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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博物館新聞

一座「我們的」博物館，誕生了
── Daxi Wood art Ecomuseum
文／黃蘭燕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科長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籌備小組成員

整座大溪，就是一座無圍牆博物館，素顏之美的大溪。（繪圖：鄭景文）

「 想 像 力 比 館 藏 更 為 重 要 」 —— 史 蒂 芬． 威 爾
Stephen E.Weil

2015 年 3 月 28 日開館，微型空間正發光

態博物館」代表成就了這座博物館的歷史厚度、此刻當
下的利基，以及未來的方向與挑戰。簡言之，一個文化
運動，即將在大溪展開。
位在桃園東南方的大溪，早年盛產木材、樟腦、茶

2015 年春天，升格為第六都的桃園市，終於有了

葉，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地方木藝產業、豆乾美食；桃

她第一座市立博物館：「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

園唯一國定古蹟「李騰芳古宅」坐落在大溪；華人音樂

館」。她不是第一座以社區營造方式籌備成立的博物館；

史閃亮的巨星，鳳飛飛，出身和平老街後方的草店尾；

但卻是臺灣第一座大膽在館名上冠以「生態」之名。「生

2012 年，全臺灣的人，送給了大溪「十大觀光小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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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勳章。
今年 3 月 28 日已正式對外開放的木博館，不少人
脫口而出的第一句是：「大溪還有地方可以蓋博物館
嗎？」當地標型的建築仍被民眾期待之際，木藝生態博
館另闢蹊徑。
木博館的公有館舍為「武德殿及 24 戶日式宿舍」，
第一期開放武德殿與大溪國小日式宿舍 ( 館方命名為：
壹號館 )，其餘 23 戶警察局日式宿舍，為日治時期大溪
郡役所警察及家眷配住空間，將以第二、第三期修繕工
程逐年整備，預計 2019 年連同廣場全區開放。
這批坐落於老城區、崖線周邊的宿舍群，原來預計
拆除重建為停車場、辦公空間，經過地方文史團體、協
會、民意人士等呼籲之下，經過多方折衝與討論，這批
80 多歲的老房子終於取得「歷史建築」身份，同時「生
態博物館」的概念一次一次被提起，保存運動凝聚了社
區共識，微型空間承載了居民自主意志，一座博物館，
誕生了。

「我們的」博物館
這是一座非典型博物館，文化局亦以非典型的籌備
方式邊跑邊整隊，文化局自 2012 年起，以文資局補助
之「區域型文化資產計畫—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推動平
台」，與社區共同守護文化資產，並持續擾動街區、鼓

人間國寶，大溪木藝第一把交椅，民族薪傳藝師游禮海先生。（攝影：高
挺育）

勵私人提報並整修歷史建築。目的除了喚起居民對身邊
文化資產的關心之外，更深厚的意義在於，讓居民意識

今日每年百萬遊客的觀光量。木博館加入大溪的行列，

到大溪地域珍貴與獨到之處；讓自己學會欣賞自己的美，

能為大溪帶來什麼？

這點，說來容易做來難。一如臺灣傳統的謙虛性格，總
是認為自己家裡的物件無可過人之處，「假日讓遊客塞
那麼久的車進老城區很不好意思呀，我覺得大溪沒什麼
好看的。」曾有居民如此感嘆。一如羅丹的名言：「世
界上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社區營造的
努力，希望至少讓居民看見自己的與眾不同。一如，法
國博物館學者希維賀期許生態博物館是「一面鏡子」，
讓居民藉此看到過去、照見自我形象。

木博館成立推動平台之際，即以「匠師聯誼會、共
識會議、街角博物館、三手微市集、木藝行動教具、大
溪走讀小旅行……」等諸多行動方案，讓各種不同社群
參與，賦予木藝匠師、店家、志工、導覽人員不同角色
與任務，期待擾動起居民的主體性。其中，「街角博物
館」自 2013 年推動至今，已有 9 處民間店家參與「街
角館」的機制，成為博物館的民間夥伴。認證的門檻很
簡單，無論是店家、農場、學校、工作室、木材廠……，

大溪開埠甚早，伴隨而來的商業、運輸、產業型態

館長陳倩慧表示：「只要願意挖掘自己的故事、認同願

大幅度地型塑了居民生活樣態與節奏，之後的國民政府

意改變、持續付出的初衷，一起往更好的方向前進，就

轉進，政治語言使得大溪成為浙江溪口的鄉愁象徵，之

是博物館的夥伴。」每完成一點點事，今年記錄故事、

後民主開放，觀光思維進駐，再一次洗禮了大溪，以至

明年修繕一小部份展示空間、後年印製解說展版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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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盡時移事往的武德殿，在木博館的使命下，相信將漸次開展新的場所精神。（攝影：高挺育）

宣，涓滴努力，讓大溪每年的面貌都不一樣。

生態博物館的場所精神

是以，筆者去年 12 月在木博館志工培訓課程中，

經過新博物館學的震盪之後，博物館美術館已從殿

與夥伴分享一個由衷的想法：「木博館除了上百位志工

堂階梯走下來，擁抱人群與社區，重新思索、調整自身

之外，還有 9 萬 1887 名館員，因為所有的大溪居民都

在當代社會的位置與角色。博物館究竟是什麼？ ICOM

是博物館的館員；而整個大溪，就是一座生態博物館。」

對博物館的定義，在博物館社群中耳熟能詳：「一座以
服務社會為宗旨的非營利機構，它負有蒐集、維護、溝

籌備這座博物館之初，館名的確費盡思量，既是生
態博物館，又欲凸顯「木藝」，以吸引遊客注目的眼神。
但生態博物館以地域為重、較無單一主題為主之前例，
同時，也思量，冠以「木藝」，是否會讓人聯想「產業
博物館」而失去生態博物館的想像力與實驗性。不過，
這是一座邊跑邊整隊的非典型博物館，取彼則失此，總
是要做出一個決定，最後，「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
物館」拍板。

通和展示自然和人類演化物質證據的功能，並以研究、
教育和提供娛樂為目的。」博物館以物質為向外對話的
基礎，收集保存並推廣演繹。然而，時移事往，博物館
界對於館藏是否為最重要的使命、功能，在博物館內部
一直有內省聲浪，美國史密森機構的資深博物館人古蘭
女士 (Elaine Heumann Gurian)，她問道：「如果藏品
不是博物館的本質？那博物館的本質究竟為何？」她接
著回答：

同時，館名英譯的問題，在數個版本中脫穎而出的

我認為博物館本質是『場所』(place)，是一個儲

是「Daxi Wood art Ecomuseum」，原因無它，「Wood、

存記憶，將之有效組織，並以觀眾能夠感知方式

Ecomuseum」可縮寫為「WE」，這是一座名副其實「我

呈現出來的場所。……博物館之所以重要，一方

們的博物館」。而此處不可掠美，要替靈感原創者奉上

面是因為它是有具體空間的場所，另一方面則是

桂冠：資深博物館人桂雅文總監。

因為其中的記憶和故事。

6

每逢假日遊客絡繹不絕的和平老街，平常的日子裡，才別有一番在地生活感。（攝影：高挺育）

修繕完成的大溪國小日式宿舍：壹號館（攝影：台灣古厝再生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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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之美，藝之華。大溪的木藝職人與百工百業，向世人展現，大溪榮光，嶄新的一頁。（攝影：高挺育）

木博館目前最大的展覽空間是 56 坪的武德殿；其
餘日式宿每戶約 20 多坪；即使有四連棟、六連棟，但
空間的高度及縱深皆有限制。「一張神桌就滿了吧！」
籌備小組在規劃開館展覽時，面對展示面積的先天限
制，彼此打氣自我解嘲道：「24 間宿舍至少可以擺 24
種不同年代不同風格的神桌哦。」然而，空間過小並非
無解，木博館在推動之初即不以無地標型的建築為憾，
而是利用「生態博物館」的觀念，與居民共同推動「整
座大溪就是一座博物館」的理想。

木博館的鎮館之寶是……
讓我們再回到博物館的典藏品論述議題，木博館目
前尚無大型典藏與展示空間 ( 但未來仍有可能 )。2014
年 9 月一場與大溪老街導覽志工的共識會議，與會者
皆是對大溪自然人文歷史極度嫻熟且對社區充滿情感的
解說專家，其中一人問道：「日式宿舍空間這麼小，日
後遊客如果問博物館鎮館之寶是什麼？我們要如何回答
呢？」筆者接收眾人期待熱切的眼神，於是把心中躊躇
已久的想法分享出來：「我個人是覺得，大溪木藝生態

若論生態博物館，無法忽視一地之「場所精神」(The

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是，傍晚 5 點 23 分，站在武德殿後

spirit of place)，這個由挪威城市建築學家」諾伯舒茲

方，往崖線看過去的夕陽。」有人笑了，有人困惑著，

Christian Norberg-Schulz 提出的概念，他說：「保護

我繼續補充道：「因為整座大溪就是一座博物館，館藏

和保存場所精神意謂以新的歷史脈絡，將場所本質具體

品不限在館內的 24 戶日式宿舍內。而且，生態博物館

化。」我們由此思索古蘭女士的「博物館本質是『場所』

的主體是居民，所有的人都可以和遊客分享自己心中的

(place)」，筆者認為，生態博物館應重新爬梳地域的空

鎮館之寶，可能是老街上一面牌坊、可能是打鐵店的聲

間紋理，包括過去的歷史記憶、此刻的生活型態、居民

音……。總之，有感動人的故事，我們能努力把這故事

的情感，將場所本質具體化，是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的

傳遞出去，遊客感受到大溪人友善的溫暖，我想鎮館之

基底。

寶或許可以開放大家一起來詮釋。」這僅是筆者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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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足以傳承百年的開幕經典畫面：讓大溪翻轉再生的重要人物、大仙尪仔、墨斗，以及陽光下閃耀著的武德殿。（攝影：高挺育）

想法，然而與會居民臉上微笑的線條，似乎可以成為博

的舞台，型塑大溪的場所精神，讓人的歡顏、四時風土，

物館實驗典藏政策之一，如具實驗性的「現地收藏」政

輪番演出。也就是，博物館應該具有把人的心送往什麼

策，搭配如草根博物館員等活動。

地方去的能力，博物館不只是一個空間 (space)，而是

日前捧讀最新出版的《博物館重要的事》( 美國博

成為凝聚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的角色。

物館協會傑出服務獎得主史蒂芬．威爾著；史博館館長
張譽騰譯 )，作者談到博物館、美術館已由收藏品導向，
轉變為公共服務導向的營運模式，他說：「想像力比館
藏更為重要」，一句話足以讓新世代的博物館參與者熱
血沸騰。
博物館的經營，如同安排一場醉人心弦的演唱會，
一個場域、一種氛圍。協大木器行老闆李炳榮先生常
說：「『協』字有三個力，木工、鑿花工、漆工需同心
協力！」。今年，博物館加入已有百年歷史的大溪，之
後也將循序漸進的扮演自身的角色，「協」字的三個力：
演出者 ( 匠師、大溪居民 ) 的專業技藝、觀眾參與互動，
前提是有專業的場地音響燈光與服務設施，讓演出者淋
漓暢快、參與者忘情投入，三者成就一期一會的印記。
博物館應該朝這樣的角色前進，將自身化約為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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