會，以

及轉變為受支配物質環境之既有地區社會及其重整

的相關討論，更遑論從文化景觀角度來掌握礦山實

際狀況。

當異質因素進入某個空間，會出現促使異文化

之間的衝突和融合等相互作用之領域。而這樣的領

域將會是在地景觀與外來景觀交織出複雜關係的領

域，隨著時間的經過，歷經破壞、遺棄、衝突、協

商等各種狀況，生產出新的景觀，並且不斷改變。

1所以景觀價 無法用進步史觀的觀點來說明。

這種思考景觀本身之生產性和動態性的觀點在

於釐清多樣行為主體所形成之存在與相互關係性。

也就是說，位於景觀內／外的人及與其相關之事／

物，將其本身的空間實踐寄託在景觀當中。而這些

實踐的相互作用可能會重整景觀的空間性。其中所

展現的動態性，一方面是超越了偏重景觀之實體層

面認知的視角，另一方面可說是多樣化實踐經常借

著「景觀性」的觀點，同時闡明實踐的空間性之視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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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這也是在以多樣要素構成的景觀

中，超越可視／不可視、有形／無形等二元論觀點

的方法，可以獲得一個更為正體的視角。本文將以

金瓜石礦山之景觀為行為主體，關注在此進行之日

常實踐和社會、政治實踐，考察礦山景觀之形成機

制及其價值。

2.金瓜石礦山開發簡史
金瓜石、九份一帶的社會環境據說從清朝後

期開始出現。金瓜石在光緒年間（1875∼ 1908）

開始建造中國特有的建築樣式三合院住宅，開始整

備水田，又設置了土地公廟（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

會，2005: 30-31）。而人進入九份生活可以追溯到

1840年代左右，儘管數量不多，還是可以看到一

些水田（台北市古風史蹟協會，1994: 13）。

來到 19世紀末，這附近的農業景觀漸漸轉變

為礦山。1884年（光緒 10年）受清朝政府任命為

臺灣巡撫的劉銘傳（1836∼ 1896）開始於臺灣東

北部建設連接基隆和台北的鐵路。

1890年（光緒 16年），從事土木工程的人在

基隆河裡發現了砂金。這個事件喧騰一時，許多人

紛紛前往更上游挖砂金，隔年在九份發現了金脈露

頭。自此，大量人口為了採砂金、挖金礦而湧入九

份。因此清朝政府設立了金砂局，負責管理（唐

羽，1985: 74-88）。當時採用的是鑑牌制 2，向淘

金、挖掘的人徵收鑑牌費。可是相對於這些收入，

雇用職員的經費更加龐大，因此決定從 1893年（光

緒 19年）1月至隔年 6月期間，將該事業的營運

轉讓給民間業者，委交五間業者採礦。不過之後由

於業者的獲利大增，再加上 1894年（光緒 20年）

又在金瓜石、大粗坑、小粗坑等地也發現了黃金礦

脈，於是清朝政府在同年 6月以後再次將附近一帶

列入政府管轄，並在瑞芳設置金砂總局，以及包含

九份山在內的四間支局（臺灣鑛業會報，1925: 34-

37），在政府管理下利用山河資源。

不過日清戰爭的結果，根據馬關條約清國將

台割讓給日本。日本隨即設置了台灣總督府（以下

簡稱總督府）、開始治理。日本的殖民地統治以產

業化為目標，在台灣也不例外，推展了各種產業的

開發，其中之一便是礦山的開發。然而，殖民地統

治開始之後的台灣社會情勢混亂，清朝政府所設置

得金砂局功能不彰，接連發生盜採現象。於是總督

府於 1895（明治 28）年頒布了「砂金取締規則」

和「鑛業規則」，對台灣人執行了暫定的採掘限制。

然而儘管如此，金瓜石和九份的盜採並未平

息，總督府隔年，強制封山、禁止挖掘（金瓜石

鑛山田中事務所，1916: 2）。此外總督府也命令

技師進行調查，明確釐清是否為潛力礦脈、開發之

可能性、將來計畫等。奉派到當地的石井八萬次

郎與技手西村三木雄等人一同進行金瓜石山和九

份山的測量調 ，確認兩山存在多數潛力礦脈（石

井，1896a）。在此前提下，石井考慮到地形和礦

脈位置、設施配置等問題，從經濟利益以及作業

效率的觀點，提出兩山整體開發之方法（石井，

1896b），同時也建議將礦業設施配置於溪流匯流、

坡度較徐緩之處（石井，1896a），並且提及可在

位於海岸的焿子寮和水湳洞建設碼頭和倉庫 3。

此種合理的空間計畫何以實現？關於這一點

可以從西村的報告中一窺一二。關於礦山設施的地

點，西村曾說到「眼前水田之處最為適當」，並且

提及「苦於尋找建設之所（中略）擁有一萬多坪平

地之該地乃支那人建設之金瓜石街，此地亦足堪

2　鑑牌制除了發給採取和挖掘者許可，同時也徵收鑑牌費。為了因應台灣人的盜採，藤田組之後援用了這種制度。
3　總督府技師之開發構想請參照波多野（2015: 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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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田中事務所也嘗試過開發武丹坑礦山，不過生產量不如預期，後於 1918年撤退。

應用」（西村，1896）。也就是說，身為新的統治

者，他們認為既有的水田和住宅以及所屬土地都可

以是收奪的對象，這種機能性、合理性的土地運用

概念，支撐著石井等人的龐大開發構想。

接獲總督府技師等當地調 結果報告的總督

府，將金瓜石、九份一帶礦區分成兩個，基 山以

東之礦業權畫給由田中長兵衛領軍的田中事務所，

西側礦業權則授與藤田傳三郎的藤田組。而田中事

務所自行將礦區命名為金瓜石礦山，藤田組則命名

為瑞芳礦山，開始開發。這都是發生在 1897年（明

治 30年）的事。

之後田中事務所和藤田組都動員了組織幹部

（開發、行政事務）、礦夫等勞工，還有其家族來

到各自的礦山。田中事務所還在金瓜石礦山自行設

置「飯場」，也曾聽說有「飯場頭」和「流動礦夫」

的存在。

來自日本的不只是組織或者與其相關的日本

人。包括挖掘、選礦、煉製等礦山技術，還有整地

相關的土木技術，建設工廠、辦公室、住宅，以及

其他設施之建築技術，該建築的形態，還有神社祭

典等生活文化，移動過來的事／物牽涉到日常生活

中的每一個層面。換言之，隨著礦山的開發，日式

產業技術和文化蔓延在地理空間中，正是一種將台

灣農村聚落和淘金潮景觀改寫為日式空間的過程。

其中田中事務所先在金瓜石本山露頭附近重新

利用割讓前台灣人所挖掘的坑道，在此同時建設辦

公室和住宅，展開礦山事業。之後自 1900年（明

治 33年）左右起，在露頭以北下方較平坦的土地

開始建設製鍊所，在 1907年（明治 40年）左右前

除了已經建設多處製鍊所，還完成了各種工廠、辦

公室、住宅、醫院、警察派出所、小學等，近代礦

山城的雛形已然出現。另外在水湳洞也建設了溶礦

製鍊所、發電所、住宅等等，同樣在此打造了礦山

城。另一方面，希望在礦山會社謀職的台灣人也在

田中事務所打造的礦山城中一隅形成了小聚落。

藤田組於 1897年（明治 30年）在九份設置

辦公室和小規模製鍊所（現在的九份國民小學校

地）、展開事業。但是就在其開業後不久，打算居

住當地的部分台灣人發動各種政治行動，例如對設

施縱火、盜採等等，導致藤田組無法推展九份的礦

山城建設和礦山事業，只好根據地區切分礦業權，

逐漸將權利次第借與顏雲年等當地有力人士。結果

在瑞芳礦山的九份一帶重整了多個台灣人聚落。而

藤田組本身則在 1903年（明治 36年）年於焿子寮

建設包含大型製鍊所、住宅、警察局、醫院等設施

的礦山城（島根縣教育委員會，2017）。

另外在 1899年（明治 32年）年，木村久太郎

的木村組以位於金瓜石山南側之牡丹山為中心，展

開武丹坑礦山事業。該礦山在明治 30年代至 40年

代擁有較豐富的產金量，新聞媒體等將其與金瓜石

礦山、瑞芳礦山並稱「三金山」。但是以1912年（明

治 45年）為界，產量銳減（野村愛正，1938），

木村遂在 1913年（大正 2年）將其礦業權讓渡給

田中事務所 4。

以上簡述了田中事務所在金瓜石礦山的開發

過程。在此基礎之下，我們可將田中事務所與金瓜

石礦山的關係區分為「割讓前」（1890年代）、

「總督府的構想階段」（1895∼ 1896）、「頒

布台灣鑛業規則至田中事務所開發初期」（1897

∼ 1899），以及「大規模開發以後」（1900∼

1907）等四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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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瓜石礦山相關要素之變遷
接著，以下將根據上節中已明確化的時期區

分，觀察金瓜石礦山各時期相關要素及其關係和變

遷。

表 1列舉了金瓜石礦山及其周邊開發過程的相

關參與者。在這裡出現的參與者除了與金瓜石礦山

利害相關的組織和人，也包含了地理要素和設施。

地理要素、設施、利害關係人又可依照表 1的分類

﹝2﹞區分，其中個別要素列舉於分類﹝3﹞中。圖

1以圖式顯示這些要素在每個時代中為何種關係。

以下將從利害關係人的立場來觀察其與這些多樣參

與者的關係。

首先「割讓前」存在的利害關係人有（51）

清朝政府、（59）台灣礦山勞工、（60）台灣農民

這三者。清朝後期漢人移居、形成了農村聚落。之

後因為發現砂金和金礦，許多台灣人為了淘金而湧

入金瓜石和九份。結果清朝政府設置了金砂局、導

入鑑牌制，將礦山資源納入政府管理。藉此，台灣

礦山勞工也被置於清朝政府的經濟控制下。也就是

說，同時代的金瓜石有農村聚落和追求砂金／金礦

的原始礦山聚落共存在此。農村聚落中設置的土地

公廟，後稱「金福宮」的廟便顯示了此種共存狀態。

接著在「總督府的構想階段」中存在的利害

關係人有（52）台灣總督府、（60）台灣農民這兩

者。在這個階段中（59）台灣礦山勞工已被排除，

原始礦山聚落逐漸廢墟化。此時總督府技師如同前

述，正描繪著金瓜石和九份整體開發的壯闊構想，

（60）期待在台灣農民使用的農地一帶建設礦業設

施。因此，（52）台灣總督府可能排除了（60）台

灣農民的存在，企圖將他們使用的土地納為礦業用

地。排除台灣人和以掠奪方式取得土地為此時期的

關鍵字。

【表 1】 金瓜石礦山相關參與者一覧 類［2］の通り分けられ、さら

に個々の要素が分類［3］とし

て列挙される。これらの要素が、

時代ごとにどのような関係に

あったかを図化したのが、図 1

である。以下、ステークホルダ

ーの立場から、多様なアクター

との関係をみていく。 

 まず「割譲直前」において存

在するステークホルダーは、

（51）清朝政府、（59）台湾人

鉱山労働者、（60）台湾人農業

従事者、の 3 者である。清朝後

期に漢人が移り住み、農村集落

を形成していた。その後、砂金

や金鉱の発見により、多くの台

湾人がそれらを求め、金瓜石お

よび九份に押し寄せた。その結

果、清朝政府が金砂局を設置し

た上で、鑑牌制を導入し、鉱山

資源を自らの管理下に置いた。

それにより、台湾人鉱山労働者

は清朝政府の経済的支配下に

置か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すなわ

ち、同時代の金瓜石は農村集落

と砂金／金鉱を求める原初的

鉱山集落が共存していた。農村

集落の土地公廟として設置さ

れ、後に「金福宮」となる廟の

存在がその共存状態を示して

いる。 
 次に、「総督府による構想段

表 1  金瓜石鉱山に関わるアクター一覧 
分類［1］ 分類［2］

1 金瓜石山

2 九份山

3 武丹山

4 外九份渓

5 金瓜石渓

6 内九份渓

7 大竿林渓

8 牡丹渓

9 農地

10 台湾人居住地

11 鉱業用地

12 日本人居住地

13 瑞芳鉱山

14 武丹坑鉱山

15 釜石鉱山

16 佐賀関

17 日立

18 大森鉱山

19 坑道

20 第一製錬所

21 第二製錬所

22 第三製錬所

23 第四製錬所

24 第五製錬所

25 溶鉱製錬所

26 武丹坑第一製錬所

27 武丹坑第二製錬所

28 水力発電所

29 武丹坑発電所

30 軽便鉄軌道

31 架空鉄索

32 停車場

33 鉱業事務所

34 役員住宅

35 職工住宅

36 飯場

37 茅葺住居（台湾人）

38 尋常高等小学校

39 公学校

40 病院

41 警察派出所

42 郵便通信局

43 山神社（金瓜石神社）

44 浄土宗布教所

45 倶楽部

46 酒保

47 金福宮

48 慶福宮

49 福興宮

50 勸濟堂

51 清朝政府

52 台湾総督府 鉱務課

53 田中事務所

54 藤田組

55 木村組

56 日本人鉱山会社社員

57 日本人鉱山労働者（雇用）

58 日本人鉱山労働者（飯場）

59 台湾人鉱山労働者

60 台湾人農業従事者

61 中国人鉱山労働者

分類［3］

隣接鉱山

土地

山（金鉱山）

河川（砂金）
自然地形

日本の関連鉱山

地理

廟

鉱山会社

人

生活関連施設
施設

運搬関連施設

鉱業施設

発電所

製錬所

ステークホルダー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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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來到「頒布台灣鑛業規則至田中事務所

開發初期」，與總督府技師所構想之計畫有兩點較

大差異。第一是金瓜石和九份分割，將礦業權賦予

兩間不同礦山會社。藉此，尤其是獲得九份礦業權

的（54）藤田組開始進行不同於總督府技師構想的

礦山城開發；第二，一方面階段性排除（60）台灣

農民（波多野，2015），另一方面也容納了回流的

（59）台灣礦山勞工，在金瓜石礦山、瑞芳礦山都

採用了這種方法。在金瓜石礦山除了將（59）台灣

礦山勞工運用為苦力等粗活，也允許他們在有限土

地上採取砂金。結果在田中事務所重點式開發的露

頭附近出現了台灣人的居住地區，同時也設置了他

們的信仰對象（50）勸濟堂之前身。由這些動向可

知，日本人的礦山開發地區和居住區還有台灣人的

活動領域，不見得有明確的區隔。

另外在此時期金瓜石礦山南側出現了武丹坑

礦山，與瑞芳礦山形成三座礦山鼎立的狀況。

「大規模開發以後」時期金瓜石礦山內的利害

關係人已經完全涵括於（53）田中事務所之下。透

過農地利用相關的不平等契約（波多野，2015），

迫使（60）台灣農民從當地農業活動撤退，另一方

面（59）台灣礦山勞工則藉由有力的台灣人納入

（53）田中事務所旗下。（53）田中事務所在距離

露頭超遠處、有廣闊農地的土地上建設了多所礦業

設施和生活相關設施。此時（53）田中事務所允許

（59）台灣礦山勞工在工廠地帶附近的陡急土地的

有限空間中建設他們的住處（住宅建設）。藉此，

（10）台灣人居住地也被整合至（53）田中事務所

的意向中。配合此措施，設置於露頭附近的（50）

勸濟堂也搬遷到台灣人的新居住地。結果使得台灣

人的定居更加深化，也建設了更多座廟宇。這代表

著台灣人接受日本式的近代進行具主體性的整合 5，

以及保存儒教文化的企圖。

 
図 1  金瓜石鉱山開発各時期におけるアクター間の関係性 
【圖 1】 金瓜石礦山開發各時期各參與者之間的關係性

另外目前也已經確知此時期（53）田中事務

所設置了飯場。這表示（53）田中事務所可能自行

導入了飯場制度，同時在此制度下很有可能出現飯

場頭或流動礦夫等角色之存在。台灣人的定居化、

（53）田中事務所直接管轄之人民的定居，還有流

動礦夫之流動性，呈現了複雜的相互關係。

此時，（10）台灣人居住地在（57）日本礦山

勞工（雇用）和（58）日本礦山勞工（飯場）的日

常生活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該居住地建設漸漸

完備，其中有用餐的地方、雜貨店、遊樂場等等。

但另一方面田中事務所所設置的生活相關設施除了

學校、醫院、警察局、宗教設施以外只有稱之為「酒

5　「主體性的整合」係指被支配者並非單純從屬式地被整合，而是為了確保自己的生活據點而進行「戰術」性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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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的販賣雜貨店鋪和俱樂部而已。所以許多勞工

為了追求更好的日常生活，紛紛前往（10）台灣人

居住地。

4.金瓜石礦山相關言論之分析
另一方面，金瓜石礦山和瑞芳礦山的樣貌又被

如何呈現？

【表 2】 記載於旅遊資訊書的金瓜石礦山以及周邊礦山之內容

したことで、産出量が減少したことが昭和初期以降に発行された『臺灣鐵道旅行案内』

3 点（昭和 2 年、昭和 5 年、昭和 7 年）で追記されている。しかし昭和 10 年代におい 
ても、企業名、鉱区面積、産出量に関する記述は継続しており、瑞芳鉱山に比し重要視

されていたことがうかがえる。 
 このように、鉱山の表象に寄与するものは多岐にわたるが、それが人々を誘致するた

めの観光関連書籍であっても、その内容は殖産興業や富国強兵の喧伝を中心としており、

その域をでるものは皆無であった。 
 

表 2  旅行案内書に記載された金瓜石鉱山および周辺鉱山に関する内容 

 

田中事務所自行發行的攝影集、台灣日日新

報等新聞報導、《臺灣鑛業會報》《日本鑛業會

誌》這類礦業會會報、總督府技師和技手的視察報

告，還有主要由總督府鐵路部編纂、發行的旅遊資

訊等，都是可以明確呈現礦山表象的資料。

田中事務所發行了《臺灣金瓜石田中鑛山全

景》（1903年）《金瓜石鑛山寫真帖》（19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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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冊攝影集。前者始於露頭之開發初期，在後來

開始於露頭下方土地建設多處製鍊所時發行；後者

是除了製鍊所之外，多樣工廠設施、懸空索道、辦

公室、住宅、醫院、警察局、郵局、神社等建設告

一段落後，礦業山城雛形初現時發行。兩本攝影集

都只刊載各設施的照片和設施名稱，並未包含文章

介紹及說明。

台灣日日新報等也有許多新聞報導。如同前面

所述，以產業化為目標的殖民地統治中，礦山開發

為重要的國家事業。報導內容也相當多樣，但主要

可分為產量、開發狀況、將來計畫等傳達產業現狀

的文章，跟報導盜挖、偷竊、火災等受害狀況的文

章兩種。兩者都不脫狀況報導的領域。

《臺灣鑛業會報》《日本鑛業會誌》和總督府

技師及技手的視察報告更詳細地報告了現狀。在這

些報告中也包含了總督府技師的批判 6，但這些都

是針對開發方針所發出的意見。

諸如上述發自礦山內部以及周邊的影像或者

言論，都僅限於礦山開發的狀況。相對之下，旅遊

資訊書則是企圖從礦山外側掌握的資料。當時許多

旅遊資訊書都介紹了金瓜石礦山。記載了金瓜石礦

山、瑞芳礦山，及其相關記述的旅遊資訊書，根據

筆者管見，約有表 2的 13點。其中 1908年（明治

41年）由臺灣總督府鐵路部編輯、發行的《臺灣鐵

道名所案內》是台灣所發行的旅遊資訊書中最古老

的一本，可能是鐵道部斷續發行的旅遊書原型（曾

山毅，2003: 184）。該書詳細地記載了瑞芳礦山的

相關資訊，並且介紹了藤田組在焿子寮建設的大規

模製鍊所和設施群形成的壯闊景觀。另一方面，書

中雖有金瓜石礦山和武丹坑礦山的名稱記載，但是

並沒有關於這些地方的記述，並提到三座金山鼎立

的狀況舉世罕見。不過到了 1923年（大正 12年）

發行的《鐵道旅遊資訊》之後，狀況一轉。在該書

之後雖然同時有對瑞芳礦山和金瓜石礦山兩者的記

載，但是關於瑞芳礦山的內容卻漸漸減少。1918

年（大正 7年），藤田組以 3萬圓將所有礦業權和

持有的設備賣給顏雲年。而顏雲年設立了臺陽鑛業

株式會社，開始經營瑞芳礦山，當時他廢棄了留在

焿子寮的製鍊所和其他設施。這是因為顏雲年的開

發方針採用舊式方法，放棄了近代方法之製鍊。其

結果使得鐵道部讚揚的景觀不復存在。另外，廢棄

了焿子寮設施的瑞芳礦山，自 1918年（大正 7年）

至昭和初期有產量減少的趨勢，儘管是旅遊資訊

書，書中卻說明了事業縮小的事實。另外在昭和初

期之後，關於瑞芳礦山的說明只剩下地點和企業名

稱，1942年（昭和 17年）只剩下礦山名稱的記載。

另一方面，關於金瓜石礦山的記述在 1923年

（大正 12年）之後以礦區面積、設置在廣範圍的

多數設施，還有產出額之大為主，1924年（大正

13年）由鐵道部發行的《臺灣鐵道旅遊資訊》中則

評為「本邦屈指之金山」。關於金瓜石礦山，昭和

初期之後所發行的《臺灣鐵道旅遊資訊》三期（昭

和 2年、昭和 5年、昭和 7年）中追記了 1923年

（大正 12年）廢止乾式製鍊、導致產量減少一事。

但是在昭和 10年代還持續記載企業名、礦區面積、

產量，可見遠比瑞芳礦山更受重視。

諸如上述，影響礦山表象之因素繁多，但儘管

是以吸引觀光客為主要目的的旅遊資訊書籍，其內

容也以宣傳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為主，完全未脫此

領域。

6　田中事務所積極實施挖掘、擴張事業，總督府技批判其態度：「不得不說，金瓜石之挖掘專注於採鑛，探鑛等是均附之等閑。」（齋
藤精一 , 1897: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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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從金瓜石礦山看景觀形成的機
制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金瓜石礦山的景觀形成與

以下 3點有關。

①建設理想礦山

②礦山形成的空間實踐

③礦山的表象性

①是總督府經過實地調 所提示的理想礦山樣

貌，田中事務所對此有著戰略性的依存。

②是高舉①之理想，企圖排除台灣人，但結

果日本人和台灣人呈非分離狀態，進而出現兩者統

合，且台灣文化藉由廟宇建設等更加擴張的狀況。

③是礦山的表象層次。一方面完全沒有礦夫和

台灣人的言語表象，同時透過田中事務所、報紙、

會報、總督府視察報告等所形成之表象，自始至終

都只報導礦山作為一項產業之開發狀況。一般來說

會更詳盡說明當地魅力的旅遊資訊書普遍也記載著

企業名稱、礦區面積、產量等，促進讀者理解，在

此所傳達的事項都不出殖產興業的範圍。

接下來將試著觀察此 3點之間的關係。

①—②

可以看出景觀形成之本質係透過空間實踐而不

斷改變。首先在第 1階段，總督府和礦山會社透過

強權企圖建設理想礦山。在此所謂理想礦山是指近

代、合理，可以最大限度活用空間的礦山。對總督

府和礦山會社來說，正是因為這是新獲得的殖民地

方才可能實現。這種統治者意識清楚地呈現在總督

府技師和技手的報告內容中。但是進入第 2階段，

有限度地承認了為了採砂金或挖金礦留在金瓜石和

九份的台灣人可以採金、居住，反而產生了殖民地

礦山的特殊性。從廟宇增加的狀況也可以看出這一

點，田中事務所認為，跟台灣人之間建立起協調關

係，預計可更順利地經營礦山，同時站在台灣人的

立場也成功地獲得了在金瓜石礦山內一定的權利。

①—③

此時的言論對於主張殖民地礦山建設之公正

性發揮了強化的功能。在此所謂的公正性當然是對

總督府和田中事務所而言，礦山開發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在開發實態上已清楚呈現。由此可看出日本

的礦山本身對於台灣人來說發揮了象徵「日本」

（＝近代化）的功能，同時也扮演著台灣人接納日

式近代的角色。

②—③

上述希望建設理想礦山的總督府及田中事務

所，和藉由言論積極宣傳（＝表象化）礦山開發，

兩者為相互強化的關係，另外礦山建設的經驗性、

實踐性過程，則出現了與言論不同的空間。簡單地

說，那是台灣人對近代的接納，以及日本人對台灣

生活的接納。前者係指台灣人對於總督府和田中事

務所之排他態度引發政治行動，爭取自己的權利，

確保居住的持續性。這不僅是獲得從屬於日本組織

地位這麼單純的構圖，而是他們「戰術性」接納日

式近代的結果。後者指的是企圖與台灣人共存、達

到順利開發目的的田中事務所，容許廟宇所代表的

儒教文化之必要性。起初表現出排他性的田中事務

所，後來承認了台灣人建造廟宇，甚至建設住宅，

因此形成了殖民地特有的礦山景觀。這種特殊性跟

積極宣傳的礦山蓬勃發展實態，呈現出不同的樣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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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論
金瓜石礦山的實態無法僅從完備的礦業設施、

礦業技術之進步，還有透過設施和技術產出的礦石

量來顯示。這些都僅僅是礦山的其中一個層面。然

而礦山跟生產產品的工廠不同，同時也具備社會生

活場域的功能。所以假如人的觀念和價值觀不同，

就會引發破壞行為或者更強烈的政治行動，對景觀

之形成造成莫大影響。因此，景觀形成的機制無法

全用建設坑道、選礦所、製鍊所、輸送道等直接與

礦業相關之設施的合理態度來說明，在利害關係人

之間產生了多樣行為，在景觀形成的過程更發揮了

重要角色，因應這些行為的出現，靈活地改變形成

方針，才是景觀的動態能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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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礦物與礦床學的搖籃 -九份、金瓜石、
武丹山礦山
The Cradle of Taiwan's Mineralogy and Ore Geology： Chiufen, 
Chinkuashih, Wutanshan Epithermal Deposits.

黃克峻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摘要

金瓜石 -九份 -武丹山淺溫型熱水礦床為今日

臺灣產最多礦物的地區，自清末與日據時代以來歷

經多位重要學者研究，於今日已發現占全島超過三

分之一礦物種，培植傑出地質學家與使用許多當代

尖端研究方法投入，於臺灣自然科學 -礦物學發展

中具無可取代的地位。

本地區目前的礦物種當中，自然元素類有六

種、硫化物十五種、碲化物一種、硫鹽類九種、氧

化物氫氧化物十種、碳酸鹽七種、砷酸鹽與磷酸鹽

類十種、硫酸鹽類十三種、鹵化物一種、矽酸鹽類

四十一種，總共達一百一十三種。其中硫砷銅礦、

呂宋礦、法馬丁礦、明礬石常被拿來當作該物種的

「模式標本」，供作世界科學研究比對或博物館陳

列。如此之礦物多樣性、獨特性已達世界級礦山等

級，值得國人重視。

過往甚少有文獻針對臺金時期以前的礦物學發

展作為論述，本文為展現臺灣礦物學紀錄的進程，

探索過去百年來發表的文獻，共論今日於三礦山之

研究與新發現，以彰顯九份金瓜石地區於台灣礦物

學上的重要性。

關鍵字：金瓜石金山、瑞芳金山、牡丹坑金山、礦

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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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kuashih-Chiufen-Wutanshan epithermal 

depos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ineralogical 
site in Taiwan owe to found since late Qing-dynasty 
and Japan Colonial Era. Until today more than third 
of the mineral species reported in Taiwan can be 
found here, making it one of the irreplaceable site in 
Taiwan. These minerals fuels research using state of 
the art instruments in the past, sprouts many famous 
geologists and mineralogists in the history. Today 
there are 113 minerals found in this region, including 
6 native elements, 15 sulfides, 1 telluride, 9 sulfosalts, 
10 oxide and hydroxides, 7 carbonates. 10 arsenates 
and phosphates, 13 sulfates, 1 halides, and 41 silicates. 
Among these enargite, luzonite, famatinite, and alunite 
are frequently considered as best of the species used 
as type or reference specimens for research. Base on 
the mineral diversity and uniqueness, the Chinkuashih-
Chiufen-Wutanshan region can be considered as a 
world class mineral locality worth for further attention. 
Due to rare discussion in mineralogical literature 
during earlier history of this region, this article address 
these important mineralogical progress in the past 
100 years, and further discusses present day statues to 
emphasize its importance in Taiwanese Mineralogy.

壹、緒論

礦物學屬地質學的分支，為針對地表、地下

岩石中之天然礦物作為紀錄、研究。從了解礦物晶

體型態、特色、成因、至利用取材作為支持社會及

工業發展的基石。礦物學發展攸關社會土地利用，

新材料與技術發展，或聚落與人文起始，因此為拓

荒時期除動物學、植物學以外博物學範疇中頗重要

的一部分。然而礦物學身為博物學、自然科學中重

要一員，於臺灣卻鮮有文獻整合記載島嶼上礦物學

之重要進程與發現，成為土地故事的缺憾。九份、

金瓜石、與武丹山 (牡丹坑 )淺溫型熱水礦床為清

末、日治時期、或國民政府時期重要礦物發現地，

本土礦物紀錄種隨礦山探索、開拓有著爆發性成

長，至今仍保有全島三分之一以上之礦物種並持續

有新發現，可謂臺灣礦物學的熱帶雨林，扮演極為

重要的角色。

貳、1900年以前的礦物紀錄： 砂
金與山金的樣貌

荷西統治時期至清末年間臺灣的礦物紀錄並

不多，有紀錄者為與硫磺、金，及與礦物較無關的

煤礦 (唐羽，1985)。大航海時期廣為流傳臺灣島

擁有攸關戰爭與經濟資源的礦產，但這些礦產的地

質特徵與自然形態則罕為人知，多僅是流傳而已。

較現代且詳細的紀錄始於臺灣博物學快速發展的

日治時期。礦物與地質學由日本臺灣總督府殖產

處 (後為殖產局 )技師石井八萬次郎為開端。石井

氏是當時日本帝國聘任遊歷韓國、華中等戰地的地

質專家，於佔領地記載許多珍貴地質觀察，也是

1895年馬關條約後抵達臺灣的首批地質學專家。

期間踏遍臺灣島，為地質與礦產進行詳細探查。當

時才發現沒幾年的基隆河砂金礦與已開始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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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九份山」，成為石井氏於臺灣最早的調查工作

(石井八萬次郎，1897a,b,c)。

石井氏1897的報告中紀錄他由基隆途經暖暖，

沿基隆河觀察砂金，並轉往上游金礦源頭，依路途

所見撰寫兩篇重要的金礦報告。「基隆川砂金」記

載當時熱鬧的基隆河砂金礦，文中提及砂金是以微

扁之米粒狀、葉狀、與線狀自然金 (圖 1-1、1-3)，

並偶與石英混雜出現。共存之碎屑礦物包含有「石

英、黏土、硫化鐵礦物、鋯石、磁鐵礦、石榴石」

等六種礦物。石井推測石英、黏土、硫化鐵礦物為

礦脈風化而來，而鋯石與磁鐵礦等礦物則來自火成

岩。而另一「臺灣瑞芳金山」論述，則鉅細靡遺的

描述當時礦山的地理位置、原始交通、險惡地形，

對於砂金源頭的礦山於岩石變化與礦物分佈，記錄

金礦成因可能與火成岩有關。他的報告為後來日人

稱之為「瑞芳金山」的九份山金礦，為當時了解九

份與金瓜石礦山的重要依據。這兩篇報告奠定瑞

芳、金瓜石金礦成因與火山作用相關的基礎，是臺

灣地區首次針對礦物有詳細紀錄。

【圖 1】(1) 基隆河產的砂金，據石井氏所描述具微扁之米粒狀、
葉狀、與線狀等多種產狀，標本盒一英吋直徑，林俊宏先生提
供。(2) 產於小金瓜的薄葉狀自然金，表面具有許多細微的晶體
組構，張國興先生提供。(3) 基隆河產粗粒塊金，上面還具有許
多原生自然金晶體，標本 1.8公分寬，林俊宏先生提供。(4) 九
份甲脈產具樹蕨狀產狀之自然金，張國興先生提供。

 
圖 2: (1) 基隆河中產的砂金，產狀據石井氏所描述具微扁之米粒狀、葉狀、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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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大金瓜」最早的手繪資料。(1) 齊藤讓 (1901)所描繪
的金瓜石「大金瓜」露頭礦脈岩石與斷層關係圖。A為富含金
之赤色含褐鐵礦岩石，右側接近斷層 (黑色線 )為角礫狀；B為
淡青色黏土帶及位於左側斷層上盤 C的青黏土帶。(2) 齊藤讓
(1901) 瑞芳金山、金瓜石金山、牡丹坑金山的礦床簡圖，是本
地區最早的圖資。

 
圖 1: (1) 齊藤讓(1901)中所描繪的金瓜石金山露頭礦脈岩石與斷層的關係圖，A
為富含金之赤色含褐鐵礦岩石，右側接近斷層(黑色線)為角礫狀；B 為淡青色黏

土帶及位於左側斷層上盤 C 的青黏土帶，是大金瓜最早的手繪資料。 (2) 齊藤

讓(1901) 瑞芳金山、金瓜石金山、牡丹坑金山的礦床簡圖，是本地區最早的圖

資。 
 
 
 
 

石井氏除礦物觀察外，另根據所見火成岩與

沉積岩之關係，於百年前推論礦山地質的演化過

程，提出有四個地質階段。第一階段為含化石之第

三紀沉積岩受「地殼變動」產生地層繞曲變形、第

二為變形的沉積岩地層受火山岩侵入與噴發作用、

第三斷層作用、與第四則為沿著斷層發生金礦的熱

反應作用。他所提出的地質模型於百年後尚未有太

大更動。對於與金礦相關的岩石觀察尤其詳細，於

後稱為「金瓜石」之雞冠狀裸峰上發現組成為火山

岩之「岩脈」，兩側與圍岩接觸部發育有白色黏土

化「變質」區域，有多量硫化鐵礦物與硫化鉛，金

礦即伴隨硫化鐵礦物一同出現，是大金瓜最早的紀

錄。他指出這些金礦化岩石除變堅硬外，顏色由新

鮮之「斑狀灰色火山岩」隨影響程度轉變為「藍青

色至葉綠色火山岩」、「青泥色火山岩」、「白色

黏土質火山岩」、及「黃赤色含鐵之黏土質火山岩」

(圖 2-1)。岩石隨熱液反應程度，硫化鐵礦物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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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隨之增加，而最後「黃赤色含鐵黏土質火山岩」

則為受風化、強烈反應的火山岩，含金量最高，是

當時開採的主要目標。這位臺灣地質探索先驅也發

現位於九份的瑞芳金山係發育於第三紀沉積岩內，

與金瓜石金礦發育於火成岩中的差異，了解金瓜石

礦山與九份礦山金礦成因的不同。石井氏認為九份

山之金礦以礦物填充於斷層裂隙，而金瓜石則較類

似於火成岩接觸部的浸染狀礦床。

石井氏當年根據有限露頭提出「火山岩脈」

與「接觸礦床」兩地質成因解釋金瓜石礦床，這

於後來幾年受討論檢討 (仙石亮，1900；齊藤讓，

1900., 1901)。於 1901年後才確認「岩脈」、「接

觸礦脈」不適用於金瓜石礦山的成礦機制，裂隙充

填與圍岩反應的成因較為恰當 (齊藤讓，1901)。石

井的觀察奠定金瓜石、九份礦山金礦岩石受礦化作

用影響之變化與金礦指標，於後續探勘與研究提供

重要的基石。後稱為新鮮石英安山岩、青盤岩化安

山岩、黏土化安山岩、矽化安山岩的岩石 (方建能、

余炳盛，1995)，為金瓜石地區礦物生成的溫床，

臺灣的礦物學由造岩礦物 (rock forming minerals)調

查研究開端時，也因礦山開發增加礦床相關的熱水

礦物 (hydrothermal minerals)報導。

石井氏於臺灣的功績除繪製第一張臺灣全島地

質圖外，於後發表「臺灣地質礦產圖」，為臺灣土

地的天然資源調查奠定良好基礎。金礦山的調查工

作後來由東京帝國大學派遣「的場中」博士、總督

府技師「齊藤讓」接手。瑞芳、金瓜石、牡丹坑金

山的地質調查進入精查階段，礦山探勘進入穩定發

展的時代 (的塲中，1900；齋藤 ，1901；齊藤正次，

1936)。臺灣的礦物學紀錄與研究就此開端。

參、日治時期三金山鼎立的年代

一、金瓜石的黑色寶藏：硫砷銅礦的發現

1900年代前瑞芳金山、金瓜石金山、牡丹坑

金山於礦山地表處開發，記載多著重於易處理的富

金硫化鐵、富金黏土脈 (西村三木雄，1896；齊藤

讓，1901)，發現的礦物單調。1900年代後隨礦山

往地下深處開發，礦山岩石與礦物出現轉變。當時

瑞芳金山與金瓜石金山從近地表的含金氧化鐵礦

脈、往礦山深部挖掘漸轉為以含金硫化鐵礦物，原

赤紅色的礦石變為灰色的礦石。當時三大金山產金

量為日本產總額的百分之四十，受高度重視，據此

多位地質專家來訪欲探究竟。於 1901、1902年夏

季來訪的工學士「大島十郎」注意到礦山礦物隨

深度變化，依組成劃分為上部「酸化帶」、中部

「硫化鐵礦帶」、及下部「黑礦帶」(大島十郎，

1906)，並指出因面臨冶煉新種礦石的問題，金瓜

石礦石中越來越常見的黑色礦物需特別關注。當時

帶回一箱及後來追加的三箱黑色礦物回日本進行分

析，發現為含銅、硫、砷的礦物，大島氏根據粗

略分析猜測可能為砷黝銅礦 (tennantite)、或車輪礦

(bournonite)(大島十郎，1906)。黝銅礦是一種等軸

晶系之含銅、銻、硫鹽類 (sulfosalt)，晶形多為四

面體因此又被稱為日人稱為「四面銅礦」，而另一

類車輪礦則為斜方晶系硫鹽類，常以齒輪狀雙晶而

得名。但當時因標本缺乏晶型無法明確證實是哪一

種礦物。

黑色礦物的身分在 1906年「上山小二郎」透

過詳細化學分析與物理性質量測、及利用取得的晶

體確認為斜方晶系的硫砷銅礦 (enargite) (上山小二

郎，1906)。日人藉此根據硫砷銅礦的特性改善冶

煉流程並開始增產銅。金瓜石產的硫砷銅礦由於結

晶良好巨大 (圖 3-1、3-2、3-3)，後來於日本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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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神津教授的礦物實驗室以各種不同科學方式研

究，成為臺灣礦物中首例以X光繞射分析的礦物 (圖

4-2、4-3)，為學界了解該礦物的物理、化學、結晶

學提供重要科學貢獻 (渡邊萬次郎，1930；高根勝

利，1933；鶴見志津夫，1933；渡邊新六，1936；

神津俶祐、渡邊新六，1937；竹內常彥，1943) (圖

5)。硫砷銅礦是一種不常見礦物，甚少大量能供作

開發使用，因此金瓜石礦山巨碩晶體的發現，並為

主要銅礦於當年是非常獨特，也是臺灣歷史中繼硫

磺、自然金發現以來，是為發現第三重要的經濟礦

物。

1910年於總督府工作的岡本要八郎所發表的

「臺灣 硫砒銅鑛 (エナルジャイド )の結晶に就

て」，是金瓜石地區硫砷銅礦早年最為詳細的記

載。這位臺灣礦物學重要人士於文中記載硫砷銅礦

發現於金瓜石礦山的本山二坑，以後往下至本山五

坑之間的礦脈都可見其蹤跡。它的型態於最上部的

本山二坑硫砷銅礦是以黑色汙漬狀出現於矽化岩石

上，而美麗的晶群由本山三坑、四坑間開始出現，

以火柴棒大小之六角柱狀晶群與黃鐵礦 (pyrite)、

重晶石 (barite)、薄層石英包裹，並偶與細粒自然

 
圖 3: 岡本要八郎 1911 年臺灣礦物調查報告中的金瓜石礦山典型礦物。 (1) 長
仁坑具長柱狀之硫砷銅礦晶體。(2) 短柱狀硫砷銅礦粗晶，標本現存臺灣博物館。

(3) 出口雄三所收藏的長仁坑產具中空構造的硫砷銅礦晶簇。(4) 長仁坑產明礬

石巨晶簇。圖資來源為臺灣大學舊照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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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岡本要八郎 1911年臺灣礦物調查報告中的金瓜石典型
礦物。(1) 長仁坑之長柱狀硫砷銅礦晶體。(2) 短柱狀硫砷銅礦
粗晶，標本現存臺灣博物館。(3) 出口雄三所收藏的長仁坑產具
中空構造的硫砷銅礦晶簇。(4) 長仁坑產明礬石巨晶簇。圖資來
源為臺灣大學舊照片資料庫。

【圖 4】日治時期硫砷銅礦、呂宋礦的 X光繞射研究。(1) 竹內
常彥 (1943)的粉末繞射資料比對硫砷銅礦 (En)、呂宋礦 (Lz)、
黃銅礦 (Ccp)、閃鋅礦 (Sph)之繞射環線，虛線圈起是金瓜石產
樣本。(2) 高根勝利 (1933)硫砷銅礦的 [001]單晶繞射、(3)及
單晶旋轉 [100]晶軸所記錄的繞射點，這是臺灣礦物中最早受
X光結晶學研究的礦物材料。

 
圖 5: 日治時期硫砷銅礦、呂宋礦的 X 光繞射研究。 (1) 竹內常彥(1943)的粉末

繞射資料比對硫砷銅礦(En)、呂宋礦(Lz)、黃銅礦(Ccp)、閃鋅礦(Sph)之繞射環線，

黑框圈起的是金瓜石的樣本。(2) 高根勝利(1933)硫砷銅礦的[001]單晶繞射、(3)
及單晶旋轉[100]晶軸所記錄的繞射點，這是臺灣礦物中最早受 X 光結晶學研究

的礦物材料。 

【圖 5】渡邊新六 (1936)所描繪的金瓜石礦山硫砷銅礦之晶體
外形。

 
圖 4: 渡邊新六(1936)所描繪的金瓜石礦山硫砷銅礦之晶體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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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起共生於礦脈晶洞中，再往深部本山四坑與五

坑間進入下部硫化鐵礦帶以及黑礦帶，硫砷銅礦以

有如輝銻礦 (stibnite)之光澤以薄柱狀或短柱狀群

晶、偶產具中空特徵的骸晶 (岡本要八郎，1910)，

時還帶有美麗的紫色光輝與三角八面體之黃鐵礦共

生。他的記載中除了本山系的礦體有產出外，位於

本山北方的長仁坑也有報導 (岡本要八郎，1910；

Deguchi, 1912)。長仁坑出產的硫砷銅礦多為細柱

狀，並偶與明礬石 (alunite)、硫磺共生 (圖 3)。岡

本要八郎於此報告中也統整了三大金山的幾種礦物

物種豐度的比較，明確指出除礦床形式不同外，發

現的礦物組合也相覷。金瓜石礦山的礦物組合也在

此明確與瑞芳金山的九份區隔。

當時於總督府殖產局工作的岡本氏統整自日

本抵達臺灣後，與他自身採集的樣本進行礦物學紀

錄，於 1911年發表了「臺灣產鑛物雜說」，其中

包含 1912年補遺的部分共發表有六十種礦物 (岡

本要八郎，1911a,b,c；1912)。這些礦物中來自瑞芳、

金瓜石、牡丹坑金山產者即有二十八種，佔近一半

的物種，顯見此地區於早年臺灣礦物學發現年代的

重要性。該批標本成為日本總督府殖產局的第一批

陳列室標本，後來成為臺灣博物館的前身，是創館

之時最早的標本。岡本要八郎對這些礦石的觀察力

與描述及北投石的發現，讓他後來被認為是臺灣歷

史上第一位礦物學相關的「博物學家」。

二、山金的樣貌

自然金於礦物學中屬等軸晶系，出現時以多不

規則集合體產出，或樹枝狀、葉狀，完美晶體於自

然界非常罕見。成份可與自然銀形成固溶體 (solid 

solution)，於不同地質條件能有含銀量與微量元素

變化，是一種成份多變的天然物質。三大金山開採

的金礦物即為自然金，其形態記載除石井氏所報導

基隆河砂金外 (石井八万次郎，1897c)，其山金產

狀與成份於文獻中僅偶爾著墨。日人記錄「山金」

的產狀包含描述其形狀、母岩形態、含銀量 (成

色 )，對金瓜石金山的描述多為細粒散點狀與褐鐵

礦共生、或於牡丹坑金山露頭發現之葉狀自然後則

無再多記載。相對以出產巨大自然金知名的瑞芳金

山，則有數筆詳細記錄。

久原幹雄 (1918)對瑞芳金山 (九份 )所產自然

金之紀錄，讓我們洞悉當時富礦體中金子的樣貌。

自然金發現於礦脈小晶洞中與石英共存，多以粒

狀、薄片狀、樹蕨狀、蠕狀等，偶而與黏土一同

出現 (圖 6)，或沿方解石解理面間取代、沉澱形成

片狀、板狀自然金 (圖 1-2、1-4)。久原氏也指出

含銀量可由顏色區隔，含銀量越高者偏銀白色，

並隨著含銀越低顏色則偏橘黃色 (圖 6-6)。他並指

【圖 6】久原幹雄 (1918)對瑞芳金山 (九份 )所產的自然金之天
然型態紀錄。(1)瑞芳金山大粗坑丙脈出土的含金褐鐵礦。(2)
甲脈產之矽化頁岩中與石英共生的自然金。(3) 大竿林丙脈出產
的矽化頁岩表面長有許多自然金。(4) 自然金呈特定方向排列，
當時認為是取代石英破裂面所產生。(5)瑞芳金山較深部的金礦
石與閃鋅礦、方解石共生。(6) 礦石中自然金的成色變化，由左
至右為含銀量越來越高，可見顏色趨淺。

圖 7: 久原幹雄(1918)對瑞芳金山(九份)所產的自然金之天然型態紀錄。(1)瑞芳金

山大粗坑丙脈出土的含金褐鐵礦。(2)甲脈產之矽化頁岩中與石英共生的自然金。

(3) 大竿林丙脈出產的矽化頁岩表面長有許多自然金。(4) 自然金呈特定方向排

列，當時認為是取代石英破裂面所產生。(5)瑞芳金山較深部的金礦石與閃鋅礦、

方解石共生。(6) 礦石中自然金的成色變化，由左至右為含銀量越來越高，可見

顏色趨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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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頗負盛名的呂宋礦 (luzonite)則於 1930-1940年

代發現。較為特別的是呂宋礦與硫砷銅礦具一樣成

分，但硫砷銅礦為斜方晶系、呂宋礦為四方晶系，

原子排列方式不同 (Gaines, 1957)，百年前大多礦

物分析多透過濕式化學分析、火焰測試法或量角儀

判讀結構，無法輕易鑑別無良好晶體的「同質異構

物」。礙於分析方法，呂宋礦的發現於金瓜石礦山

比硫砷銅礦晚了數十年。

金瓜石首次注意到呂宋礦的相關記載是渡邊

萬次郎於 1930年的一篇金瓜石產硫砷銅礦的光學

顯微鏡觀察報告。他發現經過拋光的硫砷銅礦樣

本除帶銀白色光輝的硫砷銅礦外，尚有一種具粉

色光輝的礦物 (圖 8-1)並將它們稱為白色硫砷銅礦

(white enargite)與粉色硫砷銅礦 (pink enargite)，並

試圖解釋粉色調可能為含銻較高的硫砷銅礦 (渡邊

萬次郎，1930)。這種「粉色硫砷銅礦」於十多年

後才以當時先進的 X光繞射技術 (圖 5-1)，確認為

出自然金於瑞芳金山空間分布上，較深部的自然

金多與閃鋅礦 (sphalerite)、方鉛礦 (galena)、黃銅

礦 (chalcopyrite)一起出現 (圖 6-5)，顯示瑞芳金山

淺處與深處之自然金可能有不同成因 (久原幹雄，

1918)。

另一則於本地區時間軸較中期的 1930年，由

日本知名礦物學者柴田秀賢針對瑞芳金山產大塊自

然金所作的紀錄。柴田氏所取得的自然金為大小

兩塊，其中最大的一塊有掌心大，上面密佈細小晶

體。另一較小塊的則具典型葉狀、鱗片狀的外貌 (圖

7-1)。柴田氏觀察九份的自然金多為鳶形二十四面

體 (tetragonal trisoctahedron)，晶體偶爾拉長或變

形，常以平行連晶的方式構成鱗狀組織，有時還具

有放射狀的晶體排列 (圖 7-2)。當年柴田氏指出這

樣的自然金相當特別，因此特別撰寫紀錄報導 (柴

田秀賢，1930)。瑞芳金山之自然金後來根據林朝

棨描述，大小於二十兩以上的不少，他即親自採集

過一個六十兩多的金塊。根據林氏文中所述，據聞

本區最大的金塊發現於日治時代以前於小金瓜露頭

附近，達六十三台斤 (林朝棨，1950)。

三、聞名世界的呂宋礦

金瓜石地區的黑色礦物除硫砷銅礦外，今日另

【圖 7】柴田秀賢 (1930)的瑞芳金山產自然金。(1)兩自然金標
本，大者約掌心大，右下圖為黑框放大部分，可見罕見自然金
之結晶。(2)柴田氏根據標本所描繪的自然金晶型與產狀圖。

圖 6:  柴田秀賢(1930)報導的瑞芳金山產自然金。(1) 兩自然金標本，大者約掌

心大，右下圖為黑框放大部分，可見罕見自然金之結晶。(2) 柴田氏根據標本所

描繪的自然金晶型與產狀圖。 
 
 

【圖 8】(1)渡邊萬次郎 (1930)以反射光顯微鏡所描繪的硫砷銅
礦 -礦石，1區域為帶銀白色光輝之硫砷銅礦，2、3、4則為帶
粉色調的「粉色硫砷銅礦」。該礦物後來於 1940年代證實為呂
宋礦。(2)渡邊萬次郎 (1943)所記載具中空構造的呂宋礦假晶與
硫砷銅礦、重晶石共生之樣本、(3)典型金瓜石礦山之呂宋礦產
狀，與黃鐵礦共生。(4)島田要一 (1932)記載的長仁坑產明礬石。

 
圖 8: (1) 渡邊萬次郎(1930)以反射光顯微鏡所描繪的硫砷銅礦-礦石，1 區域為

帶銀白色光輝之硫砷銅礦，2、3、4 則為帶粉色調的「粉色硫砷銅礦」。該礦

物後來於 1940 年代證實為呂宋礦。(2) 渡邊萬次郎(1943)所記載具中空構造的

呂宋礦假晶硫砷銅礦與重晶石共生之樣本、(3) 典型金瓜石礦山之呂宋礦產狀，

與黃鐵礦共生。(4) 島田要一(1932)記載的長仁產明礬石。 

 
圖 8: (1) 渡邊萬次郎(1930)以反射光顯微鏡所描繪的硫砷銅礦-礦石，1 區域為

帶銀白色光輝之硫砷銅礦，2、3、4 則為帶粉色調的「粉色硫砷銅礦」。該礦

物後來於 1940 年代證實為呂宋礦。(2) 渡邊萬次郎(1943)所記載具中空構造的

呂宋礦假晶硫砷銅礦與重晶石共生之樣本、(3) 典型金瓜石礦山之呂宋礦產狀，

與黃鐵礦共生。(4) 島田要一(1932)記載的長仁產明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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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硫砷銅礦成份一樣，但結構不同的呂宋礦 (渡邊

萬次郎，1943)。

當時金瓜石的呂宋礦發現於長仁七番坑的第

三長仁礦體，生長於矽化岩石的角礫岩孔隙中，多

為葡萄狀聚合體並與黃鐵礦、薄板狀白色重晶石共

生 (圖 8-2)。除葡萄狀外，有種具空心管狀構造的

呂宋礦，後被認為是包裹硫砷銅礦，爾後硫砷銅礦

分解的產物 (圖 8-3)。此類假晶 (pseudomorph)被

認為是呂宋礦於成礦地質環境中比硫砷銅礦穩定的

證據，是金瓜石獨有的現象 (渡邊萬次郎，1943)。

這樣的呂宋礦於礦山深部開發持續發現，與後來

1960年代發現的法馬丁礦 (脆硫銻銅礦 )齊名為世

界上結晶最好的樣本 (譚立平、魏稽生，1997、方

建能、余炳盛，1995)。

四、瑞芳金山的礦物紀錄

今日稱為九份的瑞芳金山早自石井八萬次郎

即指出與金瓜石金山具不同地質與礦物組合 (石井

八万次郎，1897a、1897b)。金瓜石金銅礦山屬「硫

砷銅礦石英金礦」，而瑞芳金山則屬「硫化鐵石英

金礦」(出口雄山，1915；圖 9)。於金瓜石礦山常

見的硫砷銅礦、重晶石、明礬石等礦物於瑞芳礦山

是非常稀有。反之，瑞芳礦山中最為常見的是石

英、方解石、菱錳礦、閃鋅礦、方鉛礦、石膏、輝

銻礦等礦物，這些於金瓜石反而不常見 (出口雄三，

1915a、1915b、1915c、1915d)。瑞芳金山較為特

別的是含錳碳酸鹽類礦物，外觀為粉色調偶爾包裹

細粒方鉛礦、黃銅礦等礦物 (圖 10、圖 11-4)，且

受風化、氧化後生成黑色殼狀錳氧化物。久原幹

雄 (1918)指出，瑞芳金山於礦山淺部多以單純之石

英脈與褐鐵礦、自然金共生，往深部則礦脈中硫化

鐵礦物 (如黃鐵礦與白鐵礦 )增加，最深部則以石

英、含錳碳酸鹽類礦物、方解石以及閃鋅礦、方鉛

礦，及少量的輝銻礦 (渡邊萬次郎，1940；Wang, 

1965)，顯示瑞芳金山也有如金瓜石金山的垂直帶

狀分布。礦脈中的自然金粗大，常含有銀。且自然

金含銀量可介於 25-35%，礦脈越靠東側者含銀越

少，越靠西側者含銀量愈增，最西側的永代脈含銀

量可達 35%以上，可謂銀金礦 (electrum) (林朝棨，

1950)。瑞芳金山的礦物學紀錄在日人將經營權轉

交給顏家採包商制度經營後，礦物學紀錄除曾任顏

家台陽礦業事務所地質師的林朝棨、顏滄波，與台

大地質系王源、黃春江等人著筆外，紀錄甚少。

五、牡丹坑金山的礦物學紀錄

【圖 9】出口雄三 (1915)年將金瓜石金銅礦山歸類於「硫砷銅
礦石英金礦」，而瑞芳金山則屬「硫化鐵石英金礦」。

 
圖 9: 出口雄三(1915)年將金瓜石金銅礦山歸類於「硫砷銅礦石英金礦」，而瑞

芳金山則屬「硫化鐵石英金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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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由藤田組接管之瑞芳金山與田中組所

管之金瓜石金山蓬勃發展之時，連培雲與周步蟾兩

位臺灣人於兩金山人煙罕至的後山探勘而發現牡丹

【圖 10】瑞芳金山的礦物紀錄：(1)渡邊萬次郎 (1940)所記載的
片狀白鐵礦與白色附生的方解石。(2)Wang (1965)中所提到的碳
酸鹽礦物，犬牙狀方解石、(3)層狀方解石、粉色錳方解石、石
英、方解石、重晶石之樣本，其中暗色顆粒為閃鋅礦與方鉛礦。
(4)水晶共生的方解石。(5)渡邊萬次郎 (1940)描繪的瑞芳金山
十番坑的的方解石脈。

 

圖 10: 瑞芳金山的礦物紀錄: (1) 渡邊萬次郎(1940)所記載的片狀白鐵礦與白

色附生的方解石。(2) Wang (1965)中所提到的碳酸鹽礦物，犬牙狀方解石、(3)

層狀方解石、粉色錳方解石、石英、方解石、重晶石之樣本，其中暗色顆粒為

閃鋅礦與方鉛礦。(4)水晶共生的方解石。(5) 渡邊萬次郎(1940)描繪的瑞芳金

山十番坑的的方解石脈。 
 

【圖 11】九份金礦山的礦物影像。(1)自然金於氧化鐵基質上。
(2)冰長石於富碳質沉積岩上。(3)重晶石晶簇，九份甲脈上部。
(4)粉色菱錳礦，九份甲脈。(5)黃銅礦，九份八番坑產。(6) 尖
晶石式雙晶閃鋅礦，九份十番坑。

 
圖 16: 九份金礦山的礦物影像。(1)自然金於氧化鐵基質上。(2)冰長石於富碳質

沉積岩上。(3)重晶石晶簇，九份甲脈上部。(4)粉色菱錳礦，九份甲脈。(5)黃銅

礦，九份八番坑產。(6) 尖晶石式雙晶閃鋅礦，九份十番坑。 
 
 
 
 
 
 
 
 
 
 
 
 
 

坑金山，因資金短缺與遭遇盜匪，遂將礦山轉交

給木村久太郎。1899年木村組正式接管，該礦山

於 1904年達一千多位工作員 (木村久太郎，1908 

)。金礦主要發育於第三紀地層與火成岩接觸部及

火成岩中，以東西向與南北向兩組裂隙充填形式之

礦脈出現。日人於礦脈地表露頭處發現「金色燦爛

的薄葉狀自然金」，而礦脈中的礦物則以硫化鐵、

閃鋅礦、砷黃鐵礦、方解石、重晶石，以及上述

礦物之風化次生礦物混雜於礦脈中 (木村久太郎，

1908)。1900年代，日人對於當時產金量最高的瑞

芳金山帶有高度期待，並稱瑞芳金山第一金山、隨

後則為金瓜石金山、及最後的牡丹山金山 (唐羽，

1985)。

牡丹坑金山於日治時期結束後大多被稱為武

丹山金山，較為詳細的礦物學紀錄為日治時期結束

後臺灣大學黃春江教授於 1960年所發表的一篇論

文中所記載。黃春江指出武丹山金山的礦物學與金

瓜石相較簡單，與瑞芳金山之九份較為相近。礦脈

中主要的礦物為石英、黃鐵礦，並偶見上述兩礦物

取代或假晶重晶石，其次的脈石礦物為碳酸鹽類如

方解石或粉紅色的含錳方解石，重晶石為罕見礦物

但偶見小於 7釐米之晶體與石英共生。黃鐵礦其主

要晶形為五角十二面形，或複合式五角十二面形，

與金瓜石常見的八面體不同成為對比。方鉛礦與

閃鋅礦偶爾以細小晶體出現於石英與碳酸鹽中。

白鐵礦則多以葡萄狀、層狀出現於上述礦物之上

(圖 11)，顯示為成礦作用晚期沉澱的礦物 (Huang, 

1960)。牡丹山金山是本地區三座礦山中於後期最

少受到注目的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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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金時期金瓜石、九份地區
礦物、礦床學研究的紀錄

經日人治理近半世紀的臺灣，三座礦山的開

採發現許多礦物與地質現象，礦山成因與特性已有

綜觀看法。根據礦山前半世紀累積的礦物學、礦床

學、地質學資料，於臺灣金屬礦業公司接手金瓜石

金銅礦山時，新一批地質學家與技師進入礦山探勘

新礦體，期待能延續礦山的生命。期間多次邀請日

本專家來金瓜石協助，撰寫數篇報告 (坂奇英生、

太田垣亨，1964、坂崎英生、太田垣亨、陳武夫，

1964)，這些報告除為當時提供探勘建議外，到今

天還有參考價值。日治時期結束後礦山已知的地質

特色有：(1)礦化作用沿斷層與破裂面、角礫岩筒

發育、(2)受礦化作用之岩石換質程度隨礦化中心

距離變化，由矽化、黃鐵礦化、明礬石化、黏土化、

綠泥石化；然而類似變化於九份與武丹山較不明

顯。(3)礦床上部富金，下部富銅或硫化物，富金

部分於接近地表處為褐鐵礦 -重晶石 -自然金為組

成，往下部則演化為黃鐵礦 -重晶石 -自然金，與

緊接著的硫砷銅礦 -黃鐵礦 -自然金 (金瓜石 )、(4)

礦山之間有著礦物學組成的差異。

早年礦山之礦物研究多著重於探勘、了解礦物

組成、金銅礦含量以利優化冶金流程。而 1960年

以後受現代礦物學與礦床學影響，伴以國內先進分

析技術設立，礦物分析除傳統光學顯微鏡、物理性

質、濕式 /乾式化學組成分析、晶面量測外，X光

繞射儀、電子探針、高倍觀察礦物礦石組織的電子

顯微鏡，以及分析化學的進步得以將礦山礦物研究

推進至另一紀元。精密元素濃度分析帶來礦床地

球化學分析，成為了解礦山岩石的利器，提供後續

探勘新礦體重要的基石 (Chen, 1971., Rosenzweig, 

1975a., Hwang and Meyer, 1982., Tan and Jeng, 1987) 

(圖 12)。礦山礦物學除過往傳統經驗式採礦、探

勘與冶煉，新方法為地質科學探索如礦床形成的科

學模型探究。當時臺灣大學的王源、黃春江、及顏

滄波教授利用上述方法探究金瓜石、九份、武丹山

地區的礦物，除了解成礦地質構造外，並試著建構

「礦物成長順序」，探究成礦時期中礦物沉澱的順

序，有哪個階段沉澱較多的金與銅，提供精細的

探勘指標 (Wang, 1965., Huang, 1955., 1960., 1964., 

1965., Yen, 1974)。

黃春江教授於 1955年至 1977年間發表了數

篇金瓜石礦山的礦物學文獻，其中 Huang (1955)對

於礦物生成先後關係，建立「礦物生成秩序圖」

(Huang, 1955., 1960., 1964., 1965) (圖 13)。他認為

黃鐵礦是最早開始生成的礦物，產狀由簡單的八

面體 (octahedron)至五角十二面體或立方八面體

(cuboctahedron) (圖 14-4、14-5、14-6)，礦脈中晶

體大小隨礦山深度增加。於母岩中浸染狀的黃鐵礦

晶體大多小於一毫米。硫砷銅礦則多與黃鐵礦伴

生，以裂隙充填以及較罕見浸染型態出現 (圖 14-

9)。於礦山的特定位置則見有記錄不同時期沉澱的

呂宋礦 -硫砷銅礦 -黃鐵礦 -硫砷銅礦順序的層狀

礦石出現。硫砷銅礦晶體與黃鐵礦類似，越往礦

山深部越大可達三公分以上。呂宋礦黃春江教授

【圖 12】Huang (1960)所描繪的武丹山含白鐵礦之礦石。M= 白
鐵礦、B =重晶石、Q =石英、S =閃鋅礦。

 
圖 11: Huang (1960)所描繪的武丹山含白鐵礦之礦石。M = 白鐵礦、B = 重晶石、

Q = 石英、S = 閃鋅礦。 

 
圖 11: Huang (1960)所描繪的武丹山含白鐵礦之礦石。M = 白鐵礦、B = 重晶石、

Q = 石英、S = 閃鋅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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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根據林朝棨與周瑞燉所編著「臺灣地質」

一書中所紀載之臺灣礦物種於 1974年已達 157種，

其中來自金瓜石與九份、牡丹坑地區共 49種。

則指出相較硫砷銅礦少見，大多為黑色塊狀並帶有

紫紅色光輝，與黃鐵礦、硫砷銅礦於礦脈裂隙中成

層狀礦石；若以結晶出現則以球狀或葡萄狀聚形，

生長於重晶石或硫砷銅礦之上 (Huang, 1955)。其

它相關脈石礦物如重晶石與明礬石也有所著墨，黃

指出重晶石是金瓜石礦山常見的脈石礦物，晶體可

有薄板狀至成礦晚期的柱狀晶體 (圖 14-7)，通常

生成於石英、黃鐵礦、硫砷銅礦、明礬石上。其它

黃春江教授報導的礦物為纖維鋅礦 (wurtzite)、車

輪礦 (bournonite)、黝銅礦 (tetrahedrite)、一水硬鋁

石 (diaspore)、辰砂 (cinnabar)(Huang, 1964., 1965., 

【圖 13】臺灣大學王源與黃春江教授所建立的礦山礦物生成秩
序Wang, 1965., Huang, 1955., 1960)。(1)瑞芳金山。(2)金瓜石
礦山。(3)武丹山 (牡丹坑礦山 )。

 
圖 12: 國立臺灣大學王源與黃春江教授所建立的礦山礦物生成秩序 
Wang, 1965., Huang, 1955., 1960)。(1) 瑞芳金山。(2) 金瓜石礦山。(3)武丹山(牡
丹坑礦山)。 
 

【圖 14】黃春江教授所繪製的金瓜石礦物晶形與產狀。(1)呂
宋礦之結晶投影。(2、3)呂宋礦的晶形。(4、5、6)金瓜石產黃
鐵礦之晶形變化。(7)本山產之柱狀重晶石。(8)金瓜石礦山產
的自然金。(9)金瓜石礦山產硫砷銅礦 (E)與黃鐵礦 (P)於矽化
砂岩角礫上。

 
圖 13: 黃春江教授所繪製的金瓜石礦物晶形與產狀資料。(1)呂宋礦之結晶投影。

(2、3)呂宋礦的晶形。(4、5、6)金瓜石產黃鐵礦之晶形變化。(7)本山產之柱狀重

晶石。(8) 金瓜石礦山產的自然金。(9) 金瓜石礦山產硫砷銅礦(E)與黃鐵礦(P)
於矽化砂岩角礫上。 

法馬丁礦的發現：法馬丁礦是音譯自英文學

名 Famatinite而來，來自第一次發現地阿根廷的

Sierra de Famatina，目前中文學名為脆硫銻銅礦。

今日的礦物學分類中脆硫銻銅礦屬呂宋礦 -脆硫銻

銅礦系列 (luzonite-famatinite series)礦物，與呂宋

礦是同構異質 (Isomorphism)礦物。成分上它們成

為兩個主要的端點成員 (End Member)，一個是以

砷為主、另一則以銻為主，兩者在自然界中能以固

溶體 (solid solution)出現；代表砷與銻能以互相不

同比例混合出現，成為兩礦物的混合體。由於同樣

屬四方晶系結構，因此肉眼欲鑑定區別脆硫銻銅礦

與呂宋礦晶體成為不容易的任務。在金瓜石地區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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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八十年的採礦歲月中，1904-1905年發現硫砷銅

礦、1930年代發現呂宋礦。而脆硫銻銅礦則遲至

1960年代透過詳細化學分析才被發現 (譚立平與魏

稽生，1975)。根據黃春江及羅森垂 (A. Roseweig)

所發表的一系列文中可了解在金瓜石礦山中各處

皆可見硫砷銅礦及呂宋礦 (Huang and Chou, 1975., 

Rosenzweig, 1975b)，然而呂宋礦與脆硫銻銅礦互

生的現象僅在礦床中段以下出現 (Huang and Chou, 

1975)。這些零星地點多位在礦床較深區域，礦床

淺處的含銅礦物還是以硫砷銅礦 -呂宋礦為主。至

今最好的脆硫銻銅礦發現於金瓜石的本山六坑四百

米脈 (圖 15-1)，有著罕見發育良好的晶體達到八

釐米，以球狀、殼狀的聚晶於礦化的砂岩上。這類

標本與稍晚由台金探勘處「陳武夫」先生在金瓜石

深部本山八坑、九坑發現的暗色脆硫銻銅礦產狀明

顯不同 (圖 15-2)。獨特產狀與美麗晶形當時被譽

為世界最佳樣本 (譚立平與魏稽生，1997)，三種黑

色礦物成為金瓜石自此傲視世界的珍稀礦物。

伍、後臺金時期的礦物學紀錄

本地區的礦物學研究隨台陽礦業與瑞三礦業

公司於 1971年結束瑞芳、武丹山礦山採礦、臺灣

金屬礦業公司於 1978年結束金瓜石礦山採礦後，

礦山研究轉變為以地球化學探勘為主。河砂土壤地

球化學探勘 (Tan and Jeng, 1987., Fang et al. 2004., 

Wang and Yu, 1996)、同位素示蹤 (Shen and Yang, 

2004)、液包體示蹤 (Wang, 1999)等，試圖尋找新

礦化作用及礦山深處是否還有更多礦可採。根據譚

立平與魏稽生所撰「臺灣經濟金屬礦業」，金瓜石

地區經百年的開採記載共有火成岩礦物 25種、礦

床礦物 61種，摒除沉積岩中之碎屑礦物總共有 82

種礦物。截至 2004年陳培源等所編撰「臺灣之礦

物」中記錄的臺灣礦物種達 252種 (陳培元、劉德

慶、黃怡禎，2004)，其中金瓜石、九份、武丹山

地區則佔其中 62種，若補齊譚與魏 (1997)所列之

礦物，整個區域共發現有 89種礦物。

  礦山結束除上述探勘相關研究外，有關礦

山風化與環境相關的環境礦物學研究也開始萌生

(Chen and Jiang, 2012., 林家宇，2012)。礦床礦物

學物種的新增於礦山關閉後新礦物種發現並未停

歇，新的礦物發現來自業餘礦物採集收藏者，特別

於礦山露頭與捨石堆、古老風化堆中發現。其中次

生礦物的發現最多。金瓜石地區過往次生礦物著

墨並不多，因它並非主要礦物、又不見得與金銅

礦直接有關。曾報導的次生生礦物包含有金屬礦

分解產生之硫酸鹽類的石膏 (gypsum)、黃鉀鐵礬

(jarosite)、水鋁礬 (allophane)、水膽礬 (brochantite)、

膽 礬 (chalcanthite)、 四 水 白 鐵 礬 (rozenite)、 水

綠礬 (melanterite)、粒鐵礬 (roemerite)、鐵明礬

(halotrichite)、葉綠礬 (copiapite)，碳酸鹽類的白鉛

礦 (cerussite)、孔雀石 (malachite)、藍銅礦 (azurite)，

矽酸鹽類的矽孔雀石 (chrysocolla)，及砷酸鹽類的

臭蔥石 (scorodite)(譚立平、魏稽生，1997)。過去
【圖15】金瓜石產法馬丁礦。(1)球形結晶聚合體與重晶石共生，
六坑四百米脈產。(2)包裹硫砷銅礦巨晶，標本寬 18公分，本
脈本山八坑產。

 
圖 15 金瓜石產法馬丁礦。(1)球形結晶聚合體與重晶石共生，六坑四百米脈產。

(2)包裹硫砷銅礦巨晶，標本寬 18 公分，本脈本山八坑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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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次生礦物中大部分為含鐵的次生礦物，但金瓜

石產有大量含砷原生硫砷銅礦，卻僅有一種次生砷

酸鹽類礦物報導，顯示可能有許多未發現物種。這

個礦物學的缺口在 2004年由瑞芳業餘礦物愛好者

張國興先生於水湳洞地區之海岸與隆起之高位海階

中發現許多含有綠色礦物的鵝卵石與大型滾石得到

解答。這些鵝卵石中多以淺色矽化多孔之岩石為

主，偶有矽化暗色岩石，含有多種砷酸鹽礦物，

以橄欖銅礦 (olivenite)、砷銅鈣石 (cornwallite)、

綠砷銅礦 (cornubite)、毒鐵礦 (pharmacosiderite)、

鈉 毒 鐵 礦 (natropharmacosiderite)、 臭 蔥 石

(scorodite)、與後續顏長茂先生所發現之砷鈣

鐵石 (arseniosiderite)、與鹵化物如斜方氯銅礦

(botallackite)共生於矽化岩石孔隙中 (圖 16)，晶型

大多良好。上述之次生礦物偶見與半分解之硫砷銅

礦以殼狀或假晶方式出現，顯示為金瓜石礦山典型

礦物之天然風化產物。此類滾石根據其圓度可能為

礦山頂部之礦石於第四紀風化、侵蝕搬運移置，並

部分與海水作用而來。類似之砷酸鹽類礦物亦於第

三長仁露天礦場發現。這些砷酸鹽類礦物多為稀罕

及顏色鮮艷之礦物，除填補金瓜石礦山礦物學的缺

口，也為臺灣礦物增添不少色彩。本文整理本地區

所發現之礦物清單，於今日達 113種，以礦物多樣

性來看已是世界級礦床，值得大家關注。

【圖16】金瓜石地區新發現的砷酸鹽礦物群。(1)針狀橄欖銅礦。
(2)板柱狀橄欖銅礦晶體、(3)氯砷鈉銅石微晶。(4)砷銅鈣石填
充於晶洞中。(5)毒鐵礦生成於石英上。(6)呈臘狀之綠砷銅石。

圖 17: 金瓜石地區新發現的砷酸鹽礦物群。(1)針狀橄欖銅礦。(2)板柱狀橄欖銅

礦晶體、(3)氯砷鈉銅石微晶。(4)砷銅鈣石填充於晶洞中。(5)毒鐵礦生成於石英

上。(6)呈臘狀之綠砷銅石。  

陸、金瓜石、九份、牡丹坑 (武
丹山 )地區礦物科學的未來展望

歷經百多年時光，臺灣歷史中最重要的礦山

產出超過全島三分之一的礦物種，並持續增加中。

過去始於自然金的開採，靠著九份巨大的自然金

與 1905年代發現的硫砷銅礦成為知名金銅礦山，

於漫長歷史中發現明礬石、呂宋礦、法馬丁礦晶體

聞名世界。這些重要礦物經石井八萬次郎、岡本要

八郎、渡邊萬次郎、柴田秀賢、神保小虎、顏滄

波、林朝棨等無一不是日本與台灣地質礦物學巨人

的關注，造就礦山豐富的礦物學紀錄。過往礦物研

究著重應用科學與冶金工程、探勘，於現代地質科

學的進步下更是探索自然作用機制的科學前緣。最

新研究顯示金瓜石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高硫化型

礦 床 (Henley and Berger, 2012., Berger and Henley, 

2011)，於了解此種礦床成因、重金屬於火山系統

中的行為有重大的啟示，許多證據尚埋藏於本地的

岩石中等待進一步解析。金瓜石、九份、武丹山地

區可謂臺灣礦物探索啟蒙之地，於近年觀光盛行之

時，相關礦物發現史與自然露頭教育若能深耕，將

礦物與人文歷史連結，獨特的地景為輔，「地質旅

行」將能建立無可取代的地方意象，讓大眾了解並

親近這個臺灣難得的自然襲產，更是未來可期待發

展的課題。(圖 17)

【圖 17】金瓜石礦物影像。(1)具暈色的針鐵礦，第三長仁產。
(2)重晶石，本山礦場產。(3)明礬石，第三長仁產。(4)硫砷銅
礦，樹梅產。(5)自然金於黃鐵礦上，本山四坑產。(6)黃鐵礦，
本山六坑產。(7)硫砷銅礦，本山六坑產。(8)硫磺，第一長仁產。
(9)銅藍於硫磺上，第一長仁產。

 
圖 14: 金瓜石礦物影像。(1)具暈色的針鐵礦，第三長仁產。(2)重晶石，本山礦

場產。(3)明礬石，第三長仁產。(4)硫砷銅礦，樹梅產。(5)自然金於黃鐵礦上，

本山四坑產。(6)黃鐵礦，本山六坑產。(7)硫砷銅礦，本山六坑產。(8)硫磺，第

一長仁產。(9)銅藍於硫磺上，第一長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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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金瓜石、九份、武丹山淺溫型熱水礦床之礦物清單 
 

自然元素 Native Elements (6) 

自然金 Native Gold 自然銀 Native Silver 銀金礦 Electrum 自然汞 Native Mercury 

自然銅 Native Copper 硫磺 Sulfur   

    

硫化物 Sulfides (15) 

輝銀礦 Argentite 方鉛礦 Galena 閃鋅礦 Sphalerite 纖鋅礦 Wurtzite 

黃銅礦 Chalcopyrite 黃鐵礦 Pyrite 白鐵礦 Marcasite 辰砂 Cinnabar 

雌黃 Orpiment 輝銻礦 Stibnite 銅藍 Covellite 雄黃 Realgar 

輝錳礦 Alabandite* 磁黃鐵礦 Pyrrhotite* 砷黃鐵礦 Arsenopyrite*  

 

碲化物 Tellurides (1) 

碲金礦 Calaverite    

    

硫鹽類 Sulfosalts (9) 

黝銅礦 Tetrahedrite 砷黝銅礦 Tennantite 柱形礦 Stylotypite 硫砷銅礦 Enargite 

呂宋礦 Luzonite 法馬丁礦 Famatinite 細硫砷鉛礦 Gratonite 硫砷銻鉛礦 Geocronite 

車輪礦 Bournonite    

    

氧化物、氫氧化物 Oxides and Hydroxides (10) 

赤銅礦 Cuprite 赤鐵礦 Hematite 錳土 Wad 一水硬鋁石 Diaspore 

三水鋁石 Gibbsite 褐鐵礦 Limonite 針鐵礦 Goethite 水鐵礦 Ferrihydrite* 

四方硫酸纖鐵礦 Schwertzmannite*水鈉錳礦 Birnessite*    

    

碳酸鹽類 Carbonates (7) 

方解石 Calcite 錳方解石 Mn-calcite 菱鐵礦 Siderite 菱錳礦 Rhodochrosite 

錳白雲石 Kutnohorite 孔雀石 Malachite 藍銅礦 Azurite  

    

砷酸鹽類、磷酸鹽類 Arsenates and Phosphates (10) 

臭蔥石 Scorodite 橄欖銅礦 Olivenite* 砷銅鈣石 Conichalcite* 綠砷銅石 Cornubite* 

毒鐵礦 Pharmacosiderite* 砷鈣鐵石 Arseniosiderite* 氯砷鈉銅石 Lavendulan* 藍砷銅礦 Tyrolite* 

砷鐵銅礦 Chenevixite* 磷鋁石 Variscite*   

    

硫酸鹽類 Sulfates (13) 

重晶石 Barite 水膽礬 Brochantite 明礬石 Alunite 黃鉀鐵礬 Jarosite 

玖、附錄

金瓜石、九份、武丹山淺溫型熱水礦床之礦物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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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 Gypsum 膽礬 Chalcanthite 四水白鐵礬 Rozenite 水綠礬 Melanterite 

粒鐵礬 Roemerite 鐵明礬 Halotrichite 葉綠礬 Copiapite 硫酸鉛礦 Anglesite* 

磷鍶鋁礬 Svanbergite*    

    

鹵化物 Halides (1) 

斜氯銅礦 Botallackite*    

    

矽酸鹽類 Silicates (15) 

鋯石 Zircon 矽孔雀石 Chrysocolla 石英 Quartz 高嶺石 Kaolinite 

安德石 Endellite 狄克石 Dickite 珍珠石 Nacrite 鋁英石 Allophane 

絹雲母 Sericite 濁沸石 Laumontite* 方沸石 Analcime* 鈣鐵榴石 Andradite* 

鐵輝石 Ferrosilite* 冰長石 Adularia* 鱗矽石 Tridymite*  

    

火成岩中之礦物 Minerals found in Igneous Rocks (26) 

鈣長石 Anorthite 倍長石 Bytownite 拉長石 Labradorite 中長石 Sanidine 

橄欖石 Olivine 普通輝石 Augite 透輝石 Diopside 次透輝石 Salite 

古銅輝石 Bronzite 紫蘇輝石 Hyperthene 韭閃石 Pargasite 淡閃石 Edenite 

普通角閃石 Hornblende 鉀長石 K-Feldspar 黑雲母 Biotite 方矽石 Cristobalite 

高溫石英 Beta Quartz 磁鐵礦 Magnetite 鈦鐵礦 Ilmenite 磷灰石 Apatite 

陽起石 Actinolite 玻璃 Glass 沸石 Zeolite 綠簾石 Epidote 

伊利石 Illite 綠泥石 Chlorite   

    

 

* 為截至本文新增加之物種 



70

臺灣近代錫工藝材質與表現技法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of Taiwan's Modern Tin Craft

王梅珍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摘要

在本文「臺灣近代錫工藝材質與表現技法」

係藉由臺灣錫工藝發展的歷史追朔，錫器形制演進

與文化意涵，與當代從業人員的田野調查，社會與

經濟演進影響錫工藝變化之脈絡，梳理錫工藝創作

之傳統與當代工法。就錫器材質與錫合金配方內容

研究，解析錫器創作上之優點或局限。其中錫材質

柔軟易於塑型之優點，亦為其造型局限之許多克服

方式中，以錫銀合金為例說明其配製過程；及錫器

表面容易氧化變黑，經加飾天然漆藝以為改進之當

代錫工藝的裝飾技法，彙整錫工藝器物創作過去與

現況之表現方式，藉由有系統的研究材質與從業現

況，深度了解錫工藝的文化資產價值，期以「錫」

為臺灣的金屬工藝發展研究拋磚引玉，能有系統的

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注入意涵深度，並提供後人學

習錫工藝之參考。

關鍵字：錫器形制、錫合金、錫漆工藝

Abstract
The study is aimed to comb out traditional and 

modern techniques of tin craf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by tracing the 
history of Taiwan’s tin craft development, studying 
the evolution of tinware forms and their connotations, 
and examining the results of field studies conducted 

by modern practitioners. The study also investigates 
materials of tinware and recipes of tin alloy, and 
analyzes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tinware creation. 
Tin is a soft metal—an advantage in that it is easy to 
shape, as well as a disadvantage in that it is limited to 
certain forms. Tin-silver alloy is used as an example 
to expla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e modern 
decorating technique of using natural lacquers—
a solution to resolve oxidation issues—is discussed. 
Past and present presentation skills for tin crafts are 
consolidated. It is hoped that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materials and current market situations and the in-
depth knowledge of the value of tin craftsmanship as 
a cultural asset may attract more people to conduct 
research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tal craft in Taiwan, 
systematically injecting significance into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craftsmanship.

Keywords： Tinware forms, tin alloy, tin lacquer 
cra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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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其中記載「金有六齊」，六齊分別說明錫合金

中六種不同的比例，大抵是製作青銅器的六種配

比。「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

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

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

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

之鑒遂之齊。」1這是中國最早關於青銅合金成分

比例的系統著錄。

一、臺灣史料文獻紀載

臺灣史料對於錫工藝的描述篇幅極少，比較

具體的資料要到十九世紀清代晚期才有發現，但偏

重於祭祀、禮儀、器物等記載，例如乾隆五年（西

元 1740）由劉良璧所纂輯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卷九〈典禮〉中的「祀先師禮」一段中提到「勺所

以酌酒者，冪巾所以冪酒者、盥洗尊、盆、勺、帨

（尊用磁，盆銅錫隨用）」2，係論及錫製祭祀禮器。

另外有關金屬工藝發展之具體記載，可見於

光緒年間作者不可考的《安平縣雜記》，在該書的

〈工業〉篇中提到「錫店司阜：一切錫器均為所造；

亦有自外運來者。近以馬口鐵製一切器用，錫匠亦

能焉。」3，記載有關錫器製作。

至於錫的來源，根據清代道光十二（西元

1832）年周凱所纂輯的《廈門志》卷七〈關賦略〉

當中記載廈門海關貨品出入口資料，在當時所進口

的原物料中也登載有錫料的關稅。

「錫：番錫百斤例六錢，錫扣百粒二錢，錫

鈴百粒四釐，錫粉、無紙錫薄百斤例三錢，有紙錫

薄、印花紙薄、鉛粉、錫器、廢錫、錫桶每百斤

例二錢，鉛百斤例二錢五分（以上廈〔關〕均照

前言

自從約 30多年前我國在大學教育階段首開設

金屬工藝的實作課程後，臺灣的金屬工藝正式在大

學的教育體系中有系統的被推廣開來。近年來更

由於各校廣開金工課程，與政府部門文創產業計畫

的推動下，各種形式的金屬工藝創作與展覽活動頻

繁，年輕的創作者紛紛投入創作，也經常在國際競

賽獲得嶄露頭角。許多與各國藝術家的交流或展覽

活動，讓臺灣的金屬工藝廣受各界矚目。在此環球

化無國界的時代裏，各國的金工作品很容易透過網

路發表獲得曝光，但創作者如何將個人文化涵養提

升轉化成具有精神層次與美學特色的作品，這是大

家都在探索的課題與考驗。而這種來自於對自身環

境體認與關懷的涵養，更成為創作獨特性重要的養

分來源。

雖然金屬工藝包括金、銀、銅、鐵、錫等基

本五金媒材與各種精緻技藝的表現，但本文期能有

系統的就臺灣錫文化的歷史發展及技法演進作一整

理，藉此提供臺灣金屬工藝創作者認識自身文化的

開端。

壹、臺灣錫工藝發展的歷史

錫 (Tin)是一種柔軟的銀白色金屬，熔點為

231.9℃，它最早出現是在西元前 3000年前的青銅

時期，因錫添加到銅中而成堅硬的青銅，因此錫

的元素符號 Sn源自拉丁文 Stannum，是”堅硬”

的意思而得名。中國史料有關錫工藝最早的文獻記

載，係在先秦時期《周禮》中的《考工記》，在這

中國第一部手工技術匯編的工藝記述中，錫便以合

金的方式出現在金屬工法的篇章，如「攻金之工」

篇中一段概述六種冶金工匠所生產的各種不同器

1　聞人軍，《考工記譯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 29。
2　劉良璧纂輯（乾隆五年），《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 74種》，（臺北市：大通書局，1984）頁 265。
3　不著撰人，《安平縣雜記》，《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 52種》，（臺北市：大通書局，1984）。



72

徵）。」4可見在當時錫、鉛等金屬原料不少係從

海外進口，證明在臺海之間金屬工藝對錫、鉛等原

料的需求活動甚為頻繁。

二、民間的錫器發展

在中國詩經小雅中有「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的記載，可知錫與賜同義。

臺灣錫工藝的發展與民間信仰、廟會祭祀活動頻繁

有直接的關連。清代錫藝隨先民渡海來臺，由於臺

語的「錫」與，「賜」發音相同，取其「賜予」的

意涵，故錫器多為用於祭祀的禮器。過去富有人家

更為了彰顯其生活品味與財富氣派，非常重視其住

家廳堂的錫器擺設，所以臺灣有俗諺「入門看跤椅

茶几，桌上看花瓶五賽」。其實「五賽」源自於「五

供」，文獻中「五供」，如《清代皇宮禮俗》書中

所述：「五供一般是指陳設在佛像前或神位前的五

件器物 ,即一個香爐、兩個花瓶、兩個燭臺。香爐

居中 ,瓶和燭臺在兩側依次排列。其質地有金、銀、

銅、鐵、錫、琺瑯、陶瓷之分。」5，可知包括花

瓶燭台及香爐共五件的器皿，是中國漢族民間擺放

于宗祠廟宇，祭奠先祖用來安放香、花、燈、水、

果等供品之五件器皿，原來玉石、銅、錫、瓷、琺

瑯等各種材質的五供均可見到。但是臺灣民間對於

五供有互相較勁顯耀其工藝考究之的習俗，因而又

稱為「五賽」。當時各大廟宇在做交流活動時，盛

行以五賽做為互相餽贈的禮物，可在朝天宮或臺北

保安宮的文物收藏品中見到不少其他廟宇署名的錫

製禮器足資證明。錫製「五賽」造型表面沒有繁複

裝飾，多以平面切割組合建構而成，到現在廟宇供

桌上仍是常見的擺設。(圖 1)

而甲午戰爭後清朝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因此西

4　周凱，〈關賦略〉（卷七），《廈門志》，《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 95種》，頁 221，（臺北市：大通書局，1984），頁 83。
5　清代宮史研究會，《清代皇宮禮俗》，（遼寧民族出版社 2003）頁 490。
6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王泰昇，1994，〈臺灣日治時期殖民
地立法之程序與內容〉，《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24（1）：1-44。

【圖 1】臺南鹽水辟護宮的錫製五賽

元 1895至 1945年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由於日

治時代後期爆發中日戰爭，日本人於 1936年 9月

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執行對臺強制同化的政策。日

本新任總督小林躋造發表統治臺灣三原則：「皇民

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6，舉凡與臺灣民族意

識有關之所有民間活動皆被全面嚴厲禁止取締，不

准住家廳堂擺設祭祀用具，使得民間的祭祀行為受

到排擠，原來臺灣的錫工藝多以宗教祭祀禮器為

主，最直接受到衝擊。又為了將臺灣做為南進戰爭

的資源補給地，對金屬材料實施管制，自南洋進口

的錫原料受到管制，錫製品只能由廢料回收熔化再

生。「收壞銅舊錫」換取麥芽糖也是當時生活的寫

照，回收業也因應而起。但因為錫料來源品質的不

穩定，該時期的錫器含鉛量過高品質不佳，使得臺

灣的錫工藝面臨浩劫的絕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撤離臺灣，由國

民政府接管，但當時通貨膨脹嚴重，百業蕭條，

錫工藝師被迫改行轉業，錫鋪急遽萎縮。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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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70年代開始，因為鹿港陳萬能將傳統的龍燭

結合紅柑燈開發為「龍燭柑燈」，這項創新開始在

市面上受到矚目；由於他不斷開發新造型的祭祀禮

器，除了受邀請到各地展覽，並在各項工藝競賽中

脫穎而出獲得獎項，使得錫工藝重新受到注意。加

上臺灣整體的經濟情況復甦，及錫原料可以自由貿

易，錫工藝的品質能保持穩定，陳萬能更獲得國家

工藝成就獎的殊榮，因此帶動錫工藝的發展，使得

錫產業在臺灣再度復甦。

貳、錫器形制演進

傳統工藝與生活息息相關，大多反應出社會民

情與宗教信仰，因各地方特色、風俗宗教禮儀的不

同，在材質與形式上就更顯豐富多樣。就宗教活動

中信眾為表達自己的信念與對期望靈驗的感激，一

切的供奉與祭祀行為所產生出來的造形意義，遠遠

超過了因形式的美所創造出來的價值。

祭祀活動不論是在私人廳堂或是公開的寺廟

道觀舉行，其供神用具的形式差異不大，但形制上

就有差異。廟宇所用供具大多是由信徒捐獻而製，

尺寸較大並會裝飾許多能驅魔避邪的靈獸圖騰，如

龍、鳳、麒麟等，以表現莊嚴隆重的氣氛。例如

祭祀儀式所用的儀仗，形式威嚴華麗，置於廟堂當

中，更顯威赫與肅嚴隆重。私人廳堂的供神用具則

為為配合環境與空間的協調性，形制上就小巧許

多，並裝飾以溫和的螭虎及花草藤蔓等不具檔煞避

陰功能的吉祥圖樣。

供神用具就其造形與存在的意義來說，完全是

出於為滿足民眾信仰上心理與精神的需求，因有錫

與「賜」同義，錫材更是製作供具不可缺少及應用

的講究材料。臺灣錫工藝，曾因功能取向普遍應用

【圖 2】(上圖 )陳萬能 -開發新造型的祭祀財神燈
【圖3】(下圖 )道光二十四年（1844）鹿港日茂行敬獻燭臺一對，
北港朝天宮藏。圖片來源：朝天宮。

於早期民間社會的生活器物上，但終究敵不過現代

工業產品的競爭，日常生活用品被大量工業量產品

取代，現在僅有製作宗教用品成了現行大部份錫鋪

的主要生產項目。

一、傳統祭祀禮器 

臺灣錫器的種類發展大致可分為祭祀用禮器與

日常生活用品兩大類。其中祭祀用品包含有供具例

如有天公爐、薰香爐、柑燈、花瓶、燭臺、薦盒、

爵杯與醴瓶（酒壺）等禮器。日常用品多為煤油燈，

茶罐、茶壺、酒瓶、酒杯、粉盒、或是文具雅玩等

為主。祭祀錫器的形制雖源於中原銅器的形式，但

造型多以基本幾何元素組合為主，試以雲林縣北港

朝天宮文物館所收藏的幾件錫製燭臺為例，加以說

明。該館現藏燭臺中，年代最早可溯至道光二十四

（西元 1844）年，鹿港區日茂行（商號）信徒所敬

獻的燭臺（圖 3）。我們可見上方蠟燭插器的圓形

托盤，中為托柱，承接燭油的燭盤為六瓣葵花形，

下方臺座呈六角型，正面鏤空，與中間燭盤連接為

如簡化壽字紋的中空柱身，亦如象形火焰，器身表

面無紋，臺座可見落款，特點為結合規則與不規則

的多種造形變化。而另一件宣統二（西元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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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南普濟殿敬獻的香爐、燭臺組 (圖 4），以多

層次大小方形漸次焊接而成，仍是現在最普遍的燭

台基本造型。這些造型亦可呼應如清代乾隆年間曾

任臺灣知府的蔣元樞，他乾隆四十年（1775年）

任臺灣府知府，次年曾進呈《重修臺郡各建築圖

說》給朝廷。其中〈孔廟禮器圖說〉7中燭臺擷圖（圖

5）的方形燭臺，直接以方形構成全器柱体、托盤、

燭盤及臺座，且依圖版看來，似乎器表光滑無紋，

這與後期多層次幾何造形堆疊的臺灣燭台基本款式

相似，可知傳統祭祀禮器自清代以來變化不大。造

型單純的主要原因為錫材較軟，承錘時易斷裂，故

多僅能以錫片裁切直接建構而成，或加入鉛以增加

其硬度。然而使用過久，在上下垂直接觸處，由於

上方的重量的壓迫會得造型傾斜變形，這也是舊錫

器多折損致保存不易的主因。

除了五供的祭祀禮器以外，現存各廟中還是有

造型生動的錫製祭具，例如現置於臺北保安宮太歲

殿圓磚柱旁左右的一對蓮花童子（圖 6），上有落

款「己未年（1919年）孟冬陽月立」、「發起人

吳金水裔孫眾等敬獻」、「新益號 黃陳凱製作」。

這對錫製祭具，童子梳髮戴小帽，單腳站立，另一

腳前彎曲，一手高舉執戟，一手微握在前，面圓額

【圖 4】臺南普濟殿宣統二年（1910）敬獻香爐、燭臺組，北港
朝天宮藏。圖片來源：朝天宮。

【圖 5】《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孔廟禮器圖版〉燭臺擷圖。

7　〈孔廟禮器圖說〉，見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灣文獻叢刊第 283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銀行印刷所，
（臺北市：中華書局，1970），頁 15。

【圖 6】臺北保安宮 蓮花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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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眼豐唇，容顏純真嘴角帶笑，姿態優雅。旁置

花瓶，內插一對高聳的蓮花，其中一朵正盛開一朵

含苞待放。而「花瓶」、「戟」、「蓮花」等亦隱

含「平安」、「吉慶」、「清廉」、「長壽」等意。

這對蓮花童子每座連檯座加起來有 8尺 6寸（258

公分）8，尺寸之大非常罕見。因錫器多以片材焊

接組合，尺寸自有其侷限，當尺寸提高到如此高時

必須內有骨架支撐，且須高超的手工藝才能呈現如

此生動的造型。而同一時期的祭具在臺北慈聖宮亦

可見類似的蓮花童子（圖 7），這些外型討好栩栩

如生的造型，足見當時錫工藝的精湛與蓬勃發展。

又北港朝天宮現存最久有一組數量高達 72支的「錫

製儀杖」，此組儀杖落款有「太子宮堡營諸善信敬

謝」，以龍頭杖為首，龍頭 -高 194公分寬 16公分，

雕工精細造型生動，可謂精品（圖 8），亦可見藝

師造型能力之強，現代都難有藝師可比美，由這些

質量高的錫藝品，可知當時錫工藝技術已達顛峰。

8　李明珠，〈典藏保安宮：古蹟修復紀實〉，（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 42。

【圖 7】臺北慈聖宮 蓮花童子

【圖 8】北港朝天宮文物藏品 錫製儀仗的龍頭。

【圖 9】左圖：錫製茶壺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圖 10】右圖：錫製粉盒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二、日常用品之錫器

過去錫器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包含有粉

盒、茶壺、茶罐、油燈等。由於錫有濾淨去異味的

功能，因此被認為最適合於保存茶葉，所以早期茶

葉罐常見錫製品。而民初婦女也多使用錫製粉盒來

做為「碰粉」化妝品的容器。這些舊時臺灣生活用

品中的錫器形式常見為方形、六角形或多層等組合

（圖 9、圖 10）。這是因為錫的材質較軟，又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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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敲成型，因此以平面錫材片直接建構而成，僅裝

飾少許以麝石模壓鑄的細節係常見的製作工法。但

是這些經常需要開闔的日常用具，非常容易變形毀

壞，為了改善錫材太軟的問題，以及當時錫器的販

售係以秤重計價，因此錫器常常被摻入許多鉛以增

加重量，藉以降低成本。雖然在當時材料缺乏的時

空背景下，錫匠為求生存不得已採取的變通方式，

但這種錫器因含鉛量過高，人們意會到它會對人體

健康有害，所以有新的材質被開發後如塑膠與鋼材

等，錫器很快的被替換淘汰，現在生活用品中已不

見使用鉛錫合金的錫器。

參、當代錫工藝的發展

目前僅可知臺灣傳統錫器的製作技藝大多傳承

自中國大陸福建沿海一帶，國內有學者曾依臺灣錫

器工藝造形與裝飾的圖樣加以分析，將傳統錫器的

製作特色區分為兩大派別，分別是以鹿港、艋舺等

福州移民聚集地為主的「福州派」，指其為善用鑄

模與多層次組合，喜貼金箔裝飾華麗；與臺南、嘉

義等地以泉州移民聚集地為主的「泉州派」，稱其

為善用鍛打成型，造形簡單素雅，喜愛垂珠、瓔珞、

流蘇等裝飾的風格。9

現在錫匠往往會因消費習性不同而製作出反

映顧客需求的產品，例如為迎合部分喜愛繁複風格

的消費者，多裝飾鏤空並著上金彩；而偏好簡樸的

消費族群，圖樣多清淡雅致。由於臺灣交通發達，

南北民眾互相遷徙頻繁，也很難區分地域喜好的差

異。當田野調查訪查各地錫鋪時，問各地錫鋪與藝

師僅能指出其師承，對於其工法的流派或地域特色

之分就已經模糊。錫器多以藝師工藝之細緻度決定

其價格高低區分，以迎合各種不同顧客群的需求，

至於工法流派，就不是消費者在意的重點。

一、臺灣各地匠師與錫店的分布 

由於臺灣錫工藝歷經戰亂與經濟不景氣的洗

9　賴廷鴻、翁群儀，2008《臺灣錫藝發展及工法形制分析資料庫建置計畫　研究成果報告書》。頁 13。
10　王梅珍，〈重要傳統藝術錫工藝調查研究計畫報告書〉，（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2013），頁 88-90。

禮，加上社會的變遷，目前從事錫工藝製作的傳

統錫鋪數量已經不多，就筆者於 2013年的田野調

查，彰化鹿港地區有陳萬能父子的萬能錫鋪，李漢

卿父子的瑞興錫鋪；雲林北港地區蔡榮山父子錫工

藝坊，蔡明堂父子的永豐錫鋪；嘉義地區許戶田父

子的尚春錫鋪，施學錦的乙成錫鋪；及臺南地區楊

忠錡的龍億錫工坊，榮發錫鋪等還在從事傳統祭祀

禮器的製作 10。這些錫鋪大多經數代家傳，以師徒

制延續其傳統技藝。各家錫鋪所生產的錫器除技藝

的精巧度差異，專攻製作的品項不同，更重要的是

使用的錫成分含量不同，價格有很大的差異，針對

不同的客群對售價需求不同，也各自區隔出市場定

位。

臺灣傳統錫舖們除了製作香爐、燭台外，另

外的主力商品是「柑燈」，這是表現錫鋪特色及展

現功力的媒介。錫柑燈又稱紅柑（橘子）燈，因燈

座上所裝載之紅色燈罩似橘而名之。在民間，家有

喜慶都會以紅色來點綴，而橘子代表吉祥、團聚、

大吉大利、多子多孫之意。有祝福新人早生貴子之

寓意，祈求未來的子孫能像柑橘一樣多子多孫多福

氣，故傳統柑燈的基本形式係燈座上方有一對圓形

紅色透光的玻璃燈罩，右邊的圓燈罩以金色毛筆寫

著鳳毛，左邊寫有鱗趾，其形狀與飽滿柑橘相似，

故此種燈名為柑仔燈或紅柑燈。（圖 11）以往有

【圖 11】太子樓式紅柑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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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專門提供紅色鳳毛麟趾玻璃罩，錫鋪僅需專注於

下方燈型的製作。但是當製作柑燈上方紅色玻璃罩

的人才日漸凋零後，錫鋪就沒有傳統的紅色鳳毛麟

趾燈罩來源可用，因此各家錫舖勢必開發具特色的

替代性燈罩造型，以便維持主力商品「柑燈」的產

量。這對於開發能力較弱的錫鋪，迫於顧客的指

定，難免互有侵犯著作權的糾紛產生。（圖 12）

二、非家傳的藝師

由於政府機構的推廣，民間學習錫工藝就不

一定非得傳自家承管道，其中許多學習管道包括國

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每年推動的「工藝新趣」

計畫，該計畫係藉助臺灣工藝之家、國家工藝成就

獎得主或文化部登錄重要傳統工藝保存者傳習結業

藝生之精湛技藝與豐富創作經驗吸收工藝生力軍，

透過臺灣工藝之家藝師、國家工藝成就獎得主、藝

生、學院指導老師與學生之合作模式、設計交流經

驗，提昇雙方的潛能與創作能力，讓臺灣的工藝文

化及地方特色工藝，導入創新設計概念，孕育出具

當代設計思潮及區域特色之工藝新趣產品，契合當

【圖 12】瑞興錫舖開發的錫燈

【圖 13】雙戒組「移動的金工教室」黃淑蘭圖片提供

前生活型態及時尚趨勢，也讓工藝技藝傳承得以種

下萌芽的種子，透過這個計畫藝生可習得錫藝技

藝；公家機構的推廣計畫尚有宜蘭傳藝中心所規劃

「國家級登錄無形文化資產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

（團體）─接班人傳統工藝示範與推廣計畫」，以

宜蘭傳藝園區之營運優勢與文化觀光效能，提供重

要傳統工藝保存者傳習計畫結業藝生工藝實踐與展

售平臺，其中錫藝教學由原為萬能錫鋪的傳藝生李

瑋負責；另外還有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所委託「向大

師學習養成工坊」的錫工藝傳藝的課程。透過這些

公家單位所辦的技藝承傳活動，不少人因此得以一

窺錫藝的奧門。另外學校教育的推廣，例如國立臺

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國立高雄大學傳統工

藝與創意設計學系與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

等的開班授課，各種多元的學習管道吸引了許多有

興趣投入錫藝產業的新血。

臺灣目前仍持續活耀的錫藝創作者不少，大

都不生產傳統造型的禮器用品，他們為臺灣的錫工

藝創作提供新的思維與創作面相，例如「移動的金

工教室」黃淑蘭，著有「在家做錫好好玩」一書，

她曾在 2012年以錫作品「翻轉－倒裝壺」參加臺

灣工藝競賽創新設計組獲得三等獎，目前以錫藝教

學為主（圖 13）；還有黃新雅等人組成的「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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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工作室」公司，以物 woo為品牌，開發生產錫

製醒酒器；姚怡欣所負責的「秋雨 11」這家公司活

躍於各種錫工藝開發活動；其它還有透過各項工藝

競賽嶄露頭角的年輕錫藝創作者也不少，他們注入

許多新的設計創意與新思維，使臺灣的錫藝表現更

為活絡，雖然還待持續觀察這些新秀是否能維持創

作的能量，繼續發表錫工藝的作品，但臺灣錫工藝

發展確已脫離僅由家族代代相傳的傳統。

肆、錫合金配方與加飾技法

錫在常溫 13.2至 161℃為穩定狀態，當被彎曲

折斷時會發出響聲，西方稱為錫哭（Tin cry）。在

臺灣也會以彎折錫片，由其發出的撕裂聲來辨識含

錫純度。因錫為無毒、無味，適宜作為存放食物的

容器，可保濕、保溫、保新鮮，被稱為會呼吸的金

屬。錫的分子有吸收雜質的特性，離子效果佳，能

淨化水質。在明朝李時珍《本草綱目》中有記載：

「井底沉下錫板能淨化水質」。

一、白鑞 (pewter)錫鉛合金

因為錫的質地太軟，自古就是常使用鉛錫合金

作為器皿，這種被稱為白鑞 (pewter)的錫鉛合金，

廣為人們使用。近代人們已經發現錫合金若加有

鉛，會對人體產生危害，所以在製作工藝品，可能

還是會含有少量的鉛，但若是作為實用器皿品，則

白鑞多加入銻以取代鉛。在歐洲白鑞普遍分為兩種

配方，鑄造用白鑞其中配方含有 94％的錫，1％的

銅和 5％的銻，若是白鑞片材則含有 92％的錫，2％

的銅和 6％的銻。馬來西亞的白鑞則含有較高百分

比的錫，通常為 97.5％錫，1％銅和 1.5％銻。這使

錫合金稍微柔軟，不含鉛的白鑞多利用來做食具。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錫鑞生產公司及零售商是馬來西

亞的皇家雪蘭莪（Royal Selangor），他們生產非常

多工藝品，號稱他們的錫鑞即有“盛水水清甜，盛

酒酒香醇，儲茶味不變，插花花長久”的美譽。用

他們錫鑞製作的酒杯盛裝啤酒、威士忌，除具保冰

效果，還有類負離子效果，讓酒體更順口好喝，增

添喝酒的口感與樂趣。

臺灣錫鋪通常製作祭祀用禮器，不太考慮食用

的問題，故常見的鉛錫合金配方比例總類，大致可

為「忍仔」（10%錫／ 90%鉛）、「大白」（20%

錫／ 80%鉛）、「豆點」（40~50%錫／ 60~50%

鉛）、「焊藥」（63%錫／ 37%鉛）、「雞肉絲」

（90%錫／ 10%銻）、以及純錫（99%）等，各錫

鋪仍會因成本考量或功能性，鉛錫合金的配方會稍

有微調。但是錫藝師傅長期接觸鉛，若不講究維持

通風的工作環境，老年常會有鉛中毒的現象發生。

而往往如鹿港的萬能錫鋪與瑞興錫鋪，其販售的都

是較高價位的錫器，則講求其產品的錫純度，往往

使用 99純錫來製作其產品，這也是避免藝師暴露

在傷害自己的環境之下。

即使是純錫或是鉛錫合金，它們都有加工的

侷限，造型多以片材組合建構而成，若是大件的作

品，內部常用銅等較硬材質作為內部支撐，甚至雲

林北港的蔡榮山所做大型香爐亦見使用不銹鋼與銅

片去裝飾與支撐。（圖 14）

【圖 14】香爐 - 蔡榮山作品 北港朝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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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酒 神 器」錫銀合金 陳恩浩圖片提供

二、錫銀合金

錫藝創作除了使用純錫外，尚有含不同比例

的鉛錫合金，甚至是錫銻合金，雖然硬度與延展性

略有不同，但普遍上與銅相較硬度仍是軟，成型有

侷限性。近年來透過與其他國家的工藝交流活動，

日本工藝家帶來在日本使用非常普遍的錫銀合金配

方，提供臺灣工藝家在創作時另一種選擇。利用純

銀與純錫組成的合金，更適合作為食器，且其硬度

提高，不容易變形。其配方為純錫加入 3%-5%的

純銀皆可，但銀的比例若較低，合金會太軟，高於

5%會較硬。

錫銀合金熔製步驟為先將銀片剪小片熔入等

重的錫液中後壓成片材，逐步重覆等重金屬熔融動

作，直到所有錫錠熔完，這種錫銀合金硬度較高，

不但做食器安全無慮，且若是有垂直面受力的造

型，較不必擔心很快變形的疑慮。（圖 15）

三、錫漆加飾法

臺灣的顧客偏好金屬的光澤，對於變黑的錫

器較無法欣賞。因而臺灣錫器的表面處理，多在器

型完成後以木賊草或砂紙磨平表面，讓錫的金屬光

澤拋亮面呈現，因為錫匠們習慣上讓錫器以光亮嶄

新的面貌交到顧客手中。錫器放久後，表面會因氧

化而成灰色，尤其舊的錫器往往含有鉛，氧化變黑

的程度更為嚴重。其保養方式多將錫器浸泡在加有

中性清潔劑的水中數日，使其表面氧化層軟化之

後，以牙刷輕拭表面。若是無法去除，尤其是舊錫

器的氧化層太厚時，僅能再次送入錫鋪作再次拋光

的處理。

近年來由於各種傳統技藝傳承活動的推廣，

帶動工藝技法已不再有門第之見，只要有興趣學習

各種工法其入門並不是太困難。以至於不少工藝創

作者將不同的技藝互相融合，另創發揮的特色，其

中將金屬工藝與漆藝結合，使錫金屬表面的處理增

加色彩變化，這也包括錫的表面上漆的方式，這種

錫漆加飾方式，使得錫的表面可以脫離傳統的單一

灰色光澤，增加豐富的色彩變化，讓錫工藝創作展

開啟另一開闊的途徑。

金屬胎的質地不似木胎有氣孔會吸付漆液，

所以像錫的表面因為沒有毛細孔，因此與漆結合時

即需燒付處理才可以讓漆牢固的附著。其重要的方

式在於錫的物件完成後，在需要上漆的胎體部分經

過約 100目的砂紙處理表面，再塗上生漆後以攝

氏 120度的溫度進烤箱，烤約 2小時作為底層異材

質結合的處理。經過這個步驟後，才方便之後在上

面繼續塗上色漆或其他漆藝的技法。至於最後的表

面處理與漆藝技法相同，需經過各種推光動作，可

使其表面光亮如鏡。透過錫藝與漆藝技法的結合表

現，錫工藝的創作因此更海闊天空。就如圖 16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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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夜色山嵐 _茶具組 陳志揚相片提供

【圖 16】翻轉 -倒裝壺 黃淑蘭 相片提供

淑蘭創作的倒裝錫壺作品，與圖 17陳志揚的夜色

山嵐茶具組，不論在造型上創新的突破，及色彩運

用的豐富性，完全脫離傳統錫器的窠臼，可知錫表

面上以漆加飾，令錫工藝開啟另一個里程碑。

伍、結論

工藝創作因為特有的歷史軌跡與人文經歷，孕

育出屬於本地風俗文化的獨特風格，透過工藝家的

個人所擁有的技藝與經驗知識下，更以無形的文化

精髓累積著內涵。過去因為在史料上對於工藝創作

者記載不多，對於其創作脈絡無從了解，例如北港

朝天宮的錫製儀仗製作者就不可考，其技藝是否有

流傳下來亦無所知，這其實是工藝界很大的損失。

而臺灣的錫工藝過去主要依賴家族或師徒來傳承延

續；雖然因為社會的變遷，錫行業曾經沒落，其師

承與工藝的特色也難考證。幸而這幾年因為陳萬能

先生於錫工藝的創新與開發，帶動錫工藝進入新的

表現範疇，也促使其他藝師們參與各項展覽或加入

網路行銷，因而錫鋪的名號與藝師們的姓名記錄得

以保留。各公部門對傳統技藝保存的重視與推動，

相信臺灣錫工藝的發展會繼續再創高峰，這無形的

文化資產也將是全民所共享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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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金九地區的學校發展與地方社會
The school development and local society of Shui-Jing-Jiou area

駱淑蓉 1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教育研究組組長
張簡傛文 2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教育研究組研究助理

摘要

以金銅礦產聞名的金瓜石、水湳洞與九份地

區，自 1897年開始進行系統性的開發。取得礦業

經營權的田中事務所與合名會社藤田組，隨著技術

投入以及新礦脈的發現，礦區範圍也不斷的擴張。

1910年代，金瓜石礦山開發範圍已包括金瓜石、水

湳洞、武丹坑等地；瑞芳礦山範圍則有九份、焿子

藔、大竿林、大粗坑、小粗坑。礦山的開發也帶動

聚落人口的成長，隨著日人與漢人日益聚集，1906

年，焿子藔分教場、金瓜石分教場、牡丹坑分教場

應運而生。這些早期的分教場，如何演變成為現在

的學校呢 ?本篇將藉 2018年瓜山國小建校百年，

回顧水金九地區中、小學校各校的歷史沿革，以及

與礦業發展之間的關係。

關鍵字 :金瓜石礦山、瑞芳礦山、小學校、公

學校、國民學校

Abstract
Jinguashi,  Shuinandong and Jiufen areas, 

renowned for their gold and copper mines, began 
th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in 1897. Mining rights 
were granted to the Tanaka Mining Co. and the Fujita 

Company. The scope of mining activities continued 
to expand because of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the 
discovery of new ore veins. In 1910, the Jinguashi 
Mine area covered Jinguashi, Shuinandong, and 
Wudankeng, and the Ruifang Mine area covered Jiufen, 
Gengziliao, Daganlin, Datcukeng, and Siaocukeng. 
The mine development had driven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settlements. As more and more Japanese 
and Han Chinese settled here, Gengziliao campus, 
Jinguashi campus and Mudankeng campus emerged 
in 1906 to meet educational needs. How have those 
early campuses evolved into today’s schools? In 
the year of 2018 when GuaShan Elementary School 
celebrates 100 years, the study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elementary 
schools in the Shui Jin Jiu region means Shuinandong, 
Jinguashi and Jiufen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min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Keywords：Jinguashi Mine,Rueifang Mine,primary 
school,Taiwan public school,Kominken school

1　Email:lu.shujung@gmail.com
2　Email:eileenwen82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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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位於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的瓜山國民小學，於

2018年建校滿一百週年。這一所目前全校學童只

有 20多位的國民小學，在 5月 12日迎接第一個百

年校慶。當天學校邀請超過六百位的老中青校友參

與，熱鬧非凡。但這並不是水金九地區第一所百年

小學，位於基隆山另一側的九份國小，今年已過完

108年的校慶，這兩所高齡小學的存在，見證百年

礦業存廢的軌跡，在礦業歷史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水湳洞、金瓜石及九份三地，近年來觀光發

展活絡，因地緣及歷史背景相關，一般將上述三地

合併簡稱為「水金九地區」。水金九地區，以現在

的行政區域來看，包括現今金瓜石地區的四個里、

水湳洞地區兩個里，以及九份地區五個里的全部範

圍。然而事實上，自 1897年日人開始著手礦山事

業，礦山的版圖日益擴張，昔日的金瓜石礦山，除

了現在的金瓜石、水湳洞之外，還包括雙溪鄉的牡

丹地區 ; 而瑞芳礦山，除了現在的九份、大竿林，

也包括大、小粗坑等部分猴硐地區，礦業開發範圍

遠大於今日聚落的範圍。也因為礦業的繁盛，吸引

大量的採礦人口，學校設施也應運而生。

水金九地區最早創立的學校，是日治時期

1906(明治 39)年成立於金瓜石礦山的基隆尋常高

等小學校金瓜石分教場 3，提供日人孩童就讀。

該校於 1910(明治 43)年獨立為臺北廳金瓜石尋

常高等小學校 (簡稱金瓜石小學校 )。同樣成立於

1906(明治 39)年的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武丹坑分

教場，於 1913(大正 2)年木村組所屬的牡丹坑礦

山併入金瓜石礦山之後，學校也一併併入金瓜石

小學校而結束。1918(大正 7)年，金瓜石礦山另外

於水湳洞，成立臺北廳水南洞尋常小學校，但於

1922(大正 11)年疑似也併入金瓜石小學校而結束。

金瓜石小學校在 1945年二次大戰後，因日人遣返

而廢校。校址現為新北市私立時雨中學校舍所使

用。金瓜石礦山一直遲至 1918(大正 7)年，才設立

提供漢人就讀的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也就是今

年成立滿一百週年的新北市瓜山國小的前身。

而相隔一座基隆山的瑞芳礦山，最早的學校同

樣是 1906(明治 39)年成立的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

焿仔藔分教場，提供日人學童就讀，但在 1920(大

正 9)年時結束學校營運。推測因為當年日人經營

者藤田傳三郎退出瑞芳礦山經營，使得當地日人人

口大幅減少，少數有就學需求的日人孩童，或許

便至隔壁的金瓜石小學校就讀，瑞芳礦山自此便

不再設立提供日人就讀的小學校之故。而 1910(明

治 43)年成立的瑞芳公學校土地公坪分離教室，

也是兩座礦山最早提供漢人學童就讀的公學校。

於 1919(大正 8)年獨立為臺北州九分公學校，是

現今新北市九份國小的前身，至今有 108年的歷

史。1941(昭和 16)年，九份地區因為人口眾多，

又成立瑞陽國民學校，但學校經營並不長久，於

 2 

 
圖 1 水湳洞、金瓜石、九份三地簡稱「水金九」地區，位於新北市東北角的瑞芳區內 

 
水金九地區最早創立的學校，是日治時期 1906(明治 39)年成立於金瓜石礦

山的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金瓜石分教場 3，提供日人孩童就讀。該校於 1910(明
治 43)年獨立為臺北廳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簡稱金瓜石小學校)。同樣成立於

1906(明治 39)年的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武丹坑分教場，於 1913(大正 2)年木村組

所屬的牡丹坑礦山併入金瓜石礦山之後，學校也一併併入金瓜石小學校而結束。

1918(大正 7)年，金瓜石礦山另外於水湳洞，成立臺北廳水南洞尋常小學校，但

於 1922(大正 11)年疑似也併入金瓜石小學校而結束。金瓜石小學校在 1945 年二

次大戰後，因日人遣返而廢校。校址現為新北市私立時雨中學校舍所使用。金瓜

石礦山一直遲至 1918(大正 7)年，才設立提供漢人就讀的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

校，也就是今年成立滿一百週年的新北市瓜山國小的前身。 
而相隔一座基隆山的瑞芳礦山，最早的學校同樣是 1906(明治 39)年成立的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焿仔藔分教室，提供日人學童就讀，但在 1920(大正 9)年時

結束學校營運。推測因為當年日人經營者藤田傳三郎退出瑞芳礦山經營，使得當

地日人人口大幅減少，少數有就學需求的日人孩童，或許便至隔壁的金瓜石小學

                                                 
3 「分教場」、「分校」、「分教室」這三個名詞，常常出現在總督府的公文書、《臺灣日日新報》

的報導，以及總督府職員錄當中，由於所指稱的對象都相同，推測應為相同意思的不同說法。其

中，應以職員錄當中常見的「分教場」，以及公文書中常出見的「分校」為比較正式的說法，「分

教室」應為"分校教室”"的簡稱。 

【圖 1】水湳洞、金瓜石、九份三地簡稱「水金九」地區，位於
新北市瑞芳區。

3　「分教場」、「分校」、「分教室」這三個名詞，常常出現在總督府的公文書、《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以及總督府職員錄當中，
由於所指稱的對象都相同，推測應為相同意思的不同說法。其中，應以職員錄當中常見的「分教場」，以及公文書中常出見的「分
校」為比較正式的說法，「分教室」應為 "分校教室 "的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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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民國 35)年廢校。

1945年戰爭結束之後，水湳洞地區在 1948(民

國 37)年也開設瓜山國民學校濂洞分校，也就是現

在濂洞國小的前身。濂洞國小及前述的瓜山國小、

九份國小的畢業生，多數直接就讀鄰近的時雨中

學，繼續升學。時雨中學是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

公司在 1949(民國 38)年，於原址設立的附屬學校，

目的在於提供地方學子就近升學的機會，省去長途

跋涉至瑞芳或基隆就學的辛苦。也是出自於相同的

原因，九份地區在 1969(民國 58)年也奉准設立欽

賢國中，讓九份地區的學童可以就近升學。

上述所提到的瓜山國民小學、九份國民小學、

濂洞國民小學、私立時雨中學，以及欽賢國民中

學，是水金九地區現存的五所學校。這些學校的成

立，都與礦業發展密切相關，部分校舍建築也仍保

有歷史的痕跡，見證礦山百年來的興衰演變。本

篇擬透過瓜山國小、九份國小收藏的校史資料為基

準，參考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日治時期的公文

書，分別從「水金九礦業發展與學校興建」、「水

金九地區小學校的成立」、「水金九地區公學校的

成立」、「學校生活與師生來源」、「礦業公司對

學校營運的挹注」等面向，試圖歸納整理礦山學校

的發展沿革與特色。

水金九地區的礦業發展與學校興
建

臺灣總督府在 1896(明治 29)年 9月公布實施

「臺灣鑛業規則」，以基隆山山頂正南北線為界，

將臺灣東北部的產金區域，分為東側的金瓜石與西

側的九份兩個礦區。10月8日，日人藤田傳三郎 (藤

田組 )的藤田合名會社，以許可第一號獲得西區九

 4 

 

圖 2 總督府公文 000001850110332 臺灣礦業許可表 

     

位在山區的九份與金瓜石兩地，因為地處偏遠，人煙稀少，約自清乾隆初

(1736-1750 年之間)，開始出現漢人開墾的紀錄 4
。嘉慶年間(1808 年)，清政府設

置加強東北角防務的汛塘軍事道路，1815 年再增加自淡水廳至噶瑪蘭廳之間傳

遞公文的舖遞路線。這些路線因為經過九份地區的南側，使得九份開始成為漢人

往來、聚集的地方 5
。 

日本統治前夕，九份與金瓜石兩地，於 1893 年和 1894 年分別發現金礦脈露

頭，吸引眾多的淘金客湧入山區開採金礦。1897 年起，日人系統性的開始經營

礦區，驅散了夢想一夕致富的流動性人口，引進的是礦業會社所需要的穩定人

力，包括日本的技術人員、礦工，以及大量從事雜役的漢人苦力。 

1898(明治 31)年，因為日人木村久太郎於金瓜石南端的武丹坑也發現金礦

脈，北臺灣遂成為金瓜石礦山、九份礦山、牡丹坑礦山三座金山鼎立的情況。根

據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所做的調查，1902(明治 35)年九份礦山的人口戶數，漢人

                                                 
4 《瑞芳鎮誌》，p.10-14 
5 1808(嘉慶 13)年，臺灣府知府楊廷理為加強臺灣東北角的防務，添設三爪仔(瑞芳)汛，與大三

貂港口(澳底)汛、燦光寮塘連成一線。這條汛塘路，是現存臺灣北部最早的一條軍事道路。1815(嘉
慶 20)年，臺灣知府新設柑仔瀨(瑞芳)、燦光寮、三貂嶺等舖，連同艋舺(萬華)、錫口(松山)、水

返腳(汐止)與暖暖等舖，為淡水廳至噶瑪蘭廳之間公文往返的主要七個遞送站。5由瑞芳開始的舖

遞路線，便是循著既有的汛塘路，從瑞芳、九份、樹梅而到達燦光寮舖(塘)。其詳細路線經後人

探勘踏查，為現今瑞芳柑坪里經九份大竿林、及九份崙頂路再往南地區，這也是九份漢人最早聚

集之地。詳參楊俊哲、陳岳〈燦光寮舖古道-清代嘉慶年間的淡蘭郵傳古道〉《北縣文化》，p.48-53，
2002 年。 
 

【圖 2】總督府公文 000001850110332臺灣礦業許可表

份礦山的經營權；10月 26日，田中長兵衛以許可

第二號獲得東區金瓜石礦山經營權。藤田合名會社

及田中長兵衛，並於隔年的 1897(明治 30)年，分

頭開始兩地礦區的開發事業。

位在山區的九份與金瓜石兩地，因為地處偏

遠，人煙稀少，約自清乾隆初 (1736-1750年之間 )，

開始出現漢人開墾的紀錄 4。嘉慶年間 (1808年 )，

清政府設置加強東北角防務的汛塘軍事道路，1815

年再增加自淡水廳至噶瑪蘭廳之間傳遞公文的舖遞

路線。這些路線因為經過九份地區的南側，使得九

份開始成為漢人往來、聚集的地方 5。

日本統治前夕，九份與金瓜石兩地，於 1893

年和 1894年分別發現金礦脈露頭，吸引眾多的淘

金客湧入山區開採金礦。1897年起，日人系統性

的開始經營礦區，驅散了夢想一夕致富的流動性人

口，引進的是礦業會社所需要的穩定人力，包括日

4　《瑞芳鎮誌》，p.10-14，2002年。
5　1808(嘉慶 13)年，臺灣府知府楊廷理為加強臺灣東北角的防務，添設三爪仔 (瑞芳 )汛，與大三貂港口 (澳底 )汛、燦光寮塘連成

一線。這條汛塘路，是現存臺灣北部最早的一條軍事道路。1815(嘉慶 20)年，臺灣知府新設柑仔瀨 (瑞芳 )、燦光寮、三貂嶺等舖，
連同艋舺 (萬華 )、錫口 (松山 )、水返腳 (汐止 )與暖暖等舖，為淡水廳至噶瑪蘭廳之間公文往返的主要七個遞送站。 由瑞芳開
始的舖遞路線，便是循著既有的汛塘路，從瑞芳、九份、樹梅而到達燦光寮舖 (塘 )。其詳細路線經後人探勘踏查，為現今瑞芳柑
坪里經九份大竿林、及九份崙頂路再往南地區，這也是九份漢人最早聚集之地。詳參楊俊哲、陳岳〈燦光寮舖古道 -清代嘉慶年
間的淡蘭郵傳古道〉《北縣文化》，p.48-53，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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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技術人員、礦工，以及大量從事雜役的漢人苦

力。

1898(明治 31)年，因為日人木村久太郎於金

瓜石南端的武丹坑也發現金礦脈，北臺灣遂成為金

瓜石礦山、九份礦山、牡丹坑礦山三座金山鼎立

的情況。根據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所做的調查，

1902(明治 35)年九份礦山的人口戶數，漢人有 602

戶、日人 68戶，漢人男女合計 3,795人 ;日人男

女合計 197人。而金瓜石礦山的漢人有 140戶、日

人有 129戶，漢人男女合計 884人 ;日人男女合計

908人 6。三座金山的經營者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

不斷擴充礦區，勞動人口也繼續增加。在這個背景

之下，聚落人口的定著，帶動相關需求設施的出

現，當然也包括學校。(水金九地區歷史發展沿革

詳附錄 1「水金九地區歷史沿革」表 )

水金九地區「小學校」的成立

1906(明治 39)年 2月 27日，《漢文臺灣日日

新報》刊載有關「學校新設修築之計畫」，其中提

到「基隆廳下金瓜石、九份、牡丹坑之三礦山，近

來內地人漸增加，學齡兒童亦不少，因希望新設小

學校或其分校」。

3月 6日，金瓜石礦山、九份礦山及牡丹坑礦

山的經營者，向基隆廳長提出設立小學校分校的請

求，並附上提送臺灣總督府的公文，表示「礦山

自 1897(明治 30)年創設以來，事業逐漸發達，來

自日本的從業人員日益增多，開始有了長久居住的

打算。隨著家眷增多，學齡兒童也增加，但山區附

近卻沒有讓日人孩童就讀的學校。為了減少這份遺

憾，擬向總督府申請設立基隆小學校分校許可，礦

業公司將會負擔學校校舍興建以及教員宿舍等費

用，並支付所有機器設備等經費，希望總督府可以

自明治 39學年度 (應指明治 39年 4月之後 )後派

遣教師至本地任教。」7

3月 26日，基隆廳長橫澤次郎同意三礦山的

申請需求後，正式向臺灣總督府提送申請書，說明

上述原委，並註明「三座礦山目前皆已著手分教室

的興建，不假時日即可完成，在新教室啟用之前將

暫借民宅使用。」84月 13日，總督府正式回覆基

隆廳長，表示同意暫時設置分教室，俟礦山營運更

上軌道之後，再從長計議。並指示「三座金山分校

僅限設置尋常科，於該年明治 39年 6月 1日起，

將派遣教員赴任，總督府將支付教員俸給及旅費，

其他經費如申請者所擬，由礦山支應。」9

因此，這三座金礦山自 1906(明治 39)年起，

就開始設立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的分教室，正式名

稱分別為「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金瓜石分教場」、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焿仔藔分教場」以及「基隆

 5 

有 602 戶、日人 68 戶，漢人男女合計 3,795 人;日人男女合計 197 人。而金瓜石

礦山的漢人有 140 戶、日人有 129 戶，漢人男女合計 884 人;日人男女合計 908 人 6。

三座金山的經營者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不斷擴充礦區，勞動人口也繼續增加。

在這個背景之下，聚落人口的定著，帶動相關需求設施的出現，當然也包括學校。

(水金九地區歷史發展沿革詳附錄 1「水金九地區歷史沿革」表) 

 

水金九地區「小學校」的成立 

1906(明治 39)年 2 月 27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有關「學校新設修築

之計畫」，其中提到「基隆廳下金瓜石、九份、牡丹坑之三礦山，近來內地人漸

增加，學齡兒童亦不少，因希望新設小學校或其分校」。 

 

圖 3 1906(明治 39)年 2 月 27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3 月 6 日，金瓜石礦山、九份礦山及牡丹坑礦山的經營者，向基隆廳長提出

設立小學校分校的請求，並附上提送臺灣總督府的公文，表示「礦山自 1897(明

治 30)年創設以來，事業逐漸發達，來自日本的從業人員日益增多，開始有了長

久居住的打算。隨著家眷增多，學齡兒童也增加，但山區附近卻沒有讓日人孩童

就讀的學校。為了減少這份遺憾，擬向總督府申請設立基隆小學校分校許可，礦

業公司將會負擔學校校舍興建以及教員宿舍等費用，並支付所有機器設備等經

                                                 
6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  調查經濟資料報告 上卷》，明治 38 年，p.453 

【圖 3】1906(明治 39)年 2月 27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6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  調查經濟資料報告 上卷》，明治 38年，p.453
7　總督府公文「小學校分校設置願」000049100010010、000049100010011、000049100010013、000049100010014、000049100010015號
8　總督府公文 000049100010009號
9　總督府公文 00004910001000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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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常高等小學校武丹坑分教場」。這也是礦山最早

設有學校的年代與紀錄。

1906(明治 39)年 12月 13日，《漢文臺灣日

日新報》報導「三金山之學生數」，寫到「基隆廳

管內之三金山。邇事業日趨於繁盛之域。故內地人

之人口。亦隨之而。增加。其學齡兒童。亦頗多

數。該廳為對此等之兒童教育起見。計定三金山

 7 

 
圖 4 總督府公文 000049100010009 號三金山小學校分校設置申請書 

 

 
圖 5 總督府公文 000049100010008 號三金山小學校分校設置許可書 

 

 7 

 
圖 4 總督府公文 000049100010009 號三金山小學校分校設置申請書 

 

 
圖 5 總督府公文 000049100010008 號三金山小學校分校設置許可書 

 

【圖 4】總督府公文 000049100010009號三金山小學校分校設置申請書

【圖 5】總督府公文 000049100010008號三金山小學校分校設置許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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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表 1 日治時期水金九地區小學校的成立
10
 

時間 名稱 地點 現況 

明 30 1897 國語學校基隆國語傳習所小學分教場   

基今 隆市

仁愛國小

 

  

  

  

  

  

  

  

  

明 31 1898 臺北縣基隆小學校 基隆堡玉田街 

明 35 1902 基隆廳基隆小學校 基隆堡玉田街 

明 36 1903 基隆廳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   

明 42 1909 臺北廳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 基隆堡田藔港庄 

大 9 1920 臺北州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 基隆郡基隆街 

大 15 1926 臺北州基隆高等小學校 基隆市田藔港 

昭 3 1928 臺北州基隆第一尋常小學校   

昭 8 1933 臺北州基隆市雙葉尋常小學校 基隆市雙葉町 

昭 16~19 1941 臺北州基隆市雙葉國民學校   

明 39.6.1 1906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武丹坑分教場
基隆廳三貂堡武

丹坑庄 
不詳 

    
明 43-明 45 1910-1912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武丹坑分教場   

明 45-大 2 1912-1913 臺北廳武丹坑尋常小學校   

明 39.6.1 1906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焿仔藔分教場
基隆廳基隆堡焿

仔藔庄 
不詳 
  明 43-明 45 1910-1912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焿仔藔分教場   

明 45-大 9 1912-1920 臺北廳焿仔藔尋常小學校   

明 39.6.1 1906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金瓜石分教場
基隆廳基隆堡九

份庄 

1945 年

廢校。 
明 43-大 9 1910-1920 臺北廳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   

大 9-昭 15 1920-1940 臺北州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   

昭 16~19 1941-1944 臺北州金瓜石國民學校   

大 7 1918 臺北廳水南洞尋常小學校 基隆堡水南洞庄 
不詳 

大 9-大 11 1920-1922 臺北州水南洞尋常小學校  

 

    這三所分教室到了 1910(明治 43)年，金瓜石分教室首先獨立成為「臺北廳金

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1912(明治 45)年，其他兩所分教室也分別獨立為「臺北廳

武丹坑尋常小學校」以及「臺北廳焿仔藔尋常小學校」。其中，武丹坑尋常小學

校的相關史料只到 1913(大正 2)年止，合理推測可能因為該年金瓜石礦山將牡丹

坑礦山合併，改名稱為武丹坑礦山，因此 1914 年起，武丹坑尋常小學校即廢校，

                                                 
10 參考來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20180707)，《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年代不

詳)，《九分學學校學事要覽》(大正至昭和年間多所闕漏) 

【表 1】日治時期水金九地區小學校的成立 10

10　參考來源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 :20180707)，《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年代不詳 )，《九分學學校學事要覽》(大
正至昭和年間多所闕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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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各設一基隆小學校之分教室以教之。既如前

報。玆依去月末所調查在籍生徒數及每月之平均出

席數。列記於左。//在籍生徒 /出席平均數、金瓜

石男 /二三 /一八、九一。金瓜石女 /一八 /一一、

七五。焿仔藔男 /一二 /一○、二一。焿仔藔女 /

五 /三、五五。牡丹坑男 /一○ /九、○四。牡丹

坑女 /二四 /一二、八四」。三所分教室從 6月開

始到 11月底的的總學童數，金瓜石分教室共有 41

名、焿仔藔分教室共有 17名、牡丹坑分教室共有

34名。

這三所分教室到了 1910(明治 43)年，金瓜石

分教室首先獨立成為「臺北廳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

校」;1912(明治 45)年，其他兩所分教室也分別獨

立為「臺北廳武丹坑尋常小學校」以及「臺北廳焿

仔藔尋常小學校」。其中，武丹坑尋常小學校的

相關史料只到 1913(大正 2)年止，合理推測可能

因為該年金瓜石礦山將牡丹坑礦山合併，改名稱為

武丹坑礦山，因此 1914年起，武丹坑尋常小學校

即廢校，或併入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因此查

無相關資料。11而位於九份礦區的焿仔藔尋常小學

校，推測因為九份礦區的日人經營者藤田傳三郎，

在 1914(大正 3)年以七年為期，將瑞芳礦山租予顏

雲年之後，讓原本礦區日人少漢人多的情況更加明

顯，到了 1920(大正 9)年，顏雲年將所有事業整

併，創立臺陽鑛業株式會社，礦區的日籍人口更加

減少，提供日人孩童就讀的學校需求也大為降低。

或許因為如此，焿仔藔尋常小學校自 1921年起即

無相關資料，推測也許是廢校之故。當地日人孩童

若有就學的需求，可能選擇鄰近金瓜石礦山的尋常

高等小學校就讀。

金瓜石礦山在 1918(大正 7)年，於礦區內又

增設一所水南洞尋常小學校，直至 1922(大正 11)

年止，後來也疑似併入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而廢

校。經查金瓜石礦山在 1918年因為礦況不良，營

運陷入低潮。礦主田中長兵衛將礦山合併於日本岩

手縣的釜石礦山，同屬田中鑛山株式會社，下名金

瓜石鑛山事務所。至於為什麼在營運陷入低潮的時

期又增設水南洞小學校，尚待更多的史料方能解開

這個疑惑。

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到了昭和年間，已

增設幼稚園，僅收日籍學齡前幼童。根據昭和 6年

左右的《金瓜石鑛山概況》，幼稚園幼童人數有

54名 12。

1945(昭和 20)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因為戰

敗，在臺灣的日人被迫遣返日本，金瓜石尋常高等

小學校因而廢校。其校址在 1949(民國 38)年，由

經營礦區的國營企業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附屬中學「時雨中學」，直到 1985(民國 74)

年再轉售私人辦學至今。

水金九地區「公學校」的成立

有關水金九地區的公學校，本文主要參考瓜

山國小收藏的《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以及九份

國小收藏的《九分公學校學事要覽》，兩者皆尚未

公開。前者只有大正 7年到昭和 6年之間的學校資

料，後者雖然有大正 9年到昭和 18年之間的校史

資料，但闕漏大正 10至 12年、昭和 3年、10年、

12年、14年的資料，而不同年度的記載內容多寡

也不一。

依據上述兩份文獻，以及總督府公文資料，

11　與此相關的推測，可參考唐羽，《雙溪鄉志》，P.604-605「武丹尋常小學校⋯三年 (1914)，併入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雙溪鄉
公所，民國 90年出版。

12　《金瓜石鑛山概況》，p.7，昭和 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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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金九地區並不是瑞芳第一個有學校的地方。

1903(明治 36)年，基隆廳長獲准於瑞芳庄設立瑞

芳公學校，提供當時約有 7,282名漢人居住的瑞芳

庄漢人學童就讀 13。根據《九分公學校學事要覽》

記載，一直到 1910(明治 43)年，九份礦區的土地

公坪，才獲准設立瑞芳公學校分離教室，這也是水

金九地區第一所為漢人學童設置的學校設施。隔年

1911(明 44)年，正式成為瑞芳公學校土地公坪分

校。

依據《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年代不詳 )記

載，「1917(大正 6)年左右，當時的九份庄 (今金

瓜石地區 )及水湳洞庄 (今水湳洞地區 )各設有一

書房 14，作為本島人兒童的修學機構。但是書房並

無法滿足設立地區居民的好學心。1918(大正 7)年

4月 10日，終於成立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將

既有的仁誠學堂進行整修作為校舍，並新設運動

場。」15分校設立當年，學童數男童有 56名、女

童有 14名，共計 70名。

1919(大正 8)年，上述的土地公坪分校獨立為

臺北州九分公學校，根據《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

記載，同年 4月 1日起，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

改為九分公學校金瓜石分校。1921(大正 10)年，

九分公學校附設鼻頭分教場 16。1922(大正 11)年 4

月 1日起，九分公學校金瓜石分校獨立，成為臺北

州金瓜石公學校。獨立後的金瓜石公學校，於同一

年，鼻頭分教場及南子吝書房皆改隸於金瓜石公學

校之下。圖 8的昭和 7年「基隆郡管內圖」，已經

可以清楚看到，標示「小」的有一處，即金瓜石尋

常高等小學校 ;標示「公」的有兩處，分別是九分

公學校以及金瓜石公學校 ;標示「分」的有一處，

為鼻頭分教場 ;標示「文」的有一處，依圖示左下

方的凡例顯示為「書房」，推測應為南子吝書房。

日本政府於昭和 16年 4月 1日起，廢除既有

的小公學校制度，包括臺灣在內的小公學校，都依

新頒布的「國民學校令」改為國民學校制。原來的

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改為「金瓜石國民學校」，

設有修業年限 6年的初等科以及修業年限 2年的高

13　臺灣總督府公文書 000047700020010號，明治 36年
14　依據金瓜石公學校第一屆畢業生臺帳紀錄，少部分學童入學前曾就讀「金瓜石書房」，說明金瓜石礦山曾經存在書房設施。
15　「書房」是清末臺灣的私塾，類似私人教育，在日治初期公學校教育尚未普及之初，仍然是臺灣漢人子弟初等教育的重要教化場所。
日治時期的金瓜石、水湳洞地區，在尚未設置公學校之前，當地皆各有一書房。以金瓜石為例，1918(大正 7)年金瓜石公學校分
校設立時，即整修原來的仁誠學堂舊址作為校舍。昭和 8年的「基隆郡管圖」上，仍可見南子吝有「書房」的記載。

16　1921(大正 10)年，九分公學校同時有金瓜石分校，以及鼻頭分教場。金瓜石分校於翌年即獨立為公學校 ;鼻頭分教場則為初設，
由此似乎可推論分校的編制應該大於分教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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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九份庄(今金瓜石地區)及水湳洞庄(今水湳洞地區)各設有一書房 14，作為本島人

兒童的修學機構。但是書房並無法滿足設立地區居民的好學心。1918(大正 7)年 4

月 10 日，終於成立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將既有的仁誠學堂進行整修作為校

舍，並新設運動場。」
15分校設立當年，學童數男童有 56 名、女童有 14 名，共

計 70 名。 

    1919(大正 8)年，上述的土地公坪分校獨立為臺北州九分公學校，根據《金

瓜石公學校沿革誌》記載，同年 4 月 1 日起，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改為九分

公學校金瓜石分校。1921(大正 10)年，九分公學校附設鼻頭分教場
16。1922(大正

11)年 4 月 1 日起，九分公學校金瓜石分校獨立，成為臺北州金瓜石公學校。獨

立後的金瓜石公學校，於同一年鼻頭分教場及南子吝書房改隸於金瓜石公學校之

下。圖 8 的昭和 7 年「基隆郡管內圖」，已經可以清楚看到，標示「小」的有一

處，即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標示「公」的有兩處，分別是九分公學校以及金

瓜石公學校;標示「分」的有一處，為鼻頭分教場;標示「文」的有一處，依圖示

左下方的凡例顯示為「書房」，推測應為南子吝書房。 

 

圖 6 總督府公文 000053930070038 號瑞芳公學校分校設置許可書 

                                                 
14 依據金瓜石公學校第一屆畢業生臺帳紀錄，少部分學童入學前曾就讀「金瓜石書房」，說明金

瓜石礦山曾經存在書房設施。 
15 「書房」是清末臺灣的私塾，類似私人教育，在日治初期公學校教育尚未普及之初，仍然是

臺灣漢人子弟初等教育的重要教化場所。以金瓜石為例，1918(大正 7)年金瓜石公學校分校設立

時，即整修原來的仁誠學堂舊址作為校舍。日治時期的金瓜石、水湳洞地區，在尚未設置公學校

之前，當地皆各有一書房。昭和 8 年的「基隆郡管圖」上，仍可見南子吝有「書房」的記載。 
16 1921(大正 10)年，九分公學校同時有金瓜石分校，以及鼻頭分教場。金瓜石分校於翌年即獨

立為公學校;鼻頭分教場則為初設，由此似乎可推論分校的編制應該大於分教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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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瑞芳庄公學校分布圖，年代不詳，《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紅色虛線約為金瓜石礦山與九

份礦山的經營範圍 

 

【圖 6】總督府公文 000053930070038號瑞芳公學校分校設置許
可書

【圖 7】瑞芳庄公學校分布圖，年代不詳，《金瓜石公學校沿
革誌》。紅色虛線約為金瓜石礦山與九份礦山的經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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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日治時期水金九地區公學校的成立
17

時間 名稱 地點 現況

明 36 1903 基隆廳瑞芳公學校 基隆廳基隆堡瑞芳庄
今新北市

今新北市

今新北市

今新北市

瑞芳國小明 42-大 9 1909-1920 臺北廳瑞芳公學校

大 9-昭 15 1920-1940 臺北州瑞芳公學校 基隆郡瑞芳庄

明 43 1910 瑞芳公學校分離教室 基隆堡焿仔寮庄

九份國小

明 44 1911-1915 瑞芳公學校土地公坪分校

大 5 1916-1918 瑞芳公學校九分分校

大 8-昭 15 1919-1940 臺北州九分公學校 基隆郡瑞芳庄

昭 16-19 1941-1944 臺北州九分國民學校

大 7 1918 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 基隆堡九份庄

瓜山國小

大 9 1920 九分公學校金瓜石分校 基隆郡瑞芳庄

大 11-昭 15 1922-1940 臺北州金瓜石公學校

昭 16-19 1941-1944 臺北州金瓜石東國民學校

大 10 1921 九份公學校鼻頭分教場 基隆郡瑞芳庄

鼻頭國小
大 11 1922 金瓜石公學校鼻頭分教場 基隆郡瑞芳庄

昭 16-19 1941-1944 金瓜石東國民學校鼻頭分教場

昭 16~民 35 1941-1946 瑞陽國民學校 1946 年廢校

17參考來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20180707)，《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年代不詳)，
《九分學學校學事要覽》(大正至昭和年間多所闕漏)

17　參考來源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 :20180707)，《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年代不詳 )，《九分學學校學事要覽》(大
正至昭和年間多所闕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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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9-昭 15 1920-1940 臺北州瑞芳公學校 基隆郡瑞芳庄

明 43 1910 瑞芳公學校分離教室 基隆堡焿仔寮庄

九份國小

明 44 1911-1915 瑞芳公學校土地公坪分校

大 5 1916-1918 瑞芳公學校九分分校

大 8-昭 15 1919-1940 臺北州九分公學校 基隆郡瑞芳庄

昭 16-19 1941-1944 臺北州九分國民學校

大 7 1918 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 基隆堡九份庄

瓜山國小

大 9 1920 九分公學校金瓜石分校 基隆郡瑞芳庄

大 11-昭 15 1922-1940 臺北州金瓜石公學校

昭 16-19 1941-1944 臺北州金瓜石東國民學校

大 10 1921 九份公學校鼻頭分教場 基隆郡瑞芳庄

鼻頭國小
大 11 1922 金瓜石公學校鼻頭分教場 基隆郡瑞芳庄

昭 16-19 1941-1944 金瓜石東國民學校鼻頭分教場

昭 16~民 35 1941-1946 瑞陽國民學校 1946 年廢校

17參考來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20180707)，《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年代不詳)，
《九分學學校學事要覽》(大正至昭和年間多所闕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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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昭和 7 年基隆郡管內圖 

    日本政府於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起，廢除既有的小公學校制度，包括臺灣在

內的小公學校，都依新頒布的「國民學校令」改為國民學校制。原來的金瓜石尋

常高等小學校，改為「金瓜石國民學校」，設有修業年限 6 年的初等科以及修業

年限 2 年的高等科。而九分公學校，則改為「九分國民學校」;金瓜石公學校，

則改為「金瓜石東國民學校」，修業年限皆為初等科 6 年。 

九份地區，在 1941(昭和 16)年另成立「瑞陽國民學校」(1941-1946)，也是初

等教育學校，存續時間雖然很短，但卻說明了當時礦山就學人口眾多的情況。

1946(民國 35)年，瑞陽國民學校廢校，併回九份國民學校。 

 

學校生活與師生來源 

瓜山國小收藏的《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雖然只有大正 7 年至昭和 6 年的

簡略資料，但是卻可以一窺日治時期金瓜石公學校的校園生活。 

公學校一年分成三個學期，固定有開學、修業及畢業典禮。每逢國家紀念日

或祭典並沒有放假，學校會講授節日緣由並安排祭典參拜。全校教職員、學生每

【圖 8】昭和 7年基隆郡管內圖

【表 2】日治時期水金九地區公學校的成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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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科。而九分公學校，則改為「九分國民學校」;

金瓜石公學校，則改為「金瓜石東國民學校」，修

業年限皆為初等科 6年。

九份地區，在 1941(昭和 16)年另成立「瑞陽

國民學校」(1941-1946)，也是初等教育學校，存續

時間雖然很短，但卻說明了當時礦山就學人口眾多

的情況。1946(民國 35)年，瑞陽國民學校廢校，

併回九份國民學校。

學校生活與師生來源

瓜山國小收藏的《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雖

然只有大正 7年至昭和 6年的簡略資料，但是卻可

以一窺日治時期金瓜石公學校的校園生活。

公學校一年分成三個學期，固定有開學、修業

及畢業典禮。每逢國家紀念日或祭典並沒有放假，

學校會講授節日緣由並安排祭典參拜。全校教職

員、學生每年至少會做一次的健康檢查，並施打預

防針。一年的教育活動包括校際聯合運動會、家長

會、學藝會、督學視察、校外參觀或遠足旅行，等

等。學校校長業務十分繁忙，必須為了籌措經費四

處奔走，而學校教師人數極少，並且調動頻繁，除

了教學工作，也從事相關學科研究會。

日籍學童就讀的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因為

相關的學校資料闕如，無法得知校園生活情形。但

依據 1935(昭和 10)年的《瑞芳庄要覽》，瑞芳街

的小學校，日籍學童就學率皆為百分之百，但是公

學校的漢人學童，常因為家境關係缺席或退學，整

體的出席率不到五成。或許也因為如此，每學期結

束時，公學校教師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全員出動，進

行地方漢人學齡孩童的家庭訪問，以勸誘並招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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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少會做一次的健康檢查，並施打預防針。一年的教育活動包括校際聯合運動

會、家長會、學藝會、督學視察、校外參觀或遠足旅行，等等。學校校長業務十

分繁忙，必須為了籌措經費四處奔走，而學校教師人數極少，並且調動頻繁，除

了教學工作，也從事相關學科研究會。 

 

表 3 1918-1927 金瓜石公學校師生人數統計
18 

年代 教職員 男童 女童 學童總數 

1918 2 56 14 70 

1919 2 78 23 101 

1920 2 87 27 114 

1921 4 82 17 99 

1922 4 85 26 111 

1923 4 87 23 110 

1924 4 無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 

1925 4 91 22 113 

1926 5 101 26 127 

1927 5 116 31 147 

1928 5 136 45 181 

 

日籍學童就讀的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因為相關的學校資料闕如，無法得

知校園生活情形。但依據 1935(昭和 10)年的《瑞芳庄要覽》，瑞芳街的小學校，

日籍學童就學率皆為百分之百，但是公學校的漢人學童，常因為家境關係缺席或

退學，整體的出席率不到五成。或許也因為如此，每學期結束時，公學校教師最

重要的工作便是全員出動，進行地方漢人學齡孩童的家庭訪問，以勸誘並招募新

生入學。除此之外，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也是瑞芳庄唯一設有高等科的小學

校，也是唯一設有日人幼童就讀的私立金瓜石幼稚園的學校。 

                                                 
18參考來源:《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年代不詳) 
 

【表 3】 1918-1927金瓜石公學校師生人數統計 18

18　參考來源 :《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年代不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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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昭和 10 年的《瑞芳庄要覽》教育項 

依據 1910 年至 1944 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金瓜石小學校的教師均為日

本籍，公學校仍以日籍教師為多數，而金瓜石公學校日籍教師人次較九分公學校

為多，這也相對反映出金瓜石礦山日籍人口較九份礦山為多的現象。礦山學校教

師的本籍地，臺籍人次最多者為臺北，日籍地人次最多者為日本鹿兒島縣，其次

為福岡縣，第三為熊本縣。 

卞鳳奎在《日治時期日人在臺灣移民之研究》曾提到日治時期渡海來臺的日

籍移民以鹿兒島籍人士佔多數的原因:「、日本國內人口過剩的壓力。2、戰爭因

素，1874(明治 7)年日本發動牡丹社事件攻打臺灣(日人稱征臺事件)，派出者以鹿

兒島籍最多，對於臺灣地理位置相對其他縣市的人民有相當程度的認識。3、交

通便利，早年航路經由鹿兒島縣到臺灣，提供該縣民對外移民發展的便利性。4、
同鄉及同鄉會的功能，鹿兒島縣籍人士在臺灣組成縣人會，帶動同鄉來臺發展。」

(卞鳳奎, p.86 ) 水金九地區學校日籍教師的來源，也呼應這個考證的說法。 

 

【圖 9】昭和 10年的《瑞芳庄要覽》「教育」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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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入學。除此之外，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是瑞

芳庄唯一設有高等科的小學校，也是唯一設有日人

幼童就讀的私立金瓜石幼稚園的學校。

依據 1910年至 1944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金瓜石小學校的教師均為日本籍，公學校也以日籍

教師為多數，而金瓜石公學校日籍教師人次較九分

公學校為多，這也相對反映出金瓜石礦山日籍人口

較九份礦山為多的現象。礦山學校教師的本籍地，

臺籍人次最多者為臺北，日籍地人次最多者為日本

鹿兒島縣，其次為福岡縣，第三為熊本縣。

卞鳳奎在《日治時期日人在臺灣移民之研究》

曾提到日治時期渡海來臺的日籍移民以鹿兒島籍

人士佔多數的原因 :「1、日本國內人口過剩的壓

力。2、戰爭因素，1874(明治 7)年日本發動牡丹

社事件攻打臺灣 (日人稱征臺事件 )，派出者以鹿

兒島籍最多，對於臺灣地理位置相對其他縣市的人

民有相當程度的認識。3、交通便利，早年航路經

由鹿兒島縣到臺灣，提供該縣民對外移民發展的便

利性。4、同鄉及同鄉會的功能，鹿兒島縣籍人士

在臺灣組成縣人會，帶動同鄉來臺發展。」21水金

九地區學校日籍教師的來源，也呼應這個考證的說

法。

礦業公司對學校營運的挹注

與臺灣其他地方的小、公學校相同的是，日治

時期礦山的「小學校」，主要提供礦山日籍從業人

員的子女就讀，學校營運經費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支

應，授課科目也與日本本土小學完全相同。而礦山

的「公學校」，則是提供礦山漢人子女就讀，學校

營運經費除了教職員的俸給與旅費之外，依「臺灣

 16 

表 4  1910-1944 年間金瓜石地區學校臺日籍教師人數比例
19
 

學校名稱 資料年份 
臺籍教師 

(人次) 

日籍教師 

(人次) 
臺日籍教師比例 

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 1910~1944 0 182 0:100% 

焿仔藔尋常小學校 1910~1919 0 12 0:100% 

水南洞尋常小學校 1918~1922 0 10 0:100% 

九分公學校 1911~1944 137 173 44:56% 

金瓜石公學校 1918~1944 105 176 37:63% 

瑞陽國民學校 1941~1944 5 9 36:64% 

 

表 5  1910-1944 年間金瓜石地區學校日籍教師本籍地統計
20 

校名 
臺灣本籍 

人次最多者 
日本本籍地人次最多者前五名 

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

校 

 -  鹿兒島 福岡 大分 熊本 新潟 

   25 25 21 17 12 

焿仔藔尋常小學校 
 -  山口 長崎 熊本 德島   

   5 4 2 1   

水南洞尋常小學校 
 -  福岡 

鹿兒島/

廣島 
      

   8 1       

九分公學校 
臺北 臺灣 鹿兒島 福岡 宮崎 沖繩 大分 

97 27 47 18 25 12 10 

金瓜石公學校 
臺北 

臺中 /

新竹 
鹿兒島 熊本 佐賀 宮崎 鳥取 

90 6 43 23 21 15 12 

瑞陽國民學校 
臺北  兵庫 東京 石川 宮崎   

5  3 3 2 1   

 

                                                 
19參考來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20170307) 
 
20參考來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2017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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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10-1944年間金瓜石地區學校臺日籍教師人數比例 19

【表 5】 1910-1944年間金瓜石地區學校日籍教師本籍地統計 20

公學校令」規定，須由街庄內的居民共同負擔，多

為捐款或募款而來。1920年之後地方制度改正，

小公學校的經費都統一由地方經費支應。

以金瓜石礦山為例，1916(大正 5)年的《金瓜

石鑛山一覽》就記載，礦山事務所除了負責興建小

學校的校舍、教員宿舍之外，並負擔學校營運的經

常性支出，包括通信費、搬運費、修繕費用等等。

對於住家離學校太遠的學童也會提供宿舍及費用補

助。

19　參考來源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 :20170307)
20　參考來源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 :20170307)
21　卞鳳奎，p.86。
22　黃仁祥 (1883-1945)，接下其兄黃春事業，經營「金益昌」雜貨店 (當地人稱為「苦力頭店」)，承攬礦山人力事業，另外也經營金礦、
煤礦、水產貿易等，曾任金瓜石保正、瑞芳庄協議員、信用組合理事等職。於 1937年主導勸濟堂的重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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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漢人就讀的公學校，校舍用地一開始大多延

用早期學堂或廟宇空間，俟經費充裕再擴充正式校

舍、運動場等等。以 1903(明治 36)年瑞芳公學校

土地公坪分校申請書為例，日常的校舍維護、教育

所需經費皆來自當地居民每戶每月的定額捐款，或

是地方上頭人的慷慨挹注。現存的《金瓜石公學校

沿革誌》大正九年的校務概要記載 :「四月二十九

日黃仁祥捐款予學校。六月二十二日當地礦山公司

俱樂部辦理學童世界社活動寫真展，帶領學童前往

參觀。」黃仁祥 22曾任公學校家長會長，承攬礦

山勞動請負工作，也經營金益昌商號，為金瓜石礦

山早期地方頭人。《九分公學校學事要覽》在大正

九年學校行事概況記載 :「八月暴風雨受害關係學

校臨時停課十日。顏雲年氏及其他 7名捐款校舍整

修。」也存有九份顏雲年等當地頭人捐款予公學校

的紀錄。

此外，金瓜石礦山前後期的所長島田利吉、三

毛菊次郎及其所代表的日本鑛業株式會社，於昭和

年間不僅提供公學校新校地，並出資新建小、公學

校校舍，地方人士仍感懷至今。卞鳳奎曾提到日治

時期在金瓜石從事採金事業的日人，以及其背後的

企業，對於當地教育最大的貢獻，便是出資協助遷

移公學校校地、捐款興建公學校職員宿舍等等 23，

直到現在仍為地方美談。

1948(民國 37)年，瓜山國民學校水湳洞分教

室設立，也就是現今濂洞國小的前身。1955(民國

44)年，濂洞國民學校正式成立，後因地方學童人

數增加，於 1962(民國 51)年增設濂洞國小長仁分

班，一直到 1991(民國 80)年撤除分班。

1967(民國 56)年，九份地區的有識之士，考

量九份國民學校畢業學童的升學及就學不便問題，

研議就近興建國中，在各界努力奔走之下，獲得臺

陽鑛業公司前董事長顏欽賢捐助 8千坪校地作為校

址，成立欽賢國中營運至今，這也成為私人捐資助

學的典範。長期下來，礦山的學校與礦區盛衰形成

命運共同體，與礦業公司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結論

清領時期，臺灣兒童讀書習字的地方多為書

房、學堂或私塾，如水金九地區曾經有仁誠學堂、

新民學堂等，多設於地方廟宇或先生家中，以啟蒙

讀物三字經、千字文、儒學經典或史書等為學習內

容。從金瓜石公學校留存的畢業生臺帳，可發現少

部分學童進入公學校就讀之前，曾於「金瓜石書

房」就讀。如同《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記載，「九

份庄 (今金瓜石地區 )與水南洞庄 (今水湳洞地區 )

各設有書房，⋯」，合理推測水金九地區在清領時

期、日治初期，部分漢人學童，會至當地的書房或

學堂學習漢文。

日本領有臺灣後，為了達成統治教化及解決

語言溝通問題，引進西方近代學校的理念，發展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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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卞鳳奎，p.180-190。 

【圖 10】總督府公文 000053930070037號 瑞芳公學校土地公坪
分校申請書

23　卞鳳奎，p.18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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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別於傳統書房、學堂的新式教育，也就是小、

公學校教育。新式的學校，有教室、操場等空間設

計，安排固定的作息時間、依年級集體學習各類科

目與團體活動，而後逐步規範初等教育、師範教

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制度，成為臺灣現代學

校教育制度的基礎。然而，依據 1935年的《瑞芳

庄要覽》「教育」一欄，瑞芳區小公學校的就學

率，小學校不論男女學童，就學率皆為 100%，但

公學校男童的平均就學率為 59.80%、女童的就學

率為 31%。顯示日本統治四十年後的 1935年，臺

灣學童的就學率仍偏低。許佩賢在《殖民地臺灣的

近代學校》一書中也提到 :「實際上日本統治 20年

後的 1915年之學齡兒童就學率不到 10%(9.6%)，

1925年 29%，1935年 41%，超過 50%要到 1939年，

到 1944年宣稱就學率超過 70%。也就是說，在日

本統治四十年後的臺灣，也仍然有一半以上的未入

學兒童。」24，許佩賢也進一步指出：「1922年《新

臺灣教育令》頒布後，臺灣逐漸建立起與日本本國

相仿、由小學到大學的升學體系。⋯但是對多數的

臺灣人來說中等教育無疑是相當高的門檻⋯，初等

教育階段的公學校可以說是臺灣人最重要的近代教

育機關。」25

水金九地區是臺灣首屈一指的產業遺址，自

1890 年發現基隆河中砂金開始，淘金熱潮湧入位

居臺灣東北角的山城，至 1980年代礦產停採為止，

曾締造傲視東亞的礦產紀錄，也促成萬人以上生活

聚落的形成。1920年代臺灣總督府出版的《公學

校國語讀本》卷十，有＜鑛山＞一文，介紹金瓜石

礦山的地理位置、礦坑採礦、治煉廠冶煉作業、礦

產資源及生活設施等，足見金瓜石礦山在當年的特

殊地位。

24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p.17。
25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p.77。
26　本案所參考的最主要史料為《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及《九分公學校學事要覽》，前者已在礦業史學者唐羽先生及瓜山國小校友
會的主導下，完成資料整理及修復。目前由黃金博物館逐年進行數位化掃描中。後者因破損狀況嚴重，未來希望能修復後進行更
多研讀與分析。

本文從水金九地區學校的存廢及演變，探討

與地方礦業發展興衰、礦權合併，以及日人與漢人

勢力消長之間的關連性。金瓜石礦山在 1913年合

併牡丹坑礦山，1906年設立的武丹坑尋常小學校

受此影響，於 1913年廢止。金瓜石礦山一直以來

即以日人財閥經營者為主，聚落人口也呈現日、漢

人口相對平均，甚至日人佔多數的狀態，因此小學

校的設立時間，也就早於公學校。相反的，隔鄰的

瑞芳礦山在 1920年左右，因為日人勢力退出礦山

之故，影響到 1920年焿仔藔尋常小學校的廢止，

又因為此區一直以來漢人數量遠高於日人，所以對

於漢人學童的教育需求高、也是兩地礦山最早設立

公學校的地方。

水金九地區的學校沿革資料，除了本文參考

的《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及《九分公學校學事要

覽》26之外，尚有畢業生臺帳及修業生臺帳等資料

需要進行研讀與分析。期待後續的研究分析，可以

對於判明日治時期當地居民來源、職業別、就業情

況、社會環境等等有所助益。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在瓜山國民小學建校滿

百年的2018年4月27日至6月24日期間，規劃「上

學去 -礦山百年教育」特展，由筆者與同仁張簡傛

文小姐共同研究整理策展，本篇即為研究成果的基

礎與延伸。

(本文感謝兩位匿名教授給予寶貴修正意見 )

 20 

分公學校學事要覽》
25
之外，尚有畢業生臺帳及修業生臺帳等資料需要進行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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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在瓜山國民小學建校滿百年的 2018 年 4 月 27 日至 6 月

24 日期間，規劃「上學去-礦山百年教育展」特展，由筆者與同仁張簡傛文小姐

共同研究整理策展，本篇即為研究成果的基礎與延伸。 

  

 

(本文感謝兩位匿名教授給予寶貴修正意見，資料分析不足之處由筆者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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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年 社會相關歷史沿革 學校相關歷史沿革

1684年 《臺灣雜記》明確記載臺灣產金地傳說

1890年
基隆七堵河段架設鐵路的工人發現河中砂金，引

起基隆河淘金熱潮

1892年
清朝政府於基隆廳設置金砂總局，瑞芳設立分

局，金礦開採納入政府管理

1893年 淘金客溯大、小粗坑溪而上發現九份小金瓜露頭

1894年
淘金客發現金瓜石大金瓜露頭、大粗坑及小粗坑

含金層，逐漸形成石尾、樹梅坪等聚落

1895年
馬關條約，清政府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政府，日本

政府仿清制於瑞芳設立砂金署

臺灣清領至日治初期，教育場所為書房、學

堂一類，如水金九地區有仁誠學堂、新民學

堂等

1896年

◎臺灣總督府訂定「臺灣鑛業規則及其施行細

則」並預備進行全臺地質調查

◎藤田傳三郎取得瑞芳礦山 (今九份地區）鑛業
許可；田中長兵衛取得金瓜石礦山 (今金瓜石
及水湳洞地區）鑛業許可

◎金瓜石人黃春於石尾經營苦力頭店，於其中供

奉關聖帝君

臺灣總督府頒布「國語傳習所規則」，設立

基隆國語傳習所，為近代學校發展的雛型。

1897年

◎ 4月 10日藤田合名會社藤田組著手瑞芳礦山
採礦事業

◎ 10月 15日田中長兵衛金瓜石礦山事務所著手
金瓜石礦山採礦事業

1898年
◎兩座金礦山開始金礦濕式製煉 (混汞法 )，田
中長兵衛於本山五坑口東側設置第一精礦所

◎「金瓜石社」鎮座

◎臺灣公學校令、臺灣公學校官制、臺灣總

督府小學校官制公布。

◎基隆國語傳習所附設小學分教場獨立為基

隆尋常小學校（今基隆市仁愛國小）。

1899年
◎田中組設置第二精礦所

◎黃春將苦力頭店內供奉的關聖帝君遷至赤牛仔

寮，改稱乩堂

1900年
◎金瓜石礦山設置第三精礦所

◎乩堂改稱勸濟堂，1902年遷建至現址拜亭

1901年

◎木村久太郎在武丹坑溪間發現新礦脈並取得牡

丹坑金山鑛業許可

◎金瓜石礦山、瑞芳礦山、牡丹坑礦山三金山鼎

立，俗稱 「基隆三金山」
◎田中長兵衛去世，其子二代目田中長兵衛接手

經營

附錄 1、水金九地區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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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年 社會相關歷史沿革 學校相關歷史沿革

1903年

◎顏雲年與蘇源泉合組「雲泉商會」

◎藤田組興建焿仔藔精煉所，為瑞芳礦山開發的
重要建設

◎田中長兵衛設置第四精礦所

基隆廳瑞芳公學校設立 (今新北市瑞芳國小 )

1904年

◎田中長兵衛設置第五精礦所

◎三金山共同申請設備擴張，製煉法除混汞法

外，併用氰化法

◎金瓜石礦山發現硫砷銅礦，金礦山轉為金銅礦

山

1906年 ◎「瑞芳社」鎮座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武丹坑分教室成立 (校
址現不詳 )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焿仔藔分教室成立 (校
址現不詳 )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金瓜石分教室成立 (校
址為今新北市私立時雨中學 )

1907年
◎田中組於水湳洞熔礦製煉所興建完成，開始併

用乾式製煉法，為臺灣礦業史煉銅的開始

◎金瓜石礦山開山十週年，發行紀念明信片

1910年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武丹坑分教室改為分

教場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焿仔藔分教室改為分
教場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金瓜石分教場獨立為

臺北廳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

◎瑞芳公學校於瑞芳庄土地公坪設立分離教

室 (今九份國小 ) 
1911年 瑞芳公學校土地公坪分離教室改設為分校

1912年

◎武丹坑分教場獨立為臺北廳武丹坑尋常小

學校

◎焿仔藔分教場獨立為臺北廳焿仔竂尋常小
學校

1913年
◎金瓜石礦山合併牡丹坑礦山，並改為武丹坑礦

山

◎《金瓜石鑛山寫真帖》出版

1914年 藤田組以 7年為期，將瑞芳礦山租予顏雲年

1918年
◎藤田組將瑞芳礦山礦權售予顏雲年

◎金瓜石礦山併於「田中鑛業株式會社」之下，

名為「金瓜石鑛山事務所」

◎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 (今瓜山國小 )成
立，以仁誠學堂為校址

◎臺北廳水南洞尋常小學校成立

1919年
九分公學校獨立，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改

隸九分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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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年 社會相關歷史沿革 學校相關歷史沿革

1920年
顏雲年將所有事業整併，創立「臺陽鑛業株式會

社」

1921年 九分公學校鼻頭分教場設立

1922年 顏雲年去世，其弟顏國年出掌臺陽鑛業株式會社

◎新台灣教育令公布，以「常用國語 (日語 )」
作為就讀小、公學校的標準

◎金瓜石公學校獨立，九份公學校鼻頭分教

場改隸金瓜石公學校

1923年
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低迷影響，金瓜石礦山

停止製煉，轉賣礦砂予日本鑛業株式會社九州大

分縣佐賀關製煉所

1924年 二代目田中長兵衛去世

1925年
後宮信太郎買下金瓜石礦山，成立「金瓜石鑛山

株式會社」

1933年

◎日本鑛業株式會社買下金瓜石礦山，設立「臺

灣鑛業株式會社」，著手興建水湳洞選礦廠及

製煉廠

◎日本政府正式以「金瓜石」為官方地名

日本鑛業株式會社同意撥出舊砂礦煉製廠址

為金瓜石公學校用地，並出資營建金瓜石公

學校、小學校校舍

1935年 金瓜石礦山第五製煉所改為砂礦所

1936年
◎顏國年去世，顏雲年子顏欽賢續掌臺陽鑛業株

式會社

◎臺灣鑛業株式會社整建金瓜石神社社殿

1937年
◎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出資整建金瓜石社落成

◎金瓜石仕紳黃仁祥、簡深淵、游阿秋等發動善

信捐獻整建勸濟堂落成

1938年
金瓜石礦山金礦年產量刷新日本國內紀錄，成為

「東亞第一貴金屬礦山」

1940年
發生「瑞芳事件」李建興一族及職工百餘人被捕，

影響擴及侯硐、九份及金瓜石等地

1941年
發生「金瓜石事件」26，黃仁祥、簡深淵等百餘

人遭逮捕，三十三人殉難

 臺灣公小學校改制為國民學校

 九份地區設立瑞陽國民學校

1942年 日軍將五百餘名戰俘送往金瓜石礦山從事苦役

1943年
金瓜石東青年學校設立認可，位於金瓜石東

國民學校 (原金瓜石公學校）

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經濟部監理臺

陽鑛業並接管金瓜石礦山

◎金瓜石國民學校 (原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
校 )廢校

◎金瓜石東國民學校鼻頭分教場奉准獨立為

鼻頭國民學校

◎瑞陽國民學校改稱基山國民學校

23　1940(昭和 15)年 5月 27日，瑞芳礦業鉅子李建興被誣告與中國政府有所聯繫，意圖叛變，遭日本政府逮捕。此案發生後不久，
依耆老回憶口述，約於 1942（昭和 17）年 7月及 9月，日本政府又指揮高等警察當局，發動金瓜石礦山掃蕩工作，將地方頭人黃
仁祥等百餘人，分兩批逮捕，導致三十三名金瓜石人殉難獄中，此即為「金瓜石事件」。地方人士皆認為與「瑞芳事件」屬於同
因但不同結果的相異案件。（節錄自頁 48-49，《1942金瓜石事件 鑛城蒙冤悲歌》，瓜山國小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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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年 社會相關歷史沿革 學校相關歷史沿革

1946年
金瓜石礦山移交資源委員會接辦，成立「臺灣金

銅鑛籌備處」，擬定修復、復工等工作

◎金瓜石東國民學校改稱瓜山國民學校

◎南子吝 (南雅 )分班改隸鼻頭國民學校
◎基山國民學校廢校，學生併回九分國民學

校 (1946-1948年改稱為永德國民學校 )
1948年 由「臺灣金銅鑛籌備處」改為「臺灣金銅鑛務局」瓜山國民學校濂洞分班 (今濂洞國小 )成立

1949年
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立附屬中學－

時雨中學，提供臺金公司員工子弟就讀

1950年 時雨中學使用金瓜石小學校校址為校舍

1955年
再改組為「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延續

「以銅養金」經營策略 
瓜山國民學校水南洞分校獨立為濂洞國民學

校

1962年 濂洞國校設立長仁分班

1967年
地方倡議設置瑞芳第二國中，隔年由臺陽鑛

業公司捐地建校，訂定校名欽賢國中

1968年

◎臺灣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國民學校改

稱國民小學

◎時雨中學受派代辦成立國中鼻頭分部，借

用鼻頭國小校舍

1969年 欽賢國中奉准設校

1970年 欽賢國中接管時雨中學代辦鼻頭分部

1971年 臺陽鑛業公司停止採金

1972年
臺金公司興建水湳洞「濂洞煉銅廠」及排煙道完

工

1974年
臺金公司逐年興建「銅加工軋片廠」、「金鋁線

工廠」等，營運重心轉為冶煉及加工

1980年 欽賢國中鼻頭分部遷移至原南雅國小校舍

1981年
預期一年可出產 5萬噸電解銅的「禮樂煉銅廠」
開始營運

1985年
臺灣金屬鑛業公司將時雨中學產權移交私人

辦學

1987年
「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受國際銅價下跌

衝擊，被迫結束營運。

1990年
◎禮樂煉銅廠因硫酸外洩事件，被迫關閉

◎勸濟堂關公銅像竣工

1991年 濂洞國小長仁分班撤除

2002年
「金瓜石聚落」獲文建會指定為臺灣世界遺產潛

力點之一

2004年
國內首座礦業遺址型博物館黃金博物館 11月 4
日正式營運

2010年 九份國小百年校慶

2011年
文化部將九份地區納入緩衝區，前述「金瓜石聚

落」更名為「水金九礦業遺址」

2018年 瓜山國小百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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