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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閒置空間與古蹟活化是現階段文建會所正推動的地方文化重建的課題。這個概念源自於

德國將地方上閒置空間再利用且活化的經驗，現在被巧妙地使用在台灣各個鄉鎮的地方文化

館之上。然而，文化館的經營與管理是一個十分專業的學問，利用閒置空間來進行古蹟活化

的過程中難免會有觸及許多社會大眾內心深處對於這個空間的固定想法。因此在提出經營管

理方案之時勢必要對地方的文史多做著墨，才不會造成事倍功半的後果。本文中即以桃園神

社文化館的經營管理方案來做個案的探討分析，對於本文化館的古蹟價值與未來的管理方案

與社區民眾的動員策略深入討論，期能成為國內進行閒置空間再利用的一個反思。 

關鍵詞：地方文化館，古蹟保存、休閒旅遊、閒置空間再利用。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桃園神社文化館」的計畫構想來由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九十三年度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暨民間推動「地方文化館」

計畫，在桃園的文化團體提出了以日治時期興建的桃園神社舊址，即現今的桃園縣忠烈祠做

為桃園神社文化館的構想，並就「桃園神社文化館」提出了規劃的構想與經營方案。這個計

畫在國內的地方文化館的經營管理中是饒富特色的一個案例。但是它的實施的過程仍需要審

慎地規劃，才能使這個好的構想付諸實現。本文即就桃園神社文化館的經營與管理策略做詳

細的討論。期能就學術上的探討帶給經營者有較明確的理路遵循。 

1.「桃園神社文化館」的計畫目標 

根據桃園縣文化局與承辦的社區文化團體多次的討論，桃園神社文化館期待在開館之

後，可以達到以下的目標： 

1. 藉助地方文史館的型式作為觸媒，啟動桃園的新文化運動和社區重建營造運動。 
2. 藉著音樂會、展覽會、社區日的形式，由文史館的週邊環境進而擴及於全桃園市的
各個社區與鄰里。就各種文化與社區之課題，激發社區民眾的理念，並累積社區營

造的能量。 

3. 藉此一地方文史館，做為桃園市「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龍頭，並另一階段和市民
運動的開始。 

4. 藉助國內外文史館經營成功的案例，讓本市內的社區工作者與參與社區工作者可以
有具體實踐和親身體會的經驗，也因此而達到經驗與人才交流之目的。本計畫也可

作為在桃園市內推動社區營造工作的反思，為推動文化發展做更深入的規劃並提出

更有效的策略。 

5. 透過本文史館的活動，來整合桃園市各社區特有的文史資源、宣導社區文化傳承，
並促進社區人文及民俗活動發展。 

6. 結合桃園市的各級學校、地方行政單位、社區團體，促進社區文化的蓬勃發展。 
7. 透過本地方文史館的經營，來協助推動社區文化、輔導並各個產業來促進相關文化
的活動與經濟文化圈的繁榮發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是依以下的步驟進行： 

1. 文化館背景資料收集與分析 
2. 自然文化與產業環境的資源 
3. 文化館的特色與創意之呈現 
4. 古蹟保存與空間使用的問題 
5. 文化館經營管理的實施策略 
6. 文化館鼓勵民眾參與之計畫 



三、結果與討論 

1文化館背景資料收集與分析 

(1)「桃園神社文化館」的相關位置、基地範圍及規模 

本館預定的位置是在桃園縣忠烈祠所在地，現在是管理員室的所在，產權上是屬於桃園

縣政府民政局所管轄。  

現有的館舍屬於公家所有，由於其造型十分古典，且與附近的環境十分搭配，因此若能

移做為本生態文史館使用，將可以為桃園市民增添一個知性的休閒與學習的場所。 

本館之前的廣場，現在已經有現成的停車場設施，且開放空間廣大，適合做各種文化與

展演的空間，無需再增加任何設施。 

本館後山上的虎頭山公園與桃園市環保公園，動植物生態十分豐富，且有桃園縣風景區

管理所位於其中，可以和本館的活動互相搭配。 

(2)地方文化生活圈及人口分布情形  

人口分布 

桃園市是桃園縣的縣治所在，也是桃園縣內人山密度最大的都市，現有的人口有三十六

萬人，大多集中在市區之內。 

地方文化生活圈 

桃園市的文化生活圈主要集中在舊城的三民路內環道之內以及新興的中路、大樹林、埔

子等區域。舊城即是市中區，新市區則隨著縣府的所在與縱貫公路而發展，從本館可以鳥瞰

整個桃園市區。 

民間文化及公益團體概況 

從早期的原住民時期開始，桃園市即因為位於南崁四社之間，以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

形成了一個商業的都市。由於商業的發達，在中產階級的主導之下，桃園市的居民對於教育

與文化十分重視，現有的文昌廟即是桃園縣的第一個舉人李騰芳在桃園市興建做為教導市民

啟蒙的學堂。 

社區居民參與情形 

桃園市的文史活動相較於鄰近的台北或新竹而言是較為弱了一些，這並非桃園市沒有熱

心參與的居民，由於介於台北市的鄰近地區，且由於桃園市沒有一個象徵高等教育的大學學

府，因此在對於地方文化的論述方面一直都是較為缺乏的。 

這種現象在國際機場完成之後，大量的外來文化的擁入使得桃園市的居民更加地需要一

個以地方文化為主體的文史館，來做為新市民文化創新與地方傳統文化薪傳的主要場所。 

2自然文化與產業環境的資源 

(1)自然環境特色資源及使用情形 

虎頭山位在本館之後，是桃園市民主要的休閒場所。過去有環保團體利用本處的生態資

源進行環境生態教育的課程。館前的大檜溪是桃園市最主要的河川，臨近桃園高中，也是近

年來縣府推動南崁溪整治的上游所在地。 

進入本館的路途上，在虎頭山之前的桃園農校，原為全國四大農校之一，隨著其他三個

農校(屏東農校、嘉義農校、宜蘭農校)陸續升格成為國立大學，桃園農校竟成為全國最大的



高中級農業學校。其校園內風景優美，且有多個生態教育相關的科系，目前已是桃園市民假

日所喜歡去的場所。 
(2)文化環境特色資源及使用情形 

    桃園縣是一個多元文化混合的地域，雖然桃園市的居民以漳系移民為主，但是戰後有
許多新住民定居在桃園市區，近年來因為外籍勞工的大量進入國內，使桃園市成為全國最大

的外勞集合場所，在本館旁的德來修女會與聖母聖心堂，每到週日都有數千名的外勞參與禮

拜望彌撒，成為桃園市形成多元國際性文化的一個有力見證。 

(3)產業與生活環境特色資源及使用情形 

由於在日治時期最早的都市計畫藍本中即將桃園市的都市定位為「商業前站」與「工業

後站」的骨幹，因此桃園市許多的資源是以這個主軸來發展的。 

然而在台北市成為一個巨大的磁吸都會之後，桃園市的許多文化活動與學術活動實際上

是依附在台北之下的。另外由於有大量的台北人因為桃園地區的房價低廉，成為進入桃園地

區的另一類「新移民」，他們工作在台北，消費在桃園，連帶地也對於桃園市的舊文化產生批

判的力量。這些新移民對於教育、文化、環保的要求帶動政府注動這些事物。因此也讓桃園

市在這些年來的建設明顯地朝向這方向發展，例如在市區內大量的公園硬體的建設、圖書館

的興建、以及小學校舍的新設等等。 

3文化館的特色與創意之呈現 

(1)桃園生態文史館之特色與創意 

   桃園市神社文化館具有以下獨特的特色與創意，未來在經營上將朝以下的特色來發展： 
1. 詮釋台灣建築風格與殖民歷史的地方文化館 
2. 北台灣台地地形與低海拔山坡地生態教育館 
3. 創造台灣市民文化與社區風格的創意資訊館 

(2)桃園文化發展館 

本館為一以桃園地方文化發展史為主題的文化館，這是考慮到本館具有地理與交通上的

優越性，可以將本館做為桃園文化發展過程的展示館，讓民眾由本館看到桃園歷史文化發展

的縮影。 

依桃園的發展歷史來看，大致可以分成早期的陂塘文化期、農業文化期、中期的商業文

化期、工業文化期、以及現在的休閑文化期。 

陂塘文化以早期桃園是以凱達格蘭原住民為代表，原住民的南崁四社(南崁、霄裡、坑口、

龜崙)就在桃園神社的四週，即現今的龜山、八德、蘆竹、與桃園等四處。因此若要瞭解早期

桃園的陂塘文化的開始，從桃園神社文化館做為一個起點是最恰當的所在。 

農業文化期的桃園文化發展，主要集中在荷蘭人、滿清人、與日本人在台灣殖民統治時

期所留下的水圳，桃園大圳串連桃園縣的各個鄉鎮市，桃園農田水利會的舊址位在桃園市民

權路的桃園國小之旁，也是在桃園神社參道的起點附近，與本館有一氣呵成的呼應效果。 

農業文化期的另一個代表是「桃澗古堡」，它也正位在由市區往神社的入口處，現今桃園

國小與文昌公園交界的圍牆即是桃澗古堡的南城牆的所在。 

商業文化時期的代表表現在桃園市的整個都市格局與景福宮的廟街形式，在日本人以「商

業前站、工業後站」做為桃園市都市計劃的指導原則之後，以景福宮大廟為主的市區被規劃



成為一個具有十分濃厚商業氣息的都市消費區。 

工業文化則以通過桃園神社文化館旁的桃林鐵路為代表。桃林鐵路是國民政府統治台灣

之後的產業經濟的代表，從桃園火車站開始，它的沿線所經過的龜山工業區、林口發電廠、

華亞工業區、桃園煉油廠、鹽庫、糧倉、長榮航空公司、台茂工商綜合區等、無一不代表著

台灣近五十年來產業發展突飛猛進的一段歷史。以神社文化館做為這一段文化發展的教育之

起點。 

休閑文化是現在的文化教育館所可以提供的功能。地方文化館除了可以讓地方民眾瞭解

地方文化的發展之外，它也應該可以提供當地居民假日休閑的功能。本館的地理位置正好符

合這個條件，除了因為旁邊的虎頭山早已是社區居民的主要休閑去處之外，交通的便利與風

景的優美也提供了它提供休閑文化功能的成功條件。 

(3)景觀文化主題館 

本館的另一個主要特色來自於神社的建築本身以及它所在的桃園虎頭山所提供的優越條

件，可以建構一個全台獨一無二的景觀文化主題館。二個主要的景觀主題是來自神社建築風

格的建築景觀與來自虎頭山生態的生態景觀。 

建築景觀： 

桃園神社是國內僅存保存最完整的日本時期所建造的神社，它是一個彷唐式的建築，整

個神社都是以台灣所產的檜木所建造，除了可以解說建築的景觀形式之外，也可以透過建築

的材料形式來說明台灣的森林開發史，另外也可以在本館內附帶說明現存在桃園縣境內的各

個年代的建築景觀的解說。 

生態景觀： 

桃園虎頭山是附近社區居民最喜愛的後花園，經過了多年來的規劃整理之後，它可以提

供的休閑功能也越來越豐富。而虎頭山本身的生態十分豐富，不論是動物或植物的生態都可

以做為民眾教育與學習的好地方。 

都市景觀： 

桃園神社文化館由於地勢的優越，可以俯看整個桃園市的景觀，在神社上的虎頭山夜間

公園，可以觀看整個桃園市的夜景，美不勝收。這個特有的都市景觀資源本館難得的特色。 

(4)桃園文史資料館 

除了展示與教育的功能之外，神社文化館另一個很主要的功能是要推動桃園文史資料的

收集，這個主要在政治文史、殖民文史、以及近代文史之上，做為提供建立地方文化主體性

的論述之基礎。 

政治文史： 

桃園神社現在為忠烈祠使用，因此在祠內擺設有1949年以來桃園縣歷任縣長的牌匾。這

些牌匾與神社的景觀擺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後現代主義風格強烈的對照，也提供了文史解說

者最好的解說題材。 

殖民文史： 

相較於八里的十三行博物館代表的是台灣的原住民文化、淡水的紅毛城代表的是荷西時

期的殖民文化，桃園神社文化館可望成為國內最有特色的日本時期殖民文化的史蹟館。 

近代文史： 



由於忠烈祠的進入，也提供了桃園神社文化館更豐富的素材，入祀本忠烈祠的先烈主要

以在抗日戰爭時間死守四行倉庫，後來在八二三砲戰中為國捐軀死於金門的吉星文將軍以及

工兵群的陣亡先烈為主，神社附近的巨蛋體育館是前任桃園縣長劉邦友在任時所建，也是李

登輝總統就職的所在。神社附近有許多的榮民眷屬，這些都是與桃園近代文史發展有重要關

係的史蹟。 

四、古蹟保存與空間使用的問題 

1現有空間的使用規劃 

桃園神社文化館將利用現有的忠烈祠管理員室為主要的展示館。但是在功能上，整個忠

烈祠將會做為文史解說的重要素材。 

位於管理員室下方的二個倉庫，將規劃做為重態的展演室。以及相關資訊的傳播中心。 

2週邊及整體規劃的想像 

由於本館是三級古蹟，因此在古蹟活化的利用過程中必須特別謹慎，不要造成建築本身

的破壞。在規劃過程中將以「最小變動原則」做為規劃的基礎。 

本館在先前的管理過程中，或有小部份不恰當的設計所在，在未來的整體規劃中將一併

修正。  

(請加入圖說) 

3營運的規劃及財務評估 

本館在未來的經營管理上，將會有經常性的人員二至三名，另外將申請替代役(教育役)

人員二名，協助本館的管理工作。 

管理的工作將會由財團法人新桃園城鄉發展文教基金會負責。基金會並將以其義工組織

來協助本管理經常性維護的管理、教育宣導之工作。並且透過市民團體來共同策劃本館的動

態文化活動。 

在經常門的經費部份，包括三位工作人員的人事費用，以及日常辦公文具之費用，合計

每年約需一百五十萬元。將申請文建會的補助。 

4整理週邊需要之硬體經費 

本館的管理員室以及後方倉庫將進行內部的整修，而在其週邊也將做小部份的硬體設計。 

內部整修的經費估計約一百五十萬元，週邊的硬體整修約五十萬元。由於本館建築為三

級古蹟，因此在進行整修將依文資法及相關規定，聘請有經驗的專家學者進行規劃設計，規

劃設計的經費為五十萬元整。 

全部硬體規劃設計與施工的經費合計為二百五十萬元。 

5現狀改變的的影響評估 

為了整體規劃之考量，本館將會使用到現有的忠烈祠的管理員室，做為本館的展示館。

因此在遷移本館的過程中可能的負面影響必須加以討論，並提出可能的對策與替代方案，如

表1所示。 

 

 

 



 

表1.忠烈祠現有管理員室遷移的影響評估與因應對策 

No. 可能的影響 防範對策與替代方案 備註 

1 管理員室遷移之後的管理室地點 建議於停車場或神社下方建立崗硝代替  

2 管理員室遷移之後的人員編制 維持原有之編制做現有忠烈祠的安全管理  

3 忠烈祠的管理問題 方案1.仍然由民政局管理 

方案 2.可以將全部管理人員編制借調至文

化局協助本館的管理 

 

4 忠烈祠的定期祭祀事項 方案1.仍由民政局負責管理 

方案 2.仍由民政局負責，但將本部份的工

作委托本文化館，以專案的方式進行。 

方案 3.由民政局將本部份的工作轉給文化

局來進行，並彷孔廟祭祀委托民間團體來辦

理。 

 

5 管理室整建的文化古蹟保存事宜 為避免損害本古蹟，整建的設計必須由有經

驗的古蹟修復專家進行 

 

五、文化館經營管理的實施策略 

1社區總體營造的執行及其影響 

桃園市的社區總體營造工作自文建會開始推動相關工作以來，一直有許多人士在關心，

縣府文化局的社區營造培力點得到許多社區人士加入參與，可說是給社區活力帶來了一線曙

光。九十二年度在桃園市舉辦的「社造博覽會」也提供了桃園市民一個對社區營造有更深入

瞭解的機會。而目前縣府所辦理的桃園社區大學中，在桃園教學中心的課程中開設了多項推

動社區營造人才培育的相關課程。 

以上相關的計畫在過去的實施成果提供了我們在建構這個地方文史館的經營與管理方向

時有個良好的基礎，曾經參與這些活動的社區民眾將可是未來本館工作推動時的有力支柱。 

   本計畫所在地點為桃園市，在往年未曾獲得任何補助進行有關之地方文化館的推動計畫。

做為桃園縣縣政府所在地的桃園市，其歷史文化與社區營造的需求十分強烈，因此一個以推

動地方文史為主要目標的地方文史館的建立是極有必要的。 
2「桃園神社文化館」經營管理的實施策略 

    桃園神社文化館的經營管理策略可以圖1來做說明： 



 

 

 

 

 

 

 

 

 

圖1、桃園神社文化館的經營管理策略 

1. (History Museum)社區文史館策略：以文史館的建築與歷史意義之詮釋做為建立桃園

市的都市人文地標的所在。 

2. (Idea Museum)創意市民館策略：善用本文史館前的空間，定期辦理各種市民的創意

活動，建立新桃園市的市民文化。 

3. (Mobil Museum)行動文化館策略：以無形的行動文化館來串連桃園市內的各個社區團

體並將本文史館的影響力深入桃園市的各個社區。 

4. (Ecology Museum)生態教育館策略：以文史館週圍的虎頭山做為桃園市民最佳的環境

教育園區。 

5.  (Information Museum)網路資訊館策略：讓本文史館成為桃園市的歷史文化與生態

教育的資訊傳播中心，並透過網路教育的方式來增大它的影響力。 

3文化館計畫執行之方法與步驟 

    為了使本計畫能夠週延地考慮到各個細節，在執行上將分成四個階段。 
(1) 構想階段：提出構想，取得社會大眾與相關團體的瞭解，形成共識，並透過

專家會議的形態來納入各種不同的專業之意見。 

(2) 訓練階段：為未來的經營與管理做準備，讓本館真正成為「桃園市民的生態

文史館」，因此特別安排了這個階段，將利用開館之前的這段時間，加強培訓

本館的志工人員，以做為未來實際經營參與的種子教師。 

(3) 規劃階段：透過前二階段的蘊釀，將各種可能的構想與活動規劃納入本館的

經營管理計畫之中。 

(4) 經營階段：在前三個階段之後，根據前三步驟擬定出正式的經營管理計畫，

並實際開始營運。 

History 

Idea 

Mobil 

Ecology 

Information 

(HiMei經營策略) 
Hi   認識文史 
     創意市民 
Mei  美麗社區 
     媚力環境 
     媒體教學 



    本計畫將依以上的方法分期來實施。 
4文化館的管理組織圖說 

本館的組織包括三個部份，即經營管理組、專家顧問組、以及行政諮詢組。而由財團法

人新桃源城鄉發展文教基金會主持整個計畫。 

本計畫的計畫主持將由新桃花源城鄉發展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游雪美擔任，計畫主持人統

合三個專案小組，以提供本館最佳的服務水準，並解決在經營管理時所遇到的各項事件。三

個專案分工小組中，專家顧問組目的在整合國內各個學術團體與文史專家的意見，並提供最

好的構想來實際進行；經營管理組目的是要將專家顧問組的意見轉成實際的經營行動，並且

負責未來本館的一切活動計劃。而行政諮詢組主要在做為本文化館的行政諮詢，並隨時給予

本館在行政管理上的意見。 

本館的管理組織體系如圖2所示。 

 

 

 

 

 

 

 

 

 

 

 

 
 

圖2.桃園神社文化館的組織管理圖 

六、文化館鼓勵民眾參與之計畫 

1桃園市神社文化館未來鼓勵民眾參與之行動策略 

    桃園市神社文化館經營能否成功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夠得到大多數市民的認同與支
持，因此未來必須有良好的行動策略來鼓勵民眾參與。這包括以下各項： 

2社區營造團體的整合 

包括以下的各個相關社區團體，如表2所示。 

 

 

 

 

專家顧問組 

經營管理組

行政諮詢組 
計畫主持 ： 

財團法人新桃花源城

鄉發展文教基金會 

委辦單位：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表2.桃園生態文史館可能參與的社造團體 

項次 名稱 性質 如何與本館進行活動之說明 

1 桃園縣社區大學協會 社區營造團體 桃園縣社區大學協會一直在進行縣內有關的社區教育課程的

參與及活動設計，本化館成立之後，將借重本協會的多位講師

群以提供志工訓練與解說員訓練之課程。 

2 桃籽園文化協會 社區營造團體 桃籽園文化協會現在承辦縣府多項社區營造的活動，其中的眷

村文化館是一大特色，本館的主題中有現代文史以及忠烈祠入

祀先烈的史蹟，與此一部份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故本館將在這

個部份與本協會進行合作。 

3 桃園縣環境保護協會 環境教育團體 桃園縣環境保護協會是登記在社會局的社團法人，除了關心本

縣的環保事務之外，也一直接受縣政府環保局委辦進行各種環

境教育的計畫，本館可以在生態教育部份與本會進一步合作。

4 桃園縣野鳥協會 環境教育團體 虎頭山的生態資源極為豐富，桃園縣野鳥協會在過去有許多的

專業課程可以協助本館進行相關的教育活動。 

5 桃園縣生態保育協會 環境保護團體 桃園縣生態保育協會曾經以虎頭山生態為主題開設相關的課

程，未來本館仍將借助於本團體來協助相關的教學活動。 

6 荒野保護協會桃園分

會 

環境教育團體 莣野保護協會桃園分會是關心桃園生態教育的民間團體，本館

的活動也將會適當地引入這個團體的人力資源。 

7 桃園縣社區大學志工

團體 

社區營造團體 桃園縣社區大學的校本部桃園教學中心位在桃園國中之內，經

過三年來的經營，現在已經有相當的人數的志工團體，本館將

會在經營之後與本校的志工團體密切聯係共同推動相關的課

程。 

8 台灣人文鄉土協會 社區營造團體 台灣人文鄉土協會是登記在文建會的社團人，會址在桃園市，

以關懷桃園地方的人文鄉土活動會創會宗旨，本館可以在地方

文史活動中與本協會相互配合。 

9 其他相關團體(如扶輪

社、青商會等) 

社區團體 桃園市的社區團體在各界的活動力極強，也在文史活動方面給

予許多的協助，本文史館將會與這些團體做活動上的相互配

合。 

10 桃園縣文化局社桃園

市區培力點 

社區營造團體 社區培力點是縣文化局所推動的社區團體，經過一年來的經

營，已看相當成效，未來本活動將與這些鄰近的培力點相互支

援，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以上的各個團體平時即有許多的活動，但是透過本館的整合，可以加速這個社區營

造的過程的加速催化與成形。 

 

 



3附近機關學校的整合 

包括桃園市附近的各個相關機構與學校，如表3所示。 

表3附近機關學校的整合 

項次 名稱 性質 如何與本館之活動互相配合之說明 

1 桃園國小、東門國小、大

有國小等 

本縣各國小 

小學 桃園國小是桃園市最早的學校，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且校

內有美術班，對於推動本館的藝文發展極有助益，且本校

位於舊神社參道的起點，有地緣的優勢，東門國小校內有

生態博物館的建置，可以配合本館進行活動，大有國小則

有地緣上的鄰近優勢。 

本縣各國小均是本館的主要客戶，做為經常性活動教育的

主要對象。 

2 青溪國中、桃園國中、 

本縣的各個國中 

中學 青溪國中、桃園國中是與本館較鄰近的國中，可以做為本

館未來活動配合的對象。而本縣各國中均是本館的主要客

戶，做為經常性活動教育的主要對象。 

3 桃園高中、桃園農校、振

聲中學及本縣內的各個高

中 

高中 本三所高中是與本館較鄰近的學校，可以做活動的配合，

而而本縣各高中均是本館的主要客戶，做為經常性活動教

育的主要對象。 

4 銘傳大學、警察大學 大學 此二大學是與本館最接近的學校，利用學校內的資源並且

與校內的社團共同來進行活動。 

5 桃園社區大學、長青學

苑、松柏大學 

終身學習團體 終身學習團體的社會活動參與率極高，本館將會與這些團

體相互配合舉辦各種文化的活動。 

6 桃園傢俱博物館、自然史

博物館、生態博物館、巨

蛋體育館、桃園縣婦女館 

公部門展演館 以上皆是位在桃園市區內的博物館群，可以配合本館的活

動相互搭配。 

7 景福宮、十五街庄福德

宮、文昌廟 

寺廟 這是以桃園市文化發展為主軸所留下的史蹟，可以做為本

館活動的主要解說對象。 

8 德來修女會、聖母聖心

堂、溢恩堂、拿撒勒人會、

長老教會 

教堂教會 以上的教會團體都在本館一公里範圍之內，未來將可以成

為本館活動的重要參與成員。 

機關學校是本館學習活動的一個主要支持力量，它可以提供被教育的學生與參與教育過

程的老師，因此本館在推動之初將會與這些團體保持密切的連繫。 

 

 

 



3流動的市民與商圏的整合 

桃園市位於縣內的幾個大工業區的樞紐地段，在都市性格上，是一個以商業及居住生活

消費為主的城市，因此在本館的經營上也必須考慮到這些未來可能的「顧客」對於本館的看

法。商業社會求新求變的特色也正提供了本館做為一個「創意市民館」的有力條件。 

4自發性團體與地方文化的整合 

由於桃園本館所在地及其附近是桃園市民最常去的休閒活動場所，自發性的團體例如早

覺會、晨操社、韻律舞等，形成一個極具活力的社區活動來源。而虎頭山上的三聖宮更是極

具歷史淵源的地方信仰中心，善用這個地理與文化活動上的優勢，可以整合出一個具有地方

特色的文化活動出來。例如：可以把每天早上參加晨操或早覺會的活動衍化昇華為具有觀光

與人文特色的「桃子園朝聖禮」之活動，將本館旁大檜溪在中元放水燈的活動結會桃園縣的

埤塘地理特徵轉化成為「雙檜溪水文化節」等，都是具體可行的文化行銷策略。 

七、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一個閒置多年未被利用的三級古蹟的利用與再活化為對象，探討它的經營管理

問題，從研究的結果來看，這個方向與努力是正確而值得嘗試的。 

    桃園神社是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三級古蹟，也是目前國內僅存的一個仿唐式建築。唯現

在除了做為忠烈祠祭拜之外，它的利用率極低，因此規劃者從它的建築形式、文史資源、與

空間資源中為它找尋它在未來的經營與管理的最佳策略。 

桃園市神社文化館具有以下獨特的特色與創意，未來在經營上將朝以下的特色來發展：

1.詮釋台灣建築風格與殖民歷史的地方文化館、2.北台灣台地地形與低海拔山坡地生態教育

館、3.創造台灣市民文化與社區風格的創意資訊館。 

本研究中也為桃園神社文化館規劃了以下的不同策略，包括 1. (History Museum)社區

文史館策略： 2. (Idea Museum)創意市民館策略：3. (Mobil Museum)行動文化館策略：4. 

(Ecology Museum)生態教育館策略：以及5.  (Information Museum)網路資訊館策略等，希

望能夠透過這個主軸與行動策略使本館的經營與管理更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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