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理資訊及 GIS 應用於清代文獻解析及歷史記錄片拍攝之
個案研究：以故宮清代檔案記錄片為例
吳紹群a

【摘 要】
近年來，隨著「數位人文」觀念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人文社會研究課題可應用 GIS 和地理資訊進行研究。故宮近年也開
始應用 GIS 分析所收藏之清代文獻，並拍攝為歷史記錄片。本研究以故宮所拍攝之「映象水沙連」記錄片為個案，分析
故宮如何應用 GIS 及地理資訊，解析清代道光年間閩浙總督劉韻珂來台視察水沙連(今日月潭)後所撰寫之奏折，並將研
究的結果拍攝為記錄片，最後則探討博物館研究文獻時應用 GIS 的優點與建議。故宮團隊先解析清代閩浙總督所撰寫奏
折中出現的古代南投、彰化的地名，予以標示並整理出順序和視察行進方向，並和現今地名比對，以方便今人了解劉韻
珂當時的行進路線和停留地點；再應用內部政 20 公尺網格地形模形資料及 GIS，產生劉韻珂當時視察所及地區的 3D 地
形圖、此外，也利用 GIS 算出坡度圖、套疊 1956 年的台灣省土地利用及林型圖，取得劉韻珂當時視察路線上所經山地
的坡度和林相，再將這些資料和劉韻珂道光年間相關記載中描述自然環境的文字進行比對，以求更精確判斷其行進路線。
最終故宮將這些解析成果結合清代歷史事件及人物，拍攝為記錄片，以通俗化的影像手法呈現清代台灣中部歷史樣貌。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concept of "digital humanity", the application of GI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tudies as auxiliary research methods is trending. Therefore, in recent years,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NPM) has also begun
to apply GIS analysis to the Qing Dynasty archives and filmed it as a historical documentary. This is a case study on the
documentary film "Impressions of Sazum" filmed by the NPM and studies how theNPM applied GI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o analyze the story of Liu Yunke, governor general of Fujian-Zhejiang during the Daogua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official records that he wrote after surveying Sazum (the Sun Moon Lake). The results were later used to film a documentary.
Finally, the study will discuss the advantages and suggestions of applying GIS in the museum’s archival research. The NPM team
first analyzed the names of ancient Nantou and Changhua which appeared in the records written by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the
Fujian and Zhejiang Provinc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y marked and arranged the order and the direction of his inspection and
compared them with their modern names to facilit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Liu Yunke’s route. The NPM also applied the 20 meter
grid terrain modeling data and GIS to generate 3D topographic maps of Liu Yunke's inspection sites, as well as create the
inspection route which Liu took 170 years ago on the modern map. In addition to this, the museum also employed GIS to
calculate the slope map, and combined it with the land use and forest maps of Taiwan Province in 1956, so as to study the
distribution of slopes and forests of the mountains that Liu had visited during his survey at the time. This information was then
compared to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at Liu wrote in relevant record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route of Liu’s
inspection more accurately. Finally, the NPM team combined these analytical results with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figure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filmed a documentary utilizing this data, rendering the historical appearance of central Taiw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rough mainstream cinematic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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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諸如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之類以文史為主要典藏的博物館，在
研究、策展、推廣上，大多採取傳統圖文看板的手法呈現文物內容或故事時間線，極少有人會聯想到
應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的可能性。但近年來隨著「數位人文」觀念的
興起，越來越多的人文社會研究課題可以應用 GIS 進行輔助研究。
GIS 根植於地理，然而地理與歷史同為人文學科，只是地理著重於空間，而歷史著重於時間 (王
明志，2013)，二者各有不同的研究使命。但在 GIS 出現後，由於文物、遺址、檔案等歷史研究材料
往住都含有空間資訊在內，使得文物、遺址、檔案等歷史文獻得以應用 GIS 進行時間的擴散或空間分
布的研究，讓 GIS 和歷史學找到結合點，形成所謂的「人文地理資訊系統」(Humanity GIS) (林祥偉，
2010)，也讓 GIS 應用成為「數位人文」中重要的一種研究方法類型。
在此一趨勢之下，故宮的研究人員，也開始思考如何應用 GIS 對故宮所收藏的清代檔案等歷史文
獻進行空間上的應用研究。除此之外，由於博物館是教育機構，負有教育以及和社會溝通的使命，因
此故宮研究人員和 IT 團隊，更進一步規劃，試圖將應用 GIS 研究的成果，以歷史記錄片的形式加以
呈現，企圖以影像語言傳達研究內容、以視覺衝擊的方式將歷史與空間的結合成果帶給觀眾。
因此，在 2018 年，故宮團隊以清代道光年間閩浙總督劉韻珂來台視察水沙連(今日月潭)後所撰寫
之奏折為主要研究對象，應用 GIS 及地理資料進行分析研究，並將研究成果編寫為歷史記錄片、以
4K 畫質取景拍攝，完成「映像水沙連」此一歷史地理記錄片。本研究即以此一清代檔案記錄片製作
為研究對象，以個案研究法，探討故宮如何應用 GIS 分析清代檔案內容、將研究結論策劃為故事腳本
並轉化為影音內容，讓觀眾得以用欣賞影片此一較為輕鬆的方式吸收故宮用 GIS 進行歷史研究的結果，
達到寓教育樂的效果。本研究除期望可以提供其它人文歷史類博物館未來在應用 GIS 上作為參考以外，
也希望故宮此一將 GIS 研究結果拍攝為記錄片的方式，能作為未來各博物館、研究機構在呈現數位人
文研究成果方式上的參考作法。

地理資訊系統與博物館
博物館作為一典藏與社教機構，具有典藏、研究、展覽、教育、甚至提供休閒娛樂的功能。雖
然人文歷史類博物館應用 GIS 進行研究和呈現典藏知識的時間較晚，但自然科學類博物館、自然史博
物館在較早的時代，就已經意識到空間資訊對研究藏品、詮釋藏品的重要性。以下分別扼要介紹 GIS
功能、GIS 與人文歷史研究的關係、以及博物館應用 GIS 的情況。

(一) 地理資訊系統
地理資訊系統，根據專家學者的看法，主要是指一種用來收集、管理、分析及展示空間環境資訊
的資訊系統，其資料來源，主要是來自數值地圖、航照、衛星影像、點位資料或其它空間資訊等等 (簡
正杰、蕭顯勝，2006)。而其處理技術，主要是以測量製圖及計量分析為核心，一個完整的地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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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能儲存大量空間相關資訊，根據使用者需求呈現各種空間資訊、讓使用者可自行進行圖層的套
疊、抽離 (王明志，2013；簡正杰、蕭顯勝，2006)，使得研究者可將任何含有空間內容的資料套置於
地理資訊系統上進行分析、比對，獲得具有空間意義的分析結論。
過去地理資訊系統大多為專業、且需經訓練方可學會如何使用的專業系統，例如 ArcGIS。而現
今則開始出現網路化的地理資訊服務，可稱為 Web GIS 或 Internet GIS，此類地理資訊系統以 Google
Map、Google Earth 或是國產的 UrMap 為代表。此類 GIS 的出現，不只大大降低了應用地理資訊的成
本和門檻，也使地理資訊的使用更為方便，與各種行動載具的結合、網路化的應用也更為便利。目前，
Google Map 的應用彈性已相當高，許多人文、社會的分布研究都可以應用 Google Map 完成，但若需
要更細緻或結合地質科學、植被等學科的圖層分析，仍需要使用專業的地理資訊系統。

(二) 地理資訊系統與人文歷史研究
人文及歷史領域的研究，傳統上都依賴大量的文本或原典進行研究。近年來數位人文的觀念興起，
人文及歷史領域的研究者也開始應用各種資訊工具進行研究，而將空間概念導入的 GIS，正是數位人
文概念中相當受重視的一個板塊。GIS 在人文歷史領域的應用，最有價值的部份，在於可以將人文或
歷史素材中的空間元素作為切入的視角、輸入進 GIS 中進行時間的擴散趨勢或空間分布型態的分析，
讓歷史文獻中片段的事件記錄在空間場域中被串連呈現，讓研究者可據以推論各種歷史事件的長期分
布範圍，甚至可運用套疊與分析模式，在時間空間等多種屬性上整合衛星照片、古地圖與多種不同歷
史文件內容，重建歷史文化與環境的景況 (林祥偉，2010)，對提升人文歷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有
相當的意義。
更有學者進一步指出，過去 GIS 的發展高度應用於環境監測、自然防災、山川量測等領域，完全
呈現自然科學上「屬物」的特性，而然一旦 GIS 開始應用於人文歷史等社會科學領域，便開始具有「屬
人」的社會行動與人文特性；這不僅僅使得人文社會科學得以因 GIS 開始視覺化、也讓人文社會科學
開始有空間感 (石計生，2007)。
正由於 GIS 的導入，對於擴大、提升傳統人文歷史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故宮近年來也開始審視
故宮所收藏的歷史文獻—特別是記錄各地區事件的清代檔案資料—是否具備應用 GIS 進行分析研究
的可能。一方面故宮的研究人員期望能經由 GIS 應用的導入該歷史文獻的研究呈現不同的面貌，另一
方面也希望經由 GIS 視覺化呈現事實分布或時間分布的特性，能更友善的呈現故宮所藏文獻的內容，
讓民眾更為容易理解，以達到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功能。

(三) 地理資訊系統與博物館
博物館的種類繁多，根據典藏品不同，可以分為自然科學博物館、歷史類博物類館、藝術類博物
館、自然史、考古或人類學博物館、植物園等等。每一種類型的博物館雖然因典藏品不同而有不同的
研究取向，但在共同任務上，都需要對典藏品進行管理、應用展覽供大眾參觀理解或應用媒材(如出
版品或影音)進行推廣傳播。近年來博物館從業人員已逐漸認知到 GIS 在博物館應用的潛力，也已開
始有不少應用的案例和樣態，以下研究者便以博物館促進觀眾參與和提升展覽、管理典藏與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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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與教育活動等三個面向，歸納目前博物館應用 GIS 的情況：
1. 應用 GIS 促進觀眾參與或提升展覽效果
許多不同類型博物館都已經開始應用典藏品中的空間資訊、結合 GIS 分析，提供可讓觀眾參與及
互動的機制、或是應用於展覽，以加深觀眾對典藏品的印象，提升學習成效。
例如，美國費城市立檔案館(Philadelphia City Archives)有鑑於該館收藏有該市大量的歷史照片，
且這些歷史照片都有特定的拍攝時間與地點，於是便 乘大量照片數位化之便，建立了名
為”PhillyHistory.org”的網站，將歷史照片的地理資訊輸入資料庫中，供各界可以用位置、地址等空間
條件查詢歷史照片，並提供互動電子地圖顯示在某一地址、交叉路口、居住區附近的所有歷史照片；
此外為了因應地址可能隨時代變更，該網站也開放參與機制、供民眾對歷史照片發生的位置提供更正
資訊、並提供 RSS 功能通知民眾新內容上線 (Heckert, 2009)。又如同樣在費城的壁畫藝術數位化計畫
(Mural Art Program, MAP)，雖然主要內容是藝術導向的街頭壁畫，但由於街頭壁畫有明顯的空間和地
點特質，因此 MAP 也發展出一名為”Muralfarm.org”的網站，讓民眾可以用地址查詢街頭壁畫、並瀏
覽街頭壁畫影像，民眾可以經由輸入自身所在地點，在自身的社區脈絡下欣賞他們生活街頭中可能出
現的壁畫 (Heckert, 2009)。
除了歷史檔案與藝術類博物館以外，自然科學類型的博物館，在展覽上也早已開始應用 GIS。由
於近代科學發展的進步神速，大量科學概念和科學資料不斷產生，自然科學類博物館如何在有限的觀
眾參觀時間內、有效且生動的傳達涉及大量科學概念的科學展覽主題，成為極大的挑戰 (Robert, Lyons,
Cafaro & Eydt, 2014；Horn, Phillips & Evans et al., 2016)。部份自然科學類博物館開始嚐試應用地理資
料集(Census)，結合電子地圖、觸控瑩幕、體感互動裝置，應用 GIS 的視覺化特性有效呈現大量科學
數據的分布或統計特徵、並讓觀眾以互動方式自主輸入條件後產生具有空間特性的互動結果；此種由
觀眾經由 GIS 地圖自行創造內容的方式，可以說是讓觀眾在參觀博物館的過程中創造意義(Robert,
Lyons, Cafaro & Eydt, 2014)，比起直接以圖文展板展示科學概念在空間上的分布更能產生學習效果。
2. 應用 GIS 進行藏品管理與研究
對於以人類學、古生物學、生物學為主要收藏品的博物館而言，由於這些藏品有大量的空間資訊，
因此這些類型的博物館在應用 GIS 進行管理和研究工作上的需求也比藝術類博物館要高。這些類型的
博物館而言，在建置藏品管理資料庫和數位化的過程中，必需納入地理資訊或物種空間分布等訊息的
記錄 (冉挹芬，2013)，因此導入 GIS 對其管理和研究的推動極為重要。
例如美國加州的 Page Museum 古生物博物館，自 1913 年以來已挖掘出大量的古生物化石，近年
來開始將過去已的化石和挖掘記錄加以數位化，導入 GIS 以記錄化石的挖掘地點、並以視覺化方式呈
現化石的埋藏學 (Taphonomy)知識，以提升化石藏品的研究和管理 (Pham, 2015)。又例如挪威奧斯陸
大學文化遺產博物館，曾推動一探勘面積達挪威國土 40%的考古人類學計畫”Gräfjell Project”，其中的
維京時期及中世紀遺址達 1381 個、出土考古物件在 20000 個以上；為了有效管理如此龐雜的計畫，
該博物館建立了一整合型的中央 GIS 資料庫，所有探勘資料都必需集中輸入並套疊於 1:5000 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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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應用 3D 地形圖、自然史及地質地圖等圖層進行空間分析；此一作法不僅在管理上提升了效率，
在詮釋及研究上也獲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例如該館方研究人員經由空間分析便發現，中世紀時挪威
的鐵器作坊的分布和鐵礦生產地存在空間上的關係、也和古時的交通動線有關 (Hill, 2004)。而美國
史密森尼博物館群(Smithonian Institutions)的管理部門，也應用 ArcGIS 管理多個博物館館舍空間的使
用狀況、維護需求等資訊，近期並嚐試將 3D 化的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s)和 GIS
介接(Günther-Diringer, 2017)，以進一步提升博物館建築空間的管理效能。
3. 應用 GIS 進行知識推廣與教育活動
博物館除了收集藏品、研究藏品以外，也需要辦理各種推廣活動、製作書籍和網站以推廣知識。
在此一方面，近期博物館也開始將 GIS 應用於中小學推廣活動及知識推廣網站之中。例如，過去曾有
熱心的國中小社會領域教師，結合當地博物館內容，應用 GIS 及 PDA，設計出可讓國小學生以 GIS
導引、以行動方式認識居住地區環境、景觀、生活方式的 PDA 鄉土地理教學教具，並設計完整的活
動教案 (簡正杰、蕭顯勝，2006)。而在文物相關的網站知識推廣上，我國在很早期便已開始應用 GIS；
例如早在 1994 年，臺灣大學在執行動物博物館典藏數位化工作時，便已開始將動物的部份欄位以
Arc/Info 記錄，製作為各種動物的分布資料圖，並在網頁上供各界瀏覽 (李培芬等，1994)。而中央研
究院的「台灣考古數位典藏博物館」，更將蘭嶼的考古成果應用 GIS 進行視覺化的呈現，在網站上提
供清楚、方便的互動式地圖，方便各界查找新石器時代蘭嶼文化遺址的分布、同時顯示考古遺址介紹
(林嘉男，2014)。
有關目前 GIS 在博物館應用於促進觀眾參與或提升展覽效果、藏品管理與研究、以及進行知識推
廣與教育活動等之應用狀況，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 博物館應用 GIS 概況
應用面向

應用重點

案例

促進觀眾參與提/升展覽效果

應用觀眾所在或想知道的地點位置促
進查詢/展示事實之用

Philadelphia City Archives

藏品管理與研究

管理文物或遺址空間資料並用於時空
關係解析

Gräfjell Project

教育活動與知識推廣

以 GIS 進行視覺化呈現

台灣考古數位典藏博物館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採用「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作為研究取徑。一般而言，個案研究法大多會專注於一
個或少數社會現象進行探討，所謂個案的範圍也很廣，可能是一群人、一個村落、甚至是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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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需要進入研究現場進行交流或觀察 (Eabbie/李美華等譯，2004；陳向明，2002)。質言之，個
案研究屬於一種以限定的空間與時間為範疇，聚焦於特定完整形貌的事件單元之研究方式 (瞿海源、
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2015)。
由於本研究專注探討故宮如何應用 GIS 解析清代道光年間閩浙總督劉韻珂來台視察水沙連(今日
月潭)後所撰寫之奏折、並將研究的結果拍攝為記錄片；加上此一專案具有明確的啟動時間、專案目
標、專案完成期程、限定的團隊，又必需聚焦處理有關閩浙總督劉韻珂來台視察水沙連的相關文獻史
料，為一特殊性極高的 GIS 於人文歷史的應用案例，必需深入專案的發展歷程，始能對此一專案有深
入的描述、理解。本研究其整體特質符合個案研究的特性，故採取個案研究法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
準此，本研究擬以個案研究法為主要方法，深入探討故宮研究人員及 IT 團隊，如何應用 GIS 分
析清代文獻檔案、並將結果編寫為通俗性歷史記錄片以利於觀眾欣賞和傳播，並進一步探究博物館研
究歷史文獻時應用 GIS 的特性、優點與展望。

研究結果
故宮收藏有六十九萬餘件珍貴文物，其中有約三分之二為善本或清代檔案文獻。而在這些文獻
檔案之中，有許多歷史檔案，是涉及到特定空間的歷史事件，值得以 GIS 進行分析、研究、並以影像
語言讓觀眾更容易欣賞和理解。
在此一背景下，故宮在 2017 年，選擇了清末閩浙總督劉韻珂於道光 27 年(西元 1847 年)來台視察
水沙連此一事件為核心，廣泛爬疏多個文獻檔案與其它參考資料，應用 GIS 及其它地理資料還原當時
路線，並呈現當地之原住民文化、聚落遷移和墾拓發展等現象，最終以影像語言拍攝為 4K 歷史記錄
片，以幫助民眾能輕易理解和傳播。在此專案推動約一年後，完成全部的研究、解析、以及記錄片拍
攝工作。以下經由綜整，將整體專案發展過程，劃分為專案問題意識與原始材料準備、檔案史料中的
空間元素解析、以及將歷史文獻中之空間歷程轉換為影像語言等三個不同的階段：

(一) 專案問題意識與原始材料準備
誠如前述所提及，故宮此一專案雖以道光年間閩浙總督劉韻珂來台視察水沙連此一事件為核心，
但此一歷史事件，表面上雖然僅係一方面大員來台視察之經過，但其中涉及到相當多層次及豐富的議
題需要處理，這些問題包括：
1. 劉韻珂來台係由中部登陸、前往日月潭地區。當年中部地區墾拓、人文景觀、自然地景為何？
2. 根據史料所載，劉韻珂來台之主要原因，係因當年日月潭地區雖被清廷劃定為禁止漢人入山開
墾的地區，但已有不少人逐漸滲入該地區拓墾、造成邵族原住民的生活開始受到衝擊、原漢衝
突等狀況。因此，是否開放開墾並納入行政區劃，便成為劉韻珂來台視察的主要動機 (蔡承豪，
2014)。這些豐富的議題，是否有足夠的檔文獻或其它資料來源可以參考、分析？
3. 本專案雖以劉韻珂來台視察水沙連後所撰寫之奏折為主要發想材料，但是否有其它的檔案史料
可以豐富、補充劉韻珂來台視察此一歷史事件的詳細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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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沙連地區傳統上為邵族原住民傳統領域。是否有足夠的原住民相關史料足以說明、呈現清代
邵族的生活狀況、文化樣貌為何？
雖然劉韻珂來台視察後，將詳細經過寫成七千餘字的詳細奏折〈奏報遵旨履勘臺灣地方水沙連六
社番情並辦理私墾事〉
，內容已包含詳細視察事件經過、當時水沙連六社原住民生活狀況、以及是否
開放開墾之分析，該件奏摺影像如圖 1 所示。然為求能充份處理前述之各項議題、並期望能有更多材
料用於拍攝記錄片，專案團隊爬疏故宮文獻檔案，又選擇了可補充劉韻珂來台情形的〈奏報巡閱全臺
營伍事竣〉
、
〈奏報拏獲私墾內山番地等犯〉奏摺、說明劉韻珂來台出發前狀況的〈奏報微臣病勢漸痊
現復接印任事〉奏摺、說明清廷在劉韻珂來台視察後開會討論是否開發水沙連地區的會議記錄〈奏為
會議臺灣水沙連番地仍應從舊無事更張〉奏摺、以及劉韻珂的部屬曹士桂在培同一起來台視察後所撰
《宦海日記》一書有關水沙連的記載等等材料，作為呈現劉韻珂來台一事的補充素材。
此外，為研究和了解當時中部地區的地名和地理狀況，也將故宮所藏古地圖〈臺灣島附澎湖群島
圖〉
、
〈臺灣輿圖〉納入研究範圍、並向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申請授權使用《跨越世紀的影像：鳥居
龍藏眼中的臺灣原住民》
、
《跨越世紀的影像 2：伊能嘉矩收藏臺灣原住民影像》二部書中有關邵族原
住民的相關影像。

圖 1 故宮收藏清代劉韻珂〈奏報遵旨履勘臺灣地方水沙連六社番情並辦理私墾事〉奏摺

(二) 檔案史料中的空間元素解析
由於本專是期望以劉韻珂來台至水沙連視察的「事件」為主要敍事上的故事線，那麼其視察的路
線便必需釐清，始能正確地在敍事時帶出豐富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地名和族群的變遷等內容。因
此，故宮團隊便基於劉韻珂來台視察後所撰之詳細奏折〈奏報遵旨履勘臺灣地方水沙連六社番情並辦
理私墾事〉為主要分析文本、並輔以前一段落所提及之其它材料，進行空間資訊的分析。
首先，如果想要讓現代的觀眾能理解劉韻珂來台的路線，就必需將劉韻珂一路上所經台灣彰化、
南投至日月潭各地的古地名，與現代的地名建立對照，方能在現代的地圖上呈現道光年間的視察路線。
研究團隊對劉韻珂〈奏報遵旨履勘臺灣地方水沙連六社番情並辦理私墾事〉奏摺、曹士桂《宦海日記》
書中一路所提及或經過的重要地名加以記錄、並參考清代輿圖，對照當今地名，並參考前人研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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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繪製出劉韻珂一行人由淡水上岸後到日月潭的大致路線，如圖 2 所示。

圖 2 許智瑋繪 閩浙總督劉韻珂來台視察路線

然而，此一路線僅為大致的動線，並非詳細的路線圖，加上清代水沙連地區的範圍遠不止日月潭
週圍。因此，故宮團隊先和暨南大學歷史系熟知日月潭邵族六社發展史和發展沿革的教授們合作、釐
清清代水沙連地區的名稱、範圍，並進而採用 GIS 和其它地理資訊，方能精確重建劉韻珂的來台視察
路線。故宮團隊首先將劉韻珂奏摺中所提及的所有地名，先進行標註 (如圖 3)，而後再將該奏摺中所
提及地名與地名之間的行進方向、華里里程數也全部予以標註出來 (如圖 4)，再與先前已研究出來的
古今中部地區地名一對照，即可大致獲得較先前更詳細的路線。

圖 3 劉韻珂奏摺中地名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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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劉韻珂奏摺中地名與地名間行進方向、華里數標註

然而，由於清代奏摺在撰寫時並無精密的地資、里程概念，僅有大致之華里與方向，因此此一路
線仍不夠精確。故宮團隊在〈奏報遵旨履勘臺灣地方水沙連六社番情並辦理私墾事〉奏摺、
《宦海日
記》書中，發現二人在記錄此一視察行程時，大量描述了所經之處的植被、地形，因此，故宮團隊決
定應用 GIS 套疊中部地區的地形圖、林相資料，與〈奏報遵旨履勘臺灣地方水沙連六社番情並辦理私
墾事〉奏摺、
《宦海日記》書中所描繪的植被和地形文字對照，以找出劉韻珂一行人更詳細的路線。
為此，故宮團隊先依據先前研究所知之劉韻珂大致路線、活動範圍，設定 GIS 分析之區域，而後
應用內政部 20 公尺網格地形資料 (如圖 5)，輸入 GIS 系統，取得劉韻珂活動地區之 3D 地形圖。而
後以 1956 年出版之「臺灣省土地利用及林型圖」作為判斷當地林相之依據 (如圖 6)，在 GIS 中繪出
劉韻珂活動區域之林相分布，而後以此 GIS 林相圖與〈奏報遵旨履勘臺灣地方水沙連六社番情並辦理
私墾事〉奏摺中所描述一路上所見林相作比對 (例如，奏摺中描述竿蓁林為”古木連陰”、 描述竹林
子為”幽篁夾道”)，判斷那些地方可能是當年劉韻珂行經之處、那些地方可能未曾經過。林相之比對
方式如圖 7 所示。此外，在地形上，故宮團隊也應用 GIS 系統算出劉韻珂活動區域之坡度圖，顏色越
白表示坡度變化越大，並以此和〈奏報遵旨履勘臺灣地方水沙連六社番情並辦理私墾事〉奏摺中所描
述的地形樣貌進行比對 (例如奏摺中描寫南投雞胸嶺為”壁立仟仞、俯瞰羣峯”)，更精密的找出劉韻珂
一行人可能的行經路線。地形比對方式如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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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內政部 20 公尺網格地形資料轉化為 3D 地形圖

圖 6 於 1956 年出版之「臺灣省土地利用及林型圖」

圖 7 經套疉後之水沙連附近林相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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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經計算及處理後之水沙連週圍地形圖，顏色越白表示坡度變化越大

(三) 歷史文獻中之空間歷程轉換為影像語言
而在精確完成劉韻珂來台至日月潭視察之詳細路線、並收集整理完劉韻珂此行所涉及的日月潭一
帶的開拓史、原住民文化等相關背景資料後，故宮團隊即開始著手規劃如何將此一故事轉換為歷史記
錄片形式之影像語言。由於劉韻珂一行人來台視察之起因係出於考察是否開放日月潭開墾、由福州出
發乘船來台、並深入邵族六社區域了解原住民生活、排解當地狀況，最後詳實記載並寫成奏摺提供清
廷中央政府作為考量是否開放拓墾之決策參考。故宮團隊在規劃記錄片腳本時，即以劉韻珂來台之始
末為記錄片主要的時間軸和故事線，將記錄片分為五幕：

1. 渡海：即劉韻珂由福州座船來台，同時鋪陳來台動機及背景。
2. 入山：根據文獻及 GIS 重建之路線，介紹劉韻珂一路所見、詳細之中部地理形勢、清代彰化南
投地名變遷等。在影片中則將劉韻珂入山的 GIS 路線在影片中以動畫重建方式，以較為
容易被觀眾理解及較具美感的風格呈現，而非僅複製 GIS 在電腦上的畫面，其風格如圖 9
所示。
3. 攬勝：介紹劉韻珂扺達日月潭後所見所聞、邵族生活方式及生活工具。
4. 斷案：說明劉韻珂在當地以總督身份處理當地糾紛。
5. 垂成：說明劉韻珂結束視察行程後，返回福建整理視察結論、並建議清廷
開放拓墾，但最後清廷中央仍未能採納，決議仍維持禁止私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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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劉韻珂在日月潭視察路線於「映像水沙連」記錄片中的動畫化效果

為了使觀眾能更輕易地於此一時間軸和故事線了解水沙連諸多歷史背景、當地原住民生活方式、
日月潭狀況及景色，記錄片同時穿插了專家學者說明水沙連名稱由來及邵族生活領域、原漢關係等議
題的訪談，同時也穿插日月潭的地理形勢及景色空拍、邵族活動及居民影像等畫面，以使觀眾得以用
影像快速體會劉韻珂一行人當時所見場景、並了解當地原住民文化。

結論與建議
「映像水沙連」是故宮近年來開始應用 GIS 分析所收藏之清代文獻和古檔案的代表性個案。在
人文歷史領域應用 GIS 進行研究、並進一步製作呈現為民眾易懂的數位內容，其中必需經歷諸多的研
究課題待克服、內容重新策畫、研究語言轉換為影像語言等等難關，對傳統上高度習慣以文獻為中心
進行研究和策展的文史博物館來說，是一項不易完成的任務，也是觀念的突破。
根據前述的個人敍述與分析，我們可以得知，諸如故宮此類以文物、歷史為主要典藏品和展覽主
題的博物館，在數位人文的時代來臨時，也開始調整研究的視解，在方法論上融入以 GIS 為代表的研
究取徑，並且在研究的問題剖析上開始納入空間意識；於此同時，面對博物館在網路影音媒體大行其
道的時代，故宮則選擇將研究的結果由學術語言轉化為記錄片形式的影像語言，以回應知識普及化、
易於播放和轉傳分享的推廣需求。
綜合來看，經由故宮本次以空間資訊、GIS 應用開發「映像水沙連」記錄片的經驗，可以發現文
史類型博物館在推動此類專案時若干必需注意的議題：
1. 文史博物館研究員、策展人的數位人文觀念至為重要：
由故宮本次應用 GIS 的經驗中可以發現，在博物館的工作環境中，研究員 或策展人是否具有
數位人文的觀念，對於是否能發想、導入以空間元素進行檔案文獻的解析，至關重要。由於博
物館環境中文物的典藏、研究、展覽的發動，均由策展人或研究員擔任，如果博物館研究員能
突破傳統的研究方式、能認知道歷史文獻檔案中可能含有的空間元素、帶入具空間意識的研究
工具，相信將能提高 GIS 在文史類博物館應用的機會。

12

2. 地理資訊和影音製作活動的導入，改變了博物館的工作方式：
傳統博物館在處理歷史文獻檔案，多半由文本、事件、人物等著手；而在策展或推廣上則以圖
文展板、平面的輸出或出版品等為主要呈現方式。然而由故宮的案例中可以發現，地理資訊等
數位人文手段的導入，讓博物館研究人員在研究工作上必需應用數位工具(包括 GIS)、研究結果
的呈現和材料處理也因為數位工具的介入而有所不同；在策展或推廣上，則開始重視以影音為
代表性的視覺語言呈現，與影片拍攝團隊合作、將研究成果編寫為影片腳本成為博物館研究人
員新的工作挑戰。這些均顯示博物館的工作方式正在改變。
3. 博物館處理族群、移民、或歷史文化議題，需具文化敏感性：
故宮「映像水沙連」記錄片雖以清代閩浙總督劉韻珂來台視察的路線、經過為主要敍事主軸，
但事件的背景和環境，仍涉及到原住民文化、原漢關係等議題。因此，故宮團隊在處理相關議
題時，特別注意忠實呈現邵族的傳統領域、生活方式、文化特徵，並請教專家有關邵族原住民
在日月潭及週遭地帶的發展史及相關記錄。要之，博物館處理歷史檔案中的空間或地理資訊時，
所處理的不只是單純的地理訊息，而經由空間資訊所透露的人群、族群、土地等關係，必需要
有適當的文化敏感性，才能深入而適當的處理。
4. 博物館與其它單位合作，可協助博物館克服空間概念研究上之困難：
傳統以文史或檔案為主要典藏內容的博物館，往往在空間資訊相關的工具、人力、設備資源有所
不足，難以深入應用 GIS 進行研究；以故宮此一專案為例，在運用 20 公尺網格地形資料、在 GIS
上套疊各種林相資料、判讀地形等作業，均係與國家高速網路中心的專家合作，始能克服部份操
作上的盲點。而與地理相關的檔案、老照片、文獻等，則有部份與暨南大學歷史系、台博館等合
作後取得或共同研析，始能讓整個專案更形完整。要之，由於 GIS 的應用、空間要素的介入，使
得傳統文獻檔案的研究和策展其內容便得更立體、層次更多、議題更複雜多元、方法和工具上也
跨越數位工具，傳統博物館勢必要建立合作的研究文化，使得深化研究和策展工作。
5. 文獻檔案除應用 GIS 提高視覺化程度、並可利用影音畫面提高視覺衝擊：
GIS 在應用上最大的優勢之一，便是能將大量的空間資訊或特定空間範圍內的資料分部予以視覺
化，有助於呈現事實。然而以博物館必需對社會大眾進行推廣教育、提供體驗和學習的立場而言，
歷史事實以 GIS 進行視覺化，仍有過於學術性的缺點，本次故宮專案將已經用 GIS 剖析和初步視
覺化的事實，進一步以記錄片方式，以影像語言提升視覺衝擊的程度、降低理解門檻，或許可以
作為其它博物館在視覺呈現空間資訊概念上的參考作法、賦予空間資訊視覺化不一樣的意義。

總而言之，由故宮推動「映像水沙連」記錄片專案經驗、以及前述所分析之重要議題為出發點，
本研究建議其它博物館未來如需應用 GIS 進行展覽議題研究、或導入具有空間意義的相關研究時，博
物館研究人員或策展人的「空間感」立以及數位人文觀念的賦能至為重要，應先培養、灌輸博物館研
究人員應用 GIS 的觀念及空間感，必要時可與科研機構合作，辦理人文 GIS 工作坊或講習以提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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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員的空間資訊知能並建立數位人文觀念；此外，由於空間資訊可帶出豐富的訊息，往往非單一博
物館所能收藏、呈現，故而空間相關的展覽或專案，博物館必需與大學、其它典藏單位合作、建立合
作的文化；另外，博物館也應充實 GIS 軟體資源或應用的管道、參考資料等，以提升博物館的空間相
關研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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