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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西區運河周圍地區生態社區空

問營造之研究*

凍坤宏車，

摘要

關鍵詞:台南西區運河、生態社區、社區營造、空間秩序、空間治療

本文旨在探討台南西區運河周圍地區生態社區空間營造之可行性，與以往社區營造

計畫有關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採用「空間」的觀點為切入點，包含人造的實質空間(如街屋、

中軸、端點、循環、圍繞感等)以及自然的生態景觀空間。亦即從「空間和景觀的美化」

為切入點，再結合運河水資源的歷史特色與發展方向，整合成一個總體的營造計畫。

本文採取官方資料蒐集、問卷調查、深入訪談、田野調查土地使用情形、單變項與

雙變項統計、內容分析等研究工具，依研究地區四里人口數，按一定比例抽取成年人 514

份，青少年 392 份有效樣本，及深入訪談 16 份樣本進行實證研究。結果發現:

(一一)在社區實質空間結構之分析上，可以軸線設計、層級系統、轉換元素、主導特徵、

闡繞感等五項工具進行分析，有些表現良好，有些則需加強。

.本文f毒、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八十八年度專題研究計畫「都市社區空間調查與計劃之研

究 J (計畫編號: NSC88-2415-H-024-002)之部分研究成果。本研究接受國科會補助研究

經費，特此致謝。本文亦曾在經濟部水資源局、國立中興大學水資源、係育及防災研究中

心、中國農村發展規劃學會主辦的「農村社區總體營造輿水資源保育利用研討會」中發

表(民國八十八年三月) ，成謝與會人士提供寶貴意見。

H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1 學系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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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社區空間美質認知之分析上，成年人與青少年在空間美質等七個項目上的反應

是有不同的。

(三)在未來運河及周聞地區空間環境之營造保全上，本文針對可行與不可行的方案進

行探討 D 而且以運河複合式商業休閒文化區及復古親水公國，以及環河路及鄰近街道景

觀管制等二項目為規劃的重點。

(四)本文為「台南西區運河周圍地區生態、社區空間營造」提出一個工作模式，以作為

生態社區空間營造的方法，此一工作模式主要包含社區空間秩序配合水資源營造、社區

營造各角色之關係、以及文化產業化等三個部分。

是，、&起去A
H.... ，"~回訓ftJ

一、緣起

自產業革命後，人類歷經一個世紀的努力，在經濟與政治活動均以持續成長的速度

不斷地起飛，至今發現這些努力並無法給人類帶來高品質的生活。在台灣，經過半個世

紀國人共同的努力，締造了傲世的「經濟奇蹟 J (台灣第一次奇蹟)及「政治奇蹟 J (台灣

第二次奇蹟) ，在創造高度經濟成長的同時，貧富差距是世界最小，在追求高度民主政治

的同時，歷經了寧靜、不流血的革命，因此被世人稱為「奇蹟」。但是，所付出的代價，

卻是忽略人文的關懷，忽略大自然及生態的關懼，社會價值觀的混淆等，因此如何在未

來新世紀裡再創造台灣第三次奇蹟一即所謂「社會奇蹟 J '實為台灣全體國人醒思與努

力的課題。

欲創造「社會奇蹟 J ' r 生態空間環境的創造」是眾多領域與方法中的一項方法。

所謂「社會奇蹟 J '意指對人文的關懷，對大自然的關懷，以及對生態的尊重，這正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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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未來 21 世紀人類新的社會價值觀，那就是「回歸自然，回歸自己、生活、家庭及社

區，而非體制。回歸感情，回歸做鳥、一個人H 而非一個、角色，」。這裡所說的「空

間 J .除了「實質空間」之意思外，尚指涉「自然生態，景觀資源」之涵義。相信「創

造空間新價值 J .將會是未來 21 世紀重建社會價值觀的一個重要部分，而這種「創造空

間新價值 J '當以具有生態價值的空間及環境的創造尤顯重要。易言之，透過創造生態

空間環境的過程及結果，重建人與自然，人與國家、地方、社區、農村、都市之間的新

關係。其實，這就是「社區營造計畫」的真諦所在。而創造美質、文化、綠意、舒適、

情感、情趣、歡喜、快樂的空間環境、其實就是一種「空間治療」的觀念，透過空間的

創造，重建人與人，人與大自然，人與動植物之間的新關係。

扼言之. í創造空間新價值 J .實即包滷了: (1)生態農村. (2)社區營造， (3)空間治

療，以及(4)城鄉新風貌等四項觀念，也是說是四項具體作法，它們都可以共同達到創造

「而士會奇蹟」的目標。有鑑於此，對於「農村或都市生態社區空間營造之研究」的初步

嘗試，可謂是本文的動機所在。

本文的特色有:

(一)過去的社區營造計畫大多偏重文化、產業、生態、社區權力結構等方面的觀點。

但本文攪從「空間」角度切入，包含人造的實質空間(如街屋、中軸、端點、循環、圍繞

感等)以及自然的生態景觀空間，亦即從「空間和景觀的美化」為切入點，再結合其他相

關項目，整合成一個總體的營造計畫。塑造適宜當地的環境空間，也是社區營造計畫可

以努力的方向。在農村或都市中，雖然一條水道(如河川、運河)具有交通、環境、空間、

市民活動、生態、意象等多重功能，但做為一個「水空間、水資源 J .其重要性遠超過

一般的街道、廣場、古蹟、建築物，因為它是最不易被任意佔用的開放空間，水域的倒

影也可增加農村或都市的「空間感」。

(二)回顧國內外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的目的與結果，大多是振興地方產業，成為觀光勝

地，吸引遊客。這種作法有時會讓人覺得是為「外地人 J (叫“iders)而作的。所以，本文

主張一個「由在地人自己創造的社區空間，喜歡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空間，尤其是在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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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造型可見以及親身感受的部分，作為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的目標」。如此的社區空間創

造，始可成為連結計畫成果與居民感情、情緒相當重要的機制，才能夠讓居民長住下去，

而如此的社區營造工作，才可能做到「傾聽居民的聲音 J '也才能夠永續發展下去。因

為這種工作是完完全全為「在地人 J (insiders)而作的。

二、研究地區簡介

(一)研究及規劃地區的選定

由於西區是台南府域的發源地，荷蘭人規劃的「民權大街」即位在西區，而且

清朝時期的五條港區以及日本人開通的運河也位在此區，它是一老舊社區，迄今，

中正商圈亦位於此區。因此，西區是一個有歷史文化、商業機能並且有水域的地區。

在此一研究地區，又可以分成幾個小同質區，包括商店街區(如中正路、金華路二段、

康樂在J) ，小吃、童裝批發區(如保安路、康樂街) ，舊沙卡里巴區(國華街) ，遊廓區(即

風化區，大智街/大仁街) ，運河區(包括船塢、漁會、環河路、運河北倒) ，中國城，

舊工廠區，保安宮，住宅區，學校區等。以目前發展來看，是以中正路(軸線)及中

國城(端點)(具商業機能) ，以及運河區(端點)(具水資源、生態功能)為集結區，它們

是像磁鐵般地吸引人潮，成為全區的焦點。

本研究以民生路二段、西門路二段、永華路、中華西路二段圍成之區域為研究

地區。以緊臨運河周圍之四個里一安海、民主、中頭、大涼為規劃地區。它們不但

符合本文探討的目的，而且具備生態社區及空間治療之條件，故被選定為規割區。

(二)社區人口及產業現況

1.台南市目前總人口數共 72 萬餘人，西區目前共的，218 人， 14，013 戶(87 年 12 月

底)。西區是一歷史悠久的老舊社區，近年來隨著市區發展重心往東移(台南火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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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成大、東區一帶)以及本區商業逐漸沒落，人口乃逐年減少。民國 70 年底衍，350

人， 80 年底 51 ，370 人， 85 年底俑，316 人， 87 年底呵，218 人。規劃區四個里的人

口數如下:民國 87 年底，安海里 1 ，288 人，民主里 1 ， 104 人，中頭里 1 ，237 人，

大涼里 3 ， 125 人。此四里除大涼里外，其餘三里呈現人口流失狀態，大涼里是唯

一呈現人口增加的里，大涼里是部分地區屬新興社區，部分屬老舊社區，而其餘

三區皆全部屬老舊社區。

2.目前規劃區產業型態以商業及小型工廠為主，另有住宅區及空地空屋、小菜園等。

商業型態與早期運河有關連之行業居多，如旅社、舊廠房、漁釣行、小吃店、童

裝成衣批發、國術館、風化場所、西藥房等，還有廢棄的造船廠遺跡，這些行業

呈現集中狀態。但此區位於中正商圈及中國城之背側，熱絡程度不及中國城正側。

(三)運河今昔

1.昔日運河一歷史水道，滿江帆詭

(1)這裡所說的運河，係指日本人於大正 11 年(1 922 年)挖掘的新運河，而非清朝

時期的舊運河。 1926 年完成施工，全長 3782 公尺，寬 37 公尺，這條運河不但

將安平港的航運延伸至台南市區，也擴大了台南的街道幅員。

(2)歷史地景

@民國 50 、 60 年代，每逢颱風來襲，大小漁船密排台南運河船塢，岫驢相連，

槽槍敲日的壯觀場面，添增中正路許多熱鬧街景。

@，碰碰船 J '台南人在運河搭乘公共汽船往來台南與安平之間。

@台南漁市場、製冰場、水產公司、須田造船廠、貨倉、海關、漁源料理店、

日式樓亭。漁源料理店備有小木船供客人作水上娛樂，那時從新回T綠燈戶召

藝技「出勤 J '三兩好友扁舟輕歌，飲酒吟唱，是日據時期運河最懼意的水

上活動。

@，鳥橋」一台南「黑橋牌」香陽最早即是發跡於橋旁。蓋在運河上的「開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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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J '是連接運河東岸新盯到西岸漁源料理店或億載金城附近的料理店的必

-經之橋。這座橋是木頭作的，為防止遭水腐蝕，道上柏油使整座橋看起來是

黑色的結構，台南人稱為「烏橋」。如今已變成鋼筋水泥了。

@烏橋新南宮:新南宮牌區上的「烏橋」字樣，證明此處為昔日龍舟賽的起點。

@風景美麗:

當年運河兩岸美麗的風光，吸引情場失意或人生失敗者來此甘做技臣，

日據時運河層出不窮的投水事件，可為證明。

2.今日運河一污黑髒臭

(1)日據運河開通以來，台南運河口成為橫貫市中心東西大軸線西緣之端景，中正

路底的運河可以說是台南市最具特色的都市開放空間，整個都市因為此開口而

舒暢，而水空間所帶來的活動與景觀，尤其是漁船靠岸時仕撮，也使市區顯得

更加活潑熱絡。然自中國城興建之後，都市西端彷若被加以阻塞，開敞性也隨

之消失，運河口從開放空間轉而成為都市窒息點。

(2)民國 70 年代台南市政府把原本漁船聚集的「運河盲段」填平，改建中國城(為

一商業大樓) ，自此漁船的身影再也不進台南市區。此時運河航運功能完全喪

失，只剩排放廢水功能。每天排放著大量未經處理的都市廢水，便是運河污染

的最大元凶。與一般河流不同的是，運河本身無上游乾淨的淡水流入，只有依

賴海水的漲、退潮來流動。沿岸設了許多的下水道出口，未經處理的廢水流入，

運河本身無法透過海水漲退的稀釋作用及河中微生物的生化作用，來分解這些

污染物質，長久以來，便形成了運河現今污黑濁臭的模樣。

(3)民國 85 年間開始，運河東岸正實施第一期污水下水道工程，期待阻隔污水排

入運河，後續之「台南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整體規劃」亦已於最近完成，呈轉上

級政府核定中。目前運河在本研究地區之水質污染程度如下:新南橋段， OO(溶

氧量)0.13 ' BOO(生化需氧量)24.67 ' SS(固體懸浮物) 15 '呈現嚴重污染;臨安

橋段， 000.40 ' BODl 7.00 ' SS40.8 '亦呈現嚴重污染，均遠超過行政院環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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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最新修訂水質標準(台南市政府，民 87) 。其配合污水下水道系統之進行，市

府開始進行配合之運河污染整治計畫及都市再發展計畫之研擬，以及如何塑造

親水環境、引入親水活動及相關產業?如何創造及增進運河、安平港、海岸的

水域利用價值?如何推動社區參與，並引入民間資金及人力? ...這些都是列為

重要的規劃課題。

3.運河水資源特性分析

(1)潮汐:

運河鄰接安平漁港、舊社區及古蹟區、市中心精華區、安平工業區，運河

出口銜接內海及安平新港，長度約六公里，全段感潮，安平港潮差平均 60 公

分。潮汐現象屬西海岸型，每日有潮各兩次，即一日三回潮，但日潮不等程度

較大，潮汐發生時間約為 12 小時 25 分，有時一日只有一次高低潮，平均潮差

約 55 公分。

(2)漲退潮:

運河之潮差均較內海小，高低潮發生時間亦較遲。漲潮時，外海潮位比運

河高，反之，退潮時運河潮位比內海高。上午退潮，潮位以臨安橋最高，愈接

近內海愈低，高低潮差約。-5 公尺;下午漲潮，潮位以新南橋最低，愈接近內

海愈高，高低潮差約 3-5 公尺。

(3)流水與污水量:

因河水與海水在密度上的差異，造成感潮河段有垂直分層的現象。下層為

海水，上層為密度較低之污水，依潮汐漲落，上下層流速可能不同，流速剖面

變化亦大。由於污水注入運河的結果，致使表面污水的流向大多朝向內海'7_/(

道內之水力特性較為複雜。這將是未來運河水質整治必須加以克服的。

(4)淤泥性質:

為灰色粘土質沉泥夾砂質沉泥，偶而夾貝屑、有機物，以沉泥為主要成分，

另有少數的粘土及砂'自然含水量為 37.04 '當地密度為 1.85 g1cm3 ' 比重為

2.70 '空隙比為1.00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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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目的、內容與方法

主要有四:

(一)針對運河及其周圍社區空間，初步進行結構分析，包括軸線、層級系統、轉換、主

導特徵、圍繞感、以及循環、開放空間、結構等。利用空間結構分析工真及組織法

則，進行社區實質空間分析。

(二)調查運河周圍四個里成年人與青少年，對研究地區運河周圍空間美質之態度反應。

利用「台南市西區運河周圍社區居民對運河周圍空間美質之反應調查表」進行調查，

共計成年人 514 份，青少年 392 份樣木。

(三)調查市府官員、里長、社區理事長、市議員、民間團體及運河周圍工廠老闆'對運河及

其周圍地區之空間環境問題及未來營造保全方向之看法。利用「台南市西區運河與周圍

地區之空間及環境現況及其未來營造保全之訪談表」進行訪談，共 16 份樣本。

(四)結合本文理論基礎與經驗研究結果，共同建構「台南運河周圍地區生態社區生態社

區空間營造」之模式。

理論基礎

本研究流程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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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外案例簡介

經本研究整理，主要分為三種類型:

(一)觀光型運河:

1.荷蘭阿姆斯特丹

整個市區可說是由河流，運河與小水道交織而成，運河不僅是交通要道，更

是都市活力及觀光經濟的泉源，乘船遊河觀賞兩岸風光，已經成為城市活動的一

部分。每年八月的王子運河水上音樂會，更是吸引無數遊人，成為阿姆斯特丹的

主要節慶。

2.美國德州聖安東尼河(San Antonio River) 

該河流經聖安東尼市只有 8 公尺左右寬， 1920 年代曾為污水道，充滿垃圾廢

水，臭氣沖天。然、該市當局體認到水空間的重要，乃於 1938 年開始整泊，並且於

河j賓興建步道系統及河邊露天劇場，同時以人行步橋連接兩岸。 1960 年代，該市

商會開始推廣河岸兩側的商業行為，觀光事業也並行發展， 1968 年的世界博覽會

更造就了無限商機。如今該市的水道成為美國重要的觀光資源之一，水上有遊艇，

兩側滿佈餐飲設施及商家，是美國都市水道最成功的例子。

(二)親水休憩型運河:

1.義大利威尼斯「大運河 J (TheGrandCanal) 

總長約 2.5 英哩，寬度自 30 公尺至 70 多公尺不等。觀光客搭乘交通船或稱

為間多拉(gondola)的搖槳小船順流或逆流一遊，可說是畢生難忘的經歷，船夫時

而高唱聖塔露西亞等民謠，船影歌聲好不迷人。

2.美國其它都市或鄉村的水道有發展成河潰公園及親水空間，形成特殊的景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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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營造型運河:

1.日本九州福岡的柳川「護城河再生.Jj(路淨水計畫 J (行政院經建會，民 80)

1977 年，柳川市公所準備填埋具有歷史性的護城河，改作下水道的計畫定

案。但負責該計畫之政府人員覺得不妥，乃提出「護城河再生，水路淨水計畫 J 0 

當地居民參與疏濤將近 30 公旦的護城河，周間的環境也一併整建，如令已成為著

名勝地。除將舊有水路加以淨化、疏濤，提供船隻供觀光客在水路中遊行觀賞風

光外，並將許多音日的城牆、橋棵與建築物或文人的故居保留下來，以使民眾體

會到柳川的歷史。民眾自行出錢在沿岸種植花草、修築河堤護欄，並配合整修房

子。市府當局也在沿岸整建步道，整理出許多開放空間，提供居民及觀光客作為

休憩處。由此看來，這是一個結合水資源保育工作與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很成功的

案例。

2. 日本北海道小樽運河(西村幸夫著，王惠君譯，民 86 ) 

因 1966 年都市計畫決定填埋無用的運河，建成寬闊的幹道。 1975 年，市民

組成「小樽運河保存協會 J .會員共 1200 人，一萬名贊成保存連署。沒幾年，保

存小樽運河的事，一下子在全國各地傳播開來。之後，道路興建工程雖然已做部

分的變吏，但保存派和行政機關之間的對立態勢，已經非常明顯。 1983 年「小樽

運河百人委員會」成立，獲得全市 18 萬人口過半的九萬八千人連署，使這一運動

達到最高潮。除反對填海運河運動外，它也是一項典型的環境學習型活動，以「從

運河到社區營造」作為共同口號，以二十多歲年輕人其中堅，至 1994 年，第 17

屆小樽港都慶典時，總共有 300 萬以上的人參加。

運河保存運動的另一個特色是，由市民提出了運河與交通計畫得以兩全的解

決方案。促使 1980 年計畫變更，剩餘的運河寬度從原來的 10 公尺增加到 20 公尺，

路寬從 40 公尺減為 30 公尺。散步道也從靠海倒移至靠山側，從市區非常易進入。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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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態社區空間營造的理念

一、生態農村的概念

「生態」是 21 世紀全球共同的宣言， ，-永續發展」觀念是在 1972 年聯合圓「人額

環境會議」中被提出的一項革命性觀念，其主旨在促使人類注重經濟、環境與社會的均

衡發展。國際上，舉凡科技研究、工程、企業、教育、文化、環境規劃等工作，均強調

永續發展的重要性。在國內，都市規劃開始重視永續發觀念，台北市在最近已著手委託

兩個計畫案(台北市政府，民的，民 86) ，一時之間，-生態、城市」成為時豎的名詞。

國外學者里察﹒瑞吉斯特 Richard Register 和一些朋友於美國加州柏克萊建立了「都

市生態學 J 為了「重建與自然平衡的城市 J 建造了「慢街 J (slow street) ，並且於 1994

年寫了一篇名為「生態城市:重建文明，恢復自然」的論文(Register ' 1994) 。並於 1990 、

1992 年舉辦了第一屆、第二屆國際生態城市會議。通過了「社區引導的設計過程 J '企

圖建造住宅、商店、辦公室、社區中心、屋頂花園，以及成熟的符合生態之社區的許多

其它元素，容納八百至一千位居民的哈利法斯(Halifax)計畫，並且獲得阿德雷德(Adelaide)

市議會核准。生態城市應該支持適當的、永續的技術，應該綠意盎然，有果樹、農地、

綠帶，減少對汽車的依賴，節約能源，強調資源回收及再循環等，是他們共同的主張(參

見 Aberley' 1994) 。在德國，推展生態農村工作，不遺餘力，奧特浩森生態村(Ottenhausen)

舉世聞名(Alfons Dworsky 著，李松根譯，王欣佩，民 88) 。在台灣，民國 87 年 12 月舉

辦全國土地與水資源會議，建立中央山脈「綠色帶」的觀念，依此進行「綠色社區」的

規劃建設工作(經建會，民 87) 。這是台灣行政部門開始重視生態規劃的開始與具體行動。

政府部門近年來推動農業用水資源保育利用，省水技術，*再利用，以及種水計畫，蓄

、•• ',', 
l l 

r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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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維護生態、以及生態敏感地、景觀資源敏感地、優良農田、地表水源生產敏感地的劃設

等措施，都是生態農村的具體作法(徐享崑、鄭皆連，民 87 '陳秋楊、龐元勳，民肘，

蔡明華、林柏璋，民 87 '楊垣進，民 87) 。

在農村發展規劃工作，同樣的主張「生態、生活、生產三生規劃 J ' r農村規劃不

應忽視大自然 J '所謂「生態農村」、「生態、鄉村」、「生態村莊 J '成為專業者、行

政人員乃至全體國人共同的夢想，也成為國內農村建設的新宣言，大家共同努力研究的

新方向。

二、社區營造的概念

在台灣， r社區營造」再也不是一個問生的名詞。早在幾年前，行政院文建會開始

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計畫，至今已在全省各地普遍地展開，而且一直在推動薯，是結合地(自

然資源)、景(景觀資源)、人(人的資源)、文(文化資源)、及產(生產資源)等五項資源的一

種整體性計畫，是它的方法論與最終預期的成果。而且它也是一種以住民為主，透過行

政、企業的協調，達成地方建設並建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計畫(文建會，民 84 '陳其南，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民 84 '陳亮全，民間，徐明福、柯俊成，民 86) 。同

時，李總統也曾經在各種場合多次強調社區營造計畫對於心靈改革的重要性。所謂「社

區營造 J '簡單的說，就是透過營造社區的過程，社區的所有居民都能夠很舒適、很健

康、很快樂地生活在一起，並且享受社區營造的成果。最近，日本學者西村幸夫的專書

「故鄉魅力俱樂部一日本十七個社區營造故事 J '充分闡釋了這個意義(西村幸夫薯，王

惠君譯，民 86) 。居民與地方產業生活在一起，將地方產業與民眾生活連結在一起，讓人

人都會做此一產業，也將地方產業與文化、觀光密切連結在一起，這也正是社區營造的

真諦。日本山梨縣中富國J r 西島手抄和紙」便是成功的例子(丸山優，民 88) 。

在台灣，如果農村想要恢復它的自然，創造它的新風貌， r社區營造」不失為一個

有效的策略與工具。事實上，目前台灣農村社區營造工作，除文建會每年補助各縣市重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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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式農村加以推動外(文建會，民 84) ，台灣絕大部分的農村皆尚未施行，即使學術性論

文及研究報告亦不多(蔣孝萱，民 86 '盧應慶，民 85 '楊淑芬，民 84 '林麗香，民 84 ' 

張瑋琦，民 86) 。因此，未來農村的社區營造大有可為。重要的是，農村社區營造的努力

完成，相信就是林英彥及鄭詩華二位教授所主張所謂「未來農村建設宣言」得以落實的

時候了(林英彥、鄭詩華，民 87) 。

三、空間治療的概念

「空間治療」是一個新鮮的名詞，它教你在水泥叢林中找到個人的大自然與花園，

也讓你輕輕鬆鬆擺脫焦慮與壓力。爬山、健步，就是一種空間治療(environmental therapy , 

spatial therapy) 。自然環境與人的心理健康很有關係。國外許多相關研究，都證實自然空

間對人有益，包括恢復能量、逃開日常生活與例行工作帶來的倦怠感、加強信賴感、以

及肯定自我等。空間治療的效用，不僅止於病患，還包括一般人。讓青少年照顧花間，

使得青少年犯罪率下降。園藝、環保公園或親水空間，都是空間治療很好的範例。迄今，

國內外都市規劃或農村規劃均須要重新重視大自然，放棄以往強調功利與實用性，轉而

不敢忽略人對大自然的需求。鄉村四周都是農田，有山有水，居民很容易親近大自然。

和家人在公園、花園、郊區玩耍，以及中小學生在校園內，也都可以做空間治療。當然，

空間治療除了自然環境外，它還可以包括人文環境，如古蹟、典雅的古厝、老街與倉庫、

小溪河川、以及空間軸線、層次感等，這些都必須靠人類去加以創造。

台灣的農村本身就具備空問治療的良好條件，有待我們去開發創造。本研究認為，

透過生態農村、城鄉新風貌、以及社區營造等三項理念及其體行動的落實，即可達成農

村空間治療的效果。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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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鄉新風貌改造的概念

在台灣， í城鄉景觀風貌」是一個比「生態、規劃」早幾年實施的計畫(內政部營建署，

民 86) 。有鑑於國土永續利用、城鄉生活環境、景觀風貌品質，與先進國家有相當的差距，

台灣未來需要一個更具有「品質、品昧、情趣」的生活空間，提供合乎人性尊嚴之生活

環境，以免生活情趣、歷史文化埋沒在現代化鋼骨水泥森林中。內政部營建署自民國 86

年 9 月開始實施「城鄉景觀風貌改造運動 J '希望創造「文化、綠意、美質」的新家園，

這是該計畫的總目標。國土規觀與城鄉建設之最終政策目標，就是「提供合乎人性尊嚴

之生活環境」﹒包括「與環境共生」、安全、舒適、富優美景觀、符合人性尺度、有獨

特文化風格、充滿無限生機等豐富的意義在裡面，也就是說，藉由推動「城鄉景觀風貌

改造運動」來實現的理想生活環境。

目前在台灣， í城鄉景觀風貌改造運動」已逐漸在各縣市展開，惟大都集中在都市

地區，在鄉村則較少。因此，鄉村新風貌的推行，仍有很大的空間值得努力。

綜合以上生態農村、社區營造、空間治療以及城鄉新風貌等四個重要觀點，進行農

村社區空間環境的營造，本文稱為「生態農村空間(或風貌)營造 J (Ecological Rural Space 

(or Landscape) Planning) ，期待透過經驗研究結果，對於台灣在農村社區計畫研究及政策

建議上有所貢獻，成為 21 世紀台灣農村再發展、農村再生、乃至農村更新的基本內涵。

參、生態社區空間營造的理論架構

本研究提出「農村社區生活空間模型圖」一簡稱「梅花圖 J (陳坤宏，民 88) 。在此

一模型圖中，有五個點(five points) :社區住民(community inhabitants) 、文化/經濟活動

(cultural/economic activities) 、生活方式(lifesty le) 、生態環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 、以及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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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秩序(spatial order) 。各點之間有: (1)社區住民→生活方式， (2)社區住民→文化/經濟

活動， (3)社區住民→生態環境， (4)文化/經濟活動→←生活方式， (5)文化/經濟活動→←

生態環境， (6)空間秩序→←社區住民， (7)文化/經濟活動→空間秩序﹒ (8)生活方式→←

空間秩序， (9)生態環境→空間秩序等九項連結關係(nine links or connections) 。

在本文中，依據研究目的之需要，以社區住民、生態環境、空間秩序三個觀念(即三

個點)為探討內容，並且考量研究時間、人力及財力的限制，本文選擇第九項關連(即生態

環境→空間秩序)為研究內容，進行理論基體之建立。易言之，本文以探討在「社區住民」

的作用下，運河的「生態環境」對其「社區空間(或風貌)營造」的影響為主軸。(如下圖

所示)

生態環境

民+
土區l

!

↓

社

空間秩序

生態社區空間營造的理論架構圖

上述九項連結關係'與本研究有關的有以下三項，並說明其在本研究之應用。

(一)第三項:社區住民→生態環境

從既定的實質環境來看，社區住民是否能夠自發性的維護社區環境，是社區生

態環境是否得以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本研究將深入訪談政府官員、市議員、社區

領導人、工廠老闆，對於運河現況問題及未來營造保全方向的看法。

(二)第六項:空間秩序→←社區住民

從社區住民的觀點出發探討社區空間秩序(或美感) ，可說是本研究的一大特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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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區住民有其一套空間秩序的標準與評價，其評價結果是很真實的，值得規畫。

者加以重視，並納入計畫之中。可是，社區住民對空間秩序的標準建立及評價，自

然也受到現有的空間形式的影響，所以二者是雙向的關係。本研究將以問卷調查方

式，了解社區住民對空間秩序的評價。

(三)第九項:生態環境→空間秩序

在本研究中，由於研究地區是以運河及其周圍地區為範圍，因此運河的生態環

境，乃成為營造該社區空間秩序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易言之，社區空間秩序的營

造是否成功，將視是否有效配合運河水質特性與整治成果及其未來發展方向而定，

因此生態環境對於空間秩序而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本研究將綜合社區住民間卷

調查以及官員、民意代表、社區領導人深入訪談三方面的分析結果，作為研究結論

的基礎。

肆、生態社區空間營造之實證一

以台南西區運河周圍地區為例

一、社區實質空間結構之分析

本研究以生態空間營造的理念品基礎，以運河及周圍四個里為「規劃區 J '以民生

路三段以南的西區為「研究地區」。同時以空間結構的五項分析工具進行實證分析，期

待創造一個好的社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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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軸線設計

1.中正路:

是本規劃區最明顯且唯一的軸線，它是線性的，且連接多個特徵'連接了民

生綠園、中國城商業大樓及運河，以及兩側的商店街及街廓內側的住宅區。軸線

是可以利用動線、機能、視覺認知來加以操作的，絕大多數居民均可輕易覺察到

中正路是一條進入規劃區的「中軸線 J '而中國城及運河是其「端點」。一地區

的軸線，不需要太多，只要一條就夠了，就足以強烈刻印出居民的心理意義。

(二)層級系統

空間本身具有等級，有大小之別，有位階高低之分，有時還各含不同的性質。

1.在本規劃區，運河是最大的一個開放空間，四周景觀呈現多樣化。

2.商店街道是次要的開放空間，呈現熱鬧的商業景觀。

3.老舊住宅區內之三合院前坦、空地，則是較小的戶外空間，景觀較單調。

可見它們是有層級性的，構成一完整的空間系統。而且它們大多是人為造成，

少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結果。

(三)轉換元素

所謂轉換元素，是其有反覆、相同的規格，如景觀物質的色彩、舖面型態的延

續等，都是典型的轉換元素，在空間上，具有緩和、中介、混合效果，對於空間壓

迫感，其有緩衝與調和作用。

1.運河:

是本規劃區比較重要的轉換元素，它不但緩和了中正商圈因熱絡繁榮所帶來

的緊張氣息，而獲得舒緩，而且也在金華路三段與中華西路二段二條交通幹道之

間，充當中介空間，舒緩吵雜繁重的交通壓力。所以，運河這種緩和與中介的功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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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對於當地居民與逛街人潮而言，實際上是有「空間治療」效果的。

2.騎樓、行人道:

騎樓雖普遍存在，但因商家佔用或因地面高低不一，造成使用程度與品質不

佳。在台南老舊市區，紅磚行人道卻是少得可憐，加上廣告招牌，五花八門，雜

亂無比，真是視覺污染，因而也無法在紅磚道上享受緩和緊張氣氛之效果。

3街角:

所謂「三角窗 J '理應可發展成行人駐足觀賞街景以及與人閒聊的地點，可

惜街角大多未退縮，且與騎樓相同，充分作為商業使用，故根本談不上有駐足休

閒之用途。

總之，本規劃區在轉換元素方面的表現是失敗的，未來應加強騎樓淨空、行人

道人性化設計、廣告物設計管制等措施，同時廣建「街角廣場 J '這些都是未來需

要努力的。

(四)主導特徵

這是「焦點」的意思，具有「節點、中心」的作用。一個地區，焦點不應過多，

只要一、二個焦點即足夠。它會主導全區的發展方向與程度，猶如成長極般地重要。

本規劃區的焦點有:

1.中國城:

是本規劃區比較明顯的主導特徵，而中國城的這般地位，也是拜中正路之賜

而來。但是，中國城的位置原先是連河盲段，連結市區與運河，就空間的性質而

言，它應該是兩個不同性質空間的介面，目前因中國城大樓把這個視覺阻隔起來

了。所以，未來如果能夠強調視覺的穿透性，將可以在市區(尤其是中正路上)造

成一個視覺的焦點。本研究認為，中國城未來的任何改變，不但在視覺焦點上有

改變效果，在整個研究地區的發展上也具有巨大的作用。

2.保安市場、保安宮一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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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傳統農村或市區普遍存在的主導特徵，它們往往成為全區發展的樞紐

點。但因保安市場、保安宮附近是鄰里型商業區及大部分的住宅區，故其主導特

徵的角色地位，不若中國城來得顯著。如果重視其主導地位的話，應將成為該區

未來亟需強化的地區。

3.運河:

本研究一直認為，欲重振中正商圈的商機，不妨從運河整治及美化著手，只

要運河能夠吸引人潮來，中正商圈自然就會恢復商機。若此一觀點可成立的話，

那麼，運河當然具有主導特徵的作用，因為它會影響(甚至主導)中正商圈(乃至整

個西區)的發展動向。就歷史上的意義來看，運河聯繫了開台的第一個東落(安平)

及台南市，意義重大，而且是台南市最重要且特色明顯的帶狀水域，雖然意象鮮

明，主導地位重要，但目前空間品質不佳，如果能加以改善，將對塑造整個地區

之空間美感及意象有積極且巨大的作用。

(五)圍繞感

這是指涉尺度大小與紋理的豐富性問題，如包被高度與廣場或空地之比值(HIV)

為 2-3: 1 的話，表示圍繞感空間品質佳，若否，則不佳。廣場、停車場、郊區公園

大道、水道、空地，都可以用來作圍繞感分析。

1.海安路:

屬於都市計畫一條環狀林蔭大道(稱為藹翠項鍊)的一段，可惜目前尚未完工。

2.運河:

以目前運河水面寬度與四周建物高度之比值來看，東、南、西側三面之圍繞

關係是良好的。只有北側較不符合標準，因興建中的大樓樓層稍高，將使水面空

間及其未來的水上活動有感壓迫，故未來宜加管制其高度。

3. 空地:

在本規劃區住宅區中，有不少無人居住的三合院空屋、乏人整理的空地，佔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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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狹小，卻被新建的透天厝(甚至大樓)所圍繞，造成身處其中之人感到壓迫感。

總之一，本規劃區在圍繞感方面的表現，是比較不成功的，有待加強。

二、社區空間美質認知之分析

經由本研究「台南市西區運河周圍社區居民對運河周圍空間美質之反應調查表」之

調查結果，四里成年人(共 514 份有效樣本)對社區空間美質之認知情形如表 1 '四里青

少年(共 392 份有效樣本)對社區空間美質之認知情形如表 2 。

(一)商店街區:中正路、金華路三段、康樂街

1.在「您知道嗎」方面，成年人與青少年回答「知道」者均高達 84.7%-98.8% '可

見中正路、金華路三段、康樂街三條商店街，已是本地居民熟知的。

2.在「您常去嗎」方面，成年人在「以小吃、飲食店、傳統店面為主」的金華路三

段、康樂街上，有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回答「常常去 J '而青少年在「以服飾店、

皮鞋店、百貨行、高級新潮店面、電影院為主」的中正路上，有 62.2%回答「常

常去 J '相反地在金華路三段、康樂街上，則較少，分別是 5 1.0% 、 42.9% 。

3. 在「做什麼事」方面，除「購物吃東西 J '成年人與青少年回答比例相當外(23.7%一

56.3%) ，成年人在「辦事、找人」方面(17.9%-25.3%)是多於「閒逛 J (1 4.4%-

22 .4%) ，但青少年則相反， I 閒逛 J (30.9%-32.9%)多於「辦事、找人 J (3.8%一

10.7%) 。由此看出，不同年齡層消費型態之差異。

4.當問及「那個地方熱鬧嗎」時，成年人與青少年之反應不同，成年人回答「很熱

鬧」比例偏低(23.9%-38.5%) ，而青少年認為中正路「很熱鬧 J '高達 62.8% ' 

金華路三段與康樂街亦不高。

5.當問及「交通狀況」時，成年人對此三條商店街，均有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回答「車

多、難停車 J '而青少年只認為中正路「車多、難停車 J (75.8%)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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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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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
葳
村
剩
謹
，
意
酒
喝
罰

E
Z

村

-
N
且

您知道嗎 您常去嗎 做什麼事 那個地方熱鬧嗎 父遇狀況 建築景觀 f~~喜歡úi個地力的

不不知未 沒不常末 購開辦拜其未 不普很未 車普很末 不選美未 不普很末

太 物 事拜他 多
知生日 回 去常常回

吃(回 熱 熱回 難良凶 美回 喜 喜回

東 找運註
停

道道道答 過去去答 西逛人動 J日H 答 鬧通鬧答 車通 H 答 觀好聽答 歡通歡答

商店街區

巾 IE路 (03 6) (0.3) (9到8.8) 1 (000) |品 (5U4B l 、 (例239l (指l閱6) (2l l3 4) (1可7L9) (0。0) (2llb 6) (0j 6) (lb3l 0) (3l8qB 5) (06) (840l3 4) (l" B1) (10) (02 4) (2l2l3 0) (ηjl3 0) (4」47) (0ι 4) (84j 4) (749lu 8) (130j ]) (!H 6) 

金華路三段 (1 0) (3且9}) (9招477) ~了4) (1l899 7) (2l3L7」) (lE5l 8) (2l5且1j) (0。0) (1ihli 5) (1lq 7) (917) ) (6E3Eb 4) (2l5 9) (538位8) 1(]E5E 6) (Zl2 3) (1l7 1) (l75日2) (7j4E3 9) (6" 6) (1l3/ ) (7jv 6) (842l9l ) (738 4) (]lb l) 

康樂街 (14) (2li l) (94693 ]) (4333 8! I(J劫16) (且l365) l744 4) Qi4zb 5) (0。0) (3i0525 ) (423 5) (lh21 ]) (52695l ) (2l617 7) (421 5) (6]lI5 ]) 13l1678 1 (lIO 9) I(4I l) QIlIZ 8) (7306j 6) (]lb l) (4Zj 5) (1501 1) (7]484 7) (9 47 l) (5] 目8) 

悟過裝

保安路 (423 到 (527 ]) (84962 9) ~ ~ (42476 9) (指ls2b) (l5O4 5) (l9B4 3) (14) (2l4」4日 (94V 5) (1閱71) (5Z7A6b ) (l74b 8) (l" O5) (1I5M 8) 到(47.3) 1(61 4) (l5O4 5) (2l4b 5) (6jllb 5) (]lb l) (l3oh qi (7Jb 0) (7j5E]/ ) (62) (l31V 5) 

|皺起巴 (1 4) (946切9) 可(0.0) m; i在 (5D0E 2) [l74Z 0) (15l 7 i) (02) (2l0lE 4) (4Zl l) (|5l 7 l )1品山) (“341 5) (2l739 0) (1 的成) (21217 8) (615j4 0) (6jj 4) (5jo 8) (l" O5) (7j6V5 8) (6j5 8) (5ju 8) 

遊廓過一

|大智當太仁
(736 0) (844 6) (844323 ) (02) (l5O6 9) (2l846 4) (6JJ 4) (6且46) Il4lJ 2) (2l ilu 4) (0L 4) (lE6/ 9) (3I896 l) (1l5 9) (1867 9) (2l428 9) (42637 l) (l5U4 5) (1986 5) (]I6E9 8) (4」ll46) (3 5) (1V8J l) (2i0ub 6) (5E6J6i ) (5Eb 1) (lV7l 7) 

運河區

船塢 1l744 4 (734E3I ) 1(2I3E 0 時j (06) (844 6) (加lw8) (0。0) (]l8w 3) (]lblI 7) (41851 8) (3lhlz 5) (l744 4) (4235 8) 1(995「) 1(3E2E 1) 1(3307 5) (1I6EV 8) (!6 2) (]I位15) (2l(l即0) (4Z4B 4) (41) (]l057 5) 

漁會 (1的28) (74806 8) [l9q8 l |切 |(Bi) (2l4a 9) (0.2) (]2R0i i) (21且37η |為|(2i )1 (?4) (2l635 3 1T41 0) (5E028 ) (844 6) (2l7的2) (3l055 2) (4」1lb0) (04 8) (2l7jv 0) (|l9U5J ) (5Elh 8) (2l4 7) (2l6M l) 

讓M路 (8475l 有 1(1品 10.6) (lb24 5) (3lMll j (02) |(4U49l ) (13位3η (到Zbi8)l|(1i7qg9) (lE 6) (950 7) (l972 9) (位3201) (947 l) (l5O5 7) (1i266 3) (5Z7Vj 0) (10) (917j ) (2l0m 4) (6淵6。l) (3l7 1) (l3O1 l) 

運河北側 I(~ (84737l ) 間:官3 1759 4) ml4j 8) (約耳"η (4」74j3 (1519 5) (lH8b 7) (5E9H l) 1(81 8) T(l]E4T ) 1(2392 6) (52791 0) (1 .0) (l624 5) (1但79) (63640 l) (1l7 ]) (l625 6) 

中國城 (02 4) 19盟9"0) (η379 7) (l9 8) (1l7921 ) (2l0" 2 (947 l) (2l4Zb 5) (8的9) (lE6Z 0) (42744 5) (2l742 6) (846 9) (5Z7A6b ) (3l059 9) (l9 8) (9到7) (訂1"2) (52吧舟。) (6J0l ) (843 8) (2l l8f ) (5且9目9) (84」2) (947 1) 

保女?可 (2l4 7) (42 3) (54日7B0) ~ (1l5B2i ) (4」47) (1E6J l) (843 8) (6J1」) Id叫741 (2lllE 0) (l" O5) (1位211 (6j1lI 7) (lE6」0) (1刃0.3) (2I530 ]) 立(56軍21) 了(7可6) 了(10百91 1(81 0) (5且9Hl) (2l lH 0) (959l ) (Z4i ]) (6181l) ) (1E63 5) (l3l 1 l) 

(M

>)

l
-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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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並輕計算整理而得， 19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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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次數(%)

表 2

(NN) 

您知道嗎 您常去嗎 做什麼事 那個地方熱鬧嗎 父通狀況 建築景觀 您喜歡這個地方嗎!

不不知未 沒不常未 購開辦拜其未 不普很末 主主普很末 不還美末 不普很未

貴日太知 回 物 事拜他 多
去常常回 吃(回 熱 熱回 難良回 美回 喜喜回

東 找運註
停

道道道答 過去去答 西逛人動 ζ日日 答 鬧通鬧答 車通好答 觀好麗答 歡通歡答

商店在j區

中正路 (03) (9388b 5) (包U0) (0Z 5) 13l644 1} (包i44) (0L 5) Id且位6) |(3l1g 9) (1lh 8) (03) (5L9j ) (0L 5) (2l l 8) (其lJ34) (位」4b8) (包U0) fB15E l (2EY 7) (l4 0) (0L 5) l/Bl l) I(刃m7) (5493 ) (72l729 ) 位!\<Jη 
金華路三段 1 (1 /8) |{l4U」7) 1 (1品) (l3 3) (2lU 6) [料176到 (5耳l10)) (lb 5) Id凶zη (l4nJ η (0Z 5) 曲扭9 (3lh 8) (4ib l) (16油,sJ) (2ll7b 0) (3l4 6) 4l5/2 l (4l9明到 (lb 5) (]i3 8) (141V 5) (7i7b 8) |(41) (7品1) i品 |tj) 

康樂街 |(8』4ji7) (l5 3) (4lb l) (4l9m 7) (4l1bs 9) (3l3j ) Id附7.5) |品 (9326 ) (l4 D) (l533 5) (739l ) (1lz l) (52745 ) ||(1lzZB η (且Z9I) :4i7u 7月 (4l2ba 9) (Z8 0) (7ZP 4) l795 l) (6z7b3 6) |(3) |(fh lá相12) 

立保安d路E I(且j~引 lw 76) (η且bD) |品) (8322 ) (5Z4l4 6) glz l l) (624 1) |(1l3j4l ) (834 η (l4 0) (2E日I到 [l42l 0) (9J4I ) (包」4j0) l的6.6 |(12b J2ll7b 0l (5L且L9j) (3l3 8) (l428 2) 20!可2) (6D53 l) |l o l 」l) lof: η OJV 9) 

品野生:巴 (8j2J ) l泊43) (0。0) (9jp 9) (5Al別0) MlM 2) (4lv 8) (513月31 |儡) (52 6) (01 5) ll4Z9 5) [l4a2 η (717) ) 明l昆3) 閣lω官 :4l7訂7) (1l747 5) (]l3j ) [l4l5 5 (2" 40 1 5('以i4l (8j3 9) (l4O」7 |判 l(6m 6l) ll4lj 0) 

遊廓區

太智~(^L 2的12) (2946 5) |(5Z3lo 6) I(此 (他lEj7) 
(2“ 12) 1E2J 8 ((l671 l) l“ 63) (0i 5) ;到lZ6j) mlIN 8) (2l 8lu l) [3l835 l (5」4l) l (2l8lU 0 |抽) 再17823) (9J4l ) "l l4 l) lql3 l) (4l7Hb 4) (3l31 ) mlls l) lω 53 (5ZlD 0) (2llu l1 

運河區

船塢 (B i i4 l) l2l1U3l 1 |削 |品 1l5E9J ) oJfl j l9lb 4) 10D) 
|的 1 (1物22) (l4 0) f2lu5j ) 14l2b16 1) mll3 l (2llz 6) (1lo 6) I(J間06) 10盯20) r3i1ZE 7) (1545 0) (4lbl3l ) [23現)0) (3i5jE 2) (lb 5) [約l583) |(1l9油8) Ic五) (3i9油8) 

漁會 (2l l3l ) lnllJ i |(2i9l3 5 1l376l ) (8J3 9) ilBl l 1 (6.8) I(此1(1f: (08) Zl lU ll MllJ l 2" 53 [2l l l 3 (4lE 6) I(l阱181 I(此Id凶21) (l4Zl 0) !4l 3l4 9l f2E1J 2 (只l3!67) (17 8) (4i日66 |(3m 95) I(已) [4l1的1) 

環河路 [lb7s 3) (1b5」8 (6Zb 6) (5Z5ls 6) 123呢5 154b 3 l(1ll 8) |品 (20) f3l851 8} l79l 6 mI lq 41 l循lE4i1 (4lb l) |{iql3 l |到 1(5ió ;lb5l .6) lfql 6 288 4 (5L6Al) l (18) l9Il 6 |的Al5i ||(1lo 6) lTq1 6 

運河北側 [lb7E 3 l771j 9) I(g划331 I(且i9I) mlw 8) (2lU8I ) (1ω 6.6) (52 6) 1 (1而9.4) 1(1的68) (l6 到 "l324 ) !2EZB 4 JElO8 I (總l"5) (4l37 ) Id關14) I(品) [i4lb 7) ;2EI 2) l781 4) 1I57Z9I 1 (l7 8) dBlb 9 13 日 1(1包划0) llZl 8i ) 2自i3可

中國城 (03) (l5 3) |(938825 1 (5Z6lJ } Aibl l l) (1 .8) (5。9』4) |品) (03) (6L9l ) (2lu 6) (5且lj) 1l7B4 0) (4l5閱91 I(l惱23) (3lz l) (3l5 8) mllo l) (5289l ) (1402) ) (2li 8) l7qb 4 (5Z9j5 9) lTBi 4 (日9 ) 

保安宮 (l4l』0) 。酬14) (6A7S l) (0L 5) (1的73) (52且 1)) (1的6.8) (9寬η (l4Z7 0) (1ω 61) (ZlU 6) (2" 53) (2到02) (2" 40) (8到η (5I3i 8i ) (lb5l 6) (2Hlb 9) (1t1H 6) (5且3"3) (6」4l) (23現j0) (8到7) (5且Zl8i) (it5t 8) oEm H 64:4 0 (5L8j9 l 月4282 7289 7 

N
h
S
N
細
如
監
制
困
山
市
唔
，
縱
叫
回M
P
H
E
E」
『
叩
開
囡
囡
陸
知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並經計算整理而得， 1999 

om--



農業經濟半年刊， 66 期，民國 88 年 12 月 一 151 一

6.當問及「建築景觀」時，成年人與青少年均高達 67.6%-77.8%之比例回答「還好 J ' 

這一點二群人是有相同的反應。

7.當問及「您喜歡這地方嗎」時，同樣的，成年人與青少年均高達 72.1%-8 1.9%之

比例回答「普通 J 但有一點不同的是，青少年有 22.7%回答「很喜歡」中正路，

而成年人只有 7.4%很喜歡金華路三段， 9.1%很喜歡康樂銜。

(二)小吃、童裝批發區:保安路

1.在「您知道嗎」方面，大部分的成年人與青少年均知道。但有 26.5%的青少年「不

太知道或不知道 J 保安路作為一條小吃、童裝批發街。

2.在「您常去嗎」方面，成年人有 4 1.2%常常去，高於青少年的 3 1. 1% '可見「以

傳統小吃店為主」的保安路，仍是比較吸引成年人的。

3.在「做什麼事」方面，成年人以「購物吃東西 J (36.2%)及「其他 J (24.1%) 為主，

青少年則以「購物吃東西 J (33 .4%)、「閒逛 J (24.0%) 、「其他 J (20.9%)為主。

至於「其他 J '則以路過為主。

4.當問及「那個地方熱鬧嗎」時，成年人與青少年過半受訪者一致認為保安路「普

通熱鬧」。

5.當問及「交通狀況」時，將近一半的成年人與一半以上的青少年認為「普通」。

6.當問及「建築景觀」時，同樣的，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與青少年認為「景觀還好」。

7.當問及「您喜歡這地方嗎」時，同樣有七成的成年人與青少年回答「普通 J '但

二者均有 1 1.5%的受訪者未回答此題，表示有不少人不顧反應或沒有意見。

(三)國華街:舊沙卡旦巴

1.絕大多數的成年人與青少年均「知道」此條街道，分別是 96.9%及 77.6% 。

2.成年人與青少年「常常去」的比例分別是 37.2%及 34.2% '但「不常去」的比例

均過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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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年人以「購物、吃東西」為最主要，佔 50.2% '青少年亦然，佔 53 .3% '真不

愧過去是舊沙卡里巴(以小吃為主)的所在地。

4.成年人與青少年均一致認為此條街道熱鬧，佔八成以上。

5.成年人 66.5%認為「車多難停車 J '青少年有 47.7% '故值得改善。

6.建築景觀方面，二者均認為「普通 J '認為「美麗」者只有 6.4%及 8.9% 。

7. 喜歡程度方面，二者回答「很喜歡」的比例偏低，只有 6.8%及 12.8% '大多數是

「普通」喜歡。

(四)遊廓區:大智街/大仁街

1.對於此一因運河、梅、港、造船廠發跡之日據時期的風化區，大部分成年人知道，

但青少年則大多數不知道。

2.在「不常去、沒去過」居多之情形下，回答「其他」及未回答者佔大多數，大多

數是路過，家住那裡附近，或去附近商店買東西等。

3.成年人與青少年大多認為「那個地方不熱鬧 J ' ，交通狀況普通」。

4.在「建築景觀」方面，成年人有 36.8%認為「不美觀 J ， 41.6%' 還好 J '青少年

19.1%認為「不美觀 J ， 47.4%'還好 J '但有 30.1%未回答。

5 當問及「 fE喜歡這地方嗎」時，有 56.6%的成年人回答「普通 J '20.6% '不喜

歡 J '但有 17.7%未回答。青少年 5 1.0%回答「普通 J ' 15 .3% '不喜歡 J '但

有高達 28.1%未回答，不願意表示意見。

(五)運河區:船鳩(指造船廠)、濤、會、環河路、運河北側

l 在「您知道船塢嗎」上，成年人有 74.3%知道，青少年則只有 42.9% ;漁會方面，

成年人有 78.8%表示知道，青少年有 42.3% 。這是兩個「歷史景點 J (historic place) , 

顯示成年人比青少年較為熟悉。但是在環河路及運河北側此二處非屬歷史景點之

地點，成年人與青少年之知道程度則差距不大。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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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您常去船塢嗎」上，成年人只有 14.4%的人回答「常常去 J .青少年更少，

只有 9.4%'可見此二群人絕大部分是不常去，甚至成年人有 23.0%及青少年 25.3%

之受訪者是「沒去過 J .可見不論是成年人或青少年，對於此一歷史景點雖不陌

生，但卻不經常去玩。原因之→是船塢及造船廠已廢棄，目前只留下遺跡，雜草

叢生，不適合休聞。同樣的，漁會、環河路、運河北側，此二群人常常去的比例

亦不高(只 8.9%-25.8%) 。因此，這些歷史景點的再生、再利用，值得重視。

3.在「做什麼事」上，成年人以「辦事找人」、「其他」、「未回答」居多，其他

大多屬路過，家住附近，到那附近買東西等;青少年則以「閒逛」、「其他」、

「未回答」居多，可見「閒逛」之比例偏低。如何重新規劃運河區，吸引人潮前

來休閒觀光，成為一處成功的開放空間，是必須努力的。

4.當問及「那個地方熱鬧嗎」時，將近一半的成年人認為不熱鬧，而青少年回答普

通者較多數。但未回答者比例不低，原因是對運河區這些地點不熟悉，無從回答，

或者是不願意評論。

5 當問及「交通狀況」時，成年人與青少年均以回答「普通」居多。

6.當問及「建築景觀」時，成年人認為運河此四個地方「不美觀」的比例有 29.6%一

32.3% .青少年有 18 .4%-23.0% .而認為「美麗」者竟然只有的%一1.8% 。可見

運河周圍四里居民大多數認為運河空間美質是不美觀的，有待加強改善。

7.同樣的，當問及「fE喜歡這地方嗎」時，成年人與青少年絕大多數的反應是「不

喜歡」與「普通 J .回答「很喜歡」者，只佔很低的比例，從 2.3%-4.1% 。而且

「未回答」的比例算高，尤其對於較陌生的船塢與漁會，青少年比例在 40%左右。

由此可見運河區目前受到居民喜歡的程度偏低，是政府與社區居民亟待檢討的。

(六)中國城

1.在「您知道嗎」方面，絕大部分的成年人與青少年都知道有中國城，分佔 99.0%

及 98.2% .因為它是民國 76 年間，填埋運河盲段興建起來的一個綜合商業大樓，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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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電影院、地下街、小吃店，叉位在中正商圈的端點，頗有名氣，但是據了解，

目前生意並不是很好。

2.在「您常去嗎」方面，成年人只有 18.5%回答「常常去 J '73.7%不常去， 6.0% 

沒去過;青少年則有 4 1. 1%回答「常常去 J '56.1%不常去， 1.0%沒去過的。可

見青少年比年長的成年人，較容易接受中國城，因而經常去。這也說明了台南的

新人類與老台南人的消費型態選擇是很不同的。

3.在「做什麼事」方面，成年人是以「購物吃東西」、「閒逛」、「其他」為主，

分別是 37.2% 、 20.2% 、 24.5% '而青少年是以「購物吃東西」與「閒逛」最為主

要，分別是 59.4%與 28.8% 。可見中國城目前是當地四里青少年購物閒逛的主要

地點之一。

4.當問及「那個地方熱鬧嗎」時，成年人認為「普通 J (47.5%)及「很熱鬧 J (27.6%) , 

可見成年人雖不常去中國城，但認知上都知道它是一個熱鬧的商業區。而青少年

有 45.9%認為它很熱鬧，有 47.0%認為普通。青少年有這種認知，與他們經常去

購物閒逛的行為是吻合的。

5.在「交通狀況」方面，成年人 57.6%及青少年 50.8%覺得「車多難停車 J '而覺

得「很良好」的只有1.8%及 3.1% 。可見當地居民普遍覺得中國城一帶交通狀況

不佳。中國城位居中正路的端點，人潮車潮繁重，熱絡時段停車自然不易，這是

目前中正商圈逐漸沒落的主因之一。

6.在「建築景觀」方面，成年人只有 6.0%覺得「美麗 J '58.0%覺得「還好 J '27.2% 

覺得「不美觀 J 青少年也只有 10.2%覺得「美麗 J '58.9%覺得「還好 J '28.1% 

覺得「不美觀」。可見目前四里居民普遍覺得中國城景觀並不美麗，亟待改善。

7. 同樣的，當問及「您喜歡這地方嗎」時，成年人只有 8.2%覺得「很喜歡 J ' í 普

通」有 59.9% ﹒「不喜歡」有 22.8% ;青少年也只有 18.4%覺得「很喜歡 J ' í普

通」有 59.9%' í不喜歡」有 19.4%。可見目前四且居民中，青少年對中國城的

喜歡程度比成年人稍高，但比例亦不很高，此三群人大多集中在「普通喜歡」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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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因此，中國城仍須改善其缺點，或進行其他的措施加強其優點，如此才能

提高居民的喜歡度。

(七)保安宮

l 固有 93.0%的成年人「知道」保安宮，但青少年只有的 1%的人知道，是有差距。

2 上二群人以「不常去」居多，通常只有拜拜時才會去。但成年人「常常去」仍高

於青少年 (35.2% > 16.8%) ，可能是平常去聚會聊天、討論事情。

3 仁二群人均以「拜拜」活動居多數， I 其它」則是路過，家住附近。

4. I 熱鬧程度」及「交通狀況 J 二者均認為「普通」居多，佔 50%以上。

5 I 建築景觀」及「喜歡程度」亦然，二者均認為「普通」居多，各佔 50%以上，

「美麗」的比例高於「不美麗 J ' I 很喜歡」的比例亦高於「不喜歡」。

三、運河及周圍地區空間環境未來營造保全之分析

經由本研究「台南市西區運河與周圍地區之空間及環境現況及其未來營造保全之訪

談表」之調查結果﹒訪問對象包括市府下水道課長、西區公所、四里里長、社區理事長、

長青俱樂部會長、市議員、台南市商圈發展協會以及運河周圍工廠老間，共計 16 份樣本。

茲舉其大學如下:

(一)本研究覺得比較不可行或不佳的方案及理由有:

1.運河南側的舊船塢、倉庫、空地(屬市有地，目前面積約 3 公頃) ，市府欲規劃成

商業區。

理由:目前台南市劃設的商業區已足夠，不須再利用到這處具歷史意義的區塊及

建築。

2. 將環河路向運河河面拓寬，由單行道改為雙向道，增加道路寬度，並增設停車場。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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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運河河面很珍貴'7.1<空間對都市而言是很寶貴的，不要輕易填埋。

3.將廣四附近的土地開闢為商業區，加以開發。

理由:同第一點。

(二)本研究主張比較可行的方案有: (有些方案係受訪人的見解)

1.運河南側的舊船塢、倉庫、空地方面，可留下日據時期風光一時的漁源料理店，

改成水上餐廳，並留下鐵軌及造船廠設施，讓現代人遙想昔日新造漁船下水光景。

以「舊屋新生」的手段，倉庫可改設成復古餐廳、茶坊或傳統式商店街。配合運

河整治，空地可設置成河潰公園或綠帶，以及露天咖啡座，並種植台灣農村常見

的花朵，例如黃權、朱權、馬鞍藤、番仔藤、台灣草海桐、牽牛花、咸豐草(鬼針)、

昭和草、葔黎(赤查某)、馬櫻丹、狗尾草、五節芒、紫花小蘭等，在城市中也可

以感受到鄉村的風味。同時附設表演舞台、座椅、燈光設備、草皮，並定期舉辦

音樂活動及文化活動。據聞目前已變更為商業用地，希望能爭取變更為複合式商

業休閒文化區。

2.連河北側沿岸廣植草皮，或種植台灣農村常見的花朵，現有路邊停車可改成植草

磚，並增設散步道，東側環河路邊停車場亦可改成散步道，避免阻隔運河水域的

視覺景觀，而且可增加透水面積。

3在運河河面蓋橋連接中國城與對岸，並在橋上設立觀光商店，並設計主題活動，

以吸引觀光人潮，增進活動層面，惟須加強安全及衛生管理才行。在國外，有相

同的案例，英國巴斯的阿文河在市中心處的普特尼橋 (Pulteney Bridge) ，是英國

獨一無二的「商店橋 J '橋的兩側實際上是一間間的店舖。若需興建連接中國城

與對岸之跨河大橋時，必須以維護運河生態環境及水流為最高原則，注意橋的造

型、色彩、尺度、量體的規範。事實上，如何有創意的利用現有的新南橋(即昔日

的烏橋) ，並投入有趣的活動，讓「烏橋的歷史重現 J '是一個值得發揮的課題。

4.運河設置截流站及污水處理廠，過灑清除家庭廢水及零散工廠排放的污水，隔絕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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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清除污泥;並定期抽取外海海水稀釋，進行置換作用，以清澈運河水域

的水質。建立運河認養制度，發動居民主動認養運河，維護運河水質乾淨，並整

理運河治側植栽花草及座椅、路燈工作，以落實社區營造精神。

5.目前環河路上的老舊大型工廠及倉庫，未來建議規劃成傳統式商店銜，販賣「烏

橋牌香腸」或府城小吃，以強化運河的意義，完成形象商圈。

6.將中國城改為遊艇碼頭，設置水上活動設施及中心，讓遊客乘坐遊艇，從運河出

發經安平港至外海，欣賞海岸的景色，以增加觀光賣點。在運河水質整治及淤泥

性質改善之先決工作完成後，即可經營遊艇遊河事業。營業時段可選在下午漲潮

時刻，運河(新南橋一帶)潮位較內海為低，因此遊客搭乘遊艇可欣賞蔚藍的海水

景色及美麗的夕陽，它將會是一處具有觀光潛力的景點。

7.配合「中國城再生 J '環河路上老舊大型工廠及倉庫，如能拆除的話，可設置運

河懷舊博物館、遊艇碼頭、形象商店(如黑橋牌香腸)、觀光商店，部分土地可規

劃成停車場，解決中正商圈停車需要。同時實施景觀設計準則，管制其高度、色

彩及造型，以確保中國城與運河的視覺穿透性。對岸可開發成親水公園、綠帶。

8.劃定「運河周圍地區都市設計管制區 J '實施景觀設計準則，以有效管制建築高

度、景觀、廣告招牌、道路舖面、停車空間、人性尺度、綠地、步道等項目，以

確保運河與周圍地區景觀之協調。

9.社區空間秩序的營造，主要原則如下:

(1)空間秩序(美質)的營造，首重中國城，在中國城暫不拆除的假設下，可將中國

城原先的綜合商業型態部分改成遊艇碼頭，設置水活動中心及設施，經營「坐

艇遊河」生意。同時，透過工程技術，規劃運河的水能像過去一樣可以流入運

河盲段，穿過中國城的中間走廊，藉以重新開歐中正路往運河的視覺穿透性，

恢復逛街者及居民對運河水的感情與心理認同。

(2)其次，空間秩序營造第二個重點即是運河東側的環河路。配合「中國城轉型、

再生 J '可能的話，可將環河路上老舊大型工廠及倉庫加以遷移或拆除，改建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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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運河博物館、形象商店(如黑橋牌香腸)、觀光商店、行人徒步區以及舖有植

草磚的停車場。

(3)另外，與運河發展有關的街道，亦是空間美質創造的重點。中正路、金華路三

段、康樂街、保安路，雖為居民所熟知，但其建築景觀、交通、喜歡程度等，

居民認知仍不太理想，亟待改善。運河區的舊船塢、造船廠、漁會、環河路、

運河北側，卻較不為居民所熟知，更談不上喜歡了，這亦是未來規劃的重點。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綜合本文的理論架構以及實證分析之結果，本研究以「空間治療」的觀點，為「台

南運河周聞地區生態社區空間營造」提出一個工作模式。所謂「工作模式 J '實際上就

是「策略」、「工具」、「手段 J '是一種以空間治療為手段，進行生態社區空間營造

的方法。此一工作模式大致可分為三部分。

(一)運河生態環境的維護為規劃的第一步，空間秩序(美質)的營

造必須配合運河的水域空間及水資源特性。

配合目前台南市政府正積極推動運河整治計畫的時機，政府相關部門及民間團

體可以催促下列規劃構想及方案的完成:將運河南側的舊造船廠地區變更為複合式

商業休閒文化區;除運河設置截流站及污水處理廠，有效過濾家庭與工廠污水外，

同時建立居民認養運河制度，維護運河水質乾淨;配合運河水資源特性，在「中國

城」設置水上活動中心，經營遊艇遊運河事業，藉由此一觀光旅遊業，帶動商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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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運河周圍地區都市設計管制區 J '以確保運河與周圍地區景觀之協調，營造

具美質的社區空間秩序等。

(二)工作模式的第二部分是社區總體營造中的各個角色及其間

相互關係的運作，這是社區空間營造工作成敗的關鍵之一。

社區營造中角色及權力的關係:由以下四個角色共同組成

l.居民(community inhabitants) 

2.社區組織(community groups) 

3.專業者(professionals)

4. 公部門(public sectors) 

社區是居民長久生活所在，居民是最瞭解自己的社區，對自己的社區空間最

有感情，因此社區的經營與創造，居民理所當然成為主體。社區組織大多是白發

性組成的工作團隊，且大部分是義務性的工作，除對於地方過去歷史的整理、宣

導及教育外，更積極的社區組織則應包括對社區各項議題的主動發掘及透過各種

活動來凝聚社區中的共識。從公部門的角度來看，居民參與的目的，是充分利用

民眾的力量，來推動和解決公共事務上的課題，現在正進行的社區總體營造工作，

也唯有獲得居民的支持及引發居民的重視，才能順利推動。對於空間規劃者而言，

專業者必須傾聽居民的聲音，釐清社區的課題、期望與價值觀。

(三)文化產業化一「人人會做黑橋牌香腸 J '是工作模式的第三
部分。

「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一村一品 J 已是社區營造計晝的重要切

入點。本研究有一個想法，台南著名的「黑橋牌香腸」源自運河的「烏橋 J '現

在欲重振運河的知名度，運河烏橋周圍四里的居民，不妨透過學習自己做「黑橋

牌香腸」的活動，凝聚社區居民的認同感與向心力，進而推動社區空問營造工作。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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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日本社區總體營造著名學者、千葉大學教授宮崎清所說 r傳統工藝流著民

族的血液，它不僅是每個地區的、識別證'，更是國家和民族之顏，這與尖端科

技明顯不同。 J 1974 年，日本通過「日本振興傳統工藝品產業法」。的確是如此，

因為每一項傳統工藝不可能從名國抄襲來，也不易轉入別圈，如同有其「國籍」。

同樣的， r運河黑橋牌香腸」是台南運河的、識別證H ， 唯有它，才能獲得地區居

民的強烈認同，故頗值得加以發揚光大。

二、建議

(一) r生態空間營造」理念在本研究應用的結果，顯示生態環境是社區空間秩序營造的重

要依歸，再結合社區住民自發性的的力量，營造一個生態社區空間，將是可預期的。

但是，本研究未探討社區住民對運河水質問題及未來發展方向的看法，缺乏住民在

運河生態環境上的意見分析，對於結合社區住民、生態環境、空間秩序三者的關連

結果，顯得不盡完美，尚待爾後加強。

(二)與第一點建議有關的，由於本研究有關「社區空間美質認知之分析 J '係採用問卷

調查社區住民 906 份樣本的結果，而「空間環境未來營造保全之分析 J '則以深入

訪談政府官員、市議員、社區嶺導人、工廠老闆共 16 份樣本的結果為主。因此，雖

然此二分析的結果有其相似之處，但因調查對象的不同，造成此二分析難以作一致

性的檢證，這是爾後研究必須改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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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West District 

Canal Surrounding Area 
in Tainan City 

Kung-Hung Chen 

ABSTRACT 

KEYWORDS : West District in Tainan city, ecological communit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spatial order, spatial therapy 

The pu中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West District canal surrounding area in Tainan city. In the meantime , we take the viewpoints 

ofphysical space and landscape space 

Some research methods are taken including govemment report collcting, questionnaire、

in-depth interview, land-use survey, statistic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are administered to 922 inhabitant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We can analyse community physical spatial structure from 訂閱 tools---axial design, 

hierarchical system, transitional elements, dominance , and closure. 

(2)There are some different outcomes between adults' and youths' attitudes in community 

spatial order cognition survey. 

(3)ln canal and surrounding areas' spatial construction , we suggest recreational-cultural 

facilities in mix-use development and street landscape design and control mus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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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zed in urban planning in future. 

(4) W e also can put forward an “ecological community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West District 

canal surrounding area" model that includes : community spatial order and water resource , 

actors relationship i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 and industrialized local culture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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