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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序 ◥

局長序

　　「剝皮寮歷史街區」係本市重要之本土教學資源和文化資產，其擁有

獨特之歷史文化和建築特色，使其作為推展本土教育之園地，而在民國

九十八年八月全區開放後，像是章太炎旅臺居所、永興亭船頭行、碾米

店、呂阿昌醫師宅、具日式風味的日祥旅社、歷經三代經營之裝訂廠－太

陽製本所、傳統的茶桌仔店等等，吸引絡繹不絕造訪的人潮，穿梭在這條

已有200年歷史的剝皮寮老街。

　　剝皮寮之美，在地的人文風情、產業文化及各項展演藝文活動，都讓

大家細細體會到老街獨特的歲月痕跡，而發掘老街中豐富的文化寶藏，進

而產生珍惜及愛護鄉土之情，更是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成立以來一直努力

的目標。

　　為鮮活標示剝皮寮歷史街區在本市萬華區佔有的歷史地位，鄉土教育

中心舉辦「剝皮寮的童畫」剝皮寮歷史街區寫生比賽，分為國小中高年級

組及國中組，參賽的作品非常踴躍，作品水準也相當高。從其作品中，透

過國小組孩子們的童心及敏銳的觀察力，讓典雅的剝皮寮增添了童趣及純

真，而國中組的作品可窺視剝皮寮各種樣貌，其描繪古樸的紅磚、走廊、

景觀遠近空間之美，讓人感受到時光光影的變化，產生無限的懷舊氛圍，

藉由這一幅幅美妙的作品，為剝皮寮留下珍貴的記憶繪本，也培養珍惜文

化資產的情懷。

　　非常恭喜本次「剝皮寮的童畫」剝皮寮歷史街區寫生比賽獲獎之學

生，同時也感謝五常國小翁世盟校長、玉成國小藍惠美校長及溪山國小張

秀潔校長等人公正、公平的評選及竭盡心力辦理此次比賽的老松國小與臺

北市鄉土教育中心的所有同仁，透過大家的努力，共同攜手提昇更優質及

精緻化的本土教育文化，特此衷心表示敬意和謝枕。

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局長  謹識

民國9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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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序 ◥

校長序

　　街道是文化演繹的起源，街頭高掛的招牌或是巷尾擺攤的小吃，人來

人往的足跡中留存有歷史繁華的印記，更有歲月不可抹滅的風華；早期的

艋舺或是現今的萬華，對剝皮寮街區的磚瓦建築與民俗文化，不僅印象深

刻如數家珍，更透過文化保存而鮮活起來。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為能鼓勵

孩童發現剝皮寮之美，進而關懷鄉土文化美學，特地舉辦以剝皮寮歷史街

區之自然、人文、建築、活動等各種風情樣貌為題的寫生比賽作品徵選，

希冀在文化保存的土地上，播下文化傳承的種子，使其開花結果，更見其

光大燦爛！

　　本次剝皮寮歷史街區寫生比賽，參賽踴躍，國小作品計有200件、國

中71件，不管量或質均有明顯提升，各項作品講究細膩的筆觸與用色，不

僅彰顯孩子們獨特的觀察與對文化的體認，更由孩子呈現的圖像文字詮釋

剝皮寮街區的歷史脈絡與文化美感，確實令人欣慰與讚賞！

　　活動的意義不在以量取勝，而是藉由文化體驗與活動觀察，展現文化

的質感與美感鑑賞力！藉此，感謝所有參加的國中小同學對剝皮寮街區

寫生的熱情參與，更感謝臺北市玉成國小藍惠美校長、五常國小翁世盟校

長、溪山國小張秀潔校長撥冗擔任辛苦的評審工作，尤其鄉土教育中心辛

苦籌畫與執行更扮演幕後的推手，誠所謂「今天的一小步，是明天的一大

步」，希冀透過今天對剝皮寮歷史街區文化的體驗與鑑賞，能為今後文化

的傳承注入源源不絕的活水，更期盼所有熱愛文化的仕紳民眾與學子們，

一起攜手為文化保存與創新作夥打拼、共同努力，讓剝皮寮街區不僅是臺

北市民的文化象徵，同時也是臺灣向前邁進的活力源頭！

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民小學 校長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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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序 ◥

主任序

　　鄉土藝術教育的推廣以社區環境及生活為內容，是最能貼近學童生

活，也是最具體而易於學習的領域，尤其對於養成學生肯定自我、認同鄉

土、學習愛自己的文化與尊重別人的文化、並且發展多元文化觀與世界

觀、國際胸襟和視野，鄉土藝術教育扮演著甚為重要而積極的角色。

　　位在臺北市萬華的剝皮寮歷史街區，為現今臺北市碩果僅存保有清代

街型的老街，在清代是艋舺與其他街庄的聯絡要道，更是其他街庄進入

艋舺重要市街的必經通道。剝皮寮歷史街區於98年8月全區開放參觀，開

放以來參觀人數與日俱增，其懷舊的建築氛圍往往令參觀民眾發思古之幽

情，同時也是學生校外教學體驗本土文化的重要場域。

　　為了增進學生對本土文化的了解，觀察並體驗傳統建築特色，和培養

學生的自主性、創造力、觀察力及美的情操，激發學生熱愛鄉土的情懷。

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特舉辦「剝皮寮的童畫」剝皮寮歷史街區寫生比賽，

以鼓勵學童關懷本土文化美學，期藉繪畫時的細微觀察，深化本土文化的

記憶，提升對本土文化美感的鑑賞力，進而為臺北市珍貴文化資產--「剝

皮寮」，留存不可抹滅的圖像與文字記憶。

　　本次參賽作品眾多，從一幅幅畫作當中，我們看到了學童純真、豐富

的無限空間，顯現出畫作生命裡的創造力和想像力，而透過活動的舉辦

讓孩子們對鄉土情懷自然融入日常生活，並在潛移中將藝術的美感體驗運

用在生活環境藝術的營造，這也正是中心的最大期望。最後，感謝參與的

評審老師和中心同仁、志工朋友，對於您們的辛勞，在這裡致上深深的謝

意。

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 主任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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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評語

　　此次剝皮寮寫生的徵件作品，主題豐富多元，構思多具創意而表現完

整，是相當成功的徵件比賽。在二百多件的參賽作品中，孩子們多元豐

富的主題和創意十足的表現，都讓評審老師們大為激賞，要從其中忍痛割

愛，更是讓老師們傷透腦筋、考慮再三，在反覆斟酌討論之後，才能選出

得獎作品。

　　今年剝皮寮寫生的作品，從剝皮寮的街景活動、建築美感、紋飾圖

案、商店特色等方面，作為表現主題；運用水彩、蠟筆等多元的媒材，充

分表現出剝皮寮多元多樣的人事、景物與活動，相當令人激賞。孩子們以

細膩的描繪、大膽的創意，表達出豐富意涵與美感特色。剝皮寮有熱鬧的

市集活動情景，有參觀者在景物中的駐足欣賞與沉思，有夕陽黃昏下的街

景，每張畫都是一張生動的剝皮寮。

　　透過藝術活動去認識文化、歷史與生活，是一道豐富的途徑，帶孩子

透過藝術的視野去認識世界，是美感與創意的涵養歷程。臺北市鄉土教育

中心透過寫生作品的徵件，引領學子親近、認識、欣賞週遭剝皮寮環境中

的歷史與文化，品味其中的美感與生活，值得喝采。

臺北市中山區五常國小校長

評審評語

一、�此次參賽作品，國小組十分踴躍，在質和量方面，都表現不錯，作品
完整性極高且頗富童趣，十分令人欣喜；國中組作品雖然不多，但作
品都頗具水準，甚至有些作品，在意境的表達及水彩技法上的掌握，
已有高中以上程度，頗為令人驚艷。

二、�參賽的作品都相當精美，我們盡量放寬錄取名額，但有些精采的作
品，未能入選，頗有遺珠之憾。優選以上作品無論在構圖、色彩、媒
材、技法等方面，水準都在伯仲之間，前三名更是難分軒輊，最後以
在主題內容上，能充分描寫剝皮寮歷史街區的建築特色及表現濃厚的
鄉土人文氣息、情感和趣味的作品勝出。�

三、�剝皮寮為臺北市少數僅存的歷史街區，面貌上雖與其他地方老街相
似，但其建築物外觀、街道招牌與屋內的陳設，甚至辦理的活動，都
有其獨特微妙之處，小畫家們要仔細觀察描繪，才能充分掌握其主題
重點。有部分作品，雖然畫得很好，但未能掌握剝皮寮的特色精髓，
甚至畫的是別老街建築與商店面貌，十分可惜。

四、�建議小畫家們參賽前，親自到剝皮寮鄉土教育中心及附近街區參觀瀏
覽拍照，深刻地瞭解、感受這個歷史街區獨特的建築和人文風情面
貌，仔細地觀察取景，最好能現場寫生或速寫，在畫面上構思佈局感
動你的人、事、物、氣氛、情感，相信畫出來的作品一定會更生動精
彩、更有生命力。

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小校長

◣ 評審評語 ◥ ◣ 評審評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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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評語

　　本年度國中小學生參加99年度鄉土教育中心寫生比賽徵件情形相當踴

躍，就量而言較以往多，就質而論也有明顯提升，顯示大家對鄉土教育中

心及剝皮寮老街的教育推廣成效肯定，也對剝皮寮老街采風感到有興趣，

十分可喜！

　　兩類的前三名作品都有很傑出的表現，國中學生有以剝皮寮老街為寫

生主題的，也有聚焦在一面特色牆面描繪的，技巧純熟用色大膽；國小組

則以活潑生動的筆觸和童趣表現出濃厚古味，校外教學的樂趣和探索學習

盡在鄉土教育中心，一則恭喜得獎學生，另一則也賀喜鄉土教育中心之教

育成效已深入學生心中。

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小校長

◣ 評審評語 ◥

　　剝皮寮歷史街區於98年8月全區開放參觀，開放以

來參觀人數日與俱增，其古色古香的建築物令參觀民

眾發思古之幽情，因此特舉辦寫生比賽作品徵選的

宣傳，鼓勵學童以剝皮寮之自然、人文、建築、活

動等各種風情樣貌為題，對剝皮寮歷史街區進行自

身體驗及細微觀察，刻畫出剝皮寮歷史街區多元之

美，並為剝皮寮歷史街區

留下珍貴的圖像及文字。

　　本寫生比賽分為國小中

高年級組及國中組，活動期間有學

校老師將校外教學安排至剝皮寮同時讓小朋友寫

生，也有家長利用假日帶小朋友親子一同前來作畫，收

件期間為民國99年3月至10月，共計收到國小中高年級組

270件、國中組71件。

　　11月10日進行評選作業，邀請藝術與人文輔導團的

五常國小翁世盟校長、玉成國小藍惠美校長及溪山國小張

秀潔校長擔任評審，選出得獎作品有國小中高年級組33件；國

中組30件。

◣ 活動歷程 ◥

活動

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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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剝皮寮位於康定路、廣州街及昆明街交接口，清代時期福州商船運入

杉木於艋舺地區，在此加工處理剝去樹皮而得名，另有一說是剝皮寮有一

泮牛池為殺牲製革所在，所以有「剝獸皮」的說法；或日治時期「北皮

寮」地名的閩南語發音沿用至今。

　　剝皮寮早期為艋舺地區商業交易熱絡街道，也是目前臺北市碩果僅存

的清代街道古蹟之一，跨越了清朝、日治及民國三個時期，日治時期該區

劃為老松國小用地，同時因老街狹窄，市區改正後老街南側新闢了

廣州街，新街面上就形成現在一整排當時流行的巴洛克風

格建築，由於立面建造時間的不同或是經過改建，

不同的建料材質以及裝飾花樣，讓每間房子

都有著獨特的外表，而原本的老街成

為新街的後巷，因此保留了

 剝皮寮歷史街區介紹

清代傳統店屋，其中可清楚看到供遮風避雨

的「亭仔腳」為一大特色。�

　　從前剝皮寮裡住戶密集，為了滿足人們

生活需求，因此發展出各行各業的店家，像

是宋協興米店、秀英茶室、長壽號茶桌仔

店、永興亭、鳳翔浴室、太陽製本所、蜘蛛

麵店、威靈壇、�土炭市、日祥旅社等傳統

產業，曾經一時百業興隆，見證了剝皮寮的

發展，也在剝皮寮留下生活的點滴故事。

　　剝皮寮其蘊含獨特的歷史文化及建築特

色，成為最佳的本土文化之教學場所，因此

民國95年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剝皮寮東側

成立「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以發揮「歷

史老街紮根教育園地，教育活動活化歷史老

街」的理念。除有各種生動活潑的主題展示

外，亦積極研發各種本土教材和舉辦多元化

的教育活動，以協助本市本土教育的推展；

另民國98年8月剝皮寮西側完工，委由本市

文化局協助辦理各項藝文展演活動，99年2

月剝皮寮也因國片「艋舺」電影熱賣而再次

聲名大噪，探詢電影拍片場景所慕名而來的

遊客絡繹不絕，滄桑的街道風情，舊式的紅

磚街屋，斑駁的寧靜角落，共同散發出一股

震懾的吸引力，向過往的遊客一遍遍地訴說

著它的歷史與青春。

◣ 剝皮寮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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