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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在北投，有一群平均年齡七十歲的同學們，每週一至週五搭捷運、

公車來到座落於台北市文化國小旁的四樓活動中心，或許今天是歌唱課

程，或許是植栽、體適能、廣場舞律動，但無論今天課程為何，不變的

是那顆青春活力的心，那份終身學習的熱忱。位於寧謐的北投區豐年

里，硫磺谷社區發展協會除了規劃一系列課程，也參與社區生態維護、

防治家暴推動、新住民議題。 

「硫磺」是北投發展的重要資源，帶動北投由清代開始的採硫經濟

活動、日治溫泉盛世、民國至今觀光遊覽。在協會學員身上，可以發現

他們承載的一甲子北投記憶，隨著溫泉產業興衰、時代更迭下，所孕育

的成長經歷，不只代表個人經驗，而是整個時代最珍貴的寶藏。 

跟隨「蹲點・台灣」的腳步，故事，從這裡開始。 



 

 

 

距捷運北投站走路不到十分鐘，即可抵達坐落於台北市文化國小旁

的活動中心，這裡正是硫磺谷社區發展協會的上課據點。據點成立

於 2011 年，十多年來開設了許多課程供 60 歲以上的長者們在退

休後學習，至今課程時已規劃十分多元完善，有歌唱、舞蹈、體適

能、健康衛教、植栽、手機教學、新住民婆媳調解、斷捨離等等課

程，每週約有十堂課程供大家自由選擇，提供長者退休生活新安

排。學習、運動、並認識朋友，不旦有益身心健康，更能終身學

習，擁有快樂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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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課 

這堂課可是長輩們最喜歡的課！歌唱課分很多種類：日語、國台

語。不論是哪一種，都可以看見大家在上課前，迫不及待的拿著麥

克風配著前面的大螢幕開始練唱，還有一些搶不到麥克風的乾脆直

接大聲的唱出來，每次上課教室更是坐滿。老師上課時，會利用上

課講義講解歌曲的拍子、韻味，並分句講唱法，最後大家一起快樂

大合唱。 

 

舞蹈課 

社區舞蹈類課程分很多種，有排舞、廣場舞，大家跳的曲風相當多

元，從老歌到「來個蹦蹦、Havana…」現代流行歌曲都有。而老師

希望大家可以動動腦筋，因此簡易及困難的動作編排會穿插，舞蹈

課跟歌唱課一樣，幾乎都並列為長輩心中第一名的課程。 

 

療癒田園植栽 

每週，老師會準備不同種類園藝課程，苔球、水耕植物、療癒的多

肉植物等等，讓喜歡花草的學員們，學習特別的種植方式，佈置家

裡。此外也有陶藝及押花手作，將乾燥花裝飾在鉛筆盒，談起自己

的作品，長輩們總是心滿意足。 

 

體適能、智能自癒力課程 

對於社區長輩健康照護需求，協會也開設體適能、常見疾病宣導課

程。教導大家使用彈力帶、彈力球等輔助訓練肌力，以玩樂方式運

動；智能課設計桌遊，讓長輩藉遊戲競賽動腦，預防失智症，用預

防勝於治療觀念，提升大家健康。 

 

斷捨離課程 

這是近期開的課程，過去學員們家裡堆滿幾十年前的雜物，不僅佔

空間，也讓心情不清淨。隨科技進步，許多物品可以數位方式保留

下來，思考物品的需求性，丟棄或獲贈送給需要的人。上了斷捨離

課程，長輩們分享用減法生活的概念，活得更開心自在。 

你沒想過的退休生活樣貌 

硫磺谷社區課程群組總是熱絡，老師每週將舞碼、動作、歌曲上傳群組，課堂也有班長協助老師上

課，而同學們準時報到課程，其中不乏全勤 10 堂課的優等生，彷彿回到求學時期，只是，這裡的學

生年紀限定 60 歲以上。上課地點位處交通方便的台北市區，以及課程規劃多樣的優點，吸引許多長

輩呼朋引伴參與社區課程，甚至擴及石牌、淡水等長者慕名而來。 

 

課程簡介 

歌唱班成果發表會（硫磺谷社區協會 提供） 

舞蹈課：長輩賣力跳廣場舞 

田園植栽課（硫磺谷社區協會 提供） 

體適能及自癒力課程（硫磺谷社區協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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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班｜董班長 

…………………………………………………………… 

我有參加歌唱班、斷捨離課程及智能課，我也是歌唱

班的班長。「在上斷捨離的課程之前，我都很喜歡把

東西留下來，上完課之後，我回家把一些東西整理給

送給外勞，啊他們都好開心呀，我看著也就跟著開

心。」班長邊笑邊跟我們分享他來這邊上課的收穫。

大家像姐妹，有時候大家相約去淡水、基隆玩，或去

北投最多的小山坡步道爬爬山，感情都很好。 

歌唱班學員｜阿珠姐 

…………………………………………………………… 

以前工作忙，也沒時間學這些課，在據點上課除了學

習，也認識很多朋友。有朋友丈夫過世了，我也鼓勵

她出來上課，到了這個年紀，子女忙各的，我們當然

要規劃自己的生活，走出來，多把握還能四處玩、運

動的時候。來這裡學的歌曲有時候我也會和兒女分

享，之前也有歌唱、舞蹈的成果展，大家都很大方、

活潑展現自己，我們雖然年紀大，但是心態都很年輕

的。現在我也會到醫院做志工，也有參加硫磺谷社區

家暴防治志工培訓，等拿到證照，就可以在社區巡迴

宣導，還要學習製作簡報，雖然沒用過，可是之後多

摸索就熟悉啦，學東西都這樣的嘛～ 

 

廣場舞｜洪班長 

…………………………………………………………… 

我來這邊上課七年了，算資深，所以就被選成班長

了。我們有些同學已經 8、90 歲，腳比較不靈活

了，坐輪椅也是會來這裡動，跟著音樂動動手，一定

要繼續動啊！到我們這個年紀，子女都不在身邊，挺

孤單的，所以來這邊上課，同學也像家人，很溫馨。 

排舞課｜謝班長 

……………………………………………………………

我是排舞課的班長，也有參加跳舞、歌唱跟體適能

課。最喜歡來這裡上歌唱課，雖然回家我都沒打開跳

舞影片複習，但是我會跟著唱 。我七年前開始來參

加，因為退休平常沒事也是家裡蹲呀，無所事事的，

所以有機會來跳跳舞拉拉筋，讓身體變柔軟、體力變

好，交朋友拓展人際也是挺不錯的。 

人物訪談－學員心得分享 

 

銀齡樂活節合照（硫磺谷社區協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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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舞課｜惠玲老師 

……………………………………………………………… 

我從 20 年前就開始跳排舞了，每週上課前會把舞 po

在 Line 群組，在家自己先練過再教給學員們。排舞課

我不會教太難的動作，因為大家都是老人家，讓大家一

週有機會動動身體，健康就好啦，但是排舞要記舞碼，

能增強大家記憶力。別看我已經 80 歲了，身體還是很

健康的，有時在家也會打太極拳。除了是排舞老師，我

也參加廣場舞、據點的其他課程，七年前開始來上課，

我們理事長很能幹呢！找了很多課程資源讓我們參加。 

廣場舞、植栽課｜素花老師 

………………………………………………………………

在選舞曲時，我會挑大家喜歡的老歌，也有時下流行的

中英文歌曲，跳著年輕歌曲，有時候也覺得跟上社會潮

流，同學們也很喜歡呢！有些是簡單的舞步、動作，讓

學員在家也能簡單跳，也有特別挑一些要花腦力記舞步

的歌曲，大家很喜歡跳舞，有時候跳了一小時有氧都還

不累，上課很歡樂。利用方便的群組，先把動作分解錄

好，讓大家可以先在家預習。 

    我也教植栽課，平常我就愛種些花花草草，療癒的

多肉植物、特別的水栽植物，教同學們利用家裡即有的

容器，打造漂亮的綠色居家環境，看著植物，心情也會

變好。而且有運動有差，跳舞訓練肌力，像是有感爬山

不那麼累。我也被大家熱情活力感染，心境保持年輕，

有時候也和學員們一起出遊，大家感情都挺不錯的。 

硫磺谷社區發展協會｜洪正鈞理事長 

……………………………………………………………… 

7 年前據點剛成立時才十幾個人，只有兩種課程，後來

慢慢的大家覺得課程不收費，就好康逗相報，常態參加

的學員已經增加到兩百多人左右了，其他社區沒據點資

源的話，也都可以來我們協會上課，只要是六十歲以上

長輩，都歡迎來硫磺谷。 

隨著課程經驗累積，我們安排的課程也更多元，且

切合長輩的需求。例如：以前曾經開過裁縫課，但效果

不佳，因為那些針線多細，老人家視力不好，怎麼有興

趣繼續來課程呢。我們這些老菩薩最需要的就是健康知

識衛教課，所以有自癒力體適能、有氧舞蹈健康操、延

緩失智課程，玩桌遊腦力激盪避免失智，教大家怎麼預

防疾病，改善生活的健康品質，這些長輩都很樂意來參

加、積極詢問自己的病情。改善生活除了從健康著手，

居家環境維護也很重要，因此我們也教導學員植栽課

程、陶藝，從家裡乃至社區環境推動綠美化。 

除了長者多，社區新住民也多，因為國家民情差異

生活易有紛爭，因此規劃新住民婆媳問題調解課，配合

政府有家暴志工培訓課程，招募學員們受訓成為志工，

增進大家對家暴的了解與處理。在社區的信仰中心——

萬芳百姓堂，除了普渡時熱鬧滾滾，定時也會有歌仔戲

表演，最重要的是，這些表演會融入家暴防治、新移民

的主題。單純地聽課大家會聽到睡著呀，但是用看表演

的方式學習新知有趣多了，也能把重要的資訊輕鬆傳達

給來看戲的叔叔阿姨們，這也算我們廟宇的特色吧！ 

防治家暴培訓課程志工｜阿觀姐 

………………………………………………………………… 

上了培訓課才知道，原來家暴分成這麼多種類，除了肢

體，語言、經濟、精神都是暴力，以前我也是想說家庭紛

爭是家務事，不要多管閒事，但現在我知道自己可以怎麼

協助家暴的家庭。過去大家對此避而不談，如何讓居民願

意伸出手關心他人，宣導時遇到被拒絕的情形可以怎麼

做，這些對我而言都是收穫。 

以前我是在市場工作的，也沒接觸過這種課程，不過

退休後還能學習，而且志工也是在行善，我覺得這個課程

很有意義啊。  現在我有過初階證照，未來中、高階課程

後，就能成為講師，在社區巡迴宣導。 

人物訪談－老師及志工心得分享 

 

社區信仰中心：萬芳百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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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在大業路 527 巷裡的田心仔自

行車步道是豐年里居民休閒好去

處，步道總長約 1.5 公里、4 米

寬，依路型設置了人車共道、人車

分道的形式。兩旁種植樹木，也設

置涼椅給來散步、運動的居民稍作

休息。步道盡頭可以銜接貴子坑溪

左岸腳踏車道，一路騎乘到關渡賞

鳥，沿途欣賞綠油油關渡平原。 

兩旁所見一片蓊鬱，苦苓、光

蠟樹、小葉欖仁、黑板樹、台灣欒

樹等等高大喬木，都是十年前向政

府爭取綠美化，里民自主認養種

植。步道過去是條小田埂，雜草叢

生，現還可見步道周圍是荒廢的私

人土地，或是舊時養鴨的地方，看

起來陰森森的。社區也在其中認養

田地，成為社區農場，號召志工種

植地瓜、火龍果等作物，有時候社

區共餐讓大家加菜。 

當初就想種些會開花的植物，

才能大改荒地的樣貌，因此現在到

了花季時常有新人會來拍婚紗，秋

季風鈴木花季尤為漂亮；平常居民

會來此散步、騎車，因為樹蔭多適

合下午、早晨運動，或有和尚坐在

涼椅上打坐、休息；光臘樹上爬滿

了獨角仙，成為生態園區，富有教

育意義。 

 

「人生嘛！十年沒什麼感覺，但看

著樹長這麼高了，才發覺時間不是

白白過去的」硫磺谷社區發展協會

洪理事長說道。 

 

十年來，數木可能因颱風被吹

彎傾斜至步道，而樹幹粗大使得修

剪費力。過去種的花草，有些因自

然災害破壞後需重新修護，但人力

有限加上志工年紀也大了，久而久

之就習慣暫且沒重新種植，需要有

新的年輕力量來做社區美化。近年

將某些區段交由專業的園藝公司，

在專家指導下，使得花草能繼續盛

開，讓田心仔維持美麗，適合用路

人散步、騎車放鬆的怡人步道。即

使修剪維護艱辛，豐年里依舊有熱

心、願意付出的志工持續投入，促

成這片淨土。 

而里長說道，未來計畫能將步

道拓寬，連接貴子坑溪、水磨坑溪

的步道至關渡，並輔導農民種植花

卉，成為更多人知曉的農業休閒園

區。 

除了田心仔自行車道，位於捷

運線旁的落羽松步道也是豐年里重

要的休閒步道。步道兩旁是筆直的

落羽松、里民志工佈置的植栽，走

在木棧道上令人身心舒暢。社區也

定期舉辦健走大會，邀請約八百人

從自行車步道沿路走到落羽松步

道，不僅鍛鍊身體，更帶領里民們

認識美麗的自家。

都市中的鄉下 

一起來豐年里休閒步道運動吧 

走進豐年里社區，可感受一股寧靜、緩慢氣息流淌於空

間中，放眼望去可見四周翠綠山巒，相較於擁擠熱鬧的

溫泉旅遊區，這裡車不多，多為舊式住宅區。區內有豐

年公園，是長輩跳舞及小孩玩樂的天堂，田心仔、落羽

松生態步道，是居民健行休憩的秘密基地。 

豐年里社區街景 

綠意盎然的田心仔自行車步道 落羽松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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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女巫曾施法，使北投的硫磺溫

泉終年不斷冒出熱氣、臭味，居民

皆心生畏懼，凱達格蘭人將此地命

名為 PATAW，音似族語「巫女」。 

 

清代漢人開始來北投開墾，採

硫產業漸起，其中最著名當屬郁永

和在〈北投硫穴記〉中清晰記載於

「大磺嘴」——硫磺谷中的採硫工

事。採硫產業因人力成本高，更造

成水土保持不易，早於民國 70 年

停工。而今，此地成為居民們泡腳

好地方，邊享受白磺溫泉的滋潤，

邊望著縷縷白煙源源不絕，供應整

個北投的溫泉生命。 

1896 年第一家溫泉旅館「天狗

庵」設立，打響北投溫泉名號後，

隨後以北投溪為中心的溫泉旅館一

一林立，又因皇太子、民國官員等

名人造訪，遊客從各地慕名而來，

日治到民國六、七十年可說是北投

的黃金時期。 

 

談起溫泉，身為北投人，腦海中必

有專屬於溫泉的記憶空間。 

 

小時候每到假日，總是全家來

到大眾澡堂，兵分二路，大人牽著

小孩，各往男、女湯前進。北投人

都說「泡溫泉有益身體健康」對於

北投泉質的療效、地點，大家熟門

熟路，白磺治皮膚、青磺治痛風、

鐵磺治痠痛，有些溫泉愛好者更是

可以一週泡個五、六天。 

「以前除了泡溫泉，我們也常

帶小孩去地熱谷煮溫泉蛋、玉米，

不過現在怕危險，那邊已經封起來

了」阿姨悠悠回憶著。有些人長大

不去公眾浴池和大家坦誠相見了，

而喜歡在家享受個人泡澡獨處空

間，並對泡澡自有一套研究，加鹽

巴、精油，自己的獨門秘方，笑稱

泡澡比抹保養品還有用！ 

除了泡溫泉，北投好玩的可多

了！關渡平原、紗帽山、陽明山、

大屯山……從海平面到海拔一千公

尺，整個北投都是社區居民遊山玩

水的好地方。關渡平原騎腳踏車、

賞鳥；去後花園陽明山、竹子湖賞

繡球花、金針花；北投群山環繞，

許多小山步道充滿林蔭，都是避暑

勝地。談起平時休閒活動，長輩們

都愛北投的好山好水，不捨搬離，

對於宜居不壅擠的慢活步調引以為

傲，大家從據點下課後便搭著公

車，上山吹風、健走，也難怪身體

健康、活力滿滿。

今日硫磺谷仍可見硫磺泉自底下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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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中央北路往南，以圓環為界，

倏地，可以感受到眼前街道轉為多

條小巷，這裡正是北投市場起點。

由中央南路、大豐路、磺港路包夾

的區域，孕育了北市最大的傳統零

售市場，二層樓室內攤商及周圍攤

販，共六百多個攤販，從日治初期

逐漸擴展、遷址，經歷時代更迭，

餵養了北投千千萬萬個家庭。 

追溯回日治時期，市場在當時

只是路邊攤，還會有騎著三輪車、

鐵牛車的賣家，用木箱裝著商品沿

街叫賣，到後來搭建鐵皮屋。最後

隨著攤販越來越多，經過 1979、

1982、1986 年三次的改建，才漸

漸演變為兩層樓室內市場及外圍林

立攤販，規劃一樓是蔬果區，二樓

是肉品區，甚至還有理髮廳、雜貨

店、五金行。 

市場的攤販大多都從凌晨兩三

點開始備貨，清晨五六點開早市，

到了下午一兩點收攤，此時就換夜

市攤販接手。從早到晚，不同的店

家，形成生生不息的北投市場。每

到過年，北投市場也搖身一變成年

貨大街，因為市場攤販太多，所以

會抽籤決定哪些攤販可以在外面搭

棚子賣年貨。 

 

關於市場的特色小故事 

 

「蘿蔔絲餅、滷肉飯、肉羹、剉

冰、紅茶…」北投市場有許多在地

美食，不只觀光客會來，在地人也

常去光顧從小到大的好滋味。 

特別的是紅茶文化，以前機車

專送盛行年代，有些師傅、工人工

作完必買飲料解渴。過去飲料種類

不像現在多樣，所以大家都喝紅

茶，500cc 大杯又划算啊！以前其

實只是默默地賣，沒想到近年大家

愛喝飲料，加上觀光的推動，紅茶

漸漸成為北投市場的代表，不只是

觀光客，連在地人也非常喜歡。有

一些店家原本是賣其他東西，看見

紅茶的商機太好，就轉而改賣紅

茶。 

「因為便宜啊！有時下班順道

去買一杯喝，都排到好幾個攤販

外，好多人喔！每個人心中都有最

好喝的紅茶，小時候都喝阿梅，不

過已經關了，還記得大人都圍在桌

子泡茶聊天，現在則比較常喝高

記」常去市場的阿姨笑著分享。 

「11 點多正是市場最熱鬧的時

候，這個時間去最好逛了，有時候

逛著逛著還會迷路，不知道自己走

到哪裡」帶我們區參觀的阿姨這樣

笑著說。因為北投過去相較附近城

市熱鬧許多，市場的日用品、水

果、肉類、青菜叫賣都很便宜，像

是一包蘋果 8 個只要 100 塊，因此

常常會有淡水、萬華居民特地過來

買，有的人即使家搬到萬華了，還

是會因懷念市場的東西而跑回來北

投市場買。 

三十多年來，經歷多次整修，

仍有鋼筋外露、漏水情形，味道也

不是太好聞，因此市場近期也要準

備大整建了，一二樓的室內的攤販

要遷到外面的中繼市場。「想讓市場

看起來更乾淨一點啊，就還可以再

有攤販來，也該整建啦，都快四十

年了，畢竟門面變整齊一點，這樣

逛起來也舒服」阿姨們這樣說。

北投市場 

北投市場內肉攤 二樓雜貨店 下午的市場二樓攤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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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 43 年（1910），日本政府開始於今新北投捷運

站一帶興建溫泉公共浴場，並帶動附近北投公園的整

頓，成為北投地區最早設置的公園。過去這裡曾是小

孩們的天堂，假日全家人搭火車來到公園溜冰、泡溫

泉，或再往內走進地熱谷煮溫泉蛋、玉米，皆是北投

老一輩的兒時快樂回憶。 

而今，溜冰場不如以往盛況，但百年老樹依然矗

立，舊時浴場成了溫泉博物館，百姓也可進入梅亭參

觀，更多了現代圖書館，偶爾有藝文市集、街頭藝人

駐唱。一片綠意中，北投公園見證了百年歷史，並肩

負著將北投溫泉人文傳承的使命，讓更多人認識北投

溫泉鄉之美。 

北投公園 

溫泉博物館 

………………………………………………………………………… 

由英式紅磚砌成，有兩層樓高的建築物，是從日治

時代保留到現在的溫泉博物館。北投溫泉博物館外

在本體為日式風格的建築，內部由羅馬拱柱圍繞出

浴池，周圍鑲嵌著彩色玻璃。 

北投溫泉博物館的前身為北投公共浴場，是日

治時期最大的公共浴場。早期一樓是浴池，二樓則

為榻榻米地板的休息室，現在已經轉變成展示北投

歷史文化與人物故事的空間。 

瀧乃湯 

………………………………………………………………………… 

講到北投大家都會想到溫泉，而「瀧乃湯」就不能

不了解啦！瀧乃湯是北投現存最古老的浴池，保存

最完整的日式溫泉大眾浴場。在日治時期，主要的

用途是給日本軍官療養使用，所以當時只有男湯，

後來才慢慢新增更多的浴池。 

身為北投人一定曉得北投溫泉分三個種類：白

磺泉、鐵磺泉、青磺泉，北投的溫泉幾乎都是白礦

泉，瀧乃湯則屬於相當稀有的青磺泉。溫泉內含有

微量的元素「鐳」，據說可活化人體細胞及增強免疫

力，目前僅台灣北投與日本玉川兩處才有這種溫

泉。 

    瀧乃湯不論是在日治時代或是現在，都相當受

到北投人和觀光客的歡迎。 

梅庭 

………………………………………………………………………… 

北投從日治時期興盛發展，因此保留了許多達官政

要人物的居所，梅庭正是其一。梅庭建於 1930 年代

末期，作為日治時期黨政軍要的宿舍，以及近代草

聖于右任大師的避暑居處，門口的梅庭二字正是于

右任所題。至今仍保留日式木構建築及二戰所需的

地下防空洞，內建有閣樓、溫泉浴池及外圍唭哩岸

石圍牆。 

而今，此處成為歷史古蹟，不再只有達官顯要

才可進出，一般民眾也可入內參觀日式民宅建築，

走入其中可以感受到家的氣息。此外，梅庭也時常

規劃多元的藝術展覽，將過去的歷史注入現代元

素，走入社區後，成為延續豐富的北投歷史人文的

建築。 

門口于右任所題之「梅庭」二字 

流經公園內的北投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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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溪 

………………………………………………………………………… 

北投溪是孕育北投石最重要的溪流，1905 年代，日

本人岡本要八郎來到北投溪採集，發現一種非常特

別的石頭，後來經研究發現北投石是由青磺泉產生

的礦物結晶，相當罕見。跟以往用發現者的名稱命

名不同，這種礦物是以「地區」命名，這就是北投

石的由來。 

在地北投人分享以前的北投溪因為溪流乾淨，

溪流也相當長，他們都會直接把腳伸進去泡。可惜

的是，現在的北投溪因為人為的破壞，水質已經不

像以前那麼乾淨了，無法再泡腳也沒辦法再孕育出

北投石了。 

北投圖書館 

………………………………………………………………………… 

民國 90 年舊北投圖書館因為天花板漏水被鑑定為海

砂屋而必須拆除，因應環保意識抬頭，因此政府想

將新館規劃成符合綠建築的圖書館。設計師因為不

想破壞建地周圍的花草，決定依照原建地的三角地

形建構圖書館。 

綠建築指的是用環保的方式建造，屋頂有太陽

能光電板發電，並採用輕質生態材質打造，可以綠

化屋頂。另外還設有斜坡草皮，可以收集雨水，讓

水資源再利用。 

北投人常常會來這邊看書，因為環境相當舒

服，邊看書還能邊聽見鳥鳴聲。累了還能夠到公園

裡走走，不過社區長輩跟我們分享他們印象最深刻

的大概是每次經過這裡，就能夠看到很多遊客在這

裡拍照打卡。 

北投溪現況 

日落下的北投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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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限時專送文化 

………………………………………………………………………… 

機車專送起源於日治時期，日本人經營溫泉旅館，

有一群需要經過專業培訓的小姐——藝妓，時常會

需要到旅館去陪伴日本官員，但小姐通常都是住在

山腳下。那個年代，汽車還未像現在一樣方便，大

部分是三輪車，於是當機車漸漸流行時，小姐們都

會搭乘機車來往旅館和家中。 

提到藝妓也不得不提到那卡西，「那卡西」在

日文原意為「像水流動的行業」，是一種來自日本

的賣唱模式，他們多走唱於各旅館、酒店間、夜市

間，靠走唱維生，隨著溫泉旅遊興盛，北投也成為

那卡西的產地。 

現在北投仍然有人使用機車專送，不論是到市

場買菜拿不動、沒有時間去接小孩、要外送便當，

只要打一通電話，機車專送通通能解決。阿姨分

享，她在北投用機車專送習慣了，有次到外縣市

玩，從車站出來想去其它地方，沒有公車、計程

車，這時候便懷念北投的好。 

機車專送是北投特有的文化，以前是二十四小

時，但現在已經沒有了，因為機車運匠幾乎都是五

六十歲的伯伯。早期一趟車錢只要十五塊，隨著時

間，現在一趟車錢都要五十塊起跳。即便如此機車

專送還是深受北投人的依賴，而這項文化也持續再

書寫著北投的歷史。 

北投車站 

………………………………………………………………………… 

日治時期配合新北投地區溫泉觀光產業的發展，興

建了新北投支線（浴場線），並設立新北投承降場，

因此有了「新北投」的地名。 

1916 年完工至今，已經歷一百年頭，從北投興

盛時期開始肩負載運溫泉觀光客、許多老北投人交

通移動的使命，1937 年曾因站體不夠使用而擴建，

經歷二戰時被暫時拆除，重啟後，1940-1980 年代

又成為來往新舊北投間的重要工具，直到廢娼政策

導致北投溫泉觀光沒落及公車路線完備後，1988 北

淡線正式廢線。而後車站輾轉至彰化民俗村供民眾

參觀，又經歷將近 20 年車站返鄉運動，在地居民文

化資產保存意識抬頭，流浪多年的車站 2017 年才

終於回到家鄉，將車站內部改為展覽百年歷史的場

所，讓現在的北投人也能認識此段重要的事件。 

過去來到新北投的交通方式，現今已由捷運新

北投支線所取代，但在每個老北投人的回憶中必定

有車站、鐵路的身影。車廂內充滿幸福歡樂，全家

搭著火車來到新北投、北投公園泡溫泉、旅遊踏

青，而車站周圍更聚集許多攤販、柑仔店，提供旅

客零食、飲料或水果補給，充滿商機與活力。而 30

年的車站返鄉爭取路程，更是集結眾北投人之力的

最好印證，讓後人看到在地北投對車站的情感與緬

懷，以及地方向心力。 

今日北投車站內部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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