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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文學為人物與時空的對話,文本是召喚集體記憶的方式之一,旅遊書
寫更是再現地景的佳徑。然物換星移,現代人習慣圖像式的感官刺激
,單就文字難以領略當初文人所見地景。本計畫透過蒐集資料庫蘊含
旅遊文學研究者豐盈的素材,援引空間資訊理論與技術,協助文學探
索的深化;又藉由空間資訊的時空分析能力,探索文本間的時空關連
性,使人文與空間資訊研究者共同拓展跨領域的視野。本計畫主要目
的為: (一) 以地景為主軸,蒐羅臺灣從清治時期至日治時期(1684-
1945)歷時性八景及十二勝的旅遊文本;(二)以地理資訊系統整理旅
遊文本並進行時空分析;(三)開發行動裝置適地性服務，以促進旅遊
文學之空間具象化。應用地理資訊系統再現文學地理的脈絡意義,有
助於大眾親近臺灣自然與人文環境;提供開放性的圖資系統,以利研
究者分析文本的外緣背景與文本空間性比較之用。以臺灣具歷史厚
度的地景相關旅遊文學作品,藉由與地理資訊系統的結合,以適地性
服務搭配擴增實境技術,使文字所描繪的地景更加具象化。計畫成果
期望促進民眾旅遊至風景名勝之際,得以即時運用行動裝置定位,並
以擴增實境展現臺灣清治時期至日治時期八景及十二勝的文本,以加
深對於旅遊作品的理解。本計畫擬有系統地耙梳旅遊文本,轉化為點
、線、面之空間屬性,以地理資訊系統儲存並進行空間分析。並建置
一套適地性服務平台收集遊客旅遊習慣進行綜合分析,提供規劃旅遊
行程的參考,期望提昇人文素養與聯繫土地的情感。期望旅遊文學地
理資訊系統的建置與應用,具體影響空間資訊於旅遊文學的學術研究
及應用的面向。

中文關鍵詞： 八景、十二勝、地理資訊系統、旅遊文學、資料庫

英 文 摘 要 ： Literature is the conversation among human, space, and
time. Text is the hint to recall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the travel literature is the significant way to
represent landscapes. However, modern people prefer a
pictorial description rather than a text paragraph. The
landscape also changes as time goes by. It i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for modern people to imagine the original
landscape where the writer saw simply from their
literature. In this research, we will dig out suitable
travelling literature from various online database. The
exploration of literature will be deep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lgorithms and
technologies. The field of view for both literature and
geospatial information domains can be widen whil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ravelling literature is explored with
spatial-temporal analysis. The major objectives of this
research includes, (1) to collect Taiwanese historical
travel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top eight landscapes and the
top twelve scenic spots from 1684 to 1945; (2)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 both in space and in time with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3) to augment the literature into
user’s view with the help of AR. A location-based service
(LBS) app will be developed to help people getting closer



to the natural and liberal environment of Taiwan. Th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will be open to the public to
inspire and promote further research. This research will
try to reconstruct the literature landscape with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o make the travel literature
appears around the user with the technology of augmented
reality (AR). So the readers can understand the literature
more comprehensively. The landscapes mentioned in the
literature will be turned into points, polylines, and
polygons layers. The layers are then stored into th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associated location.
With the help of temporal-spatial analysis, we hope to
recover some hidden relationship among the different
authors’ travel literatures. The system will also provide
travelling route suggestion for tourists who want to
explore more local literature and local landscape. We
expect the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travel
literatur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LGIS) could be
helpful to the further research about travel literatures.

英文關鍵詞： Travel Literature, Apps, Landscapes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Database, Augmented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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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八景十二勝之時空分析及其旅遊文學之擴增實境展示 

 

摘要 

 

    文學為人物與時空的對話，文本是召喚集體記憶的方式之一，旅遊書寫更是

再現地景的佳徑。然物換星移，現代人習慣圖像式的感官刺激，單就文字難以領

略當初文人所見地景。本計畫透過蒐集資料庫蘊含旅遊文學研究者豐盈的素材，

援引空間資訊理論與技術，協助文學探索的深化；又藉由空間資訊的時空分析能

力，探索文本間的時空關連性，使人文與空間資訊研究者共同拓展跨領域的視

野。本計畫主要目的為：(一) 以地景為主軸,蒐羅臺灣從清治時期至日治時期

(1684-1945)歷時性八景及十二勝的旅遊文本；(二)以地理資訊系統整理旅遊文本

並進行時空分析；(三)開發行動裝置適地性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 LBS)以促

進旅遊文學之空間具象化。應用地理資訊系統再現文學地理的脈絡意義,有助於

大眾親近臺灣自然與人文環境;提供開放性的圖資系統,以利研究者分析文本的外

緣背景與文本空間性比較之用。以臺灣具歷史厚度的地景相關旅遊文學作品，藉

由與地理資訊系統的結合，以適地性服務搭配擴增實境技術，使文字所描繪的地

景更加具象化。計畫成果期望促進民眾旅遊至風景名勝之際，得以即時運用行動

裝置定位,並以擴增實境展現臺灣清治時期至日治時期八景及十二勝的文本，以

加深對於旅遊作品的理解。本計畫擬有系統地耙梳旅遊文本，轉化為點、線、面

之空間屬性，以地理資訊系統儲存並進行空間分析。並建置一套適地性服務平台

收集遊客旅遊習慣進行綜合分析，提供規劃旅遊行程的參考，期望提昇人文素養

與聯繫土地的情感。期望旅遊文學地理資訊系統的建置與應用，具體影響空間資

訊於旅遊文學的學術研究及應用的面向。 

 

 

關鍵詞 

八景、十二勝、地理資訊系統、旅遊文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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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Analysis and Geo-visualization of Historical 

Taiwanese Travel Literature 

 

Abstract 

 

 Literature is the conversation among human, space, and time. Text is the hint to 

recall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the travel literature is the significant way to 

represent landscapes. However, modern people prefer a pictorial description rather 

than a text paragraph. The landscape also changes as time goes by. It i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for modern people to imagine the original landscape where the writer 

saw simply from their literature. In this research, we will dig out suitable travelling 

literature from various online database. The exploration of literature will be deep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lgorithms and technologies. The field of 

view for both literature and geospatial information domains can be widen whil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ravelling literature is explored with spatial-temporal analysis. The 

major objectives of this research includes, (1) to collect Taiwanese historical travel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top eight landscapes and the top twelve scenic spots from 1684 

to 1945; (2)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 both in space and in time with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3) to augment the literature into user’s view with the help of AR. 

A location-based service (LBS) app will be developed to help people getting closer to 

the natural and liberal environment of Taiwan. Th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will be 

open to the public to inspire and promote further research. This research will try to 

reconstruct the literature landscape with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o make 

the travel literature appears around the user with the technology of augmented reality 

(AR). So the readers can understand the literature more comprehensively. The 

landscapes mentioned in the literature will be turned into points, polylines, and 

polygons layers. The layers are then stored into th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associated location. With the help of temporal-spatial analysis, we hope to 

recover some hidden relationship among the different authors’ travel literatures. The 

system will also provide travelling route suggestion for tourists who want to explore 

more local literature and local landscape. We expect the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travel literatur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LGIS) could be helpful to the 

further research about travel literatures. 

 

Keywords 

Travel Literature, Apps, Landscapes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Database, 

Augmented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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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文學為人物與時空的對話，文本是召喚集體記憶的方式之一，旅遊書寫更是

再現地景的佳徑。透過蒐集資料庫蘊含旅遊文學研究豐盈的素材，援引空間資訊

理論與技術，協助文學探索的深化。閱讀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文學作品時，常思考

作者書寫台灣的故事裡，所蘊含豐盈的地景意義。尤其瀏覽具有歷史縱深的台灣

旅遊文學作品之際，發覺在眾多作者長期的耕耘下，已積累一些具體成果，並且

隱含與各領域對話的能量。這些旅遊文學值得向台灣居民及來台觀光的民眾，將

開啟賦予文本新生命的可能。閱聽者不僅從接觸文本中，理解當時文人如何去思

考這塊土地上的地景意義；在台灣各地觀光景點的導覽解說牌前，與遊客好奇的

互動中，更激發探討此議題的動力。 

    有些文學為藉景抒情，有些則蘊含歷史文化的意涵。旅遊文學與地景所牽涉

的議題廣闊，目前仍有多處的學術空白值得投入開拓。藉由探索這些文本的特

質，將發掘文人如何描繪真實或想像的地方與空間，或是觀察在這塊土地上的人

群間互動關係。常耗費心力蒐集散落於各處的文本，以及漫漫時間長流所積累的

龐雜史料。若能運用資料庫搜尋相關的文史檔案，則能節省下尋覓資料的時間，

而著力於主題的詮釋。回顧曾發表於期刊、學術研討會及專書論文多與空間的議

題相關。從泛覽台灣文學與文化書籍，體悟自我存在的意義，感悟個人在歷史時

間軸上的位置。希望將一步一腳印教學與研究的成果，回饋孕育成長的台灣，分

享薪傳的意義，故又於 2015年出版《旅遊文學與文化》，以作為大專教科書或推

廣大眾閱讀之用。2017 年 8 月出版學術專書《再現文化：臺灣近現代移動意象

與論述》。本計畫目的一為以地景為主軸，蒐羅臺灣從清治時期至日治時期

(1684-1945)歷時性八景，及 1927 年《台灣日日新報》票選八景十二勝的旅遊文

本。二為以地理資訊系統整理旅遊文本並進行時空分析。期望藉由旅遊與空間文

本，得以穿越時空親近旅人追索幸福的軌跡，找尋屬於自己的幸福。 

 

二、研究方法 

1. 空間資訊的應用 

旅遊文學是作者在旅遊過程中，看見自然地景或人文風景，觸發其靈感而書

寫的文字，因此作品中即隱含地理位置。應用相關資料庫，如漢籍電子文獻網頁、

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網頁、全臺詩網頁、臺灣漢詩資料庫、臺灣文藝

叢誌資料庫、國家文化資料庫老照片網頁、臺灣舊照片資料庫、國立臺灣文學館

之「臺灣文學網」網站、內政部之「地名資訊服務網」網站、中央研究院地理資

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之「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等搜尋資料。旅遊具空間移

動的特性，旅遊文學呈現作者與時空情境的關聯，透過空間資訊系統(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之時空分析(Temporal-Spatial Analysis)，將有助於重現作

者當時經歷，瞭解其創作靈感，進而分析其創作脈絡。再連結旅遊文學地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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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Travel Literatur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LGIS）的建置與應用，

具體影響空間資訊於旅遊文學的學術研究及應用的面向。 

 

2. 人文地理學與主題的連結 

    關於空間的概念化，法國學者列斐伏爾所提出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

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頗具代表

性。空間實踐為在感知的空間裡，體現日常現實、事務與都市現實之間緊密關聯，

涉及從建築到大型的城市設施等各種的功能空間。空間再現涉及概念化的、構想

的空間，是一種科學家、規劃師和技術官僚者所從事的空間，以構想來辨識生活

和感知，是生活方式裡的主導空間。再現空間為體現複雜的象徵，並與藝術結合，

通過相關的意象和符號而被直接使用或生活的空間，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間，

也是藝術家和那些只想從事描述的少數作家和哲學家的空間，多偏向於有連貫性

的、非言詞象徵與符號的系統。1空間概念雖具不同層次，旅遊文學中的地景亦

是一種「再現空間」。空間心境方面則從外在及內在空間，自然與人文地景，以

及形狀、顏色、大小等視覺，或聽覺及觸覺等空間感。2旅遊文學為作家以文字

描繪各地的意象，包括各種空間型態特徵及所給予人之印象及感覺，再現當時參

訪地景記憶及氛圍。 

 

3. 再現旅遊文學的圖像 

英國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80）提出「情感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殖民地在旅遊上不只是出發或回歸的場景而已，以文化主體而言，更

存在歷史脈絡的文化意涵。圖像如何應用於旅遊文學的研究中？舉例而言，臺灣

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的「臺灣舊照片資料庫」，來源為臺灣大學圖書館收藏的

日治時期出版品，臺灣總督府與地方官廳的各種官方統計資料，以及《臺灣寫真

帖》等照片全集。此資料庫從館藏出版品中蒐羅與臺灣相關的插圖、照片再加以

數位化，並建置詮釋資料總計三萬七千餘筆；且提供照片的年代、出處與尺寸等

詮釋資料的檢索機制。不僅能查詢詮釋資料，亦能線上瀏覽數位圖像，且就學術

合理使用範圍內下載詮釋資料與數位圖像。數位典藏技術保存日治時期珍貴的文

獻，有助於學者進行多面向的質化或量化研究。將旅遊文學的分析與數位典藏相

關圖片技術相結合，有助於促成旅遊文學的再記憶工程，並開啟多元檢索與傳

播，提昇研究的深度與廣度。臺灣日治時期在地或跨界旅遊文學中的地景，多呈

現自然與人文意象，流露地方感或空間感。如旅遊文學中的臺灣八景及地景，多

與風俗圖像相參照，流露撰述者或繪製、拍攝者的視角。 

從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的「臺灣舊照片資料庫」搜尋相關圖像，茲舉

幾個八景十二勝為例。 

                                                 
1王志弘，〈多重的辯證列斐伏爾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演繹與引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第 67 本第 2 份，(1996.06)，頁 419。 
2
 莊玟琦、邱上嘉，〈都市空間意象探討〉，《設計學報》第 4期(2004.7)，頁 118。 

http://photo.lib.ntu.edu.tw/pic/db/oldphoto.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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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太魯閣峽 

圖三 八卦山 

 

圖四 大里簡 

圖七 阿里山 圖七 阿里山 

圖五 大溪 

圖五 大溪 

圖一 淡水 

圖六 角板山 

圖八 基隆旭ケ岡 



 7 

  至於為了理解有關旅遊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可運用各類型文本敘事所提供的

功能。地景活動以臺灣作為地理實體及想像的框架下，地景文學隱含作者的論述

位置及視域。重新引介這些地景文學，理解地點在地景上不只是出發或回歸的場

景而已；以文化主體而言，更是於特定時間下情感的存在之處。旅遊文學的臺灣

地景書寫，有助於在地文化的傳承，並提昇鄉土的意識，進一步拓展旅遊的效能。 

  

三、結果與討論 

    1927 年《臺灣日日新報》曾舉辦「臺灣八景票選」活動，以在臺日人官紳

為審查委員，選出臺灣八景。又特選臺灣神社與臺灣玉山（時稱新高山）為「別

格」，鵝鑾鼻、阿里山、日月潭、太魯閣、淡水港、壽山、基隆港、八仙山，則

名列重要觀光地景。以表一列出 1927年的票選活動後審查委員會議的決議： 

 

表一、1927年《臺灣日日新報》刊登臺灣八景十二勝名稱 

類別 地景 約處現今位置 刊登時間 版次 

臺灣八景 

 

八仙山 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1927（昭和 2）

年 8月 27 日 

5版 

鵞鸞鼻 鵝鑾鼻公園 

太魯閣峽 太魯閣國家公園 

淡水 新北市淡水區 

壽山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阿里山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基隆旭ケ岡 基隆市中正公園 

日月潭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臺灣十二勝 

 

八卦山 八卦山風景區 1927（昭和 2）

年 8月 27 日 

5版 

角板山 角板山公園 

大里簡 宜蘭縣頭城鎮大里簡山 

霧社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 

五指山 五指山風景區 

獅頭山 獅頭山公園 

草山北投 陽明山國家公園、臺北市北

投區 

太平山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大溪 桃園縣大溪鎮 

虎頭埤 虎頭埤風景區 

旗山 高雄市旗山區 

 烏來 新北市烏來   

 此次票選活動後，最終投票數高達三億六千萬票，但最後結果仍由委員會決

定。從《臺灣日日新報》多日的報導，得見當時雖號稱「票選」，但由總督府的

http://recreate.forest.gov.tw/
http://www.sttf.idv.tw/images/document/iandscape_b/feng_6.htm
http://www.ali-nsa.net/
http://www.sunmoonlake.gov.tw/Info/
http://tps.forest.gov.tw/
http://cishan88.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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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中心人員、教員、軍人、民間出身者擔任審查委員，除透過票選結果，並依

照臺灣景色的特色、規模大小、交通便利、天然古蹟考量、在全島分布來決定最

終的臺灣八景結果。且各級官員在報紙投書現身說法，談論交通便利性、觀光及

地區開發等實質層面。呈現雖是民眾投票的活動，從這次票選的募集、宣傳來看，

皆能看出殖民者參與並主導活動的痕跡。再以圖九呈現 1927年八景十二勝位置： 

 

圖九  1927年《臺灣日日新報》臺灣八景十二勝 

（王聖鐸、林淑慧、林怡姍合作繪製） 

 

以《臺灣日日新報》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蒐集臺灣十二勝漢詩

為範疇，進行另類閱讀理解方式。進階檢索第一欄鍵入地景名稱，第二欄鍵入關

鍵字”詩”。從《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搜尋八景相關的史料，以八景名稱如「阿

里山」、「八仙山」為關鍵字搜索，得出結果共 410筆。統計八景出現的頻率，最

大值為阿里山 93次。阿里山出現頻率較高的原因，與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相關，

因日治時期火車事業及鐵道部的興起，影響台灣的礦產開發、青果業運輸，並與

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有所關聯。不僅促成阿里山的林業及相關產業的發展，亦影響

當時文化活動及吟詠的題材。再觀位在南部的壽山詞頻為 85次，此壽山改名的

由來與人為的建構有關。高雄舊稱「打狗」，壽山位於高雄市的西邊，西臨台灣

海峽，東臨市區，北臨左營軍港、南接高雄港。1923年日本皇太子裕仁到高雄

視察並慶祝壽誕，因以打狗山貴賓館為駐蹕行宮，田健治郎將打狗山改名為壽

山，並闢建壽山紀念公園，為高雄第一座公園。此外，南投日月潭位於埔里盆地，

搜尋詞頻結果為 73 次。日月潭為台灣最大封閉型的湖泊盆地，早在清治時期即

為許多文人所歌詠；日治時期因其形狀貌如日月而得名，又因水力發電廠的設

置，而成為台灣重要的水力資源地。3壽山與日月潭成為詩作題材，與地理形勢、

                                                 
3
 林淑慧，〈觀景察變：台灣日治時期日記的旅行敘事〉，《台灣文學學報》32期（2018.6），頁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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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治理等因素相關。 

又以《臺灣日日新報》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蒐集臺灣十二勝相

關的漢詩。進階檢索第一欄鍵入地景名稱，以十二勝名稱如「太平山」、「八卦山」

為關鍵字，進階檢索第二欄鍵入”詩”，共得出結果 115 筆。十二勝出現的頻率以

詩作次數為單位，最大值為八卦山 31 次。八卦山曾見證台灣幾個重大事件，不

僅是彰化的重要地標，也是台灣歷史的部分縮影，相關的古典詩篇多反映歷史事

件的痕跡。4八卦山詞頻較高，與其地理的特殊位置相關，詩作多呈現登覽遊賞、

彰化地景的表徵、歷次戰爭之場域等意義。至於大溪詞頻 16 次，探討此地景於

日治時期產業發展，與臺灣總督府的林野政策密切相關。5至於角板山詞頻 10次，

探討大嵙崁支岳角板山為北部原住民的居住範疇，因距台北近，所以成為日本官

紳渡臺觀察的地點。但當時台人除了於墾荒或製樟腦者外，到此處的人甚少。主

要是因為路途艱辛，再加上非許可不得進入原住民區域，在地遊客因厭煩申請手

續的繁瑣，故較少至此旅遊。1900（明治三十三）年 8月原住民起兵欲將樟腦製

造公司驅逐到領地外，攻擊各個樟腦工廠。日人率兵鎮壓反被襲擊，造成相當死

傷，也使日軍防衛行動暫時中斷，直到九月二日與台北援軍會合後才又繼續。隨

後原住民再次襲擊角板山附近樟腦工廠，日軍雖加強火力，但仍無法逼退原住

民，故採取消極策略不再推進，僅配置少數隘勇於角牛湳。1906（明治三十九）

年 9月，日軍繼續將隘勇線前推到大豹社。大豹社原住民則與周圍部落聯合，與

日軍交戰五晝夜、大小戰役十數次，雙方皆有相當死傷。最後原住民受日軍所制，

簽訂條約界定。1910（明治四十三）年 11 月，熬眼蕃隘勇線完成，從插天山到

枕頭山一帶皆包括在隘勇線內。除此之外，當地民眾與大豹社頭目聯合反抗，1912

（明治四十五）年 5月 5日警部編列九百名成員出兵，分從阿姆坪向枕頭山、黎

毛眼向插天山，雙方交戰超過三個月，日方一直到 8 月 19 日才取得優勢，擴大

新隘勇線範圍，但有些部落反對隘勇線的劃定，常與民眾相謀伺機反抗。日軍「往

後全線皆設有電流鐵條網」6，警官並沿線頻繁巡邏。角板山事件呈現原住民與

日軍之間由衝突、反抗到鎮壓的過程。7角板山的詩作與日治時期歷史事件及樟

腦、造林等產業活動等題材相關。其他地景如霧社，不僅是詩人敘寫原住民文化

的題材來源，更是台灣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地。 

    以地景為主軸，蒐羅台灣歷時性的旅遊文本。應用地理資訊系統再現文學地

理的脈絡意義，有助於大眾親近臺灣自然與人文環境。旅遊文本為地理與文學的

結合體，是以描摹山水名勝、紀錄遊蹤風情及空間感受為內容。以具歷史厚度的

臺灣地景相關旅遊文學作品與地理資訊系統的結合，以適地性服務搭配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技術，使文字所描繪的地景更加具象化。未來展望為

                                                 
4
 黃文吉，〈八卦山在台灣古典詩中的意義〉，《國文學誌》8期（2004.06），頁 242。 

5
 李文良，〈日治初期臺灣林野經營之展開過程－以大嵙崁（桃園大溪）地區爲中心〉，《臺灣史

研究》3卷 1 期（1996.06），頁 144。 
6日人歷來設置隘勇線之諸多紀錄，如《臺灣日日新報》曾登載相關訊息。〈反抗蕃人數〉，《臺灣

日日新報》第 2746 號（1907 年 6月 30日）， 2版。 
7
 林淑慧，《旅人心境：臺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6年 9月再

版，頁 38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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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眾得以即時運用行動裝置定位，以擴增實境展現臺灣清治時期至日治時期

八景及十二勝的文本，以加深對於旅遊作品的理解。提供規劃旅遊行程的參考，

提昇人文素養與聯繫土地的情感。本計畫引用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

技術，將定位後的旅遊文學作品建置為 Wikitude的Word檔案，在主畫面左下方

有三個按鍵分別是：Map、List 及 Settings。 

1. 「Map」：點擊按鍵開啟地圖，此地圖顯示周遭點位的詳細位置。 

 

圖十  Wikitude Map 

2. 「List」：點擊按鍵開啟表單，此表單羅列周遭點位的資訊。 

 

圖十一  Wikitude List 

3. 「Settings」：點擊按鍵開啟設定，設定調整搜尋範圍，即顯示點位，也

可將長度單位調整為英制。如圖十二顯示為方圓 67.11 公里內有十一個點

位。 

 

圖十二  Wikitude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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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Wikitude 的限制，文字只能段落呈現，無法以表格或其他方式顯

示。為彌補其不足，團隊利用向外連結的功能，將更多的文本放在連結網站

中。Wikitude主要呈現點位及擷取的一筆文本，網站內放置其他蒐集之文本

資料。以「角板山」為例，從Wikitude 的角板山項目中，即可開啟網站畫

面。 

 
圖十三  Wikitude 角板山項目 

 

地景名稱下 Wikitude 呈現文本更多資訊，共呈現五筆資料。順序為文本摘要、

作者﹝或編者﹞、題名、收錄書名以及書寫年份﹝若無從查證則為出版年

份﹞。 

 
圖十四  Wikitude角板山項目文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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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ion and Discourse of Taiwan's Travelogue 

 

Lin, Shu-hu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ravelogues are not only writing on travel experiences, but it also ha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Taiwan's travelogues were part of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e travelogues provide a wa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approach the perceptual structure. Travelogues not only reveal spatial 

memories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s, but also contain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comments and 

remarks on worlds. This paper will collec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discuss how the 

authors use travelogues to convey cultural discourse and show the significance of travel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Literature is the conversation among human, space, and 

time. Text is the hint to recall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the travel literature is the 

significant way to represent landscapes. However, modern people prefer a pictorial 

description rather than a text paragraph. The landscape also changes as time goes by. 

It i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for modern people to imagine the original landscape 

where the writer saw simply from their literature. In this research, we will dig out 

suitable travelling background from various online database. The exploration of 

literature will be deep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lgorithms and 

technologies. The field of view for both literature and geospatial information domains 

can be widen whil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ravelling literature is explored with 

spatial-temporal analysis. We expect the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travel 

literatur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LGIS) could be helpful to the further 

research about travel literatures. 

 

Keywords  

Travelogues, Travel Literature, Landscap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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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慧，2018.6，〈《今日世界》所載移動敘事的文化冷戰符碼〉，《文與哲
》32期，頁433-458。（THCI核心）
林淑慧，2018.6，〈觀景察變：台灣日治時期日記的旅行敘事〉，《台灣文學
學報》32期，頁23-52。（THCI核心）
林淑慧，2018.03，〈數位人文與空間資訊的對話：跨領域的臺灣旅遊文學研
究〉，科技部人文司《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9卷2期，頁108-117。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1.閱讀是文字解碼並建構意義的過程，藉由臺灣具歷史厚度的地景作品與地理
資訊系統的結合，使地景更加具象化，進而影響重視文學與空間資訊對話的學
術價值。
2.運用行動裝置定位，遊客能即時理解地景的歷史脈絡，提昇人文素養與聯繫
土地的情感。
3.提供規劃旅遊行程的參考，引發深度旅遊的風氣，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經濟的
活絡。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文化部,交通部,教
育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建議政府多出版台灣旅遊書寫，或拍攝影片、建置網站及資料庫，提供推廣深
度旅遊的應用。將遊記結合校外教學或畢業旅行，培養學生的地方感或文化認
同，以發揮旅遊的教育意義。旅遊文學具有激發讀者希冀親自前往探索場景的
功能，應善用於文化創意產業，將自然風景、古蹟或文化轉化成文藝氣息的紀
念品，以作為觀光產業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