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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經營制度於金門國家公園傳統建築再利用之研究
許秉翔1

摘要
金門國家公園是戰地型國家公園，閩南建築聚落是其獨有的特色之一。國家公園管理
處以委外經營的方式由個人經營具有閩式傳統建築風格的民宿與將洋樓作為賣店，使遊客
能體驗金門當地的生活形態與文化習俗。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的方式訪問民宿經營者、國家公園處官員、金門縣政府官員、非營
利組織領導人等政策利害關係人，藉以剖析傳統建築再利用的委外經營。研究結果顯示此
政策使得聚落風貌得到較好的維持，並在傳統建築維護上收到不錯的結果；在修復傳統建
築的過程中，也產生了類似ROT的個案，此顯示了制度創新的潛力；經營期的延長有助於
提高經營者長期經營與投資意願；關於引導民間部門的創新能力方面，田野調查的結果確
認其相當的成功；金門傳統建築再利用的成功逐漸擴大到社區營造，成功地建立了建築物
與人的活動的連結，也為金門的聚落保存與申請世界遺產奠下積極且正面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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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men National Park is well known by its world's best preserved villages of Southern
Fujian architecture and battlefield heritages.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commissioned the
reused traditional houses for Bed & Breakfast or restaurant and outsourcing to individuals.
Therefore, tourists could be experienced traditional village life and cultural norm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adaptive reuse of traditional houses by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B & B operators, National Park Service officials, the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officials, NGO leaders and other policy stakeholders.
Research findings are listed as below: the outsourcing policy enables the con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houses and settlement landscape to be more effective; the renovation case which is
similar with ROT (Refurnish-Operate-Transfer) reveals the potential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extended contract period is helpful to reinforce the investment incentives for the
private sector; the innovation activity of the private sector is confirmed to be pretty
successful by field research. The success of adaptive reuse policy of traditional houses also
expands to the feedback and concern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e outsourcing policy also
provides a sound founda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and the ambitious
goal of application for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Keywords: Traditional Houses, Adaptive Reuse, Kinmen National Park, Outsourcing, Leisure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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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金門由於受戰地政務體制的限制，延緩發展了四十幾年，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開放
觀光、1995年設立國家公園，這個具有國共內戰遺跡而文史古蹟密度極高的小島，是臺灣
首座以維護戰役史蹟、文化資產為主，並兼具保育自然資源的國家公園。
金門的觀光系統以戰地風光、傳統聚落為其島嶼觀光最引人注目的焦點。金門國家公
園管理處(以下簡稱為金管處)在推動傳統聚落風貌營造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推手，以設定
地上權的方式與屋主合作，編列公務預算修繕傳統建築，而後擁有地上權，並議定30年後
將房屋交還原屋主的模式。金門的民宿發展雖然比臺灣本島晚，金門縣政府遲至2003年才
核發第一張民宿牌照，但是金管處將傳統建築再利用為觀光用途(民宿或賣店)，其委外經
營的模式與經驗在國內卻是先行者，故其制度創新應有其可觀之處，此引發了本文初始的
研究動機。況且，由於閩南古厝民宿具有大面積的庭院、天井，並有獨立的廚房，屋外並
有半公共性質的廣場，雕飾、燕脊等元素與空間形式相當有利於塑造獨特的場所體驗，遂
有利於民宿的再利用模式。
榮芳杰與傅朝卿(2008)認為heritage不只有單一文化層面的價值，而是涵蓋了文化經
濟、文化觀光、社區營造、建築技術、文化產業等較廣的範疇，是許多跨文化的整體事物
傳承給未來世代的一種態度(榮芳杰與傅朝卿，2008：170；傅朝卿譯，2002)。同時，傳統
的原樣保存無法保證古蹟永續維護的目標，只有真實的面對問題才能促進古蹟的永續發
展。因而尋求一種再利用的方式，可能是有效維護歷史建築的一種途徑。而新的使用方式
必需考慮區位、聚落類型、鄰近道路等因素，進而考慮地方感(place)的統一與調和。同時，
歷史建築的再利用需要配合當前社會經濟的需求，才得以為建築物本身的文化傳承找到合
適的途徑(Yildirim, 2012)。Wu(2010)則認為傳統建築再利用的文化價值，需要強調公共性，
與更開放的民眾參與程序。另外，從文化資產結合觀光的角度，文化元素與文化資產在遊
客的旅遊決策中日益重要(Silberberg, 1995)，文化觀光同時也變成傳統建築修復再利用的動
力之一(Stubbs, 2009: 60-61)。因此，古蹟或文化資產要從本身並未設計為觀光客使用的原
始形式，轉化成為足以提供觀光客滿意的文化體驗需求(Ho & McKercher, 2007)。傳統建築
作為「民宿」或「賣店」的再利用方式在學界鮮少討論，而金管處的傳統建築的再利用遂
成為一難得的經驗案例。
為了分析金管處所屬的傳統建築古厝民宿的委外經營制度，本研究分別從民宿經營
者、國家公園管理者、金門縣政府官員與非營利組織領導者等不同政策參與者(policy
stakeholders)的角度分析委外經營的整體制度設計問題。研究成果可對於傳統建築的再利用
模式有更深刻的洞察，並作為國家公園傳統建築再利用政策調整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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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一)金門國家公園之委外民宿發展
金門國家公園為我國的第六座國家公園，以「史蹟型國家公園」為定位，有形的觀光
資源包括傳統聚落、軍事設施；無形的觀光資源包括宗教祭典、民俗活動、戰地文化等。
區域內包含豐富的戰役紀念史蹟、自然生態資源2、傳統村落與人文史蹟。金門國家公園管
理處的劃定原則包括：重點保存傳統聚落之建築景觀及古蹟遺址、適度保存自然生態復育
區、區分國家公園與鄰近都市計畫區之發展原則，並劃定古寧頭、太武山、古崗、馬山、
烈嶼等五大區域，面積為3720公頃，約佔金門面積的四分之一(內政部營建署，2003)。
金門縣政府配合臺灣－金門－中國福建(廈漳泉閩江三角洲)之間逐漸成形的區域經
濟，設定金門縣發展目標，並推動「國際觀光休閒島嶼」的願景(內政部營建署，2011)。
但是由於島嶼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島嶼的觀光規劃必須兼顧生態、經濟、社會的永續性。
高度的觀光發展會給土地資源與野生動物棲息地帶來壓力；大量的觀光設施排放的廢棄物
與污水對土地與海洋帶來負面影響；沙灘、珊瑚礁的生態系統劣化；稀有的淡水資源的利
用等等都是島嶼觀光的重要面向(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2004)。
金門國家公園的管轄範圍包括十二處傳統聚落、一千餘棟閩南建築與洋樓。其中至少
有133棟洋樓分佈在51個城鎮及村落裡，另外水頭、珠山、古寧頭、歐厝、瓊林、山后有
佈局完整的聚落型態，此構成了其訴求「閩南文化」與「僑鄉文化」的特點。金門的聚落
型態沿襲自中國南方常見的梳式佈局，綜合通風、擋避東北季風、日照、安全防禦、宗族
血緣、祭祀等因素的考慮，並有「前低後高、坐山觀局」的風水考量(米復國，1995)。例
如增建於晚清的山后聚落，就考慮了風水、輩份、家族事業等原則，並加入了宗祠、學堂
等建築物，而形成了僑資聚落的空間結構(江柏煒，2003)。金門的聚落內仍保有漳泉樣式
的閩南建築，與清末民初外出經商致富的僑民回鄉建築的洋樓3，故聚落風貌有其獨特的景
觀。金管處並從聚落保存、建築修復、示範生態社區、建立街道家具設計規範等政策措施，
藉以逐步塑造聚落景觀。
金管處自1998年起開始推動傳統建築地上權設定，將具有保存價值且居民無力修復者
設定三十年地上權交予國家公園管理處，金管處修復並活化利用，再利用型態有民宿、賣
店或公務機關辦公室，或如水頭村得月樓、金水國小作為展覽館使用等多種型態。根據〈金
門國家公園傳統建築活化利用原則〉中的條文，再利用的方向可以是公共服務、遊客服務、
解說展示、民宿或賣店、為教育公眾或公益使用等五種方式。另外，第二種取得模式為「使
用借貸」，指的是無償交付金管處使用，而在約定期限後返還給屋主(林晏州，2009：75)。

2

3

由於地理位置特殊，屬於熱帶大陸性及海洋轉換瞋氣候，畅為候鳥中繼站，島上至少包括 283 種鳥類，542 種植
物。〨游登良編，2002：76-77)
在金門係指具有南紋殖民風格的建築物，地方上口語稱為“番仔樓”。由於洋樓多獊比傳統떩南民居的居住面積
更大，採用的建築材料、通風採光也使居住瓁質有所珐升（江柏煒，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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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renovation)不同於復原(restoration)，修復的目標是提升建築物原有的材料與支持
系統，而復原只是盡力恢復原狀而已(Luther, 1988:49)。根據2012年金管處古厝民宿的網頁
4

，共計以五億八千萬修復傳統建築七十四棟；鼓勵民眾自行修復傳統建築或新式建築獎勵

補助案件5花費超過一億九千萬，共計270棟。截至2012年8月止的網頁資料，傳統建築活化
再利用情形為展示館8棟、民宿61棟、賣店3棟、社區工作坊1棟。金管處並將傳統建築活
化的政策目標設定為「妥善活化利用本處管有之傳統建築，以活化聚落經濟，並提供遊客
深入體驗傳統聚落生活文化之場所。」(曾偉宏，2009) 換言之，金管處的古厝民宿其實是
希望遊客住進傳統聚落，感受常民文化與當地聚落、閩南建築的風貌，親自探訪其建築佈
局、雕飾、工法，乃至於聚落型態，以符合施國隆(2009)所稱的聚落保存的四個要件:成員、
組織及活動、領域與建物、交流。
根據金管處網頁與其舉辦的會議資料加以歸納，金管處的傳統建築委外經營至少有以
下的五項政策目標:
1. 增加聚落居民就業機會
2. 保存聚落風貌
3. 保存與活化傳統建築
4. 活絡地方產業並帶動社區經濟
5. 提供遊客深入體驗傳統聚落生活文化的場所
(二)委外經營與傳統建築再利用
2000年「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促參法)的公布，以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
資與經營管理成為中央政府進行績效列管的重大政策之後，公有設施委外經營即被我國政
府所鼓勵與大力推動。換言之，政府希望從第一線的服務提供者，轉變為導航員的角色，
引導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與公共服務(行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2000：178-179)。同時並希望
政府官員應像企業主那樣的思考，「大市場、小政府」是王道，政府不必做太多工作，應
當由注重效率與彈性的 企業發揮長處，由企業提供過去政府老是做不好的公共服務
(Osborne & Gaebler, 1993)。
OT(Operate-Transfer)模式而言，指的是政府擁有資產與建築物，交給民間單位經營與
維護。待契約期結束後，民間單位的經營權消滅，資產與建築物交還給政府。在徐慧民與
唐梅芳(2010)的研究中，對於現存建築文化資產再利用的形式侷限於藝文空間、餐廳或展
演空間表達不滿，並認為委外經營公私雙方的目的差異甚大，如何建立雙方具有共享的利
益以及分擔彼此的責任是重要的。郭幸萍與吳綱立(2013)建構了一套綜合性的古蹟再利用
委外經營的決策評估架構，並檢視了主要政策參與者對於決策影響因素的認知差異。例如
在「委外特許權之期限與內容」方面，公部門強調需保留足夠空間作古蹟歷史價值展示之
用，企業則強調投資資金回收速度與時間，財團法人基金會則重視形象及知名度的提升。
顏亮一(2006)對於台北市迪化街區保存的個案研究也指出，此歷史街區的保存經驗並非傳
4
5

http://guesthouse.kmnp.gov.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Itemid=125
其法令依據為「金門國家公園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狵補助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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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上批判理論的保存與發展的二元對立所能解釋，而展現的更多是一個政策討論的公共領
域建立的過程。因此，古蹟保存與經營管理是不同政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折衝的結果。若
從文化觀光的角度視之，其政策執行過程需要政策利害關係人的界定與參與，而且也必須
是一個公平、公開的過程(McKercher & Du Cros, 2002: 180-182)。
根據Yidirim & Turan(2012)對土耳其歷史保存區的傳統民居再利用之經驗案例分析，
因為住宿場所、餐館或賣店的再利用類型對原有建築要做出比較多的改變，會對原有的建
築結構造成比較大的壓力。相對的，教育、展覽或公共利益用途雖然較符合文化價值，但
是不容易獲得復原與維護建築物所需要的經費。
民宿OT委外經營的模式，在我國以2000年馬祖芹壁村(屬於連江縣政府)的民宿公辦民
營之案例較早6。在聚落保存政策的推動下，兩批古厝再利用成為民宿、咖啡館與簡餐餐廳，
並受到觀光客的歡迎。自2005年金門國家公園民宿及其委外經營模式試行以來，探討的文
章並不多。其中一類屬於金管處委託的政策研究技術報告或其內部人員的自行研究報告。
例如江柏煒(2006)在經過試辦期一年之後，針對第一批十四家民宿所完成的評估報告；以
及黃文卿與蘇瑋佳(2007)的金管處自行研究報告，其與前者較為不同的是對民宿經營者執
行較多人次的訪談，對聚落發展有較多的著墨，並得到傳統閩南建築與洋樓的活化再利用
與觀光客的滿意度、重遊意願呈現顯著的統計正相關；林晏州(2009)的台大園藝系團隊所
完成的研究報告，年代離現在最近，其進行當時24棟古厝民宿與6棟洋樓的活化利用與經
濟效益評估，對於傳統建築再利用也有更詳細的說明與討論。
另外一類則為獨立的研究，例如蔡顯恭(2006)對金門瓊林聚落的傳統建築再利用的個
案研究，根據他當時的調查，瓊林聚落的傳統民居有接近四成是閒置無用或廢棄毀壞的狀
態，其中產權共有導致協商困難或產權不明是重要原因。顏湘芬(2008)及吳武忠、王蘭薰
與顏湘芬(2010)對金門民宿的研究成果顯示，遊客選擇委外經營的民宿，閩南建築型態是
其選擇的重要準則，甚至比民宿主人的特質還要優先，同時其滿意度也比當地其他自營民
宿高，此顯示國家公園的傳統建築活化再利用的策略相當受到遊客肯定。

表1

金門縣
金門國家公園

合法
家數
82
56

金門民宿的開設家數與房間數
民宿
房間數
358
277

資料來源：盧淑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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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http://www.matsu.idv.tw/4season/building_vill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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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
家數
0
0

民宿
房間數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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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圖2

古厝民宿的典型立面

修復後的歷史建築作為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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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修復後的洋樓作為賣店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題在於探討金門國家公園傳統建築再利用的委外經營制度，由於係屬於結構
問題的探究，故本研究採用質性取向的個人訪談法，以歸納法整理相關的議題內容。經由
訪談可以使研究者了解受訪者主觀的感受及對事物的態度，大部分的學者將訪談視為一種
對話及社會互動，其目的在於取得正確的資料或瞭解訪談對象之真實世界、態度與感受(王
仕圖、吳慧敏，2005)。而且，因為個人的思想與行為與社會組織的運作與其所處的社會情
境、文化脈絡是分不開的，所以研究者就需要經由實地觀察、訪談瞭解受訪者的日常生活
與社會文化環境，以及社會文化環境對受訪者的思想、行為的影響(陳向明，2002：8-9)。
(一)訪談對象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係以金管處官員、民宿經營者、金門縣政府官員、非營利組織領導
者為主。藉由訪談相關的政策參與者，使我們能更深入分析整個政策制定與執行的始末與
問題的癥結，進而發現傳統建築再利用的委外經營制度下，金管處、經營者之間是如何地
互動，及相關單位、人員對此制度的認知。
本研究選擇的訪談對象如表2所列，政府官員的部分當時均為現任，這些現任官員均
是主管委外經營業務或是長期對委外經營業務有深入的瞭解；民宿經營者係選擇具有指標
性質的經營者，包括一位第一代委外民宿即經營至今的民宿經營者，另一位則是在民宿規
劃與創新方面獨具一格者，第三位則目前同時經營民宿及展覽館，第四位則以高學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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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第五位並經營特色風味餐。其中四位初生在金門，另外一位非金門本地出生；非政府
組織部分則是選擇擔任輔導案的民間團體領導人。在金門彼此人際關係綿密、往來頻繁，
故訪談前均先告知訪談用途使其知情，取得同意後且承諾有關身分以代碼處理；為確實隱
匿受訪身分，對於受訪人員不特別註明其職稱。訪談期間在2009-2011年間陸續進行，時間
延續較久，此有助於增加觀察制度演進的一手經驗，也有助於選擇訪談樣本，趨向飽和抽
樣，同時也能夠對研究議題得以進行較深入的討論與分析。

表2
受訪者
編號

受訪者身份

A

民宿主人

B
C
D
E
F
G
H
I

民宿主人
國家公園政府官員
政府單位相關人員
民宿主人
民宿主人
國家公園政府官員
NGO領導者
民宿主人

受訪者名單
受訪時間

2009(第一次訪談)
2010/10/17(第二次訪談)
2009
2010
2010
2010/12/19
2010/12/18
2011/09/16
2011/09/18
2011/11/18

地點
受訪者所經營民宿
受訪者所經營民宿
金管處辦公室據點
金城鎮馬家麵線販售點
受訪者所經營民宿
受訪者所經營民宿
金管處辦公室
水調歌頭民宿
受訪者所經營民宿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四、議題與分析
金門自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開放觀光以來，金門有許多老房子面臨拆除重建的問
題，或是因為產權問題而閒置、頹圮。隨著金門國家公園的設立，這些構成聚落風貌的傳
統建築重新受到重視，金管處開始積極推動古厝修復、活化及再利用的一連串計畫與行
動，在2005年正式推出第一批委外民宿至今。本研究根據訪談資料，歸納出以下五個面向
的議題逐一討論。
(一)閩南聚落風貌的保存與傳統建築的管理維護
在金管處的政策思維上，傳統建築30年地上權設定的制度設計，其動機是源自於聚落
景觀的保存。金門的古厝因為產權經常是家族共有，部分所有權人因為居住在臺灣本島、
東南亞或是其他國家，已經不住在金門，所以全部的所有權人很難共同協商取得房產處分
的共識。況且從房屋整建費用上，以國家公園管理處整建77棟的修復經費總額，平均每棟
要花費七百五十萬元以上(盧淑妃，2011)，這也使得屋主對於投入整修有所保留。建築物
荒廢無人管理，就會在聚落當中產生環境衛生的死角，況且島嶼氣候的濕度產生的壁癌、
漏水問題，伴隨著木結構衍生的白蟻蛀蝕問題，這些都需要居住在古厝的使用者費心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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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但若放任建築物無人使用或頹圮，假以時日，則聚落保存遂成奢望。因為聚落風貌本
身就是個別建築物的保存與變遷的總和，在視覺上，個別建築物集體創造了聚落景觀的自
明性。
在訪談中D說：「以金城鎮來講，像歐厝、珠山、水頭等聚落，除了番仔樓(洋樓)就是
閩南建築，金門一直是兵荒馬亂嘛，這些沒有做適當的整理會是社區的髒亂點，現在是民
主時代，對自己的產權都能百分百的掌控，很多的屋主不住在金門，就算住在金門他也不
見得有能力做整理，這些建築物已經成為金門很重要的文化資產，這部分公部門不去介
入、國家公園不跳出來，它會成為我們鎮公所的麻煩點，一定變成貓、狗到處，成為環境
衛生問題。…從鎮公所角度，它解決我一個髒亂點，解決髒亂點不打緊，他還創造很多就
業機會，從金城鎮公所我除了感謝還是感謝，不但可以解決問題，還可以把閩南建築文化
做一個很有效的傳承。」
民宿主人B說：「在金門這些聚落裡頭，國家公園起碼它用心要把這些老的房子保留
下來，所以在很多地方，即便如果以我們的標準去看，不盡人意，可是在大方向上，我覺
得是值得感謝，其實我們是從金門這個環境來看，如果我們是一直住在這土地上或聚落，
或許居民真的就會很反對他們限制開發，所以相對的公部門遭受的壓力是大的，那所以我
們在某方面來說也很願意支持他們這樣的政策。」
即使國家公園本身的保育取向與限制土地開發的立場，使得金管處長期受到金門部分
民意的反對，但是古厝民宿委外經營的政策，確實有傳承閩南建築文化、維護聚落風貌與
社區整潔的效果。換言之，觀光確實對歷史地區的保存與發展可以有正面的貢獻(Nasser,
2003)。
閩南古厝這種傳統建築，主要的問題是使用木結構所產生的白蟻問題，以及潮濕的島
嶼氣候所產生的壁癌問題。在2006年檢視第一批委外的十四棟民宿時，漏水、牆壁潮濕、
白漆脫落就已是共通的問題(江柏煒，2006)。當這些建築物被當作營業場所使用時，民宿
主人會積極關心並處理這些問題，此對於建築的維護上有相當大的正面貢獻。
民宿主人A就說：「白蟻跟壁癌，我就是去公文，他會叫處理白蟻的來處理，不然那
個很貴耶﹗打個幾針要六七萬耶！…去公文他會來處理，因為那是結構的問題，那壁癌之
前我都自己處理嘛，重新挖掉重新粉刷，我後來發現我隔壁的37號他有幫它處理了，用了
水泥不再用披土了，披土會潮濕、會掉、會壁癌，那整個重新打掉挖掉用水泥，兩天後乾
了幫它油漆。」
從金管處設定地上權整修這些聚落中的傳統建築，到委外經營後有經營者對建物做管
理維護，此大大提高了傳統建築管理維護的品質，也落實了聚落風貌保存的政策目標。(參
見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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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傢俱應採用金門傳統樣式，承包商於開工後60天
內應提送傢俱型錄、圖樣或照片送審，始可採購。

江 錦 財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四段419之1號9樓
TEL:(02)2777-2838
FAX:(02)2777-1719

圖4

水頭 40 號民宿之外觀與平面配置

資料來源：黃文卿、蘇瑋佳，2007 之附錄五

說明：此棟建物興建於清乾隆年間，為二落大厝加護龍的空間結構，多處天井，在建築南側並有戶外
廣場。整個建物是前後二落的宅院，祖廳置於後落，高度上是後落高於前落，而且是燕尾形式的屋脊。
建築面積246平方公尺，修復完工日期為2003年12月。

(二)有 ROT 模式制度創新的可能性？
金管處自2001年開始在轄區內各聚落中，投入大筆資金整修、修繕古厝，至2005年正
式推出第一批委外經營的民宿，這樣的標案屬於OT的類型，標租人幾乎只要帶著租金及經
營理念即可來競標，「低租金門檻」是OT案的典型特色。
不是所有的OT案都很完美。古厝整修工程施工品質所產生的問題，再加上前手經營者
的使用，使得第二次招標過程中因種種因素流標多次，後來由民宿主人B得標，民宿主人B
決定投入資金再次進行大幅整修，並與金管處溝通後才動工，前後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進行
修繕。開始營運之後得到客人的認同，國家公園官員也讚賞有加。民宿主人B說：「當初
我們已經申請了，從來都沒人這樣做過且無前例，所以國家公園也很傷腦筋，也害怕我們
投了這麼多有沒有保障，也很擔心我們如同大家想的那樣，所以我們就要寫切結書，像修
繕後的廁所磁磚等這類設備歸國家公園，像可移動我們自行投資的床或其他物品我們可以
帶走，雙方都有將內容定的很清楚。…」。
民宿主人B說：「當中有更複雜的問題，包括原本漏水應該他們修，要怎麼結合才能
跟我們的工程一起修，要怎麼負擔，因為該他們修的時候，應該他們付，他們又很害怕跟
我們的綁在一起，所以他們很堅持要自己修，等你自己修我又完蛋，這樣我會叫不動人，
且又會亂修，因為以前的狀況就這樣，所以我就堅持我要投入這麼多。比例原則來看，它
(金管處)應該讓我一起弄，然後我們再來談後面該怎麼整合，光這個問題就卡了一、兩個
月，然後它(金管處)規定我要很多設計圖還有施工圖，我根本不會畫施工圖。…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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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屋況與後續接手經營者的堅持，屋況遂經過大幅度的改造，這樣的狀況已經不同於
OT模式，而是ROT模式。
國家公園的管理者本身還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制度創新，而把它視為個案。並直覺地
認為如果像這樣經營者的意見參與、對設計有想法，進而給大家來競標，不但會需要花很
多腦筋，而且會給政府單位帶來很多行政上的困擾。例如，受訪者G認為在規劃設計階段
無法確認參與者後續的經營能力是個問題。不過，G也認為法人團體認養修繕古厝、洋樓
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金管處可以考慮讓企業或法人團體來作古厝、洋樓的認養、修復與
維護的工作，在使用用途合法的情況下，在設定三十年地上權的背景下進行。雖然〈民宿
管理辦法〉禁止法人經營民宿，但是在賣店的經營上就沒有這層限制。在眾多傳統建築再
利用的經驗案例中，企業介入古蹟經營有品牌經營與行銷宣傳的效益，故有相當程度的興
趣參與古蹟經營(許秉翔，2013)。
一個建築保存計畫，一定同時需要一個管理計畫，才有機會落實規劃設計的理想，故
結合規劃設計、(再利用)管理兩階段的ROT模式應該被考慮建立新制度的可能。不過私部
門的企業參與傳統建築的再利用時，雖然可以減少公部門的預算與人力支出，但是私部門
對於保存傳統建築的整體性與真實性較不敏感，這也是不爭的事實，需要在建構新制度時
一併考慮。
(三)契約的相關問題
1. 合約年限的設定問題
合約年限的設定一直是委外經營的難題。年限的設定過短會妨礙民間經營者的投資動
機，過長則會妨礙潛在合適競爭者的進入與既有經營者的退出。過去金門國家公園的委外
經營制度是二加一的遊戲規則，即經營期兩年、續約期一年7的制度設計；近來則改為四加
三的制度設計，將經營期拉長為四年、續約期拉長為三年。後面的續約期就是「優先續約
權」的制度設計。一旦缺少「優先續約權」的制度設計，對於經營者設備投資、人員聘僱
的長期經營意願，會有相當的負面影響(陳國慈，2005：45-46)。
從二加一到四加三的制度變遷時，過去的制度學習經驗有重要的影響。在2006年，當
時為試辦一年之後，經營者就已紛紛反應一年一約無法投入太多投資，希望延長契約年期
(江柏煒，2006)。從初期設定低投資門檻，到決定延長契約期以增加投資誘因時，金門的
民宿委外經營已經頗具聲名，也吸引了不少人參與競標。同時金管處也針對過去的經營者
加以評估，在換約時淘汰了若干人，也有人因為不同因素而主動退出，故後來金管處對於
評選民宿經營者比較有經驗與信心，並在加強經營者投資意願的考量之下，決定延長契約
期。
合約年限的制定是國家公園政策執行與經營者雙方考量的綜合結果。從國家公園的角
度，太長的契約期會保障既有經營者的利益，不利於其他潛在競爭者的加入；從經營者的
角度而言，一旦契約期太短，會限制了經營者進行硬體投資及設備改善的意願，並會涉及
經營者生涯規劃的限制。在現有的契約規範當中，經營者中途毀約退出，約等於一年租金

7

契約條文如下：經甲方考評經營成效優良者，並經甲乙雙方同意，得辦理續約，期限以 1 次 1 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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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證金要被無條件沒收。民宿經營者A就坦言：「以我的角度來看，其實在四年裡解約，
保證金要無條件被沒收耶，其實以我個人來講，我也不願意太長耶，他會套牢我一輩子
啊！...我不想待這麼多年啊！」
民宿經營者F說：「因為像我這個兩年，再標不到，在裡面投資三、四十萬，四、五
十萬怎麼辦?怎麼辦?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我是建議它有個門檻，如果這個人真的做得太差
了，你非把他砍掉，因為影響到你的名聲啦、影響你的推廣啦!…如果說，人家都做得還可
以，你是不是要相對保障你的承租戶的利益，我的想法是這樣，所以4+3，我倒覺得可以
7+2咧! 」
2. 權利金計算方式引起民宿主人之間不公平的爭議
權利金也就是現在的固定租金，是民宿主人最關切的問題。早期繳交的標準係簡單地
設定一個營業額20％的數值，這就牽涉到民宿主人的營收多寡，因此每個人繳的費用都不
同，當時以多報少的情況非常普遍，不同民宿的落差很大。因此，後來就改用固定租金的
方式繳交。此舉雖然降低了繳費混亂的情況，但是費用的計算準則卻引發爭議，經常在民
宿主人之間引發議論，也引起民宿主人之間主觀認為受到金管處不公平對待的爭議。
根據金管處標租金的概算表，標租金係由土地年租金、房屋年租金相加而得。土地年
租金係以申報地價乘以使用面積，再乘以5﹪計算而得；房屋年租金是以房屋造價乘以2﹪
計算而得。實際的租金底價設定會再乘以一個介於0.8~1.5的調整參數。此調整參數的設
定，係根據「金門國家公園傳統建築活化利用原則」中的附表，由金管處的推動小組以區
位、房屋造價8、房間數、修建年期、內部空間或設施等因子作綜合考量，並以一年租金作
為履約保證金。
民宿經營者F說：「租金計算的方式!似乎是..不太..不太公開啦!自己算一算，人家去問
也問不出個結果來，其實它有些算法，她那個比我的還大，她那個租金比我便宜，到底為
什麼?很容易造成很多人誤會。…你就自己算完了，人家去問你也不講，就一句話帶過，
我們已經算是最好的了!是有點這樣子沒有錯，但是沒辦法達到我們想的那種公平性，那為
什麼有的好，有的不好?這很容易造成我們私底下內鬨。」
基於以上所述，權利金計算方式的改進與進一步的透明化是必要的。
(四)鼓勵民間經營者的創新
在公辦民營的思維當中，運用民間面對市場的彈性與其創新精神，是一個重要的制度
基礎。而民宿經營相對於其他的住宿產業而言，主客關係與民宿主人的角色是一個關鍵的
差別，民宿的主客關係不但是商業交易的經濟形式，也是一種社會文化關係形式的體現
(Stringer, 1981)，民宿主人的特質與創新精神更是民宿經營管理的重要指標。民宿主人A說
的好:「民宿很容易被複製，別怕人家複製你，只管想出創意不斷的向前，別人複製也影響
不到你，你管一直創意、創意。」
民宿主人參與傳統建築的改造，使得金門國家公園產生了諸多的「特色民宿」。例如
民宿主人B的民宿就是華洋歷史的混合，以閩南合院的建築佈局，將內部改造成義大利別

8

房屋造價超過 700 萬者均以 700 萬元為計算標準，修復三年內按實際投入經費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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墅的風格，其空間設計乃是民宿主人與其義大利設計師朋友的共同創作。建築空間的創新
連國家公園管理處也覺得驚艷，成為金門指標性的民宿之ㄧ。民宿主人B說：「就覺得這
是一個蠻特別的，是一個義大利的Villa，裡面有義大利Villa的舒適、情境，外面卻是傳統
閩南式的古厝，Villa跟古厝的結合，這也是第一個創舉，全世界可能第一個。」
民宿主人的特質與創新精神反應在民宿的經營與風格塑造之上。例如「水調歌頭」民
宿是走傳統的中國古典文學詩歌元素，引入蘇東坡及宋詞詞牌，並反應在民宿命名、家具、
裝飾…等風格之上；「離家500哩」民宿訴求戰地軍事風格；「香草庭園」民宿訴求荷塘
景觀與自然簡約；「單車驛站」民宿訴求單車樂活族群；「舒氏的家」民宿則是女性族群
專屬；「湖畔江南—水獺之家」則訴求生態旅遊等(盧淑妃，2011)。
另外，金管處也從定期評鑑、不定期檢查的評分表中，置入「綠色民宿」的政策誘因。
若是重視環境教育(鼓勵遊客自備衛生及盥洗用具)，或是諸如省水的衛浴設備、太陽能裝
置、使用再生材料、使用天然無毒清潔劑等創新措施，在評鑑中佔有10﹪的配分權重。這
是由政策引導在建築設備與經營管理的創新措施。
(五)從傳統建築再利用到社區營造
因為民宿或賣店的經營吸引觀光客，而觀光客會帶來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從降低負
面影響與擴大正面影響視之，走向社區營造似乎是民宿經營者必然經過的歷程。例如，有
民宿經營者就提出「民宿太靠近鄰宅，互相干擾」、「遊客產生的噪音與大聲喧嘩」(顏湘
芬，2009)，而社區營造有利於經營者與聚落居民之間的友善關係的建立。況且，傳統建築
再利用的社區認同與價值確認本來就佔有重要地位，社區居民的社會、文化特質決定了何
種價值，並直接影響了居民的生活品質、財產價值、歷史意識、社會地位與角色、社區福
利等面向(Luther, 1988:50)。
像我對面的將軍第，新的那棟也是，像我的給水有問題，水壓不夠，我就先去請教原
來屋主，就住在對面，她(屋主)就跟我說，什麼什麼怎樣，後來又多問了幾個，他們之後
就跟說我旁邊護龍是荒廢，可是有口古井，你要不要我幫你打電話給屋主，他現在住在板
橋，這棟是他們的，但旁邊那棟是他們的親戚的。她說我們可以裝一個加壓馬達把水引過
來，水源源不絕，她說井不用會壞掉。…藉由跟那個婆婆這樣聊聊，就增加我們彼此對那
棟房子如何改善，她也認同我，因為我讓她參與，她一定會支持我的作法。(民宿主人B的
訪談，括號內內容為作者所加)
就金管處的立場，民宿主人行銷閩南建築、地方文化的內涵也是其政策目標之一，所
以民宿主人加入社區營造其實有助於落實這樣的政策目標。在訪談中金管處官員C就認為
委外民宿這方面還有待加強。他說：「要怎麼去分析這個民宿，因為價值觀我們不是要賺
錢，我們主要是說，維修好叫有人去維護管理，要去行銷文化、內涵，實際有幾個在做?」，
換言之，從C的角度認為民間經營者在行銷當地聚落的歷史與文化方面做的還不夠好。
經營者在用人的時候，大都會考慮雇用村子裡的村民。一來有地利之便，另外則是利
益的分享。同時經營者也都盡量參與村子裡的節慶活動、婚喪喜慶，營造良好的人際關係。
國家公園涵蓋的聚落部分是單姓村，排外性格較強，在古厝再利用之後，村子因外來的觀
光客而變的比較熱鬧，若是就業機會提供給村子裡的人，就比較容易在民宿主人與社區居
14

建築與規劃學報

民之間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不同的經營者對經營社區公共關係有不同的作法。有的贊助社區長壽會遊覽車費用、
有的給寺廟捐款、有的是幫忙社區兒童做課輔工作、有的提供社區老人兼職打掃清潔的工
作、有的幫高中生免費補習、有的教社區婦女使用電腦、有的協助社區老人做雜事、有的
在過年過節贈送禮品等做法不一而足。然而在2011年時，金管處強制編列10﹪的標租金作
為社區回饋金9的作法，引起了經營者普遍的不滿。
民宿主人E認為社區缺的並不是回饋金，而是與聚落居民關係的經營，是與聚落居民
實際的互動。民宿主人E說：「我講一個例子啦，我說外面那個梯子，搬了那個梯子去幫
那個婆婆開了很多次門，這種事情，它是在跟社區良好互動的一種啊! …我說這種傳統聚
落你們不知道一件事情是什麼？葬禮、喪禮很多，因為都是老人家。葬禮時間到了時候，
婆婆媽媽們就會來問要不要來幫忙，這種也是回饋聚落的行為啊! …我們不要講回饋(金)，
就聚落互動!」。民宿主人F則認為：「回饋的方法在我來看這不是只有錢的問題，我覺得
光用錢去打發是不太適合的，比方在這邊我會教這邊的高中生上課，幫他們補習，…這兩
棟都是姓黃的，黃氏家族他們有些活動的時候我還要捐款，對不對?那我現在捐了這個捐
給社區，那我這個還要不要捐？若我捐了就會變成剝削我的成本，這個就有點不太公平，
不能硬性啦!」民宿主人I則認為平常他就給當地寺廟捐款、提供社區發展協會辦活動的抽
獎禮品等，社區回饋金10﹪的作法等於變相提高標租金；H則認為金錢回饋可以和社區產
業連結起來，他認為「如果你能投入，甚至說，你訂他的紅龜粿來跟觀光業，你購買了蔬
菜、食材這些，我說這個就是說對當地居民裡面，可以把關係建立起來，那像那個石蚵的
部分，你看整個村子都是蚵田，你如果能作一些美食，你能替他們銷售，我的居民住在這
裡，我吃蚵仔麵線，我有蚵嗲，其實這些對他們都有幫忙啦!」。
按理金錢回饋、勞務回饋的社區工作應該兼容並序，畢竟以金門民眾所享的社會福利
並不少，金門酒廠也都有專款補助社區活動的舉辦，故就不同聚落的需求而言，金錢回饋、
勞務回饋應該讓經營者具有選擇權。另外，在經營者與金管處的契約當中，本就有在春節、
清明節等民俗節慶前後共3日無償提供兩個房間給原屋主使用的條文，甚至有的屋主進行
家族活動時，部分經營者也會捐錢贊助。若是硬性規定強制編列10﹪的回饋金，則屋主回
饋與社區回饋就分道揚鑣了。
H期望民宿經營能融入在地聚落的文化，特別是有些經營者係來自臺灣本島，對於金
門的習俗不是那麼熟悉。這個主張值得肯定，本來地方性的文化資產應該更重視“意
義”(meanings)的面向，更重視生活於其中的人與活動(Howard, 2003:242-243)。
「傳統的紅龜粿，那就是我們傳統節慶的部分，由社區來執行這個課程。我們從備料、
從製作，然後從動員各方面，我們讓他們(經營者)投入社區裡面，我們也希望說，他們(經
營者)在社區，因為民宿都是在聚落裡頭，我們也是希望他們(經營者)能夠把當地生活節慶
歡樂分享給來住宿的客人! …因為我們了解金門居民的架構，它是基本是一個聚落。那在
它整個聚落群裡面，它很多生活公約、社會的規範，它對主持、廟宇，它的那種關係其實
9

按照當年新合約的規定，民宿經營者需於每年 12 月 20 日前向社區發展協會、基金會或宗親會繳交，作為舉辦家
園守護、社區文化傳承等活動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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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現在來講都還沒有變。我們也透過這些的話，其實很多人，不管你住宿民宿也好，比
方我透過這個傳統子孫燈的製作會知道它的堂號，怎麼去了解他們祖宗的來源，然後那個
結婚的時候，他們要怎麼去掛這個燈，怎麼去保養，然後它有裡面，燈上面的紋飾有什麼
樣的含意。基本上古厝是脫離不了這些的!」受訪者H，()內容為作者所加

五、結語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因為聚落保存的目的而創立閩南建築、洋樓的設定地上權的政策
作為，因為將閩南建築與洋樓委外經營民宿或賣店等再利用型態，不但聚落風貌得到較好
的維持，並在建物的保存與維護上得到較佳的效果，得以比較妥善地解決因為共有產權而
導致的傳統建築閒置與頹圮問題，以及島嶼氣候與傳統木構造建築所衍生的漏水、牆壁潮
濕、白蟻的維護問題。以維護聚落景觀的政策目的而言，傳統建築委外經營可說是成功的
政策。因為單棟傳統建築委外經營的成功模式，不到十年光景，例如水頭、瓊林、珠山等
聚落，就具備很有吸引力的聚落景觀。
另外，在修復傳統建築的過程中，也產生類似ROT模式的個案。這個由經營者參與設
計與營造的個案，固然從金管處的觀點是增加其行政作業的繁複與對經營者未來經營管理
能力的懷疑，但是此民宿改造的成果與民宿主人的創新能力遠超過承攬政府勞務合約的建
築師的表現。故此個案的經驗應可再進一步討論，進而產生另一種傳統建築修復再利用的
制度創新。
在委外經營上，契約是一個核心議題。目前四年加三年的契約期，依本研究的訪談結
果，公私雙方還算滿意，三年「優先續約權」的制度設計，為一合理的制度設計，對於經
營者設備投資、人員聘僱的長期經營意願有正面的影響；但是權利金計算的行政裁量機制
與不透明，引起經營者之間不公平的爭議，故權利金計算方式的改進與進一步的透明化有
其必要。另外，本研究也發現政府單位仍居家長式的資源分配心態，這對於公私合作十分
不利。委外經營公私雙方如何建立共享的利益與責任的分擔是重要的。故對於委外經營合
約的內容、條文與公私雙方的協商模式，仍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
金門傳統建築再利用與委外經營的政策對金門的觀光產業(民宿業、餐飲業)的發展起
到相當正面的作用。民間經營者的創意與努力，使得金門的古厝民宿得到全國性的聲譽，
對金門的文化觀光乃至於結合生態旅遊都有很好的行銷效果。而傳統建築單點保存再利用
的成功也逐漸擴大到對社區營造的關注與回饋，此又回應金管處推動聚落景觀的營造與讓
遊客體驗聚落的庶民生活與文化的政策目標，而金管處傳統建築的委外經營模式成功的建
立了建物與人的活動的連結，也為金門的聚落保存與傳統建築再利用奠下積極且正面的基
礎。
但是前段內容仍有許多可以努力之處。例如民宿主人或賣店經營者如何將當地生態、
民俗文化、特產融入經營之中，例如研發旅遊紀念品、當地食材或特色餐飲納入營運、有
效的金錢或勞務的社區回饋等，都是未來政策執行可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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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續研究方面，閩南建築的採光不足是傳統建築再利用上一個明顯的缺點。坡屋頂
對於燈具的安裝與光照效率也有不利之處，而且中國傳統建築對人造光源的採用，基本上
是桌面照明，而少吊燈。(王嵩，2008:13)故從傳統建築再利用的觀點，進一步討論室內環
境的改造如何適用不同的再利用類型(例如民宿或賣店)，也是一個值得探究的重要課題。
在田野的訪談中，也有民宿主人對於建築師在空間設計上未能體察經營者的需求表達
不滿，故顯然有使用後評估的必要，以作為未來其他建築師的參考。設計是如此，營造工
法也應如此檢討，未來的整建結果才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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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金管處傳統建築委外經營大事記
年度
1995
1998
2003
2005
2006
2008
2009

2011

2012

事件內容
金門國家公園成立
開始推動傳統建築地上權的設定工作
金門縣政府核發第一張民宿登記證
金管處首次將重新修復的16棟傳統建築委外經營
金管處推出「2005金門傳統古厝之旅」
金管處將第二批10棟傳統建築委外經營
經建會推動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助計畫。
「金門國箶公園傳統聚落建築審議規範」生效
改採標租金方式，並收取固定租金。改變之前以營業額20﹪收取租金的計算方式。」
訂定「金門國家公園傳統建築活化利用原則」
訂定發佈「金門國家公眒傳統建築標租民宿管理與評鑑作業要點」
租約期改採4+3的模式
「忘了飛民宿」與「慢漫民宿」獲得行政院英語服務金質級標章
修正「金門國家公園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勵補助實施要點」，針對量體較大者（三蓋
廊以上）補助上限提高為200萬元。補助單項包括屋頂、外牆、地坪及其他。
「金門采風—古厝˙鸕鶿」成為金門常態的冬季深度旅遊行程
金門國家公園執行民宿賣店金質、銀質獎
金門縣政府參考金管處作法，修正「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助自治條例」，提高
補助上限為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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