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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村落之聲

URS都市再生前進
基地介紹

文 蔡明穎 圖 洋蔥設計

村落之聲是一個發佈 URS-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及城市中不斷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一直以來致力於改善老舊街區環境、引入

URS以「再生」為主軸，有別於先破壞再

發生的相關訊息的入口網站，是屬於大家的有機發聲體。藉由

產業活動等都市更新發展策略，這些年的努力讓不少人深深

建立的重建模式，URS 計畫在舊的輪廓

這個網站，我們將與關心城市空間的你互通消息。

感覺到「台北變美了」！但都市更新不僅僅是硬體基礎建設的

中加入新的概念。這些舊空間都曾經歷

推動，而應該要使其得以永續發展，因此「都市再生」概念應

過繁榮的景象，也曾是許多老台北人依

運而生。都市再生的概念包含了創新、開發導向、公私合夥、生

靠著的生活重心，卻隨著無情時光的腳

態永續等多方面向的整合，透過城市的軟創新實力，產出更豐

台北，是個新舊混合的政治金融中心， 為了轉型成為亞洲的
文化中心，設計的前線，需要吸引不同族群的文化人才注入居
住、工作室、藝廊的複合式彈性空間在新舊市區中。尤其是逐
漸老化的舊社區需再度加強其硬體的建設，軟體的置入，增加
藝文活動場所和媒體工作空間，以讓台北透過活動和媒體，成
為亞洲的文化中心，成為華人世界中首要設計/文創都市。

2010 年六月

URS127

URS27

玩藝工場

華山大草原

步而漸漸破舊荒廢，成為城市裡最不起

原為迪化街傳統零售與住家混合使用，

原為樺山貨運站，1990 年間配合鐵路地

富多元的城市記憶。而台北村落之聲就是要透過都市再生策

眼的角落。如今，四周高樓林立，人們漸

為洋樓式紅磚造之三進三層樓歷史性建

下化裁撤，2010 年經台北好好看及URS

略，將更多元、更具活力的創意讓市民共享。

漸遺忘了它們，它們也彷彿成為了影響

築物。經民間修復後捐贈給臺北市政府，

計畫 改 造 為 供 市民 追尋明日生 活想像

城市發展與美觀的絆腳石。因此，臺北

2010年以「公店」為主題開張，至2013年

的大草原。

市都市更新處於2010年開啟了URS 推動

新經營者入駐，轉型為「玩藝工場」。

計畫，由政府單位提供地點，鼓勵民間單

都市再生的概念包含了創新、開發導向、
公私合夥、
生態永續等多方面向的整合。

2010 年五月

位進駐，讓民間單位得以自由展現創新
力量，將文化創意的種子埋進這些老舊
街廓中。

URS凸顯出URS的精神──將空間開放
給每個對於城市充滿熱情的人。我們將
以再生基地為中心點，把創意因子漸漸

定位 從大稻埕的生活與產業出發，以文

擠城市的人們大片開放空間，且不定期

化推動地區再生，引入國際交流與創意，

舉辦大型活動，激發更多城市與綠地的

與民眾共同探索並體驗在地生活美學。

想像。

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127 號

中正區市民大道二段與林森北路

週二 - 週五 09:00-18:00

及北平東路所圍街廓

週六 - 週日 10:00-18:00 開放

全時開放

擴散到社區周邊，進而再擴散到整個城
市，藉由群聚效應與產業的帶動，將台
北建構成一個創意城市，讓台北城不僅
僅擁有現代化的外表，也成為蘊含文化
創意的心靈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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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以減法設計的構想，提供生活在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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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五月

2012 年六月

2012 年九月

2013 年十一月

2014 年

2014 年

URS44

URS155

URS27W

URS27M

URS23

URS329

大稻埕故事工坊

創作分享圈

城市影像實驗室

郊山友台

天母白屋

稻舍

原為迪化街傳統零售與住家混合使用之

原為迪化街百年雜糧行與中藥材貿易商

日治時 期為 大 稻埕 知名茶商洪 九 江 的

原為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老舊宿舍群，

與美國簽訂中美協防條約後，為安頓協

原為百年米行，為紅磚洋樓式二進二層

歷史性建築物，修復後捐贈給臺北市政

店，為傳統閩南式樣的二進三層樓歷史

發記茶行，為紅磚造二層樓歷史建築，

於2012 年納為 URS，寄望於重建前，結

防駐臺美軍人員所興建的職務宿舍。因

樓歷史性建築物，並於2014 年捐贈予臺

府。自2010 年起，以大稻埕歷史資源推

建築。修復後捐贈予臺北市政府，2012

緊鄰抗日先烈蔣渭水主持的大安醫院。

合 陽 明山 地 區 豐富 社 群 資 源，透 過 創

荒廢已久，受社區與在地團體發起保存

北市政府。

廣為主題，發掘在地故事。

年起，引入 文 創團隊，轉為大稻埕的生

2012年納為URS並名為 27W，W係城市

新行動重 新展現 活力。以 M 為 名，取自

後，指定為市定古蹟。

活創作基地。

西邊之意。

Mountain 之意。

定位 延續迪化街的歷史脈絡，以歷史資

期藉由各式創意行動之注入，於傳統產
業之基礎上發展新的可能性。

源為基底，透過 大稻埕故事工坊，尋找

定位 以迪化街為生活創作基地，用烹煮

定位 藉由蒐集臺北城市影像，進行城市

定位 以學術、生態資源及歷史脈絡為

URS，延續天母地區地方特色，以全球

大稻埕地區過去的故事，並以此創造未

為核心概念，透過共同創作與空間分享，

影像創意實驗。憑藉影像元素，帶領市

基礎，透過系列創新行動，拉近都市人

在地化精神，共創天母地區歷史交流記

來再生、活化、發展的故事。

在新創意與老食材之間激盪迸發新世代

民看見或想像過去的繁景，達到街區活

與自然環境間的關係，形塑郊山生活態

憶中心。

料理，為大稻埕傳統產業開闢一條新路。

化效益並創造都市再生的可能性。

度，扮演人與環境交流之公共平台。

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44 號
週二 - 週日 11:00-17:00 開放

定位 以傳統產業再生發展為設定目標，

定位 由社區及在地團體共同孕育出的

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329 號
週二 – 週日 10:00 – 18:00 開放

士林區中山北路七 181 巷 23 號

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155 號

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27 號

士林區凱旋路 27 號

週三 – 週日 09:00 – 18:00 開放

週ㄧ - 週日 10:00-19:00 開放

週二 - 週日 10:00-18:00 開放

週一 - 週五 10:00-18:30 開放

假日延長至 20:00

大稻埕 URS

大稻埕 URS

翻轉城市，台北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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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城市, 台北變革

緣起 翻轉城市 Flipped City

課題 台北變革 Turning Point of Taipei

Flipped 有輕翻、翻轉之意，Flipped City 可解釋為反向城

改革是為了跟上時代變化，但是否一定要顛覆傳統，才能解放

市，想法是從 "Flipped classroom (翻轉教室 )" 而來的； 核

潛能？什麼是未來世界最重要的知識？如何才能確保下一代的

心 概 念 為 主 動 學習、學 生參 與、混 成 式 課程 設 計以 及博 客

競爭力？

(Podcasting) 課堂； Flipped classroom的「反向」意指打破

面對過去與未來，台北仍處在一個轉折點 (Turning Point)。現

過去學生課堂上聽講、下課後自行做練習活動之型式。

今，已是個共創的時代，「Co-creation」，很多事情我們必須
要共同合作互相支持。那政府該做什麼事情？企業家該做什麼

台北，城市作為一個載體，擁有了過去歷史資源的底蘊，在不
斷蛻變的過程中，需要加入更多的文化內涵，孕育創意，並能

事情？全民又可以如何合作 ? 「共創城市」需要 "共創世代的

夠承接多元匯雜的資訊進而轉化成為城市運作的能量，其實

空間支持"。

除了不斷地創作、傳播訊息之外，與人民的互動參與才是更直

同時，這個社會已經不是唯我獨享的機制，這是一個「分享城

接的。將民眾從知識接收者 (passive information consumer)

市」，很多事情我們必須要共享與分享，這也是國際間正在談

轉化為主動參與者 (active participants)，讓城市生活更有活

的共享經濟；為達到這樣的城市，是需要一套完整的網絡去彼

力, 也重新定義城市與人民的角色。

A
共創城市

共創世代的空間支持

此支持，因此「共享時代的社區網絡」於焉建立而成。

透過台北村落之聲的有機發聲平台，結合網絡的便利性，讓大

最後，我們需要用各種參與模式建立一種新的城市對話。新科

家利用電腦、平版電腦、智慧型手機等載具，瀏覽城市中豐富

技改變了這個時代，我們需要「開放社會的城市對話」模式；

的相關資訊，再加上平台上各式連結的資訊與互動回饋的機

讓 "城市重新鏈結" 的方式，是互動的、互相支持的，隨時可以

制，加強城市與大眾之間的互動，利用工作坊或活動的舉辦，

整合。政府其實是一個Coordinator (協調者)，要思考的是如

進行專題研究或討論，進而產生對城市議題的關注。透過平台

何讓所有獨立的點，怎麼得到一種串聯的機會去創造所有的

的串聯，從人際關係、藝術與企業、創業社群、居住問題等問

可能性。

題，提供一個能夠面對局勢變化與自我充實的網站，結合大眾
的能力與優勢，帶動社會中獨立式探索學習與實驗精神，交織

這三個面對未來的關鍵：「共創世代的空間支持」、「共享時代

成一四通八達的交流網絡。

的社區網絡」、「開放社會的城市對話」是現今的趨勢，也將
是變革的利基點，將看我們如何以手邊的資源來完成更多城
市發展的可能性。

共同創造是面對城市發展的全新思維，
在共創城市 Co-creation City 裡
市民不再只是單方面的服務接受者，
政府透過各種平台邀請市民參與設計城市。

這個社會是一個「分享城市」，
這也是國際間正在談的共享經濟；
為達到這樣的城市，
是需要一套完整的網絡去彼此支持
翻轉城市，台北變革

共同創造也有助激發新創產業，
政府透過開放空間資源媒合所有利益相關者：
研究者、設計者、生產者、使用者，
一起定義並創造更多價值。

6

即將消失的中山創意基地
帶給我們的啓發

來自URS21的聲音

專訪 蘇瑤華 攝影 楊濱維

專訪 周育潤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URS21中山

談URS21中山創意基地的特殊性與優勢

創意基地提供了一個所謂創意群聚，尤其

我覺得中山創意基地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有餐廳、有展覽

設計創意群聚可以真正落實實踐的一個

空間、三樓是設計師的聚落、後面有一片草地、前面還有一個

機會。以往我們談創意群聚，都是想像得

大廣場，所以這是個很好的互動空間。做為一個創意基地，我

多，但是在地實踐得少。URS21，它最大

覺得它最大的優勢就是能夠感受到生活。不管是參觀展覽的

的貢獻，應該就是開始讓不同設計類別

民眾、三樓設計師們相互間的互動、或者是看到對方的工作室

的創意工作者，有一個共同的空間進駐。

裡面正在做什麼樣的創作，我相信都是一個很好的靈感來源，

妙的是這個空間就在捷運站旁邊，就在

跟相互的刺激，去激盪出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市中心裡面。

怎麼樣去借鏡 URS21三年來在這邊，我個人認為非常成功的
經驗，然後再不斷地去延伸，去想怎麼應用到其他的地方；就

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年，工業設計產業其實整個經濟型態開始

URS21 它並不只是一個

在轉變。所以臺灣所謂大型的設計公司，也漸漸都消失不見

算2016 年URS21不在了，但是台北市有更多其他的地方，用這

空間的活化再利用

了，因為沒辦法生存下去。越來越多獨立的、小型的公司或者

樣的模式繼續去發展，然後繼續去延伸，我覺得那個才是最重

工作室出現，甚至學生畢業之後，因為沒辦法到大企業去工

要的關鍵。如果說就算保留住這個地方，到2016 年都還存在，

臺灣在前一波談所謂閒置空間公共性開

作，所以他們也開始創業然後成立自己的小型工作室。這是一

可是在策略上跟未來的規劃上面，沒有想到如何繼續發酵、繼

放，我們看到大部份都是朝所謂消費性

個蠻有趣的現象，也是這樣一個設計產業環境的轉變，或許突

續發展，那我覺得還是沒有意義。重點不是在讓人家看到有這

的活化。所以你會發現全臺灣，不只台北

顯了類似URS21這種設計聚落存在的必要性，在未來可能會

個地方就是一個創意城市，重點是在於怎麼樣的規劃跟想法

是一個更重要的趨勢。

讓台北真正變成一個創意城市。

市，都喜歡在一種懷舊的氛圍裡面喝咖

1

啡，喜歡在懷舊的氛圍裡面去賣一些小
物。讓我們不禁思考，活化空間除了消費

但是，起碼我自己個人非常興奮的事情

性的運用，有沒有可能是種生產性的運

是，開始有一些多元的價值被生產出來。

借鏡 URS21中山創意基地經驗
台北不是一個創意的城市，相較 於其他大

用？我覺得URS21就是進行一種比較生
產性的運用；你可以聽到某一位設計師
因為他在這個時間點工作太忙，所以他
居然會把自己的客人，介紹給隔壁的設
計師。他也跟他的客人保證說，這個設
計師可以幫他處理到最好。
這種在純粹商業的環境裡面，幾乎是天
方夜譚。但是在URS21，卻開始有一種消

都市 來 講。我昨天才 在 discover y 上面看

回顧 URS 政策

到介紹台北；台北從這麼短的時間裡面發

URS 政策發展的初衷，談

展成一個國際型的都市，以往講究的是經
濟、是效率。當台北要申請設計之都的話，

的是「軟都市主義」，不要
透過資本的移轉進行所謂
人行跟人脈關係的翻轉。

URS21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因為我
們要告訴人家，我們是有前瞻性跟有創意
的。那不可否認的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類
似像URS21這個地方，也不會是永遠存在

費社會不太可能，甚至很難想像的人跟

的。它可能是一個過渡期裡面所扮演的角

人之間的友好狀態。這也不禁讓人回頭

在 URS 整個空間政策發展的初衷，談的

色，但是怎麼樣在你的計畫當中以有策略

想說，一片土地、或者一個空間，它的消

是一個「軟都市主義」；談的是一個不要

的，有想法的思考面對未來的發展，我覺得

費性運用，對社會是比較大的價值 ? 還

透過資本的移轉，而進行一種所謂人行

才是非常重要的。

是說，其實在所謂生產性運用的脈絡下

跟人脈關係的翻轉。所以很希望URS21

去思考，不把商業性的事情放的這麼近，

的聚合，或許只是臺灣都市再生發展脈

但是共創出來的價值，是不是真的會比

絡的一個偶然，但是這個偶然，如果能

以商業為第一跟唯一考量的進駐來得少?

夠為未來提供一個案例，或者提供一種

這個我覺得，因為在 URS21其實我們沒

可能性，那台北市的都市發展脈絡就會

1 URS21 中山創意基地外觀

有足夠的時間來做檢視，所以很難判斷。

有一些更多元的可能性可以發展出來。

2 URS21中山創意基地三樓進駐空間

A 共創城市 共創世代的空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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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計畫中有策略的，
有想法的思考面對未來的發展，
才是非常重要的。

9

來自URS21的聲音

針對 URS 21 中山創意基地即將收回國有議題，台北村落之聲專訪
進駐中山創意基地的團隊，希望從中發掘三年來都市、設計創意工作
者在此群聚產生的效應，以及彼此間互動的火花。

專訪 中山創意基地進駐單位

PILI WU

王俊隆

林宛珊、陳韻如

易瑋勝、邱雅慧

蔡明穎

陳彥豪、呂惠瑛

進駐中山創意基地的設計夥伴們之間的

中山創意基地像是網狀連結的設計群組

在中山創意基 地 透 過 與 不同的鄰居互

進駐單位都有一個相同的起跑點，因為

如果從發想、交流、製作、展示、到銷售，

不 希望中山創意 基 地 如曇花一 現 就 沒

互動與合作，是生活感的、隨興的；就像

一樣，有很多的相關產業在這個地方群

動，能更直接的解決問題、激盪不同的

群聚在這裡，目標也比較一致。這幾年

都能夠在同一個地點完成，那會是創意

了，而是希望像種子一樣，移到其他地方

是透過日常的吃飯閒聊，串起忙碌設計

聚，有共同的管理機制，最重要的是共同

想法。

下來很多設計公司、設計單位其實都漸

工作者最理想的工作環境，而 URS21中

會更強大。

師們之間的合作以及創意激盪。

的活動可以交誼、辦party、與合作。

漸嶄露頭角。

山創意基地就具備這些條件。

李佳穎

邱乾珉

覃康寧

韓德昌

鍾昀青

張博翔、孫崇實

中山創意基地的優點，我覺得因為大家

進駐中山創意基地後，因為空間的鄰近

我 選擇了 URS21是因為想認識 更多不

其實在臺灣作開發大家都知道很困難，

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動是忠泰基金會所舉

市區老建築改建新用的創意聚落，這樣

做的事情都有共通的地方。所以有一些

性，設計師之間的溝通更方便直接了，不

同領域的人。如果我直接在西園 29，或

因為大部分的工廠都不願意協助打樣製

辦的建築人小酒館，它把所有我認識的

的做法應該是第一先例。我們一直期待

心路歷程是只有這邊的人才有辦法去理

僅促進工作上更有效率的合作，也為設

許我就不會有後面跟表演藝術合作的機

作，唯有中山創意基地旁的興城打鐵街

建築界老師、朋友、或是不認識的新銳

有這樣的環境，讓設計產業的人能夠聚

解，你現在遭遇到的是什麼樣的情況跟

計師們的日常創造了許多生活的樂趣。

會。2016 不管是不是設計之都，都應該

願意協助單件開發；因此我覺得做為產

建築師全都找來，把酒言歡。這個地方

在一起；雖然我們都是在做類似的事情，

面對的是什麼樣子的挑戰。

三年來，中山創意基地也早已成為不分

是一個讓很認真在做設計的人，在台北

品開發的創意基地，在這一區的集中效

變成是建築人很重要的聚會場所，忠泰

但彼此各有專長，很多人從不同的角度提

地域、國籍的設計師們在台北進行正式

的任何角落都可能存在。

益高，URS21是所有 URS中最俱備創意

有這樣的號召力，大家對這個地方也有

供意見，但是又各自屬於不同專業。

聚落條件的基地。

那樣的認同感，那天的交流會是我印象

與非正式交流聚會的據點。

很深刻的事情。

在這邊也可以感受到與在地居民生活結
合的狀態，如尾牙、普渡都由里長幫大家
籌劃，草地上也不定期舉辦各種活動，很
難得在一個工作環境裡，除了跟自己的專
業領域交換意見之外，也可以跟周遭的
居民有很多互動，這是在別的地方很難
找到的。我們也想認養一塊友誼農場裡
的菜圃，這裡的中元普渡都是農場裡種
出來的青菜，大家互相交換，這個情景在

A 共創城市 共創世代的空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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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真的很難得。

從過渡到轉型
一個尚未完成的城市行動
文 林崇傑

結由此產生。而後，一個可以自由交談對

一個故事的開始

話、隨意進出草地與展演場地的輕食空

2009 年初夏，第一次來到中山菸酒配銷

間產生。餐廳作為一個心靈交流、點子交

處時，此處已因荒置多年，被當地居民

換的場所，人們在此休息充電，同時也進

視為令人嫌惡的治安死角與髒亂之源。

行社交休閒，食物在此是為了對話的媒

配銷處的所在地商辦大樓林立、區域複

介而不是營利的目的，所以這個空間要求

雜而混亂，就在咫尺之遙的中山北路對

URS 不斷交集孳生與波動衍化的隨機自由，

其不必拘限於傳統預算與計畫的限制，
在整合社會資源的機會觸發下，
不斷營造創意鏈結的想像與堆疊構思的新生。

平價，並且容許呆坐空想、無所事事。

側，即從南京西路到雙連一帶，近年來
卻已經 蓬 勃發 展 成別具 創意的個人 工

接著，我們需要1組可以自由發揮又具群

這要感謝經營團隊、所有進駐育成基地

作室，以及極具特色的獨立商店群聚之

聚互動的平價工作室群集。創意不是關

的設計群，以及曾經參與中山創意基地

日城市策展的可能；2009 年，由台北的

地；中山北路兩側彷若兩個不同世界。

著門發想，創意人需要跨域激盪，也要

各種行動的創意人與社區居民們，讓這

設計工作坊燃起臺灣建築系所學生對於

能走入社區擷取養分。它需要獨處也要

份城市公共生活的想像，在 這 3 年間變

「垂直村落」的自由想像，過程中，這個

能適時展現，展演空間因此而生，它必須

得如此真實清晰。

工作坊移師雅加達、鹿特丹繼續發展深

一如我們所倡議的「軟都市主義」，中山
配銷處的閒置，給予了這個地區一個重
新被植入活力以及成為引動街區改造力
量的機會。如果策略準確、行動對位，這
個場所應該可以啟動一種新型態的都市
活化行動，令中山北路西側的創意活力
傳達至東側。於是從突破限制向國有土
地管有機關爭取以「代管土地」合作模
式，取代傳統國家公有土地租用與借用
模式開始，一條漫長卻又超乎預期的城
市行動正式啟動。

2010年2月，都市更新處集結4所臺灣的大
學建築系所師生與日本、香港、新加坡的

化；2011年再回到中山創意基地成為當

彈性而且容許多樣。我們逐步形塑一個
不同於以往的都市創意場域，而且更期

1

待它能逐步擴大影響範圍至周邊社區，
中山創意基地的工程整修就在這樣的氛

軌，成為台北與寰宇城市經驗交流、觀

帶動傳統老街區對內的省思以及對未來

圍之下開始動工進行。2011年7月，社區居

念交鋒的前線之地，也要是各種創意實

生活的展望。

民共同耕作的合作農場正式開始運作；

驗的開放場域；不只被營造成創意人交

同年9月，中山創意基地歷經2年餘的社區

流激盪的舞台，也要促成創意人走入社

互動與社群擾動之後，正式對外營運。

區，讓設計族群與在地居民產生交會。

一種連鎖反應的波動
中山創意基地作為一個推展創意城市的
創新場域，不再只是傳統策畫活動或展
演的空間，我們在這裡實踐一種不斷嫁
接、扦插的田野蔓延。2008 年，忠泰基金

提供給城市人一個無所限制的實驗空間、
一個馳騁想像的自由之野。

同學們日以繼夜的熱烈討論之中，周邊住
戶從冷眼旁觀到協助行政、熱心參與，工作
坊結束之時，地方居民已接受並開始期待
一個創意中心的產生。是年春夏之際，劉
維公（今文化局長）策劃的「創意漫遊」，試
圖將中山北路以西川流的人潮引導至此。
賡續顏忠賢的《壞迷宮》將整座園區當成
一個立體大畫布，藝術家帶領著一群同學
們在此辛苦工作月餘，令廢棄建築蛻變為
極具詩意又帶點頹廢美學的奇魅空間。至

壇及其對大中山地區的田野調查，以及
其與謝英俊「人民的城市」工作紀實的交
會，產生 2013 年由阮慶岳策展，以及呂
理煌與蕭有志的「城市實驗兩個行動」，

基金會提供
2 拆除前的三棟公賣局
員工宿舍
3 拆除後的公共綠地

一個理想之境的形成

4 營運前的公賣局中山配銷處

最初，對於中山創意基地的想像是希望

我們堅信全球創意心靈第一線的交鋒，

成 為一 個自由、包 容、開放 的空間：既

可以淬鍊創新的能量；而輸入與地方契

能提供城市人一個自在徜徉的草地、廣

合並且根植於地域的養分，可以豐富創

場與展演空間，也能支持年輕創意人第

意的內涵。

一哩的創業之路。我們希望創造一種氛
圍，一個可以觸發各種機會、激盪各種
火花的場域。我們期許提供給城市人一
個無所限制的實驗空間、一個馳騁想像
的自由之野。

5 營運後的中山創意基地廣場
2

4

3

5

圖片由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提供

這個空間的想像 藍圖 從 開放 與包 容開
始，於是一個自由的草地就誕生了。都市
農耕開始蔓延，即使國有土地管有機關
不斷要求我們剷除這些被視為具有經濟
效益的綠色作物，我們依然不斷尋求一

此，當地的居民與意見領袖已相信邁向創

它必須向市民開放，無論是使用型態、

種折衷溝通的可能。因為想像就是從這

意基地的發展是大家所期待的必然方向。

使用時間或是使用價格；既要與國際接

片綠地開始，社區居民與創意中心的連

A 共創城市 共創世代的空間支持

年的設計大展；2012年「路口與眺望」論

1 URS21 中山創意基地
圖片由忠泰建築文化藝術

專業人士，在還沒整理過的舊廠區，展開
了面對未來的空間想像討論。一周以降，在

會邀請MVRDV針對其更新基地，思考明

12

13

2012年進駐於中山創意基地的漢藝廊團隊，其以「打
鐵英雄」計畫 進 入社區，針對附 近的打鐵 街（興 城
街）進行調查與參與，並與這些當地的五金加工行業
合作，試圖在這個傳統產業中植入創意的火花，並導
入都市裡對這個工藝技術的重新省思。一個從設計
人對本身作品材料上的思考，逐漸延展到材料來源
的加工產地，並思考如何將其活化振興，從而串連社
群網絡面對都市工匠脈絡的思辯，讓我們看到一種
地域文化拓展的可能面貌。2013 年，更多的專業團隊
與地方人士跟進投入，重新審視打鐵街、木材街這個
傳統工藝在現代都會裡的意義，並重啟蓬萊町傳統
工匠脈絡在都市裡的面貌思考，這條都市工藝的創
意之路其實正開始醞釀，而中山創意基地作為一種
1

3

平台，取得協力網絡形成的支持，讓在地產業文化的
重新咀嚼，深化為城市深層結構裡的地域反思。中山
創意基地作為育成基地，不只支持設計人激發創意、

在過去與土地管有機關的原有默契之下，中山創意基地具體

台北，已經啟動爭取中山創意基地轉型為設計園區的努力。無

拓展事業的基石，同時也誘發設計人與在地社區產

實驗一種創意基地的創新可能。但是這個非正式的互信基礎

論結果如何，這個城市邁向創意之城的路途仍然漫長，而且

生火花激盪，從而在地方文化之中獲取創意的滋養；

顯然不夠堅實，曾經作為國有土地的嶄新經營模式，在主管更

需要更大的勇氣與突破傳統的認知。在過去 5 年歲月中，這個

作為一種新型態的創意基地，它成功連結了設計心

迭的不同認知下，這個計畫

靈與草根群眾的血脈互動。

再度回到傳統「追求公有土

中山創意基地，不只支持設計人
激發創意、拓展事業的基石，
同時也誘發設計人與在地社區
產生激盪火花。

地變現，換取短期最大投資
報酬」的土地管理價值。

我們無法期待從產生問題的論述環境之中，
找出解決問題的答案。
――――愛因斯坦

最大的遺憾是，原來我們期

一個未竟之業的期待

之後共同合體再度組合移師漢堡IBA參展。這份對城市未來的
想像，其實尚未停止，每一個參與者都在其中萃取養分，繼續

遇，我們在遙遠但是可見的未來，自必再度激盪出熊熊的火花。

發地區轉型的過渡行動，然而原有期待與認知的期程，卻又

城市，因人而生、因事而聚。易萃卦所言：「聚以正也。順天命也。

遠遠超過這個短暫的春天；作為城市創意氛圍營造、協力合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雖然我們仍然未能實現一

作機會促成、與網絡關係支持的平台角色，不見得必須永久

個理想的未來之境，但想像已然滋生，理想之境終必來到。

定著於此，只要網絡形成、氛圍產生，基地的移動與轉進，本
就是原初的都市針灸概念。然而，部門之間不同領域對城市

這一系列的轉化之中，每一個參與其中的設計者，既維持個人

的營運模式，也提供了各類團體一個較為親切友善的展演場

的想像差距可以如此的天遙地遠，仍是令人徒呼無可奈何。一

1 2012「打鐵英雄」計畫

系列的風格演化，又因緣際會地交織成URS 在城市思維中，一

域。在城市互訪的過程之中，拓展台北的創意能量與國際視

如愛因斯坦說：「我們無法期待從產生問題的論述環境之中，

2 2012「路口與眺望」論壇

波又一波的進化基礎。「垂直村落」的有機演化，說明了URS

野，並在良好的社區互動之中，成為社區居民們真正的公共生

找出解決問題的答案。」看來阻礙這片土地發展創意和創新思

3 URS21 中山創意基地活動現況

不斷交集孳生與波動衍化的隨機自由，其不必拘限於傳統預

活空間。對城市人而言，它提供了一個自由休閒的公共場所；

維的源頭，可能仍是來自於它所孕育培養出來的基本機制與價

算與計畫的限制，在整合社會資源的機會觸發下，不斷營造創

對創意人來說，它營造了一個開放包容的文化場域。

值論述。

全文出自《後都市的共生╳共創：中山創意基地URS21》一書

意鏈結的想像與堆疊構思的新生。

14

也是一個實驗性的都市行

過的人們心中都已燃起一把面對明天的希望火苗。因為這段相

留在如何創造立即可見的土地最高價格。作為一個針對大林

燃起一股無限想像的火種。它不僅營造了與傳統美術館不同

A 共創城市 共創世代的空間支持

如我們所論述的，URS 行動
是一個開放性的論述平台，

絡。轉進過程中的落幕不是行動的結束，我相信所有曾經參與

得深思的是，面對國有土地的態度，數10 年來臺灣竟只能停

這 5 年來，中山創意基地在中山北路以西這個老舊市區，已經

發展各自的下一步行動。

奇、留下一段美好的記憶。正

動，更是一個建構中的城市網

待的活化大林森北路地區，才剛要開始就被劃下休止符。值

森北路地區轉型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原本即是一個用以觸

2

場域已經寫下一頁美好的傳

15

衰敗公共空間
扭轉城市的可能

叩應放送頭 CALL IN 21

文 黃金樺

URS21 圖 蔡明穎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URS21中山創意基地自2011年啟

餐廳旁就是公共廣場空間，

動以來，在台北市已成功顛覆兩

提供居民舒壓以及生活的能量

URS21 未來想像大募集
2014 年，因國有財產署另有開發計畫，使得URS21「中山創意

個臺灣近年來在城市公共空間經
營慣例: 一、歷史資產保存等於表

跟顧客都覺得在這裡做的每

象文創公園建立；為了維持營運，

一件事，對社會都是好事，

引進多數成熟連鎖商家及創造人

員 工 工作 起 來心情自然 愉

潮的商品展覽；二、建商透過閒置

悅，跟顧客的互動也更佳良

空地，打造夢境般臨時展覽，終究

好，生意自然蒸蒸日上。

曇花一現。

Habana Outpost的獨特經

三年間，URS21成功建立了閒置空

營 方 式 還 不 僅 只 於 此，它

間的再生典範。由一個過去大家

每 年只 有 從 四 月的「地 球

棄如敝屣的廢棄都市空間，翻轉

日」營業到十一月的「萬聖

基地」一度傳出將於六月底熄燈的消息。然而，在臺北市政府
積極與國產署協商後，曾為台北市邁向二○一六世界設計之都
政策宣傳亮點的URS21「中山創意基地」，未來將可能成為一
座台北的設計產業園區。
面對隨之而來的變化與不確定性， 台北村落之聲發起主題為
「叩應放送頭 call in 21」行動計畫，目的為喚起大家對都市公
共空間建立的意識，參與公共空間建立機制，並製造政府不
同層級、部門之間共同表述、理解彼此對於未來想像異同的契
機。將透過集聲裝置募集URS21未來想像，以及聲 /光空間體
驗親子工作坊，打開各界對話，製造共創未來屬於市民城市空

為創意經濟培養皿。青年創意得以激盪、社群活動得以串連的

節」。每一年，在愛地球的日子裡開啟了一年的忙碌，在社區兒

城市節點。讓我藉由紐約一個私人力量扭轉頹圮社區的故事，

童歡樂的萬聖節裡結束。Sean認為 :「Habana Outpost的精神

談城市重生；自發的底層能量，是持續城市翻轉的永續催化劑。

來自於它的戶外空間，一個供群眾交流的空間；天冷時，若大

未來如何延續現有能量，繼續作為富有生產力的設計園區？規

家都要在室內用餐 這不失去來這裡的樂趣了嗎？」他也說，其

劃如何回應創意工作者的需要？是否繼續作為青年創業基地？

實讓大家有機會去放個假，嘗試新的東西，過個年回來之後，

會需要哪些空間與設備？又該如何保留現有空間與營運模式

大家都有新的啟發，互相分享不同的生活，這樣才有火花，關

創造出的公共性？或者這裡是否能滿足都市的其他需求？從

於工作上的熱忱與想法也才有其新鮮度。

想像URS21開始，一起來描繪我們需要一座怎麼樣的城市！

敗社區。

「SpreadLove分享愛」，是我搬到這個過去電影裡所經常呈現的治安敗
壞場景後，才感受到紐約的溫暖之處。

叩應放送頭裝置

夏日夜晚，放映在臨棟建築外牆上的露天電影，讓周邊的民

Sean正在以『以自己的小幸福，創造社會的大幸福！

眾在此佇足；周末假日的午後，廣場上舉辦兒童的彩繪比賽及

Habana Outpost 的精神來自於它的

愛爾蘭移民 Sean Meenan在Brooklyn街角所經營的Habana

Outpost墨西哥餐廳，每到周末，彷彿中南美洲的嘉年華會。在
歡愉的氛圍下，拉丁文化的熱情與友善，催化著這個社區迎向
繁華，這個曾是城市發展斷層的停車場，是讓人裹足不前的衰

嬰幼兒玩樂日的工作營。每每路過，人聲鼎沸的氛圍，讓位於

戶外空間，一個供群眾交流的空間。

Fort Greene轉角的這個戶外空間，逐漸成為該區都市活動的
心臟，並持續地將能量往周邊擴散著。Sean透過空間，述說著

間的可能。

台北村落之聲經營團隊與YHHY工業設計師陳彥豪，三銘大藥
局媒體規劃設計公司柯智豪團隊合作共同設計叩應放送頭裝
置。它的造形設計是一個聲音接收與傳播的集合形，用12個鮮
橘色萬用桶排列、堆疊組合，結合兒時遊戲的「紙杯傳聲筒」，
並轉化鄰里廣播「放送頭」兩者的意義。期望透過抽象化放送

一個個以草根精神實踐的社區改造經驗。

頭象徵，表達反轉社區鄰里電線杆上的擴音裝置，作為權威者

在專業建築師Urban Studio Brooklyn(USBK)的帶領下，Sean

單方面近行政令宣導與治理的物件形象，打破都市中僅有少

以Habana Outpost為場所，讓幾位由紐約建築系學生所組成的

數人能夠發言主導的權力，並透過親近性兒時記憶的聯想，企

建築工作團隊，建構店裡的環保系統，包括太陽能板及雨水蓄

圖創造一個不分年齡性別都感到親近的發聲裝置。

水系統，讓學生親手打造一個綠色空間，一個對鄰里負責任的

反轉權威者單方面近行政令宣導與治理
的物件形象，打破都市中僅有少數人能够
發言主導的權力。

環保主題餐廳。透過這個案子的實踐，Sean也希望居民與學生
了解，一個商業空間，在消耗社區資源的同時也在回饋社區。在

Habana Outpost，要蕃茄醬，要透過腳踩腳踏車才能取用；馬
桶要沖水，用的是學生建構的集水及植栽所過濾出來的水。

圖為叩應放送頭裝置現場
由上而下依次由陳冠蓉、楊濱維、蔡明穎提供

這是一個私人企業，但是經營者秉持著照顧社會環境的心態，從

嶄新的外牆計畫

提供價廉物美的食物，鼓勵初生之犢的學生參與，到讓店裡員工

Spread love is the Brooklyn way

A 共創城市 共創世代的空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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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一日實驗計畫

天母白屋 心窩田畝

URS21

URS23

URBAN POP

以「Pop-up」為概念，結合實驗性、

1 旋轉木馬

天母白屋是第一個由社區發起保存成為市定古蹟的URS，也因此

創意行動來探索城市！

2 「迴想設計」送給小怪獸們的「尖叫泡泡機」

「天母白屋」四個字對於在地居民有著一股莫名的影響力。

3 「竅門設計」的手搖泡泡機

城市一日實驗計畫，是中山創意基地URS21夏天最受歡迎
的活動，2014 年的Urban POP由7組設計團隊在草地上放

4 「建築繁殖場」的「都市絮語」裝置與
「YHHY」的「城市萬花筒」

置7組各具趣味的互動遊戲裝置，包括泡泡機、都市留言

未來展望
天母白屋是第一個由社區發起保存成為市定古蹟的URS，也

擁有半世紀歷史的「天母白屋」，為1950年代美軍顧問團駐台時

因此「天母白屋」四個字對於在地居民有著一股莫名的影響

期，為安頓協防臺灣的駐臺美軍人員於天母與陽明山山仔后地

力，透過與在地居民及社群團體討 ，將嘗試以都市農耕、藝

區興建的職務宿舍之一，也是東西方冷戰時期的歷史見證。

術行動、心窩廚房、在地文化、校園互動、心窩田畝講堂、社區

大聲公、疊疊樂等，邀請民眾手腦並用地來體驗創意。當

目前我們對天母的異國印象，就是美軍駐台而逐漸生成的。

然，樂園中不可或缺的旋轉木馬也放置在現場，每一匹木馬皆由設計師精心打造，

三十年前的天母仍是「無限延伸的綠地草坪、樹屋、壁爐與煙

都是獨一無二的用心。游擊式奇想樂園、草地音樂派對、設計師私房跳蚤市場，加

囪」所妝點的異國生活環境，每逢十月底的萬聖節，一直到十二

上中山限定小驚奇，多麼充實美好的夏日午後！

月聖誕節結束，沿街要糖果的孩子們、裝飾亮眼的聖誕樹使天

展演交流等七大主題項目，串聯天母地區文史景點，結合導
覽及歷史資料展示以彰顯其文化價值，發揮休閒遊憩作用，以
天母白屋為中心， 與鄰近學校串聯的國際交流中心，為社區
注入新活力，並透過「天母白屋• 心窩田畝生活展演 Living

Gallery 展覽」引發社區開啟對於天母地區再生想像，並凝聚

母社區洋溢著濃濃的過節氣氛（李清志，2003）。

社區運作能量。

時至今日，天母一帶依舊仍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在此定
居，加上豐沛的綠色資源及發達的生活商業機能，成就了多元
的族群樣貌，彷若國際村一般，各種文化對話融合的場景正不
斷發生，天母白屋歷經多年的社區運動爭取保存之下，更新處自

101年3月起，藉由工作坊及論壇，透過社區營造之方式，結合在
地社群團體、社區居民與學生，於101年拍攝兩部天母白屋之社
區故事影像紀錄片，並籌組天母白屋籌備委員舉辦「天母白屋文
1

2

3

化節」，透過各種方式凝聚居民對於天母白屋的共識，彙整各方
意見，達成嘗試將天母白屋做為URS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之共識，
期望能帶動天母地區的再生與再發展。
1

從歷史建物再生到美好地球運動
依循著蘊藏的歷史脈絡與自然環境背景下，以環境保育結合古
蹟新生為基底，重新連結人與環境的和諧關係，並借鏡日本越
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及瀨戶內藝術祭，透過藝術家與在地共同協
力活化再利用，引起人們對藝術與環境保護、地方永續發展等
問題的關注，也找回地方的記憶，透過藝術串連的力量，凝聚在
地社區居民的共識。
因此，期待透過空間活化的藝術行動，讓白屋不再僅限於作為
歷史建物的「殼」，而是將藝術行為落實進入日常生活作息，將

2

舊有之古蹟-美軍宿舍，昇華成為在地社區居民的「家」，從生
活的需要出發，串聯起社區向心力，建構居民相互溝通對話的

1 戴吾明老師與林舜龍藝術家

橋樑，進入更深層的社區議題思考，以「美好地球運動」為題，

2 天母白屋外觀

促發各種創意行動， 帶動周邊社區居民及社群，凝聚共識，促

3 天母白屋工作坊

進產學合作機會，以期帶動天母地區再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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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山實驗空間展演

天光地色
草山原色地誌集

想像的容器

URS大膽FUN影趣

URS27M

URS27M

URS27Ｗ

URS27Ｗ

建構你我的大稻程故事
城市影像實驗室結合尋寶與輕旅行概念，舉辦「FUN影趣•探
索一日遊」，邀請民眾參與大稻埕散步及迪化達人生活體驗活
動，一同探索大稻埕；並鼓勵民眾以影像紀錄過程，透過鏡頭
發掘屬於自己與大稻埕的故事。

1

2

4

URS27W 的想像再生

"In Between", connect to nature.

陽明山的水、土壤、植物是什麼顏色的 ?

由進駐單位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策劃的「郊山實驗空間展

「天光地色」草山原色地誌集特別邀請在地資源染達人高淑

城市影像實驗室URS27W早已裝進太平町的昔日風華與對未

演」討論一種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環境共處的郊山空間。

玲老師，與陽明山上4所國小的師生，一同使用各校當地資源，

來憧憬之想像，走一趟延平北路，爬梳義美發跡地、大安醫院

漫遊在自然環境與舊屋舍聚落之間，多所大學師生聯手打造

染出屬於地域的自然色，也染出陽明山生態的多樣性。

與臺灣民報發行舊址，這些歷史軌跡都是有機的、躍然的，時

URS27M 郊山友台實驗基地，以回應「郊山學」的概念；讓參

至今日，建築的本體能形構一個更具涵養力的容器，它不僅是

觀者可以身體力行地參與特殊的空間體驗與活動，從整體環

景觀，也是充滿生命力的文化地景。

境中了解郊山生活態度。

5

「想像的容器」展覽透過作品觀看，邀請更多想像與期望來一
同搭房子，希望URS27W至終能成為一個想像力的通衢、歷史
與未來共構的絕妙容器。來穿越時光漩渦，感受1920年代的太
平町風華，開啟URS27W城市影像實驗室這個想像的盒子，發

6

掘它的無限可能。

1 適合坐臥的小平台
2 植物染工作坊
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提供
3 郊山友台前方大露台
圖片1,2,3由中國文化大學校友
總會提供
4 「想像的容器」展覽
5 品茶體驗工作坊
6 壽桃體驗工作坊
圖片4,5,6 由義美電子聯合商務
與蔣渭水文化基金會提供
7「FUN影趣•探索一日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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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街、環境，何以安居

大稻埕。小客廳

大稻甜̶關於五感的
甜蜜記憶

花樣年華̶從臺灣傳統花
布看大稻埕布業發展

URS44

URS44

URS127

URS127

大稻埕歷史街區空間創意提案

大稻埕客廳新開張

迪化老街新創意，發現五感的在地回憶

穿越臺灣花布，走一趟百年大稻埕風華

大稻埕歷史街區完整保留了舊有的歷史街道風貌，為了提出更

由社團法人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經營的大稻埕資訊交流平

玩藝工場URS127經營團隊蔚龍藝術與多所大學志工朋友們以

大稻埕以布料聞名，這段穿越百年的記憶可追朔到日治時期，

合宜、有創意的街區或建築規劃策略，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

台，有著豐富的歷史城區故事，讓歷史走入生活，讓古典流轉

「大稻埕 / 甜」的諧音發想，從五感的生活體驗出發，舉辦《大

大約西元1908 年(明治41年)開始，日本人在大稻埕碼頭附近成

舉辦了「人、街、環境，何以安居：大稻埕歷史街區空間創意提

新韻。想了解大稻埕為什麼叫做大稻埕嗎？大稻埕故事工坊

稻甜》特展並準備了精彩的系列活動，探尋大稻埕關於視覺、

立了一座「公設永樂町食料品小賣市場」，自此之後，市場周圍

案競賽」。邀請更多人一起提出有關大稻埕各項課題的設計與

URS44肯定是您來到大稻埕的首站，活潑生動的故事述說讓

味覺及嗅覺的甜蜜記憶，分別以建築、甜點、中藥三個切合在

開始聚集上百家布匹批發店，形成獨特的「布市」商圈，此即

構想。

您一次了解大稻埕的前世今生，同時有中英日文解說喔！

地特色的主題進行展覽呈現，邀請你我共同尋找屬於每一種

「永樂市場」之前身。

感官的在地回憶。

展覽結合影像、文字與花布展示，並介紹現今大稻埕布行之結

設計提案組首獎「起埕 - 錨聚樂居」

構，進而分析其歷史、文化、創意及特色。在一樓玩藝廊的空

以曬稻埕的概念出發，重現「面」的曬稻地景意象，結合「點」

間，並邀請臺灣如今碩果僅存的手繪花布專家楊文如老師展

的地標空間，透過社區街道巷弄串聯新舊「線」，讓人所居住

示其卅幾年的珍藏花布及最新拼布作品。

使用的空間凝聚著在地的特色，形塑出富含生命的「大稻埕」，

1 學生為展覽製作的糕點模型

如同古時先民刻苦耐勞、頑強拼博與現今對歷史建築的保存

2 郁品堂中醫基金會的許妙璟執行長介紹中藥材裡的甜蜜氣味

與團結的象徵，將再度建立「起」這塊既美麗又富含意義的

3 中藥櫃的抽屜裡藏著中藥香物的甜蜜雅趣

「埕」，讓大稻埕的人、景、情再次的凝聚與發揚。

4 「福來許」創辦人之一的阮小姐
5 楊文如老師的臺灣花布設計
3

6 手繪花布專家 楊文如老師
1

1

2

3

4

4

3 來大稻埕千萬別忘了先到 URS44 了解大稻埕的故事
4 這些傢俱都是鄰居好友熱情提供
2

1 評圖過程 2 評選老師合影
下圖為設計提案組首獎 起埕-錨聚樂居 截取內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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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新夥伴
稻舍開幕
URS329

稻米產業和大稻埕在地生活實驗行動
稻舍 URS329是「葉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青睞影視製作有
限公司」共同經營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提出以具有觸動感知
的事件與物件作為界面，於歷史性空間中多元呈現、蒐集、訴
說，創造大稻埕故事。
迪化街一段329號原為大稻埕米商唐家經營米行之所在地，屬
於紅磚洋樓式、二層樓二進之日據時代迪化街連棟建築物。不
同於其他大稻埕地區之URS 基地，本基地位處昔日各式農產
雜貨批發等老行業聚集之「社厝街」，因此期待藉由引入年輕
的創意能量，讓地方價值重新被認識，創造更多新思維與街區

1

活化可能。第二進一樓空間規劃為米食創作新天地，以米為主
概念的實驗性廚房同時展開各種菜單實驗，供應來往參觀人
們享用。

創作分享圈重新開幕

開幕首展以出身大稻埕膠彩畫家郭雪湖的「台北稻埕」創作主
題，展出12幅從大稻埕出發，漫步於台北城與城市外圍農村景
色為主的複製畫作。

URS155

1 URS329 稻舍

3 天井

2 台北稻埕 郭雪湖特展

4 於天井中種下稻秧

2

「URS+ 在地」的永續營利概念發展新的共創模式

好味食堂的五感體驗引起民眾對於大稻埕的興趣
URS155 經營單位希嘉文化 進 駐 大 稻 埕 兩 年，以 Cooking

出版《大稻埕的創新遊戲》讓希嘉文化發現大稻埕北段店家

Together為號召，舉辦每月的「好味食堂」，兩年來舉辦共 30

的故事與經營上的困境，因此URS155 在接下來的三年經營，

場以上，並串連起超過20家以上的迪化街店家，以及300 位以

已經邀請李亭香，林豐益，進興堂，天山行，李日勝，富山行，

上民眾參與。如此，讓經營團隊思考，民眾希望能夠用五感體

媽媽家，山水行，漢補世家，物豐商行，龍源中藥行等在地店

驗的方式認識大稻埕，這也正是 Cooking Together 達到的初

家，當然還有在地信仰中心霞海城隍廟，一起加入URS155，讓

衷，藉由料理創作進而認識大稻埕的店家。

Cooking Together成為大稻埕的together，回到大稻埕的共好
共享精神，跟店家們一起在這裡團圓。

營利模式加強進駐團隊的資源整合

URS155 空間使用規劃

希嘉文化在思考如何將已經成功的「好味食堂」與「在地店
家」有更多深度的合作，此時，適逢URS155 轉換之際，過去在

一樓第一進：為大稻埕店家研發的糕餅與菜單，民眾可購買到

都市再生的議題裡，店家參與上缺乏緊密拉力，需要藉由進駐

天井區及小閣樓享用。

團隊本身尋找經費補助以及資源才能將影響力拓展，在今年

天井區，小閣樓，第二進：皆為民眾可自行進入並休息之處。

開始增加部份營利模式後，希嘉文化更可進一步投資硬體以

第二進一樓：為廚房烘焙教室，好味食堂升級版硬體設備。

及邀請大稻埕在地店家加入，提供一個能真正結合三方（進駐

第二進二樓：講座、研討會場地。

團隊，創作人，在地店家）的URS平台。

第二進三樓：創作人共同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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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S PARTNER「都市。創。生。記」
URS Partner

都市中的創意、生意、記憶

URS Partner

場域—北投溫泉博物館、千禧湯、北投

『URS Partner| URS 社區伙伴』是一個找尋城市生活空間發

2014 URS Partner「都市創生記」以臺北的創意產業工作者及

展可能性的平台，也是一種伙伴關係的概念。在這裡，我們找尋

團隊為重點對象，透過跨領域創意思維的引導與激盪，蒐集累

並集結每一個關心城市生活及空間發展的伙伴與創意，透過行

積都市再生的多元觀點，併隨著探討創意產業提升臺北街區活

動、分享、連結，從自己開始，再揪更多人一起，一點一點地，為

力與都市競爭力的應有作為及空間策略，藉此攜手邁向創意城

圖書館與普 羅旺 斯 麵包 坊 等地擔 任志
工，深入體驗在地生活，進而希冀由他們
不同的觀察角度及志工工作體驗分享，
讓我們重新認識北投。

自己的城市做出改變。

市之路！

西京文化╳貴陽街日光計畫
西 京淡水河文化 藝 術 發 展 組 織籌備處
貴陽街日光計畫元年已於去年 (2013)完

的擾動與探討，透過導覽、專家講座、農
耕體驗、繪製浮洲仔百年時空庶民生活
變遷地圖等方式執行。

成，今 年 在 既 有 的 社 區 行 動 基 礎 上 推
動「貴陽街日光計畫二年」，更近一步以
「整潔、歡樂、新人情」為行動訴求，以
創意加值與藝術行動為老舊社區置入歡
快愉悅與街區使用的生活新感受，藉以
引動社區未來可能的新動能。

混 HUN 共同工作空間╳共同工作空

關渡山行文創╳關渡山行造村前奏曲

景澤創意╳創意飛船 –

間操作手冊

創意生活筆記 街坊匯聚行動

空間創業小聚場

混hun是一個共同工作空間，它是一處讓

關渡山行文創是透過老屋新生的雛型，

景澤創意團隊透過：拜訪 Co-Working

人可以認識不同領域的人，以及可以共同

將 在 地 荒 廢 閒 置 的 傳 統 建 築，進 行 修

Space經營者、邀請經營者分享、開放空間

或各自獨立工作在同一場域。為讓人與

繕改造後，開放成社區的創意生活空間

會議意見交流與經營策略共同研擬、探討

人之間的交流更為容易且緊密，混 hun

「關渡山行文化創意基 地」，提供藝文

空間創業重要議題與解決策略等方式，並

設計 一 套「社 員制度」，以 及 推 廣 Co-

展 演 服務、創意生活商品，並形成微型

利用分享與討論會議之過程，逐步推廣Co-

Working概念的「伴工」五階段計畫。

文 創 聚 落，以 推 廣 新 一 代 人 文 創 新 理

Working Space的概念，也讓對Co-Working

念，創造共享經濟的加值平台，將居民

有興趣的朋友一起發現各種可能。

今年混hun 以自身操作共同工作空間的
經驗與相關資訊進行彙整，製作成操作

的生活圈，打造成文化創意產業村。

CROSSPOINT 交點╳精選台北
「市集、社區、巷弄」

野步社區工作室╳蟲返城市 重返自
然 內湖城市綠地生態改造行動

交點以城市中最初人與人互動的根本，
提出三大主題「市集、社區、巷弄」三個

社區規劃師陳信甫老師與內湖社區大學

面向，從市集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從社

及內湖區樂康里辦公處合作，以生態介

區談地方之凝聚力、從巷弄談人們從生

入城市綠美化為媒介，反思都市再生思

活所培育出來的文化形態，而形成的地方

維中人與自然的舊關係，並期望重構城

文化特色，希望串連城市與人民之間的

市與自然的新連結。本計畫舉辦了一系

情感連結，喚醒城市中老舊的記憶，再次

列以 蝴蝶 生 態 為主 題的生 態營造 工作

手冊分享給大眾，期望更多人瞭解，並知

本次 創意行動，以 造村的念頭發想，以

坊，由蝴蝶擔任生態系的領航員，帶領

道如何操作。

描繪對未來城市生活想像及空間發展規

市民檢視社會文化沿襲而來的自然觀與

劃的前奏曲，開啟一系列行動，以「村落

美學觀，並經由宣示性的改造行動來喚

居民的成長記憶」、「村落生活資源的創

醒市民對於城市生物多樣性的重視。

意盤點」的面向，進行街坊匯聚行動。

觸動人民對城市的關注及行動。

繆思林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親近台
北老城區淡水河中僅存的浮洲仔 /
綠洲地
繆思林文化創意團隊從古地圖、舊照片、

途中。台北 國際青年旅舍╳

史料、口述歷史等資訊，發現位於連結台

旅北投。創意生現

北市與新北市的中興橋下，有一大片浮
洲仔(沖積平原) ，與台北老城區「艋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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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旅人們以深度體驗的方式認識台

大稻埕」的時空發展及庶民生活息息相

北，「途中。台北國際青年旅舍」發起志

關，且目前尚有農耕行為。因此藉由此塊

工換宿活動，透過招攬各地的有才青年

被人遺忘的浮洲仔，進行有關「人群、土

來途中青旅住宿，讓他們至北投各合作

地、河流」、「城市、農耕、親水」等議題

27

2014 URS Partner 執行單位為珍宇設計工程
顧問有限公司

木作職人打鐵英雄

URS┼ 西門旅行當鋪

圖文 漢藝廊

台北創意加工街區

台北的「木材街」－寧夏路

西門町旅行資訊想法交換站

街區的定位和發展與市民生活密切相關。人稱「打鐵街」的興

日治時代就已經相當繁榮的台北「木材街」，台語原名「柴寮

「旅行當鋪」是一個坐落在西門町的旅行資訊想法交換站，不

城街和「木材街」的寧夏路，從日治時代起守候在 大稻埕北

阿」，自民國36年起改名為寧夏路。現在，如果提到寧夏路，最

只是單方面的提供旅客西門町的旅遊資訊，而是希望能和來

邊，就像台北市民共享的「工具箱」。從日治時代的民生必需，

知名的可能是寧夏夜市的小吃或建成圓環；但較少為人知，位

西門町的人有想法資訊的互換，旅客提供改善的建議，旅行當

經歷70~80年代的製造業榮景，到90年代的產業外移，打鐵街

於錦西街以北的區塊，日治時代是台北最重要的木工產業和

鋪則是提供不一樣的旅遊資訊作為回饋，創造一個想法流動

和木材街承載了台北邁向現代都會的共同記憶，也開始走入逐

木料供應集散地區，因此有「木材街」的稱呼。

的資訊站。

漸凋零的窘境。

木材街區段的寧夏路以及鄰近街區，目前總共有 20 家左右的

不過，在表面蕭條下，「打鐵街」和「木材街」其實擁有深厚的技

木工裝修行、五金行、油漆行、木材行等店家。從木工產業的

術能量，足以支撐轉型，藉著資訊時代和網絡社會的資源重新配

生態來看，此區店家的業務和木工裝潢、裝修業務息息相關，

置，形成「台北創意加工街區」，來支援新世代的創意產業需求。

製作項目則以櫥櫃、門等製作修繕為主。為表現該區的特色，
市政府還製作了道路兩旁的原木路燈，目的也是為了重現當年

「台北創意加工街區」位於市中心，涵蓋了打鐵街、木材街，向

木材街的街區意象。

南銜接「材料街」太原路，串聯成台北市中心的加工技術和材
料集散地，具有高度便利性，可在半小時內採購、委託多種技

這個區段的寧夏路，向東南方走不到200公尺，就可以連接到興

術和材質，享受密集打樣、小量生產的服務，是台北市獨具的

城街的五家加工區域，接著再向南走不遠，就可以到達太原路

產業景觀，更是國際設計師難以想像的創意打樣天堂！

的材料密集區。這個狹長三角形區域的連接，形成了我們所稱的
「台北創意加工街區」。另一條捷徑則是通過寧夏夜市連到太原

為扶持台北唯一的木材街和打鐵街，從舊日的「工具箱」轉變

路，為這個區域的便利和機能性，更增加了有機和趣味的面向。

成今日的「創意加工街區」，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委託漢藝廊，

裡的場景。俗稱「打鐵街」的興城街，日治時代起聚集了許多
打鐵店舖，整天鏗鏘之聲不絕，為人們製作工具或鋼鐵用品；
時至今日，興城街真正提供「打鐵」服務的店家只剩1家，老師
傅也已經80多歲，所幸還有徒弟繼承事業，否則打鐵技術將會
在台北消失。
由於工業技術演化，打鐵街的店家逐漸轉化成現代化、機械化
的金屬加工產業，提供台北市周邊較難找到的少量打樣製作
服務。技術層面包括：
接合│各類焊接
塑型│彎管、彎 / 折板、鑄造、鍛造 (打鐵)

對本街區進行研究，製作地圖和網站，提供區內材料和加工店

台北的「打鐵街」－興城街

舖的資訊，並辦理一系列活動，期望串連起新的產業生態圈，
促進創意產業和街區之間的合作，活化在地產業與文化特性，

「打鐵」主要指昔的鋼鐵鑄造和鍛造技術，用火爐加熱熔燒鋼

來尋找台北繼續往前的動力。

鐵，以鎚子、鐵砧敲打製作各種形狀的工具，就像電影「魔戒」

切削│車 / 銑 / 鉋、剪/切、研磨、CNC、雷射切割
材料 / 工具│金屬材料、五金工具、機械配件
目前興城街主要的加工服務與材料以鐵和不鏽鋼為主，少數
店家亦供應鋁、銅等金屬材料，街上也有數家五金行、彈簧
行、油封、塑膠橡膠管材等不同型態的供應商，提供不同的材
料與配件選擇。
興城街的特色，是一種陳舊色調中的創新活力。沾滿鐵灰的油
膩機台，製作出來的是充滿創意和趣味的作品；師傅握著工具
的手，看似豪邁不拘地沾著機油，卻拿捏出精準的製作尺寸。
慢慢地，我們看見老打鐵街從懷舊、耽溺的角色走出來，在當
代的社會和生產環境中，積極尋找新的定位和互動。
專為打鐵街及木材街量身定製的網站，
可方便民眾查找點家資訊

A 共創城市 共創世代的空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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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總部舊址 聯合登陸艙計畫

「空總未來發展工作坊」成果展
如何規劃前空軍總部基地，意味著我們如何決定我們城市的
未來! 唯有透過市民參與來決定空總的規劃，才能帶領台北市

文 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 圖 嶼山工房

走向真實的未來。

Module 1
顯影中的台北「再生」學 / 台北城市誌與
都市再生講座、台北城市願景展

空總「在地」行動 / 空總未來發展工作

授（淡江大學）和孫啟榕教授（中國科技大學），帶領來自多種
專業領域系所的學生共65位，在多位專家的協助下製作了前空

城市凝視 /「壯遊」張博傑城市創作展、
「放物者」王柏霖創作展

藉由不同階段，多元背景團體的參與，以
不同角度和眼光，共同為基地的再開發

Modules Project」之「聯合」取自前空

而生。然而，不可諱言的，這套都市發展

提出方案和建言，並在彼此之間產生對

軍總部的「聯合餐廳」，藉此回應基地的

機制已面臨重重危機，尤其面對全球資

話，形成空軍總部基地再開發的活水源

歷史涵構；「登陸艙」則意指這一個與土

本掠奪式的攻擊、市民要求空間自主的

頭。最終期待產出良好的對話過程，而非

地息息相關的發展計畫。

力量日漸強大，以及這兩者之間衝突矛

完美的計畫，讓城市獲得了向前發展的

盾時，這套發展機制更顯無力。討論前

真正力量。

地，也在於它的區位與台北市在 21世紀
的再發展息息相關。台北市在 20 世紀這
一百年間，人口從不到5 萬人增長到超過

再生策略計畫

劃，提供市民朋友進行更進一步討論。

2 雲及其不明飛行物_水墨塗鴉
行動裝置藝術展_顏忠賢提供

在此展覽中呈現的七個前空總基地的初步規劃，其目的並非

3 空總未來發展工作坊

SHARE LIVING

就此決定前空總基地的未來，它們僅是將來關於前空總基地
討論，讓我們能從參與城市環境的實質規劃過程中，落實身

事件 城市 / 路過空總的100種方法

1 台北市鐵道沿線周邊都市

怡都市設計師參與提案，六組共完成七個前空總基地的初步規

城市市集 / 邊緣人空間展演市集

urbanism）亦於這樣的歷史脈絡下孕育

止於它是台北市區內殘存的完整大型土

教授和學生外，再邀請張樞建築師、潘一如景觀建築師和林雋

Module 5
Module 6

1

總基地的規劃策略。第二階段（2014/10/10 - 10/20）除原三位

諸多規劃的一小部分。這七個初步規劃，旨在促發市民之間的

「聯 合登陸 艙計畫 United Land-ing

前空軍總部這塊土地的重要性，並非僅

組織了兩階段工作坊，第一階段（2014/6/21 - 6/27）邀請林靜

坊、城市發展論壇暨工作坊成果展

Module 4

的發展計畫

坊」舉辦之目的。在臺北市政府委託下，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
娟教授（臺北科技大學）、賴怡成教授（淡江大學）、周書賢教

地景中的建造詩學 / 2014實構築展暨論壇

與歷史涵構及土地息息相關

辦法讓城市規劃交回市民的手裡。這即是這次「空總未來工作

Module 2

Module 3

1

城市規劃不能再走回國家官僚和專業菁英主導的老路，必須想

5 空總未來發展工作坊「
空」總 - 台北的天「空」
4 「放物者」王柏霖創作展

為一位公民的責任。我們相信，市民間充分溝通並自主形成共

圖片3,4由臺北科技大學林靜娟
指導老師提供

2

識，是讓一座城市邁向偉大的唯一路徑。

城市規劃不能再走回國家官僚和專業菁英主導的老路，
必須想辦法讓城市規劃交回市民的手裡。

空軍總部的再開發計畫也因此不僅是與
產業發展有關的都市計畫、促進城市經
濟發展的都市計畫，也應該是在現有基
礎上培育出優質城市生活的都市計畫。

260 萬人，港市、村莊、農田、沼澤和荒

為了達成從多種角度來探討前空軍總部

地等 樣 貌也 藉由西方 的 都 市 計畫 手段

再開發可能的目標，「聯合登陸艙計畫」

快速開發成今日建築物林立稠密的都市

最終集結成六個「登陸艙」，分別是：

1 空軍總部舊址
4

2 台北城市願景展

空間，台北獨特的都市生活方式（Taipei

藉由多元背景團體的參與，
以不同角度和眼光，
共同為基地開發提出方案，
在彼此之間產生對話。
A 共創城市 共創世代的空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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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空總，臺北可以變成什麼樣的城市？
文 林崇傑

所有方案激發的想像及對話，
都是希望讓市民知道這個社會不是單一的。

space，可以提供很多Maker space，讓沒
有能力承租場地的年輕工作者或是沒有
能力購買機械的設計師，能夠在這裡實現
研發設計、打版打樣及各種操作。將近八

這個社會的多樣性以及多元價值必
須被彼此尊重
社會對於 ( 空總) 這塊土地的使用其實沒
有共識，沒共識是因為我們每個人的角

2 對於年輕的創業者如何提供創業支

公頃的土地與三十六棟房舍可以產生很
多機會。它足以支持臺灣二十四所大專院

持，顯然也是個大家討論的議題。

校每年將近兩萬個設計畢業生，與企業接

3 創意經濟的可能性，面對世界的競爭，

軌與國際接軌，更能夠吸引更多國外的年

這塊土地到底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色不一樣。「我是 NGO，我會從 NGO 的

這裡面顯然是有些衝突，有些需要彼此

角色去思考」、「我 是 一 個熱 衷 歷 史保

對話的事情。是不是因為我們需要這些

存的人，我會強調當年的戰情中心要保

議題、需要這些空間，就把所有事情都塞

留」、「我是一個開發者，我會想像如何

入這塊七公頃接近八公頃的土地？ 是不

達到最大樓地板面積使用」、「我是一個

是這樣就能讓週邊的居民、店舖、NGO組

國有土地管理者，我會在國家財政困難

織、歷史保存團體、自然環境保護者、開

的時候，思考經濟支持」、「我是一個社

發者取得共識？ 顯然是沒辦法。

輕人才來到臺北。
我看到國發會委託野村針對空總未來發
展所做的提案，30% 作為創意空間，70%
為了財務支持會變成旅館、辦公大樓與賣
場。它也許是對的，可是我覺得它需要更
長遠的討論。當看到臺北在東亞的競爭，
以及與全球的鏈結過程，我們應該去支持
在臺北生活及工作的年輕人，或者工作到

區的居民，我會希望這裡是開放空間，
變 成公園廣場」、「我是 旁邊的獨立商

回歸當前世代，我覺得這個世代有

店，我會希望這裡能夠有小型的商業行

三個基本價值：

一個階段而想重新創造新的機會的人，我
真得期待空總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

為，串聯更大的發展機會」，每一個角色
都沒錯。
這個時候面對的最大問題是，這個社會
的共識還沒有形成。因此這半年來空總
所有的民眾參與方案所激發的想像及對

空間、包含企業運作形態、包含一種新

最後我想講的是，也許我們可以利用空總

的城市網絡關係，我們可以看到鄰近國

創造一個新的可能：作為臺北或是臺灣，

家韓國的首爾市已經在做這件事情。

那麼多的公有土地政策形成與政策決策

話，都是希望讓所有參與者、讓所有市

2 第二個是年輕創業者在網絡世代下所

民知道，這個社會不是單一的，這個社會

生成的跨領域合作： 「Co-creation

是多元的，每一個人、每一個聲音、每一

共 創」。我們如何為共 創世代提供 平

個價值都必須要被尊重、包容，需要彼

台與機會加速這個世代的到來。

此互相了解。

三個提案議題與三個當下世代價值
我們看到這些「空總未來發展工作坊」
的提案可以了解大家關心幾件事情：

1 顯然，現在住宅是個問題。年輕人需要
的住宅怎麼被提供，不管稱為合宜住宅、
平價住宅或是社會住宅，如何被滿足。

A 共創城市 共創世代的空間支持

邁向市民參與的公有土地決策方式

1 第一個價值是「分享經濟」，它是包含

3 因為「共享」與「共創」，顯然我們需
要新的對話方式，包含政府與民間、各
種不同團體間的對話，大家都需要共
同重新學習。

不再只是考慮財政，不再只是考慮政府單
一的需求，而是有更多討論的機會，從更
路廊帶裡的一環 (從臺北總督府鐵道部、
華山、松 菸、南港調車 場、南港軟體園
區 )，在這些大型公有土地正在轉型的當

又如果面對東亞城市競爭，臺北、新北、
基隆串連下的空總又應該扮演什麼樣的
角色？從一個社區的角度、從一個臺北

度就必須要換個方式思考。

市的角度、從一個行政院的角度，以及從

你以更高的視野看待空總，它是臺北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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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開放、包容、尊重、多元的方式，
因為沒有一種單一價値是絕對價値。

形成的謀取方式」。
這半年來在這麼多的專業者與年輕朋友參與下，所創造的空總

下，空總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因此在當前這個時代面對公有土地的角

這塊地不應該只從這塊地去思考。如果

多的層次，及更多城市想像的過程中，( 形
成決策的方向)，一種叫做「公有土地的決策或公有土地政策

未來想像，我們已經走過新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成為再次持

當把問題的層級拉高後，所得到更根本的結論是：顯然問題的

續發展尋求解答的方式；一種開放、包容、尊重、多元的方式，

解答不應該急著現在提出來。它需要更長的時間作更多元的想

因為沒有一種單一價值是絕對價值。

像與思考。更長遠的解答不應該急著現在提出，我們需要更多
的對話。短期的空間利用得以支持年輕創意工作者。

文章內容整理自2014.10.26「空總未來發展工作坊」
成果展覽市民論談II 臺北市都市發展局副局長林崇傑演講內容，

一個大東亞地區看待的時候所產生的想

空總這個空間曾經有四千人在這邊住宿、操練，包含了三十六

特別感謝嶼山工房張鈞評小姐的協助

像會非常不一樣。

棟房舍。我認為短期可以提供給年輕創業者進駐使用。這裡
可以提供上千個單位的工作空間，可以提供很多Co-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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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支持創新世代 建構創意平台
文 竹圍工作室 圖 Charles Landry

國 際 創 意 城 市 大 師 查 爾 斯•蘭 德 利

高峰，重視硬體建設

Charles Landry 是以想像和創意推動

和都市工程，創造出

城市改造的國際權威。面對過去以硬體

來 的 城 市 可以 滿 足

功能導向的城市規劃方式，他主張以軟

人們居住、交通的基

體為核心，透過創意的發想與創新的手

本條件，但城市缺乏

段，引領公私立部門共同協商合作，吸引

靈魂、沒有美感。90

好的人才留在台北，營造城市無窮的可

年代起開始 發 展城

能性與創造力。

市 2.0，都 市 設 計 相

經濟學人2012年底公告的城市競爭力報
告, 台北市的競爭力評比整體排名37 名,
亞洲排名第 8, 優於上海 , 北京等大型中
國城市。經濟學人評比中特別指出人才,
就業市場與生活品質 (talent, jobs and

quality of life) 的絕對重要性, 而這也是
臺北市政府推動創意城市的核心目標，
協助各世代以創意加值與網絡合作的方
式，提升產業成就與都市體驗。

形重要，積極整合硬

分享城市

體和軟體，重視城市
帶給人們的情緒感受
和環境氛圍。而城市

3.0 需要掌握市民對
城市發展的共同想像
和智慧，重視城市全
面的感官經驗，像是

每經歷一次新的經濟財富創造方式，
就會產生新的社會秩序和新型態的城市。

公共空間的美感和
人文氣息、開放對待多元的文化和不同

核心功能是創造網絡的效益，逐步帶領

蘭德利呼應經濟學人雜誌的分析，且透

的聲音、可以自主學習、鼓勵創造、包容

參與者提升他們的潛力、創造利潤。這

過台北的實際輔導，提出台北市轉型為

失敗，共同創造出「屬於我們的」城市。

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建設，可創造出各種

創意城市的潛力與價值。蘭德利密集造
訪台北創意企業 , 創意新鮮人及透過一
系列跨領域、跨平台及跨公私立部門的
討論，為轉型台北為創意城市所需的基
礎架構與行動。他曾以「創意台北，勢在
必行」一書，呼籲臺灣必須正視創意人
才外流的現況，政府需要有積極的作為
並營造創意的環境，重拾國家競爭力。而
今年，他繼續為台北撰寫「創意平台：台
北，邁向城市 3.0」，再度重申政府和民
間必須同心協力、攜手合作，為台北的未
來，擬定共同的願景和藍圖，並貫徹執
行，讓城市中的創意能量不斷再生。
蘭德利在新書中說明，每經歷一次新的
經濟財富創造方式，就會產生新的社會
秩序和新型態的城市，這些變革都需要
用新的學習方法和文化能力來面對不同
層次的挑戰。1960-80年代是城市 1.0 的

A 共創城市 共創世代的空間支持

共享時代的社區網絡

拜智慧行動通訊之便，城市 3.0中產生許

可能性和新的契機。

多「第三空間」，這些空間既不是家、也

蘭德利認為台北市應立即設立「創意平

不是辦公室，而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

台」，因為它將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以匯

點就能行動辦公。這些富有創造力的地

聚台北重要的創意能量，並協助台北朝

方可以是一個房間、一棟建築、一條街

向 3.0 的城市轉型。這個平台的目的是

道，或是一個社區，它們可以座落在老倉

要在台北建立一套全面且縝密的行動，

庫、釀酒廠裡；或是利用廢棄的火車站、

展現出富有創意思維和具有想像力的解

巴士站及紡織廠。這些承載記憶的地方

決方式，此一方式會帶來 新的機會，並

能引起人們的共鳴，而且這些空間量體

擴展嶄新局面。創意平台的目標是要鼓

都非常大，能多元、靈活地使用。在快閃

勵以開放的態度、使用創新的手法凝聚

文化當道的世代裡，很多活動可能出現

城市願景，重視夥伴關係來面對城市治

一夜就消失，許多事物不穩固也不長久，

理，並拓展台北的基礎建設和吸引力。其

過度城市化使人們失去了社區意識，

相形之下，這些大量體的廠房、可彈性使

任務是要掌握和開發台北的各類人才，

過度消費造成了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

用的空間，讓城市變得更加有趣。

促進經濟機會並鼓勵創業，同時也凸顯

在社會福利、環境資源與就業需求的快速增加下，

為了達 到 城 市 3 . 0，我 們 需 要 透 過 一
個 如 交 響 樂 團 般 的 整 體 性 機 制，姑 且
稱這個機 制為「創意平台（Creativit y

Platform）」。它是一個溝通的樞紐，其

34

台北是一個多功能、富企圖心和想像力
的亞洲樞紐。重要的是，台北需要這個
創意平台，來落實城市的願景。

分享城市 (Sharing City) 能使閒置資源得以有效利用，
幫助振興地方經濟，並活絡鄰里關係，而環境也得以受到保護。
您可以共享任何資源：時間、空間、人才、商品、信息等。

台北市空間資源分享平台

SPACE SHARE TAIPEI
圖文 連振佑

1

2

試圖使更多人在城市中找到合用的空間，
使閒置不用的空間找到新的活用方式。

群、創業個人或公益團體能夠簡易近用城市資源是一個進步
的城市重要之責任。
在上述讓都市空間充分活用、讓城市市民與社群享有進入城
市權利的思維之下，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委託研究並成立「空間

空間有所用、社群有所在

資源分享平台」，補充其他政策工具還沒有觸及的部分，邀請

台北市「空間資源分享平台」試圖使更多社群、更多人可以較

市民朋友將過去不願意投入租賃市場、願意支持公益或創意、

容易地在城市中找到合用的空間，使城市中等待都市更新、閒

創業團體的空間物件，即使是3至5 年後要都市更新拆除重建

置不用的空間找到新的活用方式賦予新生命，使得都市能夠

的空間，能夠登錄到平台上；另一方面把資訊傳遞給過去租不

因為更多人與空間的相遇而再生，補充了其他各種空間規劃設

起、找不到合適空間的社群、創意或創業團體，透過各種媒合

計、使用或是市場機制還未能充分解決的縫隙。

的方式來促進「空間有所用、社群有所在」的美好結果發生。

密集發展的台北市裡，仍然有些空間處於閒置未充分利用的
狀態。政府雖已積極透過各種不同的政策工具，例如URS都市

「空間資源分享平台」協助媒合空間與社群

平台媒合成功之「穀得食務所」所在位

性實施辦法。在這樣的成果之後，平台

聯協力，並且與其他政府政策計畫資訊

置原來無人使用，在巷子裡看到它是拉

據此更能夠遊說符合該計畫條件的空間

交流，將城市發展視為一個整體重要的

下鐵捲門無表情的城市空屋一樓，如今

屋主來應允，以可負擔的出租或公益回

目標，以服務空間需求者為最大宏旨。因

空間資源分享平台除了積極的宣傳、透過各種網絡廣泛地邀

屋主以低廉的租金支持推廣安心食材的

饋方案來達成媒合結果。

此這樣的計畫與其他政策發展出協力、

請空間所有權人、空間需求單位以外，採取三大主要策略來推

團隊，成立穀得食務所於此之後，取代鐵

再生前進基地、藝響空間、委託經營管理等方式，各自活絡了

動空間分享媒合工作。其一是根據需求者所開的條件、平台上

捲門的是植栽與食材的綠意，並且自此

部分的都市裡空間資產，然而仍有許多私有產權屋主因為等

已登錄之物件狀況進行篩選比對，透過現場看屋、屋主洽談

散發出安心食材的議題，讓周邊地區藉

待都市更新，或是為避免一般市場租賃帶來的各種麻煩，使得

等等程序，採取聚焦、針對性地媒合供需雙方。其二則是選擇

此產生了新的意象、促進地方認同感的

空間資源分享平台使得原來社會中
既有的社群、網絡關係有了具體的結點。

這些空間閒置於擁擠的城市裡。

特定的空間物件，舉辦工作坊邀請可能有興趣的社群、個人參

生成與都市再生。

加，聚在一起討論是否可以共同進駐以及空間分配安排等等。
另外第三種是在尚未選定確切空間對象之前，透過社群聚會
另一方面，有許多社群與人們不斷地努力在這個城市裡試圖

腦力激盪，先提出空間的需求、彼此能夠共同工作的條件與未

找到一個可以發展創意、實踐理想的基地而不可得。許多有

來模式，甚至整體共同營運空間的財務計畫，然後以此計畫書

關徵求空間經營管理與使用者的政策與辦法對NGO社團而言

來向空間所有權人提出遊說，找尋適合共同工作、一起租用空

門檻太高負擔太大，或是市場機制下租金條件令創業者無力

間的實際目標物件。

承擔打退堂鼓，還有的物件必須透過共同使用才能分攤租金
並一起擁有較大的公共使用面積會議室等等。如何讓這些社

B 分享城市 共享時代的社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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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補充的效益，
協助處理市場機制
運作之餘的空隙。
由政府委託成立這

藉此觸發更多空間分享的故事不斷地發

樣的平台具有前瞻的意義：這是一個網

「新社會空間」邀請了城市裡不同的社

生，藉由社群空間、共同使用空間、可負

絡鏈結、平台結點服務的思維政策，有

群勾勒共同使用的空間計畫。每個社群

擔的空間與時段性分享空間等不同型態

別於過去大建設、大開發的鉅型發展思

表達自身的需求，提出可以負擔的租金

與模式，使得過去等待拆除重建更新之

維。當這個結點平台不斷地運作之後將

區間，相互討論之間迸發了許多彼此鼓

閒置空間，透過活用有了新的生命、帶

建立起清晰的識別形象，使得市民知道

舞、支持或是創新的思維與做法。透過

動周邊地區再生。

能夠透過平台得以協助許多相關的人、

未來會務與空間發展的描繪，提出空間

1 「穀得食務所」開啟鐵門，給更新前房舍新的使用價值

經營管理的資金攤提與相關財務計畫，

2 「新社會空間」開啟城市多元使用想像

凝聚出共同使用一個大坪數空間的可行

這個平台與既有的房屋仲介業者、租屋
平台、物業管理協會與單位等等橫向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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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能夠將閒置不用的空間轉換為地區
活絡再生的觸媒。

地方鏈結與城市創新
作為首爾分享城市啟動器
演講 鄭秀賢

首爾的分享空間方案多是社區導向，
以合作的方式改變現狀，
為生活型態與分享文化創造新的生態系統。

影響城市與新生活型態的分享空間
案例：分享住家、社會住宅、城市恢
復方案
為了取代昂貴與低品質的空間 ( 包括房

如同「共同工作空間」的地方鏈結因帶有創業經濟基礎
設施的投資者增加而興起
一些具影響力的首爾基金會、公司、及地方政府以「共同工作
空間」支持新創團體及企業。所以年輕族群願意聚集在這些
地方，並且經常分享他們的方案及能力。

1

資源、人力網絡、及資金籌措團隊也聚焦在這些共同工作地

「分享空間」如何能重建與影響社會

點 ( Youth Hub、Contents Korean Lab、Dcamp、Maru 180、

擁有一千萬市民居住的首爾，是個高人口密度的大都會，就如

Hub Impact Seoul…)，一向由大企業主導的經濟環境，慢慢

同其他國家的大都市一樣，首爾也有著建築老舊、高物價、高

地因為快速興起的新創團體間彼此串連與合作而有所改變，

空屋率等發展不均衡問題；在房屋市場上常常由於房價過高

所以「分享空間」正在期待新的生產力價值。

而租不出去，而有租屋需求的人卻付不起租金，因此城市裡充

( 建築師、藝術家、研究人員、商業團體
及規劃師 ) 一直是首爾城市恢復力的努
力付出者。社會住宅與分享住家事業也
正在興起。
包括長壽鎮 (Jang-su Town)、昌信洞

(Changshindong) 創意基地、Chungchun
平台 ( 城市建設計畫 )、"D-well" ( 社會
創新)、"O share House"、"Dalpaengi

House" (2030 young members living

3

around University and Company)、"So
Hang Ju" (家庭與單身婦女 )、20歲學生

鏈結工具：線上平台服務支持分享

誰是下一個首爾「分享城市」的

空間文化，促進有效運作

創新者？

裡長期閒置的空間轉變成老舊街區再生

有許多像airbnb的線上平台鏈結起首爾

在首爾興起的分享空間方案有許多共通

的創意基地；從改建一棟老舊建築成為

的空間，而且他們在提供有意義的服務

點，它們常是社區導向的，或是以合作的

青年旅社開始，這個團隊持續尋找荒廢

上，一直都有好名聲。Space Cloud ( 搜

方式改變現狀。信任與融洽的合作關係

空間改變利用，進而造成街區的蛻變。

尋入口網站)、Kozaza (韓國傳統房屋 )、

是完成這些方案的關鍵。一起工作、一

Coco farms ( 農地 )、Gongdok (私人圖

起生活，如同社區或是網絡的方式，帶給

書)、Parkhere (停車)、idle-lot ( 活動場

「分享城市」的首爾新的文化。這也使得

地 )、store sharing (零售地點、商店)、

公私部門間的關係更為緊密，兩者間的

fairspace (捐贈)，這些都是首爾市政府

合作為新生活型態與分享文化創造了新

的分享公司網絡。

的生態系統。

房間分享政策…等等。

滿著廢棄、荒廢、老舊的待開發區域。

昌信洞 (Changshindong)：在歷史街區

近年來有很多新創公司及團體出現，結合公私部門開創了以
「共享」為出發點的分享平台。以下將介紹發生在首爾的現
象，以及「分享空間」如何能重建與影響社會。

公部門與私部門創新人士基於「分享經濟」的合作

"D-well" 是促進社會創新人士鏈結的社

首爾市政府 (SMG) 宣稱首爾為永續發展「分享城市」；2011

會住宅，以分享住家的方式串連起藝術

年新任首爾市長朴元淳和他的市政團隊為分享城市政策執行

家與非營利組織。而“ House Tong-Eui

了多項計畫，特別為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的夥伴關係，成立了

Dong" 是位於城市精華地段的文創工作

"sharing company and organization"，並同時創立「分享樞
2

紐」平台 (sharehub.kr)，作為引導。首爾市政府也很有魄力地

者社會住宅。這兩個案例都是政府為了
促使習慣單獨生活的文化工作者彼此交

開放其空間資源給市民，超過1000個辦公室及閒置空間，用以
推廣「首爾分享空間」的倡議。

1 Content Korea Lab

首爾市政府一直支持民間人士參與「分享經濟」；他們協助分

2 Changshin Creative House 創意基地
圖片來自httpstayunlike

享公司的品牌信任、內部公關支援、並且邀請加入政府建設方

3 Youth Hub 共同工作空間
圖片來自官方網站

案，在兩年的時間內就有超過50個團隊被指定成為合作夥伴，
而其中有30%的團隊與「分享空間」有關。

B 分享城市 共享時代的社區網絡

屋、建築物與閒置空間 )，一些創新人士

文章內容整理自2014.11.09「空間分享
城市共造」國際論壇 鄭秀賢「首爾地

流合作所產生的政策。

方創新的匯聚與分流」演講內容，特別

"So Hang Ju" 是個Co-housing概念的

感謝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的協助。

社會住宅，由居住者們共同決定居住型

左圖為Space Cloud 空間分享平台

態。政府也設立媒合獨居老人與年輕人
共同居住的平台，以改變年長者的居住
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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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於「空間分享 城市共造」國際論壇後
臺灣見學的感想

共享工作空間的本質在於，
不破壞人與人以及建築物的連結之下，
所進行的都市更新。

文 山崎亮

由有形硬體先決到無形軟體先決
以前都市整體規劃尚未整備的年代，首要的課題在整備道路或
橋樑及公共設施等有形硬體面上，而住宅也是因為不足，必須
要一直不斷的興建。在那個年代，沒有「為什麼興建？」這個問

連結，連結的人可再度挑戰新的事情，都市的活力才能再生。

關係，並在城市中保有對於同一棟建築物擁有相同連結及回

從這個角度出發，今後的都市更新的重點應該是在共同住宅、

憶的人們之間可以再度產生連結的契機。共享工作空間藉由

共同商店、共享工作空間及咖啡店，也就是說必須要有人與人

修復再生而產生出來的本質，是在於不破壞人與人之間以及

之間相遇、共同工作勞動的地方。在臺北市的都市更新已經可

建築物與人之間的連結之下，所進行的都市更新。

利用上站在同樣一個階段，可以相互交換資訊，並且能夠在亞
洲扮演先端性角色。拙著《社區設計》也翻譯成韓文，而目前
正翻譯繁體中文版，希望未來能繼續扮演在三國不斷地進行

當然的事情。因為這樣一個世

的案例之共有及分享之機會。

臺灣、韓國、日本的動向

代的努力，現在幾乎所有的城市
都具備了基本的硬體。當然還需

藉由這次的論壇了解到臺灣與

要去更新它，但是已經沒有必要

韓國的動向，而我從在日本從

如以往這麼大量的整備都市硬

事社區設計的角度來看，深深

體。而在這時候，在硬體整備之

的感 覺 到 三 國 的 進 程 非常 類

時出現「為什麼興建？」的疑問。

似，向未 來同步邁 進。三國在

也就是說，「已經足夠了，為什

共享工作空間、共同住宅、共

麼還要興建？」的疑問。

同商店、修復等從事新興活動

在經濟高度成長期間，都市開發以大規模者居多，當時的預算
充足，開發的規模也很龐大。相較起來，21世紀的都市更新是
再造或共有，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這樣感覺上好像
規模很小，似乎不值得重視的樣子。但是今後應該要更重視這
種慎重而深層的計畫。不是要以增加「過客型市民」、「要求陳
情型市民」為目標，而是以自身的力量協力行動，增加都市的
魅力來吸引市民。今後的都市更新並非是只有有形硬體方面，
也要顧及無形軟體的內涵，此時市民的參與就成為不可或缺

的人們 所 想 的 關 鍵 字 幾 乎 一

現在已經演變成先發展解決地

的部分。這樣的結果，都市更新將帶有社會教育的作用，也會

致，而三國所面臨的課題也非

域課題的事業或活動，而隨 之

接近於社會福利。今後應該要橫跨行政的藩籬，追求更高效

常相似：資金問題、夥伴問題、

整 備有形硬體推進的「正確順

率的策略或效率。

節目設計的問題、市民與行政

序」。換句話說，先充實無形軟

之間來往的問題（行政公務員

體面，並以此為基礎來整備有形

的態度問題）等 等，在日本所

硬體。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就

面臨的問題在臺灣或韓國也正

是所謂現代的都市整備或都市

面臨同樣問題，並進行討論及

更新的順序。也就是說，以無形

解決。

的軟體先決來思考事項，因應需
要而進行有形的硬體整備。這樣

我想今後應該可以互相介紹臺

的都市更新進行的趨勢，我認為

灣、韓國、日本的先進 成功案

臺灣與日本具有共通性。

例並共同分享共有，並期待能
2

夠在各個國家的案例中繼續活

1

化。例如將案例製作一個表格

硬體整備大致完成的現代，所留下的課題到底為何？其中之

到他們已經在思考究竟什麼樣的無形軟體面可以產生都市的

一應該是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冷淡化」的問題。硬體設

活力的方向；同時也在思考如何連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

備完善以後，每一個人都分配到完善的住宅，生活便利以後，

營造產生活力的地方空間。

人與人之間互相幫忙的必要性相對來說減小。由以往必須經

樣式，詳細填入各國的進行方
式，在網路上進行分享，這樣也能夠互相激發出更多火花。或
者是說，如果能有一定數量的案例，將這些案例集結成書，以
各國的語言出版，便能夠讓更多人參考。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不使與歷史產生斷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由共同勞動才能生存的年代，演變到不需要如此的時代來臨。

點。已經建成的建築物或景觀，無論其為何物，一定會產生地

結果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更加冷淡化，在必要時可以互相

區住民的聯想和回憶。如果將這些建築物粗暴的破壞，亦即是

幫忙的人越來越少。另外，老年以後孤單孤立的人也會越來越
多。在日本，甚至有些在年輕時就與社會孤立，在年老之前就
已經獨居死亡不被發現的慘案發生。因此產生人與人之間的

B 分享城市 共享時代的社區網絡

參加了這次的論壇以後，感受到臺灣、韓國、日本在空間共享

以看到這樣的觀點，不是只有無形軟體先決的觀念，我感覺得

題。因為供給不足而興建是理所

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結語

40

1「空間分享 城市共造」國際論壇

奪去與這棟建築物與人們之間的關連性。古建築物的再生並

2 山崎老師在國際論壇上向大家分享「社區設計」理念

產生新的價值的方法應該是盡量不去破壞建築物與人之間的

3 山崎老師參觀錦安社區屋頂菜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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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隱喻 :「治療」或「養生」

想像都市為一生命系統「多面向的感覺能量有機體」，
需要適度地予以針灸，打通血路、活絡循環

圖文 黃舒楣

日常養生：自營公共空間

柏林「泰」市集 The Thai Park

都市論述中常以病理現象或醫療行為隱喻比擬都市空間徵候。

能不能讓城 市中的人們更 主 動的參 與 在日常地景經營如養

在柏林市葳茉爾區 (Wilmersdorf)，

例如早年都市社會學者視移民聚集的非正式社區如「都市之

生？而非被動等待針灸治療？近年來以其設計力再度受到關

每 到 週 末 下 午，一 個 普 通 的 公 園

瘤」。又如都市更新討論中常視城市老舊區域為都市病態，需予

注的柏林，或可以為鏡。自1990 年代晚期起，柏林市中有許多

(Preußenparkt )會搖身變為熱鬧的

以「治療」。「都市針灸(Urban acupuncture)」尤其是近年浮現

非正式的「自由空間」(Freiräume) 再利用計劃，把城市中空置

「泰市集」。綠草地上有各式介於攤

的概念，想像都市為一生命系統，「多面向的感覺能量有機體」

的公有土地 轉變為小尺度的創意空間生產，包括短期以及長

位和「野餐」之間的擺賣，多半以陽傘

(as multi-dimensional sensitive energy-organism)，需要適度

期的利用。去年夏天我參訪了數個自營公共空間，其中展現公

搭配各式野餐儲藏箱與簡易的餐具、

地予以針灸，打通血路、活絡循環。建築師Marco Casagrande

共生活之豐富，令人驚艷。以下介紹兩個案例。

桌椅。攤位佔公園約一半面積， 其餘

「都市針灸」的隱喻

空間可讓遊人隨意坐下，加入野餐。

認為，建築師需超越視覺表象的城市景觀，去掌握都市「氣」的
流動。 以小型但具有社會擾動性的都市行為在特定點介入，宛
如針灸，可治療整體，例如改造都會中的小型口袋公園來活絡

1

都市破敗區域 。「都市針灸」結合環境主義和都市設計，透過
適當穴位的治療，來釋放原來都市的壓力。

這自發性市集已存在超過五年，起自一群來自泰國的中年女

首先要談位在市中心的普瑞姿菜園 (Prinzessinnengarten)

性，她們多因嫁給德國人而落腳柏林，到公園來和家鄉朋友交

，這原位於莫惠特廣場 (Moritplatz) 路口的空地已閑置近五十

換各自準備的泰國美食， 是難得的社交生活。本來是人際網

年之久，堆滿廢棄物。2009年起，一些年輕朋友會同居民著手

絡為基礎的社交活動，漸漸地有個市集成形了，也有其他亞裔

台北市都更處推動「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ban Regeneration

整理了這塊土地，把荒地改造為都市農園 - 不只是菜園，更是

移民如中國、菲律賓、寮國等，甚至有來自加勒比海區域者。於

Station, URS)」，正為運用都市針灸的案例，自2010 年起，透

個學習的場所。人們在此交流、耕種、共食，主張在都市中也有

是，在柏林難以嚐到的美食如炸魚、魚蛋、炒飯、米粽都在草

過民間團體進駐經營閒置空間，創造出不少老區中的亮點，例

權利實踐永續生活。在這「中介空間(in-between space)」，菜

地上出現了，各色放置在芭蕉葉上以椰奶製作的甜點，甚至還

如運用原中山配銷站的「中山創意基地」(URS21)、迪化街店

園中生長了超過五百種植物，設置有廚房、園藝教室，自力搭

有效仿臺灣特色的珍珠奶茶！

屋變身為「大稻埕故事工坊」(URS44)、利用位於原大安醫院

造的教室常有關於社區設計的演講、工作坊。由供餐、夜間兼

旁的茶行改造為「城市影像實驗室」(URS27W)。這些URS 基

營酒吧獲得主要財源，沒有接受任何政府支持，這社會企業已

地多以文化藝術為題，以策展行動為舊社區引入嶄新人氣。

可支持十三名全職人員。這另類的都市空間獲得居民和旅人

然而，誠如「針灸」是暫時性的介入，好幾個基地已在四年之
2

耕種城市

幾年來，泰市集中交換的資訊、服務越來越豐富，包括育兒甚
至婚姻相關法律糾紛，都有姐妹協力解答。除了食物交換，也
可見野餐布上的按摩、美甲服務。嚴格來說，各種行為都不適

喜愛，常到此一窺「貧窮卻性感」的柏林」。

合於原定公園內的合法使用行為，然而，泰市集確實豐富有

間落幕，包括西門町的「城中藝術特區」(URS89-6) 和南港的

菜園之 友 更積極 地 組 織社區，要求市 政 府 暫時 停售這塊 土

趣，也不會引起預想的髒亂或聚眾危險，其實沒有排除必要。

「遊樂園」（URS13），而號稱啟動了創意經濟的 URS21，也

地，爭取至少五年的穩定租約來延續經營。此農園已和一旁的

提供餐飲者都會預先烹煮好，在此只作簡易分裝、加熱，離場

將於今年六月結束，原有開發計劃將剷平既有建築，軟城市終

Betahause 空間共享創業基地 、設計材料旗艦商店Modulor

後總是乾淨無痕。既然市民熱烈歡迎，柏林市政府亦對此睜一

將讓位給硬體更新的邏輯。這讓我們看見「都市針灸」這隱喻

等形成了一個創意群落。如果這空間因土地商品化的問題而不

隻眼閉一隻眼，偶爾管理人員走進公園，大家便把陽傘收起。

的可能性與限制。治療是暫時的，而再生基地展現的「公共空

能延續，即便市政府解決短期的財務危機，因此卻喪失創意基

許多國際旅人到了柏林必定拜訪「泰」市集，為了體驗這展現

間」宛如表演，人潮散盡落幕。但被吸引而來的觀眾群們不易

地，其能量消散將難以恢復的。 「耕種」是永續經營的態度，

柏林多元文化內涵的跨文化地景。

更不願離去，許多人因URS13看見了南港瓶蓋工廠的豐厚記憶

把都市規劃想象成一種耕種生長，需要時間、關注、照護，不

和未來，不願意遊樂園曇花一現 。場所記憶還鮮活，公眾還望

只是短暫表演。

養生之必要

把握舞台，讓公共空間與公眾相互形塑。但「都市針灸」理論

針灸療效值得肯定，然而，如果沒有更積極的日常鍛鍊來改善

中對「公眾(the public)」的想像是付之闕如的，隱身在抽象的

體質，真正構成城市氣血的人群，恐怕仍只是觀眾，始終不能

都市「氣」流中，以設計師的療癒創意為主，卻少考慮到公眾

成為健康活潑的創意城市主角。專業者及政策制定者需要更

社群之存續才是城市活力關鍵，而社群不是表演場中的被動觀

深入的擾動城市基底，爭取空間讓人們成為更積極的創作者，

眾，一旦參與、認同感抽芽生長，對於自營公共空間的期待只

3

更持續地參與日常地景之營造。止痛紓壓還是養生調息？也許

會更多。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是，針灸那針能插得多深？能不能
1 藝術家陸續在南港瓶蓋工廠留下創作痕跡

需要超越「治療」的隱喻。

擾動房地產開發邏輯？能不能鬆動城市保守公私界限，使公眾

2 Prinzessinnengarten 菜園
3 Prinzessinnengarten 菜園

持續保有即興自營公共地景的空間？
柏林「泰」市集

B 分享城市 共享時代的社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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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態的社區公共空間

OPEN GREEN TAIPEI

民氣可用：
第三場所的創造與再生產

圖文 施佩吟

圖文 黃光廷

從好好看到好好生活
台北市的社區營造有一個很特殊的特質，
就是我們擁有很多元的社群能量。回顧過
去二十年社造所累積的成果與能量，公民
參與的意識轉化為藝術、文化、創新、環
境等各種力量，一點一滴的浮現著。

連社群團體指認地區範圍，而於老舊地

的「玉米伯的轉角」、霧裡薛圳遺址沿線

區萬華、大同區更需因地制宜的作法融

空間「水與綠巷」、「龍泉秘境」、「瑠公

合調整。「綠生活」不只是環境面的，在

小野地」、「故事巷圖書分享角」，以及綠

人文社會的關懷也同等重要，更多元、更

屋頂農園「錦安頂交流場」等。

在地化的作法可以涵括社會綠、倡議綠、
產業綠、生活綠、生態綠等面向。例如，
（南）萬華加蚋仔生活圈具有傳統聚落

近年來，台北市的地景正在悄悄地改變。

紋理、健康友善社區等推動議題，適合透

有些荒置空地轉眼變成充滿香氛植物的

過與社會福利團體結合串連，發展社會

香草園；有些巷弄中的畸零空間出現了

綠的綠生活。而大同區雙連蓬萊町生活

一些熱血的年輕團體加入創意改造的行

圈則是因應打鐵街、木材街之產業技術

列；原本老舊房舍拆除後的空間，在政府

之再生傳承課題，結合在地匠師與新型態

尚未有利用計畫以前提供給社區居民參

Makers的設計自造力，目標推動相關公

與認養種菜的行列；甚至，不只是公有土

共空間之使用如打樣設計空間等。

地，也有許多民間單位嚮應社區營造，無
償開放民眾來做環境綠美化。

面對地區型的各式特質，Open Green鼓
勵技術社群、地緣社群及議題社群合作，

台北是一座有百年歷史的城市，過往單

一起進入社區參與公共空間的改造。歸

一推動都市更新著重於硬體的、視覺綠

納檢視至少包四個 Open 的原則： 打造

化的建設；於花博會展期間，臺北市都市

「新公共空間」、打開社群邊界、打破僵

更新處推動台北好好看系列二政策獎勵

固使用、打下小系統循環基，以軟體基底

城市綠美化，其中，「羅斯福路綠生活軸

開創新空間改造方式，醞釀都市再生發

線」實驗案例嘗試摸索城市實踐綠生活

展的社會力與願景共識。

的新可能。羅斯福路沿線綠點透過與民
間NGO 團體的參與合作，展開了一系列
呼應社群興趣的活動，包括「跟著雨水
去散步」（金齡建設 / 雨水花園）、「溫羅
汀星光夜讀」（順天堂藥廠 / 溫羅汀閱讀
藥草花園）、「不插電的麵包窯」（保強
建設 /生態觀察花園）、「都市農夫講堂」
（冠德建設 / 開心農園）。這樣的空間與
社群媒合模式，讓社區（地緣性）與社群
（議題性）之間更能有效接軌。

社會學家雷·歐登伯格 (Ray Oldenburg)在《最好的場所(The

Great Good Place)》一書中曾提出第三場所(Third Place) 的
概念，強調在住家與工作場所之外，現代城市裡最重要的生活

像「社區綠運會」這樣的跨里別、跨社區

空間其實是各種非正式的聚集場所；從咖啡廳、書店、飯館到

社群等合作模式，指出了未來社區營造

酒吧、健身房、市場，我們所生活的台北市雖然並不乏小額消

趨勢將是整合性工作的橫向交流。Open

費即能聚會社交的空間，但若用嚴格的第三場所概念去檢視

Green 作為都市再生之策略規劃方式，

時，這些供市民們自由集聚的場所並非都是歐登伯格眼中「最

相關之駐地社區規劃師輔導機制亦需將

好的場所」。

能量結合引入生活空間，未來將透過遴
選機制媒合出更多的社區改造點，鼓勵
有技術夢想、創新能量、社區願景的社
群合作，打開都市公共新願景。

艾倫•雅各 (Allan Jacobs) 於《城市大街(great Streets)》一書中所分析
的威尼斯 (左) 與巴西利亞 (右) 城市街道密度

首先，所謂好的第三場所應該是一個所有參與者都可以不受
就像《城市大街 (Great Streets) 》的作者艾倫·雅各 (Allan

身 份拘束、自由平等對 話的社 交性 空間，換言之，聚會可以
沒有目的、不需扮演任何角色，所有人都處 於一個中立而平

Jacobs)曾以一英哩平方為範圍比較不同城市的十字路口數，

等的社交基礎 (neutral ground) 之上。其次，高度的可及性

他發現路口數越多的城市雖然視覺上越混亂，但卻越適合步

(accessibility) 與娛樂性 (playfulness) 是吸引人們集聚的最

行，也越能鼓勵市民聚集並吸引遊客。例如著名的旅遊城市威

主要原因，因此隨意、自由與開放不僅是第三場所的必要條

尼斯每一平方英哩有多達一千七百多個十字路口，而巴西的首

以綠生活地方工作坊凝聚社區意識，整

件，更是其區別於住家與工作場所的關鍵要素。最後，大多數

都巴西利亞卻只有十五個，路口數目越多街角數目就越多，街角

備盤點地方資源，藉由事件來串聯多元

的第三場所並不是中產階級特別喜好的那種乾淨、現代的商業

數目越多城市景觀的視覺焦點就越多，人與人在街道上相遇並

協力網絡，並建立對話基礎，促進中長

空間，相反地，適度的雜亂反而能提供一種像家一樣的舒適感

交談的機會也就越多。換言之，當密集分布的便利超商成為台

期合作計畫，以建立綠生活願景。計畫

(a home away from home)。

北市的城市特色時，雖然每間超商都有提供座位，都是一個可

關於 Open Green Taipei

執行單位為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以讓市民休憩短聚的場所，但其除了完全的可及性之外，實在

事實上，歐登伯格之所以對第三場所做出以上的定義性描述，

不具有歐登伯格所謂第三場所的任何特徵。

其實是為了指出「生活空間過度私有化與商業化」的問題。正

各式各樣的公共開放空間都鼓勵民眾參
與加以改造：屋頂、垂直立面、庭院、畸
零地、公私有閒置空地或房舍、水體、老
樹、牆面等。透過在地微型的行動、實驗
等，引動居民、在地學校 組 織等及創意
協力團體共同改造公共環境介面，這正

參與者不受身份拘束、自由平等對話的社交性空間

1

符合了國際創意城市的潮流：在地化「地
方創生」(Place Making)。

如所有台北人都可以明顯感覺到，整個城市的便利超商在過去

反之，近年來數量快速增加的各種老舊建築再利用則是最極端

五年內不僅營業空間從過去平均約二十五坪大幅擴張至平均

的對比，例如較早期的紫藤廬與光點台北，或是較近期由臺北

約四十餘坪，許多人更開始將其當作為約朋友短聚的場所，進

市都市更新處所推動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計畫等，這些散布於

而使便利超商內為數不多的座位越來越搶手，有時甚至一位難

大街小巷新開放的城市生活據點雖然在數量與區位上並不見

求。的確，大多數人都樂於見到自家附近有全年無休、窗明几淨

得有很高的可及性，但其建築物之歷史特色、空間改造的靈活

的便利超商，許多研究也指出便利超商對於社區生活的方便性

性，以及多樣化的活動規劃，都讓這個城市多了許多能引發市民

與安全性具有實質貢獻，但規劃制式而毫無特色的空間、不適

對話並聚集人氣的第三場所。然而，隨著投入老舊建築活化與

久坐的桌椅設計以及使用缺

再利用的民間經營者日眾，政府該如何扮演正向鼓勵的角色正

乏彈性等問題都提醒了我們

逐漸變成一個重要的課題，就像便利超商近年來透過經營策略

102年11月由在地社區和社群組織的水陸

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為了追

調整成功地改變消費者的行為模式，筆者認為既然民眾的確對

畔聯盟共同舉辦了「綠人六象：社區綠運

求便利與效率，我們不僅越來

於能自由集聚場所的需求有日益高升的趨勢，政府更應積極扮

善用公私有閒置空間落實新願景：

會Green-Lympics」跨域串連活動，四里

越願意屈就於品質低落的社

演橫向串連的角色，或在台北村落之聲的平台基礎上，或而另

都市綠生活與社區規劃

辦公處（大安區古風、龍泉、錦安、龍安

交空間，隨著越來越多的街角

成立具溝通協調功能的會員性組織，讓政府與參與老舊建築再

為便利超商所佔據，我們的城

利用的民間經營者從房東與房客、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係，

市在不知不覺當中已變得缺

逐漸轉換成利害與共的夥伴關係，以共同創造更多能開放為台

乏自明性與多樣性。

北市市民共享的第三場所，並進而重塑城市形象與自明性。

里）發掘出六處潛力改造資源點，邀請居

Open Green 的 核心 精 神 就 是「綠 生

民一同進行創意的空間微改造。六處改

活」。運用步行可及性的地緣觀，議題串

造點包括蘊含樹木保護與社區園圃意義

2

1 微笑單車俱樂部騎著腳踏車踏查城市
保水綠基盤「雨水花園」
2 「玉米伯的轉角」戶外畸零空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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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台北的設計之都̶從TK PARK暹羅博物館
和TCDC看曼谷的城市公共想像
圖文 鄭衍偉

4 兒童探險區：專為兒童規劃的雙層閱覽室。

臺灣現在大型公共文化空間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提供廠房或有
待改造的城區空間，進而以委外承包代管的形式經營。然而，

5 多媒體使用區：重點是這裡和圖書館不同，會光明正大提供

設定過高的回饋金，以及缺乏整體政策配套的長期規劃，使得

電動，並且還會舉辦動漫影展。

臺灣所謂「公共文化空間」經常淪為商場。只有善於招商的財
團或百貨，才有財力承包並建立短期快速營利的商業模式。
當今無論是討論建築、景觀、還是設計，先進的設計概念都是
以人為本。文化空間基本的公共性，應該是利用這些空間，讓
都市當中更多的人生活品質提升，而不是讓政府利用這些閒置

個 古堡 的星 型 結 構 和熱蘭

百貨公司黃金地段動用整個樓層經營TK

遮城如出一轍，展出照片說

Park或TCDC更具前瞻性與企圖心。

現在越南還有一座保留相當

談到跳脫單純藝文展館的案例，我們可

玩展館，從考古時代一路介紹到冷戰後

先前聽曼谷在地文化人談TCDC認為太貴，只服務特定族群的

獨立的機構，到了現場才真的覺得整體氣氛和 TCDC 完全不

現址河口興建古堡談起（這

化空間變成商場，相較之下，泰國政府在

物館是一間放諸全球完全不遜色的超好

8 寧靜自修區：相對隔離的閱覽空間，搭配巨大的桌面可以用。

才終於見識到 TK Park 的厲害。這個巨大的閱覽中心是一間

展優異的表面現象。華山和松菸是把文

有電子琴可以彈。

的活動空間，現場可以直接上機操演。

PARK）半信半疑，今天走訪 Central World 百貨公司頂樓，

Ayuttaya 大城 王朝在 曼谷

聆聽資料庫，最酷的是真的有人直接在裡面練吉他！現場還

的基地、讓具備文化推廣專業的教育單位獲得平價的展演場

到他們推薦 TK PARK（泰國知識公園 Thailand Knowledge

但是完全不馬虎。故事要從

識。這完全不單僅是設計 / 創意產業發

物館（Museum Siam）做對照。暹羅博

及iPad APP 開發等學習書，搭配軟體族群固定舉辦工作坊

先前採訪曼谷重要文化據點 The Reading Room 的時候，聽

目標族群以及使用定位都比臺灣更有意

以舉曼谷另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暹羅博

於降低使用門檻。不論是提供缺乏資金的新創公司獲得起步

利組織，本來就不單以盈利為目標。

這個 展 覽 本身 雖 然 小 巧，

類的藏書以及相關音樂雜誌之外，電腦還內建了相當驚人地

7 電腦學習區：包含大量應用軟體教學影片光碟、程式語言以

法立即獲利，甚至，扮演建構正向社會價值的文教單位或非營

相較于暹羅博物館常設展，

治動盪的狀態下，經營二十年下來，對於

6 音樂影音區：除了大量樂譜、圖鑑、按照管樂、弦樂、歌唱等分

空間從中獲得金錢收益。因此當公部門釋出空間，重點應該在

地、甚至是讓實驗性的前衛創作者獲得舞台……這些人都無

同的價值混在一起打迷糊仗。即便在政

的當代曼谷，透過東南亞的互動、昭披
耶河流域的變遷一直談到曼谷的興起，

屬，但 是從TCDC 介入推 動這種研發計

開發，大皇宮週邊的舊城區其實已經有

畫，可以看到政府對於「公共」在創意產

許多包上鐵皮或者已經開始拆除，搭公

業當中扮演的角色。

次造訪可以申請1 day pass，一次只要20元！真的是相當親民。

暹羅博物館充滿好奇。這次造訪才發現
這本書應該就是暹羅博物館常設展的總

造訪官網之後，才發現原來 TCDC、TK Park 和整合全國國立

雙手捧一大堆時尚雜誌的婦人……族群組成相當多元，相較於

博物館的National Discovery Museum Institute (NDMI)三個

TCDC（泰國創意設計中心Thailand Creative Design Center）

都隸屬于泰國總理直轄的知識管理與發展辦公室（Office of

的菁英氣息，這裡更有針對不同使用者進行空間規劃設計的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分別針對不

用心。

同的使用族群與專業分野提供服務。這下不得不舉雙手投降。

因為出門得晚，匆匆看完常設展之後，

泰國的公共文化政策並不是把創意產業和文化教育這兩個不

才想 到一路上都沒看 到 海 報 刊登 的 特

車經過中國城一路進來，感覺相當怵目
驚心。現在看到這個展，確實也會跟著
一起憂心若是舊城區也變成和中央商業
區一樣捷運和超級購物百貨商場共構的
區塊，在地紋理和老屋群會被破壞或抹
除到什麼程度。

臺灣現在以一個東拼西湊的文創法做基
礎，很容易迷失在混淆的價值觀當中。連
帶使得公共空間失去原本「公共」的意
義，不論對文化教育還是對創意經濟來
說，都看不到未來。認清真正需要服務的
對象，重新定位展館的營運模式，將文化

不，應該說就是因為有這麼屌的展館與

這個特展的策展單位只有掛上暹羅博物

與經濟政策兩者清晰做出區隔，將是接

策展概念，才會出現這麼帥的書吧！

館，但真的是非常想認識策展小組啊。

下來臺灣主事者應該正面面對的問題。

展「河岸：曼谷 誕 生 之 處（Tha Tian :
一問櫃檯，才發現原來特展設在咖啡店
後方另外一棟展間。逛完之後不禁倒抽
一口涼氣。暹羅博物館位於臥佛寺旁，
一路走來都在施工蓋捷運，當我逛到最
後，才發現原來這個曼谷河岸展其實是
因為官方希望 激 起 在地 意 識 策 劃的特
展，直接連結到曼谷最後淨土舊城區的
都市開發議題！

對照先前看到2012 朱拉隆功大學國際建
築學程聯合紐約New School 和布宜諾
斯艾利斯大學舉辦的河岸田調工作坊，
更是好奇，不知道他們文資、空間、以及
社區營造專業彼此之間是否有聯結。展
覽尾聲處，看到他們對於捷運開發提出
的諸多問題，立刻讓我回想起臺灣為華
光、為社會住宅、為都更努力的朋友們，
亞洲許多國家面對的問題都是共通的，
我們還有很多可以對話參照的座標，這
是那麼熟悉、不安，但又讓人興奮。
創意產業的基礎，在於盤點具備優勢以
及上下游供應鏈的產業，推動產業上下

電腦學習區

類似TCDC的館藏定位。

B 分享城市 共享時代的社區網絡

集篇。展館完全不輸他們規劃的出版品，

Where Bangkok City Was Born）」。

3 靈感啟發區：藏有大量時尚、設計、建築相關圖鑑與攝影集，

用、或者減少浪費的新材料，進而讓業

建，卻沒有染指舊城區。如今隨著捷運

設計時髦、閱讀有趣而且全雙語！讓人對

讀室。

計師，讓他們共同開發防火、質輕、再利

以待上一整天。

止見過泰國最棒的博物館書，觀念當代、

娃娃編織包，TK Park則有相當驚人的東協十國知識專書閱

舊城區。這和艋舺、大稻埕如出一轍。

結合生產的工廠、材料工程師與工業設

乎想像，假使每 個展間都要玩的話，可

65歲以上一年100，成人200，有護照非泰國公民是年費400。單

以出東協各國卡通人物包裝、手作雜誌可以出東協各國服飾

進、最早的大眾運輸……一切都發生在

館與 展間之外，真正和產業接軌的，是

值。雖然不太清楚研發最後的專利權歸

就一定要加入會員支付年費。相較之下，TK PARK25歲以下或

外交部出了圖文東協十國的各種有趣入門，Kit-Kat巧克力可

的起源，最早的西方流行、最早的科技引

會。泰國的 TCDC 除了人 人稱羨的圖書

界可以運用這些獨一無二的素材創造價

物館出版攤位，發現他們出了一本至今為

2 東協知識區：東協已然變成泰國隨處可見的未來發展方向，

個河口地帶等同於現代曼谷—泰國文化

下游，臨河的巨型跨國酒店櫛比鄰次興

外國人第一次拜訪憑護照可以免費進入一次，之後若是要進入

1 櫃檯服務區：除了入會和服務咨詢之外，還包含自動借還書系統。

叉王的早年泰國特攝片。這

當初我 還 狐 疑 為 何開發的魔 掌集中在

起初，我是在曼谷全國書展發現暹羅博

外，大致可以分成幾區：

TK Park 館內

化的、可以看的、可以操作的內容多到超

時候有點衝擊。TCDC的學生年費是600，外國人年費要3600，

除了雜誌、漫畫以及堪比地區公共圖書館等級的大量館藏之

大 關 公 在 昭 披 耶河大戰 夜

重點是可以互動操作可以玩的電動遊戲

同。除了大量的學生在裡面自習之外，親子檔、文青、中年人、

Central World 百貨公司樓層櫃位將它分類成Edutainment，

完好），裡面還可以看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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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均衡發展，這樣才有可能創造就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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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 Park 館內平面圖

草地上的正經事̶
東京野餐俱樂部
演講 太田浩史

亞洲野餐學論壇在URS21 台北野餐俱樂部提供

Grass on Vacation 裝置

「 野餐 」由一群受革命思潮感染的英國年輕人發起，
希望透過聚會將新思潮帶入保守的封建社會。
東京野餐俱樂部在一開始成立時，大約

是一種集體用餐、搭配固定談論主題、

有20-30名來自不同於領域的成員組成，

表 演的活動。而 2002 年東 京野餐 俱樂

在 公園進 行 的戶外野 餐才 逐 漸蔚為 風
氣。第三個時期則是1900年代，隨著汽車

5 野餐沒有主人，參加者人人平等

郊，當時的人們流行在汽車上準備一個

6 野餐很輕鬆，沒有大的體力勞動
7 料理追求簡潔，卻又可口
8 不必用鍋煮，茶水卻例外
9 用具個人攜帶，體現各自生活情調
10 圍著野餐墊而坐，不必坐在上面，野

野餐盒，在戶外找尋喜歡的地點用餐。

部成立時，便以3月15日這一天作為野餐

研究野餐的歷史，也必須研究野餐道具

代的野餐」。其實野餐這個名詞，雖然大

200周年的紀念日。

的設計與發展，野餐盒從19 世紀中一直

這個文化是從何而來 ? 因此最初我便從
野餐的歷史開始研究，把野餐當作我的
學術研究領域來進行。

談 到 野 餐 的 歷 史，不 得 不 談 到 歷 史 上
最著名的一場野餐，1989 年，在奧地利
和匈牙利邊境 舉 辦 的 泛歐 野 餐 (pan-

European picnic)，兩國邊境在開放的三

世界第一個野餐社團 Pic-Nic Club 則是

小時中協助數百位東德人逃出。這項活

在1802年 3月15日成立，Pic-Nic 這個單

動是兩德統一的重大里程碑之一，同時

字是從法文而來，從法文原意去探究，

也讓德國開始變天，掀開鐵幕。因此，野

則是由兩個單字 Pique (pick 挑選的意

餐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它也可能產生

思)、Nique (incisive，帶有性的涵義)，其

其他政治上的作用。

實這個字帶有一點不太文雅的意思。從
畫家 James Gillray 所畫下的倫敦 Pic-

Nic Club 中，我們可以看見當年野餐的
活動，其實是在室內舉行，人們在室內演
奏音樂、狂歡著，跟現代對 於野餐的想
像，是有蠻大差距的，當時剛好是法國
大革命結束之後，這個「野餐」活動是由
一群深受革命思潮感染的英國年輕人發
起，希望透過聚會將這股新思潮帶入保
守的英國封建社會，當時的Pic-Nic其實

B 分享城市 共享時代的社區網絡

回顧野餐的200年歷史之中，我們可以歸
納出野餐有三個發展時期，第一就是剛
提到的1802年的倫敦 Pic-Nic Club，當

圍和場所的柔和聚會

的問世，讓都市人的生活可以拓展到近

從各自的領域，一起來探討什麼是「現
家都很熟悉，但其實很少人真正去探究

4 野餐不追求統一，是種共同分享其氛

到20 世紀中塑膠工業開始發展之前，一
直是很蓬勃的產業。當時的人們可以選
擇的野餐道具、野餐盒種類相當的多，
而當時的野餐盒設計，主要是跟汽車的
設計互相搭配，例如可以符合汽車行李
箱大小的尺寸，甚至有設計成可放在座
位前方放腳的功能，便可以想見當時汽
車與野餐之間的關聯。
回到東京野餐俱樂部的主題，其實在一
開始，我們也在思考著，要怎麼野餐呢？
經過一番的討論，我們寫出了15 條有趣
的野餐守則：

餐墊是聚會的象徵

11 野餐總是會發生一些事情．即使天變
壞、跌落水池、或是東西被鳥吃了，
也不必抱怨或哭泣

12 聚會三五人即可，不必強留要走的人
13 不可留下垃圾
14 野餐不包括宿營．即使吵架、或是墜
入愛河，總要回家

15 即使下雨，也當做一種幸福．享樂也
分許多種。
在過去12年中，東京野餐俱樂部在 30 個
公園以及公共空間中舉辦了超過50 場活
動，在野餐的實踐過程中逐漸體驗到這

許在公共場合對看，野餐便成為一種難

1 野餐是種社交，一種不拘泥形式的聚會
2 是一種體現室外氣候的活動．炎熱的

得的社交活動，也因此野餐活動便迅速

夏日可以在涼風習習的夜晚，寒冷的

因此這也讓我們對全東京的綠地開始進

的擴散開來，吸引非常多人參加。第二個

冬天可以在暖和的中午，選擇合宜的

行了詳盡的田野調查。在研究之後，我們

時期是19世紀中期，1850年代，倫敦開始

時間和地點大家一同享樂

發現在東京要野餐，竟然是一件非常困

時的社會風氣非常的保守，男女不被允

迅速的工業化，惡化的環境逼迫政府開
闢了許多公園來彌補市民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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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興致來了就可實行

一連串的行動本身就是一門「都市論」，

難的事情，例如很多綠地都有禁止進入
的標示，這也激發我們開始推行「野餐

Picnopolis 裝置

權」(Picnic Right)，也就是都市居民享

利，以及在城市中享受可以與人相遇、忘

有在城市野餐的基本權利。

記時間暢談，享受大自然和文化的權利。

從每個市民所享有的公園面積來看，東

而除了野餐活動以外，從跨領域的合作

京市是每人5.2平方公尺。紐約是29.1平

計劃到受邀參展，東京野餐俱樂部與各

方公尺，倫敦 26.9平方公尺。在這樣的限

領 域 的成 員也 共 同開 發了許 多的野 餐

制之下，我們有可能讓我們的公園更寬

道具、商品與裝置作品。像是2004 年，

廣嗎？然而我們在東京的公園中看到的

於森美術館「ROPPNGI CROSSING」

卻是，過多人造設施 (如椅子)、過度的造

展出了可移動式的草皮裝置「Portable

景與植栽、禁止進入草皮的告示，甚至

L a w n」。隔 年 創 辦 的「空 氣 膜 建 築

是每日固定的開放時間，讓人想躺在草

PicniKiosk」，是一個參與型的市民野

地上看夕陽都無法達成。因此，我們必

餐 行 動。20 0 8 年，因 受 邀 至 韓 國 做 大

須回到「為什麼要有公園？」的論述上，

型 演 出，我 們 開 發了以 飛 機 造 型 割 下

當我們回顧19 世紀的倫敦，公園是一個

完 整草皮做 成的行動裝 置「Grass on

城市環境惡化下提供給市民的產物，為

Vacation」，支援需要草皮地區的這個

什麼 現代 的東 京 市民 反而無 法 在公園

作品，也喚起了當地居民對於環境的意

裡，充分享受大自然呢?

識。東京野餐俱樂部同年更受邀到英國

東京野餐俱樂部的「野餐權」，便是要求
城市中有寬闊的綠地可以野餐，不需要
太多的人造設施、噴泉造景。如果城市中
的綠地 (green field) 不足，我們甚至可以
開放更多的褐地 (brown ﬁeld，註: 後工業
城市新生的公共空間，如舊廠房、廢鐵道
等)。我們需要在更自由、不被監視的眼光

舉辦 PICNOPOLIS (意即野餐的城市)，
野餐形成為一個都市景觀再造的都市活
動。而這個活動至今仍持續在國際間的
城市如新加坡、大阪、倫敦巡迴著。
文字整理自台北野餐俱樂部於2014.09.21日
所舉辦的野餐學論壇
即席口譯 方尹萍
文字整理 Dave Chen 台北野餐俱樂部創辦人

下，在高密度城市中的公共空間休憩的權

我們需要自由、不被監視的眼光下，
在高密度城市中的公共空間休憩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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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得起的社會住宅

提供完善品質負擔得起的住宅，
是臺灣都市發展必須正視的課題。

文 蔡明穎

文化因素 , 使我們期待擁有自有住宅，相信有土斯有財
住宅自有率的數據可以體現部分的事實，顯示出我們對於擁有房子的渴望，但卻無
法反映出諸如絕大多數人是很痛苦才換來一棟不一定滿意的住宅，又有多少人是連
房子都負擔不起的。政府推出社會住宅方案，希望解決解決台北市居住問題。身為市
井小民的你我，是如何選擇居住的空間呢？
目前，提供完善品質負擔得起的住宅，是臺灣都市發展必須正視的課題。現有臺灣
住宅商品化的問題及住宅市場機制，早已無法提供民眾安居的需求。了解社會住宅
在台北都會發展的機會，這不只是為了解決臺灣住宅數量問題，而是從人的需求出
發，思考如何提供機能完善的環境，創造出都市中人與人能夠自然、隨意互動的地
方，提升居民都市日常生活滿足感與歸屬感。
從國際案例中，我們看見發展社會住宅可以有多元可能。例如它的位置可以是在豪
宅旁的極佳地段，住宅也非單一屬性，它可以與商辦混合、結合停車場、設有青年創
業基地及藝術家工作室。甚至，現有的閒置空間，也可再利用成為社會住宅。
從每一個市井居民自身開始，拓展對於未來居住、生活空間更豐富的想像；也期待
政府能夠妥善運用公有土地，運用公辦公營的方式，邀請民眾參與，共同描繪出我們
對於未來臺灣都市生活的願景，以找到臺灣所需要的住宅模式。這不只是解決住宅
問題，同時解決都市問題！

www.urstaipei.net/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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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公共租賃住宅與居住福利概念的擴大
圖文 江尚書

近 來 韓國公 共租 賃住宅的發 展 經 驗常

也嘗試更多彈性的作法。這包括檢討市

被各媒體報導，一方面源自臺灣與韓國

中心的小面積土地、閒置房舍或公共設

的「互尬」情結，另一方面，則是臺灣試

施，只要最小規模達 7 戶以 上，就可列

圖在韓國經驗中尋找本地社會住宅的解

入 盤整。入住的對象也更 趨多元，針對

答。其 20 餘年的發展過程反應出居住

如收 入較低新婚家庭、外地大學生、居

福利概念的擴大與演化，也是當前臺灣

住環境惡劣者、遊民等原本未必符合公

各級政府較缺乏思考的面向。

共住宅資格者，提供相應的租賃住宅策

韓國近代公 共租 賃住宅 的 興 建 始於

1989 年，當時盧泰愚政權為了緩和拆除
違建所引發的社會壓力，啟動第一批公
共住宅，名為「永久賃貸住宅」，提供給
所得在 10% 分位點以下的家戶租用。在
那個時期，為了快速累積存量，韓國政府
所採取的模式是由政府所成立的住宅公
法人引領，以高層化、集中化的方式來興
建。每個單元的面積僅約 7 坪至 10 坪，
目的是提供底層人口基本的居住保障。
到了下個階段，金大中及盧武炫執政時
推出「國民賃貸住宅」，將所得階層擴大
至 20-40% 分位點的家戶，住宅單元面
積比前一時期稍大，租金 也略高。此時
開始在同一社區混合不同類型的賃貸住
宅，或是採取租、售混合，以達到混合收
入的效果。整體而言，在這 20 多年間，
透過公法人大量興建，都是最主要的公
共住宅存量來源，各類型合計逾 110 萬
戶，構成韓國居住安全網的重要基礎。
近年，韓國社會開始反省前一階段單一化
取向的不足。早期有許多公共住宅位於
市郊，居民需花較長的通勤時間與費用，
容易造成貧窮的隔離化，也減弱其社會
流動的可能。另就公共住宅的支援對象而
言，政策方向雖很清楚是優先滿足收入
較低階層，但仍有位於福利資格邊緣的家
戶，要在市場上獨立租屋面臨相當困難。

1

略。內筏山洞宿舍，是以市有小面積土
地新建 30 戶套房，提供給外地至首爾

城市鏈結

市就讀的大學生租用；每月租金約新台
幣 3,000 元，管理費 600 元。一樓免費
借給身障團體的非營利組織，經營 Book

開放社會的城市對話

café。另一例則是市政府拆除原本閒置
的倉庫，改建為 92 戶的住宅，提供給新
婚家庭租用，育有小孩者優先；每月租金

C

2

9,000 元，管理費 1,500 元。一樓的空間
規劃為托兒所，住 戶可優先申請，也開
放給周邊居民。
在某些老舊市區，首爾市政府推動「希
望房屋修繕方案」，來改善弱勢族群的
居住環境。例如首爾車站附近的「東子
洞」，存有許多低品質的隔間雅房，市政

3

府投入經費翻修窳陋住宅，重新利用並

1 大規模、高層化興建的公共租賃住宅

出租。由於雅房居民有較高比例的行動

2 內筏山洞宿舍一樓免費借給身障團體的

不便人口，且生活設施通常極為簡陋、
失 修，市 政 府 也 規 劃 一處 社 區 生 活 中

非營利組織經營 Book café
3 閒置倉庫改建的住宅，提供給新婚家庭租用

心，由私人企業 (KT Telecom) 贊助興建
及營運費用，提供沐浴、無障礙廁所、洗
衣機、網路、電視等生活與休閒設施。

歲以下、有穩定收入的青年家庭，對於
其他居住脆弱族群缺 乏想像。其次，韓

韓國公共租賃住宅的發展過程，至少可

國公共租賃住宅的興辦，依賴專責的住

反映出臺灣的兩點不足。首先，在 存量

宅公法人，這也是韓國可以長期穩定推

滿 足 多數 的 低 收 入 人口後，韓 國 擴 大

動的重要基礎。我們住宅事務的公務編

居住福利的推動策略，延伸到更廣泛的

制相對稀薄、預算不足，且缺 乏類似的

族群；並與都市環境改善及社區經濟活

公法人來協助政策落實，更無法累積專

迎接「共創城市」與「分享城市」的到來，

化，產生更緊密的結合。臺灣在這個階

業知識。對臺灣而言，社會住宅若要玩

我們需要新的城市對話機制；新科技改變了這個時代，

段未將居住政策與都市發展、社會福利

真的，住宅公法人是必須嚴肅面對的課

也誕生新的對話模式讓城市重新鏈結：互動的、相互支持的，

因此，首爾市近年的供給策略，除了持續

連結，因此社會住宅仍只是零星地推出，

題，也是亟待建立的制度基礎。

並且可以隨時整合的「開放社會的城市對話」
。

推動大規模的興建，以確保充足存量，

沒有長遠計畫；且目標對象，乃針對 45

B 分享城市 共享時代的社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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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大同社區願景工作坊

華山綠工場

文 劉建億

URS27 文 禾磊建築

SHARE VISION TAIPEI

NEXT PLAY TAIPEI

我們嘗試從地方生活出發，了解地方的實際需求，也讓政府投

市民共同願景的凝聚

入資源有更精確的目的和方向。

以市民共同願景的力量推動都市再生的經驗在國外卻早已有

作為未來城市生活與綠色地景交織混合的預言
小規模近距離農作的城市微型農耕，近來已成城市公民文化

跡可循，例如德國漢堡以「City dialogue」城市對話的方式深

二年來的地方意見已開始收攏，包括舊市區的歷史空間、水岸

與社區營造運動的重要趨勢，承襲 Play Ground 都市行動的

化市政府和市民的合作，推動公共政策，讓市民參與的基礎深

親水、地方少子化、地區產業出走、需要新的高齡社會服務等

自由解放精神，提出新的Play，2014 NEXT PLAY 以「華山綠

化成為城市發展的願景；荷蘭阿姆斯特丹藉由市民參與城市

等議題，這些議題也在103年 3月的地區再生願景討論會－「萬

工場」為策劃主題，建構於過去的華山貨物驛站月台之上，轉

願景的全盤規劃，開闢融合經濟成長、永續發展及市民參與的

華大同心對談」獲得參與的里長、社區工作者、地方團體和社

化華山大草原，成為一個新的綠色劇場，一個公共平台，邀集

再生新路；美國紐約則靈活運用由市政府、在地工作室與意見

區民眾的討論和深化。

更多市民從生活的角度，一起追尋台北永續城市的可能性，以

領袖共同運作的網路平台－「Change by us」，讓市民提出各

這是市民參與的階段成果凝聚，更重要的是公民民主的規劃

種都市再生的創意提案，凝聚了強大的市民創意社群。

實驗行動深化台北綠色生活的能量。

實驗，讓市民對於城市的想法和創意互相產生激盪，許多近一

綠工場Pavilion的設計，作為未來城市生活與綠色地景交織混

這些市民參與的規劃方式有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時間。德國

步的地區行動也在心對談的會場上出現。會後有更多的地方

合的預言，在這裡，不僅是社區勞動身體種菜的市民菜園，更

漢堡為了解決舊市區的問題，花了5年的時間調查把脈。現在，

意見領袖與社區組織已經躍躍欲試並感到鼓舞，他們說：原來

成為

這個嘗試是台北的第一次。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在 2011年針對

都市再生社區也有責任、社區的意見也有機會被看見與實現。

原為勞動與生產的場所，在Pavilion裡，生產的不僅是綠色植

萬華大同舊市區啟動了「萬華大同心願景」計畫，這是一個以

「是的，社區就是都市再生的真實夥伴。」

物，更是市民投入綠色生活的自由意志與行動力。綠工場以線

「Share Vision」為精神核心的都市再生計畫。
從地方調查開始，除了傳統都市計劃需要的人口、經濟、土地
使用等分析外，花了更多的時間進入地方搜集地區的議題和

「萬華大同心願景」不只是盤整地區願景，
也是在盤整地方的「 社會力」

社會資源網絡，目的就是抓住過去都市計劃較缺乏分析的「地
政府和民間合作已經是目前公共治理領域最新的趨勢，它標

方脈絡」與「社會網絡」。

榜善用民間的資源，發揮公私合力的綜效，做更多的事情。「萬

「萬華大同心願景」其實也在回應過去靠政府主導大計畫的

華大同心願景」推動至今，已經有更多地方團體響應，願意跳

規劃困局。民眾常常抱怨政府沒做事，我們認知問題出在民眾

出來做些事情了。號召地方的組織跳出來成為地區再生的夥

需求和投入資源的錯位；資源錯位的癥結，在於都市計劃的操

伴，就是舊市區再生的創新實驗。我們相信：「啟動社會力，舊

作方法和想像，難以深入地方社會。過去只有客觀的數據調查

市區才能突圍！」

和歷史背景的敘述資料，對地方社會網絡的掌握和理解有限。

萬華大同心對談

C 城市鏈結 開放社會的城市對話

在Pavilion裡，生產的不僅是綠色植物，
更是市民投入綠色生活的自由意志與行動力

動集結更多市民加入成為城市農夫的綠色基地；工場

性延伸與轉折開展的空間序列，將傳統園林形態翻轉為多層
次的公共院落，包含了身體勞作、知識傳授、經驗交換、社群
網絡連結互動的綠生活場域，創造可遊可賞可憩的遊園經驗，
建構了另一種都市風景。Pavilion 是構築的直接呈現，透過不
同尺度的空間圍塑，和周邊都市空間與院落之間的連結關係，
創造有趣的空間遊走的韻律，以及建立多重功能的公共空間。
構造元素版模，是臺灣一般建築建造時常使用的過程材料，轉

URS27華山大草原變身為市民菜園

換成構築材料本身；而板模的組構，創造孔隙的界面和內外的
互動，穿透的層次與光線環境的互動，融合了粗礪原初的材質
觸感，以及細膩優雅的空間詩意。

關於 NEXT PLAY

華山大草原，變身為台北城市裡的一片綠色菜園，邀請台北市

延續NEXT PLAY之命名，以公共性、社會性或功能性之思考角

民參加認養，在九十天的日子裡，集結每個市民的綠色願景，

度連結未來的都市生活想像為策展發想主軸，透過搭建臨時

走出水泥叢林，拾起鋤頭與耙子，養育青翠的菜苗和健康的生

性展演空間之行動，並以開放的方式，鼓勵民眾主動參與，觸

命，享受耕耘的快樂，掌握自己食物的生產，減少食物里程，體

發市民對於共同未來生活的創意想像，引動住民對於自身生

驗城市農夫的快樂。

活型態之討論以找尋台北未來生活的可能性。

野餐共食，一起共享菜園收穫的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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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人民的對話
OVERIJSSEL空間規劃案
圖文 Johanna Huang

還地於河 Room for the River
荷蘭人治水的觀念已經從「與水爭地」轉變為「與水共存」，但
是當荷蘭農夫忽然收到市政府的通知：為了對抗海平面上升
與整體國家安全，政府現在要徵收你的農田與家園做為滯洪
空間時，荷蘭農夫到底該怎麼辦？這樣的情況，對於近年來關
切空間規劃爭議的臺灣民眾並不陌生（如：苗栗大埔徵收案、
桃園航空城計畫案）。對話的開始都是因為居民不接受也不相
信包裹著「都市發展」糖衣的開發案對地方有助益的實質發
展，造成政府和居民間的衝突與誤解。而荷蘭政府到底做了什
南艾瑟爾三角洲空間規劃案開發示意圖。來源 上艾瑟爾省政府

麼好事，讓一群原本憤恨不平的居民轉變為積極合作的態度？

1

讓我們來一探在荷蘭的坎彭（Kampen）政府單位如何以保障
當地居民的權益為前提，承諾讓居住環境與防洪、景觀、生態

河道拓寬工程、新鐵路支線興建、與市區擴張計畫發展…等。

及交通發展緊密結合的實際案例。

然而計畫開跑的過程中，政府單位對其發展政策的堅持執行

還地於河（Room for the river）是荷蘭全國境內的防洪計畫，目

態度，惹惱了坎彭當地居民，在艾瑟爾三角洲南邊的農業區一

標是讓為於荷蘭境內馬斯-萊茵河流域下游沿岸地區有更多的

帶產生了許多的衝突。

處理水位升高和滯留洪水的容受力。

為了解決政策與空間發展上的衝突，作為協調角色的上艾瑟爾

過去幾百年來，荷蘭人不斷高築堤防以保護家園免於洪氾，1953

省政府提出《南艾瑟爾三角洲空間規劃案》（IJsseldelta zuid

年的大洪水奪走 1800 條生命、1995 年的洪水讓海爾德蘭省的提

project），委託 NHS 景觀規劃事務所，提出空間開發方案的五

防幾近潰堤，造成 25 萬居民必須撤離家園，這些經驗讓荷蘭人

種可能性，並協同省政府和居民負責召開討論會議。在會議過

知道高築的堤防並不如想像中的堅固。為了因應海平面上升，荷

程中，由坎彭地方居民跨區域組成的「發聲 Voice Over」協商組

蘭人在上個世紀末就開始著手進行為期百年的防洪計畫，還地於

織做為地方利益團體和居民代表，向政府進行抗議與協商。

河是這個防洪計畫於 2006∼2015 年的第一期工程（註1）。

老掉牙故事開頭：當政府單位槓上地方居民
2004 年荷蘭政府中央單位（註2） 與坎彭市政府，針對坎彭南
邊近艾瑟河流域（River IJssel）提出了一系列公共計畫，包含

2 0 0 5 年 5 月 全 國 性 國 民 日 報《 D e

觀元素，這些都該被納入開發案的主體

一步提出第六個開發方案，當然也被地
方居民票選為最終實施方案。

Volkskrant》以「被遺忘村民擔心最壞情

價值中。同時，諾爾登德居民質疑為何

況」（Forgotten village fears the worst）

政府不提早告知這些政策方向，更擔心

為標題，全面報導《南艾瑟爾三角洲空間

河川繞道工程會直接劃過他們的家園，

規劃案》在當地造成的影響與居民的反

直到上艾瑟爾省政府代表承諾，諾爾登

對意見。

德居民的家園不會受到河川繞道工程而
被迫遷離，居民才稍微鬆了一口氣。

請坐下來，慢慢清楚地說

合水利工程和坎彭地方生態景觀特色，
吸引住宅開發商投資，成為地方經濟發
展的好契機。這個開發案在今年即將完

從 政 府 的 角度 來看，河川繞 道 計 畫 是

中，中央 與 政 府 各單位、地 方居民、企

成第一期工程，整體《南艾瑟爾三角洲空

荷 蘭全國境內水 利管 理和工程 的重 要

業與相關權利人（stakeholder）積極參

間規劃案》（IJsseldelta Zuid Project）在

計畫之一，其攸關艾瑟爾河地區的整體

與，並對整體空間發展願景和政府提出

2010 年被荷蘭政府評選為「最佳示範案

防洪工程。除此之外，新漢薩鐵路支線

的五個替選開發方案（Scenarios）有了

例」（the Best Practice）。

疑河道拓寬工程的必要性，他們完全不同意政府所提出的發

（Hanzeline）也由於財務和工程進度上

充分的溝通與理解，諾爾登德居民了解

展策略和五種空間開發方案。海爾德蘭村（Gelderland）的居

的考量，必須在一年內決定路線位置。

了該案的整體走向與未來計畫，認同此

民也認為此提案未事先詳盡告知地方，並聲稱他們是經過圖

如果要同時整合三項工程，此案政府必

計畫可保障並有益地方的發展。最後在

書館時碰巧看到此案的公開展覽，才得知有

須有效取得和地方居民之間的共識，才

景觀設計師的協助下，坎珀芬的居民進

這麼大規模的開發案已進入初期規劃階段。

能進行後續的財務與工程技術估算。因

諾爾登德村（Noordeinde）村民則表示此開

此，上艾瑟爾省政府後來辦理為期六週

發案威脅到他們的生存空間。

的防洪、生態保護、空間品質、開發財務

處，幾乎整座城市是依著河道建立。
來源 ﬂickr Phillip Cappe

反觀 臺 灣近 來 以 產 業發 展為 名的開發
案，例如《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
邊地區特定區都市計劃》，在苗栗大埔
地區 以區段徵收 方 式
進行開發，由於整體發
展 願 景尚未 與 居民 達
成共識，地方政府便著
手進行徵用私有土地，

一起與居民，進行小組討論該地區願景

因而造 成許多的衝突

和河川繞道開發方案。

與誤 解。藉由了解《南

2 下圖為上艾瑟爾省（Overijssel）和坎彭市

在這六週的講習和工作坊，坎珀芬居民

艾 瑟爾三 角洲空間規

3 南艾瑟爾三角洲空間規劃案 草案座談會。

不滿地表示，坎珀芬淤田農地景觀是屬

劃案》，有兩部分值得

來源 上艾瑟爾省政府

作為臺灣的借鏡：

於荷蘭全國性的地景系統之一，當地鳥
類和農田生態更是坎彭地區的代表性景

56

程結合水岸和農村地景的住宅提案，結

來自於坎彭南邊 — 坎珀芬農業區（Kamperveen）的居民，懷

1 坎彭市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位於艾瑟河三角洲

C 城市鏈結 開放社會的城市對話

央較充裕補助的開發計畫，提出公共工

在一 個半月的了解、分享、溝通 的過程

等講習、工作坊，讓各相關政府單位代表

2

此外，坎彭市政府更是順水推舟，藉著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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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歷史性都市景觀

OPEN GREEN TAIPEI
URS44 演講 窪田亜矢

關於「歷史性都市景觀」

溝通對話，才是處理都市景觀
最好的方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12年五月簽署了
「歷史性都市景觀建議文」，條文特別

國際間對於歷史性都市景觀 (Historic

不同以往以平面式管制區概念保護歷史

政府態度─地方居民是計畫的助力

居民態度─積極發聲同時也理性聆聽

註1 坎彭市位於艾瑟爾河流下游，由於配合還
地於河工程，在《南艾瑟爾三角洲空間規劃

荷蘭政府非常清楚，在初步提案階段就納

居民對於公共計畫的態度，由一開始的

入利益相關者包含公部門和地方居民的

反對，在理解政 府提案和目標後，轉為

參與，是達到永續都市發展和河川治理的

支持並積極參與。地方利益團體不僅是

基礎。地區政府（上艾瑟爾省政府）整合

消極的抗議，更重要的是整合民意並提

中央部門（公共工程與水利管理署、交通

供具有建設性的提議，讓政府和設計師

運輸署）和地方政府（坎彭市政府）提案，

能更針對地方居民需求提出最佳方案。

• 中央行政單位：公共工程與水利管理署（中
央計畫推動與協調單位）、交通運輸署（中
央協調單位）

受臺灣草根性社會運動的文化影響，再

• 地方行政單位：上艾瑟爾省政府（省級協調
角色）、坎彭市政府（地方執行角色）

加上缺乏溝通管道，當下臺灣許多空間

• 空間規劃顧問單位： NHS景觀規劃事務所

規劃的衝突中，利益團體對政府提案的

• 當地居民： 諾爾登德（Noordeinde）、坎珀
芬（Kamperveen）的居民和農民、坎彭市
voice over 協商組織

並以協調者角色處理政府和居民意見的
衝突，委託空間規劃顧問單位（NHS 景觀
規劃事務所）辦理講座、工作坊協助公共
政策達成與居民之間的共識，這是在民
主社會有效推動計畫的要素之一。

不滿經常只停留在批鬥式的抗議遊行大
拜拜。若能轉化為更具體、有建設性的

臺灣推動空間開發案時，政府單位在態

對話與對話環境，也有助政府單位能有

度上普遍不認為達成共識為首要任務，

效將居民意見納入規劃案中。在《南艾

因此座談會可能流於形式，民眾建議採

瑟爾三角洲空間規劃案》的過程中，荷

納有限。且爭議性問題時常是需要透過

蘭的利益團體、地方居民在抗議的激情

部門間協商、合作才可能找到解套方案。

後，依然理性、耐心、願意聆聽的態度的

荷蘭政府選擇積極整合公部門間的橫向

和政府單位協商，是臺灣利益組織可以

溝通，也重視居民與政府間的垂直溝通，

深層反思的例子。

是臺灣政府決策者應參考的對象。

案》（IJsseldelta zuid project）將藉由降河川
繞道讓洪水安全滯流的措施，引發部分居民因
為河川繞道工程必須遷離家園的疑慮。以下是
該案參與的中央、地方與居民角色：

Urban Landscape)的討論仍在持續進

資源及文化遺產；切分出保護區與非保

行，亞洲地區由於近年來都市發展迅

護區的舊思維。「歷史性都市景觀建議

速，更是迫切需要面對歷史性都市景觀

文」從原本規範性的條文，邁向思考城

議題的區域。日本東京大學窪田亜矢教

市發展與城市遺產保存均衡並存的方法

授以東京為背景，提出大型都會區面對

論，藉由對自身城市不間斷地溝通討論，

歷史性都市景觀課題的深思遠慮。

凝聚建構城市的根本價值。

窪田亜矢教授以四個案例說明東京面
對歷史性都市景觀議題的作法，包括「單體歷史建築物」、「歷史性空間構造運用」、
「都市設計審議」、以及「風險應對」等。窪田亜矢表示：「景觀法雖然可以防止惡質
醜陋的人造物的出現，但是卻無法有效生成好的景觀；所以我們認為提供平台促成行
政單位、居民、土地擁有者溝通對話，才是處理都市景觀最好的方法。在對話的同時，
我們不只是保護歷史資源，還需要考慮風險問題，這就是我認為東京創造歷史性都市
景觀所應採取的方式。」

• 母計畫：還地於河–艾瑟爾三角洲計畫
（Room for the river- IJsseldelta）

文章內容整理自2014.08.10「大都市歷史性都市景觀的現況與課題」 窪田亜矢「東京歷史性都市景
觀」演講內容，特別感謝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的協助

• 子計畫： 艾瑟爾河道拓寬工程（River IJssel
bypass）、新漢薩鐵路支線（Hanzeline）
與坎彭市新住宅區發展計畫，後來整成《
南艾瑟爾三角洲空間規劃案》（IJsseldelta
zuid project）。
註2 公共工程與水利管理（Rijkswaterstaat）、
交通運輸署（DGB）
註3 艾瑟爾河河道拓寬工程和新漢斯鐵路支線
工程是由中央政府單位執行

座談會後就是腦力激盪的工
作坊時間：由居民、政府人

1

員、景觀建築師一起討論，
大家一起討論出可能的空間
發展方案。最後居民針對偏
好的空間發展方案貼上小貼
紙，進行投票。

1「單體歷史建築物」可以透過容積轉移的方式
受到保護
2 以「歷史性空間構造」觀點討論歷史性都市
景觀的案例，東京的內外壕溝是城市發展的
重要脈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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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社瞇瞇 社區影像紀錄

映後台北 社區影像紀錄巡迴計畫

圖文 吳俊毅

圖文 都市里人規劃設計

「城市是個大教室」
。

映後台北，社區再造一起來

凝視一座城市，我們得而從中

「臺北市社區故事影像記錄延伸巡迴計

獲得檢視

畫」整理歷年來社區故事影像記錄推動
成果，分析社區議題及地域分布提出社

「從現在開始，我要向你描述城市。」大

區故事影像記錄巡迴播放計畫，藉由過

汗曾經說：「你要在你的旅行中，看看它

往的社區故事影像記錄影片巡迴撥放、

們是否存在」。但是，馬可波羅造訪過的

關照過往累積的社區議題，重新檢視隱

城市，總是和皇帝所想的城市不一樣。「那

涵在社區故事影像記錄中的癥結，與過

麼，我在心裏構築一座模型成市，所有可

往拍攝的社區互動交流，引發議題的共

能存在的城市都從中衍伸出來。」忽必烈

鳴，並藉由觀看過往拍攝的影像記錄及

說：「它包含了相應於規範的一切事物。既

議題工作坊，針對議題行動的後續方向

然一切存在的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偏離規

提出延伸行動方案；在播放影像的同時

範，我只要預想規範的種種例外，然後計

做為社區營造釀造的基底，讓居民持續

算可能的各種組合方式。」

進行參與並深化社區營造之行動，讓社

---伊塔羅。卡爾

區走出鏡頭，以行動實踐，凝聚專屬社區
議題的解決方案。

維諾 / 看不見的城市

萬華區菜園里-青山宮前電影放映

藉由社區故事記錄影片播放、關照過往的社區議題，
重新檢視隱涵影像紀錄中的癥結，引發議題共鳴。
萬華區菜園里 - 老街區新靈魂
在地老產業的存在記錄著一個地區過往
的歷史和發展，透過蚊子電影院播放在
地記錄片及素人博物館，蒐集大家對於

城市是生活的載體，它容納了生活在其中

這些舊產業的新想像和看法。反思年輕

的人們對於生存的行為與思想。這些行為

的新血如何回流地方，找到舊產業的價

與思想反映了生活在一座城市中人們的演

值和可能。

化史( 歷史觀 )及對於當下與過去生活態度
的實質對照與檢討（空間感）。

同語言 ( 影音普及化 )，透過影像紀錄的過
程，除了可以更細緻的了解這座城中不同

危機，將來如何將綠生活的精神帶到社
區的其他地方？播映會結合論壇和實作
學習的方式，邀請「都市小農孵」分享其
在台北不同地區操作的農學案例，並現
場提供「植物扦插」教學，透過動手做的
像，同時結合影片播放和社區居民分享
農場出現前後社區的轉變，進一步思考

台北市部分老舊社區呈現高齡化、低收

農場未來若消失的話，可以如何延續價

入、弱勢聚集的現象，南機場從社會服務

值與精神。

面向切入，看到老舊社區如何透過軟體

生活者所傳達出來的訊息，作者更可以透

面的操作，達到地方營造可能。配合南

過創作(影像呈現)來表達對於一座城市的未來想望，並透過傳

機場中秋節義賣活動，在台北車站地下

播將理念傳達出去，創造一個共好的城市樣態。

街播放。社區播映會結合南機場 50周年

在臺北市更新處委託的都市再生街區經營影像記錄計畫中，

活動以蚊子電影院形式，蒐集民眾意見

我們將影像紀錄的製程透過社會設計的方法論，將課程規劃

想法，作為社區下一步可推展之基礎，

變成一套有系統的社區經理人養成學習方案，從社區議題與

從中牽動相關行動可能，創造出密集的

題材之尋找、田野調查、構想提出、文案發展、企劃撰寫、進入

社會互助網絡。

松山區幸福農場 - 都市中的綠園

發現自己所生處土地的價值與重要，並進一步引動社區居民
一起勾勒社區的未來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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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區天母白屋 - 天母白屋新價值
從社區營造到老屋再利用，如果老房子
是在地人重要的歷史記憶，應該從什麼
樣的視角，省思老房子在地方發展的重
要性、保存價值、及與社區整體發展的連
結。透過紀錄片播放、展覽爭取白屋的相
關史料、老照片，讓大家更了解白屋是經

社區進行實務拍攝與後製，讓人們可以透過這樣的過程重新

C 城市鏈結 開放社會的城市對話

然而面對後續土地可能被國防部收回的

過程，居民得以尋找都市農園的其他想

中正區南機場 - 互助的社區營造

當影像已成為現下溝通與傳遞訊息的共

場透過紀錄片引發在地和外界的關注，

過怎麼樣的歷程被保留下來的。並結合
藝術進入社區、天母在地學生創作及表

除了在僅有的空地上種菜外，還可以怎

演，讓關心白屋的各方互相聚再一起，分

樣創造更多樣好玩的綠色生活。幸福農

享討論後續白屋的行動想法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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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巷子內工作坊」

大稻埕100個微笑

文 巷子內工作坊

URS27W 展覽 拾樂文化

有台北第一街之稱的迪化街，近年來，在政策、商家、文化工

大稻埕在地行動

作者共同的努力之下，再度地蓬勃發展並成為觀光亮點，近兩

找到台北城市散步
文 楊濱維

一座城市的趣味，絕大部分是來自於居民
們生活其中的體會、觀察、敘述與記憶。

有那麼一群人，邀請旅人散步其中，在台北這個巨大博物館裡

年，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將大稻埕幾處歷史建物進行活化再利

說著故事，閱讀每個被遺忘的角落，掀起塵封的風景和歷史。

用，作為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據點，讓大稻埕除了商業機能，更

拾樂文化創辦人邱翊與一群台北城市導覽員憑著對這片土地

有了豐富的建築與文化語彙。

的熱情，蒐集文史資料，瞭解每個街區的發展脈絡，走進各個

目前迪化街之商業或人潮，大多集中在大稻埕主街（迪化街一

街區，發掘巷子角落、特色建築的美好，以步行導覽方式，帶

段），觀光客造訪也以主街為主，較少轉入巷弄，但事實上，在這

著世界各國旅人，一起探訪根源於台北這個城市的特色文化。

個百年老商圈，諸多動人的生活故事、具在地特色的商家、舊時
建築景觀等，仍然在側巷之中，默默地等待探索與發現，而當地
居民對於傳遞在地故事的熱情，更凝聚為一股深厚的爆發力。

跳脫慣性 發現世界的美好

關於散步

人們以150公分的視高建構了這個世界，

波士頓的自由之徑 （Freedom Trail）、

任何試圖逃離這高度框架的嘗試，都是

東京下町（したまち） 老街之旅、倫敦傑

種探險。「找到台北城市散步」不僅是本

克開膛手導覽（Jack Ripper's Tour）與

《大稻埕100個微笑》大稻埕商號展覽就是基於這份對故鄉的

帶您深入祕境的藏寶圖，它還邀您一同

京都的哲學之道（哲学の道），世界各大

熱愛，在傳統產業與歷史文化快速變遷的年代，策展人以在地

探索遁規蹈矩之外的可人風貌。如小冊

城 市 裡往往都 有 其韻味 獨 具的 散步路

人的角度，觀察、紀錄、並分享大稻埕商家的經商之道、世代交

「四十五度仰角的末日救贖」一文，在抬

線。建築、音樂、文化與生態…有的富含

『巷子內工作坊』即在這樣的需求下誕生，結合公部門資源與

替與未來展望，透過這展覽讓大稻埕的鄰居們能更瞭解彼此，

頭深呼吸的瞬間，發現了另外一個似熟

歷史與文化意義，更多是達人專家的私

民間自發能量，在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的指導與協助之下，組織

認識我們一起生活的大稻埕。

悉卻陌生的世界。

房散步路線。

知識則是另一把開啟視野的鑰匙，自由

想想，一座城市的趣味，絕大部分是來

運用你我共有的城市集體記憶，化身為

自於居民們生活其中的體會、觀察、敘

福爾摩斯，深入表象所到達不了的「真

述與記憶。延續台北村落之聲藝文分享

實」。「消失中的臺北記憶 - 臺北機廠」

的平台概念，我們企劃了一個更具市民

一文，就是最 好的案例；因鐵路而繁盛

參與精神的散步路線網站。

了工作團隊，包括在地居民、建築師、商圈店家、學者、藝術
家、設計師、青年工作者等；工作坊成立的宗旨，是希望以『在
地資源整合平台』的角色，透過具行動力在地關鍵人物的發
起，共同發掘具潛力的側巷故事，進而帶動側巷繁榮，導入觀
光支援、文創媒合、社區服務、藝術進駐街區等手法，促進大
稻埕地區資源整合，更將進一步積極媒合不同社群為大稻埕

的台北，卻也因繁盛而掩蓋了鐵道記憶。

提出新的生活想像與願景。

即將消失的臺北機廠，仍遺留了條條城
市 發 展 的 蛛 絲 馬 跡，我 們 能 失 望地 嘆
息，也能積極地循著線索，延續 建構城
市未來的記憶。更多令人驚嘆的重生，出
4

現在「修復時代的美好記憶」；五篇新生
老屋散步文，不帶鄉愁眼光，看到毅然傳
www.urstaipei.net/
citywalker

1

承的勇氣。

徑，與 您 分享留心下的
台北，竟是如此有趣。這
不是本教科書般的旅遊
指 南，「找 到 台 北 城 市
5

散步」分享 孩 提時 發 現
世界的每個興奮瞬間，

1 「稻影」攝影展之「佔領巷子內」室外展部分作品
2 巷子內工作坊由閒置的廢墟改造成居民的公共空間
3 由在地居民所組成的巷子內工作隊
4 每張照片都有個深刻動人的家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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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您帶回初心再次發
現台北，一同，建築你我
共享的城市。

5 位於URS27W城市影像實驗室的《大稻埕100個微笑》展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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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能成為散步路線的策劃者，領著我
們去走走那條屬於自己心頭好的城市小
徑，城市的精采來自於文化的多元發展，
只有在誰也不服誰的情況下，生活在城
裡才更顯趣味。
想到什麼有趣的主題路線了嗎？

還有更多達 人私 房小

2

希望透過簡單的 web2.0 上稿方式，讓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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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個台北人家
文 施承毅 圖 洋蔥設計

家̶̶是城市的縮影
城市̶̶是你我塑造可共享的未來

正逢台北建城一百三十年，一千個台北人家這個展覽暫不歌
頌清代建城時的城門遺跡，也不回顧日治時期如何大幅度改
正了城市格局，使台北成了棋盤式的街道樣貌，亦不討論國民
政府來台如何為台北街道命名，而將焦點放在那眾多構成台

另外，無論你是不是土生的台北人，看著照片裡的格局、傢俱，

北、可愛可敬的市民們的家。

或用具，有沒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一個擁擠的小房間？一張質

這個展非關滿足人們的偷窺慾，而是藉著網路時代的公民上

樸的木桌？一把映照年少的吉他？貓砂盆還是琉璃杯？洗石子

傳，將自己的家的樣貌分享給大家。環境心理學家說：家屋是

還是大理石？這些你曾待過、用過、看過，或類似的空間感或

自我的一面鏡子。於是，家的樣貌隱含著主人的樣貌。看著家

物品，提醒了你自己人生中哪段高興或悲傷的回憶？

的照片，就是看著沒有照到主人的肖像。仔細瞧瞧，家的主人

這個活動透過將眼光放在住在台北的人家，點

如何營造家，溫暖的還是充滿性格的？主人用了哪些傢俱、擺

點滴滴述說著多元差異，卻又集體共有的居住

設與物件？有多少親愛的家人一起住在家裡？影像透露了：家

經驗，在這個冬日和大眾分享，提醒了那段一起

是人最親密的窩，這些主人們勇敢地與大夥溝通他們對家的

住在盆地，又奮力迎向世界的生活與生命。

私密想法，邀請觀眾靠近一點，交流這人類共有的經驗。

一千個台北人家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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