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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  要要  
 
    台灣的老街形成最初可追述到明末清初，中國沿海閩奧居民因不堪

天災人禍之擾，接踵移民渡海來臺。當時移民來臺的先人藉由聚居的力

量，對抗土著番民與盜匪的威脅以確保自身安全，因此當時建築形式多

以聚落的形式出現。 伴隨著港口、運河、鐵路等因素而發展出來的市集，

卻也隨著河道淤塞、鐵路遷建、產業消失等因素而逐漸沒落。後因開發

遲緩，使得傳統老街的面貌足以保存下來。 

 

  現今傳統老街在台灣不再只是歷史足跡及文物的證明，更是國人於

週休二日休閒旅遊的常見地點之一，而在這些傳統文物及生活中不可缺

的休閒要素下，還有那些可改善之處就是本專題研究研究的重點。 

 

  本專題主要探討北埔老街與大溪老街，藉由個案研究，了解其發展

沿革與文化旅遊資源，並藉由資料蒐集與在地觀察，進一步探討北埔及

大溪兩個老街地區提出深度文化旅遊與新興行業發展之可行性。 

 

 

關鍵字：個案研究、北埔老街、大溪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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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壹壹章章  緒緒論論  
    

  本章針對專題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流程等，茲將各節分別說明如下： 

 

第第一一節節  研研究究背背景景與與動動機機  

  在台灣許多地方的市鎮，都能看見屬於老街的身影，這些擁有豐富文

化與歷史意義價值的傳統老街，不只是一個名詞而已，它意味著台灣地

方城鎮曾經的興起與衰敗，也伴隨著歷史過去的走向，使其現在得以保

存並成為台灣的休閒觀光景點特色之一，而隨著日漸商業化的傳統老

街，已漸漸迷失它最初所要給予的特色及其定位的意義。 

  為避免台灣傳統老街，更加走向商業化及過度雷同失其各地方傳統

老街之特色，我們應該極力去避免，並想出改善策略方針，以落實台灣

傳統文化之維持，否則這些對於台灣的傳統、古蹟之維護都是大大的不

利的。 

  而本專題之研究，將會探討傳統老街之現有問題點，並進一步分析

與調查傳統老街需改善之方向，並探討其成為新興旅遊景點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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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節節 研研究究目目的的  

 

  本專題主要目的為探討北埔老街與大溪老街的價值與特性，並瞭解

老街與遊客的關係性及提供深度文化旅遊推廣之可行性，根據前述的研

究動機，歸納出本專題之主要目的，分述如下： 

 

 

本專題主要的研究目的： 

1. 探討北埔老街與大溪老街的價值及特性。 

2. 探討北埔老街與大溪老街對遊客之吸引力。 

3. 利用 SWOT 分析，探討北埔老街與大溪老街現有的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威脅（Threat）及瞭解並提出

對於老街深度文化旅遊之可行性及其建議。 

4. 綜整各項分析，提出北埔老街及大溪老街成為深度文化旅遊、新興觀

光旅遊產業發展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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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節節  研研究究範範圍圍與與研研究究對對象象  

   

  本章分別針對本專題北埔老街及大溪老街之研究地點、研究對象、

研究時間等，來探討北埔老街及大溪老街當前研究所面臨的問題，茲將

分別說明如下： 

 

1. 研究地點：本研究之研究地點為北埔老街，由新竹縣北埔鄉北埔街到中正街之環

狀區域為研究地點，如圖 1-3-1 之粗紅線圍成區域所示。及大溪老街，由大溪老街的

和平路到中山路銜接中央路三條路上，之環狀區域為研究地點，如圖 1-3-2 之區域所

示。 

2. 研究對象：在研究地點從事觀光消費的遊客以及附近商家 

3. 研究時間：調查期間於 2012 年 2 月-2012 年 11 月進行調查、研究、修改編制等。 

         

圖

1-3

-1 

研

究

調

查

之

北

埔

老

街

範圍圖     【【資料來源：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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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 研究調查之大溪老街範圍  【【資料來源：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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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四四節節  研研究究方方法法與與流流程程  

    本專題研究以北埔老街與大溪老街為研究範圍，主要對象為北埔老

街與大溪老街的消費遊客及部分商家，然後再以北埔老街與大溪老街的

現況去調查，藉以探討如何使老街更加精緻化以及兩大老街之間的個別

差異性，並作為國內深度文化旅遊、新興旅遊景點產業的可行性。 

 

 

本專題主要研究方法： 

1. 文獻探討：本專題研究會先透過蒐集與老街有關的相關的文獻資料，

如報章雜誌、期刊、專書、論文、計劃書等書面資料，對北埔老街與大

溪老街做一個概況瞭解，再進一步做研究與探討。 

2. 深入調查：本專題同學前往北埔老街與大溪老街參訪，並對附近商家

進行觀察，探討老街及自己本身的看法為何。 

3. SWOT 分析：統合之前所蒐集之資料、觀察結果⋯等，以 SWOT 分析方

式，分析北埔老街與大溪老街之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

機會（Opportunity）、威脅（Threat），以此四構面來探討，如何使老街

更加精緻化及深度文化旅遊、新興產業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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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題之研究進行流程，如圖 1-4 所示： 

  

  

  

  

  

  

  

  

  

  

                                                                                             

                                                                                            

圖 1-4 專題研究流程圖 

確確定定研研究究主主題題  

界界定定研研究究動動機機與與目目

的的  

研研究究對對象象與與範範圍圍  

相相關關文文獻獻蒐蒐集集與與文文獻獻探探討討  
 

老老街街基基本本資資料料蒐蒐集集  

確確立立老老街街個個案案研研究究  

個個案案分分析析  

結結論論與與建建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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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貳貳章章  文文獻獻探探討討  
 

  本章依序為老街興起背景分析、現存知名老街介紹、歷年老街相關研

究分析說明為專題之研究，茲將各節分別說明如下： 

 

第第一一節節  老老街街興興起起背背景景分分析析  

  由於各地產業的差異性，使得鬧區隨之興起，又隨著產業的淘汰而

沒落，這些因時因地而興起的街區，伴隨著必要成因及構成要素，而經

過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歸納出以下構成老街之要素： 

 

一、必要成因： 

 

（一） 傳統市集形成 

 

  明末清初，因天災人禍之擾，中國沿海閩奧居民接踵渡海來臺，後

因基於自身安全考量群聚而居，逐漸形成村落。而有人的地方自然就有

交易行為的產生，漸漸各村落為避免來回奔波之苦，而在特定的地點、

特定的時間作為固定交易的場所，這便是後來市集的雛形。 

 

（二） 港口市街肇興 

 

  早年因路運困難，各地區農產品輸出及日用品輸入，皆仰賴港口、

水運；藉由兩岸的貿易與商旅的往來，吸引人口的匯集，碼頭附近也迅

速發展出繁華的街肆，成為交通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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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陸市鎮崛起 

 

  隨著海港河口淤淺的情況日趨嚴重，加上陸路交通的發展逐漸成

熟，海路交通原本的重要性劇減，交通要地逐漸轉移到內陸地區。隨後

日人治台期間，在各地設立糖廠、鋪設縱貫鐵路及森林鐵路等，以便取

得台灣農林礦藏資源，因此也帶動了一些新興市鎮之發展。 

 

（四） 地方造街活動 

 

  伴隨著台灣的商業活動興起，造就不少地方富商巨賈，而這些富商

巨賈，以家族財力或藉由商會名義而建造的市街，也曾帶來一段輝煌的

時光。 

 

二、構成要素： 

    在歷史上隨著時間的波折，地方邁向繁榮的過程中，產業的發展、

生產力的強弱及交通的便利，將會影響當地發展的結構，隨著時間的淘

汰和劇變，讓這些湊齊天時地利人和的街道，產生了構成老街的必要要

素。 

 

（一） 地理環境 

  在開台之初，當時陸上交通尚未開發，因先民都以農漁業為主要生

計，所以即便落腳處離平原或海岸稍遠，首要考量也一定會選擇靠近水

源地的優越地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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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條件 

  當商業活動日漸頻繁後，能夠節省運費的地方絕對是做生意的首選

地點，所以在鐵路通車後，沿線的各站就集結了許多商旅，更是吸引人

潮的保證。 

 

（三） 專門產業 

  市鎮隨著專門性的產業，如煤礦、金礦、茶葉等，進而帶動了大量

的外來人口，並帶動當地經濟發展，但也隨著產業的沒落，經濟和榮景

不再。 

 

（四）地方建設 

  在日治時間，「街區改正計畫」替老街營造出整齊、豐富的面貌，加

上郵局、學校、行政機關等地方建設，有助於奠定其市鎮中心之地位。 

 

三、現存的問題點： 

 

（一） 地方特色及形象建立 

  許多老街存在著同質化效應的問題，這樣不但不利於各地方老街之

發展，同時也在減弱地方的競爭力，而有效提升各地方老街之競爭力，

因以特色及形象方式，劃分出個別的差異性與獨特性。 

 

（二） 老街保存與再利用 

  早期都市面臨更新時，古蹟大多採取拆除重建的方式，但隨著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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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之意識逐漸抬頭，後都改為整建與維修方式進行，這意味著保

護文化資產的同時，仍要順應時代的變遷做現代建設，這使得政府與在

地商家們出現許多分歧的看法，如果規劃良好可能伴隨著新興行業的出

現，反之不但破壞文化資產更造成地方產業的沒落。 

 

（三） 環境衛生 

  老街旁邊一定伴隨著許多商家、攤販的出沒，使之常常會因為飲食、

消費等因素帶來許多垃圾上的問題，這不僅影響整體外觀上的美觀也攸

關衛生上的問題，這些都可能會使國外遊客及衛生習慣嚴謹的人對老街

望之卻步。 

 

（四） 視覺美觀與空間意象 

  隨著商業活動的發展，文化空間也更加的自由化，隨之而來的是雜

亂的現代化招牌、各具特色的店鋪，這些都使得歷史意象逐漸消逝，這

是過度商業化所產生的影響，也讓這老街變得不倫不類。 

 

（五） 生態環境 

  許多地區的老街不止有古蹟可看、美食可品嘗，更有優美的環境可

觀賞，但大量的遊客進出遊玩，也讓那些習慣不好的遊客們造成環境上

的破壞，這些可能造成自然環境上的嚴重失衡及消逝。 

 

（六） 道路擴寬問題 

  道路的整建，可能會把部分古厝拆除，這造成文化資產保存的意義

遭到爭議及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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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文化傳承 

  由於全台灣各地區的老街商家，為生存而開始大量批發進貨，造成

各老街所販賣之東西雷同性過高，且各地老街又並無代表性地方特產來

區隔，使老街文化的傳承變得極其困難。 

 

（八） 停車空間 

  老街帶動了休閒觀光產業，遊客也隨之蜂擁而來，卻也造成停車的

不便及停車位的嚴重不足。 

 

（九） 道路規劃動線 

  遊客常常於周末出外遊玩，還沒到目的地時，就在半途開始大塞車，

結果大半的時間都待在車陣中等待，為避免這種情況各地方政府應該更

致力於推廣、宣導或告知遊客們其他的替代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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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節節  現現存存知知名名老老街街介介紹紹  

  

一、 北部地區知名老街介紹 (參見下表) 

 

【表 2-2-1：北部台灣現存老街分布、景點特色】 

縣縣市市  老老街街名名稱稱  特特色色  最最佳佳景景點點  

  

  

  

台台北北市市  

 

迪化街 

 

紅磚洋樓、仿巴洛克式的高聳山牆、緊密 

細緻紋飾、華美柱頭雕刻，及閩南式建築 

�大藥房 

�顏義成商行 

�林益順商號：店鋪 

 

艋舺老街 

 

治癒當時民間流行疾病的「青草巷」外觀呈

現簡樸的紅磚立面，並加註商號而已 

�新協和藥行 

�艋舺教堂 

�青山宮 

  

  

  

  

  

  

  

  

  

  

  

台台北北縣縣  

 

 

石碇老街 

 

當地的吊腳樓紅磚建築，原因是柱腳與溪谷

呈 45 度角，向外的一面做廚房；向內延伸的

才是住家 

 

�百年古厝 

 

淡水老街 

 

其中最有名的即是西班牙式的紅磚建築，紅

樓。此外在清水街上，可見上磚下石的房屋 

�龍山寺 

�清水巖 

�哥德式風格的淡水禮拜堂 

 

九份老街 

 

多雨的九份，造成當地的民屋屋頂多以柏油

覆上。惟獨礦工醫院是棟日式風格建築 

�豎崎路上的店家 

�昇平戲院 

�台陽礦業博物館 

 

 

 

三峽老街 

 

民權老街南段的巴洛風式樓面，採兩個店面

合做一個立面的長條型街屋，並以「染」字

的染店為最多，因為當時有名的產業便是藍

染 

屋字以紅磚，洗石子為主要材料，內牆則以

土角堆砌而成 

紅磚砌出的拱廊成為獨特的「亭仔腳」 

 

 

�打鐵舖，民權街 46 號的全棟

洗石子建築 

�洽合油行 

�金聯春染坊 

�祖師廟 

 

坪林老街 

 

建築取自北勢溪的石塊，敲打成板狀才用來

建築，為偏向閩南風味的二層樓紅磚建築 

 

�茶葉博物館 

金山老街 紅磚建築及百年木板門面 �米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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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坑老街 

 

閩式的平房建築及巴洛克式立面。另外當地

富甲的閩式三合院在禦敵部份也做了石條及

厚門的表現 

 

 

�順興居 

�德興居；石刻門聯 

�永安居 

鶯歌陶瓷

老街 

 

除了紅磚老建築、巴洛克風外，還鋪設當年

台灣煉瓦株式會社所燒的錫口磚 

 

�汪洋居 

�成發居 

�蛇窯老煙囪 

   

瑞芳後硐

老街 

 

由於為早期礦工所居，因此以低矮的平房為

主，並以鳥居、日本神社、石燈等日式遺址

為主 

 

�後硐車站 

�礦工宿舍 

  

  

  

桃桃園園縣縣  

大溪和平

老街 

 

以華麗繁雜的巴洛克風冠蓋全台，廊柱的騎

樓使用紅磚的成分較少 

 

�達文西瓜藝文館 

�建成商行的山牆 

三坑子百

年老街 

 

閩式紅樓建築 �青錢第 

 

富岡老街 

 

以巴洛克風取勝，其中呂家聲洋樓更有著拜

占庭式半圓形屋頂，及羅馬式短廊柱 

 

 

  

  

新新竹竹縣縣  

 

北埔老街 

為純正的客家莊，巷弄狹窄曲折，有如迷宮，

屋身以圡角築成，並安置搶眼，禦敵意味濃

厚，為三合院形式 

�天水堂 

�金廣福公館 

�姜阿新古宅 

湖口老街  

以優雅大圓栱樓面及紅磚組成，多閩式建築 

�周裕興屋舍 

�當地的洗石子戲院 

  

苗苗栗栗縣縣  

 

莞裡老街 

 

為簡樸的紅磚及洗石子建築，外加閩式三合

老宅 

�楊合發商行 

�蘭草文物館 

�華陶窯 

【資料來源：本專題彙整】 

二、 中部地區知名老街介紹 

 

【表 2-2-2：中部台灣現存老街分布、景點特色】 

縣縣市市  老街名稱 特特色色  最最佳佳景景點點  

台台中中縣縣  梧棲老街 以洗石子立面為主，上面浮雕業主姓名或商

號 

�珍香齋餅店 

  

彰彰化化縣縣  

 

鹿港老街 

由於路面狹窄及加蓋屋頂，鹿港老街曾有「不

見天街」之稱，並因地價昂貴，因此當地店

面都很窄，住家部分便向後延伸，成一長條

狀 

�摸乳巷 

�九曲巷 

�十宜樓 

�沿路古色古香的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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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雲林林縣縣  

 

太平老街 

巴洛克建築、洗石子、閩式紅磚並陳，並有

雕花精秀的窗戶及日光殺菌的大窗戶 

 

西螺老街 出現做工細緻的陽台，及仿教堂式的子彈型

設計，整體走向是簡潔優雅 

 

【資料來源：本專題彙整】 

 

三、 南部地區知名老街介紹 

 

【表 2-2-3：南部台灣現存老街分布、景點特色】 

縣縣市市  老街名稱 特特色色  最最佳佳景景點點  

  

嘉嘉義義縣縣  

奮起湖百

年老街 

 

循街而建的木造房舍 

�德成餅店的公婆餅 

�天美珍的火車拼 

�奮起湖文史工作室 

  

  

  

  

台台南南縣縣  

 

新化鎮老

街 

 

 

仿巴洛克式的立面建築，見證了百年繁華 

 

 

橋南老街 

 

兩旁長長的板屋街和打鐵老店最值得參觀的

地方 

�泉利打鐵舖 

�八角樓 

 

麻豆老街 

 

以規律、協調的洗石子為主 
�電姬戲院 

  

台台南南市市  

 

延平老街 

以青石板鋪成所以又稱「石板街」三百多年

前在這條僅長 7、8 百公尺的街道上，卻住有

4.5 百戶人口，因此得到「台灣第一街」稱號 

 

  

  

高高雄雄縣縣  

通山老街 閩式屋瓦結合日式建築 
�旗後教會 

旗山老街 巴洛克街屋及日本神社 
 

美濃 以客家夥房、煙樓，及洗石子街屋為特色 
�客家三合院 

屏屏東東縣縣  東港沿平

老街 

閩式、仿巴洛克、閩洋混合，及日式街屋雜

揉並處 

�生源醫院 

�便民當鋪 

  【資料來源：本專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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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東部、外島地區知名老街介紹 

 

【表 2-2-4：東部、外島台灣現存老街分布、景點特色】 

縣縣市市  老街名稱 特特色色  最最佳佳景景點點  

  

宜宜蘭蘭縣縣  

頭城老街 洋樓式建築騎樓、紅磚、洗石子立面的昭和

街屋 �以利生診所為代表作 

  

金金門門縣縣  

模範街 洋樓造型的圓拱門及紅磚建築，立面窗眉形

狀富有變化 

�貞節牌坊 

�金合利鋼刀 

明清老街 金門現存唯一形成於明代的街坊，其路面由

石塊與磚頭相砌而成 

 

澎澎湖湖縣縣  中央老街 咕咾石古厝  

【資料來源：本專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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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節節  歷歷年年老老街街相相關關研研究究說說明明分分析析  

 

歷年相關老街研究，請參見下表 2-3； 

表 2-3 老街研究 

研研究究者者  論論文文主主題題  摘摘要要  

 

 

 

 

 

 

 

 

張家綾 

Chia-Ling Chang 

2011 

 

 

 

 

 

 

 

 

老街立面再現 

初探－以新竹 

縣北埔老街為 

例 

1.  以新竹縣北埔老街為例，根據田調，文         

獻、老照片、訪談加以運用分析；透過電腦軟

體繪製方式，探討老街立面再現可能性，且以

「奈良真實性文件」理論基礎，提出老街立面

再現規範，盼具有老街立面再現的參考價值。 

2. 北埔老街的形成與立面現況分析－北埔老

街發展歷程及建築樣式，探討北埔老街建築使

用現況，並記錄立面破壞狀況，且分析破壞因

素。 

3. 從鹿港、三峽與大溪老街看北埔老街重再

的文化價值－以台灣第一個修復的鹿港老街

做基礎，探討修復方式及缺點，同時檢討三峽

及大溪老街修復過程中的問題，並與鹿港三街

進行比較。從老照片中嚴選北埔老街 10 棟建

築立面，分析構成元素，將基本架構繪製成

圖，做為日後再現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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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研究究者者 論論文文主主題題 摘摘要要 

 

 

 

黃彩茹 

Tsai-Ju Huang 

2011 

 

 

 

社區居民對老街

再利用之態度探

討-以金瓜石祈

堂老街為例 

1. 本研究以祈堂老街進行探討，對居住於老

街之居民，以焦點團體討論法進行五場社

區討論會之舉辦，瞭解不同背景之居民對

再利用之態度差異，及採用深入訪談法，

對居民態度做詳細的瞭解，並加入金瓜石

地區黃金博物館對祈堂老街再利用之看

法。 

2. 本研究對當地居民於祈堂老街再利用態

度探討，居民以歸屬感及參與程度的不

同，可分為積極型、參與型、被動型與消

極型四種居民類型，居民身份、年齡、現

居狀況之不同，呈現對再利用態度的差異

性。 

 

研研究究者者 論論文文主主題題 摘摘要要 

 

謝素卿 

Hsieh, Suching 

22001111  

老街旅遊體驗價

值、滿意度與忠

誠度之研究－以

新北市老街為例 

1. 本研究目的為以滿意度為中介變項，探討  

老街旅遊體驗價值、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組

成向度與三個構念間之相關性。 

2. 透過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顯示老街旅

遊體驗價值對忠誠度的直接效用大於以滿

意度為中介變項的間接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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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研究究者者  論論文文主主題題  摘摘要要  

 

許瓊丹 

SYU,CYONG-DAN 

2009 

 

老街文化之再發

展課題研究-以

三峽老街為例 

1. 以老街文化及再發展的部分做研究與分

析。 

2. 本研究對象為三峽老街，其目的是藉由調

查三峽老街以及周邊的生活空間和文化，進

而探討從過去直到現在文化政策對三峽老街

的空間發展和地方文化等所帶來的問題，以

及如何利用傳統空間使之文化空間再現與新

生。 

 

 

研研究究者者  論論文文主主題題  摘摘要要  

 

 

張俊傑 

Chun-Chieh Chang 

2009 

 

 

歷史老街保存策

略之研究-以竹山

鎮林圯埔老街為

例 

1. 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老街現有保存之理

念及方式，及調查林圯埔老街區發展之概

況，最後分析林圯埔老街區保存策略之可行

性。 

2. 本研究採取資料歸納分析法，首先分析歷

史老街相關文獻以及國內、外文化資產保存

理論與規章，接著探討國內歷史街區之保存

方式，並歸納出建築空間、社區營造及都市

更新三種保存方式，以作為林圯埔老街區保

存策略之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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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研究究者者 論論文文主主題題 摘摘要要 

 

 

陳嘉雯 

Jia-Wen, Chen 

2008 

 

遊客旅遊動機與

觀光吸引力對旅

遊目的地選擇決

策影響之研究─

以三峽老街及鶯

歌老街為例 

1. 本研究以觀光吸引力及旅遊動機來探討其

對遊客目的地選擇決策的影響，同時藉由

觀光吸引力及旅遊動機，來了解遊客選擇

到老街的主要因素，以作為將來三峽老街

及鶯歌老街觀光發展規劃與管理之參考。 

2. 本研究資料分析方式採用描述性統計、集

群分析、因素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t 

檢定、觀光吸引力指標、重要表現程度分

析法、羅吉斯迴歸模式進行統計分析。 

 

研研究究者者 論論文文主主題題 摘摘要要 

 

 

張檠翊 

Ching-yi Chang 

2008  

 

 

老街景觀之研

究—以新化老街

為例 

1. 透過對文獻的探討，瞭解新化老街之發展

狀況，透過對新化聚落歷史發展的研究，

歸納出聚落在景觀風貌上的轉變，並分析

街屋建築的形式構成，加以整理出其特色

及特徵。 

2. 本研究以新化老街為研究主體，尋找出老

街的景觀價值，以此作為老街的優勢因

子，並以此項因子，作為老街景觀維護與

再利用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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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研究究者者 論論文文主主題題 摘摘要要 

 

 

林洋廣 

YANG-KUANG LIN 

2008 

 

都市更新老街重

建地區社會經濟

影響評估指標建

立之研究 －以

南投縣中寮永平

老街 921 更新重

建地區為例 

1. 研究針對更新後老街重建地區之社會經濟

影響層面之評估指標予以建立，以作為提

供後續相關單位進行老街更新重建後效益

評估或決策運用工作時使用或參考。 

2. 以研究結果建構了都市更新老街重建地區

社會經濟影響評估指標架構並賦予各評估

指標相對權重值，於各指標層面經專家學

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了地方經濟狀況等層

面指標為影響都市更新老街重建地區社會

經濟之最重要因素。 

 

研研究究者者 論論文文主主題題 摘摘要要 

 

陳瑩育 

Ying-yu Chen 

2007 

 

舞台化真實性理

論應用於老街觀

光意象之研究-

以台南安平老街

為例 

1. 過去研究多在探討觀光意象之發展，而襲

產觀光遊客所重視為是否能在其環境中有

真實性之體驗。 

2. 本研究以台南安平老街為例，從「觀光意

象」與「舞台化真實性理論」觀點出發，

分別驗證安平老街之觀光意象與舞台化真

實性模型之信度與效度，進而探討對不同

舞台化真實性程度與老街觀光意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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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參參章章  老老街街個個案案介介紹紹  

 

  本章依序為北埔老街、大溪老街之個案介紹為專題之研究，茲將各

節分別說明如下： 

第第一一節節  北北埔埔老老街街  

一、北埔老街興起背景 

    現今北埔老街的區設立據點，以「隘設墾隨」的方式，節節向山間

開墾。後來雖然產生多次漢、原衝突，但卻並沒有對漢民節節進墾的情

勢產生關鍵性的衝擊。進駐北埔盆地之後，一方面要迅速建立起此墾隘

總部，設置防禦工事；一方面要勘查地形險要，在有利地點建築隘寮，

配置隘丁，作為防禦之前哨站，使眾隘連線以內地區，墾民可以安心從

事墾拓。 

     金廣福成立之初，雖然是閩粵籍人士各半的資金，為閩粵兩

籍合作開發之墾號，閩籍殷紳人士只是在尋求投資出路，並無意在此山

區建立家業。粵籍墾戶因來台時間較閩人慢一些，西部平原可耕之地已

被閩人墾盡，勢必要往鄰近山地區開拓，以締造安身立命之家園。因此

閩粵籍墾戶首的職權劃分，乃為閩籍在城辦理衙門公事，並掌管金廣福

總戳記；而粵籍墾戶首領姜秀鑾則親自率領隘丁、墾民進行「設隘防蕃」、

開山拓土的艱險事業，所以當金廣福墾區完成之後，放眼所及全是一片

客家與農莊的景象。大隘地區的治安、經濟、社會及實質建設都以金廣

福為最主要的領導中心，北埔則作為竹塹東南地區首要集散市場的角

色。隨著各庄山林資源的開發與農業穩定發展產生交易需求，更促使北

埔市街發展成地域性的政經中心，使得北埔逐漸從農業過度到工商社

會，產生了複雜的社會分工。 

 

二、北埔老街之特色 
 

  清朝時以武力拓墾北埔，北埔是清代道光年間廣東省客家移民開墾的

基地，原名「竹北一堡南興庄」。相較於新竹其他地方，北埔的開發是

最晚的。北埔的建築講求防風聚氣，並藉由竹叢、城門及曲折的巷道，

打造良好的防禦功能。已經有百年歷史的北埔老街是大隘三鄉:北埔、峨

眉和寶山最繁榮熱鬧的地帶。不似傳統的農莊或街鎮，這是一個結合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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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商業及宗教的圍城，具有防禦特色，以慈天宮為中心的老街天水堂、

金廣福公館、姜阿新故宅，有許多值得探詢的地方。 

 

 三級古蹟慈天宮位於北埔聚落的中央，是居民的信仰中心，也是桃竹

苗地區唯一的一級古蹟，新竹縣唯一的國定古蹟。在慈天宮左側小巷當

年為了防禦敵人，刻意在排水巷道中，間隔式地鋪上一兩塊鬆垮的石板，

外人或宵小不察就會踩到發出叮咚聲響，鄉民一聽就知道有外人侵入就

可以立即反應迎敵，稱之為「叮咚橋」。而慈天宮奉祀集合廣東客家人

三大主神合祀，集合了惠州客家人的觀世音菩薩、嘉應州人信奉之三官

大帝與潮州人篤信的三山國王，並從祀諸多配神，顯露出當年開墾北埔

時此地的民族融合情形。 

 

 北埔老街的擂茶店非常多，遊客可以選擇一家坐下來自己 DIY 擂茶，

享受山城緩慢悠閒的時光。沿途許多客家風味小吃更值得您來品嘗，如

客家鹹豬肉、茶焗蛋、芋仔糕等各式糕餅。(表 3-1) 

 

 
【表 3-1：擂茶特色介紹 】 

擂茶 

 

 

擂 

茶 

特 

色 

介 

紹 

 

 

 

 擂茶是客家人招待貴客的一種茶點。 「擂」是

研磨的意思。擂茶具有「保健」、「充饑」、「解渴」

的實際功效，相較於元明之後風雅的文人茶，真

可稱為「客家本色」。擂茶又名「三生湯」、「鹹茶」、

「麵茶」。擂茶以陶製擂缽將花生、芝麻、杏仁、

南瓜子等乾果先磨碎後，加入茶葉（生茶葉較佳，

熟茶葉亦可）再磨碎，再倒入綠茶粉磨均勻，再

分裝於小碗，沖入沸水調勻，再加米香後飲用。 

【資料來源 客家擂茶簡介資料來源：樸鈺典藏客家擂茶網站】 

 

 

 

三、北埔老街之建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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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埔最大古式建築天水堂，創建於清道光 12 年（西元 1832 年）的

姜氏故居天水堂，是北埔聚落內最大的古式建築，採三合院客家民宅設

計，台階有特大台面，號稱全台最優美門樓之一。此地屬私人所有，不

開放民眾參觀。創建於道光 15 年（西元 1835 年）的金廣福公館，是漢

人進入山區武裝開墾的行政中心，如今也是桃竹苗地區唯一的一級古蹟。 

  北埔秀才故居忠恕堂古宅，創建時間於西元 1922 年，為清朝秀才曾

學熙故居，一堂二橫建築、由屋瓦組合而成的創意圍牆及當時水質純淨

豐沛的古井，聲名遠播，方圓五十公尺內，村民皆為飲水而來，今日年

久失修古井已廢棄。姜阿新古宅改良自洋房樣式，屋外石材均是採用最

堅硬的青石，內部裝潢採用老烏心石木，位於金廣福公館和天水堂鄰厝，

是北埔洋樓的代表，目前為金廣福文教基金會所在，前往參觀須事先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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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埔老街一日遊 

  
((一一)) 北北埔埔老老街街觀觀光光行行程程企企劃劃  

  
北埔天水堂-->北埔金廣福公館-->姜阿新老宅第(北埔洋樓) -->北埔慈天宮-->水井

巷。 

 

北埔老街一日遊之簡介 

  

 

 

北北埔埔擂擂茶茶  

  

  擂茶有個特別的名稱，又叫做「三生湯」。相傳三國時代張飛帶兵

打仗，士兵紛紛感染了瘟疫，有位草藥師感念蜀國的政績，奉獻祖傳秘

方，將生薑、生米和生茶研磨成糊狀，飲用後藥到病除，擂茶也慢慢流

傳至今。 

  擂茶是客家人招待貴賓的茶點，在台灣的客家村落相當常見。亞洲

其他國家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有客家移民的地區也可見到。

傳統擂茶的基本工具為陶缽和擂捧，現在改良後的材料包含綠茶、芝麻、

花生、松子仁、葵花子仁、南瓜子仁、茶葉七樣，大家可以將所有材料

磨成泥狀後，再加熱水與米仔一起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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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旅遊資訊王】 

 

北北埔埔天天水水堂堂  

  

  天水堂是北埔最具規模的客家民宅，屋主姜秀鑾為當地開墾首戶，

在北埔有廣大的土地，他依著九芎林故居的模式蓋了天水堂。天水堂為

三合院的「一堂六橫」形式，中間有一堂屋，左右各三條護龍，目前仍

為姜氏後代住處，民眾可參觀美麗的外觀。 

 

 

【圖片來源：http://ihakka.ning.com/profiles/blogs/bei-bu-tian-shui-tang-she-yu-2】 

 

 

北北埔埔金金廣廣福福公公館館  

 

  國家一級古蹟的金廣福公館是漢人在北埔開墾時，佃農繳納佃租的

場地，也是佃農休息與聚會的公共場所。「金廣福」三個字的由來，「金」

是當時最受商人喜歡的字；「廣」是泛指當時來北埔開墾的客家民族；

「福」是代表當時為開墾奉獻許多資金的閩南族群。建築外觀以土磚、

石材為主，是當時武裝移民的指標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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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發現古蹟之北埔金廣福】 

  

姜姜阿阿新新老老宅宅第第((北北埔埔洋洋樓樓))  

 

  與天水堂、金廣福公館相鄰的姜阿新老宅第，外觀為木材蓋成的洋

樓。姜阿新在當地是相當仁慈的茶葉外銷企業家，在日治時代為「竹東

茶葉株式會社董事長」，光復後擔任過台灣臨時省議員、新竹客運董事

長，他成立的「永光股份有限公司」，將台灣的紅茶外銷推廣到日本與

其他各國。他的洋宅，也是當時招待日本、英國客人的聚會場所。 

 

 

【圖片來源：

http://wsming.pixnet.net/album/photo/30936776-%E5%8C%97%E5%9F%94-%E5%A7%9C%E9%98%BF%E6%96%B0%E6%B

4%8B%E6%A8%93-06zm04419】 

 

北北埔埔慈慈天天宮宮  

 

  慈天宮是北埔居民的信仰中心，在清道光 26 年(西元 1864 年)開墾

之初所建，後於咸豐三年(西元 1853 年)遷址，現在看到的慈天宮，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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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十年(西元 1871 年)所擴建的。慈天宮以供奉客家民族信仰的三山國

王、三觀大帝為主，還有開墾移民族信仰的觀世音菩薩及其他諸神。慈

天宮屬三級古蹟，是北埔一日遊相當推薦的景點。 

 

  

        【資料來源：農業易遊網】 
  

水水井井巷巷  

北埔水井巷是行政院文化委員會「區域型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

推動的主要目標，保留北埔聚落的原貌，並以北埔當地素材鵝卵石與石

板美化地面、加強綠化，讓民眾可以在北埔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體驗其

人文之美。 

 

 

【圖片來源：

http://ezgo.coa.gov.tw/view.php?theme=spots&id=J_CHINHUA_20081230093336&c

it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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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節節  大大溪溪老老街街  

一、大溪老街興起背景 

    大溪舊名大姑陷也就是原住民音的 Takahan，即大水之意，後來漢人

覺得”陷”字不好，改成”大姑崁”。 

   

  清同治四年，月眉李騰芳中舉改名為「大科崁」，光緒１２年劉銘

傳於此地設「北區撫墾總局」，才正式命名為「大嵙崁」。民國九年日

治時代，日人見地濱臨大漢溪，把大嵙崁改成「大溪」沿用至今。 

    西元１８８６年，劉銘傳因中法之間緊張的關係，而積極的朝內部

發展，於是在大溪設立了撫墾局、樟腦總局、番市局，使大溪很快就成

為貨品的集散地，再加上物產豐饒，更吸引了洋行、商行設立。西元１

８９１年在新南老街又增設幾十間店屋，使店家的規模又添增了不少。  

    西元１８９５年，中國戰敗而簽訂的馬關條約，使台灣割讓給了日

本，大溪與三峽的民眾因而組成抗日的團體，發起全國的抗日行動，日

軍從北登陸直往南攻，在經大溪時，幾乎把大溪的街區全數破壞，事後

民眾努力的修建，使大溪很快的又恢復了往日的活力。在西元１９１２

年，日本發布了都市計畫進行市區修建，日人在大溪施行市街改正，外

商聚集的和平路、中山路，成為首當其衝的改建目標。中山老街蓋的時

間比和平路晚一兩年，大約在１９２０年，算是日領晚期的建築。 

    如今的大溪位處北橫公路起點及鄰近石門水庫，成為交通轉運站，

近來觀光業的發達，老街的重整，使得舊日歷史的美嫣然再現。 

 

二、大溪老街之特色 

 

  大溪的和平老街是大溪古鎮中最具特色的景觀。來此可見街道兩旁

成排的巴洛克式建築。雕工細緻、造型華麗的牌樓，散發出典雅迷人的

氣質。雖是老街，但卻整理的乾淨又明亮，古色古香中彷彿還嗅得昔日

的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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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老街因大漢溪河港碼頭之故，自清朝以來漸漸繁榮，咸豐年間達

到極盛，傳統的傢俱製作亦於此時期由大陸內地傳入。而其街貌及建築

歷經多次的變革：甲午戰爭後，台灣割讓給日本，日軍登陸台灣時，引

起舊清兵及台民的反抗，大溪亦受到波及，和平老街遭日軍砲擊焚燬，

變成殘垣一片。 

 

 大正六年﹙西元一九一七年﹚，日本政府公佈都市計劃，拓寬及拉長

了原先的街道，並要求居民重建房屋，當時的商家紛紛投入重金改建牌

樓。形成了今日老街的主要風貌。隨著歲月的流逝，老街在現代化衝擊

下漸漸沉寂，建築物紛紛拆除改建，商家亦零落的雜陳其間。直到民國

八十四年起，由當地居民及眾多的民間團體幫助下，發起「老街再造」

的工作，才使老街又恢復了昔日華麗的風貌。 

 

 現今老街上的店家，不但有傳統的木器老店，承襲著古老的技藝。亦

有數十年至百年的打石店、藥舖、豆干、餅鋪等。而新興的咖啡屋、藝

品店等也陸續進駐其間，為老街注入了新的活力。 

 

【表 3-2：豆乾特色介紹 】 

豆乾 

 

 

豆 

乾 

特 

色 

介 

紹 

 

 

 

豆腐是中國人最常吃到的食品，也是許多菜的材

料，除了豆腐之外，也慢慢的發展出了另一種的 

豆製品，也就是豆乾。說到豆乾相信許多人第一個

浮現腦海的大概是「大溪豆乾」。 

實際上製作豆乾的產業在大溪存在已久，早期的大

溪豆乾，並不是目前市面上看到的零食類包裝豆

乾，而是約手掌心大小、厚厚的一塊黑豆乾。目前

大溪豆乾以中正路的大房豆乾、和平路的黃日香豆

乾、中央路的萬里香豆乾為主。 

 

【資料來源:：Com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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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埔老街之建築特色 

 

  大溪老街主要範圍涵蓋和平路、中山路、中央路三條路上的歷史街屋，

早期傳統的商店街並無二致，全是面寬窄縱深長的『街屋』型式，日據

時期(西元 1919 年)，為執行都市計劃，便將和平路、中山路上部份建築

拆除，而商家則以石材精雕歐洲風格的拱門樑柱和繁複華麗的浮雕案，

呈現出以巴洛克風情為主的立面牌樓。大溪老街牌樓立面的裝飾紋樣包

括了：  

 

本土紋樣：以動物紋、植物紋及組合紋樣等，通常寓有諧音及吉祥意味。 

西式紋樣：以摹仿西洋古典建築裝飾的紋樣為主。 

日式紋樣：以仿日式家紋的團形紋樣為主。 

混合紋樣：混合前述各紋樣而創作的圖紋樣式。 

 

 

四、大溪老街一日遊 

  
((二二)) 大大溪溪老老街街觀觀光光行行程程企企劃劃  

  

大溪老街-->大溪中正公園-->大溪藝文之家-->李騰芳古宅-->齋明寺古道-->御成路

古道-->大溪咖啡廣場。 

  

大溪老街一日遊之簡介 

  

大大溪溪老老街街  

  

  大溪老街的旅遊行程動線，主要是以和平老街為中心，大漢溪畔的

美景與庭園咖啡、武德殿、李騰芳古宅等古色古香的古蹟，還有巴洛克

風格的老式建築，加上隱藏在老街及鎮上的小吃美食，讓老街之旅十分

豐富。 

  大溪是桃園最早發展的地方，透過大漢溪小帆船行駛淡水河，與大

陸貿易興盛，也造就了許多商號與商賈。日治大正時代流行巴洛克建築

風格，和平路、中山路等老街，各商號融合巴洛克式繁飾主義和閩南傳

統裝飾圖案，包括希臘山頭、羅馬柱子和中式的魚、蝙蝠等祈求吉慶的

圖案混合，形成一種大溪專有的特色。和平老街因為開發較晚，老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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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狀況也較好，街上特色商店林立，小吃、木器店甚多，假日總是遊

客滿滿十分熱鬧。 

  

  
            【圖片來源：Garmin 提供】 

 

大大溪溪中中正正公公園園 

 

 
 

  位於大溪鎮上，緊臨大漢溪所闢建的大溪中正公園，於西元 1909 年

由日本人開闢，居高臨下之勢，不僅有極佳的視野，蓮花池、涼亭等景

致，加上參天古木及茂盛花草，更吸引許多遊客前來遊憩，是頗具有歷

史風味的老公園。 

  公園下方有步道可以連接知名的大溪橋跨溪遊賞溪景，大溪橋僅供

行人徒步，橋身採用與大溪老街相仿的巴洛克風格，拱門、石雕十分精

緻，每到夜晚燈火美景輝煌璀璨，吸引許多攝影家前來取景。 

 



 

 - 37 - 

大大溪溪藝藝文文之之家家 

 

 
 

  大溪中正公園旁的「大溪藝文之家」，園區包括了原為日治時代的建

築「公會堂」及「蔣公行館」兩大主體，第一代大溪公會堂建於 1921 年

〈大正 10 年〉2 月，作為地方民眾的集會活動中心，後來徵借為蔣公行

館。由於建築物極具歷史特殊價值，因此經文建會與桃園縣政府列為「桃

園縣地方文化館」，目前已規劃成藝文空間。 

  園區內部空間規劃，包括公會堂、藝文館、藝術工坊及庭園區等四

個部份，活動內容有藝文特展、導覽服務、表演活動、演講、座談會、

研習、蔣公紀念室及藝品展售、餐飲服務等。而遊客也可以在視野極佳

的露天咖啡座，遠眺大漢溪景致，感受領導人物的簡樸生活。 

 

李李騰騰芳芳古古宅宅  

 

 
 

  二級古蹟李騰芳古宅，精緻豪華，相當具有代表性。清領中期以後，

臺灣一般在家族地位上昇後，為了光耀門楣，都會擴建住宅。李騰芳古

宅可說是當時擴建家宅中的最佳典範。 

  古宅整體建築細緻、優雅、規模大，可說集傳統之精華於一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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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同時也是桃園縣唯一的二級古蹟。典型紹安客家建築，門廳與正廳的

大木結構，是古宅的木作最精緻的部份，木雕精美。由於李騰芳精擅書

畫，室內擺設有相當多的書畫裝飾。 

 

齋齋明明寺寺古古道道  

 

 
 

  齋明寺古道迄今已有 120 餘年歷史。約在西元 1923 年，齋明寺創始

人李阿甲先生第四代孫江連枝先生（法號普海）聘工人取材自大漢溪石

頭，鑿砌成石材，再鋪成石板步道。這條步道從一百多年前開始即是大

溪信徒的重要朝聖要道。從齋明寺往萃靈塔的路上，沿途林木蒼翠高聳

入天，許多老樹幾乎與古道同歲；從高處俯看，還可望見大漢溪夕陽。 

 

御御成成路路古古道道  

 

 
 

  御成路古道，又名栗子園古道，起點始於大溪鎮員樹林國防大學理

工學院後門，終點則在粟子園大溪加油站，全長約 1 公里。為了紀念當

時東宮太子裕仁訪臺，而得名「御成路」。御成路古道的石板步道富含古

趣，走在茂密的林蔭之間，芬多精令人精神暢快。  



 

 - 39 - 

 

大大溪溪咖咖啡啡廣廣場場  

 

 

  緊臨大漢溪美景的大溪鎮，擁有絕佳的景色，更是一邊啜飲咖啡一

邊欣賞大自然風光的好所在，因此近年有多家頗具特色的咖啡館在此落

腳，值得遊客品味悠閒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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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肆肆章章  老老街街個個案案之之 SSWWOOTT 分分析析  

  本章依序為 SWOT 定義及分析步驟、大溪老街 SWOT 分析、北埔老街 SWOT 分析為

專題之研究，茲將各節分別說明如下： 

  

第第一一節節  SSWWOOTT 定定義義及及考考量量面面向向  

  

一一、、SSWWOOTT 定定義義  

    SWOT 分析法即態勢分析法，20 世紀 80 年代初由美國舊金山大學的管

理學教授韋里克提出，經常被用於企業戰略制定、競爭對手分析等場合。 

  優劣勢分析主要是著眼於企業自身的實力及其與競爭對手的比較，

而機會和威脅分析將注意力放在外部環境的變化及對企業的可能影響

上 。在分析時，應把所有的內部因素（即優劣勢）集中在一起，然後用

外部的力量來對這些因素進行評估。  

（（一一））機機會會與與威威脅脅分分析析（（eennvviirroonnmmeennttaall  ooppppoorrttuunniittiieess  aanndd  

tthhrreeaattss））  

  隨著經濟、社會、科技等諸多方面的迅速發展，特別是世界經濟全球

化、一體化過程的加快，全球信息網路的建立和消費需求的多樣化，企

業所處的環境更為開放和動蕩。這種變化幾乎對所有企業都產生了深刻

的影響。正因為如此，環境分析成為一種日益重要的企業職能。  

  環境發展趨勢分為兩大類：一類表示環境威脅，另一類表示環境機

會。環境威脅指的是環境中一種不利的發展趨勢所形成的挑戰，如果不

採取果斷的戰略行為，這種不利趨勢將導致競爭地位受到削弱。環境機

會就是對公司行為富有吸引力的領域，在這一領域中，該公司將擁有競

爭優勢。  

  對環境的分析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比如一種簡明扼要的方法就是

PEST 分析，另外一種比較常見的方法就是波特的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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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優優勢勢與與劣劣勢勢分分析析（（SSttrreennggtthhss  aanndd  WWeeaakknneesssseess））  

  識別環境中有吸引力的機會是一回事，擁有在機會中成功所必需的競

爭能力是另一回事。每個企業都要定期檢查自己的優勢與劣勢，這可通

過“企業經營管理檢核表”的方式進行。企業或企業外的咨詢機構都可

利用這一格式檢查企業的營銷、財務、製造和組織能力。每一要素都要

按照特強、稍強、中等、稍弱或特弱劃分等級。  

【表 4-1：swot 分析考量面向表】 

SWOT 分析考量面向 

優勢（ Strengths ）  劣勢（ Weaknesses ）  

• 生產（本身強）  

• 銷售（本身強）  

• 人力（本身強）  

• 研發＋技術取得（本身強）  

• 財務＋投資＋租稅（本身強）  

• 法務＋智權（本身強）  

• 商業模式（本身強）  

• 行政管理（本身強）  

• 生產（競爭對手強）  

• 銷售（競爭對手強）  

• 人力（競爭對手強）  

• 研發＋技術取得（競爭對手強）  

• 財務＋投資＋租稅（競爭對手強）  

• 法務＋智權（競爭對手強）  

• 商業模式（競爭對手強）  

• 行政管理（競爭對手強）  

機會（ Opportunities ）  威脅（ Threats ）  

• 社會（有利）  

• 科技（有利）  

• 經濟（有利）  

• 環境（有利）  

• 政治（有利）  

• 法律（有利）  

• 道德（有利）  

• 上游供應商（有利）  

• 下游買家（有利）  

• 社會（不利）  

• 科技（不利）  

• 經濟（不利）  

• 環境（不利）  

• 政治（不利）  

• 法律（不利）  

• 道德（不利）  

• 上游供應商（不利）  

• 下游買家（不利）  



 

 - 42 - 

 【資料來源：Amber】 

第第二二節節  大大溪溪老老街街 SSWWOOTT 分分析析  

  

【表 4-2：大溪老街 SWOT 分析表】 

 

 

 

 

 

 

 

內 

 

部 

 

環 

 

境 

 

 

優 

 

 

 

勢 

  

 

 1.地理位置適中 

 2.與火車站相鄰，聚集以火車站為交通轉運的學生族群 

 3.商圈景觀硬體建置完善，為一舒適消費環境 

 4.腹地廣大，能做為活動，藝人簽唱會等空間場域 

 5.多屬公有地 

  

 

 

 劣 

 

 

 勢 

  

 

 1.商圈內面臨傳統市場與流行服飾共同存在，無整合之平台 

 2.商圈範圍內並未設置垃圾桶，易造成街道髒亂及消費者不便 

 3.商圈消費群多來自當地，較難吸引其他鄉鎮及外縣市遊客前 

  往遊玩及消費 

  

 

 

 

 

外 

 

部 

 

環 

 

境 

 

 

 機 

 

 會 

  

 

 1.週休二日的實施 

 2.學生族群的消費力增加，有助於商圈內相關產業之發展 

 3.桃園縣政府及中壢市公所投入諸多資源有助於商圈發展提 

   升  

 

 威 

 

 脅 

  

 1.同質性商圈眾多易分散消費人潮 

 2.商圈缺乏整體形象來對外行銷 

  

     【資料參考來源：大溪和平老街文化商圈視覺識別系統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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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節節  北北埔埔老老街街 SSWWOOTT 分分析析  

  

【表 4-3：北埔老街 SWOT 分析表】 

 

 

 

 

內 

 

部 

 

環 

 

境 

 

 

優 

 

 

 

勢 

  

 

 1.地理位置適中 

 2.自然景觀特殊且豐富 

 3.古蹟人文多且密集 

 4.業種多，發展潛力大 

 5.地方社區團體積極建設 

 6.公路系統便利 

 

 

 劣 

 

 

 勢 

 

 

 1.缺乏整體性規劃 

 2.古蹟產權及養護有待解決 

 3.公共運輸問題有待加強 

 4.公共設施不足 

 

 

 

 

外 

 

部 

 

環 

 

境 

 

 

 機 

 

 會 

  

 1.本土文化漸受國人重視 

 2.週休二日的實施 

 3.中央政府推動鄉鎮再造 

 4.中央政府重視地方交通建設 

 

 威 

 

 脅 

 1.知名度不高。 

 2.同質性商圈眾多。 

 3.遊客停留時間短 

 4.競爭商圈之商業化程度普遍較高 

               【資料參考來源：北埔形象商圈再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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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伍伍章章  結結論論與與建建議議  

    本章依序為結論、建議為本專題研究之最後探討，茲將各節分別說

明如下：  

第第一一節節  結結論論  

  現今台灣各地區的傳統老街，已失其各自的特色性與差異性，使之

全台灣從南到北的各地老街，所賣的東西都大同小異，進而喪失各具代

表性的文化產物，這個認知對於台灣文物的傳承產生相當大的衝擊性。 

  而商家又唯恐無法繼續經營下去，只好為了生存大量批發進貨，產

生了個地區老街販賣東西的重複性過度雷同，進而越來越沒有各自代表

性的特色，單純看遊客喜歡什麼，就大量批發進什麼產品販賣。 

  這讓現今的遊客於各地逛老街時，純粹只是懷舊之旅及休閒娛樂，

並無真正的歷史懷舊，為此各地方政府應該致力於推廣各地區老街之文

化傳承、產業保護並使其產生各自的差異性與獨特性，方能各自提升當

地之競爭力。 

 

第第二二節節  建建議議  

 

    因現今的老街都變得太過雷同，除了致力於尋求老街各自的市場區

隔化之於，應配合當地老街特色景點、遊憩地點、名產或者推廣老街一

日遊、二日遊等都是相當吸引人的。這樣不但能讓各地的遊客深入觀光

當地，還能創造新的商機，也不至於讓許多遊客因不知道該去哪玩、如

何玩，使之敗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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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在這之中除了在地商家們的努力外，如果在地政府也能夠實行

相關有效的政策行銷並加以推廣到各地，如透過網路、報章雜誌、廣告、

廣播等，那樣就會使老街旅遊促銷更加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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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E9%A0%81%E8%B3%87%E6%96%99/%E6%96%B0%E7%AB%B9/2/2.htm 
 
iHakka 

http://ihakka.ning.com/profiles/blogs/bei-bu-tian-shui-tang-she-yu-2 

痞客邦 wsming 

http://wsming.pixnet.net/album/photo/30936776-%E5%8C%97%E5%9F%94-%E5%A7%9
C%E9%98%BF%E6%96%B0%E6%B4%8B%E6%A8%93-06zm04419 

農業易遊網 

http://ezgo.coa.gov.tw/view.php?theme=spots&id=J_CHINHUA_20081230093336&c
ity=J 

痞客邦 whims 

http://whims.pixnet.net/album/photo/126959835-sep.-25%EF%BD%9C%E6%B0%B4%E
4%BA%95%E5%B7%B7%E3%80%82(%E5%8C%97%E5%9F%94) 
 

ＭBAlib 

http://wiki.mbalib.com/zh-tw/SWOT%E5%88%86%E6%9E%90%E6%A8%A1%E5%9E%8B 

科技產業資訊室 

http://cdnet.stpi.org.tw/techroom/analysis/pat_A025.htm 

Ｄaisy’s 美食地圖 

 

http://hibabino.pixnet.net/blog/category/1090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