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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 
文化創意產業可分為兩種，一種是與地方傳統、在地生活息息相關的，可

以稱為社區型文化創意產業；另外一種則是含括了傳播媒體與設計產業等，具

有大量生產、傳播特質的通用型文化創意產業。社區型文化產業原本就是社區

營造的目標之一，而通用型的文化創意產業則是服務業活化的另類思考。我國

近年來持續建構數位典藏專案，已累積多樣性之文化數材與文化典藏主題，從

傳統建築到宗教信仰、人文歷史典故………，多樣性的典藏主題，足以提供給

文化創意商品開發，其多元之素材與開發契機，故分析如何應用數位典藏素材

與文化創意概念，與相關設計相互結合，進而創造出可觀的文化產值，將可打

造出我國下一個黃金產業新契機。 

    回顧歷史鄞山寺建於西元 1822 年(清道光 2 年)，是全台灣唯二供奉「定光

古佛」的廟宇「定光古佛」是汀洲客家人的守護神，也是北台灣重要的汀洲客

家信仰中心。鄞山寺保存完好，建築外觀大致維持道光時期原貌，寺中梁柱泥

塑，都可以看見當時施工的痕跡。除了建築講究，鄞山寺所供俸的「定光古

佛」也是年代久遠的文物，最早可以追朔至道光年間，從大陸武平縣巖前城迎

來的「定光古佛」軟身神像。 

  除宗教功能外，鄞山寺也作為汀州會館，提供汀州商旅、鄉民棲身，集會

所在。早年汀洲移民因較晚來到台灣，人數不及較早來台的閩南泉章、粵東潮

汕移民。 鄞山寺這樣的移民會館，不僅是汀洲人的心靈寄託，也是同鄉相聚歇

腳，商議大事的中心，甚至汀洲子弟赴京趕考都可以在鄞山寺的空房內借宿。 

鄞山寺可以說是整個台灣先民開拓時代的縮影。鄞山寺歷史悠久，意義非

凡，更在台灣廟宇藝術上留下一個特別的身影。作為台灣僅有一座的閩西汀州

式廟宇，鄞山寺的藝術價值更顯珍貴，建築主體呈現「七包三」格局，通面寬

七間，包夾中軸主體三間，在客家建築術語上又稱「二堂四橫」的寺廟構型。   

相較台灣常見的閩式廟宇，鄞山寺的裝飾就樸素許多，作為客家式廟宇，

鄞山寺的藝術風格與客家人勤儉務實的性格類似，整體建築裝飾簡樸但不失莊

重，寺內還放有汀州家先祖訓示後帶子弟的石碑，可說是客家精神的完整體

現，鄞山寺可說是客家精神與信仰融合的代表傑作。 

  故本計畫團隊藉由此次數位內容之建置，利用數位典藏之工具應用，記錄

本寺廟所承載之歷史記憶，將先民艱辛的生活奮鬥過程與變遷，進而透過數位

典藏網站之多元呈現手法，進行線上導覽解說與互動式應用，此外只要對淡水

鄞山與相關淡水區客家文化有興趣之觀光客，即可來此網站平台參觀使用，進

而讓文化教育之推廣工作更能深入應用到社會的各個角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0%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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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淡水鄞山寺之歷史沿革 

    本研究計畫團隊多年來已經執行多件數位典藏計畫之典藏成果，共包含有: 

  1.台南七大一級古蹟數位典藏內容成果：熱蘭遮城(安平古堡)、普羅民遮

城(赤崁樓)、孔子廟、武廟、大天后宮、五妃廟及億載金城。 

    2.台南十大經典建築數位典藏成果：東興洋行、台南地方法院、台灣文學

館、成功大學文學館暨大成館、台南神學院、台南土地銀行、台南火車站、台

南市消防隊第二分隊、台南市立美術圖書館、台南武德殿。 

    3.台南二級古蹟數位典藏內容成果：開元寺、開基天后宮、台南三山國王

廟、北極殿、兌悅門、四草砲台、台灣府城隍廟與台南地方法院。 

故本次專案計畫將針對「淡水鄞山寺」再次進行數位典藏工作，透過政府

單位之計畫補助經費，打造出多元且完善之數位典藏平台，並進一步將此典藏

網站應加以推廣，故本計畫已完成五大工作目標:  

  1.以建構一個新的「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 

    2.「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之典藏說明文字共 10,000 字 

    3.「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之典藏照片共 300 張 

    4.「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之典藏 720 度環景照片共 8 組 

    5.「淡水鄞山寺與淡水景點」之典藏導覽影音共 10 分鐘 

    而本計畫將以「淡水鄞山寺」作為本次計劃執行基礎與主軸，主要即是淡

水鄞山寺建於西元 1822 年，是全台灣唯二供奉「定光古佛」的廟宇，定光古佛

相傳為五代末年、宋朝初年的高僧。生前為閩南人，但其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

閩西汀州弘法，定光古佛信徒眾多，圓寂後定光古佛更被認為是丁洲地區的重

要鄉土神明，自宋代開始民間傳說其多次為民除害，有關定光古佛的傳說也與

閩西人文緊密結合，充分展現出濃厚的地方色彩。 

  而在明清年間，因移民風潮，定光古佛也跟隨閩西移民傳播至台灣。「定光

古佛」是汀洲客家人的守護神，故「淡水鄞山寺」即是北台灣重要的汀洲客家

信仰中心。 

    綜上可知，鄞山寺具有悠久的歷史與深遠的文化意涵，是先人所創造的寶

貴資產， 非常需要我們共同維護與保存。希望能以科技數位的模式，賦予這些

珍貴的文化遺產，另一種形態的新生命。 

第二節 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相關介紹 

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之統計數據也顯示，整體臺灣地區上網人口已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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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695 萬人，整體上網人口與去年相互比較，整體上網人口已經成長了 73 萬

人，創下了我國上網人口之歷年新高。本報告也顯示出，12 歲以上的民眾，有

70.58％曾經使用過寬頻上網，而有 35.88％的民眾，曾經使用無線上網，更有

18.82％的民眾，曾經使用過行動上網。而在整體家戶上網比例已經達到 79.77

％，合計約有 73％，約 569 萬的家庭是使用寬頻上網，而在家中仍然是以個人

桌上型電腦為最主要之上網設備(89.72％)， 因而從上述的每個數據都顯示出，

我國民眾對於網路之接受與使用層度頗高，並且我國整體網路之建構與涵蓋，

也有是頗具水準。 

如此龐大的網路使用人口，更代表著我國舊有之資訊傳播途徑已經改變，

臺灣多元且豐富之文化與歷史經驗，將可透過網際網路快速的傳遞到全世界。

因而有關於：如文學、音樂、戲劇、舞蹈、美術、電影、建築、傳統文化等各

個方面的文化主題，也經能透過網際網路之傳播，而達到無遠弗屆之影響力，

臺灣的文化內涵也將得以彰顯。 

 我國推動數位典藏計畫，除了將文化資產做有效之保存以外，更希望透過

數位典藏之工作，進而將多元之數位典藏品應用於教育學習、學術研究與文化

創意產業之結合，進而將我國隱含於社會當中的文化資產，有效發掘與利用， 

並透過數位典藏的彙整與後續加值利用，將可促使文化創意產業加以發展。 

 
圖 1：數位典藏產業應用與商業產出（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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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根植於我國文化傳承之的數位內容，才能永續經營，而數位典藏近年 

來，所產出的豐沛文化資源，正可提供我國數位內容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所需的文化根基。（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報，2005） 

當數位典藏素材之內容與應用模式漸趨多元之今日，實體應用與虛擬應用

之層度也漸趨多樣，因而不同的應用層次也導致了不同商業模式的興起，故我

們即可將數位典藏產業之應用模式區分為下列五類：（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

報，2005） 

表 1：數位典藏產業商業模式（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數位典藏產業商業模式 

應用類別 定義 應用形式 

數位內容產業

加值素材庫 

 

將數位典藏之數位物件進

行切割與加值，作為數位內

容產業產品設計的素材 

應用於數位學習、動畫遊戲腳

本、相關藝術設計等多方面應

用 

整合性產品 將數位典藏之數位物件以

整合形式提供研究、教育及

大眾使用 

各種類型之教育資料庫與知識

庫皆是 

文化加值產品

與文化創意產

業 

將數位典藏的數位物件經

過加值後變成一般大眾可

以使用的產品 

將數位典藏之數位物件與理

念，透過包裝設計與創意加值

之後，變成大眾可使用之民生

商品 

數位產品附加

內容服務 

 

在媒體通路及應用平台型

態的數位產品中，植入數位

典藏加值內容 

如數位電視、電腦桌布下載、

微軟ＭＳＮ音樂服務、ＰＤＡ

結合電子書、中華電信ＭＯ

Ｄ…等 

數位技術軟體

及服務 

 

 

1.將一般物件進行數位化

的技術與服務 

2.數位物件管理及產品化

階段所需技術及服務 

包括了數位典藏掃描軟體開

發、掃描器工具之開發、資料

庫檢索與資料庫系統開發…等 

台灣數位典藏累積至今，已經累積了豐富且多元之數位典藏內容與素材，

其多元之數位典藏素材，即代表著多元的數位智慧財產與崇高的學術價值，透

過文化創意產業之開發與應用，即可將這些數位典藏之相關素材加以轉化成各

類商品，進而創造出豐厚之文化產值，而這種將無形的文化資產與學術價值，

加以橋接到實際商品具有產業價值的轉化過程，即是商品化與產業化之相關歷

程。（李德才，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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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執行項目 
第一節 計畫執行主要項目 

1.以數位科技保存淡水鄞山寺之建築、歷史文物、老照片、文獻 

    及影音資料。 

2.建構淡水鄞山寺之建築、歷史文物之文字及照片資料庫。 

3.建構數位網頁平台將數位化淡水鄞山寺相關資料，透過網路資訊交流 

   提供完整的資訊以協助文化保存、文化推廣及文學、歷史、教育等 

    學術研究。 

 4.可進一步結合淡水當地文化觀光特色，建置更多元觀光資訊平台。 

 5.以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作為主軸，結合地方小吃、交通等觀光 

  旅遊資訊，讓淡水客家文化與相關人文歷史透過數位平台推廣出去。 

 6.未來更可將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以英文化進而達到國際化、全球 

  化之客家文化行銷與交流推廣目標。 

第二節 計畫之重要性 

  1.保存歷史性意義-淡水鄞山寺重要歷史階段: 

     西元 1822 年(清道光二年)，淡水汀洲客家名人張鳴岡發起捐款建廟。 

    西元 1823 年(清道光三年)，建築落成，同年自汀州武平縣巖前城，迎 

   來「定光古佛」軟身供奉於寺中。 

   西元 1858（咸豐八年）第一次整修 

   西元 1873（同治十二年）第二次整修 

   西元 1983（民國十二年）列為國定二級古蹟 

     西元 1991 ( 民國八十年) 第三次整修 

     淡水鄞山寺蘊含深厚許多珍貴客家文化代表意義。這些記錄與歷史 

    遺跡，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在進行實體維護保存之外，也必須儘快進行 

    數位典藏，以避免歲月無情侵蝕後，形體破壞而無法得知原始面貌。 

 2.保存史料 

    淡水鄞山寺不論從史學或考古學的角度來看，都是第一手的珍貴史料。 

  近年來台灣風災、地震等天災次數頻繁，對於珍貴古蹟的數位化工作應是 

  克不容緩，相信透過專業的數位典藏，得以避免史料的凐滅與珍貴文化資產 

  的延續。 

 3.進行文化推廣 

    將淡水鄞山寺進行數位化工作，利用網路科技無遠弗屆的傳播力量，將 

  可超越時空限制，讓淡水鄞山寺文化之美推廣發揮出最大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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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進行教育推廣 

      淡水鄞山寺之數位化的保存，可將文化資料與網路資源相互結合，做為 

  人們學習的素材。而淡水鄞山寺所蘊含的文化意義與歷史價值，是社會大眾 

  的最佳教材。在數位化之後，將使人們學習客家文化的管道更為方便而 

  多元，教育的效果將益加顯著。 

 5.進行文化數位化推廣  

      淡水鄞山寺之數位化工作一旦完成，將可做為其他景點數位化的範本， 

  依此模式推廣至全國各地，迅速建立起數位典藏的整合性網路資料庫。 

 6.提升學術研究的便利性 

      淡水鄞山寺之的文化內涵和歷史事蹟，至少涉及社會學、史學、考古 

   學、政治學、人類學等等的知識，將此進行數位化工作，可有效提供相關 

   學者使用，建構極為便利的資訊平台，提升學術研究的成效。   

 7.促進國際文化的交流 

      藉由數位化的數位典藏網站，將可成為推廣宗教文化、寺廟文化，促進 

  國際文化交流之重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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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計畫執行方法 
第一節 計畫數位化工作 

本計畫在執行初期就先針對淡水鄞山寺進行團隊內部討論，進而分組進行

下列數位化工作分類： 

  (1).為提昇計畫執行效率及專業分工，本計畫共劃分三個工作小組，其分 

    別為古蹟數位攝影小組、古蹟數位文字工作小組及古蹟資料數位化 

    工作小組（含網頁製作等），整體分組如圖一架構圖。 

  (2).淡水鄞山寺拍攝與數位化工作：以現場實地拍攝為主，計畫由拍攝 

    小組針對文獻記載及有歷史意義之特色之建築與文物部份，實施不同 

    角度之數位化拍攝，拍攝小組將依照典藏規劃，實施不同角度之數位 

    化拍攝，除依專業攝影技巧拍攝外，也結合電腦程式給予必要的修飾 

    並依編號、類別存檔。 

  (3).淡水鄞山寺文獻(簡介)數位化工作：文獻小組將整理、相關古蹟 

    文獻資料及簡介，以電腦文字格式撰寫淡水鄞山寺簡介、建築物、 

    器物等相關說明。 

  (4).淡水鄞山寺影音數位化工作：工作小組將針對淡水鄞山寺之相關歷史 

    背景進行拍攝或將相關的活動錄影帶，介轉換成數位影音檔，剪輯 

    適合特定規格之影音資料，進而建構數位影音檔加以保存。 

  (5).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架設：工作小組將結合各數位照片、影音、 

    及文字等數位化檔案建構網頁資訊平台，期能完整呈現淡水鄞山寺在 

    歷史文化、建築藝術、文學、教育上的價值。 

 

 圖 2 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計畫執行架構圖 

淡水鄞山寺

數位典藏建構計畫

攝影

工作小組

數位

照片拍攝

數位

影音拍攝

文字

工作小組

典藏標的

文案撰寫

數位化

工作小組

網站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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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有先建立完整之數位化重點項目清冊，並進行周邊數位化工作小組分 

組、裝備建購及人員訓練，在開始進行整體數位典藏內容拍攝與網站建置。 

第二節 整體網站架構 

本計畫案已建構專屬淡水鄞山寺之數位典藏網站(網址:https://www.yin-

shan.com/)，網站建置後可提供學生或是社會大眾線上自主學習之教學與應用平

台，並可提供本計畫專案之相關訊息與參考資料。 

    進而透過本網站之周邊宣傳，將可提高大眾使用之頻率，擴大整體的學習

與推廣效應。本網站也將納入政府相關部門的網站連結，將相關資訊即時提供

給社會大眾。 

    本網站前端部分是使用 Illustrator CS4 製作整體網站的版型及美編， 再以

Firework CS4 進行切版，最後以 Dreamweaver CS4 組版成網頁。 

    後端部分則是使用 Servlet/JSP 程式語言撰寫，以 Tomcat 作為 JAVA 的 Web

容器並兼任伺服器架設的工作，而資料庫則是選用 MySQL，除存取快速外，主

要目的是為建置免費及具跨平台特性的推廣網站，以節省成本開銷及減少日後

更換系統平台困擾。 

    後台管理提供視覺化管理方式，設有簡單易懂的後台管理頁面，讓管理者

可針對所要管理的主題做選擇，頁面風格也較簡潔。 

表 2 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架構 

網站頁面的設計主要以淡色系為主軸，並以操作簡單為設計目標，可以讓

使用者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各個導覽頁面。  

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架構(https://www.yin-shan.com/) 

1.網站首頁 2.最新消息與活動宣導專區 

3.計畫簡介 4.淡水鄞山寺簡介 

5.鄞山寺數位典藏資料庫 6.鄞山寺導覽影片 

7.鄞山寺環景專區 8.相關連結（政府機關網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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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計畫執行成果 
   鄞山寺具有悠久的歷史與深遠的文化意涵，是先人所創造的寶貴資產，非常

需要我們共同維護與保存。 

在此也要感謝客委會之相關研究費用補助，本計畫團隊藉由本次補助，持

續性的優化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呈現方式與數位內容之更新與建置。 

  本計畫已對淡水鄞山寺第二期數位典藏內容建構完成: 

    1.建構一個新的「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 

    2.已增加「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之說明文字至 10,000 字 

    3.已增加「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之典藏照片至 300 張 

    4.已增加「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720 度環景照片至 8 組 

    5.已增加「淡水鄞山寺與淡水景點」之導覽影音至 10 分鐘 

  本團隊利用數位典藏工具，記錄本寺廟所承載之歷史記憶，將先民艱辛的

生活奮鬥過程與變遷，進而透過數位典藏網站之多元呈現手法，將能引領台灣

客家文化之了解。 

淡水鄞山寺 數位典藏網站建置成果((https://www.yin-shan.com/) 

 

淡水鄞山寺導覽影片專區 

 

淡水鄞山寺導覽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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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 歷史沿革 

 

 

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  歷史沿革照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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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 建築介紹欄位架構完成 

 

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  建築介紹之照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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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鄞山寺文物簡介－碑文類 

 

淡水鄞山寺文物簡介－門神類 

 

 

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 相關文獻 

 

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  文物文獻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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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鄞山寺數位典藏網站 原始閱覽還景框架 

 

網站美工優化設計－新增全螢幕閱覽環景圖片設計 

 

 

網站美工優化設計－新增全螢幕三川殿環景圖 01 

 

網站美工優化設計－新增全螢幕三川殿環景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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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淡水鄞山寺之數位化文字 

淡水鄞山寺之整體簡介 

一、歷史沿革 

   (一)地理位置 

     1.古蹟等級：國定二級古蹟 

     2.地址： 新北市淡水區鄧公里鄧公路十五號 

      3.開放時間： 

 每年5/1-10/31開放時間：06:00~19:00 

11/1-4/30開放時間：07:00~18:00 

     4.交通： 

(1)捷運淡水線：淡水站下車，步行進入中正東路，遇學府路時

左轉，即可看到馬路右側的鄞山寺。 

(2)淡海新店客運：淡水站下車，步行進入中正東路，遇學府路

時左轉，即可看到馬路右側的鄞山寺。 

(3)自行開車：自臺北往淡水方向行駛→進入淡水中正路時→左

轉進入中正東路→遇學府路時再左轉續行→即可抵鄞山寺 

   (二)古蹟簡介 

    淡水鄞山寺又名定光佛廟、鄧公廟，如其別名，主要供奉閩西汀洲客

家人的守護神「定光佛」，臺灣目前僅有兩座寺廟供奉定光古佛，一為

淡水鄞山寺，二為彰化市定光佛廟。「鄞山寺 」的『鄞』是取自於汀州

鄞江，藉此表達閩西汀州客家人思鄉之情，而『山』則是代表寺廟位於

大屯山下。 

    鄞山寺除了作為寺廟外，同時也是汀洲會館。道光二年(西元

1822)，在清朝中期開港通商後，淡水逐漸成為北臺灣極具重要性的移民

港口，當時從汀洲移居來台的客家人，因害怕被漳州、泉州人欺負，因

而聚集形成聚落，為了接應不斷移居而來的同鄉，汀州人張鳴岡發起建

廟活動，一方面供奉家鄉的守護神，另一方面提供汀州商旅及鄉民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C%97%E5%B8%82
http://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58FjzwhtwP2Bp5aN4hbi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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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集會（現今開放租借部分樓層予基督教淡江教會使用），並且由淡

水汀州富商羅可斌、羅可榮兄弟捐地，汀州移民集資下共同建造寺廟，

另在寺廟兩廂設有汀洲會館，隔年新廟落成，主奉祀定光古佛，並從汀

州武平縣巖前城迎請來「定光古佛」罕見的軟身神像奉祀。 

    鄞山寺曾在道光二十三年(西元 1842)整修過正殿，後來又於咸豐八

年（西元 1858）、同治十二年（西元 1873）修繕，連同屋脊、外觀的雕

刻與剪黏和泥塑裝飾，大至上都保有原建樣貌。因寺廟始終保有其原

貌，再加上廟中富有眾多古文物，於民國七十四年(西元 1985)，評定為

國家二級古蹟，民國八十二年(西元 1991)年廟方耗時三年再次整修，完

成現今樣貌。 

    現金鄞山寺仍由汀洲客家人─江、蘇、游、練、胡、徐等六個姓氏

後裔負責管理，近年來為了能夠更加完善的整修鄞山寺，曾經多次回閩

西原鄉勘查供奉定光佛的廟宇，後來發現巖前祖廟的定光佛像，已不幸

毀於文化大革命。直至今日，每年農曆初六為定光佛之誕辰，六姓汀裔

仍在祭祀，並舉行誕辰慶典，表現飲水思源的精神。 

二、建築介紹 

（一）整體建築 

鄞山寺背倚大屯山，面朝淡水河，左靠觀音山，整體建築呈前低後

高、左右對稱，且以圓形為界線，是閩西永定地區建築的特色。配置上

坐東朝西，屬兩殿兩廊兩護龍式建築，前殿因開三個門，故稱三川殿，

兩護龍則是原為接待汀洲族人的會館。廟埕是由雕有蓮花座的尺磚鋪設

而成，前殿台基以觀音山 石墊成，疊石牆基，四周為斗砌牆，左右兩側

為過水廊。 

(1) 風水：相傳此地為「蛤蟆穴」的風水寶地，廟前的半月池，形似

蛙口，而廟後左右各有一口井，恰似蛤蟆雙眼。另外，在鄞山寺對面

草厝尾街的風水稱為「蜈蚣穴」，以生物習性來說，蛤蟆是蜈蚣的剋

星，恰好，居住於蜈蚣穴的居民，正是與汀洲人對立的泉州人，於是

泉州居民企圖整治蛤蟆穴，以損壞象徵蛤蟆眼的水井，達到破壞風水

http://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2YLkNhl6evXF2p2VHDyf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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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現今鄞山寺後像徵蛤蟆眼睛的南井、北井，一清一濁，而混

濁的北井就是傳說中那顆被勾瞎的蛤蟆眼。 

(2) 半月池：寺前的半月池具有理氣風水的觀念，亦有以水壓離卦之

火的意思，並且還有消數防火的用途。在半月池旁有「瓶」狀的門，

象徵出入平安 

(3) 羅公亭：從左側的護室往寺廟後方走，可以看「羅公亭」，此亭

為羅氏兄弟去世後，在寺廟附近建墳，上方剛好就是羅公亭。 

(4) 化胎：鄞山寺的化胎是由寺廟後方向前包，與半月池形成前水後

山的樣貌。在風水上象徵安穩，是客家建築著名代表。客家人認為半

月池可以帶來福氣和利祿，而化胎則提供堅固的靠山，兩者加起來，

即是象徵家族圓滿。 

(5) 山牆：主殿山牆為「獅頭咬磬」，前殿山牆則是「富貴花籃」，

護龍山牆則是「鵝頭墜飾」。 

(6) 柱子：柱子以圓柱最為尊貴，其次為八角，方形再為次。三川殿

用圓柱，正殿用八角柱，兩廊用方柱。此外三川殿和主殿的柱子皆刻

有單龍攀柱，屬清朝中期道光、同治年間的作品，兩殿的龍柱皆為四

爪蟠龍，左龍柱四爪握珠、開口，由下而上攀柱，右龍柱與左龍柱形

體差不多，只是呈現閉口樣貌。相傳應有謹慎開口、多聽善言之意。 

（二）三川殿前廊 

(1) 龍虎堵：三川殿兩旁牆上刻有泥塑的龍虎堵，右龍堵刻有定光佛

握珠除蛟，因蛟形似若龍，故有降龍之意。左虎堵則刻有定光佛

持環降猛虎之泥塑。 

(2) 祈求吉慶堵：右龍堵下方是雙獅舉旗戲球的泥塑，「旗、球」取

諧音，意為「祈求」，而左虎堵下方則是雙麒麟舞戟、弄磬的泥

塑，「戟、磬」取諧音，意為「吉慶」，此外，獅子和麒麟為傳

統祥獸，生動表達出汀洲人的心願。 

(3) 獅座：三川殿的獅座左方通梁上刻有雄獅耍綵球，右方則是雌獅

戲小獅圖樣。 

(4) 中門：中門上刻有螭虎圍爐的透雕，在透雕下方則是麒麟堵及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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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抱鼓石，  

(5) 門楣：中門門楣上「鄞山寺」的匾額，左右兩旁各有三條龍，下

方是麒麟額座，下面橫柱是「龍鳳呈祥」的浮雕，細數上去，總

共有１１條龍護衛鄞山寺。 

左門楣是福字居中 ，兩條螭虎向外跑開卻又回頭看。右門則是兩

條螭虎一同奔向中間的壽字。 

(6) 吊筒：三川殿前廊的吊筒為白菜樣式，豎柴則是以倒爬獅呈現。 

（三）三川殿內部 

(1) 棟架：二通三瓜，原先二通樑上應有一個瓜筒，但三川寺卻有所

不同，二通樑上的瓜筒被具有同等作用的斗座所取代，而斗座上

則刻有定光佛除蛟的圖樣。 

(2) 屋脊：燕尾脊，上方剪黏為雙龍護珠 

(3) 插角：三川殿的插角為鰲魚樣式。鰲魚為龍頭魚身，相傳鰲魚喜

好吞火舌，而傳統建築又多為木造，因此民間常將鰲魚雕塑於柱

梁或屋脊上，以壓制火神，避免祝融之災。 

(4) 凹壽：前殿兩組四個不同的蓮式垂花，象徵連續發展，綿延不斷

之意。 

（四）中庭 

中庭有一座「天公爐」及三腳獅頭鐵鼎，其為清朝道光年間所製，

而左右兩側迴廊連繫前殿與正殿，有供應香客遮日避雨的功能；並區隔

寺廟與會館，維持各自空間完整性。 

（五）主殿前廊 

(1) 獅座：正殿前廊樑上有兩隻獅座，與前殿有些不同，從拱門看出

去是「護龍」，而寺廟兩側護龍原為汀洲會館，顯現出護佑汀洲

人的意涵。 

(2) 屋脊：龍式燕尾脊，由於正殿屋脊比前殿高，呈現前低後高的格

局。 

(3) 柱珠：龍柱下的八角柱珠上，雕有如意紋，八面又分別雕出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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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樣，造形古樸別緻。柱珠下的正方形「磉石」，巧妙地雕成一

朵倒覆的八角蓮花，向上突出承住柱珠。這種磉石突起的作法是

很少見的。 

(4) 員光：獅座下的員光以花鳥為題材，右邊雕蓮花與鶴鳥，左邊雕

牡丹，相當具有清雅的風味。    

(5) 吊筒：主殿前廊的吊筒為倒垂蓮花樣式，豎柴則為龍頭。 

（六）主殿內部 

(1) 棟架：主殿的棟架比前殿更為複雜，藉此凸顯主殿更為尊貴。主

殿的棟架為三通五瓜二樑，此外，在兩根點金柱和前後兩簷柱

間，又增加兩根「副點金柱」，因此擴大正殿的空間，再一次增

加它的尊貴與正式性。 

(2) 插角：主殿的插角為龍形，相較於三川殿的鰲魚和主殿前廊的飛

鳳更顯尊貴，地位更加尊崇。此外，大通樑上的瓜筒也比三川殿

的更大。瓜筒外側刻有「軟團螭虎爐」，內側則是卷草紋。 

三、文物簡介 

  (一)碑文類 

1. 喜助鄞山寺香祀碑記：大意為汀州人張鳴崗、明列永春人江東清等捐

贈費用、田笡作為建廟以及祭祀費用。碑文曾收錄於「北碑集成」。 

2. 鄞山寺石碑記： 欽加府銜特授福防分府調署臺灣北路淡水總捕分府

向為出示勒碑以垂久遠事本年二月二十七日据監生蘇瑞圖江對墀江萬

和徐炳昇江節和江超江化霖胡重光游正春練應龍稟稱昔汀人在滬街后

庄仔內於道光三年建造廟宇名為鄞山寺供奉定光古佛為汀人會館並經

羅可斌垦獻埔地以充經費其地段并四至界址均有契券可查嗣經江日璋

江乾陽游增上胡焯煪胡凍益江和興各投鉅資開闢成田作本寺祀費除開

費外儲候寺宇修繕等款由董事結算以備眾覽後因董事徐昇自請退辦再

舉蘇子發接辦忽据張林超等控訴幸蒙訊斷批諭簿內用度有章圖等遵諭

就於山埔內南畔山麓擇塚地一處定界為汀人寄葬墳地四至界址繪圖并

年應用經費額數決議定章稟官出示勒碑議定章程俾垂久遠茲據前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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稟批示外合行出示勒石為此示仰在淡汀民及該處人等知悉汝等自應恪

守章程由董事秉公經理不得稍事覬覦至各業界址及塚地亦不准附近居

民越界侵佔如敢故違許由該董指名稟究各宜凜遵毋違 特示 

同治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給 董事蘇子發 立 

具簽稟鄞山寺董事江滄漢游夢熊徐炳昇江玉和江之中李乾蔥練樹山胡

碧梅江開端為神祀攸關不堪索借擾累懇恩出示嚴禁以垂久遠而杜覬覦

事切念汀人來臺營生仗神呵護於道光三年公建鄞山寺崇祀定光古佛寺

在和美街后半山仔又經羅可斌捐獻垦地再經江日章等增闢成田以充經

費逐年祭祀慶賀俱歸實用帳項則每年結清所有餘剩俱各登帳存為修繕

費有舉必聞於公所用皆歸諸實是以該祀業維持不墜奈內地汀人遊臺甚

多無論何等出身一到臺北即欲冒取花紅并向總理借款況公舉總理又皆

家道殷裕誠樸可靠焉敢將祀項出借若索借不遂則誣告侵公以快私圖如

同治十一年有越縣例貢生張林超將帳隱慝反案控公庭又光緒十一年間

有內地汀紳等來臺亦藉稱算帳捏控公庭蒙劉憲諭令本地紳士邀仝會算

至期眾皆齊集渠等獨不到經蒙劉憲核明帳項批斥銷案并懇出示嚴禁俾

知臺北汀眾公建神祀與越縣汀人無涉與內地汀紳又更何涉似此索借多

端將來神祀奚賴情亟簽乞仁憲大老爺優崇神祀俯順輿情恩准出示嚴禁

以垂久遠俾內地汀紳不得索借生事藉端滋累神人均感切叩光緒十八年

納月日奏調補用府候補清軍府兼襲雲騎尉代理淡水縣翁江滄漢等稟批

鄞山寺係崇拜神祗凡寺內所存祀產公項自應為寺內登記香灯及修理寺

宇一切公用外來鄉人既不能隨緣樂助豈可視同利藪思欲取盈此當由汝

等自行籌議或於寺中安立規條以昭信守無待地方官憲預伸禁約著即知

照勿違奉憲示禁謹將鄞山寺公議善后章程列左一鄞山寺基業原係山埔

前由羅可斌敬獻經本地紳董等增闢成田以供祀典將羅公設主配享血食

千秋但崇德報功久而彌隆公議嗣后汀民不論羅姓及他姓均不得藉口攀

引希冀覬覦一寺中每年祭祀及一切費用除遵照舊章辦理外公議仍將每

年所開條目及存剩之款列名清冊於新年春季祭祀時付眾公閱既係實款

眾無異言不許非時索帳藉詞核算致滋擾累一鄞山寺係臺北汀眾公建所

有本寺祀業應歸本地汀人辦理公議有事項商榷之處亦由本地汀眾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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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不許內地紳民越俎代謀庶昭劃一而絕弊竇一公議鄞山寺對於各廟

本有互相慶賀之舉自應遵行至於在地紳董實心辦理及實有與勞寺中善

后各事宜者若有喜慶應行恭賀由董事聞眾集議妥籌辦理要因時制宜不

得援例一公議不論汀紳官員來寺陞掛匾額祇作敬神而論不得另給掛匾

禮儀以防混濫一公議董事必由汀眾公議遴選殷實老練之人秉公辦理倘

遇有應行改易者仍由眾議公舉以垂定章一公議每年春季祭典之時各董

事務宜整肅衣冠早晨參拜汀眾亦然如有違背時間概不得索取旅費以防

怠慢右碑上係承官憲諭示并我汀眾公議善后章程係我汀眾團力所結而

成願我汀眾率皆由舊章共維祀典於不墜永荷神庥於無窮是則我汀眾之

幸亦我汀眾之榮也豈不懿哉 

光緒十九年癸巳蒲月吉旦 勒 

新莊子言杜逢時謹書 

3. 鄞山寺公議規約石碑：鄞山寺主祀定光古佛，為福建汀州地方性的神

明。本件碑記係清光緒十九年（1893）移居臺北的汀州信徒所立，言

明鄞山寺祭祀、演戲時，不許閒人成群結隊與在寺旁賭博，致生事

端。碑存臺北縣淡水鎮鄞山寺。 

  (二)匾額類 

(1) 「坐鎮海門」：由中式庚申科明經恩進士江有章、雍進士加翰林

院待詔職銜江廷章兄弟共立，落款為「中式庚申科明經恩進士江

有章偕弟雍進士加翰林院待詔職銜江廷章仝立」。 

(2) 「分被東寧」： 鄞山寺重修之際，由台北府境內汀州人紳耆信

徒聯名捐獻。 

(3) 「香拾靈臺」：世襲雲騎尉知臺灣艋舺營參將事江鶴敬題。 

(4) 「大德普濟」：汀江衆姓弟子仝立。 

(5) 「還登彼岸」：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永定巫宜福偕

弟賜進士出身禮部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巫宜禊盥手敬書。 

  (三)對聯類 

(1) 龍起大屯淡江無異於南海，山名觀音滬地恍然是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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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龍渡瀛東法雨長滋宗南海 山羅淡北慈雲遠佈接西天：陳述定光

佛在汀州移民心中的重要地位。 

(3) 世事難藏觀世眼，來身應有如來心：舉頭三尺有神明，世間自有

公道。 

  (四)門神 

(1) 韋馱：全稱護法韋馱菩薩，佛教的知名護法神，統領東西南三洲

巡遊護法事宜。 

(2) 伽藍：佛教的知名護法神，專責保衛寺院轄區和四眾弟子。 

(3) 增長天王：佛教的知名護法神，負責保護佛法，不受侵犯。 

(4) 持國天王：佛教的知名護法神，負責保護眾生，護持國土。 

(5) 多聞天王：佛教的知名護法神，負責守衛梵天之門。 

(6) 廣目天王：佛教的知名護法神，負責護持人民。 

  (五)神像 

(1) 定光古佛神像：鄞山寺主祀神定光古佛，為閩西汀州客家人守護

神。 

(2) 土地公神像：民間信仰中的地方保護神，與人民較為親近。 

(3) 觀音神像：大乘佛教西方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座下的上首菩

薩。 

四、相關文獻 

1.李乾朗《鄞山寺調查研究》，臺北縣政府，1988。 

2.李乾朗《淡水鄞山寺修護工程報告書》，臺北縣政府，1993。 

3.馬書田《全像中國三百神》，台北市，國際村，1996。 

4.馬書田《全像中國三百神》，台北市，國際村，1996。 

5.李新達，《千年仕進路 古代科舉制度》，台北市，萬卷樓，2000。 

6.馬書田《中國諸神大觀》，台北市，國家出版社，2005。 

7.董芳苑，《臺灣人的神明》，台北市，前衛出版社，2008。 

8.楊彥杰《移民與臺灣客家社會的變遷： 以淡水鄞山寺爲例》，福建社

會科學院客家研究中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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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淡水鄞山寺 導覽影片 

配音口白逐字稿 

00:00:05,338 --> 00:00:07,507 

  淡水古稱「滬尾」 

00:00:07,507 --> 00:00:12,12 

  是台灣先民早年在台灣北部發展的重鎮。 

00:00:12,12 --> 00:00:16,349 

  由於淡水港與大陸距離最近，又是天然良港。 

00:00:16,683 --> 00:00:21,454 

  因此，成為許多商人、外來移民的落腳之處。 

00:00:21,454 --> 00:00:26,359 

  隨著移民漸增，淡水從一個小漁村。 

00:00:26,359 --> 00:00:36,436 

  發展成為「街庄」，最後形成台灣北部通商的港口之一 

00:00:36,870 --> 00:00:46,312 

  當時最先落腳淡水的族群，是來自福建泉州與漳州的移民， 

  在此形成各自的聚落。 

00:00:46,312 --> 00:00:53,720 

  而較晚來到此地的汀州客家人，為避免被先來的泉漳移民欺負 

00:00:53,720 --> 00:01:03,963 

  於道光二年，集資在淡水建立「鄞山寺」作為會所，以凝聚同鄉據點 

00:01:05,999 --> 00:01:16,443 

 鄞山寺建築呈前低後高，左右對稱，為標準閩西永定地區的建築風格 

00:01:17,10 --> 00:01:27,520 

 走入園內，先看見的是「半月池」。傳統上 

 半月池具有調節風水的作用，此外還兼具消防救火的用途 

00:01:30,690 --> 00:01:3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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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月池的旁邊有個屏狀的門，象徵著「出入平安」的祝福 

00:01:39,366 --> 00:01:49,442 

  傳說鄞山寺建於「蛤蟆穴」，廟前半月池為蛤蟆口廟口 

  南北二井為蛤蟆眼 

00:01:53,713 --> 00:01:58,752 

  位於建築後方的「化胎」，與半月池形成前水後山的格局 

00:01:58,752 --> 00:02:03,656 

  這樣的形式，是客家建築著名的代表 

00:02:03,656 --> 00:02:10,964 

  客家人認為池可以帶來福氣和利祿，而化胎則是靠山 

00:02:10,997 --> 00:02:15,335 

  兩者結合即使家族圓滿 

00:02:15,335 --> 00:02:21,941 

  鄞山寺是由兩殿兩廊兩互容式建築 

00:02:22,8 --> 00:02:28,548 

  由於前殿為三開門式廟宇，故稱前殿為「三川殿」 

00:02:28,682 --> 00:02:36,356 

  在三川殿前廊可以看到定光古佛降龍伏虎的泥塑藝術 

00:02:36,356 --> 00:02:45,532 

  充分展現出汀州客對家鄉守護神的崇敬 

00:02:45,532 --> 00:02:55,542 

  於右龍堵下方是雙獅舉旗戲球的泥塑，旗、球取諧音為「祈求」 

00:02:55,709 --> 00:03:05,985 

  而左虎堵下方則是雙麒麟的泥塑，戟、罄取諧音為 

  「吉慶」，生動表達出汀州客落腳的心願 

00:03:13,660 --> 00:03:19,632 

  走進三川殿內會發現前殿採二通三花的建築形式 

00:03:19,666 --> 00:03:26,339 

  一般廟宇川架頂端會放上瓜筒，而鄞山寺改成相同意涵的斗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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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26,339 --> 00:03:30,276 

  斗座上並塑有「劉海戲經精蟾」的浮雕 

00:03:33,580 --> 00:03:38,852 

  三川殿的插角為「鰲魚」樣式，相傳鰲魚好吞火 

00:03:38,852 --> 00:03:48,28 

  傳統建築多為木造，因此將鰲魚刻於梁柱或屋脊上避免火災 

00:03:48,28 --> 00:03:58,38 

  抬頭看向頂部的橫樑，可以看到精美的龍頭雕刻 

  穅型結構的木樑是客家建築的一大特色 

00:04:00,173 --> 00:04:10,183 

  而汀洲子弟來台往往都會捐款修繕，可以在各梁柱間看到捐獻落款 

00:04:15,321 --> 00:04:19,993 

  走進中庭會看到天公爐和一口鼎 

00:04:19,993 --> 00:04:30,3 

  鼎為三腳獅頭造型，為清道光年間所製 

00:04:30,670 --> 00:04:36,676 

  在中庭右側的牆上刻有光緒年間鄞山寺修整的紀錄 

00:04:36,676 --> 00:04:46,686 

  除了見證歷史外也有將捐獻建寺的人名刻在牆上供後人憑弔 

00:04:47,787 --> 00:04:57,797 

  兩側的護龍由迴廊區隔寺廟與會館，形成各自獨立的空間 

00:05:01,968 --> 00:05:11,978 

  在正殿左側的汀洲祖先廳，可以看到汀洲客對祖先的慎終追遠 

00:05:18,318 --> 00:05:23,590 

 來到正殿前面會看到兩柱雕刻同時最有力的龍柱 

00:05:23,656 --> 00:05:31,831 

  不同於閩生廟宇，客家廟宇在裝飾方面都採用古樸節儉的風格 

00:05:31,831 --> 00:05:36,403 

  而龍柱下方的柱珠被倒覆蓮花的磉石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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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36,503 --> 00:05:46,413 

  這種由下往上突起的造型是十分罕見的形式 

00:05:49,15 --> 00:05:55,255 

  正殿的棟架比前殿更為複雜，凸顯出正殿的尊貴 

00:05:55,255 --> 00:06:01,828 

  此處的棟架為「三通五瓜二樑」的形式 

00:06:01,961 --> 00:06:11,838 

  此外，在兩根點睛柱和前後兩沿柱間， 

  增加兩根副點睛柱擴大空間，增強尊貴格局 

00:06:14,307 --> 00:06:22,582 

  「定光古佛」是閩西客家人的守護神，這裡也是全台唯二 

  供奉「定光古佛」的廟宇之一 

00:06:23,316 --> 00:06:33,993 

  每年農曆初六為定光古佛之誕辰，此地汀洲客仍不忘祭祀， 

  舉行慶典，飲水思源。 

00:06:33,993 --> 00:06:42,369 

  除「定光古佛」，左右還供奉觀世音與土地公，呈現汀洲客傳統信仰 

00:06:43,3 --> 00:06:52,379 

  由於鄞山寺歷史悠久保存良好，寺內有眾多文物。如 

  光緒年間的整修碑文、道光年代以來的匾額 

00:06:54,14 --> 00:07:03,56 

  充分保存汀洲客的傳統建築藝術 

00:07:03,123 --> 00:07:07,961 

  從左側的護龍往後方走，可以看羅公亭 

00:07:07,961 --> 00:07:13,967 

  此亭為羅氏兄弟去世後感念兄弟倆募款建廟時大力出資 

00:07:13,967 --> 00:07:18,38 

  於是建此亭紀念。 

00:07:19,973 --> 00:07:24,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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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鄞山寺仍由汀洲客家人後裔負責管理 

00:07:24,978 --> 00:07:29,983 

  也因主祀定光古佛的緣故，附近道路機關名稱，便取自 

00:07:29,983 --> 00:07:32,986 

  「定光」的轉音「鄧公」 

00:07:32,986 --> 00:07:38,992 

  可以看見汀洲客家文化在此地的影響力。 

00:07:38,992 --> 00:07:44,964 

  來到淡水不妨參訪這座具有百年客家風情的寺廟 

00:07:44,998 --> 00:07:50,904 

  感受先民來開墾的風雲事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