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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這是一篇從臺灣舊市中心街區構成的實質空間問題開始探討，藉由文化創意族群介入活
化空間視點，所形成的舊街區再生論述。研究先直接從田野調查分析舊街區所存在的空間問
題，並提出該基地在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性強弱要素，由此分析出屬於臺灣本土的街區結構。
此外「再生」必須先有明確的發展遠景，由於此區被定位成為文化園區，本論文藉由文化城
市相關論述探討文化如何介入活化空間的問題，先將閒置空間依區位、臨路條件、建築型態
原則進行分類，並由於影響空間被持續使用、轉換使用，閒置尚涉及使用者的選擇問題，研
究者持續3年記錄地區閒置空間的消長情形，藉由疊圖分析發現閒置空間被再利用和文化創
意產業者的進駐有關聯性，故鎖定深度訪談了32位特定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族群。進而將該
族群對空間的選擇性落點於區位、面積與型態所形成之象限圖進行檢討，研究成果檢證了民
間自主再生空間的趨向，驗證了區位、臨路條件、建築型態確實影響了創意族群的選擇性關
係，發現一般蓋公寓大樓的更新模式並不適合臺南，進而對南臺灣都市更新的推動方式提出
具體的建議。
關鍵詞：舊市中心、再生、街區結構、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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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Regeneration in Old Urban Districts of Taina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strict Configuration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Hsien-Hsin Cheng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70101

ABSTRACT
This study initially investigates the issues surrounding the physical space configuration of old
urban districts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regarding the
activation of urban spaces in a discussion of the regeneration of old urban districts. By examining
th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physical spaces in old urban districts through a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strong and weak key elements of an old urban district in Taina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district in terms of local Taiwanese
culture. Since “revitalization” requires a clear development vision, and since the district has been
positioned as a cultural park,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culture affects the issue of space activation
based on the discourse of urban culture. The unused spaces are first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location,
proximity to arterial roads, and types of building present. Because users determine the sustained use,
transformation, or non-use of a space, this study thus recorded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unused
space in this area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regeneration
of unused spac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resenc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erefore,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2 people involved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were carried out using a map
of intention for regional spatial plans as a guide, and their outcome reveals the preferences of these
people regarding use of the spac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validate the trends of private autonomy in
space regeneration, and demonstrate that location, proximity to arterial roads, and types of building
determine the choices made by people from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apartment buildings are not a suitable transformation model for revitalization in the Tainan
urban district, and this study further provides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that may be crucial for the
promotion of regeneration of other old cities in southern Taiwan.

Keywords: Old urban districts, Revitalization, District configuration, Cult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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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所指的舊街區，是指仍然存留清朝紋理的街區；而舊市中心是指舊街區中行政或
商業之核心。本文所選之基地包含著清朝留下的紋理，同時歷經日治時期市區改正等計畫性
的改變，成為當時的行政核心。舊市中心意味著人口和都市機能集聚，有方便的徒步生活圈
和既有的社群關係；反之都市無意義的擴張會造成都市經營的成本增加，公共服務的效率降
低，造成市中心的空洞化，市中心的空洞化接著造成被閒置的建築和空間越來越增加。
本文由基礎調查發現的現象討論起，找出臺灣舊街區的空間變化結構，考量在都市新陳
代謝 3的觀念下，必然有不斷因應時代而生存的精髓部份，以及在發展中被淘汰的部份，研
究者認為這個觀念應該順應著地方都市的變化來思考，在長久的歷史發展中，什麼是不易改
變，根植於地方上;反之什麼東西可以常常改變，以不同的形式去取代，前者如維繫地方的重
要公共建築(歷史性建築)和廟宇等，研究者稱為「強要素」；後者如持續長年閒置、低度利用
的土地和建築物等，研究者稱為「弱要素」4，而本文以探討此弱要素中建築物之再生及其所
誘發的效益為目的，即使建築物轉換合適的機能用途，並引進適度的使用人口，使地區意象
修復。
然而重新思考都市的植入發展有諸多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從文化再生的角度論述起。英
國學者 Harvey (1989) 指出，「都市文化」的物質基礎，包括經濟、空間和形式的生產、社
會關係等，由此可知都市文化其實就如同其他文化一樣，是在都市的發展過程中基於人類的
需求，伴隨著都市機能的轉化累積而來的，也同樣具備了抽象的本質，但與其他文化不同的
是，都市文化有可能透過人類活動或是實質的都市空間、街道紋理等實質的方式留下痕跡，
而這也是本文可以對抽象的「文化」進行較為具體論述的原因。本文論述焦點文化再生舊街
區的意涵，是根據日本學者佐佐木雅幸 (1997；2008) 的觀點，針對發展衰退或停滯的舊街
區，採用文化的都市再生策略，強調街區的人才聚集和文化魅力提升，而使街區更有活力；
從街區結構的觀點，就是善用街區的資源，誘導人潮回歸街區，形成緊密的街區結構 (小林重
敬，2005)。據此研究者提出了一個舊街區再生的新看法，並對近年來在一個人口減少且衰退
的地區，以增加容積來做都市更新提出批判。
本文對應都市空間的閒置情形，一方面探究在地留存的都市文化痕跡，另一方面再對在
此區域活動的文化創意族群訪談，探討舊市中心閒置建築空間可能被轉用再生的趨向，以做
為保存式更新的立論基礎。進而欲驗證下述提問，並且藉由這些提問與詮釋，可以建構臺灣

3. 都市循環和都市建築的構造有很大的關係，如以木構造為主的日本，因著建築物的生命週期，
每 40 年就有一次循環，而以鋼筋混凝土和磚造為主的臺灣，約每 60 年有一次循環。
4 強、弱要素的觀念啟示來自都市デザイン研究体 (1997)，第 40-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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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市中心再生的論述：
1. 舊街區結構問題使都市更新進行困難，從街區結構的特徵，可以分析出處理的都市計
劃、都市更新、空間再利用層次問題，而文化可以扮演觸媒使地區意向轉變。
2. 文化創意業者有自主的空間選擇趨向，藉由市場機制可以填補閒置空間，進而藉由產
業進駐與空屋減少，使地區趨向再生。

二、臺南中西區暨民生綠園周邊區塊之舊街區結構與發展問題
（一）清朝紋理和日治時期都市規劃所交疊形成之舊街區結構問題
每個街區都具備自己本身的空間特質，這些特質包括了空間使用的活動與空間組織的行
為、現象，並且這些特質與人類的生活及文化密不可分，也常在都市空間裡留下痕跡 (陣內秀
信，1992)。承如日本學者陣內秀信所論述的都市文化的特質，主要是以反映文化歷史的建築
風格、道路、街區型態、寺院等都市構造做為主要的觀察視點，他認為「都市文化」其實就
是都市的特徵，是可以藉由觀察這些特徵來將都市的意象做一實際描述。日人學者盧原義信
(1980) 曾將日本傳統街區對照西方街區，提出沿街發展和沿廣場發展的不同街區發展形式，
臺灣的舊街區基本上即是沿街發展的形式。西方街區由建築物圍塑出開放空間，街區的開放
空間多是活動的據點；臺灣南部的舊街區如臺南孔廟文化園區街區內，除了廟埕外並無明顯
的開放空間，都市活動都在街道和建築物之間的介面，從日治時期至今，原來的街路形式均
未改變，但是建築物被拆除後，建築基地合併分割、量體改變，整體的建築形式轉變後，卻
造成地區意向的改變，而從調查中發現部分建築物基於其歷史價值、民俗要素等，百年未改
變，而一般民宅則改建頻繁，因此筆者提出主導空間結構關鍵是建築物而非開放空間，進而
就建築物弱要素再生為論述焦點。
本研究選擇一個清朝發展至日治時期時，都市結構趨於成形而成為具有歷史場所意義的
舊市中心地區為實證基地，研究範圍以臺南市民生綠園圓環往外的7個街區為分析的主體，
如圖一和圖二所示。日治時期 1911 年臺南的市區改正計畫中，交通路網形成了幾何街廓，日
人從事街道立面改造，使臺南市中西區的街廓，產生街廓內外極大的差異性。從如圖一所示
1933年的市區改正圖中，臺南都市幾何規劃的結構清晰，實證基地「民生綠園圓環」是連結
臺南火車站和臺南運河的核心，如圖二所示日治時期圓環附近以公共建築為主，包括臺南洲
廳舍、測候所、警察署、地方法院、合同廳舍、銀行等等；現在圓環周圍則複合了公共建築
和商業建築，因為當時的公共建築具有歷史性，同時環繞著圓環的立面型態皆保存著，強化
了圓環的地區結構，這些日治時期的歷史建築和街區內的清水寺、天壇等廟宇，即本論文所
述之「強要素」，使圓環和街區仍具有歷史的氛圍。
然而相對於民生綠園周邊的公共建築，從圖二中除了可以讀出街區的內外有著非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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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範圍圖(底圖為 1933 年市區改正圖，框線內為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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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屬性，地塊臨放射馬路的部份以住商混合的街屋，以及部份改建的住商混合集合住宅為
主。街區的內部仍保留許多清朝所留下來的彎折巷弄；這些巷弄和日治時期發展出的放射狀
道路形成了許多特殊的地塊。地塊的內部則分佈著各種形式的住宅，包括獨棟平房住宅、獨
棟透天住宅、連棟住宅，以及改建的集合住宅等5。地塊內部的許多建築物是藉由巷弄對外聯
絡，車子是無法進入的情形，甚至存有畸零地，或因產權、經費等問題，長期閒置無法處理
之土地建物，如研究者所述之都市弱要素之存在。

(二) 臺
 南中西區都市計劃之土地使用分區問題-無法反映實際土地使用和
密度
本街廓位居臺南市中西區劃定範圍內，其都市計劃的實行以「變更臺南市中西區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案」為最上位6。然目前臺南市的發展現況與計畫相去甚遠，如圖三所示統計至本
研究開始調查的時期，中西區連續數年人口數為臺南市各區之倒數第二，且人口成長呈現負
成長，再根據 2010 年「臺南市統計要覽」之中西區的人口可知又較前年底減少 9.47%，近年
來由於人口逐漸朝向市中心外圍發展，市中心人口即呈現逐漸下降，又因市中心以商業活動
為主，地價較高、活動複雜、空間狹小，生活居住品質較為不佳，然而該區之工商服務業用
地佔全區約 17%，卻為為全市工商業最密集之處。
如上所述研究範圍內之土地使用分區為商業區，然商業多集中於街區外圍，街區內多為
居住使用，此外研究者特別要提出的是強要素(歷史建築和廟宇)通常無法增加容積，計畫容積
高於實際所需容積，由計劃容積所反映出的街區型態和實際的街區發展型態並不相應。
此區雖被定位為文化園區，但是文化園區的概念非法定的法定土地使用分區，同時基於
上述的諸多細微動態的變化影響街區建築型態，擬以此處定位為「特定專用區」的概念來進
行操作，這樣的特區屬性引伸至後續以文化作為特區的理論和研究設計。

（三）民生綠園周邊街廓都市更新的侷限-土地所有權問題和容積誘因之
失效
要解決上述街區結構問題，為何不循現有都市更新的方式?臺灣的舊市中心所普遍存有的
現象包括權益的複雜性、活動的多樣性、涉及多方的管理單位、實質環境外尚包含社會議題
(黃崑山、孫千智，1998)，臺南市民生綠園地區也反映了這樣的特性。臺南市意識到舊街區的
衰退而於2000年制定了「都市更新綱要計畫」，合併民生綠園於孔廟文化園區為一更新區，
該計畫提出本區應以小規模的建築置換，取代大規模的更新。研究者的實際調查發現本地區
由於早期市中心為有機自然成長之都市架構，加上土地經過多次都市計畫劃分與數代的繼承

5. 住宅類型的分類乃根據現況的使用用途、使用形態、住宅形式來進行分類。
6. 經由九十二年一月發布的第四次通盤檢討案至去年九十八年十二月正式細部計畫核定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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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臺南市各區人口統計圖
კΟ!ѠࠄѱӚΓαीკ!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主計處 (2006)

ၗٰྍǺୖԵѠࠄѱΓαीϩǴ3117019ǴѠࠄѱࡹ۬Ьीೀ!
與分配7，地籍多為分割零散，呈現權屬複雜之狀況，相對於更新工作之推行上就會發生地政
5

6

ỷ⬭栆✳䘬↮栆ᷫ㟡㒂䎦㱩䘬ἧ䓐䓐徼ˣἧ䓐⼊ンˣỷ⬭⼊⺷Ἦ忚埴↮栆ˤ
作業困難、土地整合不易、所有權人意見分歧等問題。對於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之開發商必須
䴻䓙ḅ⋩Ḵ⸜ᶨ㚰䘤ⶫ䘬䫔⚃㫉忂䚌㩊妶㟰军⍣⸜ḅ⋩ℓ⸜⋩Ḵ㚰㬋⺷䳘悐妰䔓㟠⭂⮎埴ˤ
先整合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他項權利（抵押權）及建物所有權人等問題，其所耗費之時間及
金錢，加上都市邊緣廣大土地(如安南區、南區、安平區等)尚未開發，由於該土地取得簡單，

5
花費時程較短，使得臺南市市中心中西區之都市更新難以進行。

綜合而言，此處的計畫容積大於實際發展的容積，然地價上漲的幅度有限，容積無法
成為更新的誘因，此外公共設施非常不足，範圍內人口移出的情形嚴重。這樣動態的細微變
化，又涉及地區生活樣式的轉變，因此亟需提出一套動態因應地區變化的土地使用機制，除
了以文化作為特區值得深入探討之議題外，特別是民有地(及本研究所提的弱元素)仍是待提出
新見解的部份。

7. 且將研究基地低度利用之土地所有權人登記原因整理後，其「買賣」比例為最高佔 44%、其
次為「總登記」佔 20%、再者才為「繼承」18%、「分割繼承」7%、「贈與」5%，其餘尚有
「合併」、「分割轉載」等。鄰近馬路邊之低度利用土地，其土地所有權人數越多者，登記原
因越形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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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文化作為特區V.S.文化園區的文化氛圍
(一) 以文化作為特區的區域特質
若是在舊街區探討之地區文化氛圍形塑，其內涵近於國外所提的文化特區 (cultural
quarters) 8，自 1980 年代開始，文化特區即已發展成為都市再生與規劃策略的一個重要部
份 9，當局者藉此尋求解決經濟重構與相關社會環境衰敗的問題。許多城市設置文化特區作
為都市再生的基礎，例如都柏林的 Temple Bar、曼徹斯特的 Northern Quarter、布里斯托爾
的 harbourside area、雪菲爾德的 Creative Industries Quarter(CIQ)、紐卡索 / Gateshead 的碼頭
地區發展、倫敦的 Covent Garden 等，以及格拉斯哥於 1990 年所推動的歐洲文化城市活動，
再再都顯現了此趨勢，而在歐洲其他地方例如畢爾包、巴賽隆納、鹿特丹與里斯本亦都有此
趨勢。一般來說，大部分的城市皆以鼓勵混合高密度的創意產業生產與相關消費活動為主
要手法，並通常伴隨著城市中心邊緣歷史商業區域與製造生產區域的更新 (Porter and Barber,
2006)。
透過藝術與創意產業進行都市再生被視為是少數僅存的都市再生策略中，可以抵抗或接
受全球化的影響者，文化可以提供達到競爭優勢及生活品質的目標 (Landry, 2000)。文化領導
的都市再生已漸漸普遍，包括建立象徵性之建築，以及推動種種許多文化事項，而這些模式
與手法策略不斷地被重複模仿使用。
成功的文化特區將分享好的都市場所的特性，提供有益和自我永續的活動、形式和意義
的結合體，而在文化特區內文化被產生和/或被消費。文化特區之所以成功，即在於它們可
促進新的想法並變成可探索、討論、嘗試和試驗新產品和新機會的地方。透過創意與腦力激
盪，自然地，文化可以幫助地方在地圖中定位，並且使地方更有趣。這不只是地方新文化發
生地的問題，重要的是它也是場所營造和經濟發展的議題 (Montgomery, 2004)。
文化特區有幾點要素，例如 Wansborough and Mageean (2000) 指出文化特區實質要素的
重要性，包括有是否位於市中心、休閒與居住使用的混合程度、文化相關的消費與生產使
用，以及公共藝術與環境的整合。Montgomery (2003) 強調實質特性亦包括有對於地方認同的
貢獻。然而，有其他學者例如 Mommaas (2004) 與 Scott (2004) 強調更廣泛或是非空間經濟的

8. 民生綠園連結到孔廟區域，常被用生活博物館的角度來談，筆者觀察到民生綠園和孔廟周邊不
同之氛圍，故提出以舊街區的文化特區觀點來論述。
9. Bianchini and Parkinson (1993) 和 Scott (1997) 都曾提及雖然文化特區已成為許多城市再生的前
線，被大力提倡作為都市再生的工具之一，以及城市形象策略的相關操作，但是這些方法仍引
起了一些問題，例如紳士化的壓力、公共參與 (public intervention) 的尺度、既成環境的角色，
以及文化如何在規劃過程中建構等問題，故過度誇大文化對於都市再生的功效是有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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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群聚假設；甚至有些學者指出文化特區應確保生產與消費的交叉混合 (Wansborough and
Mageean, 2000; Williams, 1997; Montgomery, 2003)。
文化特區被定位成藝術和創作活動產生和消耗的地方，在其中人們（藝術家和顧客）也
許被教育和娛樂，並且周圍環境可被人們簡單的融入和發現。文化特區也傾向成為一個混合
使用的地區，在白天和夜晚期間提供一系列互補的活動。妥適的白天使用包含專業的零售業
（書店、唱片行、先鋒的時尚）、私人的美術館和集合地、咖啡廳和餐廳。傍晚和夜間可包
含上述那些使用，再加上音樂俱樂部等。此外，文化周圍領域 (cultural precincts) 將傾向擁有
一個充滿活力的街道生活，將一天劃分成好幾個時段，並且提供一個公共領域或設置一個可
以吸引人群並花時間在上面的空間 (Montgomery, 2004)，研究者認為充足的文化設施，提供文
化創意者的工作場所，以及推動豐富的文化活動，形成混合及多樣化的特質是文化特區的根
本。

(二) 文化園區氛圍的形成-文化創意族群的群聚
此區被「臺南市都市更新綱要計劃」定位為孔廟文化園區的一部份，本論文並不從孔廟
探討起，而以圓環為中心作為探討，乃是考慮到圓環強烈的紋理主導性。由於上述提及地區
的空屋問題，連結到再生方式，必須對地區願景定位，本研究藉由相關計劃所界定的「文化
園區」10定位來進行討論。目前民生綠園文化園區的屬性，基本上即是都市街區，只有零星的
文化創意業者在此進駐經營，對臺南人而言，是生活的街區；「文化園區」的名詞只有在臺
南的指標系統和導覽地圖上看見，它意味著指出地圖的定位，也說明了其為有文化蘊含的地
方，但是實質內容只是指出幾棟重要的古蹟和歷史建築(研究者所述的強元素)，研究者認為文
化園區之所以形成，重要的還是在其文化氛圍，而文化氛圍的形成首在文化群聚所產生的效
應。綜言之，這些強元素本身就是文化的痕跡，加上文化創意業者陸續進駐填補閒置空間(研
究者所述之弱元素)，街區整體才能真正能走向文化再生。
文化群聚基本上是以地方為基礎的文化發展策略，將文化活動、設施與經濟、空間、
社會政策目標相互連結，並且因背景、發展路徑不同而有不同的文化、空間、組織形式
(Mommaas, 2004)。從 Mommaas 11等相關學者的論述可知文化群聚從單純籌劃安排地標性建
築，已轉向讓文化進入生產與創造空間之中，並產生其文化氛圍為目標。此外根據 Graeme
Evans 所述文化政策推行後的成果包括過剩房屋的再利用 (工作室、博物館/畫廊、集合地)、
增加空間供公共使用、文化設施與工作地點的混合使用發展、高密度 (居住 / 工作)、將文化思
維整合至地方發展計畫等。可以從上述的論述理解如何善用閒置之建築空間、混合使用，提
10. 目前關於文化城市的論述偏向以西方論述為主，且以整個都市為討論的對象，然而臺灣雖有文
化園區之名稱，卻未見詳細的法源和論述根據。
11. Mommaas 將產業簇群擴大範圍至文化層面，並提出「文化簇群 (culture clusters)」的觀念。英國
的 DTI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報告針對產業簇群提出定義，意指互相聯繫的公司、專
業供給者、服務提供者、相關產業的公司及在特定領域中的相關機等在地理空間上集中，並且
彼此競爭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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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使用密度，並將文化思維整合到地方發展計劃，以形成文化群聚，進而形成文化氛圍。
Mommaas (2004) 將文化群聚定義為從生產、展示到消費，以及從視覺藝術、流行音樂至
新媒體的文化功能及活動在多種空間形式中組合在一起。在此所談論的文化群聚著重於空間
地理學者論述12，考量「地理鄰近」和「關聯性」要素。空間鄰近的好處包括：節省交易成
本、更快速面對面的方式互動、持續追蹤相關資源陣營與潛在的合作對象 (Grabher, 2001)。
不管哪種形式，空間上的鄰近是非常重要的，空間上的鄰近可以促進正式與非正式的互動
(Bassett et al., 2002)。

四、研究調查架構與研究設計
在西方形成文化特區的地方，多有面臨街區衰退和犯罪的問題，故空間如何混合使用(使
夜間也被使用)、提高空間使用的密度和可能性是很重要的；然而根據本基地的訪談結果，多
數土地為住商混合，居民安於現狀者多。這個區域機能應如何調整?可以從文化氛圍的形成來
思考，由於此區地權複雜，處理土地問題困難，可以將閒置的建築空間再利用為創意文化相
關業者可以使用的空間和設施，並引進多元和多樣的文化活動。在這樣的願景之下，有以下
研究設計和研究討論。
前期調查利用「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等資料了解土地權利分配
等情形，並先對居民進行深度訪談，以了解當地居民對於舊街區再生的想法，試調查時發現
一般居民的想法多分歧且安於現狀 (曾憲嫻等人，2007)，故鎖定民生綠園文化園區暨週邊特
殊從事文化創業產業之族群進行訪談，以了解其承接閒置空屋的選擇過程，及探討該街區未
來閒置建築空間轉用再生的可能性。

(一) 閒置空間的調查
田野調查包括現行土地使用狀況、低度未利用土地的分佈等調查，將地圖街廓形狀、基
地的地塊分割、建築物和空地情形修補成正確的底圖，再以逐一對建築物 (包括 2007 年、
2009 年情形)進行調查。都市計畫將此地區劃為商業區與機關用地，但從現況使用圖上發現許
多土地未如都市計畫規定之使用方式發展。本研究為強調低度、未利用空間，以「全部閒置
建築空間、部分閒置建築空間、未使用空地、低度使用空地」為主要調查面向。根據上述問
題，以下為田野調查的歸納。
圖四分別可以看出低度、未利用空間和巷弄的關係。圖四環繞著圓環的彎折巷弄，是從
清朝至今留存下來的生活路徑，其尺度和街巷紋理至今仍存續著。2007 年 的調查圖面顯示研
究範圍基地 (街廓 1-7) 上共有 138 筆低度、未利用空間，包括部分與全部閒置建築、使用空

12. Scott 等亦曾從傳統地理學群聚的區位觀點，來進行媒體及傳播相關產業的經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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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度及未利用空間分佈圖 (據臺南市都市計畫航測地形圖為底圖，2009 年 5 月調查版
本，筆者繪製)

地與未使用空地。其中有 68 筆為全部閒置 (約佔 49%)、50 筆為部分閒置 (約佔 36%)、10 筆
使用空地與 10 筆未使用空地（各約佔 7%）。2007 年的圖面和 2009 年的圖面疊圖可知，118
筆閒置建築空間中，2 年之間有 10 筆已轉為文化創意業者所使用。
研究者嘗試從閒置建築之形狀、樓層、區位(與鄰房、臨接道路關係)分析，找出閒置空間
的特質，可知被閒置的土地有六成是形狀不方正的土地；而切割零碎的地塊，如果是位於角
地，則不會被閒置。而在閒置空間與道路的關係上，發現逾半數 (52%) 之全部閒置建築皆鄰
接一條馬路為主；未使用的空地八成皆是面臨一條內巷。
由田野調查和居民訪談的結果得知未被充份再利用的空間、空地問題，有以下的原因：
1. 由於位於都市市中心之出租環境與價格、出售價格較高，不易租出或售出。2. 現況之土地
使用與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不符，劃設為商業區之市中心，真正商業使用需求與實際劃設有相
當的落差。3. 舊巷道限制發展。4. 由於商家的人口組成多為中老年人，家族外移造成連棟街
屋的三層以上未被好好使用。
關於舊巷道限制發展方面，值得深入討論。臺南市都市市中心地區之交通系統原以人行
為主，日治時期之市區改正對於土地使用情形強制劃分之下，產生零星細碎土地。而現行道
路難以符合現代市中心高強度與消防防災等而進行計畫道路劃設，使得許多建築在尚未徵收
情形下而產生閒置情形，如圖四所示街廓4之情形最為顯著。從圖五可以進一步看出在本研
究範圍內，街廓 4 之計畫道路上之建築無法重建，但政府又無力徵收情形下所產生之閒置建
築型態分佈情況，即使位於角地這樣好區位的集合住宅仍然閒置。對於街廓內巷道與低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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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街廓4為例 : 閒置空間的建築物類型圖

用土地關係，可以觀察出許多在巷道內之閒置建築或空地，由於市場價值低或地主自用性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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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創意族群的屬性和群聚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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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業者分佈圖 (左圖) 和婚紗攝影業聚集圖 (右圖)

攝影業聚集而產生；如圖六所示大馬路之街角在日治時期即被做了良好的安排，目前多被婚
紗業所佔據。婚紗攝影業是一種結合多種行業的複合性產業，包含：美髮設計、服飾搭配、
攝影、印刷出版等。同時其是由傳統的照相館為新郎新娘（新人）提供結婚照服務，漸漸拓
展業務，發展而成為包含內容甚多之整合式服務，是群聚現象較明顯的產業 (金家禾、徐欣
玉，2006)，由於其所需空間較大，通常佔據街角，或於街區沿街面處合併街屋形成；其他相
關文化創意產業業者分佈較零散，但所觀察到有趣的現象是多和舊時行業群聚的街道有關，
例如舊有的打石街 (現民生路) 留存了打石店，此區的文化創意產業特質，在於善用傳統產業
加上創意加值，民生路的傳統產業也不斷的創新，如帆布業除了做既有的產品，尚包括新式
的書包，並開創自己的品牌標誌。此外民權路為舊時十字大街的重要路徑，舊有的鞋街和草
花街 (現民權路一帶) 仍有特色的繡莊分佈等。

(三) 文化創意族群的空間偏好分析
從文化創意的角度切入都市的論述，以文化經濟學者的論述為最普及，如 Florida (2002;
2005) 等歐美學者的論述，提及創意人才的導入對地區再生的重要性。這樣的論述可以說是目
前朝創意文化再生的主流論述，本研究並不從文化經濟的角度切入，而是從現場田野調查所
發現的街區衰退現象與空間利用問題為論述的起點，所要提出的是地區構成所反映的在地文
化的強調，外來創意族群如何和在地的既存氛圍相融合，形成一個地區的整體意象，接著是
以下所要探討的部分。
本研究要如何在保存舊街區地方文化的價值後，讓強要素的都市空間循著自然街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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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繼續存留，另外弱要素空間引入新的創意族群來利用，進而活化舊街區。基本上決定強
要素存續的重點不在使用者，其和公共政策、街道商業關係、宗教信仰有強烈的關係；影響
弱要素則使用者是重點，根據2009年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分類可知，本區域屬文化
創意產業者包括婚紗攝影、婚嫁禮品店、花藝設計、美髮沙龍、印刷、珠寶設計、創意服飾
店13、畫廊、畫室，加上原來的傳統行業如帆布行、打石店、繡莊等，佔全部行業的 17%。
經由訪談本區暨週邊街區 32 位文化創意業者14，包括 5 位創意婚紗攝影業者、3 位花藝設計
業者、2 位婚嫁禮品業者、5 家印刷店業者、11 家青少年服飾店業者、5 家美髮沙龍和 1 家畫
廊經營者。其中男性占 43%，年齡分布於 20-50 歲之間 (20∼30 歲者佔 40%、30∼40 歲者佔
30%、30∼40 歲者佔 30%)，約 35% 居住於本調查區域內，被訪談者近 4/5 為臺南本地人。研
究者將上述閒置空間的狀況 (建物意向照片如圖五閒置空間的建築物類型圖) 反應在訪談表，
訪談的內容重點包括該族群之土地所有狀況，以及選擇之區位、建物狀況、住商的使用屬性
及建築形式、坪數大小、其他考量等。其中建築物類型在分類的考量上，考量到住商的使用
屬性及建築形式，分為住商混合的連棟街屋、住商混合集合住宅、獨棟和連棟住宅。
根據訪談的統計可知所有狀況以承租者為多數佔 87%，將屋齡當考慮要素者佔 78% (主
要涉及老舊管線處理之因)，亦高達 91% 者認為建物外觀、全數認為室內空間格局為考慮要
素。綜合分析可知其在選擇再利用的閒置建物方面，偏向喜好臨街全部閒置的空間使用；屋
齡、建物外觀和室內空間格局都是選擇空間使用的要素，經由訪談所抽出的要素和閒置空間
情形兩兩比對，關於屋齡、建物外觀和室內格局明顯涉及個人喜好，較難找出和閒置空間的
關係，而對區位、面積可以歸納提出以下關係明顯的圖，如圖七。為了了解區位、面積和文
化創業業者的選擇模式關係，研究者以區位的優劣為橫軸，分成六個等級，以臨大馬路為 A
區位 3 個等級，臨內巷為 B 區位 3 個等級；面積大小為縱軸，以100 平方公尺為基點，是基
於「都市更新綱要計劃」所建議最小的更新單元，以 100 平方公尺為縱軸的基點是為了了解
連更新基準都達不到的建物，文化創意業者選擇的可能性。由此四個象限，可以探討文化創
業業者自主再生的偏好落點，進而檢討既有的更新制度問題。
從圖七可以看出易被轉用為文創業者使用的建築物落點多落在面積適中區，區位正向和
負向接近原點處，即不如一般的預先假設，區位選擇是一最重要的決定要素。而從分佈的落
點檢討，可知被選擇的面積大小會跟著資金和使用用途而異，然會進入舊街區者多喜歡街屋
這樣尺度的氣氛，或而選擇具有舊街區的氛圍且占據相對較大的角地 (如婚紗業)，但是面積

13. 服飾方面，可依銷售年齡層分為三類：童裝、青少年服飾、中年服飾。而本研究在此區青少年
服飾店問卷調查中，發現有自創品牌的現象，所以在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分類中納入
設計產業。
14. 為進一步了解對於外在/ 新的/ 潛在的創意族群，進而曾深度訪談8位曾經參與臺南市創意市集
之創意工作者(99.01)，主要訪談內容在於理解對於文化藝文發展的空間需求。其中7位受訪者認
為臺南市仍缺乏創意工作者聚集、展示或販售其作品之空間，期望有一個可供創意工作聚集之
空間，且為鼓勵其在區內創作、展示其作品之空間，且租金較市價低廉，8位受訪者均願意在此
租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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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回應於本文初所提文化再生舊街區的意涵，目前臺南市此區朝向再生所遇到的兩個關鍵
議題，即空間結構和都市更新體制問題，本研究藉由田野調查和相關現象分析，從街區尺度
的討論架構，從而提出街區空間再生問題，此外藉由分析了解文化特區的特質，以及文化創
意產業業者的空間選擇趨向瞭解街區尋市場機制，朝向自主地進行轉化、再生的可能模式，
而明顯的文化特區的特質和政策配套使地區的定位清楚，使文化創意產業業者的空間選擇趨
勢確有實行的可能性，而使地方因為空間的改善和文化創意人才的進入，展現出發展的活
力，以支持保存式更新的論點。

(一) 本土舊街區保存式更新方式的建構
在舊市區有其存在的紋理，大規模的更新方式破壞了既有的社群關係;都市是人們聚集、
相遇，可以經驗各種活動的地方，如果剷平式地丟入一個完全沒有被整體考量過的機能，被
置換後的都市繁盛景象和魅力會銳減；然而城市可以利用部分的文化轉換呈現自己成為一個
有趣的地方，不需要做巨幅的改變。經由以上的研究和調查，我們從都市市中心的構造落實
到空間再生，提出一種沒落都市地區修復的方式。如圖八所示，尊重地區的紋理，擅用文化
潛在力，保存對地區持續存有的重要建物空間 (強元素)，針對已經無法存續的建築空間，考
量到繼續引入地區的可能文化經營力，軟體面向和硬體面向的配合，才是符合現今國際趨勢
的再生觀念，也才能夠使街區永續經營。
從實證的結果，我們可以得到更細節臺灣舊街區之衰退現象理解和再生操作建議。面臨
馬路部份一樓為商店，以上為住戶，為臺灣舊市中心普遍的現象，目前這種住商混合的街屋
或集合住宅型態，隨著時代的變遷，如內文所歸納的幾個主要原因，包括價格因素、使用需
求、舊巷道意象的連帶影響、人口組成的改變等，仍然造成閒置現象；內巷則由於均無人經
過，商業沒落，街區內部往往成為住宅使用，從研究得知即使整修或改建過的住宅，仍然再
度閒置，其原因在於街區的結構，街區的內部往往不敷停車，環境機能不足，使得許多居民
紛紛向外搬遷，加速地區衰敗程度，這是臺南舊街區的普遍現象，因此造成臺南舊街區的向
心力量弱、留不住居住者，建築物沒有使用者，是街區衰退的最主要原因。
一般舊市中心再生論述甚少直接從空間現象談論起，本研究嘗試從田野調查的觀察，
以街區的強弱要素、內外的差異來評析，驗證了臺灣本土街區結構的實質問題。此外嘗試探
討地區結構和創意文化族群再生空間之趨向，可以瞭解街區內外差異、面積的特殊性考量，
都市更新政策不只是劃區域與探討更新硬體的問題，由受訪者對街區內建物型態偏好可以知
道未來建築物再利用的策略，反映到對於都市更新程序與機制的檢討。舊街區的結構由於私
有土地佔大多數，歷史紋理也留存者，並不適於大規模的都市更新，應以逐步發現機會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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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的舊街區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舊街區的表層和內部的不同，但是目前這些區域在臺
灣法規中，全都被指定為商業區，其地價十分高，導致開發成本較高，造成不易再開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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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及的最小更新單元) 以上的空地多於內部，同時相較於街區外部權屬的複雜度較低，街區
內部可以看到市場機制個別選擇的趨勢，個別的建築基地轉換使用機能，由於住宅市場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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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趨勢強於文化創意產業的進駐，難以形成文化群聚；街區外部建議考慮其與街道的關係和
連續性，引導形成文化群聚的可行性高。若能有優先順序地將低度利用的建築物和土地導入
適合的機能，便能有機會維持著街區的紋理，且使地區持續發展。

2. 配合街區發展趨勢，建立修繕制度
街區外部 (臨大馬路) 住商混合使用、街區內部(未臨大馬路)住宅化，是臺灣舊街區自然
發展的趨勢。從這次調查得知，低度使用的土地會產生連鎖效應 (比較 2007 和 2009 年的土
地使用)，對於即將閒置和閒置不久的土地，應盡快採取對處方法，因此應推動建築物修繕制
度。臺南市已有「老屋換新裝」之補助辦法，透過獎勵補助方式誘導人民可將老舊住宅重新
整理、修繕與環境綠美化。研究者認為應使這樣的制度配合上述所提保存式更新原則，有優
先處理和層級性處理的地區，使舊街區能在既有的街區空間結構下，漸漸自主地進行轉化、
再生。
本研究提出保存式更新的三個層級：內巷的獨棟低矮平房 (位於圖七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
之 B-3 區位部分)，地價相對較低，是舊街區最需先進行處理的部份，文化創意業者選擇的趨
向近乎零，建議應該進行大幅度的改造。至於另一類被閒置和部份閒置的集合住宅，地價相
對較高，是位於圖七所謂一、二象限的縱軸面積較高部分，文化創意業者選擇的趨向低，建
議進行機能重新檢討。而位居街區沿路中間位置的街屋則再利用恢復住商混合機能，文化創
意族群使用者進駐的可能性高。

3. 基於舊街區結構與發展問題，文化園區政策需修正之處
至於現今臺南所劃設的文化園區政策，由於對於區內並無劃設特別的土地使用分區，未
和土地使用管制結合，且過度偏重探討區內的古蹟和歷史建築等硬體的修復 (及本文所述的
強要素)，佔大多數的一般建築物之對處方式未被思考，文化園區變成只是古蹟和歷史建築單
點存在的區域，因此建議結合對於一般閒置建築物和空地的控管、再生 (及本文所提之弱要
素)，才能真正達到「文化園區」的效益。
綜言之，目前臺灣閒置建築物轉用的機制是靠著不動產業者，即靠著市場機制，但是多
偏重於個別建築的買賣，並未著眼於地區整體發展；公部門的角色在改善地方公共設施，處
理的多為閒置空地和角地。本論文嘗試從經由田野調查、訪談與各種資料交叉檢證，提出舊
市中心朝向文化氛圍營造的方向下，民間自主再生空間的可能趨向，故舊市中心再生非僵硬
地政府計畫直接介入或單純依賴不動產業者，這個實證的案例，會成為其他同樣從文化角度
做再生地方的重要參考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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