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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緣起

淡水為數可觀的古蹟與歷史建築，歷經多樣文化的洗禮，累積成為多元都市空間形式的的街道氛圍。如何經
由一套完善的推展機制，使淡水聚落的資源能有效的應用與推廣，是經營地方的重要課題。
隨著文化資產保存意識的提高及推動文化觀光產業的趨勢，社會對有形文化資產保存的觀念已經從過去的保
存、修復，進程到活化與再利用的議題，政府在面對這股新文化保存的潮流中，便開始思索不同以往介入文化與古
蹟空間的方式，並於營運團體的組織架構提出創意的新思維。
在這股新興的潮流影響下，新北市政府文化局便在2003年於淡水設立了「淡水古蹟園區」，以作為古蹟推廣及
家鄉守護的根據地。而首要工作即以目前所指定的古蹟與歷史建築「活化再使用」做為基礎，同時投注於如何調解
市街區的觀光品質與行為。藉由古蹟博物園區的再精進，讓古蹟與歷史建築保存與活化，提供民眾更優質、舒適的
古蹟參觀體驗。
2005年7月1日正式成立「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扮演淡水地區在地經營的積極角色，打破了一般古蹟建
築單體維護的概念，而是以整體街道環境與場域的觀點來維持淡水具文化蘊底的文化空間，將視野與工作能量以
既有的史蹟據點為核心，放大至週遭地區，包含鄰近地區的傳統聚落、街道或自然地景等場域環境，使建築與環境
的關係得到了完整的維護。同年經過文化建設委員會（現文化部）的專家學者所共同研議的「世界遺產潛力點」計
劃中也將淡水納入，肯定淡水的角色。
近年的文化空間建設工作，除硬體外，歷史環境教育、文化產業活化的推廣與中小學的教育學習的推動。並凝
聚了淡水地區關注聚落保存的相關團體與個人成為在地文化資產守護網絡。淡水古蹟博物館逐漸建構在地的文化
資產經營機制，有助於對淡水的區域發展，帶來正面與積極的影響。
淡水有許多古蹟、歷史建築、或是紀念性建築，在近年來陸陸續續進行整修，並對外開放。這些有形文化資產
空間在不同時空、不同歷史背景與常民區域生活緊密貼合，也由於地方居民的集體記憶，更成就了這些文化資產空
間的豐富內涵。因此，在有形文化資產空間的再利用與營運中，如何能讓歷史空間或場域與現今區域生活形成交集
與共鳴，讓空間的使用或存在能累積與地方居民屬於未來的共同記憶，並在原有的歷史價值之外，創造出空間的
新價值、累積新的故事，這永遠是當中不能被忽略的一項議題。
故本研討會以「歷史文化」、「文化資產再利用」、「藝術行政管理」三大面向為議題討論方向，進行專題演講
及座談。期望藉由研討會的辦理，獲取國內外歷史空間活化再利用之經驗，並經由產官學者與市民共同參與討論，
作為未來空間再利用計畫實施之立基點與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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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Tamsui encompasses quite a few of historical sites and historical architectures.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s of various cultures, streets and environment of Tamsui now present a kind of atmosphere of multiple usage of urban space.
Therefore, while managing local affairs, how to make best use of and promote resources of Tamsui settlement become
significant issues.
Due to the exaltation of awareness of culture resources preservation, and the promotion trend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society’s notion of preserving visible culture resources is changed from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to revitalization and reuse. Facing this trend of culture preservation, government starts to think about a different way to deal
with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spaces. At the same time, government also proposes and creates new idea of the structure of
managing organization.
Under such influence of this new trend,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amsui
Historical Sites” in 2003 and made it a citadel of promotion historical sites and protection hometown. Its primary job is
to “revitalize and reuse” currently designated historical sites and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based on that, it also pays attention to reconcile touring quality and behavior of urban streets. It aims to preserve and revitalize historical sites and
architectures by improving this historical museum park; therefore people can be provided with better quality and more
comfortable historical sites visiting experience.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established on July 1st, 2005, plays an aggressive role in local management of Tamsui
district. It breaks general concept of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maintenance; on the contrary, it maintains cultural spaces of
Tamsui, which encompasses culture in its deep, through the point of view of overall street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setting. It makes current historical sites the core of vision and working energy, and expands to the peripheral areas, which
encompass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streets, and natural landscape. Thus it keeps good balance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in the plan of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Taiwan”, which is discussed
and decided by professionals and scholars of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Tamsui is also decided to be included because
of its recognized importance.
In addition to hardware, the work of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paces in recent years also contains historical environment education, promotion of revitalization of culture industry and promotion of learning and educ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elementary schools. Thus related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ho are interested in preserva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of Tamsui district, are gathered together and become a protective network of local culture. Local Culture
resources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is gradually set up; this is helpful to develop Tamsui
district and bring more positive and active influences.
2012 有形文化資產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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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t of historical sites, historical architectures, monuments and buildings in Tamsui are restored and maintained
and then re-open in recent years. These visibl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paces are closely got together with lives of local
residents under different time, space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Such collective memory of local residents creates even
richer contents of thes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paces. Therefore, while reusing and managing visible culture resources
and spaces, how to mix historical spaces and settings with modern lives and create resonance, how to make the usage or
existence of spaces intertwine with local residents future collective memory, and how to create new value, accumulate
new stories in addition to its original historical value are issues that can never be ignored.
This conference includes three major directions, which are “historical culture”, “reuse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rts”. Speeches and discussion will follow these directions as well. We wish this
conference could be beneficial to learn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s experience of historical space revitalization and
reuse. With the participation and discussion of industry, government, scholars and general public, we will come out some
standpoints and foundation for implementing future space reus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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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1（日）

議程

場次內容

時

間

場次內容

08:30

報到

09:00

【專題演講】

議程

08:30

報到

09:00

開幕、貴賓致詞

09:30

【專題對談】

空間與歷史的協奏

主持：林倩綺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與談：施國隆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副局長

主持：林倩綺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教授 Prof. Haruhiko Goto

主講：尼克．艾班

Mr. Nick Ewbank

後藤春彥

一個透過文化及教育以振興新生的案例研究

日本早稻田大學創造理工學部長‧教授
林志宏

堀込憲二

佛克斯 Folkestone：

英國創意基金會創始總監

博士 Prof. / Dr. Roland LIN, Chih-Hung

10:30

茶敘

法國巴黎索邦大學《遠東研究中心─CREOPS》研究員

10:40

【專題對談】

在環境中的創作：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

主持：蕭麗虹

竹圍國際創藝總監

與談：尼克．艾班

Mr. Nick Ewbank

教授 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10:20

茶敘

10:30

【專題演講】

生活景─近身景觀價值的發現與社區營造

主持：陳亮全

教授 臺灣大學城鄉所教授

張忘

匯川聚場藝術總監

主講：後藤春彥

教授 Prof. Haruhiko Goto

王榮裕

金枝演社藝術總監

日本早稻田大學創造理工學部長‧教授

英國創意基金會創始總監

12:00

午餐

13:30

【專題演講】

博物館作為方法：從民間智慧研究到社會資源策劃

12:00

午餐

13:30

【專題演講】

世界遺產、歷史城市、永續發展

主持：宋立文

淡江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主持：米復國

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主講：陳沛浩

Mr. Howard PH CHAN

主講：林志宏

博士 Prof. / Dr. Roland LIN, Chih-Hung
法國巴黎索邦大學《遠東研究中心─CREOPS》研究員

14:50

茶敘

15:00

【專題演講】

立基於過去之未來─文化與認知

主持：米復國

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主講：邁可爾．詹森

教授 Prof. Michael Jansen

香港民間博物館計劃共同創辦人
15:00

茶敘

15:10

【專題演講】

臺北寶藏巖共生聚落文化治理的一段敘事
16:00

德國亞琛工業大學 文獻保護中心 （RWTHacdc）創辦總監
16:20

16:50

主講：蘇瑤華

亞洲大學藝術館副館長‧策展人

【專題演講】

生活、環境與記憶：山仔后文化景觀保存與活化策略

主講：徐伯瑞

建築師‧徐伯瑞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專題對談】

以大地為名的環境藝術

主持：廖文卿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代理館長

主持：廖文卿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代理館長

與談：邁可爾．詹森

教授 Prof. Michael Jansen

與談：陳沛浩

Mr. Howard PH CHAN

【綜合座談】

德國亞琛工業大學 文獻保護中心（RWTHacdc）創辦總監

17:30

藝術群聚創新轉進：

香港民間博物館計劃共同創辦人

鍾喬

差事劇團團長

蘇瑤華

亞洲大學藝術館副館長‧策展人

林舜龍

藝術家

徐伯瑞

建築師‧徐伯瑞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吳慧貞

藝術策展人

黃瑞茂

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17: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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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0（六）

2012.10.21（日）

Time

Session

08:30

Registration

09:00

Opening Address

09:30

【Panel Discussion】

CONCERTO OF SPACE AND HISTORY

Host: Ms. LIN, Chien-Chi

Commissioner of Cultural Affairs Department,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Panel: Mr. SHY, Gwo-Long

Deputy Director-general,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Ministry of Culture

Hostl: Ms. LIN, Chien-Chi

Commissioner of Cultural Affairs Department,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Prof. Haruhiko Goto

Professor of Urban Design

Speakerl: Mr. Nick Ewbank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Creative Foundation

Topic

Dean, School / Graduate School of Creative Science & Engineering, Waseda University
Prof. / Dr. Roland LIN, Chih-Hung

Researcher, Far East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Paris IV-Sorbonne

Dr. Horigome, Kenji

Associate Prof. of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ChungYuan University

10:20

Coffee Break

10:30

【Keynote Speech】

Hostl: Prof. CHEN Liang-Chun

Speakerl: Prof. Haruhiko Goto

Time

Session

08:30

Registration

09:00

【Keynote Speech】

12:00

Lunch

13:30

【Keynote Speech】

10:30

Coffee Break

10:40

【Panel Discussion】

CREATION IN ENVIRONMENT :

Hostl: Ms. Margaret Shiu

Director of Bamboo Culture International

LIFESCAPE: DISCOVERY OF CLOSE LANDSCAPE VALUES AND

Panell: Mr. Nick Ewbank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Creative Foundation

COMMUNITY EMPOWERMENT

Mr. ZHANG, Wang

Artistic Director of Streamline Creative Group

Prof.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ititute of Building and

Mr. WONG, Rong-Yu

Artistic Director of Golden Bough Theatre

Planning

12:00

Lunch

Professor of Urban Design

13:30

【Keynote Speech】

Speakerl:

DEVELOPMENT

Mr. Howard PH CHAN

Associate Prof. of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amKang University

MUSEUM AS METHOD: FROM VERNACULAR KNOWLEDGE RESEARCH
TO SOCIAL CURATING

WORLD HERITAGE, HISTORIC CITY, SUSTAINABLE

Speakerl:
Prof. / Dr. Roland LIN, Chih-Hung

FOLKESTONE UK: A CASE STUDY OF REGENERATION THROUGH

TAMSUI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RTS FESTIVAL

Hostl: Dr. SUNG, Li-Wen

Hostl: Dr. MII, Fu-Kuo

Topic

CULTURE AND EDUCATION

Dean, School / Graduate School of Creative Science & Engineering, Waseda University

15:00

Coffee Break

15:10

【Keynote Speech】

Researcher, Far East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Paris IV-Sorbonne

Associate Prof. of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amKang University

Co-founder of Community Museum Project, HK

ARTS CLUSTER IN TRANSITION: NARRATIVE OF THE ARTS
REGENERATION AT TREASURE HILL HISTORICAL SITE, TAIPEI

14:50

Coffee Break

15:00

【Keynote Speech】

THE FUTURE IN THE PAST: CULTURE AND IDENTITY

Hostl: Dr. MII, Fu-Kuo

Associate Prof. of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amKang University

Speakerl: Prof. Michael Jansen

1st director RWTHacdc, Germany

【Panel Discussion】

ENVIRONMENT ART : IN THE NAME OF LAND

Hostl: Mr. LIAO, Wen-Chin

Acting Director of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New Taipei City

Hostl: Mr. LIAO, Wen-Chin

Acting Director of Tamsui Historical Museum, New Taipei City

Panell: Prof. Michael Jansen

1st director RWTHacdc, Germany

Panell: Mr. Howard PH CHAN

Co-founder of Community Museum Project, HK

Mr. ZHONG, Qiao

President of Assignment Theatre

Ms. SU, Yao-Hua

Chief Curator, and Deputy Director, Asia University Art Museum

Mr. LIN, Shun-Long

Artist

Mr. HSU, Bo-Ray

Architect, Director of Henry and Partners Architects and Planners

Ms. WU, Hui-Zhen

Art Curator

Dr. HUANG, Jui-Mao

Associate Prof. of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amKang University

16:20

17:30

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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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Curator, and Deputy Director, Asia University Art Museum

【Keynote Speech】

LIFE, ENVIRONMENT AND MEMORY: CULTURE LANDSCAPE
CONSERVATION AND REGENERATION TACTIC OF SHAN-ZHAI-HOU

Speakerl: Mr. HSU, Bo-Ray
16:50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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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 Director of Henry and Partners Architects and Pla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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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詞

林倩綺局長：
施副局長，蔡區長，後藤春彥教授，憲二教授，林博士，我們淡古的廖館長，還有今天與會許多學者專
家，跟對這樣題材有興趣的貴賓們，大家早安大家好。我們今天與會的貴賓朋友非常的多，首先歡迎大家，來
參加我們這次的研討會，從十月份開始，新北市文化局跟所屬的單位，舉辦了一系列的研討會，可以說是一個
研討會月。在十月第一周，在新北市政府的507會議室，我們舉辦了博物館產業論壇，來探討整個新北市以博
物館為主軸，算是一個博物館產業的啟動，在這樣一個大家辨證的議題下，開啟了十月份一系列的研討會。在
上個星期，我們在十三行博物館，因為它屬性的關係，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場，將無形文化資產如何有形化的一
個討論，今天則來到這個研討會系列的高潮。
也就是我們淡水古蹟博物館主要執行的，針對有形文化資產，跟整個大淡水地區，還有世界遺產這樣的一
個整體概念下，跟世界連結的一個想像。希望能夠在這樣一個推動的過程當中，將我們的一個想像與期待，能
夠在未來成真。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必需要透過許多的努力，不僅是在地社群的一個連結，透過社群的平
台，能夠跟世界有一個對話，有了這樣一個對話之後，我相信，我們在朝世界遺產的努力當中，將會在未來有
一些成果，每一個人每一個事件，在這樣的歷史當中，都會有一個歷史角色的定位。
特別選在十月份舉辦，也是非常具有意義的，如果大家對於我們最近辦的系列活動有些概念的話，可以知
道今天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也就是國際環境藝術節。我相信，大家對於淡水地區的有形文化資產的了解
都不在話下，大淡水地區有形跟無形的文化資產，透過我們淡水古蹟博物館，跟十三行博物館，我們對有形、
無形的理解，都在這樣一個大的區塊，還有國際化趨勢，產生了很強的意象。
從上個禮拜開始，新北市的國際環境藝術節也起跑了，正好這個禮拜是最重要的一週，今天跟明天兩天，
有一個全臺灣非常獨特、而且應該算是唯一的環境劇場，非常具有意義。這個意義是，在地居民自明性最高極
致的一個表現，我們可以從這裡面看到，整個大淡水地區大家的生命、活力，也看到大家記憶歷史跟創造歷史
的一個過程。今天研討會完之後，極力推薦大家留下來，欣賞晚上的國際環境藝術節，我相信會對整個有形無
形文化資產的課題，跟我們在世界文化遺產的展望，都可以在這個禮拜、在淡水地區看得到。
我相信今天整體的討論，我們所有請到的學者與談的內容，都會給大家很多的想法，那我們也希望，與會
的貴賓在想法在衝擊上，我們應該都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跟遇見，我們透過這樣一個對話，不管是相互的衝擊也
好，或是相互的印證也好，我們都可以在這裡面，開啟一個對於有形無形文化資產的認識跟保護，甚至未來的
再活化與利用。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與會，也很感謝今天的學者，我也很高興看到我們憲二老師，今天也參加
我們的會議，憲二老師其實是八田與一修繕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過去我在南部的時候，對於日式有形的資產，
可以看到歷史的足跡。我相信今天大家在對談，一定會有很豐碩的成果，最後，敬祝我們此次的研討會圓滿成
功，也祝我們新北市國際環境藝術節，能夠帶給大家一個很愉悅的記憶。非常感謝，謝謝各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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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國隆副局長：
林局長，UNESCO的林博士，還有我們淡水古蹟博物館的廖館長，還有蔡區長，憲二老師，還有日本來的
後藤春彥教授，各位大家早。今天很榮幸來參加，我們新北市2012年文化資產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局長談了
很多新北市有關文化資產保存的學術研討會，我認為今年是很重要的一年。今年是2012年，剛好是聯合國有
形文化資產保護條約滿四十週年，他們四十週年辦了很多活動，臺灣的《文資法》也剛好滿三十年，所以今
年，很多活動都在辦理，新北市辦了很多。實際上我這一趟從臺中，各位知道文資局辦公室在臺中，我繞了整
個臺灣，先去臺東參加了一場相關遺址的研討會，昨天前天我們在臺北，也辦了一個非物質的、東亞的學術研
討會，邀請了大陸、日本、韓國的學者專家一起來談，今天很高興來參加新北市的研討會。
我也很高興看到我們蔡區長在這裡，今年UNESCO辦的推動活動，世界遺產與永續發展，有一個副標題：
地方社群的角色。可以看到現在世界遺產的保護過程當中，在地的角色非常重要，你要永續發展，沒有得到
社區居民的認同，這沒辦法的。從這裡我覺得我們新北市淡水古蹟博物館，是文資局十八處的世界遺產的潛力
點，我們的預備名單裡一個很重要的點。剛剛有談到，淡水的古蹟密度是最高的，新北市投入那麼多資源，做
經營和保護，就我中央主管機關的立場，感謝林局長、廖館長對淡水古蹟的共識，非常感謝。預祝今天明天的
研討會能夠順利圓滿成功，謝謝。
蔡葉偉區長：
局長，施副局長，我們聯合國UNESCO的林博士，是我們宜蘭人，在國外發展很久，也歡迎後藤春彥教
授。就像剛才副局長講的，地方的參與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這條是一個不太容易走的路，但是它需要一個開
始。怎麼開始？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前輩專家在這邊協助我們，人民的參與，我想會是關鍵。除了剛才林博士講
的，聯合國有很多活動之外，我剛才跟林博士報告，現在有一個聯合國和諧鐘，聽說是第二次大戰的時候，在
中國戰區很多的砲彈，用那些砲彈所鑄造的一個鐘，後來南京政府送給聯合國，這個鐘即將來到淡水，之後會
到世界各國，要再回來可能是兩百年以後的事了。
我想，淡水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它值得我們去努力，也需要靠大家的合作。今天晚上、明天晚上，環
境藝術節它所要展現的就是，剛才有講到的居民的參與，有兩百位素人的居民，經過三個月不斷的訓練，然後
來演出我們自己在地的故事，我們阿公阿祖的故事，讓我們的子孫永永遠遠能夠記得，這樣子的事情在淡水發
生，我想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社區總體營造的展現。希望貴賓們能都抽空觀賞，謝謝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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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黃瑞茂教授：
局長、副局長，各位國際嘉賓跟朋友，大家好。我花一點時間，來介紹淡水過去包括文化部的支持，文化
局的投入，跟古蹟博物館在地的工作，跟淡水區公所的一個努力成果。各位可以看得到，其實淡水算是一個小
鎮，可它擁有很多古蹟點，也看到非常多的努力，包括地方的努力，我用幾分鐘的時間，來講這一個故事。在
2002年的時候，文建會開始關注這件事，把淡水指定為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那在臺灣這一個點的特殊性在
於，其他點都比較屬於物質或自然，大概只有淡水是比較屬於人文，非常的可貴。
在2003年，臺北縣（現新北市）成立了淡水古蹟博物館，可以說是臺灣的首創，對在地的一個文化經
營，過去，淡水古蹟博物館有節奏地做了一些事情，包括針對代表有形和無形文化資產，做了一個普查工作，
它也應用了淡水文化工作將近二十年的成果，囊括進到政府的一些行動裡面。再來在2007年，在文化部的支
持下，完成了區域保存的計畫，不只是從單點去看古蹟，而是從一個網絡、一個街區的角度，來統合政府在淡
水文化資產上作為的成績。
這裡面，開始有一些具體工程的推動，包括整個埔頂地區歷史風貌的修建，目前已經完成。而為了因應觀
光，目前淡水大概也是臺灣第一大風景區，是每年到訪人數最多的一個地點。怎麼樣把觀光跟文化結合？古蹟
博物館過去也做了一些有關自導式的系統，讓到訪遊客進入一個比較友善的環境。在文化局的推動和城鄉局的
協助下，也開始進行古蹟周邊相關都市設計擬定的一個構想，開始看到除了古蹟之外，周邊環境怎麼樣給它一
個更好的背景襯托。
過去，很多地方朋友在推淡水的地方工作，在古蹟博物館推動有關街角博物館，這個概念不只政府在做，
民間也持續地推動。在得到國科會的補助底下，進行淡水古蹟數位典藏的計畫，目前主要的古蹟都已經數位
化，過去兩年，古蹟博物館也做了一些推動，把數位化的成果，應用進到中小學的教育裡面，淡水這麼多樣
的，從荷西到近代的各種建築的構造，透過一個數位科技的使用，讓一般小孩子更能夠理解。
剛剛局長也特別提到，這兩天剛好是淡水環境藝術節，我們可以看到，從2005年礮台的活動開始到今
天，每一年都有新的成果，右邊是去年的活動，動員將近五百個在地居民，這是淡水很重要的一場戰役，叫中
法戰爭，當時中國地區唯一的勝仗，這個也幻化為一些地方的故事，包括祭典、大道公媽祖，這些東西都還深
刻地影響到居民的一個生活經驗。今年的劇場非常的特別，它是一個更擴大本來西仔反的故事，從淡水整個大
屯山爆發，廖添丁的故事，到西仔反的故事，來做一個整體的回顧。幾位前輩都有提到，這大概應該是臺灣首
創，其實更重要的是，怎麼樣串連古蹟、人文肌理，且在歷史環境裡面演出，透過這個活動，讓民眾能夠更體
會到，如何來珍惜淡水這個環境。所以今年，我們特別把整個研討會題目，定義在所謂「生活景」的部份，關
注這樣獨特的歷史環境，如何融入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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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與歷史的協奏
主持：林倩綺
與談：施國隆、後藤春彥、林志宏、堀込憲二
林倩綺局長：
副局長，林博士，和我們後藤教授跟憲二教授，剛才黃教授已經將我們淡水從過去到現在的一個努力，做
了個簡單的導引。今天我們的主題生活景（lifescape），從過去地景（landscape）、景觀（sitescape）一直到現
在，擴大到生活中，我們期待在這樣的概念在生活裡面到處可見，這樣一個空間與歷史的協奏的主題，我們如
何能夠畫出美麗的音符，響出美麗的樂聲，都有待我們這兩天與大家相互的激盪。
這段落是一個引談，淡水地區的有形文化資產給大家的印象，跟現在整個因為交通建設相對完備，讓淡水
地區不僅文化意象非常強烈，觀光感受上，也是全臺大家都會來這邊造訪的一個地方。我們如何讓淡水的文化
意象，能夠透過非常有價值的在地自明性，然後跟世界有一個對話？我們就在這樣的氛圍裡面，先開啟一個對
話的平台。先請施副局長，做一個在文化資產概念上的發言。
施國隆副局長：
林局長，林博士，還有我們日本來的後藤春彥教授，憲二老師。憲二老師也幫我們很多，因為臺灣文化資
產有很多是日式建築，憲二老師協助我們很多有關日式建築設計跟修復的過程。今天非常高興能來參與，我們
新北市政府在林局長帶領之下，辦的這一場淡水古蹟有形文化資產研討會。
現在臺灣世界遺產的預備名單，有形文化資產這一部分總共有十八處，新北市就佔了三處，其中有一個是
水金九，但這整個風貌跟淡水不一樣。淡水剛剛有提到，淡水古蹟是從荷西時代到現代，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生活的地方，也就是人類聚集的地方。它在我們文化資產的保存過程當中，它的古蹟的密度是最高的，也就是
說在整個的活化再利用這個過程，它是一個跟現代生活結合在一起的，它不是一個工業遺址，它不是一個過季
的場域，它是整個有發展的歷史脈絡。
首先，各位知道在《文資法》第一條裡面，文化資產不是只有保存，它開宗明義就講，一定要活化這個概
念。據我所知，聯合國UNESCO在2008年，在加拿大魁北克開會擬的一個宣言，魁北克宣言，這裡面就談到了
世界遺產在保存的過程當中，它的論述是有形跟無形結合在一起的，兩者現在是分不開的。雖然現在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裡面，也有物質世界遺產的登錄名冊，有962處，非物質文化遺產好像有223處，雖然是分開、有個
別的登錄名冊，但是現在論述上，都已經是一起來論述，也就是具備了一種完整性。像古蹟剛剛也提到了環境
劇場這一部分，踩街等等這些都是文化資產，在整個淡水古蹟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部份，就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
怎麼去呈現它。這種東西非物質是來自民間的，很重要的就是社區居民的參與，剛剛也提到了，聯合國認為世
界遺產的保護在永續發展上，地方社群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針對我們淡水古蹟，就主管機關立場活化再利用的話，提出幾點策略。應該怎麼注意到一般對古
蹟，或者是文化資產在做導覽的過程當中，往往忽略只有單向說明，所以我們希望第一個策略上，在做淡水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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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導覽的時候，能夠跟社區居民結合，能夠促進雙方面知識的交流。一般在做導覽，只是很簡單的介紹景點，

林志宏教授：

這還不夠的，一定要讓參觀的居民，跟我們導覽員產生互動，也讓他能夠認知、了解一下整個古蹟文化資產價

謝謝，敝姓林，林志宏臺灣宜蘭人，是城市規劃師還有藝術史學家。首先，非常謝謝新北市政府，尤其林

值，讓他增進他的認同。然後在介紹的過程當中，不是只有古蹟這個價值，它涵蓋的是，包括這個古蹟所延伸

局長還有剛才施副局長，廖館長淡水古蹟博物館館長，非常高興能夠看到地方政府，來一起推動有關世界遺產

出來的故事性，也就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一定要把社區居民的生活故事，把我們社區的景點，把我們的價值

潛力點的、一些相關的研討，然後也非常謝謝最主要的黃瑞茂，黃教授剛才的前言把重要的點，生活景空間和

意義，跟旅客產生交流，這是第一點。

歷史的節奏，怎麼樣在亞洲多元文化，亞洲這種土地寸土寸金，居民的民主意識非常高的場景下，怎麼樣能夠
讓淡水，大淡水區能夠繼續跟國際接軌？

從這個角度裡面來講，我希望在第二個策略上，要建構一個淡水古蹟的品牌，這品牌很重要。這品牌一定
要跟社區的發展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居住在這裡的社區居民，在整個不管是生活上、旅遊上一定認同說，

今天我來參加這個研討會，一方面是跟剛才林局長說，我們在聯合國世界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工作相

我這裡是有一個淡水古蹟，是這個樣子。這品牌是由公部門，來跟民間組織一起建構起來的，在建構過程當中

關，另外一方面，也是從學者的身分，法國巴黎大學遠東研究中心研究員的身分來參與。所以兩個切入點，今

還有一個策略，就是第三個，我建議的，要建立一個地方最大的利益，一定要把地方包括旅遊業、交通業、服

天下午有安排我的演講，所以早上可能就是很淺的點到。離開臺灣蠻久的，尤其是淡水在大學時候常常來，跟

務業，把它組合起來。也就是說，因為淡水古蹟博物館在這裡存在，有它的品牌，以建構地方最大的利益，公

一大堆年輕人都喜歡來淡水，昨天晚上十二點才又下飛機，感覺上，整個精緻感，整個節奏感還有整個活力，

部門可以來主導，但更要結合民間組織。

和二十年以前非常不一樣的感覺，希望這兩天能夠有機會更認識淡水。

最後，剛剛也提到了，在整個文化資產的保留過程當中，很重要社區居民的參與，他們的認同感這一部分

講到世界遺產公約，各位可能知道它是在1972年所制訂的一個國際公約。什麼叫國際公約？國際公約就

很重要的。我們昨天在辦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討會，我覺得我們跟大陸不一樣的地方是，臺灣實施了二十年的

是以世界為一個單位，以國家當作代表共同來推動一些機制，所以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的世界遺產

社區總體營造，這一部分建構了很重要的一個基礎，也就是社區居民參與公共事務，比大陸好太多了。大陸非

公約，目前有190個簽約國，我們的合作單位是以國家為單位，一開始推動不是那麼容易，因為是以國家為單

物質的方案，有形的跟無形的都是由上而下，而且他們的觀念是認為保存這個是為了產業，為了創造利益，所

位，讓國家能夠了解真正的、文化的重點有一些困難點。1972年在制訂的時候，當初還是較為著重於歐洲的

以他們是強制性的。他們是三級政府，中央政府，省市跟鄉鎮市，他們都是由上面來指定，你一定要有什麼什

老石頭，要堅持下來。當初比較有名的、可能各位比較了解的是威尼斯憲章，所以，它當初的整個架構是從這

麼項目等等，目的是什麼？為的就是產業，為了達到利益。他們沒有我們臺灣這種細膩的，從社區營造的發展

架構上制訂的。二十年過後，1992年發覺有一些事情，不是只有老石頭才是最重要的，不是歐洲取向的突出

過程當中，所建構出來的一種認同感、共識，沒有。簡單的說明，謝謝。

性的普世價值為主，世界遺產它登錄的一些原則標準，最主要它是有一些突出的普世價值，希望全世界能透過
國家，透過地方，能夠跨國界的，全人類共同來保護。

林倩綺局長：
謝謝施副局長，從政策面跟從過去實施的政策跟未來觀光發展的一個遠景，做了基礎資訊的說明。基本

所以，1972年以歐洲老石頭威尼斯憲章為切入點，到1992年覺得有些地方應該要反省，因此世界國際遺

上，剛才施副局長所提到的，是由政策面來談過去我們在社造的一個努力，對於文化資產概念的一個建立，然

產公約出現了「全球策略」（Global Strategy），開始思考原住民的東西其實非常重要的，不能只是只有基督教

後有形文化資產，從過去當聯合國在訂定的時候，是一個整體的概念，然而無形、即將瀕臨絕種的，或者是目

那時候的教堂，或者歐洲式的古老城區，來代表世界遺產的大部分名單。剛才施副局長也有提到，每一年召開

前還存續的無形文化資產，在臺灣過去的保存脈絡裡是分開進行的，但事實上現在也漸漸合流了，跟我們今天

一次世界遺產會議，第三十二屆世界遺產會議在加拿大魁北克召開，有一些改變。因為世界遺產分為文化的世

的主題非常貼近，這個生活景。過去已經是很豐碩的文化資產，現在必須被保存的，跟現在我們或許還在創這

界遺產和自然的世界遺產，可是都是要落到一個實質的點，在世界遺產公約1972年制訂的公約架構下，它還

個文化，淡水地區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是以一個地方或一個場景，沒有把非物質的東西列入進來。到了第三十二屆2008年的世界遺產大會，會員國
有一些專家學者、地方居民，還有一些原住民代表，非常堅持的表達應該要把無形的文化遺產，也併為一起考

接下來針對我們目前在世界遺產上的一個現狀，還有臺灣在爭取世界文化遺產，我們所產生的這些潛力

慮。

點，在這個過程當中，當然每個潛力點的現狀是不一樣的。但在淡水區域尤其大淡水區，我們可以在這樣的過
程當中，我們的努力跟我們目前已有的投入，將在爭取世界文化遺產的一個未來上，可以再有一些什麼樣的火
花出現？請林博士，針對您在教科文組織的經驗跟臺灣的現狀，提供我們一個對話的開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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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過在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地方居民還有一些特定的傳統要來維護發展，再生的民間團體、地方政府都是

堀込憲二教授：

非常重要的。我們剛才在講這個國際公約，應該是以國家為單位，來共同國際協商的一個機制，可是因為世界

主席、各位專家，還有出席的各位，早安。我是在中原大學建築系上班，在那邊教書，我本來來臺灣的目

遺產蠻常變成文化旅遊觀光的代言，就變成標上了一個認證。所以說，地方的居民怎麼樣透過這樣的申報還有

的不一定研究歷史建築，本來想研究臺灣風俗。但是，後來日本的很多有關日據時代的古蹟，我就是很自然

發展，能夠帶來一些正面的省思，這個是四十周年，從現在開始應該更注意的事情。

的一直進去，現在有一點迷路的感覺。但是這一點學到很多事情，雖然日據時代已經過了六十年、七十年，我
想過了時間以後，也可以說日式建築在臺灣當時來看是異物，是不一樣的文化、不一樣的東西就進來。但是六

所以回過頭來講，怎麼樣能夠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因為我是從藝術史還有城市規劃的角度來看，所以我今

十、七十年以後，那個就是一個當地文化，或者就慢慢同化，我想古蹟是一個可能藉由時間解決的事情。今天

天只能針對文化遺產來跟各位說明。首先，它是要說明人類怎麼樣利用自然、怎麼樣利用空間的故事，說這個

後藤老師講的那個生活景，就是居民的互動，慢慢的就是一個融合，但這個我想一定要時間的。關於古蹟，我

故事，各個地方都有各個地方的說法，但是我們不能以地方來滿足，應該能夠和國際互相接軌，它就制訂了一

自己想的稍微分享一下，學生常常問為什麼保存古蹟？為什麼需要古蹟？我也不容易回答，因為喝的水或食物

個叫做突出的普世價值，英文叫做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簡稱OUV，然後「說」，蠻好說，可是它一定要

沒有的話，我們就沒辦法活下去，但是沒有古蹟我們也不會死掉，當然還是也是要的，我也一直思考為什麼要

有一定的標準，所以訂立了六條不同的標準。這個標準的話，從精品、非常精緻的精品，第一條標準，第二條

這種歷史文化或文化資產呢？我覺得文化資產是一種當地的特色，因為就是文化歷史或者地理都有關係，所以

標準是文化交流的認證，第三條標準是一些文明或者一些傳統，第四條標準是一些技術的驗證，第五條標準是

淡水的古蹟博物館，淡水的好多古蹟還有紀念性建築物，應該都是淡水的特色，也可以說是淡水人的一個出發

人們怎麼樣使用土地，第六條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這個下午我會再跟各位稍微做更詳盡的報告。標準訂出

點，這對淡水人的歷史應該很重要。

來之後，要看它的真實性，當然各個地方的真實性，和老石頭在歐洲的真實性和亞洲的，比如說我們這裡有兩
位日本的教授，有些真實性它不見得是質材的真實性為主，所以它的真實性也是非常重要的，還有它的完整

這樣來看，另外一個我特別提醒，提出一個意見，淡水的古蹟不可以忘記淡水河的關係，因為所有的古

性，然後它如何落在一個空間裡面？所以剛才黃教授在前言的時候，就說生活景空間和歷史的協奏，怎麼樣在

蹟，我想多數的古蹟，應該都跟淡水河有關係而成立的。現在留下的比較高的紅毛城，英國領事館，或者紅

空間，能夠有一個保固的再生的法令準則和一個機制，讓地方政府和居民怎麼樣去使用它，一代再傳到下一代

樓，白樓比較高的，要往好的地方蓋的，這種留下的古蹟，當然就是眺望淡水很重要的點。還有另外一個歐美

很簡單的跟各位概述一下，世界遺產公約1972年到2012年，其實還是在成長當中，目前有962個點，不是那麼

人的習慣，他們住的地方是高的位置，上班的地方是靠近河邊或碼頭。日本神戶也是一樣，他們的辦公室在下

容易的管理和追尋，可是我們非常希望不管是國家政府，地方政府還有學者，更重要的在地居民，能夠在四十

面，他們每天回去山上住。天母也是，美軍的宿舍就在山上，他們上班的地方就在臺北市區。我想這種特色就

年的起始點，更為這一個突出普世價值的可能性，做一些理念的互相傳達，謝謝各位。

是應該一套的設計，當然現在下面古蹟比較沒有，但是這種原來的淡水跟各種古蹟的關係，我想應該再加強。
此外，提出一個建議，我希望盡量不要填淡水河，隨便多一點留下來，這個是應該要小心，比方像淡水的兄弟

林倩綺局長：

一樣，基隆港那邊有一個平台做出來，好像那個也不對，基隆港那個主角才是重要的，什麼是在地最重要的東

謝謝林教授就這個世界遺產的一個脈絡跟標準，跟我們淡水地區的所謂包括觀光的認證，以一個目前產業

西，要實施什麼都應該要注意。

化的現狀跟世界的連結，產生的一些問題也好，或者是我們還要挑戰的一些事項也好，做了補充。上面兩位已
經都提到觀光化的內容，當然這樣一個觀光化的現象，在世界遺產被具體的表述之後，它就成為一種認證，這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生活景，我想這個人跟古蹟的關係，人跟都市的關係很重要，補充一個，我再加上跟當

個認證在在地區民的概念裡，或者是所謂旅遊者的想法中，都成為所謂景點目標的一環，這個議題所連帶的，

地自然的關係。淡水河或者這邊的地形跟各古蹟的關係，應該多一點考慮進去。另外，看到後面的這個照片

也就是有可能的觀光衝擊的議題，最後保留給後藤教授做一個總結，因為我相信他的社區營造的經驗，還有在

嚇一跳，跟我平常看到的淡水景很不一樣，有那麼多房子嗎？以前走老街的時候都看一樓而已，沒有感覺到這

地精神的經驗，可以跟所謂觀光化的外部觀點來做一個對話。在對談當中，其實我們有一個很好的連結，就是

麼多新的房子，淡水很多古蹟大家都知道，但是這麼多房子，要怎麼結合或者是共生？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課

我們憲二教授，不可諱言的，過去整個臺灣的歷史，曾經有過許多跟國際接觸的經驗，淡水地區從荷蘭、西班

題，不可以馬上決定，一步一步就是要想。或者設計上要小心設計，應該要知道淡水的特色，淡水就是一個古

牙、日治一直到現在這樣一個時期，憲二教授正好是有這樣一個族群的代表性，也是我們目前在整個過去日本

樸感，山丘還有平坦的地，然後淡水河，這樣的地形上成立了。我想要是設計者腦筋裡面有這個思維的話，可

在臺灣足跡很重要的一個發言人，憲二教授參與了許多過去日本的有形建築，在臺灣這樣一個階段再重現的過

能就會有不同的設計出來，我的一點小小的意見到這邊，謝謝。

程，請憲二教授來跟我們做相關的分享。
林倩綺局長：
非常謝謝憲二教授的分享，連結憲二教授的一個概念，這個暑假造訪了法國諾爾省省會里爾市（Lille），
2012 有形文化資產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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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很特殊的展叫做〈Return to Babylon〉，回到巴比倫城。這個展很有趣的是，它邀請全世界藝術家，針對

如同先前堀込憲二教授提出的，保護老事物與重視水有什麼不同？我的想法是這樣的，我們人類，都僅僅

巴比倫做了一些想像，還有許多華人藝術家，用中國的山水做了動畫型的巴比倫城的想像。巴比倫城為什麼會

是傳給未來的一個遺傳基因的膠囊。我們每個人，在這裡存在的意義，是接承也許是爺爺奶奶們，傳給未來的

被解構？我想這個在聖經裡面有它特殊的符號意義，但是在整個西方建築對於高聳跟天連結的概念，跟我們東

一個遺傳基因，我們僅是一個被時間流動的承載基因的膠囊。所以，我們的存在意義，是延續先人的什麼？並

方華人世界建築的空間想像，我想可以透過這樣一個展，去做一個對照跟對話。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剛才憲

把什麼傳遞給後人的每個人。為了這個，所以才存在於此的。因此，從老事物中學習，是否就如同水一樣，對

二教授這邊談的高樓，西方的一個建築有形的空間感是如何被呈現？但是整個臺灣在歷經不同的歷史所展現出

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呢？我是這麼想的。

來的，最後憲二教授所看到的這樣一個現在淡水的樣貌，我們無所謂認同對或不對，而是這樣建築裡面眾生喧
嘩的現象，會不會也是華人世界裡面的一個生活景的現象？這個部份，就他來講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那我們也

再來，還有一個，就觀光的問題來說，如同現今做的，保存古老的遺產成為一種手段。當然，以觀光來

透過這樣的對話，可以開啟一個建築空間的平台。其實從眷村的改建，跟我們仿造許多西方集合式建築，這樣

說，如同先前所談的，必須要提升利益。但是，急遽的觀光化，也常會犯很大錯誤、過失。在這之間，到底該

子空間的複雜性，卻在臺灣的現實生活當下的階段，開啟了好像也還蠻難得的經驗。這樣的經驗雖然好像在一

如何推進？雖然這是非常困難的問題，我想在稍後的發表，以投影片介紹給大家，不單只有觀光，我想醫療、

種紛亂的情況，但是有沒有可能從亂中有序，找出一個臺灣現代建築的樣貌？這也是一個有機生活文化開始創

福祉等，是否也能在歷史性環境中進行呢？謝謝。

發的階段跟可能性。
林倩綺局長：
接下來，最重要的是說，當我們從一個世界的觀點，從一個世界文化遺產推動平台開啟，當我們談到無形

謝謝後藤教授給我們分享的經驗，待會在他的專題裡面，大家可以聽到，在地社群如何跟現在活生生的歷

有形文化資產，在這樣一個生活階段裡面，我們的創造力呢？創造力最重要的關鍵，當然是在地的人、事、

史，一起建構出來未來的歷史。剛才幾位在與話的內容裡面，都談到這樣的觀光現象，我們在淡水所舉辦這樣

物。後藤教授寫過一本書叫做《The Power of Place》，這本書裡面的精神，就是在這個空間平台裡面所產生的

一個研討會，跟目前淡水的發展，真是一個非常豐富的文化歷史與現代觀光行為交融、最典範的一個活生生的

能量，這個能量是如何產生的？呼應到古希臘時期所談到的場所精神（Genius Loci），在這樣一個現代地方的

案例。淡水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在這樣子的，不管是正面的衝突，或者是負面的衝擊也好，都煥發出非常豐富

權力跟場所精神透過社區，如何去建構跟創造有利的能量？有請後藤教授就您的經驗，跟我們做分享。

的能量跟火花。我不知道各位對淡水的印象是如何？從交通開始完備之後，來淡水的人非常多，它也成為全臺
很重要的景點之一，但是再想想，大家來到淡水跟文化的連結，淡水跟觀光的連結在各位的心中又是什麼樣的
一個概念？那這樣的發展，對於在地人的意義又是如何？

後藤春彥教授：
謝謝，我是後藤春彥。林局長、老朋友以及今天的新朋友們，能在這裡與各位相見非常榮幸。雖然能了解
各位所談論的東西，但我自身對世界文化遺產並沒有特別深入的研究，相反地，我關心的是較世界更切身的範
圍、或許可以說比較「世俗」（世間）的事情，相較於世界遺產，我是一個對「世間遺產」更有興趣的人。

當然，我們今天的環境藝術節，很清楚的彰顯了在地的驕傲跟意義。但是當許多觀光產業化的內容進入到
淡水，那所產生的衝擊，我們如何在這樣的衝擊跟拉扯當中，持續的彰顯淡水的一個在地性？這樣的在地性在
國際間、甚至是世界文化遺產的平台上，展現的是什麼意義？這最重要的都還是我們現在必須持續努力的過

首先，關於二十世紀的方法論，就是區別、劃分這件事，它曾是重要的推進方式。把所有的事物分門別類

程。在這過程當中，很偉大的是，淡水在地的朋友們，對於這樣一腳步一腳印都非常的精密。在觀光化的需

地來理解，所以今天也可以看到是以「有形」作為表現，把有形、無形作為區別，讓我們在劃分的範圍中去理

求，旅館的供給是很重要的區塊，但是，剛才憲二教授有提到地景、地貌跟整個生命社群的延續性，跟建築空

解。但以二十一世紀來說，則是反過來，把區別開的東西再一次統合起來，這變得越來越重要。當我在思考這

間也是非常的重要。我們如何在所謂西方高聳建築物的一個概念，跟淡水地區原有的地景地貌取得一個平衡？

些如何把至今所區分開的東西統合，例如思考是否能把「生活」當作一個關鍵詞帶入，作為統合有形與無形的

這都是我們在地跟外來，一起為淡水推動未來歷史風貌，一個很重要的交融跟對話。今天透過大家的與談，將

方法呢？

這兩天要跟各位再深入討論的一些議題，在這邊做一個開啟，我們期待接下來每一位學者，跟我們所交談深度
的內容，都可以帶給各位思想上的衝擊，謝謝各位。

再來，如同先前介紹了我翻譯的書《The Power of Place》，它是由耶魯大學女性教授Dolores Hayden寫的，
談到了關於社會的弱者歷史，僅能依附在景觀裡，僅是景觀的一部份。強者的歷史則變成銅像、書，能留傳到
後世。但弱者的歷史，實際上只能依附於景觀中。這樣的事情不能不珍視地傳遞給後世，它影響了我從近身的
景觀中發現價值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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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活景─近身景觀價值的發現與社區營造
後藤春彥
日本早稻田大學創造理工學部長‧教授

一、 前言
「色即是空」讓我們明白複合互賴理論（complex interdependence）
二、 景觀為何
「景觀」具備的多義性
景觀＝地域＋風景
三、 對景觀及社區總體營造的期待
景觀孕育社區，社區孕育景觀
（景觀和社區間互補的關係，景觀具備的教育能力）
從形成如畫般（如風景明信片）的景觀，到成為具備大地模樣（land pattern）的景觀
發現並提升一般社區景觀（生活景，亦即「生活環境周遭之景觀」）的價值
編輯、彙整出數個「生活景」
四、 都市再生／策略性景觀與社區總體營造手法
1. 創造出小小的公共空間
2. 重新整頓人流
3. 傳承社區的靈魂與場所的力量
4. 孕育市民文化、市民自治
五、 以景觀社區總體營造為目標的「生活景」在經濟學上的價值
1. 具有極大空間上、時間上等外部性的財產
2. 隨著豐富性增加其邊際效用亦會遞增的奢侈品（superior goods）
3. 具有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
4. 並不是地位財（positional goods）
5. 亦無法由市場／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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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CAPE 生活景
DISCOVERY OF CLOSE LANDSCAPE VALUES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
Prof. Haruhiko Goto
Professor of Urban Design
Dean, School / Graduate School of Creative Science & Engineering, Waseda University

1. Foreword

六、 結語
景觀並非一蹴可及，經過一夜就可以速成。市民的努力對於景觀孕育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Form is the emptiness. Emptiness is the form”.

透過人們努力改善景觀，方可產生景觀利益。

Let us understand the theory of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透過共同的努力與合作，藉由主觀評價，才可增加景觀的外觀、表情（expression）之客觀性。
景觀是一種社會資本的視覺體現，景觀社區營造就是展現出未來應共有的都市樣貌。

2. What is landscape ?
The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landscape”

參考文獻

Landscape = geographical region+aesthetic scenery

《場所的力量》（The Power of Place），Dolores Hayden著，後藤春彥等共同翻譯，學藝出版社，2002/3
《景觀社區總體營造論》後藤春彥著，學藝出版社，2007/3
《生活景》日本建築學會編纂，後藤春彥著，學藝出版社，2009/3

3. Expectation of landscape and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andscape nurtures community, community nurtures landscape (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and
community, the educational capability of landscape )
From formation of picturesque landscape ( as seen on postcard ) to landscape with land pattern
Discover and enhance value of landscape of common community ( “lifescape” : landscape around one’s life )
Multiple “lifescape” editing
4. Urban Renaissance
Strategic landscape and method of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1) Create small public space
(2) Redirect traffic
(3) Carry soul of the community and power of place
(4) Nurture culture and self-management of residents
5. The economic value of “lifescape” that aims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andscape
(1) Contain extremely substantial property such as space and time
(2) Superior goods that provides more marginal utility with increase of richness
(3) Has irreversibility
(4) Is not positional goods
(5) Cannot be provided by the market/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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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景─近身景觀價值的發現與社區營造
主持：陳亮全
主講：後藤春彥
6. Conclusion

陳亮全教授：
介紹一下後藤教授，後藤教授是早稻田大學從建築開始，我跟郭中端老師，我們以前都在同一個研究室，

Landscape can’t be achieved in one step overnight. Residents’ effort is vital to nurturing landscape.

我們老師是吉阪隆正，我們談了很多的叫做發現的方法，做了很多的田野調查，然後進到民間，開始做很多的

Improvement of lifescape through people’s effort also generates profit

民眾參與，我們叫社區營造，很早跟居民互動。從裡面我們發現到很多在地的一些文化，在地的一些景觀，後

Landscape can only be objective with its appearance and expression through incorporated effort intersubjective eval-

藤教授他就從這樣的觀點，切入到景觀來。

uation
Landscape is a visual realization of society’s capital;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andscape is the presentation of
future appearance of the city.

他在碩士、博士論文都寫景觀的相關論文，過去從早稻田畢業以後，曾經到靜岡的三重大學，也到過地方
的小鎮，他曾經到過一個地方很有趣，一個小的農村，我講一個故事，他們說要去創造一個文化。農村內很多
的農村文化，但沒有一個比較好的聽音樂的地方，他們蓋了一種非常小的精緻的音樂廳，那些農村的長輩們，
要去聽古典音樂，他們就穿起大禮服來，所以很有趣的是，把這樣一個農村的地方，加上一些新的文化，一些

Reference

意象，做了很多的文化的社區營造。然後回到早稻田，以前叫做理工學部，就是我們的理工學院這樣，早稻田

Dolores Hayden, “The Power of Place”, translated by Haruhiko Goto and etc., Gakukei Shuppan-sha, 2002/3

後來把它分開，叫作創造理工學部，比較強調創意，由他擔任院長。他不只是在早稻田，在日本學界也非常活

Haruhiko Goto, “Community landscape design”, Gakukei Shuppan-sha, 2007/3

躍，擔任過生活學會的會長，大家知道為什麼會很強調生活，因為事實上它是一個空間的根本。現在是日本都

Haruhiko Goto, “Lifescape”, compiled by Architecture Institute of Japan, Gakukei Shuppan-sha, 2009/3

市計劃學會的會長，過去在學識研究和學術的貢獻，他有很多學生跟我們的社區營造一樣都到地方去，做了很
多空間營造和社區營造，他們也很投入。很簡單地介紹一下後藤教授，接下來就請他來講，在我們身邊周遭的
一些景觀價值，以及這些跟社區營造的一些關係，有請後藤教授。
後藤春彥教授：
再次跟各位道聲午安，今天為各位演講的主題是「生活景」。現場有我跟夥伴所共同編寫的《生活景》書
籍，希望各位能夠抽空翻閱。然後，這邊的圖是我在討論景觀時經常使用的圖例，雖然我只是隨手塗鴉，看起
來像是手又像是鳥，這種「多義圖形」是一種包含複數意義的形狀。事實上，「景觀」本來就是由多樣性的景
像組成，所以才會勾勒了這些圖像以做為課堂教材之用。
景觀眺望
相較於映入眼簾的景觀構成，更重要的是「由誰」、「從哪裡」來眺望生活景？換言之，是從「眺望的視
點」來談，亦即「這裡是哪裡」與「我是誰」等等具根源性的討論問題。從景觀的角度來談，是足以具影響定
論的事。因此，我們並不是要討論眺望的標的物為何，而是去談「是誰」、「從哪裡」進行眺望。例如，景觀
眺望並不只是由人的觀點來看，而也可能是由神、鳥或牛來看，我們運用各種想像力，甚至是對於天馬行空並
不存在的物體，也都是可以做為想像的對象，這都是談論「景觀眺望」時很重要的事。
東京都過去稱為江戶，眾多畫師運用想像力，將視野拉高來眺望所繪製的〈江戶鳥瞰圖〉，就是當時的畫
師們，在沒有飛機、熱氣球，也沒有高樓或晴空塔的時空場景之下，僅透過想像力的運用，就已經正確地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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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所在的奧德薩地區，還有一位庭園設計師，查爾斯‧愛略特（Charles Eilot）。查爾斯是弗雷德
里克最優秀的門生，然而，查爾斯從出生到聲名大噪至死亡時，才不過在世三十八年，比老師在世時間還短，

今年春天，東京晴空塔這座634公尺高的電波塔正式完工。由於我自已本身，也是晴空塔設置地點的評選

其實他是當時將區域計畫重新啟動的推手。當時，剛好弗雷德里克的工作室裡設置了曬圖機，將複寫紙畫好的

委員，當時其實有很多地區選擇，最後會選中墨田區，理由是在於評選委員們的腦海中，都記得這幅〈江戶鳥

圖案印在紙上，幾分鐘後放到日光下，進行短時間曝曬完成，查爾斯便也透過這台機器，將各式各樣的圖案畫

瞰圖〉，希望可以在晴空塔的觀景台上面進行比對，驗證一下江戶時代畫師的想像力，而最後的畫面就和當初

在複寫紙上後，加以套疊，以此手法進行區域計畫。

鳥瞰圖出現的時節一樣，晴空塔也在春天落成了。
儘管身為老師的弗雷德里克主張，從自然中學習並仿效臨摹於自然，進而轉移至空間設計，但查爾斯並非
由於晴空塔本身是一座電波塔，自然需以社會基礎建設、交通相關、電波傳送效率化等基盤功能，做為選

如此，而是以區域計畫做為發展基礎看待。由於查爾斯過世的早，後來弗雷德里克的兒子，在1900年於哈佛

定的重要考量，另一個原因，也是因為這是一處完全由民間企業所規劃建設、後續經營，由民間企業出資的建

大學成立景觀學科、1909年開始正式教授都市計畫課程。儘管外界大多認為景觀是源自於都市計畫，其實正

築物，如果沒有很多人潮觀光客來訪的話，這棟建築物就無法在此經營下去。有鑑於此，在必需容納大量來館

好相反，都市計畫是經由景觀所誕生的概念，所以請記住，風景計畫及區域計畫這二者，在景觀計畫中是交互

人數的考量之下，最終選定了足以容納較多來客的墨田區。如今，以富士山為背景、視線遠眺東京港的景緻，

孕育而生的。

是以往只能寄託於想像的景色，終於因為晴空塔的落成而真實化了。
何謂景觀
從晴空塔眺望
日本於2004年頒佈了《景觀法》，在第一條就開宗明義提及法條目的。然而在《景觀法》當中，並沒有
方才所提到的鳥瞰圖，其實就展示於晴空塔瞭望台裡面，人們可以對照當時江戶畫匠們所想像繪製的瞭望
圖，跟現今實際從晴空塔看出去的景色差異。我認為，我們不能只從「人」的角度，而必須以「神」或「鳥」

特別定義何謂景觀，也沒有任何具體解釋景觀的文字。對此，我詢問了日本國土交通省的職員，為什麼會這
樣？他回答我說，景觀並不是由國家定義，而是由日本各地方單位或地方自治體自己決定。

從高空，加以俯視都市的心情，重新看待我們的生活環境。懷著這樣的心境眺望時，就會讓我們產生彷彿接觸
汽車導航系統的心境，此時出現在眼前的景觀，並不只是城市地圖情報，還有呈現在眼前的景物，以及駕駛
圖、地圖二種導航位置圖的模式，而有「應該要善用這二種圖！」的想法。

第二條談的是基本理念，仔細一看會發現「地域」這字眼出現很多次，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景觀，對地域建
構的基本概念，是非常重要的課題。接下來透過漫畫圖面，可以看到街道呈現的景觀，這也回應到我在開頭時
候，所提及的手拿著瓶子，手與瓶子之間就存在著相互依存性的道理。在地域社會基礎的街道景觀，存在著表

如果可以在腦海構築眼前景象的輪廓，就能在實際景物重疊中，看到想像與真實所套疊的景象。而前述所

層跟非表層，二者具備相互依存性，進而構成了現在看到的景觀。我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來解釋「景觀是什

提及的實體與無形（非實體）要素、表象及非表象二者，其實就是這世界造就景觀的基本元素。我擷取「色

麼？」就如同冰山露出一角，需要的是在冰河面下潛藏大片基礎支撐。經常有人問：「景觀與風景有什麼差

即是空」《般若心經》中的一節，具有形態的部份也就是「空」，是將沒有實態的東西加以實態化，並設定基

別？」當然在表象的部份，也就是看得到的部份是相同的，但是在景觀中還另外存在著非表層的概念。所以，

準。「空」在英文稱之為interdependence，亦即相互依存之意。

風景跟地域結合起來之後就共構出景觀的概念。

景觀學發展脈絡

固然日本從中國學到很多詞彙，然而「景觀」一詞，卻是少數發韌於日本的詞彙，從德文landscaft一字而
來，據說是由明治時代生物學家三好學博士所譯解，此一名詞在字典上，同時具備有「地域」及「風景」雙重

景觀設計這門學問，是由庭園造景而來，源自美國的景觀學之父，弗雷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Freder-

意思。

ick Law Olmsted）。誠如大家所知，以設計過無數座聞名的公園而著稱的弗雷德里克，代表作品包括紐約中央
公園、華盛頓公園、波士頓水上公園「翡翠項鏈」等等，不勝枚舉。然而，弗雷德里克也提出了將景觀「獨

景觀，不只是從人的眼中看到的風景，更是由神或鳥的眼睛等由高處俯看的地圖情報。剛才提到的弗雷德

立」出來的公園概要，而美國的優勝美地公園就是他的第一個代表作品，此外，他更是透過以自然為師所累積

里克‧勞‧奧姆斯特德、與查爾斯‧愛略特這兩位師徒，前者致力於追求風景的圖像，查爾斯‧愛略特則是藍

的造詣，呈現出繪畫般美妙作品的設計者。

曬套圖的重疊，就像夾心蛋糕的手法一樣，發展出理解地域特色所進行的區域計畫。因此，景觀具備地理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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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跟美術學的「風景」雙向的相互依存關係。所以，景觀並不僅是從人的眼中向外觀看，且也是從高

歷史在場的見證人角色，卻使其具有高度保存價值。而保存修復的方向在歷經抉擇後，決定將建築修復為九十

空俯視，並理解地理構成的過程。

八年前起造東京車站的原貌，而三樓與屋頂均加以重建。

景觀社區營造

檢視實際施工的現場照片，或許會讓人困惑東京車站的修復，是否為文化資產的修復施工程序？而三樓採
用鋼筯水泥材質而非磚造，尤其受到矚目，然而採取這種作法，是因為一、二樓的紅磚，無法承受三樓紅磚的

2004年所頒佈的《景觀法》，很難界定對日本景觀是否有正向影響，但此法的訂定，是希望實踐發展地區

加重負荷，也有人批評指出這樣的修復方式，把文化資產降級，變成只是像迪士尼樂園的佈景。目前東京車站

的個性特色，針對成立名勝，或是自然景觀公園等等景觀標的，可以有效引導制定相關規則。然而實際上大多

建築物上方的空權（air right），已經轉賣給周遭許多大樓，因而帶動附近諸多都市再生，賦予提昇都市活動

數的日常生活空間，景觀會和它所處的地域社會重疊在一起，這也讓我們發現這種「生活景」，單單依靠引導

活力的重要角色。此外，毗鄰車站的東京中央郵局，也是具有歷史性的優美建築物，對於保存也相當講究，但

性的框架，不可能創造或保護良好的景觀。保存大自然美景的自然風景、市街區的都市創造出的美感，以及取

在兩害相權取其輕之下，為了保存東京車站而破壞中央郵局，如今從結果看來，卻對這成果覺得帶有諷刺。

其均衡的自然景觀景緻，這三者可說是計畫框架中的景觀。然而生活景，卻是在《景觀法》都市計畫所能理解
的概念之外。

在我看來，都市再生有四個方向。首先，透過創造小型公共空間並且加以串連，可說是都市再生的重要方
式。在巴賽隆納能看得到寬敝且古老的街道，當地市政府單位為了成功舉辦奧運，而將環境很差的拉巴爾區

「生活景」所指的不只是指標性建築物、或是剛才提到露出於水面的冰山，這些發展基礎不外乎是地區景
觀、人的景觀、自然發生事物，或來自於大眾等等的外來因素所造成。有鑑於日常的景觀很難進行計畫性運

（EL Raval），以彷彿海綿打洞的手法，創造各種公共空間或美術館，進而設置許多具有公共機能，及文化機
能的社會設施，也因此吸引很多觀光客前來，可算是都市再生的成功案例。

用，在這八年來，研究學者終於發現「生活景」才是我們未來最應該研究的對象。我們一直在談的「景觀社
區營造」，是由地區社會孕育景觀、也是景觀孕育地區社會的互動過程，重要的是要從繪圖景觀重整為自主景

第二個重要方式，是重新安排動線。例如，「步行」是人類最基本的移動，透過公共空間，讓使用者可以

觀。一般的街區、景觀就有本身的重要價值存在，所以我們發現提昇生活景，在景觀社區營造中是重要的一

感受到走路的樂趣，或者可以看到整個流線移動的狀態，是可運用設計強調的重要作法。在德國柏林國會的中

環。

央走道，就有一座雙螺旋通道，最頂樓有展望台，在走道中，人們可以互相看到彼此走路的樣子，視線相互交
錯，也成為一種現代景觀。在國會隔壁的德國柏林中央車站，也同樣可看到人們走路、說話的模樣，連在機場

景觀社區營造實踐

也採取了這樣的開放式設計。

「都市再生」所指的是公共空間的再生，但對於公共空間的定義，並不只是物理狀態，還包含社會的空

以義大利建築家Renzo Piano，所設計的日本關西空港為例，這座機場可以讓使用者瞭解自己接下來要怎麼

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等等，這些都必需進行再生。然而日本現在大多數推動的都市再生，實際上都

行動、提供使人俯視動線的視野、瞭解在哪裡接受安檢、從哪個通道上機等等流程，而不只是在公共空間將人

是在促進經濟發展。

群左右分流而已。這個概念在未來推動都市景觀工作而言，是很重要的。我們並不是為了景觀而做設計，而是
必須在都市中消弭死角。觀光客來到東京，自然尋找足以提供攝影角度的地方，好比今年開張的晴空塔，就是

針對這部分我想跟大家介紹一個案例，就是2012年10月1日重新開放的東京車站，它於西元1914年竣工，

個謀殺許多底片的地方。事實上，在涉谷的多向通行斑馬線路口，便以其可清楚看到行人往返的特色，而成為

歷經兩次重大災難依舊屹立不搖。其一，是關東大地震，當年死傷人數高達十萬人，死亡人數是去年311東日

東京代表性景觀之一，這活力充沛的景觀，也成為世界各地人們前來旅遊、拍照的地方。現在涉谷的多向通行

本大震災的五倍多。其二，是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美軍的空襲，造成原本為圓形的優美屋頂，因為空襲受損而

斑馬線路口，也已經被倫敦的牛津商圈（Oxford Circus）加以運用。

緊急修復為八角形屋頂。所幸在2003年，東京車站已經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資產被妥善保存。
第三個重要方式，手法重點在於，社區的靈魂及場所的力量如何傳承。藉由大幅的產業構造變化，任何都市都
當時有兩個選擇，第一種選擇是突顯遺產本身的價值，考量車站建築是歷經關東大地震及空襲歷史的見證

有的工業地，具有推動活用及再造的潛力。由於工業地面積往往很大，以某種意義來看，是帶有城市空間的填補效

者，應該要將這些痕跡保存下來，以留給後世瞭解。第二種觀點是將車站站體修復為，當初起造的原貌。無可

果，也因為工業地講求交通便利以便發展的考量，更能夠容易接受外部環境變化，進而能與該都市緊密結合，讓人

置疑的是，東京車站做為文化遺產的價值，儘管已經因為歷經二次災難的傷害，而留下並非完美的外觀，做為

覺得它已經由工業地脫胎換骨，像這樣讓工業地再生的先進事例，可說是發揮建築物的另一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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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工業地就像個缺乏魅力的入口，讓我覺得很驚訝，但若能透過再生，將所獲得的利益回饋至當地，

有移民者遷入，住宅環境開始變化，不但公害、惡劣的勞動關係等圖像，變成洛威爾的代名詞，而罷工、童工

便可轉換空間氣息，例如西班牙北部的畢爾包，就是因為造船業已走到夕陽工業的階段，現在正透過推行文化

等問題的產生，更使此地每下愈況，五十年代的街道已經空蕩蕩，失業率並成為全美最高，走幾哩，就看得到

再生，重新打造區域資源與經濟。第四個重要方式是創造市民文化、市民評價、市民自治。這是我的大學，現

人去樓空的廠房建築與寂寥的社區。

在開設了社區大學，以此幫助推行提高地區的市民自治活動等等。
在此案例實際進行運動的主體是當地市民，首先以辦理草根工作坊為切入，於1980年透過筆名為「帕特
儘管我們一直在談生活景，很多人卻覺得景觀又不能吃，也賺不了錢。生活景其實也具備了經濟價值，我

里‧摩根」（Patrick Mogan）的藝術家校長，開始說服每個市民，提倡產業革命中洛威爾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跟我的夥伴出了一本《生活景》的書，這是《每日新聞》關於書的相關報導：「生活景是人們眼睛會看到的生

市民們與其看教科書，不如實地造訪該處受益會更多，其後，這裡以產業遺產的發源地之姿，賦予街道新的解

活環境，可以映照出我們日常生活輪廓。」所以我們更應在具備地區歷史的生活景當中，找到生活價值。建築

讀，將空曠工廠進行再利用。最典型的興盛時期，有幾個具代表性的故事也發生於這個街區當中，使得此計畫

評論家川添登在2005年出版的書中，也寫著：「近代建築一棟一棟看起來很鮮明，但是聚集在一起感覺毫無

由市民及學校師生共同推行，原來空曠的工廠就變成熱鬧的景象，且帶動了地方的地產價值提升，這不是公家

特色，反觀舊街連綴的店面，雖然房子單獨挑出來看不特別，聚集在一起卻會呈現出區域特性。」這樣的說法

資源挹注的結果，而是民間資金募集而來成功的結果。洛威爾由舊工廠為首，所進行的改頭換面經驗，正陸續

衍生思考到萬國博覽會，每一棟新奇的建築物都有其個性，但是放在一起看的時候，各自的特色反而會被抹殺

擴大到閒置空間轉換為辦公室、住宅、研究室，甚或校園的功能再生，將原本是廢工廠的洛威爾，搖身一變

掉。反之，每棟外貌相同的建築並排時，看似無特色卻呈現出地域個性。

為洋溢文化教育氣息的社區。而校長也在此成立「帕特里‧摩根中心」，教導孩子們關於過去美國的產業革命
史。我們從洛威爾案例學習到的是，所有的土地都富有其價值，就算是已廢而不用的遺產也潛藏些許價值，應

生活景的經濟學價值

該去思考它本身具有的優異潛能，喚醒琢磨為其他用地的可能，甚或成為發展都市經濟價值的新原點。

而就經濟學學者所談論、看待的生活景特質有哪些？

在嘗試都市再生時，也要思考其都市本身形象的故事為何？尋找賦予故事性的契機，用地區共同體獨特的
價值故事吸引人們，以引入新的投資、創造雇用關係，進而建立文化設施。其次，是培育有可能變化的社區新

1、這種資產具備高度的空間、時間外部延伸性，此空間不只是擁有的人可以感受，生活在旁邊的人，甚
至生活在那個社區，及後世的人都可以分享到此恩惠。
2、這是一種高級資產，隨著經濟發展會增加邊際效應。在物資貧乏的時代感受不到它的價值，然而一旦

夥伴關係，藉由都市計畫家、政府、民間單位、教育等等夥伴的參與，成功導引出保存、教育、文化、設計、
地區經濟等等面向。當然最重要的是找出獨自的故事性，藉由這個特色創造出地區共同體，建構一個吸引他人
的社區營造，也是我們從洛威爾案例所學到的。

生活富裕之後，價值會相對受到高度評價。
3、不可逆性，即是一旦遭受破壞，就沒有辦法回復原狀。

2、東京新宿（Shinjuku）

4、不具階級性，並非像廣大的庭園或是高價藝術品那麼小眾，僅限於有錢有勢的人能享受到，反而是誰

一般的景觀計畫大多是指某個特定區域，或者都心區域、特定區劃地區等等，但是如果是屬於什麼都沒有

都可以擁有的價值。

的地區，又該如何處理？事實上，反而是這樣的地區，愈發容易看得到當地的生活景。誠如外界所知悉，新宿

最重要的是，第5點，市場和政府都無法提供這種資產。
只有市民能夠創造出來的景觀，這樣的景觀就是「生活景」，如果沒有生活在當地的人就無法創造出來，
這正是生活景的重要特質。目前為止，所談的都是理論性的東西，接下來跟大家介紹四個實際的案例。

由高樓大廈、購物商場、歌舞妓町等地區構成，然而這些元素並非新宿的全部。
假如將新宿定位出七十二種面貌，新宿就相對具備了七十二種景觀單位，以此景觀單位進行各種計畫後，
研究室整理出十冊導覽書。例如早稻田大學的校園規劃內容，並不只是校園區域內，還包括周邊的景觀環境，
在出版的導覽書中，也說明了何謂校園計畫以及整理內部樣貌的過程，並不只是將地標物納入景觀範圍，而是

1、洛威爾（Lowell）

連基礎都納入其中，進而以新宿區為藍圖進行規劃。

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洛威爾，為美國產業革命發源地。這裡曾利用水路、水力孕育出工業，縱觀世界各
地的產業革命之處後可發現，這裡儼然是一處烏托邦，以新的都市形象進行產業革命，周邊農村的女性也以女

3、城崎溫泉（Kinosaki Hot Springs）

工的身份到此工作，對她們來說，也是憧憬的工作環境。然而在經過四十年之後，由於人口過度集中以及開始

位於日本海內側的兵庫縣豊岡市城崎溫泉，為有名溫泉街，同樣是由本人研究室所進行的研究。木屋町小

2012 有形文化資產國際研討會

活動成果手冊

42

2012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專題演講

Outcome Report

43

路這條溫泉街，擁有1,400年左右的歷史，聲名大躁在於小說家志賀直哉以它為背景寫成短篇小說，且被納入

金釋放空間給年輕人，設立讓想從事新生意的年輕人們，得以在此棲身的創意空間。如果前述的法國案例是屬

高中教科書，全國高中生都在課本上，讀過這條深具風情的街道。或許有許多人會認為，城崎溫泉之所以聞

於石頭案例，那麼，日本文化代表的文化意象莫過於紙的文化，例如以水泥所施作的牆面，在牆壁上用紙疊

名，是因為被小說家選中作為書中場景，事實上，1925年時此地曾發生大地震而幾乎全部燒光，小說家來訪

貼。在城崎地區的家屋中，會在和式拉門的下端用信紙張張重疊做成設計，甚至將破的地方用紙貼上多層貼

此地是在地震之前，後來這裡因為震災復興而開始進行社區營造。

補，如今，當初進行社區調查時，由居民口中所陳述的街道見證與內容，也已經被呈現在信紙重疊的牆壁加以
展示。因為推行這個計畫，使得研究室獲頒好幾個獎項肯定。

由於本地是溫泉街，所以存在好幾口井，我有一個老學長在協助重建這些井，正是因為這樣的緣份，所以
我現在也在幫此地進行社區營造，讓因為大地震而全燒光的街道，就像這樣變成屋舍儼然的重建樣貌。在此地

4、奈良今井町（Imai town）

的七座戶外溫泉之間，架設了專用道，行駛著浴場巴士循環繞行，為此地特色之一。城崎本來是一個地方自治

奈良今井町是日本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是京都的周邊都市，田園景緻綿延不斷，象徵地景是「大

體，歷經市町村大合併之後，反而失去朝氣，合併前的市公所，關注著溫泉產業，合併後卻因只是豊岡市中的

和三山」，山腳下有今井町自治都市，周圍被溝濠所圍繞，由於積極推動社區營造，因而獲致完整保存。實際

社區之一，導致豊岡課市公所對支援城崎到什麼程度，產生了許多合併後的不確定性。有鑑於此，城崎居民開

上，以個人進行社區營造的效果是有限的，像這樣有空地與空屋的狀況，也發生在今井町，雖然可以了解與讚

始普遍認為，城崎溫泉要能延續下去的話，必需倚賴居民推行自治，也就是由市民自行守護這裡，不要再依賴

許努力推行社區營造的居民們心意，但是這並不能改善空屋及空地的閒置狀況，因此也開始思考改善的方法。

市公所。在這樣的氣氛之下，當地居民找上我的研究室，並討論市民自治，希望能訂立市民自治計畫。
事實上奈良醫學大學還有附屬醫院，就在今井町附近，我現在正在負責奈良醫學大學一帶都市計劃的顧
當地學生跟我的學生們共同組成工作團隊，透過合宿提出許多都市設計提案，此一契機帶動不少團隊，也

問，就開始思考是否有可能將二地加以連結？就像之前所提到「相互依存關係」一樣。奈良醫大附屬醫院是奈

陸續開始進行相同活動。例如研究室學生所提出的「社區營造人生」遊戲，以人生貫穿出生、成長、死去的歷

良最大的醫院，在現在邁向高齡化社會的趨勢下，仰賴醫院服務者相對增加，院方自然希望縮短患者住院時

程，透過人生模擬此社區要如何改變，才能帶給生活者豐裕的好生活？工作團隊不但跟當地居民談論此話題，

間，讓新患者儘速住院接受治療或是進行手術，恢復期的患者則儘快安排出院。反之，也有患者希望痊癒之

也進行街景觀察、各種課題蒐集等工作，尤其是合併之後的城崎，社區應要如何經營？更是必須共同認真探討

前，都能在醫院中養病，這也啟發我對於「今井町分院」的計畫想像，透過有地利之便的今井町，移轉來自

的問題，透過角色扮演的方式取材，能帶動居民共同思考，連預算的話題也能被帶入討論。無論如何，這個工

醫院的部份功能，由奈良醫大買租本地空屋，集結後加以整備為系統化服務設施，並將室內改裝為復健空間，

作團隊在兩年來以無數次的努力，製作完成了市民自治的計畫書，被名為《城崎未來百年計畫》。由群眾共同

提供可出院卻還沒完全恢復的患者，在此接受治療。無論院方或今井町保存會NPO、縣政府、市民們，目前都

規劃的這項活動，相較於市公所的規劃是思考「何時？多少預算？什麼手法？」等等內容，如果不從這些角度

非常贊成此項計畫，也正在討論是否可於明年付諸實行，如果能夠實際實施，不但能將醫院醫療轉型為地區醫

思考便無法實施計畫。然而我們的這項計畫，卻是市民將想要加以實行的夢想加以勾勒，並保有計畫的可經常

療、居家醫療照護系統，更可抑止、解決傳統建造保存地區內的空地空屋狀態，充滿療癒的田野風光也深具魅

性更新及變更計畫的餘裕。

力。明年開始，我們將會整理小型建築，讓腦溢血病患能在此接受復健，讓醫院成為分佈在街道上，各棟大小
建築物的空間，那些身體慢慢康復的人就能在街道上走動，人恢復健康，城市也恢復健康，我們想要打造這樣

如今，這項計畫已經變成當地人的聖經，工商界、旅館公會及觀光協會的人們，已經針對計畫所記載的事
業體，都開始嘗試加以運行。像某項子計畫，是強化位於溫泉街周邊鬧中取靜的神社參道，我的研究室也從中

的城市。剛剛大家有看到今井町的照片，部份街道由於道路狹窄，汽車沒有辦法通行，反而讓復健者可以帶著
拐杖在街道中訓練步行，將街道轉化成醫院走廊，

協助，研究室不但參與規劃也製作大型模型，跟當地人討論。這裡有神社，那裡有戶外溫泉，這神社參道的盡
頭，有我規劃的用地，本來在這神社前方有一棟四樓高的旅館，但是因為經營惡化拆除而成為一片綠地，對此

以上一共介紹了四個案例，第一個案例洛威爾，透過挖掘城市記憶，將其賦予故事性。第二個案例新宿，

現狀，當地居民擔心，如果這塊土地賣出去，就會吸引外部資本進駐，造成非城崎的外來人經營這間施館的狀

針對整個城市建立景觀的基礎紋理。第三個案例城崎，將空間連接起來讓人彷彿可以在街道中游走。最後的第

況，如此一來，城崎共存共榮的社區營造就有可能面臨功虧一簣的危機。所以，後來這裡就由公共單位（市公

四個案例，雖然還沒有成型，卻將新的公共、公益功能注入街道，也可說是今後我們要如何運用連結力來構成

所）買下來，透過空間區隔方法，將此做為神社的參拜道空間，它如今也成為往來此社區的重要道路。

生活景的關鍵。

為了改良城崎溫泉週邊環境，將建築構造的幾何學步道路線放入計畫內，於木屋町小路三十三間廣場，配

「生活景」並非一蹴可幾，需要孕育生活的市民們共同努力。藉由努力琢磨生活景，產生景觀利益，大家

置廣場及舞台等空間，穿著浴衣行經周邊散步時就可以稍事休息。在嘗試性地排列了十組小展示舖，以低價租

在社會相互協力的過程中，產生自己的想法，這些不同的想法也會讓景觀更具有客觀性。生活景也是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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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視覺表現，所謂的「景觀社區營造」，指的是發掘未來我們共享的都市風貌。最後，我們來談生活景的

新，臺灣很少有這樣的機會，所以公部門持續介入，因為基本上閒置的空間，它的周邊都是非常繁榮，例如西

發展步驟。首先，必須進行景觀社區營造，透過市民自治成果醞釀景觀價值，繼而，景觀利益的保護也將能夠

門町、淡水等地，租金都叫價非常高。另外，我也認為要從臺灣住民的社區能力，直接介入到發展成像日本那

以此為契機，透過市民確立景觀規範。

樣的案子，有點難。想請教教授在繁盛地區進行保存的經驗，或如何進行深度文化生活景的塑造？

陳亮全教授：

後藤教授：

謝謝教授，歡迎大家踴躍提問。

剛才所介紹的案例中，例如城崎地區，其實就是價值非常高的地方，未必只是執行挽救價值衰退的地區，
有時我們為了持續維護某處，或者認為需要做些什麼，也會採行這種生活景營造的做法。

學員A發問：
最後提到的奈良今井町療養，主體是地方政府還是民間組織？

學員D發問：
城崎是用民間的力量維護，政府介入出錢買房子，不這樣做就沒辦法推行嗎？

後藤教授：
提出預算的是奈良縣醫大，也以奈良縣醫大為主體，而非奈良縣政府。

後藤教授：
城崎的例子可能沒有很完整的介紹清楚，要先知道溫泉的權力是屬於誰的。因為權力是由地區共同體所持

學員B發問：

有的，凡是在那裡生長、生活、擁有那片土地的人，全都是溫泉的權力者，而由公職選舉法選出的議會進行管

起造於1914年的東京車站，現在被列為古蹟，是由地方管理還是由中央政府，也就是國土交通省？

理，那座溫泉谷有十億元的價值，因此十億元的價值要如何持續守護下去？是很重要的。剛才講到的城崎並不
是衰退，它是很貴的，只是在這當中溫泉的權力是整個社區的，所以他們這些人也是為了保護他們的權益，做

後藤教授：

了這樣的決定。

東京車站是由日本的民營鐵道公司JR 管理，JR過去是國有鐵道，現在是已經民營化為鐵道公司。
學員E發問：
陳亮全教授：

臺灣的北投跟日本城崎這兩座溫泉，就走向二條不一樣的路徑，或許是來自民族性的差異，在日本有可能

日本的國鐵分成幾個區域，東京是JR東日本管理。

啟動生活景營造，可是在臺灣的北投或許就很難。我不能說臺灣現況不好，然而臺灣幾乎都是由公部門直接介
入，私部門會走向那樣的模式嗎？也就是大家很嫌棄討厭的商業化發展，我好奇的是，他們怎麼鼓勵產出類似

邁克爾‧詹森教授：

城崎這樣的價值觀？

因為生活景這個詞，是一個抽象且專業的詞彙，所以，它存在於特定的脈絡，我們必須回到這個詞被創造
出來的背景，以去理解它的評估系統，才能夠理解這個詞真正的意涵。

後藤教授：
日本的溫泉並非都像城崎一樣，有「溫泉權力」的管理系統，也有獨佔溫泉權力，各自的狀況都不一樣，

後藤教授：

城崎的溫泉湧出量並不多，也曾一度發生因爭奪而糾紛的事件，在那樣的事件發生之後，大家才深切感受到天

關於事後評價，今後必需要建立一個共通架構，但是現在還只是概念。要將零散的東西統合起來時，必須

然資源有限，必需共同珍惜的道理。當地有巡迴公車往來於七處戶外溫泉，這些溫泉都是用管子接溫泉水，不

以「人」為中心，我們將此稱為「生活景」，如果不從各處統合，定位價值並仔細制定標準去衡量，執行自然

管是進到哪個溫泉，都是這片土地的，改造設計環境之後，溫泉才能由匯集分流而注向各處。雖然溫泉位於視

有所困難。

線所不及的地底下，卻扮演著維繫整體區域發展的「命運共同體」重要性，那些曾為溫泉而爭吵的人們，現在
抱持共榮共存的意識，透過謹慎進行資源管理以避免溫泉乾涸，這正是社區營造重要的力量。

學員C發問：
謝謝這麼好的演講。這幾個案例都是出現在破敗的環境，或是很不好的工廠，在廢舊情況之下所產生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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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遺產、歷史城市、永續發展
林志宏
法國巴黎索邦大學《遠東研究中心─CREOPS》研究員

陳亮全教授：

近十年來，由於經濟急速的發展，都市化的擴張，與文化休閒的普及，各個國家、地方，都希望在其國家行政領

從倚賴溫泉為生到推動社區營造的過程，並不如外界想像的美好，而是利益共同體及生命共同體的轉換，

域中，擁有世界人類的文化遺產瑰寶。一方面，使其地域之環境與文化更具有自明性（Cultural and Natural Identity）

因為當地居民的共同思考，讓區域資源得以系統化整合，目前臺灣的狀況是，對於地方發展大多缺乏正面認

；另一方面，藉以世界人類瑰寶的美名，加以發展「無煙型」的文化旅遊產業。現在，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負責之

同，又因為只想到自己是否能從中獲利，而難以看到全面價值，或許是我們可以反思的方向。感謝後藤教授精

世界人類文化遺產的瑰寶名單，透過大眾傳媒及旅遊界的關愛，儼然已經成為一個時尚及文化產品的代號。這項

彩的演講。

時尚及文化產品的濫觴，配合著經濟急速的發展，都市化的擴張與文化休閒的普及，也提供了古蹟建物保存的一
個良好契機。
隨著當代對「文化多樣性」概念的重視，以及人類對文化遺產重要性認知的發展，我們對遺產的認定範圍和保
護正在不斷擴展。在原有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和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或稱無形文化遺產）的基礎上，有許
多新的領域及延伸出和「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有關的新獎項出現。這些因不同需要與標準而
衍生出的UNESCO遺產保護的相關獎項有：
1. 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2. 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或稱無形文化遺產，World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3. 世界記憶名錄（Memory of the World）
4. 創意城市聯盟／網絡（Creative Cities Network）
5. 亞太文化遺產獎（UNESCO Asia-Pacific Heritage Awards for Cul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
6. 世界「人與生物保護圈名錄」（Man and Biosphere）
7. 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Underwater Heritage Preservation Convention）
目前仍以具有國際公約的《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1972年）最為世人所熟知。UNESCO於1972年基於關心
和保護人類共同遺產，訂立《世界遺產公約》（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此國際公約不只希望協助維護、增進、
傳播保護人類共同遺產方面的知識，更推動了眾所注目的「UNESCO世界遺產名單」，希望喚起國際社會對世界遺
產保護的關注，將保護跨國界之「具普遍性突出價值的世界遺產」當作各國政府、行政單位及所有世界公民的共同
職責。至於《創意城市聯盟／網絡》（Creative Cities network )與《亞太文化遺產獎》（UNESCO Asia-Pacific Heritage
Awards for Cul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則著重於操作性、榮譽性與獎勵性等綜合功能，有效地達成該地相關產業
的區域整合並且建立起國際網絡，以促進彼此相互學習以及互助互惠的合作模式。
今日，除了單棟建築體的保存，文化環境的維持與塑造，受到行政單位及一般公眾的普遍重視；所有非物質性
的無形文化資產，如歌謠、節慶與傳統聚落生活、文化特性的維持與振興，終於取得立論根基，世界上許多地區的歷
史建物之更新和都市發展，終於不再背道互斥，得以互補長短，各取所需。歷史城市的發展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在
不遺忘與破壞歷史的前提下，將歷史與未來恰到好處的融合在一起。然而面對著當前人口急劇增長、經濟發展壓
力增大、全球化導致的經濟與文化同質化迅速普及的情況，這一課題是歷史城市所在地方政府面臨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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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居署（UNESCO-UN Habitat）「歷史街區屬於大家的」（Historical Area for

49

社會的變革。我們應該遵守這樣一個基本的原則：生存空間的改造，其本質首先是適應人的活動。

All）的指南方針：維持歷史城市／地區（Historical City/Area）的原真性及完整性根據以下標準：
文明
1. 強有力的政治意志：政治決策者、市區領導及他們的團隊發揮重要的作用。政治意志強有力地制定法律規
章與配套措施保護維持歷史城市／地區（Historical City/Area）的原真性及完整性。
2. 居民成為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程的中心：對於世界遺產、歷史城市／地區（Historical City/Area）的保護，離

人類最重要的需要之一是建構自己的文明和傳統。文明倘若不能得以發揚和傳承，就不可能存在歷史與現代
之間的交會。為了使各地區蘊含豐富歷史寶藏的文明得以和諧發展並有能力展望未來，這是至關重要的。

不開如今居住在該地的居民，他們參與賦予了該遺產、歷史城市／地區（Historical City/Area）特殊的涵義。
3. 世界遺產、歷史城市／地區（Historical City/Area）與城市、區域發展相結合：世界遺產、歷史城市／地區

可持續發展

（Historical City/Area）不能成為被孤立的區域，應將其納入城市發展總體規劃，避免世界遺產、歷史城市／
地區（Historical City/Area）在空間和社會層面與整個轄區分離。

有鑒於資源的有限，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為我們指明了採取行動的方向，涉及空間、技術和社會方面的諸多議

4. 重視發展公共空間，長期保護自然文化資源。

題。國際領域的很多有益嘗試已經開始影響更多的地區和居民。為了整體意義上的人類可持續發展，我們—與會的

5. 加強功能混合性與改善居民生活條件相結合。

學者和專家，呼籲國際社會在下列方面繼續努力：

6. 通過創新與文化多樣性以提供價值。
7. 持久管控文化旅遊業，同時保持多樣性經濟領域。

一、將可持續發展的方式整合在一個更寬廣的角度，塑造新的人文傳統。
二、在促進經濟增長、改善民生的同時，應加強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提高社會的文明程度。

2010年9月底，由筆者推動的「文明、空間和可持續發展」中法國際研討會於上海同濟大學舉行，來自中法兩國

三、促使不同文明差異化發展和相互啟發。

有關院校和學術研究機構的三十餘名專家、學者齊聚上海同濟大學，從空間、環境、文明與傳統等方面深入探討了

四、發展科技以服務人民。

可持續發展議題，與會專家、學者發表了《空間，文明與可持續發展》論壇《上海倡議書》，摘要如下：

五、在個體和群體之間保持平衡的發展。
六、主動採取一種與自然和睦相處的態度。

沒有過去便沒有現在，我們唯有充分地瞭解過去才可以享受現在與展望未來，我們的祖先所建構的歷史承
載著我們的文明。因此，保護歷史遺產就是保護我們的個性和存在，意味著文明的延續。當今的世界性思潮已經

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應從：由現階段保護古建築、遺產、改造環境、物質形態的保護，轉向社會文明、經濟生

證實了保持地區之間的差異與自身傳統價值的珍貴。遠離抽象的探討，不同地區的文化多樣性應當藉由豐富的方

活整體保護、保持城市活力、同時為居民創造舒適的居住環境進行。我認為目前歷史文化名城的規劃發展，除了充

式加以表述。

分尊重城市的歷史和現狀，嚴格保護城市的格局和肌理，妥善地處理保護與開發利用、傳承與發展的關係外，更要
加強歷史文化的保護內容：不是一味的仿製和復原不可移動文物及文化遺產，其他包括口頭傳說和表述、表演藝

首先，為實現全球的可持續發展，人們自覺地反思技術進步、科學發展以及經濟手段。積極而有效的政策和社

術社會風俗、禮儀、節慶、傳統的手工藝技能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都要有效地保護。更應關注社會生活，維持社會

會手段不勝枚舉。然而對於新型社會的前景，我們仍尚未達成充分的認識，這就更需要我們重視未來文明的人文

的穩定性和可持續發展，針對歷史文化名城內，不僅僅是體現在古遺址、古建築、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等

價值。可持續發展不僅包括技術和經濟方面，還應當包括文化的內容，而自然環境在文明的建設中也起著至關重要

不可移動文物及文化遺產的保護，重點還是生活在歷史文化名城內的人。不能為了保護而保護，而是應該體現「以

的作用。現代性和傳統是發展過程中應該得到同等重視的問題。空間、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包含人類活動的

人為本」的精神，保護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居住生活在環境中的人。

三個方面。
空間
這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人類起源的大自然，被人類逐步地重塑為城市空間。而城市空間與環境也同時承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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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LD HERITAGE, HISTORIC C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f. / Dr. Roland LIN, Chih-Hung
Researcher, Far East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Paris IV-Sorbonne

In the recent decade, due to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expansion of urban area and popularization of culture
and leisure, every country or region hopes to inscribe and promote world heritage in its territory. On one aspect, it further reinforces cultural and natural identity of a region’s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However, on the other aspect, under
the name of world heritage, it allows development of “smogless” touring industry. Now, thanks to the public media and
touring industry, each world heritage property on the List of UNESCO has already become a symbol of fashion and
cultural products. This foundation of fashion and cultural products, incorporating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expansion of urban area and popularization of culture and leisure, also provides a splendid opportunity for maintenance
of heritage architecture.
With emphasis on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is era and development of mass consciousness on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our range of identification and conservation are continuously expanding. Based on the
already existing foundation of na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heritage ( 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 many new fields
and derived certificates from UNESCO appear. These related certificates related to heritage protection of UNESCO for
different demands and standards include :
1. World Heritage
2. World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3. Memory of the World
4. Creative Cities Network
5. UNESCO Asia-Pacific Heritage Awards for Cul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
6. Man and Biosphere
7. Underwater Heritage Preservation Convention
Currently the 1972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is still the most
well-known Convention among the World. In 1972, under the purpose of preserving shared heritage of humanity,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was approved by the Member States of UNESCO. This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not only seeks to
preserve, complement, and distribute the knowledge of conservation of shared heritage of humanity, but also it promotes
renowned “World Heritage List”, in hopes of rais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awareness of conservation of world heritage;
ultimately, it encourages protecting international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s” as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for every
government,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and citizen of the world. As for “Creative Cities Network” and “UNESCO AsiaPacific Heritage Awards for Cul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 they emphasize on assorted functions of maneuverability,
honor and incentives, effectively achiev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related industries and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 they are the endorsement of a collaborative model of mutual interest and exchange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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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other than preservation of any single building, maintenance and formation of cultural environment are also

means conservation of our very own consciousness and existence. It implies the continuity of civilization. Today’s global

commonly emphasized by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s and common population. At last, the con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trend has already proved the preciousness of maintaining regional distinction and traditional value. We should avoid to

of all 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y such as songs, festivals and traditional tribal life have established a firm foundation;

carry only the abstract or no-realistic study, instead, cultural diversity of different regions should be expressed through

at last, renewal of heritage architecture in many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no longer conflict urban development as they

a wide variety of ways.

harmoniously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most essential issue of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cities is how to integrate
history and future perfectly without damaging or overlooking the history; nonetheless, this issue proves to be the most

To realiz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ople should consciously reflect on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de-

difficult challenge for government of historical cities, as they also face problems of exponential population growth, high

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economic measures. Enthusiastic and effective policies and social measures are abundant;

economy pressure and rapid popularization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similation due to globalization.

however, we have yet completely acknowledge the prospect of the new society, which is why we should focus even more
on humanistic value of future civil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t only includes techn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

Referring to UNESCO/UN-Habitat Guideline designed for local authorities “Historical Districts for all” : a Social
and Human Approach for Sustainable Revitalization as below :

it should also include content of culture; inevitably, natural environment is also a key factor in progression of civil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 should be treated equally importa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Concept of
“Space”,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ludes 3 aspects of human activities.

1. Clear political strategy : Political executive, city leader and their team need to be effective. Clear political strategy should allow legislative procedure and complementary measures that safeguard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of

Space

historical city/area.
2. Citizens are the core of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al city : Citizens are evidently the essential element in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al city/area; they participate and represen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city/area.
3. Integration of world heritage, historical city/area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 World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city/area

This is where we live. The nature that nurtures humanity i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urban space by humanity
itself; in addition, urban space and environment also carry alteration of society. We should follow a basic principal :
reformation of living space should be based on tolerance of human activity.

should not be isolated; in fact, they should be part of the comprehensive planning of city development. This is to
avoid world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city/area detaching from the entire region in terms of actual and social context.

Civilization

4. Emphasize on development of public space, establish long term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5. Enhance integration of functional variability and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for citizens.

One of humanity’s most essential demands is building individual civilization and tradition. If civilization fails to

6. Provide value through original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be promoted and inherited,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would not exist. To allow civilization in each

7. Consistently manage touring industry, at same time maintain variability and diversity in economic fields.

region rich in historical treasure develop peacefully and have future prospect, this is crucial.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2010, a French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forum《Civilization, space and sustainable deve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pment》 was promoted by the author and held in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There were over 30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schools of related fields in France and China who gathered to comprehensively discuss the topic of sustainable de-

Due to limited resources,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es a clear approach for us in various aspects of

velopment from aspects of space, environment, civilization and tradition. Participants of this forum adopted《Manifesto

spa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Many beneficial attempts worldwide have already influence broader region and citizens.

of Shanghai》. Below is the synopsis of the Manifesto :

For the comprehensive means of 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 participating scholars and experts, appeal to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persistently improve in the fields below :

Without past, there is no present. Only through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we can start to enjoy the present and
look out to the future. The history built by our ancestors carried our civilization; therefore, conservation of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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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歷史城市、永續發展
主持：米復國
主講：林志宏
． Second, while stimula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improve quality of citizens’ life,

米復國教授：

．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be emphasized to raise civil integrity of society.

首先介紹一下我們下午的演講者，林志宏林博士，他主要拿的是法國的博士學位。我們所謂的文化資產保

． Third, encourage divergent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cultures as they inspire each other.

存這方面，是他的專長，現在是在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這個單位，擔任專門研究員，我們是稱文化資產

． Forth, progress in technology to serve citizens.

保存，他們可能就是世界遺產。藉由這個主題「世界遺產、歷史城市、永續發展」，世界遺產我們當然很努

． Fifth, maintain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individual and group.

力，歷史城市臺灣大概基本上，這三十年大家一起努力也蠻普遍，那蠻難的事情，就是後面這句話「永續發

． Sixth, proactively takes the attitude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with nature.

展」，我們對永續發展是比較頭痛比較困難，有請林博士提供他的經驗做為借鏡。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al city/area should be more up-streaming : not only to protect and to conserve ancient ar-

林志宏教授：

chitecture, heritage, environment reformation and tangible property, but also to maintain the long-lasting civilization,

謝謝。各位大家好，題目有一點大，因為有三個，「世界遺產、歷史城市、永續發展」，這個題目是黃教

social economy, liveliness of the city and comfor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citizens. Full respect of history and

授開的題，因為這邊是淡水，它一方面是臺灣的潛力點，二方面它的歷史城區是非常重要，第三個它的居民，

current condition of city, strict conservation of city’s structure and fabric, proper preservation and relationship be-

還有一些相關團體的活力，和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視，所以永續發展也是重要的課題之一。所以很快的用這三個

tween utiliza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personally I think current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city/

題目，希望能夠貫串一些學理性的連串，跟各位分享報告。

area should stress more on maintenance of historical culture; physical imit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immova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not be encouraged. Als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uch as traditional storytelling, performing arts,

從1972年的世界遺產公約，它可能是以物質性的，可能是以老石頭的，可能是以威尼斯憲章衍伸出來

protocols, festivals and handcrafts should all be effectively preserved. There needs to be even more attention on life of

的，可是，它是世界上唯一國際公約，共同來保護人類共有的遺產，它有自然的遺產和文化遺產，因為我個人

the society; maintenance of stability of socie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uld not only be applied to ancient sites,

的專業是藝術史和城市規劃，所以我今天著重的是在世界文化遺產方面。它是一個國際公約，目前有190個聯

buildings, modern historical sites, signature architecture and such immovable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on the people

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員國，簽署了這個公約，我們叫它做簽約國，在這190個國家裡面，有157個國家境內已

who live in the historical city. Preservation should not be applied for the sake of preservation; it should reflect the spirit

經有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目前有962個世界遺產。

of humanism. In the end,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preservation is for the people who live in such environment.
各位看一下一些蠻漂亮的點，已經可能是觀光的代言，或觀光的LV包吧這樣說，印度十七世紀蠻有名的一
個建築體，叫做泰姬陵，它是一個很典型的建築體。約旦的佩特拉古城，它是從西元前八世紀一直在一個山谷
地裡面，創造出來的一個古城，被認為可能是摩西出埃及之後，點石化成水的一個所在地。這個是在約旦，印
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雨林，尼泊爾喜馬拉雅山最高峰聖母峰，這個是在非洲的辛巴威，馬托博它是一個文化景
觀，它有一些鹽化，有一些當地居民到目前為止，都還有蠻多崇拜一些景觀的一些聖地。這個是各位比較熟悉
的柬埔寨吳哥窟，從第九世紀到十五世紀，被認為東南亞最大的王朝所在之一。這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珊
瑚礁岩群，澳洲的大堡礁。這些都是什麼呢？都是被認為它有一個卓越的普遍世界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然後，最主要它們都代表了共同人類的共同的遺產，所以它們的保護是不是應該由人類共同來著重？
這邊可能比較細一些，跟各位說明一下，最左手邊的地方叫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卓越的跨普世價
值，這個跨普世價值要怎麼樣表現？要透過一些元素（attributes），關於世界遺產的論述，常常會看到這個
字，它是一些元素或者要素（elements），尤其它是有形的，跟我們研討會的主題相。然後，它有這一些元
素，這些元素的真實性（authenticity）夠不夠？你造假的、仿製的，就不被認為是代表的元素，它的完整性
（integrity）夠不夠呢？它是不是完完整整是一個未受損傷或者一個全部無缺呢？所以這個是來說明卓越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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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跨普世價值，它有一些國際的標準，總共有十個標準，第一到第六是文化的標準，第七到第十是自然的標

當地，去看它的卓越的普世價值和標準，它的完整性，它的真實性，還有它的保護管理是不是做得好。再之

準，今天會針對文化的標準。所以你要有一個真實的東西，越完整越好，然後有一些還存下來有形的元素還有

後，或許會要求一些補充性的資訊，來增加它的文本完整性。

要素，然後，它是在一個地域裡面，所以它就有居民，它就有各方面的所有權或者土地管理，透過經營管理，
怎麼樣把這些元素要素好好的保護？這個保護就是來驗證這些卓越的普世價值，能夠一代傳給下一代。

早上有講過每年一次世界遺產會議，最主要大家比較注意的就是說，哪一個重要的遺產被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世界自然遺產？原則上，在這個會議新的提名的世界遺產，會有四個不同的結果。第一個就是，大家很高

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目前一開始世界遺產在公約登錄的時候，大家是說最多可能五十個到一百個世界遺

興它被列為世界遺產名錄，第二個是它退回重修（refer）明年再來審一次，第三個可能性是退回再來（defer）

產點，加上以前世界七大奇景，就算還蠻不錯的，共同跨國界來保護它。可是1992年之後變成一個潮流，所

，退回再來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它可能標準或者各方面不是那麼齊全，希望你重新再來一遍，重新再來一遍就

以到目前有962個，各位可以看到962個裡面，歐洲和美洲還是佔大多數百分之五十，其他洲分配的比較不均

是，明年沒有辦法再被認為，會不會變為世界遺產的考核，反而要重新行程再走過一遍。剛才沒有說明的，每

勻，尤其是非洲地區。亞洲這近幾年來急起直追，已經有213個世界遺產點，代表了百分之二十二。接著，談

年的二月一號文件要繳出來，然後查行政程序，之後派員去做一些評量，這些評量整個行程，將近一年半的時

到參與申報程序，首先以國家為單位，臺灣目前雖然沒有辦法直接申請，可是已經做好了一個它自己的造冊，

間。所以是你第一年，比如說2013明年二月一號前繳了，最快在2014年才會被指定為世界遺產，有十八個月

然後在自己文物或者自然的、重要的點的造冊之後，保護之後，選出可能有代表性的潛力點名單或者預備名

的週期，所以退回重修，你就是明年可以再來；退回再來，就是重走這十八個月的行程；第四個就是你不要再

單，這些預備名單應該跳脫地方的、地區的、國家的觀點，要有一個卓越的跨普世價值，然後這一個潛力點或

來了，就是說你已經沒有這個資格，你的東西很有地方性，或許對你的國家很重要，可是你說不清楚為什麼它

預備名單，從裡面再選擇對於國家來講，哪一個是比較具代表性？當然這個有蠻多就有政治的考量，蠻多阿拉

有突出的普世價值，就不被納入登記入冊，以上這四個可能性。

伯國家，它境內的第一個世界遺產的申報，通常會以宗教取向為主，比如中亞的一些國家。有一些國家的話會
以它的自然景物，比如不丹王國，它覺得它的自然景觀蠻重要的，所以它可能明年第一個世界遺產的申報，是

比如說寮國的Luang Prabang（龍坡邦），一個從十四世紀開始有一個叫百象王國的地方，有很多佛教寺

以瑪納斯自然遺產當做重點。也牽涉到國家的決策權，到底要申報哪一個世界遺產，不只是省長的職權，甚至

院，它在1995年被登錄為世界遺產，可是被登錄為世界遺產之後，它有一些危機還是繼續存在的。早上後藤

到首相或者總統的職權。

教授有提到一個案例，有一些大地震，比如說它有一些自然的環境的污染，比如說它有戰爭，比如說火災，比
如說各方面的開發元素。所以，這一些都是一些遺產可能會遇到的危機，從世界遺產的角度，一方面登錄成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它是個國際組織，最主要要中立的，所以有一些比較專業的單位協助申報審核，非政

界遺產，二方面也有另外一個機制，我們叫它登錄世界瀕危的遺產，口語話來講，就是亮了一個紅牌。比如說

府的專業諮詢委員會最主要有三個，第一個就是ICOMOS國際古蹟遺址委員會，有關文化遺產它來做專業的檢

阿富汗的賈穆聖塔，比如說在埃及基督教的一個遺址叫Abu Mena，比如說在葉門一個歷史城鎮Zabid，比如說

定，我們今天有亞琛大學的詹森教授，他也是ICOMOS重要的顧問之一，ICOMOS的總部在法國巴黎。另外一個

在喬治亞Mtskheta一個歷史建築物，比如說伊朗一個土製的巴姆古城，總共目前為止，共有三十八個瀕危的世

諮詢委員會IUCM自然保育聯盟，有關自然遺產的話，由他們來提供專業的諮詢，它的總部是在瑞士。自然、

界遺產。

文化，它其實都需要有一些培訓，所以第三個，由ICCROM從培訓的角度，來配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培
訓190個簽署國的專業者、地方居民，或者一些官員相關世界遺產的維護，它的總部在義大利羅馬，它除了是

和剛才不一樣的是，我們講說世界遺產962個點裡面，非洲代表了非常少被列為世界遺產，可是在瀕危世

諮詢委員會以外，同時也是一個博物館，補充一下，ICCROM雖是一個政府組織，可是它在世界遺產裡面，是

界遺產，因為人為因素或者地方政府不夠注意、或者一些相關經費不到，或者沒有專業人為，所以在非洲，反

以諮詢的單位來參與。

而它有佔了百分之四十二個瀕危遺產的高度，總共有十六個瀕危的遺產。比如說剛果，它境內的五個世界自然
遺產，全部都被列為瀕危的世界遺產。比如說，我個人目前在教科文組織蠻常負責的一個專案巴米揚大佛，被

剛才跟各位提過，就是一個國家決定一年，最多兩個申報世界遺產的名單的申報文本，申報文本之後送到
我目前工作的地方，世界遺產中心，每年二月份是最忙的時候，來決定它的東西齊不齊全，最主要目前來說的

塔利班2001年炸掉之後，它也是一個瀕危的世界遺產，詹森教授跟我們一起做一個文化整體規劃，希望能夠
幫忙世界瀕危遺產，盡速脫離瀕危遺產名單，再比如說宏都拉斯的雨林地。

話，就是它的圖面上齊不齊全，重點之一為例，比方和居民之間的關係清不清楚，哪些住宅區是可以申報的範
圍？哪一些有人居的地方是在緩衝區裡面？因為我們希望，它雖然以國家單位來簽署，可是地方政府、地方居

除了登錄或者亮紅牌以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當然有一些課題性的策略來推動，和我們比

民的參與非常重要，所以它的齊不齊全，目前很多被退回去的，都是因為地圖和當地居民住宅區的關係，不是

較有相關的就是，歷史城市之間的新的全球策略或者想法。剛才有講過生土的或者土質建築，是人類怎麼樣利

非常確切，被認為不齊全。如果齊全了之後，我們就把它送給剛才講的專門組織，專業諮詢組織由他們派員到

用一些自然元素來建造，它也是蠻重要的。比如史前的遺址，它被列為世界遺產還是不夠，還有一些和海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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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小島嶼的、或者森林的，大家越來越重視，還有文化旅遊或者環保旅遊，怎麼樣讓它能夠持續性的。然

如說它是一片群，法國南部的藏酒酒莊，這個一片群的景點區域和自然之間的關係。為了被列入世界遺產，應

後現代的建築，因為現代的建築蠻多不是石材的，現代建築，它在人類的發展其實也蠻重要的，當然被列為世

該要有卓越的普世價值，標準要很確定。為什麼它有這個普世價值？它的真實性，完整性，同時它要有這個國

界遺產的不是那麼的多，可是它的保護，反而常常比一些傳統的建築質材，更不容易保護，或者更耗費經費，

家，還有在地政府要有效性的保護和管理的計畫和機制，因為它超越了國界，應該成為當代和後代全世界共同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主題，然後有關天文的、人的技術也是一個重點。

的文化自然價值，所以全人類應該好好的來保護它，要肩起集體責任的準備。

今天早上黃教授有講到，年輕人其實非常重要的，因為要一代傳一代，所以有一個特點企劃，我會跟各位

好，怎麼樣來定義它的普世價值？我們有十條標準，前六條標準是文化的，後四條標準是自然的，自然我

說明一下，世界遺產應該從年輕人的手裡傳下去的一個重要項目。這是可持續性旅遊和世界遺產之間的專案項

不詳述，文化部分跟各位報告一下。第一條重要的標準，紅色的是代表價值的重點，就是一個是傑作，英文叫

目，透過一些媒體和國際論壇，還有企業界的贊助，來做一些宣導海洋的重要性。剛才有講過，尤其在非洲地

masterpiece，就是它是一個精品，一個傑作，所以被列為世界遺產，它應該有一個跨普世的價值，應該是一個

區、中亞地區，還有南美地區，有一些用生土建築，有一些技術性的層面可以共同來探討。蠻重要的就是，從

傑作，人類創造出來的傑作。我們講的六條標準之內，不一定要每一條標準都達到，只要其中一個標準，被認

教育的角度，讓中小學的老師、學生有一些手冊，能夠教導一些最年輕的小朋友或者中小學生，一起來參與世

為能夠來說服國際社會，就可以被列為世界遺產，所以第一個是它的傑作。第二個，它的重點是重要的交流

界遺產的保護和推廣。所以，今年是四十周年，同時因為年輕人的參與性越來越重要，所以在世界各地，包含

地，比如說伊斯坦堡，土耳其它就是歐亞交流的地方，如果以後淡水要申報世界遺產關於重要的交流，它應該

在日本、印度、烏克蘭、賴比瑞亞、西班牙、蘇俄，教科文組織都一起蠻多的配合工作。然後有一個給中小學

也是一個見證之一。第三個，目前還存在或者已經滅亡的一些傳統或者文明，重要的字眼是傳統（tradition）

教師的手冊，目前已經翻成三十二個文本，讓年輕人能夠真正參與，產生一種自願者跟世界遺產之間的關係。

或者文明（civilization），比如說，埃及古文明雖然消失了，可是它還有一些例證在這裡面，這是第三條標
準。第四條標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層面的重要例證，跟第一條可能有點不一樣，第一條它一定要是一個

今天早上講過世界遺產、世界非物質遺產、世界記憶名錄，都是保護全球的文化多樣性，是根據聯合國教

精品（masterpiece），第四條標準的話，它可能是一個重要的例證，它不見得是一個精品，它是人類怎麼樣應

科文組織2005年文化多樣性公約。很簡單的簡述，1972年的世界遺產公約，是希望保護卓越的普世價值（out-

用自然的環境，與其共生之下產生的例證，比如說哥德式的第一棟建築，比如說日本鄉間一個非常斜的屋頂，

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它應該有標準的真實性、完整性，非物質遺產它除了世界價值以外，它更要注意傳

因為下大雪它是非常重要的，這邊是敘利亞十七世紀被認為是很重要的清真寺的一個建築體，尤其是它斗拱的

統的、社區的、語言和宗教可以持續下去，有關技藝方面，它是重要的影響性和世界的記載。世界遺產的理

一些建構，所以第四條標準是一個技術的評量。第五個，人類怎麼樣使用土地和海洋的傳統方式，比如說在利

念，源由自1910年亞斯文水壩，埃及開始要建造，到1960年真正建造之後，著名的努比亞建築群將會埋在水

比亞這個綠洲古城Ghadames，怎麼樣在沙漠邊緣地區建立一個城市，它是人類使用綠洲來對抗很乾燥沙漠環境

的下面，所以當初有一個叫國際古蹟整修工程，怎麼樣在當初1960年，可能和現在有點不一樣的保護措施，

的一個案例，這是第五個標準。第六個標準，是一個重要的文學作品、歷史事件，這個和無形還有一點關連，

以切割的方式，海拔高五十公尺的地方把這部份往上移，然後它也變成了一個國際共同的合作，因為有這個國

比如說，這一個是Hiroshima廣島原爆紀念館，二次世界大戰原子彈一個負面的見證，它也是被留下來的，所以

際共同合作來保護這個努比亞建築群區，所以國際國家的代表覺得，我們是不是可以來共同制訂一個國際公

它是和一個事件，或者一個與生活傳統比較有直接關聯，所以，越來越多專家學者或國家代表認為，第六條標

約，跨國際的共同保護。所以在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跟會員國共同制訂了、推動了、通過了世界遺產

準應該盡量跟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直接連在一起。很快再跟各位覆頌一次，第六條就是一個事件，第五條是

保護公約，簡稱1972年國際公約。

居住的方式和利用土地的方式，第四條是技術性的重要驗證，第三條是文化或傳統的、不管在或消失的一個證
明，第二條是一個重要的交流，不管是跨國或者自己國境內不同民族的交流，第一條是一個傑作。

國際公約一方面，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國際準則的公約，第二方面，它能夠提供國際共同為了文化的多元
性，還有文化帶動和平的一個合作平台。這是它的背景，現在進一步來看，跟早上後藤教授講說日本2004年

當然更重要的是，世界遺產不是為了登錄而登錄，登錄世界遺產最主要強調，就是好好怎麼樣透過一些經

《景觀法》，沒有把景觀的定義，定義的很清楚，不一樣的是，世界遺產公約裡面，把世界文化遺產的基本概

營管理，還有全體規劃和一些法律標準、地方居民的參與，有一個整體的配置，來保護這個卓越普世價值，然

念定義，非常明確的定出來，它有兩類，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文化遺產最主要的是，分為重要建築英文是

後，讓它有一個長期的預期目標，好好的透過所有參與者，年輕人的手繼續傳給下一代。

monuments，或者是建築群（groups of buildings），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景點。這一些東西是它能夠在人類發展
的過程中，具有歷史、美學、考古、科學，種族學或人類學的價值，所以它的文化遺產的分類和定義從這角度

我們的工作單位世界遺產中心真正的成立，是在世界遺產公約二十年之後才成立，之前附屬在文化資產

來訂。自然遺產是有關特殊的自然生物及地質外形，一些瀕危物種的棲生地，另外一種科學、保存或美學價值

處，不是一個世界遺產中心，也不在教科文組織裡面，所以我們最主要代表秘書處，從秘書處的角度來做各

的地方。比如說它是一個建築體，泰姬陵剛才說過了，比如說它是一個建築群，克羅西亞的歷史舊城中心，比

方面的協調，專業的原則上是以這三個諮詢單位。1992年世界遺產中心存在之後，就開始來注意全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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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跟大地怎麼樣共存，人類移民生存方式，技術演變，人類互動和文化共存之間的一些表達。然後有沒有可

所以有兩個東西要來想，第一個是文化遺產它本身自己怎麼樣再利用，怎麼樣可持續下去。然後另外一個

能，跳離歐洲美洲中心往太平洋、非洲發展重點，原住民有一些重點，承認無形的文化遺產的價值，還有一些

是，文化遺產不管是正面的或負面的，因為常常會講保護和發展它是互相牴觸的，可是它真的只能互相牴觸

精神上聖地的價值，要注意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要認可當地居民為景點的重要管理者，然後對世界遺產越採用

嗎？它有沒有一些正面的地方，兼顧發展和文化遺產保護，從社會層面，從經濟層面，從環境層面，產生一些

傳統的管理是越重要的。整個概念，從一個建物，也慢慢轉變到從一個歷史城區，村莊，文化景觀，從一個單

互相的關連。現在，當然文化遺產的保護的外來壓力越來越大了，而從社會，環境，經濟的價值來講也越來越

點變成一個整體性的，或者跨國界的來申報這個概念。所以，文化景觀，人怎麼樣使用土地，比如說一些原住

大了，且保護遺產的範圍越來越寬。所以，有沒有可能從各個方面來看，從環境，能源和質材，從技術層面，

民象徵性的聖地，一些文化路線譬如說朝聖路道，西班牙和法國的聖地牙哥朝聖路道，比如說一個毛利族在紐

環境層面，或者比較低的利用價值，是不是從傳統的元素裡面可以找得到呢？最主要的重點就是，從文化遺產

西蘭毛利族的聖山，比如說在南非一個種族隔離的時候曾經關過曼德拉的一些監獄，或者剛才有講過的廣島長

的保護和再生，能夠和經濟有互動，雙方都是正面而不是對抗，和環境和社會的價值，能夠有共同的理念，有

崎的一些聯想性遺址，都是全球策略重要推動自然遺產之一。

沒有可能讓一些保護的眼光，稍微比較寬一點？不把發展和保護變成一個對立向度，而是把它當成一個可能性
的機會。

所以，目前從1972年到2012年已經四十年的歷史了，今年最重要的就是認為，可持續發展還有地方居民
團體參與的重要性。這個是四十周年紀念、適時來推動的一個文宣版本，說明一下世界遺產的標誌，它是一個

所以說，世界遺產一些多元性的探討，還有一些新的構思，甚至要比較大的尺度而不是單點的，應該從整

四方形就代表人類創造的一些空間，外面是圓形，是表示自然地球，然後方形又有點類似手牽手，所以它是變

個城市、整個社會層面、整個環境層面，整個經濟層面來講。有一個可能就是，以前只是在講整修（repair）

成世界共同來保護的意思，以上是第一部份。

，現在慢慢在講重複使用（reuse），甚至再利用（recycle），有沒有從這個角度和可持續發展能夠相結合？與
其一個政策性的，有沒有可能從最草根性的來慢慢的，雙方的各種策略和行動能夠合在一起？讓遺產它自己的

繼續跟各位報告第二大部分，剛剛談到申報世界遺產大概的整個流程，目前遇到的一些重要課題是什麼？

可持續性，變成能夠配合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環節，能夠有更廣的思考，它能不能有一個比較長遠的視野，

也就是永續發展和歷史城市，為什麼呢？首先，我們回到1987年，我們在講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它的定

變成一個比較彈性，比較多元的，而不是一定是「是」，一定是「非」，從這個角度來看，讓發展和保護中間

義，在1987年的時候說，它應該是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可是不能忽略到以後的世代他們所需要的。這個是不

找到一個平衡點，是可持續發展角度的一些理念性。

是和我們講遺產有一點異曲同工，我們要好好留下前人的，留給下一代的，所以這整個立論根基在這一邊。我
們講可持續發展，有三個主要的支柱，立論根基一個是從社會層面來講，一個是從環境層面來講，一個是從經

再跳回來亞洲的城市，我舉一個案例，麻六甲海峽有兩個重要的城市在馬來西亞，一個是檳城（George

濟層面來講。那麼，世界遺產或者一般的有形遺產的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之間關係是怎麼樣呢？回頭來看，亞

Town），一個是麻六甲（Melaka），跟各位介紹一下，馬來西亞怎麼樣申報它們當為世界遺產世界城市。麻六

洲的城市地區感覺上在遺產的保護，目前有五個東西都陸陸續續在進行。

甲這兩個城市，它被認為是一個系列的申報，是兩組建築群的申報，他們是還有居民在的歷史城鎮，這個定義
要說明清楚，我想這個和淡水日後申報有同樣的切入點。大概介紹這兩個城市有五百年的歷史，商業還有東西

第一個，就是大部分的亞洲城市，還是有在大拆大建。第二個就是，開始很多地方政府知道一個點、一個

文化交流，還有多元不同的文化，然後它是從十五世紀繼續在存在發展的，這個是大概整個地理環境的簡介。

建築體，它的重要性要好好的保護。第三個，開始有一些地方居民、地方政府，他也覺得整個街區它也是非

然後，我們剛剛講過，它要有一個地區的範圍，在2005年的時候，我們英文還叫core zone，現在我們叫它就是

常重要的要保留住。其他還有一些地方，比如今天早上黃教授講說，淡水有一些點，有一些線，有沒有辦法把

遺產區，它有一個緩衝區，各位可以看到它的中心，最主要有一個河道，這個是麻六甲。然後這個是檳城靠海

它整個連在一起，城市的紋理整個都把它好好保護，已經在做了。甚至有一些地方，比如說後藤教授也在講，

的，一樣的這個是當初的核心區，現在叫做世界遺產區，這個是緩衝區，要把範圍制訂出來。它有什麼重要的

城市的完整性，城市的生活景，城市的特色怎麼樣保護？在亞洲地區似乎因為寸土寸金，每個地方都有大拆大

元素？他們說有不同的宗教遺留的建築體，有一些重要的美學，或者文化遺產的價值，還有一些人還生活在裡

建，每個地方都試著在單點保護，每個地方都有一個系列的街區保護，一個整體的考慮，還有找出生活景或者

面的，有一些傳統的華人街屋還有居民，還有些小商店存在的聚集所，一些重要的建築元素，代表了東方和西

各方面，這似乎是亞洲目前在進行的幾個方向。所以，從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裡面，像印度聖河一些宗教

方建築元素的結合，裡面一些重要的物件，不同的宗教，伊斯蘭教、印度教，還有道教、佛教。剛才看的是麻

的、人為的條件，它在可持續發展中間要怎麼樣想呢？除了經濟，除了社會，除了環境以外，文化遺產有沒有

六甲，這個檳城的話，它更重要的是靠海，整個海岸線、海港和它的歷史古城之間的關係，它是最早華人在東

可能變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呢？這又要想想什麼是文化？所以，文化的多元性，它可能是每個人都能

南亞的聚集所，華人的住宅和街屋，還有一些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建築體，不同的宗教的建築，所以說，他們

夠認知是發展的根源，它有沒有可能，能夠由智慧上、情操上各方面的共同來認知，這是從文化多元性的角度

這個是由ICOMOS評鑑的根據文本來提，從兩個元素、兩個不同的城市歷史區域，它的真實性被認為存在的，

來看它。在這個角度來看一些市集，比如說摩洛哥古城費思的市集，它也是可持續發展重要的一環。

它的整體性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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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現在，世界遺產的申報競爭性越來越強，所以它需要有一個比較研究，為什麼它跟澳門相比，再比如

以前1972年的時候，大家只注重它的設計（design），它的質材它的工匠還有它外圍的配置（setting），

說跟淡水或香港比較，它更能夠代表跨普世價值？所以ICOMOS當初在評鑑的時候，覺得它的文化交流是有普

可是目前，它除了設計以外，它的方式，形式，它從哪裡來的，它的使用和功能，它的傳統，還有傳統的管理

世價值，它的文化和傳統還繼續留著的是，代表華人和西方國家殖民重要的見證，還有一些建築的技術性是代

的，所以它的所在地，再也不希望把東西就遷走了。因為現在已經不管是技術上或者居民的認知，都不應該讓

表強烈的。檳城的部份，它覺得範圍劃的不錯，保護的措施已經做到了，維護的措施也做到了，經營管理還

保存和發展完全對抗，應該可以找到一個共同點。另外，早上我們也提到非物質的越來越重要了，居民還有外

不錯。不過，麻六甲的部份，被認為它的範圍，不是特別明顯能夠把元素都保住，經營管理還不夠，所以ICO-

來觀光者，他對於這地方的知覺，還有認知還有情操上的，還有其他內在和外在的一些因素。所以，從以前只

MOS建議退回重修，就明年再來。跟各位補充一下，在2008年的時候，也已經是1972年世界遺產公約之後三

注重形式的、外質的，慢慢已經有越來越多經濟，社會還有環境的因素。從這邊來看完整性的話，應該有一定

十六年，一開始的話，這些諮詢單位所建議的、說你要登錄的，幾乎百分之九十五就真的按照這樣登錄，不用

的尺度來保護它的面貌和過程，遭受未來發展有不利影響的東西，都應該為完整性的重要環節，所以它應該由

登錄的也幾乎都會被按照諮詢單位的建議來登錄，可是後來越來越政治化了，現在去年諮詢單位建議登錄退回

本質聯繫的文化景觀、歷史城鎮和活的東西，用各種關係和動態功能，好好的維持。

重來，退回再修或者不登錄的，竟然只有百分之四十被接受，其他都被改變了，為什麼呢？因為南半球國家，
阿拉伯國家它會聚集在一起，因為有地方政府的政績，有文化觀光的價值感。雖然2008年麻六甲被認為應該

所以說，剛才講的可持續發展裡面，不管是從經濟，環境，或者從社會層面來看，它有沒有可能讓它完整

退回明年再來，可是因為它是代表馬來西亞，第一個文化世界遺產，馬來西亞它的國際關係可能也不錯，尤其

性的合在一起？好好的讓它歷史城市活下去？它就不只是一個歷史，還有元素的真實性而已，它同時要注意到

能代表亞洲，它有不同的族群，有華人的有回教族群，有印度教族群，他們遊說得還不錯，所以雖然被認為退

它的創造，還有它的藝術性的真實性，這是我們這一次研討會，談論上蠻重要的主題。它不只是歷史，還有質

回明年再審，可是在當年，就全面不查、通過了。有點可惜的是，比如說中國大陸的同濟大學蠻有名氣的，做

材的真實性，它有它的創造，還有藝術的真實性，它當然更重要的是居民在這邊，它的社會的、它的文化價值

世界歷史文化名城蠻不錯的，然後聽說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教授，因為代表進入會場的可能很有限，這些教授以

的真實性，這些都是希望從可持續發展裡面，能夠和文化保存能夠有所共同認知。有些人在講義大利有一些地

前是從頭到尾參加到底的，後來慢慢都變成是副部長或者國家文物局局長，變成處長來參加，參與人數、發言

方，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歷史城區之後，地方居民被迫往外移，我想中國大陸也有一些歷史城區被列為世界

權感覺上越來越少。這個也是一些瓶頸，瓶頸歸瓶頸，我們應該要怎麼樣推動呢？

遺產之後，當地居民甚至有一些少數居民被迫往外移，外面的人進來經商做文化旅遊，所以，單從文化保護還
有古蹟保護的角度，似乎在一個活的城市裡面是不夠的，當然有些重點要好好保住。

從歷史的城區來看，它應該要有好好的立法的，管理的，約定的或者規劃的策略，或者一些機制性的。越
有傳統性的，能夠好好把握住這一個遺產可能性，世界遺產或者歷史城區的範圍要好好的制訂，一方面要好好

因此，有沒有可能從人居的角度，從社會觀點，經濟觀點，各方面觀點角度來看？所以教科文組織跟人居

保住重要的元素，二方面要注意不要擾民，打擾到居民他們生活的需求，如果需要的話，緩衝區反而應該可以

署來推動了一些探討叫做「歷史城區是應該屬於大家的」方案，有七個重要的指標。第一個就是蠻重要的，我

比較彈性一些，可是真的要劃入遺產範圍，應該要非常非常注意和居民的發展使用，同時要注意到它所代表的

想在淡水蠻好的，目前至少有一個古蹟博物館、三十一個建築體，各方面已經稍微了解了，就是要有強的政治

真實性、完整性還有一些元素的關係，所以這個地方是最難處理的。這邊處理好之後，怎麼樣有一個好好的經

意志，能夠有一個好的法律規章配套措施，讓它的原真性完整性，能夠在歷史城區好好保護出來。第二個重要

營管理系統？

的，在淡水似乎也是一個重要的，居民成為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中心，因為保護離不開當地的居民，所以應該
賦予參與所有保護過程的人們，一個重要的過程涵意。第三個，一個歷史城區，它是城市的一部分，它應該納

我們看一下它怎麼樣應用在歷史城區，它的元素，它的真實性，它的完整性。它的元素在歷史城區重要的

入城市發展整體規劃中，避免世界遺產歷史文化城區，在空間和社會層面完完全全的分離，當然從這角度來

是什麼？它有它的住宅體，它有一些結構，它有一些重要的歷史建物，可是，同時它的空間的分配其實也非

看，公共空間也非常重要，後藤教授也講說，城市更新有很多其實是公共空間的問題。第四個，就是功能的混

常重要，它的傳統也越來越重要，在一個歷史城區有人居住的地方，剛才以麻六甲和檳城為例，當然在淡水應

合性，你不能只是單獨的古蹟化，怎麼樣透過功能的混合性，改善居民生活條件互相結合，有沒有可能文化多

該也是一樣的情況。它有居住在這邊的社區，然後它的完整性這個社區裡面，也應該經濟上，社會上，環境上

樣性的角度透過創新，還有各方面來提供附加價值，文化旅遊是當然避免不了的，可是，它有沒有可能除了文

它是一個整體性的，怎麼樣讓這個社會經濟，環境和文化和遺留的東西能夠一起和諧的發展、保存下去？所以

化旅遊以外，多樣性的經濟領域，可以從社會切入點，經濟切入點的角度來思考？其他幾點請簡略參考圖面文

這一個就是在城鎮地區所應該重要的元素，從單體的一個小的台階建築體，一群，到城市的配置，到它的傳統

字。最後介紹一下，去年在臺灣商務出版社出了《世界遺產與歷史城市》，透過法國巴黎、雷恩，聖地牙哥，

還有居住在裡面的人，它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保住它呢？所以它的原根性，根據世界遺產操作指南，它說真實

和中國大陸曲阜的可持續發展，來呼應教科文組織三個文化公約，第一個是世界遺產公約，第二個是非物質文

性或原真性是其文化或文脈通過形式跟設計，材料跟物質，使用和功能，傳統技術和管理系統，地點和環境語

化遺產公約，第三個是文化培養性公約，希望大家都能夠關心傳統街區的保護，和都市的適度更新，和發展的

言，還有其他非物質文化精神感情內在和外在的因素，真實可信的表達它的文化的價值。

熱情，共同保護人類珍貴遺產的世界公民責任，再次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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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復國教授：

牴觸到地方居民的發展，在今天已經有經濟能力，有技術能力，有沒有其他設計規劃的方法，能夠可以好好保

非常謝謝林博士幫我們介紹的主題，我自己也聽過很多，我們自己在介紹申請世界遺產的事情，第一次有

住已有的東西，我們講的緩衝區或者視覺性，也就是歷史景觀，都市景觀（historical urban landscape），非常

機會能聽到評鑑單位的講法，這裡面當然有很多的關鍵。比如說我覺得我們最難的兩件事，就是完整性或整體

非常難，尤其在亞洲地區，怎麼樣讓歷史景觀有一些視覺性的景觀，早上在講說生活景，後藤教授講的第一句

性怎麼解釋？我覺得我們沒有講得很清楚，因為那是英文字，變成中文字，到底何謂完整性還是整體性？第二

話，就是視覺性，這個視覺性怎樣說服別人？

個，我們大家都知道居民的關係，這個關係應該是什麼關係？我看過國內的申請，在這方面還很困難的一件事
情，雖然這個是越到後面處理申報的事情。請各位提問。

所以，雖然我個人覺得，世界遺產這個機制不應該繼續存在，可是它存在還是有一些策略性的作用，一些
地方政府甚至含臺灣的，列為世界遺產的潛力點或者預備名單之後，和發展之間如果不從對立角度來看，有沒

學員A發問：

有辦法找到一些完整性的合理性的推動？我想很辛苦。為什麼黃老師在大力推，這個生活景空間與歷史的協奏

我們要跟居民做世界遺產的過程當中，我們要考慮到幾個點，遺產保存要注意到，還有所謂一些旅遊觀光

這樣的做法，可是我這邊沒有一個答覆，到底這個橋它後面的因素是怎麼樣？地方政府，地方居民他的選擇怎

利益開發的這個過程，像德國易北河的例子被取消世界遺產，因為蓋了一座橋，以淡水現在來說就是淡江大

麼樣？很有可能就是因為你這座橋，你的完整性，你的真實性不夠了，然後如果你選擇的是這個方向，像德勒

橋，我想請教，林博士針對這個例子分析一下，這個橋蓋了以後，對未來淡水申請世界遺產的利弊，或者有另

斯登一樣，當然德勒斯登，德國國家覺得很可惜，當地一些居民一些學者覺得很可惜，被除名了。它是唯一兩

外的做法？

個被世界遺產除名的，一個是文化遺產，另外一個是阿曼的自然遺產，一些原生動物因為自然環境的破壞，他
們自己覺得沒有辦法再回來了，他們自己自願除名，德國的德勒斯登Elbe古河的文化景觀，反而是被聯合國教

米復國教授：

科文組織除名的。

不只淡江大橋，還有好幾個大樓都要在核心區蓋出來。
這樣沒有直接回覆到您提的淡水淡江大橋的問題，我是把這個來龍去脈，還有我個人的看法跟您說。目前
林志宏教授：

我參加一些研討會，雖然多在表達世界遺產真實性的重要，完整性的重要，不過，蠻希望在五年後、十年後、

我稍微說明一下過程，2008年在加拿大魁北克，德勒斯登是唯一文化性的世界遺產被除名的，為什麼它

二十年後，這個世界遺產在世界上大部份的國家，就像巴黎一樣，大部分巴黎居民不知道塞納河河畔被列為世

被除名呢？因為德勒斯登古城區，它以文化景觀，中古世紀城市的型態，圍繞著Elbe 河建造的歷史古城，它以

界遺產，完全沒有收費，也完全沒有改變，它既有的管理措施或者是城市規劃，它本來就做得還可以，所以整

這個標準，還有它的完整性或者整體性來登錄為文化景觀，不是文化遺產，所以它和Elbe 河之間的關係非常重

個巴黎的塞納河畔被列為世界遺產，百分之六十七的巴黎居民，不知道它是世界遺產。各個地方國家不一樣，

要。然後為了交通，為了當地發展，有一個六線道的橋，建立在那邊古城中心越河而過，來來回回跟教科文組

有些地方國家因為世界遺產，入場費就要漲個兩倍，從您這個問題衍生了蠻多的反思，也剛好是四十年，有很

織大概有五、六年的溝通，可是當地的市長最後決定公投，公投之後，當地居民覺得我們還是要造這個橋，因

多事情，當地的居民和可持續發展，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界定。

為造這個橋，它已經違反了一些要保留下來的元素，它的元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和河道之間的關係，因為
這個橋的景觀性和各方面環節，已經破壞了它當初提報的跨普世價值，所以在這個原理下面，它很可惜，世界
上最開發的國家之一，最有錢的國家之一，最有技術的國家之一，可是它還是執意要做出來，所以它就被除名
了，這個是在被登錄之後，你才因為要建造一個我們叫基礎建設，被除名是很可惜的。
有一些國家在申報世界遺產的過程，我個人覺得，世界遺產它存在的必要性應該越來越小，因為如果地方
居民，地方政府和國家能夠好好的注重以外，世界遺產只是錦上添花的事情。可是在有一些國家或許包含臺
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的申報，有些時候是一些策略手段，就是您在申報的過程當中，事情你已經清楚了，今天
早上憲二老師講後面這一塊這麼高的大樓，如果你要申報世界遺產，你要怎麼說服來說你的完整性，你的真實
性，相較檳城怎麼樣說明呢？所以就是一個策略你要好好想，你要有所取捨。那個大橋，我昨天晚上十二點多
才到，不太知道你講的那個大橋，然後我覺得，如果在地政府有心真的要好好的做的話，世界遺產它當然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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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立基於過去之未來─文化與認知
邁克爾‧詹森
德國亞琛工業大學文獻保護中心（RWTHacdc）創辦總監

二十世紀在人類歷史上留下多項首次變革；二十世紀是直接與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及1939-1945年）相
連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一項重要的產物就是建立聯合國，另一項則是結束多數的殖民體系。
聯合國創立於二次大戰後，由對抗德國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的同盟國軍隊，在二次戰後以建立一個更美好世
界為目標而建立。這個世界應該揚棄流血、流淚、恐懼、貧窮、不寬容與不平等，應該朝向更美好更人性化的世界邁
進。
二次戰後，多數遍及世界各地，長達五百多年歷史的歐屬殖民體系終於落幕。
不論是二十世紀的世界大戰或是殖民體系，兩者都象徵著極為激進的「文化衝擊」。
歐洲所發展出的「國家主義」，特別是在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戰爭之後，不同王國林立，卻也同時面臨著人們對
於民主的渴求。除愛好希臘文化主義（phil-helenismus）之外，新古典主義是一種新生活方式的體現。另一項特色就
是探索人類文化根源的渴望。舉德國為例，格林兄弟開始搜羅德國當地童話故事，考古學家研究以下問題：「何為
生命的起源？」，另外在建築學和都市計畫範疇，中古世紀重新被探索，造就了新中古世紀城鎮，如Violette le Duc.
修繕法國的Carcasonne。John Ruskin寫下他最著名的《建築的七盞明燈》（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在德國如
Rothenburg和Heidelberg等城鎮則被部分重建與修繕。
同一時期，許多之前的中古城市則是喪失了他們中古時期所築起的帶狀城牆堡壘，取而代之的是環狀道路，如
科倫和維也納等許多城市。
保留過去已經成為「德國」、「法國」或「英國」新國家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也是新歐洲國家主義思想的一部
分。十九世紀末，個別的國家主義衍生成較種族主義式的思考，就像是殖民國家所表現出的「殖民」行為或是日耳
曼民族的優越思想。邁入本世紀之初，發生第一個轉變就是「國家主義思想和傳統藝術與建築之興起」。美國建築
學因應其民主體系與經濟需求產生變化，在德國則是「包浩斯」興盛。這些新興形態是基於沙利文所謂的「形隨機
能」說。包浩斯是因為受到希特勒政權強制結束，並且強迫多數老師離開國家。多數人轉向美國，在那裡找到容下
現代建築學的學校。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時，現代建築與藝術被嚴格禁制；建築師如施佩爾（Speer）則回歸淨化的
羅馬古典建築，如西方文明的凱旋門式建築（arian）；村落城鎮建築則再次展現中古風情。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僅數百萬人死亡，德國多數地區和其鄰近國家受到嚴重創傷與承受極大苦難。1947年
時聯合國成立「姊妹」組織，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幫助世界發展出一套更和平形式包容相互文化。「文
化衝突」在聯合國的大傘之下應該轉變成相互平等共存共榮的形式。而教育、科學與文化正好是世界和平大傘的
三項重要支柱。

2012 有形文化資產國際研討會

活動成果手冊

68

2012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專題演講

Outcome Report

69

Abstract

THE FUTURE IN THE PAST: CULTURE AND IDENTITY
Prof. Michael Jansen
1st director RWTHacdc, Germany

1963年成立ICOMOS（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並於1972年擬定世界遺產公約。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 marked by primary changes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one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two World Wars ( 1914-1918 and 1939-1945 ) . An Important outcome of World War Two was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自此以來，當我們提到「世界遺產」時，所著重的是其「非凡的普世價值」，而非屬於單一國家或文化的資產；

Nations and the other one was the end most of the colonial systems.

世界遺產是屬於世界全體，屬於我們每一個人。
The United Nations were formed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by the allied forces against Hitler Germany and
隨著全球化的腳步，文化也在改變，新的思想興起：「在地行動，全球思維」！我們正面臨嶄新的策略：雖然我
們進入這個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在高速的通訊與資料傳輸之下，地球村的時間與空間距離拉近，儘管如此，我們

Faschism, and established themselves permanently after World War Two with the aim of creating a better world. Blood,
tears, fear poverty, intolerance, un-equality should be abandoned for a better, more human world.

仍然渴望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鄰居，有自己的友好和平以及特色。
With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a more than 500 years long lasting period of mostly European colonial dominance all
而特色是我們只能從自身的傳統根源上才有可能找得到的。但是並不如新民族主義一般會導致文化衝突，而

over almost the remaining world had an end. Both events, the World War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colonialism were
expressions of an extremely aggressive form of the “clash of cultures”.

是訴求和平與相互尊重。
這是我們當今城市村鎮的樣貌：該形態反映出我們的特色、我們思想，包括能夠見證我們過去的歷史，但是同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s” in Europe, especially after the Napoleonic war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時也包括可以邁向未來的社會形態與寬容。在我們的棲息地上人類是最主要的一群，機器應該是被我們善用而非

century resul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fferent empires but also, as a counter movement in the desire of people for

像六零年代的歐洲一般佔據了整座城市。今日的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和德國，以及世界多數城市，行人徒步區儼

democracy. Out of this desire the phil-helenismus and the neo-classicism were the physical expressions of a new form

然成為市中心繁華地區的主角，並且點綴多處供市民使用的綠地。

of living. One more trait was the desire to come back to the roots of the individual cultures. In Germany- for example,
the brothers Grimm started to collect German national fairy tales, archaeologists researched into the question : “What

都市計畫的最新策略就是「以人為本的城市」。

are the origins of life? ” and in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he Middle Ages were re-discovered resul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edieval cities like Carcasonne in France by Violette le Duc. John Ruskin wrote his famous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and in Germany cities like Rothenburg and Heidelberg were partly rebuilt and restored.
At the same time most of the former medieval cities lost their medieval fortification belts which were pulled down
and replaced by ring roads like in Cologne, Vienna and many more cities.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past became part of the new nationalistic movements being “German” or “French” or “English” as part of the new European nationalistic thinking.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individual nationalisms
resulted in a more raceistic thinking, as expressed in the “colonial” behavior of the colonizing nations or in the superior
thinking of Germanics. With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first changes of “nationalistic thinking and traditional form in art
and architecture come up”; in architecture in the US, based on their democratic system and their economic needs and
in Germany through the movement of the “Bauhaus”. The new forms were based on Sullivan´s formula : “Form follows
function”. It was the Hitler regime which finally closed the Bauhaus and forced most of the teachers to leave the country,
in most cases for America where they founded the modern schools of Architecture. In Hitler´s Third Reich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art was strictly forbidden, architects like Speer went back to the purified Roman classical architectur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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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基於過去之未來─文化與認知
主持：米復國
主講：邁克爾‧詹森
the triumphal form of western (arian) civilization. Villages and towns got a medieval touch again.

米復國教授：
歡迎詹森教授，他是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的教授，另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UNESCO裡面的資深專員，特別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not only many million people had died, but also most of Germany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were destroyed and had suffered tremendously. In 1947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their “sister” organisation,

在古蹟和遺址方面的研究人員。緊接上一場的世界遺產，我們也要再深入探討一下，對這方面的體認到底是怎
麼樣，有請詹森教授。

UNESCO, was created to assist the world in developing a new peaceful form of the meeting of cultures. The “clash of
cultures” should be turned into a being equally together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邁克爾‧詹森教授：

Besides Education and Science, Culture was one of the pillars of the new world temple of peace.

謝謝主持人，首先我想要先介紹幾本《Heritage Centre》期刊，待會擺在前面的桌上，可以參考一下，今天
演講中滿重要的是第二十七期專題「管理歷史城市」，這幾本期刊非常精彩。

In 1963 ICOMOS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onuments and Sites) was founded and in 1972 the Convention for
World Heritage created.

這些文獻出自於國際學者，解釋世界遺產機構是如何運作的，在此，我也引用了部份的期刊內容。「立基
於過去之未來─文化與認知」是什麼意思？我不知道講述世界歷史對這個演講將有何涵義，我住的德國與你們

Since then, we talk about the “World Heritage” with its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s” as property not of a single
nation or culture anymore but as the property of the world community, of everybody of us.

的城市之間距離千里之遠，西元800年，亞琛曾是查理曼帝國的首都，當時幾乎整個歐洲都是查理曼帝國，我
將會從我的城市，舉出一些最早期石造建築的例子，在亞琛帝國衰敗以後，它現在仍是世界遺產。

With the upcoming of globalism, also in culture, a new thinking has sprung up : “Local acting- global thinking”!

「立基於過去之未來」是由UNESCO創造的口號，它曾是「為什麼我們要保存舊建築？」活動裡的一個主

And here we are in the new strategies : Though we are entering a global world of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world shrink-

要口號。有時候，我會非常挑釁地問我的學生，看看這些古老的構造，為什麼我們不乾脆就把它們拋開？這些

ing in time- space relations, in communication and data high ways, we still have the desire for our own home, for our

不斷的修復到底有什麼作用？我們開新車子、用新傢具，我們所作的一切都在未來，而為什麼我們卻老是在回

own neighborhood, for friendship peace and identity.

顧過去？

And this identity we only can obtain out of our traditional roots. But not in form of new nationalisms which result in

這是第一個問題，而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從哪裡來？在找尋什麼？需要什麼來造就自己？那將會是認知的問題。

the new clash of cultures, but in the peaceful together of mutual respect.
首先，我把演講初步集中在城市的現象上，就像我們正在這裡討論的，淡水它是新北市最初被建造的主要
This is the city, town and village of today : Forms which reflect our identity, our thinking, including forms of our

地點。這是UNESCO出版刊物裡，Oers先生的引言：「隨著世界人口數在都市地區逐漸急遽的增加，加上如何指

history as a testimony of the past, but also new forms pointing into the future with social forms of tolerance. In our habi-

定保護文化資產的活用，歷史古都的保存，已愈來愈難在城市的規劃中持續，在國際教科文組織中，對於現代

tats the human being, we, is the primary dominant part, the machine should be made use of but should not dominate the

都市發展之餘，指定歷史古蹟保護的討論已愈來愈重要。」

city as was the case in Europe in the sixties. Today in Italy, Spain, France, Germany but also in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pedestrian zones predominate the down town areas mixed with greenery for the citizens.

我們正在面臨著危機，兩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危機，世界在當時被改變了。而我想要再次的收集，什麼是
城市以及什麼是城市裡的現象？為什麼我們要尋找城市中立基於過去的未來？

The latest strategy in urban planning is : “Cities for the people”.
你看這兩張照片，一張是摩亨佐‧達羅城，大概是在西元前三千年的銅器時代，昨天剛從巴基斯坦過來，
它也是一個世界遺產，我們現在正在處理它。在這裡可以看到的是，在廢墟中科學家所做的重建，所以，所做
的是將他們所理解的城市，及對應城市的影像預設進行重建。左邊照片是紐約的世界遺產建築，在十九世紀末
二十世紀初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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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許會回想起，創立於二十世紀德國德紹的包浩斯學院，包浩斯學院的風格影響了三十年代初整個世

我將在我的演講裡呈現，在時代的變遷中，特定的功能如何影響城市中的形式。對我來說，我的演講一個

界的建築，學院裡其中一位著名的校長沃爾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他首先丟棄了所有建築歷史的書

很大的重點是，你們都能瞭解到，我們正處在這個過程之中。而且對我來說是很真實地，當下的問題，是一個

籍，並且不允許學生閱讀任何與過去相關的事情，結果是什麼？結果是二十世紀的近代建築，發展出近代藝術

從關係中考慮功能的過程，已被永久地改變了。我在保存與真實性的討論之中，看見了一個危機，而僅止於在

以及所有的其他事物，這些包浩斯建築現在是在世界遺產的名單上。假如世界遺產會議在二十年代就已經存

現在這些物件，才被靜態地檢視。

在，這個運動並不會像現在被給予高度的肯定。格羅佩斯他並沒有往後看，而是向前看。
但我們必須瞭解到，這是一個立基於過去中的未來過程，因此，我們必須學習，特別是在都市保存上格外
所以，讓我以較挑釁的方式，在我的演講裡建立一種規則，與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世界遺產保存新觀點中

重要，我們不是用守舊的方式來保存，而是用一種進行的方式展望未來，並且將它指出。最後一句說的是：「

的傳統形式建立關係，是很重要的。像是在現代建築保存的創新隊伍一樣，所以我們現在擁有什麼？我們在形

歷史形式與新功能的整合

式與機能上有著特許的方案，它這麼說：「城市是由形式所組成，這些我們所居住的物質形式，我們稱之為城

將它們變新，適應新功能的最低許可，依照世界的準則，是沒有被清楚的定義。

在很多案例中是需要的。」這代表我們也許需要，改變老舊的街道或房子，在未來

市環境以及功能的有形常規。」像是我們所在演講廳的功能般，可以很清楚的定義出其中的座位，我是與看著
我的你們所相對的講者，所以這個特定的功能，構成了我們所在的這個建築物，所以要怎麼做？

而我們正處於危險的狀態，關於先前在林志宏博士演講中看到的，所有項目中說的六項標準，代表著當在
介入歷史建築的時候，建築師所面臨的問題是，你被允許能夠改變多少？

要創造一個東西像這個演講廳，你需要能量，這股能量就像是當這世界在開始某一件事的時候一樣。可以
是人們的穿著，也可以是人們的需求來創立學校，這股能量創造出功能以及他們所擁有的條件，需要資金、需

如何將新的功能與舊的形式一起帶到未來？你也會遇到一些問題，像是向ICOMAS提出世界遺產的申請失

要技術、需要人手參與，需要在時間裡去發展形式，這些城市裡的形式，是我們與創造這些形式的先驅者之間

敗，因為他們會說，你現在所做的，或是你曾經做的並沒有保存真實性，我將會在我的演講中呈現，真實性也

的關聯。

是某種進行中的東西。

所以在觀察中有趣的地方，是形式永遠都取決於時間與空間。十年前這棟建築被建造在這個地方，而不是

像是我給大家1920年代現代建築的例子，這些都將會在世界遺產會議裡出現，並且也會完成現代城市的

其他的地方，這棟建築的功能是一個演講廳，它是獨立在時間與空間之外，演講廳可以是在紐約，或是其他任

規劃，在城市中，它也會被影射，現在，是世界遺產計畫中的一部份。很少人知道，十九世紀的巴黎是由巴黎

何一個大學裡，所以我們與每一個建築，都在形式與功能上產生關係，而在歷史上發生了什麼事？這棟建築，

區長歐斯曼（Georges Haussmann）建造，他摧毀了所有中古世紀的建築，放置了大型的入口通往巴黎，若以現

需被建造成這個形式，來迎合這個特定的功能，也許五十年之後，這個功能已經不再被需要，接著，我們會決

在的情況，這將會是一個很大的罪行，因為他催毀了那些歷史建築，但現在是世界遺產的一部份。

定是要將它拆除，或是給它一個適合舊有形式的新功能，而這正是我們在做城市與每一個建築保存時，所會遇
到的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瞭解到，歷史現象是由建築歷史以及文化所構成的。首先，我所呈現的是對於歐洲過去的
研究，我想陳述歐洲的歷史記憶，以及文化的角色，已經在過去的五百年間被改變了，這個中世紀之後在歐

我們擁有這些上百年的、五百年的、千年的、或是僅僅五十年的老建築，為了特定的功能所被建造，而現

洲中心的古老故事，由法國與德國的衝突開啟。西班牙與德國的統治者查爾斯五世，與法國的佛瑞德一世是相

在，這些為了那個特定或是其他理由的功能，已經被放棄了，人們開始想知道我們可以拿它怎麼辦？然後他們

互對立的，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因為在當時發生了兩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是，哥倫布從西班牙往西航行

說，好吧！也許它是一棟老舊貴族的房子，或是殖民與自由象徵的建築，他們也許也說，我們可以將它轉化為

發現了美洲大陸。同時，在1497年，瓦斯科‧達伽馬跨越了好望角，並且發現了往印度的航線。1520年，葡

公共建築、學校、圖書館或是集會場所。

萄牙開往東邊世界，他們直接航行到麻六甲，因為這個事件，在十六世紀初，歐洲開始佔領整個世界。整個世
界被三個在歐洲最外圍的國家所劃分，地中海變得一點也不重要。在這個時候，我們所理解的歐洲所定義的文

而身為一個建築師你能做的是，當你看那棟建築時，看見的是能夠如何、改變這樣的形式並與新功能產生

化，被出口到整個世界，如果你在1520或1530年後到美洲去，他們那時便有歐洲的城市，即便是你在歐洲地

連結，然後你用新的形式做了變更，並且是可以迎合新的功能，因此當功能被實質地改變之後，形式也會跟著

區，或任何葡萄牙佔領的地方，麻六甲任何一個地方，歐洲文化被傳遞出去，並且文化的發覺，也是透過這些

改變。保存以及都市歷史規劃，是歷史形式與新功能之間的相互順應。

出口者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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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環境改變的中心是佛羅倫斯，1480年開始了文藝復興運動，而文藝復興是什麼？文藝復興就像它的
名字所說的Rinascimento，表示古典的再生，而他們都做些什麼？他們什麼也沒做，只是複製過去的羅馬帝

75

大利、俄羅斯，在拿破崙過度氾濫之後的反應，多數的國家主義者，像是德國、奧地利、俄羅斯，都紛紛重新
開始使用德語。

國。即使是現在，我相信你們這裡也有很多像這樣的建築，在很多地方，人們仍然使用希臘風格的拱門及柱
式，這些建築語彙都可回溯至羅馬與希臘的古典文化，因為他們擁有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典型。所以，整個

現在，我們來談到文化的定義，語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基督教與猶太教彼此鬥爭，而都是因為衝突升高

殖民運動中的建築傳遞著羅馬與希臘的語彙，你可以看到在這重建圖中，在南美洲蓋成的巴恰卡馬希臘神殿，

而引起的，他們嘗試去找到他們的民族定義，保存在大學裡被視為一門科學的開端，在這之前，沒有人曾經想

伽爾瑟夫農1570年在土耳其的塞爾柱克，設計了希臘風格的亞特米斯神殿，沒有為什麼或是要傳達些什麼，

過，要用科學的方式教導或是執行它。

就是一個文藝復興的立面。伽爾瑟夫農他對於神殿的想像，來自於文藝復興的教堂，文化被定義的方式，幾乎
都是依循著我們腦海中，在歷史發展重要的城市或者是事件的想像。

可以看到在十九世紀的城市，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成長，在那時工業進入城市之中，當時的倫敦有著成千上
萬的工廠、煙囪、微塵，以及過度氾濫的人們，進到城市中賺錢，兩千年以來城市的定義，在當時被戲劇化的

槍枝被發明之後，在1480年後，查爾斯五世以及佛瑞德一世的衝突中，他們使用槍械，並且來到這些中
古世紀的牆面開火，子彈通過那些牆面，二十分鐘內他們便可以攻陷中古世紀的防禦系統，他們稱之為早期預

改變了，傳統的生活方式也被工業革命所毀壞了。這是年輕時期的維多莉亞皇后，她在倫敦、在英格蘭，標誌
了這個時期為工業革命，他們也征服了印度，整個印度大陸成了英屬殖民地。

警系統。理論上這個是（孟巴薩），殖民建築的模式，可以看見槍枝的形式設計配合防禦的方向。在十六、十
七世紀之前的城市，我們也看到新的構造物，都是為了防禦抵抗使用槍械佔領城市的敵人。在1550年之前，

在旁邊你看到的是西敏宮，還有倫敦國會，國會大廈在1860年被建造，那是新哥德式時期，而他們怎麼

中古世紀時期的城市，幾乎是被劃分開來的，統治者透過防禦的城牆，將他們自己與城市劃分開來，因此，城

做呢？他們摧毀了老舊的房子，回到先前的建築風格，1100與1400年間的歐洲中心，開始以守舊的風格建造

市裡形式與功能相互結合的概念已經不再存在，這就是我們所呈現的殖民建築。

房子，以文藝復興式、哥德式、羅馬式風格來建造，在十九世紀那是一種混合的風格，因為民族主義的定義重
新回到中世紀，這個定義也闡述了那些，他們正在使用的建築語彙。

城牆的建築因為防禦上的需要，於是這區域的規劃分成四十五個單元，其中可以看到，整個區域的規劃，
皇宮是被獨立出來的，你可以看到這些建築語彙，所使用的是格子系統，這是羅馬所著名的傳統殖民建築，

當然也涉及到人們，像是勞工們的住所，在德國，成千上萬的人們居住於有限的情況底下，在共產主義發

這些街道系統在三個月內被建立起來。西班牙人佔領拉丁美洲，使用了馬德里這樣的城市系統，被佔領的城市

展下的馬克斯以及恩格斯，他們兩個都是德國人，特別有趣的是，恩格斯他還是非常有錢的工廠的擁有者。而

建設是沿用那裡的設計。再呈現的是，在十八世紀美國傑克森他們獲得自由的象徵，這棟建築是在傑佛遜大學

這些哲學家，像是美國的歐文森，主張作為一個城市的新概念，社會計畫的利益應是為了勞工所發展的。而城

裡，由數個羅馬柱撐起一個的穹頂建造而成，這是學校裡的中心，這是一個模仿羅馬時期萬神殿的一個建築。

市的模式以及風貌，是無時無刻在變化的，並且轉入另一個不同的導向。我們開始鑄鐵，工業進入城市，而這

在這裡，又再一次的說明，我們所認知的文化是由歐洲中心到世界各地。而當你到十七世紀時的拉丁美洲或是

就是歐洲城市所發生的事情，在十九世紀的時候，生產是在城市裡面，而有錢人搬出了城市的中心。

東南亞，各地的廟宇、神殿、教堂，看起來都一樣，那是最早的國際化建築。羅馬文化並沒有像這樣的被刺
激，甚至不被尊重，但它卻深深影響了，歐洲中心在世界各地的殖民與佔領系統。

而在二次大戰後的歐洲發生了什麼事？我將會闡明這些，窮人被趕了出去，他們重新修復了城市的中心，
有錢人又再度搬回，二十年前他們原本居住的地方，而相關於都市規劃的真實性問題，變得越來越具有爭議

在保存歷史過程的了解與解釋，現在來到了有趣的部份。一直到那個時候，沒有人重視過歷史建築，我展

性。就像是當我們真正進入到城市的歷史中，我們會開始問什麼是本質？

示一些在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的照片，現在我們所擁有的這些十六世紀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最初的聖彼得教堂
是在第四世紀時成形的，而在十六世紀，所有在羅馬所建造的聖彼得教堂都被毀壞了，沒有人曾經想過，要將
老舊的聖彼得教堂保存下來。

其中一個主要的都市發展，來自蒸汽引擎的發明，有了蒸汽引擎之後，鐵路開始從四面八方進入城市裡，
所有的住所都被毀壞，為了讓鐵路能在歐洲城市中建設，也因此發展了一個全新的城市模式，這個問題關係著
與城市的連結，在十九世紀時，沒有一個城市的建設會得到UNESCO的認可。它是可以更好的，但是如你所知

現在對我來說，瞭解如何去處理歷史建築是很重要的，它是一個時間與空間的現象，並且我們也開始有這

的，前提是世界價值的定義正在改變，如果你用歷史的角度看它，我們便可以定義現今的立場。像是蒸汽船，

個特定的想法。這是拿破崙，他在法國大革命後嶄露頭角，滑鐵盧戰敗之後，整個在歐洲中心的思考開始改

跨越航行至全世界，我們也開始重新建造港灣，特別是對你們東南亞來說，這是對於歐洲認識非常重要的一

變。這是1850年的維也納國會，整個歐洲在這時候開始改變了，你可以看到這裡，我們有奧地利、德國、義

環。然後，有了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它在地中海與紅海之間，這是它的剖面，因此到東南亞的航程，被縮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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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公里，所以在1850年的時候，你可以很快的航行透過蘇伊士運河。新興的城市也建立在這之上，像是

十德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歷史建築在當時被摧毀。這也是1947年UNESCO成立的其中一個原因，這是非常重要

現在已經不存在的龐貝城，對英國人來說，透過蘇伊士運河經由紅海往印度的直接航道，是龐貝城的隱匿點。

的，UNESCO是聯合國組織，而聯合國在當時，是由所有在二次世界大戰，與德國對立的國家所組成，這表示

再也沒有人繞過好望角，必須多航行1,500或2,000公里，這也當然改變了到東南亞的航線。

UNESCO，身為一個和平組織，是停止那痛苦可怕的戰爭的結果，大概有三、四千萬人死亡，主要的歷史建築
都被摧毀了，我們該想想我們是從何處來？我們應該保護我們國家的文化以及傳統，1964年ICOMAS成立，再

而最後一個非常重要的發明是，汽車，1890年時，世界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城市需要新的構造，來因

來1972年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的成立。

應這個新的運輸系統。當新的道路建設起來，都市的構成也一同被改變，我們這些重大的發明，從電力一直到
汽車，這些都發生在十九世紀，我們瞭解到十九世紀在城市的文化發展，是一個實質的轉捩點。同時，因為這
些具危險性的行為，保存變成歐洲的一個主要部份。

讓我們看一下美國，紐約發展了現代建築，而它並不是建立在傳統的風格之上，而是包浩斯的風格，但是
建立在現代的展望，也必須是某個，我們了解其文化保存、文化保護、真實性等等的地方，這仍然是十九世
紀。這個花園城市的概念，在當時算是一個革命，而現在當然已經是世界遺產，這個社會系統，在十九世紀時

1890年，法國第一個歷史建築的保存委任案，最後這些事情的發展落到了UNESCO頭上，第一座地鐵、第
一架飛機，現在機場在城市之間，扮演著非常重要的連結角色。這每一個都是單一的階段，如果我們用都市保

這問題就已經被提出了，當你在建造一個城市的時候，你會有不同的環帶，住在這環裡的人們會更加的健康，
不管他在哪裡，花園城市的概念在當時的歐洲推行，並且延伸到美國。

存的角度看它們，通常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現在這些都是文化保存的一部份，是我們對於資產保存的使命。
這是第一部福特汽車，在1900年。你可以想像在一百多年前，我前一個晚上從機場到這個旅館，行駛過高速
公路的情景，而我唯一能說的是，這時來到了另一個重點，你們仍然將城市建設於汽車之上。

著名的德國工業群聚，這是鐵建構造很大的吸引力，為了工作階層建造了整個城鎮，他們得以健康的居住
方式，而當然也是因為需要他們的工作力。這張照片，是我在去年參加日本另一個會議時所拍的，我想這看起
來跟這裡很像，你們也有這些高速公路的橫跨。而我也確定在三十年後，他們也會變成世界遺產的一部份，我

在歐洲，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經拋棄了這個想法。如果你想到義大利或是任何一個城市的市中心，你必
須將你的車子留在城外，街道非常的狹小，你必須要用行走的的方式，車子是不被允許在歐洲絕大部份的市中

是指像這樣的東西是非凡的，但你看見它如何在時間裡轉變，與文化闡譯的轉變，形式是新發展的、改變的，
而問題是動態順應未來永續的概念。

心出現的，這是另一個歐洲對於歷史建築的觀點。也包含人類，像是觀光者的可及性，車子對於人們的重要性
等等。這裡你看到的是十九世紀巴黎，這個是入口，這些是道路，這裡你看到的是羅浮宮，以及杜樂麗宮，拿

我們回到第一張照片，對於過去的印象，過去勾勒出我們自身的想法，順應文化的模式轉譯成什麼是好

破崙在1806年所建造的等等不同的入口，這些先驅性的建設，在現在來說是不可能做到的，只有在當時他們

的？我們來到另一個觀點，那就是價值。UNESCO定義下所謂非常好的價值，文化遺址只被標準所定義，而標

才有可能這麼做，而現在它們是都市裡高度珍貴資產的一部份，這是我將會在最後強調的問題。

準給價值一個自由的轉譯。為什麼我很滿意UNESCO對於價值的條件，因為價值所代表的已經是被轉譯了。

我們對於先驅性介入（processive intervention）了解了多少？這也是現今UNESCO正在討論的議題。我們不

我們一起在亞洲的中心舉辦這個研討會，並且我們也一起意識到，我們對於我們所擁有的文化有著完全不

能只是凍結整個系統，將它保持在最初的樣子，沒有人可以動它，這樣是不對的，特別是城市及都市規劃，都

同的解讀，我們有著不同的立場，及對於價值中的價值，有著不同的想法及了解。因此，我們必須想的是，什

市保存規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並且我們必須瞭解到，如我一開始告訴你的，在什麼樣的情況底下，我們可以

麼是衡量品質的標準？我們有這些標準去定義傑出的作品，在標準之上的成品，是可以用技術等等的層面去定

將形式順應至新的需求以及功能。這是另外一個例子Stubben在柏林，這也是相同的問題，他們在這個中古世

義的，這也是一個新的危機。

紀的城市加入了新的入口，這只有在特殊的規劃裡才有可能實現，這些決定已被落實，而問題是這些行動價值
的評估，是與形式和功能息息相關的。這是維也納，他們所做的是先驅性介入，這是一個中古世紀的城市。在

以中亞為例，他們開始重新衡量，他們想要再次的找到他們的角色定位，在吉爾吉斯坦，講俄羅斯語的

很多歐洲的城市，他們在空的地方建設，環形的道路，這被運用在很多城市上，因為中古世紀的城市模式，並

人，已經無法在政府單位裡找到工作了，而這是有點危險的，當文化不再是用在國家的定義，而是用在民族

不符合車子的交通系統，而因為汽車所帶來的新功能以及新形式，我們需要新形態的道路建設。

主義的定義上時。我們在1972年的會議，為這些美好的世界遺產訂出條件，因為，我們不想要再回到二十世
紀，那時候的文化被當作是民族主義的產物，像是德國的種族主義，文化應該是被用在，我們大家共同擁有的

現在到了二十世紀，我們已經非常接近我們的問題了。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1914年到1918年，以及
1939年到1945年，這代表著在一個世紀裡，發生了兩次可怕的戰爭，因此大家說是該停止了，大約百分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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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另一個列表，從1931年的雅典憲章開始，二次世界大戰後1947年UNESCO成立，1964年非常重要

而我現在正看管著這個大教堂，UNESCO曾經把它鑑定為保存區，而在1975年保存區並不存在，第一個問

的威尼斯憲章，而這是1972年世界文化及自然遺產保護公約等等，現在都能從網路上，找到這些規章的資

題是，在城市裡的保護區應該設立多遠？第二個問題是，像我的學校，亞琛大學想要建造一個七公尺高的新

訊，UNESCO跟ICOMAS的正式聲明，就是建立在這些非常具有批判性卓越的規章之上，所以我做了以下結論：

塔，可以嗎？亞琛市也是一個活存遺跡，它變得無形，這是主教，每七年亞琛會舉辦一次集會，大概有接近五
十萬人每七年會來參加，一直到現在都是，來看聖母很珍貴的十字架，這就是文化資產，那些當你在經過教堂

世界遺產城市計畫，是由世界遺產委員會推行的六個主題計畫其中之一，緣起於世界遺產委員會秘書
處於2001年經二十五個會議之後，推動的一個新的多年性計畫。在2005年所啟動的世界都市景觀城市計畫

時會看到的事情，仍然作為一個有形的世界遺產的大教堂，卻也是像我們今天所討論這些無形的東西，參與這
些組合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HUL），刺激了當時保衛世界歷史的城市，包括了加入遺產價值及文化重要性等等更廣的元素，來保衛遺跡
以及城市的發展，現今已愈來愈明顯的看出，藉由保存區或是在限制範圍的特定區域，已不足以保護現今這些
都市成長所造成的破壞。

接下來呈現的是，在亞琛所作的保存不僅僅是那個地區，也包含了它的視野。亞琛大學想要建造一個新的
塔，你看見亞琛大教堂，而這是那個塔，他們向ICOMOS提出申請，但他們說不行，我們不允許建造這個塔。
在十年前科隆也有一個類似的案例，同樣的，他們想在科隆大教堂旁邊建造一個高樓，但是透過UNESCO並不

很快的呈現幾張德國城市的照片，一些視覺的資訊，這是歐洲，你可以看見這些世界遺產基地可觀的數

允許，而這個摩天大樓，最後並沒有被建造出來。林博士剛剛講的，德勒斯登的古城區Elbe的河岸，在當時是

量，在德國這裡，我們討論的亞琛市大概是在這個地方，還有另外一個城市在靠近G20集團最北邊的地方，都

被保護的，但這個地方想建造一個橋，UNESCO說不可以，但他們還是將它蓋好，因此這裡就被UNESCO從世界

被列在世界遺產名單之上。

文化遺產的名單中除名了。

另外我向大家介紹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德國分會的管理階層，每個在德國分會的成員，都以巴黎的ICO-

再呈現另一個在世界遺產名單上的城市，這歷史的建築，你可以看見在十七、十八世紀傳統的防禦系統，

MAS總會唯首是瞻，對於世界遺產均有保護責任。這是Petzet教授，以及其他代表ICOMAS的人物，我們都有定

這個城市有很棒的描寫，你看這規律的規劃，這是漢蕯城，教堂在城市的中心，在歐洲城市裡，這些從中古世

期的會議，並且正監測著世界遺產，如果有什麼事情出錯的話，我們會向巴黎做回報。

紀沿用下來的直線，是獨一無二的，而這是在十二、十三世紀，防禦系統在十六、十七世紀。當然在三十年的
戰爭中受苦，這些蕭條的地區，我將呈現一些照片，這是過去的港口照片，而這是它現在的樣子，這是一個博

這個是亞琛市，你可以看見中古世紀的城市規劃，這些是十二世紀的環狀城牆，在中間的是查理曼帝國
皇宮，它是亞琛市的起源，這是在第九世紀，一些羅馬時期的構造，第一道城牆，所謂的Barbarossamauer，在

物館，這是在保存區之外的，才得以建造這個博物館，這裡有一些船隻可以到瑞士與丹麥，這永遠是新舊建築
的融合。

1100年建造，然後是第二道城牆大概在四百年之後。有趣的是，第二道城牆一直留存到十九世紀，沒有任何
一個構造物跨越它，所以在城牆裡面，確實是一個居住的城市。而在十九世紀的時候，為了汽車時代的來臨，

這是其中一個歷史角落，這是新教徒給窮人一個遮蔽的場所，這些小小的房子迄今，我們還是在使用，現

這道牆被推倒了，道路直接通往維也納，當然也到亞琛市。這是中古世紀的一個閘門，它被保留到十九世紀，

在我們回到人類身上。如果只做建築的修復是不合情理的，我們也必須試著保存人類的傳統。你看這些小房

這也是第一個，為了保存中古世紀建築的運動之一，這是一個一千兩百年前的議會大廳。如果我們想要將一

子，到現在窮人還在居住，這是標準的磚造建築物，現在整個城市都是世界遺產。這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

個，像這樣十九世紀的立面當作世界遺產，然而這僅僅一百五十年，人們也許會問什麼是正統？可以或不可以

題，我們要如何將現代建築，順應至傳統建築中？在世界遺產旁的增建，如果建築語彙是被延續的，就應該被

呢？

允許。

進一步來說，這是二次大戰前的亞琛市，亞琛市可以說是，德國第一個解放自由的城市。藉由美國朋友的

經世界遺產委員會專家會議的分析，以及主要討論，已經作成如下結論：

幫助，他們從西邊過來，它是第一個城市，而亞琛一開始並沒有投降。所以這些是在解放運動後所殘存的，大
約有百分之七十的城市被摧毀，我們僅存的資產，這是亞琛大教堂，建築物的中心已經有一千兩百年之久，由

建築以及都市發展的新動力，包括全球性（非地方性）方式，已經帶給都市遺產保存以及管理相當新的挑

查理曼帝國所建造，它是在第五世紀羅馬帝國崩解後，第一個石造建築，在旁邊這是最古老的部份，大約有一

戰，特別是在世界遺產委員會，數次年度大會所經歷的經驗，也就是說，這需要新的方式，以及重新檢視三

千四百或一千六百年之久，然後這裡有一些附加的部份，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遺產地之一，它已在1979年的

十年前所設立的標準與指導原則。有關介於傳統保存以及漸進式的保存統合，兩個方式之間的討論持續在進行

時候，被認定為第二或第三古老的世界遺跡。

中。非常感謝大家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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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地為名的環境藝術
主持：廖文卿
與談：邁克爾‧詹森、鍾喬、彭孝卉、吳慧貞
米復國教授：

廖文卿代理館長：

謝謝詹森教授幫我們講了一段歷史，請各位提問。

今天最後一場活動，就是我們一個專題的對談，「以大地為名的環境藝術」。跟我們一起在這邊討論的
是，詹森教授，還有我們鍾喬團長，專業策展人吳慧貞，及林舜龍老師的助理彭孝卉小姐。我從四月份奉命到

學員A發問：

淡水古蹟博物館，我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跑到觀音山上面，因為四十年前，我在臺北讀書，對淡水的印

我想請問的問題是，就非劃入緩衝區的建築物，它必須要忍受不能夠蓋建築，或者是說它建築高度被限

象，當然還停留在六十年代那時候的印象，為了要了解一下整個現在的一個環境，就一個人走到觀音山。然

制，在這過程當中，這些居民他有參與表達意見的機制嗎？或受到補償嗎？那劃入緩衝區的過程裡面，是屬於

後，十月十日又一個人走到大屯山，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整個大淡水的一個環境。剛好排到這個講題，我想一個

擁有相關知識的精英份子去決定嗎？假如說這樣子的話，這個精英分子的偏好，假如跟世俗民眾的需求，發生

空間，一個有歷史的一個空間，非常符合今天這個題目，當然也包括過去幾百年來，人類在這邊的居住，種種

衝突的時候，世俗民眾有沒有救濟的管道或發聲的方法？

的建設等等。
當時黃老師在跟我談說這個主題，到底要不要放這張（指背板照片），其實這張前面有被刪掉河景一部

邁克爾‧詹森教授：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以在德國非列入緩衝區，對於未來展望的會議為例，資產是由所有人以及UNESCO

分，所以這樣看起來好像突然一大片建築物，而事實上，大家現在從八里那邊坐船過來看到的情景，就是這樣

共同定義，主要的是，它並沒有讓一般的人民參與，因此，在很多案例產生了對於法令的誤解。德國的法令，

子。今天，我們坐在這邊，前面幾位學者專家一直談的有關世界遺產的部分，各位都知道，淡水是我們新北

對於任何在非列入緩衝區的改變是有所責任的，UNESCO在任何一個階段，從來就沒有法律上的權益，他們只

市，三個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的其中之一，以紅毛城及其周遭的歷史建築群，是一個潛力的點，淡水古蹟博物

能夠將有價值的建築，列進瀕臨危險的名單中或是延緩它，所以，非列入緩衝區的法令是，被獨立在UNESCO

館在這邊，負擔整個推動申辦事宜的相關工作，下禮拜市政府會召開，申辦事宜的一個籌備會的期前會，我們

的定義之外，這個地區必須受到當地的法令保護，所以首先，當地的法令會決定哪些改變可以實施。

會討論到，大家很關心的設計品管BOT案的一個設計狀況，當然跟整個淡水環境有關係，利用這個機會先跟各
位做報告。因為時間不多，第一輪我們就讓與談人自由發揮，如果各位意猶未盡，再看後面的時間，給各位做

在德國，每一個城市具價值的建築物，每一個被列入名單的歷史建築，都是在歷史建築的協會所同意下作

充分的發表，先請鍾團長。

改變，獲得特定的資金做支持，而對於高度，或是如何做改變的規定，是由地方法令衡量的。但是如果你要在
非列入緩衝區，做一個重大的改變，就更加的複雜了，你必須先告知UNESCO，並且UNESCO必須取得ICOMOS

鍾喬團長：

的同意。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差事劇團的團長，叫鍾喬，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看不見的村落〉，其
實我是來做我們戲的工商廣告，我們在十月三十一日到十一月四日在寶藏巖，要演一個戲叫做〈看不見的村

我現在手邊有一個案例，我們已經完成了考古的部份。在阿曼，它是一個非常美的老港口，直接接到海

落〉。〈看不見的村落〉這個戲，它並不是直接在講寶藏巖，它是在用一個寓言的方式，在隱喻這個寶藏巖。

洋，他們想要建造一條小徑，沿著海灣外加兩、三間餐廳，我們在去年中的時候，向UNESCO提出申請，但到

為什麼是用隱喻的方式，說寶藏巖是看不見的村落呢？在我的了解裡面，像寶藏巖這樣的地方，在世界上用不

現在這個案子都還沒被決定。這對於ICOMAS及UNESCO是非常平常的問題，因為你可以想像這九百多個遺跡建

一樣的方式出現，但是它們真正的本質有沒有被看到？是看不見的村落？這是這個命題的原因，所謂的看不

築，如果有一百件申請，他們有著相同的解說能力，結論進度勢必延後。這也是為什麼德國的ICOMAS，決定

見，是有沒有被真正被看到，有沒有真正被看到？可以從義大利的小說家卡爾維諾，他的小說《看不見的城

成立一個德國的團隊，所以在一開始，擁有者可以先向我們報備，我們可以先做決定，且我們自動地與巴黎舉

市》裡面，去做一個引申，在《看不見的城市》裡面，卡爾維諾主要在講城市的慾望和記憶這兩件事情，在六

行會議，這是我們在德國縮短行政程序的方法。

十年代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他已經基本上透過他難得的演講，講出了上一個世紀這個世界的城市，事實上是
有很多的危機，這個危機如果轉化成為他小說裡面的表現，就是欲望和記憶。
那我們把它轉化成為，現在我們對於城市發展所帶來的危機，它可以有兩個介面，這兩個介面與卡爾維諾
的想法是一致的，就是說，我們的城市因為發展的關係，所以發展的慾望通常會蓋過這個記憶，這就是我們要
做的這個戲的重點，也是我對於寶藏巖，我們在那邊駐村兩年以來的一些發現和感想。所以，卡爾維諾他說把
城市歸類為幸福或不幸福意義不大，應該是歷經滄桑，滄海桑田，仍被慾望決定的城市面貌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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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藝術圈裡面，特別是公共藝術，我們對site specific art，這件事情有

最後一個就是政治，因為在臺北市，有越來越多的文化遺產這樣子的空間或建築，這樣的空間越來越多以

很多的討論，我們可以把它翻譯成「特定場域的藝術」，通常在「特定場域的藝術」它有一個特質，它是在不

後，文化治理的面向一定會介入，但是文化治理的面向介入了以後，在政治的考量上，這些年以來大家都知

製造破壞性創造的前提下，展開創作，這樣的藝術作品，和空間就會產生密切的關聯，與空間產生密切的關聯

道，舉例來說，漢寶德先生他所說的，到底是文創部還是文化部？是非常值得討論的問題，也就是我們現在要

之後，它會延伸出一些意義出來。我舉這個寶藏巖的公共藝術為例，林舜龍老師他在寶藏巖有一個公共藝術，

用如龍應台她所說的，我們可以用產值來創造價值，但是我們也要問，真的能用產值來創造價值嗎？是文化創

這個公共藝術在寶藏巖入口的地方，他是用一個鐵鏽的迴廊，圍住一個類似像綠草地的地方，這個就是剛剛講

意產業，還是產業文化創意？很顯然，很多的時候是前面，很多的時候是產業文化創意，如果你沒有產值的

到的「特定場域的藝術」這件事情，在不破壞這個空間地景的前提下，所產生的藝術。它所衍生出來的意涵，

話，你這個作家，你這個藝術家本身，你要怎麼樣在這個整個公共社會裡面立足？在臺灣社會，現在是一個非

就這件叫做〈心房〉的作品的話，它的鏽，鐵的鏽掉這件事情是一個很有意思、可以延伸討論的事情。為什麼

常值得大家共同去討論的問題。所以說，像寶藏巖這樣一個地方，也相同的，成為藝術村以後，它曾經也面對

呢？它的鐵鏽掉，鏽掉的鐵，一方面意味著記憶這件事情，不斷的被剝奪，意味著記憶不斷的遠去、然後老

的，舉例來說，有可能由商業公司去那邊治理，舉例來說，它也曾經被九份的想像，又或者它也曾經被剝皮寮

去，但是鏽也能對鐵產生保護作用，對於在寶藏巖來說的話，一方面是，過去的記憶逐漸的遠去，現在怎樣被

的想像，但是寶藏巖不是九份也不是剝皮寮。它有它的底層的記憶，它的底層的記憶沒有辦法換到很多錢，這

面對跟保存？另外一個面向是，因為寶藏巖是還有二十一戶居民居住的地方，所以在這裡居住的居民，他們能

個底層的記憶在我們的城市裡面，它怎樣被存在，這個就牽涉到文化治理裡面現在的政治性。謝謝大家。

不能像這個公共藝術這樣子，因為寶藏巖變成藝術村以後，他們仍然受到保護。這是一個提問，這個提問，就
形成了我們在做〈看不見的村落〉，這個戲的某一個提示和重點。

廖文卿代理館長：
接下來我們請林舜龍先生的助理彭小姐做一個分享。

所以，我再回到寶藏巖這件事情就是，我們在那邊駐村兩年，特別現在成了藝術村以後，它所面對的問題
大概可以是文化的，社會的，跟政治的三個介面。文化的我剛剛講到了特定地域的藝術，以及特定地域的藝術

彭孝卉女士：

作為背景的狀態下所創造的劇場，叫做流動性的、特定的、區域的藝術，這樣的劇場怎樣在那邊發生？怎麼樣

大家好，我是林舜龍老師的助理，我是彭孝卉，也是這次2012年，林舜龍老師，跟鍾喬老師還有顧問的

在那邊具現？是〈看不見的村落〉要去面對處理的事情，但也是寶藏巖它要去面對處理的事情。但是，這樣的

黃瑞茂老師，一起在大地藝術祭推出的一個活動的執行團隊。首先，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黃色的三角形，其實

藝術在寶藏巖這樣的一個地方出現的時候，文化要面對的另外一件事情是社會，所謂的寶藏巖作為一個底層記

是大地藝術祭它最主要的一個視覺的標誌，為什麼會是黃色的倒三角形？其實它最主要就是希望，它是指向大

憶這件事情，它現在如何被面對和重新對待。

地的，然後讓大家可以注意這片大地。它是三年一次的很大型的戶外國際藝術祭，最主要是在日本的新潟地
區，它的腹地大概是760平方公里，總共大概有兩百到三百件藝術作品分散在那邊。川端康成他的《雪國》，

如果大家對這個地方有一點理解的話，當2000年，臺北市政府因為要拆違建，從九十年代開始，因為城

其實描寫的就是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非常大量的降雪量，現在看到的是他們那邊很特

市的慾望，城市的發展，要把所謂的落後黑暗的標記，從我們的城市裡面掃除掉，在發展的前提下，非常希望

別的斷丘，就是因為這個斷丘可以種植非常好吃的稻米，所以有越光米，臺灣也看的到越光米，越光米就是他

我們是和跟紐約、東京、巴黎、米蘭同步流行，我們的城市，不希望看到馬尼拉、印度這樣的城市，因為他們

們這邊產的。

是第三世界，他們是落後。在這個前提下，就有非常多的剷除行動。剷除的行動到2000年的時候，臺北市政
府開發局已經把怪手開到寶藏巖去了，當時，臺北市政府第一屆文化局長龍應台就把它喊停，所以現在在寶

這個大地藝術祭它的策展人是北川富朗先生，他是在新潟這個地方長大的孩子，高中畢業之後就到東京藝

藏巖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地點，叫做歷史斷面，那個歷史斷面，就是在見證過去的、底層的歷史是怎樣被剷

術大學去念書，他中間不斷的返鄉來探望親人的時候，他覺得這個地方已經漸漸人口老化，人口外移，漸漸產

除掉，但是剷除到一半它被保存下來，當然保存下來以後，龍應台部長她的意見她的想法是說，應該和她過去

生一些廢棄的田，廢棄的學校跟空屋。因此他想，那他所學的這個藝術，可以為他的故鄉帶來一些怎麼樣的變

眷村的記憶有關，她父親眷村記憶有關，所以後來這裡變成聚落的保存。聚落保存裡面它可能也存在了某一個

化？因此他以藝術的角度，將新潟地區做為一個主要的舞台，來舉辦大地藝術祭，希望透過大地藝術祭可以進

重點，這個重點就是懷舊。譬如說，龍應台她以前就講說，如果我們把那裡漆成像西班牙海邊，這樣子白色的

行地域的再生，也希望可以振興他們的觀光業、農業，以及他們的工藝業。

別墅的話，它也有某一種美感，但是這樣的美感是文化人面對廢墟的美感，文化人在面對廢墟的時候，通常會
賦予一些浪漫的想像，但是在這個同時，底層的記憶，在寶藏巖而言，就是違建，違建這個社會性，它在我們

這個大地藝術祭，其實不只是把藝術品帶進這個地區，它還有跟當地的農業做一些結合，例如說他們有棚

這個社會的記憶裡面還在不在？又或者說我們為什麼要去面對違建，或是我們社會底層記憶的，它的重點是什

田銀行，希望是透過一些認養的方式，可以讓外地人，雖然說他們沒有辦法，親自在這邊來做耕種的動作，但

麼？好，這個是社會。

是他們透過認養，可以讓這些廢棄的田有人可以去耕作它。再來，還有很特別的是小蛇隊的志工，這個志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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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有在展期之中會幫忙藝術家，而是在這一整個年度之中，如果當地的農民，需要有一些耕作上面的幫忙，

位高波先生，他非常會吹尺八跟做蕎麥麵，請他來臺灣參加這個村落美學的活動，希望聯絡姐妹村的感情以

譬如說撥種、插秧等等，這些小蛇隊的志工都會去幫忙。

外，也是希望把這麼美好的東西，也帶來跟臺灣這邊做一個交流。

他們裡面其實最主要有幾個主題，這些廢棄的學校，廢棄的屋子，它們都經過一些改造變成民宿，像是現

再來是2012年，就是今年，從2009年到今年，已經剛好三年就這樣子過了，我們這一年的作品名稱是〈

在大家看到的三省民宿，它是一個很古老的木造小學，現在被改造成民宿。這個也是，這個是在越後妻有地區

遶‧境祈福之旅〉，是由林舜龍老師還有鍾喬老師一起創作，黃瑞茂老師是顧問，來參加這一次的活動。這次

一個很有名的地方，專門賞楓的地方，秋山鄉的小學，這個很有趣是，他們的校長室就被改造成一個泡溫泉的

活動主要就是土地與人、農村與自然災害，我們希望是透過祈福的動作，來完成這次的活動。

地方。除了這些廢棄的學校被改建成民宿以外，它們還有被改建成一些藝術設置的地點，譬如說像這個〈最後
的教室〉，以及〈繪本與木頭的美術館〉，再來，就是除了把藝術帶進廢棄的屋子裡面以外，他們也把廢棄的

這次的活動，除了在日本有做交流以外，我們希望跟臺灣這邊也有所連結，所以，我們在去日本之前，我

老舊屋子變成加工，希望經過某一些藝術的行為，大家合力協力製作的過程，讓整個建築物變成是一個藝術

們先在臺灣的淡水國小、貢寮國小，都做了祈福娃娃的民眾參與活動，這個祈福娃娃，我們在日本也有跟日本

品。當然還是有這樣子的裝置藝術，他們的裝置藝術很有趣，他們的展區是在戶外，都是跟大自然做結合，他

農村一起做這個活動。這些村落都是在新潟地區，剛剛有一個穴山村，還有另外兩個，上野村跟大地之市這三

們有很多跟這自然結合，以自然當作背景的作品，這是很有名的草間彌生。

個地方，一起做祈福娃娃。這個就是完成後的祈福娃娃，其實祈福娃娃有點像晴天娃娃的做為基底，但是裡面
內部是用稻草來構成，希望是以稻草來象徵跟土地的連結。這上面的布都是由村民自己帶來的，所以裡面有一

再來，我要談的是2009年，三年前，林舜龍老師他參加大地藝術祭的作品，〈跨越國境‧山〉的計劃。

些是很久以前的衣服，小時候的衣服，或者是放了很久、一直沒有穿的和服等等，都有在這邊出現。我們做完

這個是林老師一開頭的草圖，其實這隻牛，林老師原本希望可以是一隻真正的水牛，然後把牠帶去日本，他希

活動時候，請他們在一張很長的宣紙上面，寫下一個祈福的話。另外，除了做祈福娃娃之外，我們還做了大型

望後面的門樓，是用這隻水牛在當地拉出來的糞便，而糊出來的一個真正的土牆，但是當然這有一些衛生上面

的人偶，人偶身上的衣服，也是跟當地的村民們一起縫製完成的，這是縫製完之後的樣子，其實是以四季為主

的問題，所以最後他沒有成功，而是用一個銅牛的方式呈現。現在大家看到都是我們在那邊製作的過程，最上

題，這是整個架起來很大的布偶的樣子。這個仔細看，可以看得出來，上面掛得滿滿的東西，都是在臺灣跟在

面那張照片是當地的居民，其實一開頭的時候，當地居民都是手叉著，站在旁邊看著我們，想說這群人不知道

日本做的祈福娃娃，於是我們就參加了第三十三屆的津南祭典活動。很幸運，竟然得到大家的青睞與支持，我

又要在這邊做什麼，但是漸漸的，他看我們做的事情，然後中間也跟我們進行交流溝通後，他們都會帶一壺茶

們拿到了第一名，我們得到了一個很大型的向日葵的獎牌，向日葵就是津南地區他們最大的、象徵的花，而且

來找我們，不然就是幫忙說，你這個不是這樣釘的，應該這樣釘才會比較牢固之類，給我們很多很多的建議。

他們很有趣的是，他們這個獎牌不是送給你，然後就一直保有它，而是變成下一屆活動的時候，下一屆冠軍這
個就會傳給他，有點像是傳承下去，像傳統的感覺。

這件作品除了蓋在那裡以外，我們也有跟民眾做民眾參與的活動，剛剛看到那個門樓上面，其實是有很多
交趾陶的，我們有請交趾陶的師父跟我們一起過去那邊，希望把臺灣的交趾陶的技法，跟當地的居民做交流，

再來是，我們在上野聚落也辦了遶境的活動，在大地之市也做了遶境活動，最後，我們也在穴山村也做了

然後最後大家就一片和樂融融的完成了這個作品。大家看到後面的門樓，除了上面的交趾陶以外，應該還有看

遶境活動。其實大家可以看，一開頭在津南祭典的時候，其實大家那個隊伍裡面，我們臺灣過去的工作人員比

到一些藍色的畫，畫了白白的、有一點點像幽靈的東西，那個其實是林舜龍老師當場跟村民交流的時候，畫的

較多，但是你現在看到的這些在上野，在大地之市，在穴山村做的這些遶境活動，裡面的成員，幾乎都是他們

村民的樣子，這其實上面都是一個一個村民的影子，剪影樣子，旁邊都有寫他們的名子。

村裡面的人。林老師這次還很特別帶過去了銅鑼，因為他一直覺得銅鑼是代表臺灣的聲音，雖然說它很重，運
費也很貴，但是我們還是想辦法把它弄過去，希望在那個地方，敲響那一聲銅鑼，把臺灣的力量帶給日本，希

那個是夏天，因為他們的展期都是七月到九月，夏天之後就漸漸進入了冬天，那邊真的是雪非常多的地

望他們從自然災害中重新站起來。最後，這個銅鑼，所有的活動完成之後，請每一位村民在上面寫下一句話，

方，我們收到一張照片，是當地的村民寄過來給我們的，看了之後我們嚇了一跳，因為他們怕我們的作品被

然後林老師是用雕刻的道具，把它刻在銅鑼上，最後把這個銅鑼放在穴山村，在最後大地藝術祭的閉幕式的時

壓壞，怕我們的水牛會感冒，所以他們就用藍色的帆布把牠包的好好的，然後希望它們可以渡過這個寒冷的冬

候，我們那個〈日夜‧四季〉的傀儡，還被放在最後面當作是舞台的佈景。

天，其實這還不是降雪量最大的時候，整個降下來最多的時候，幾乎快要有三層樓這麼高，所以其實你是看不
到這些東西，它們都被埋在裡面。於是，在櫻花開了的季節，我們就過去跟他們進行了姐妹村的締結，這個姊

這些日本的活動都結束之後，我們回來了臺灣，我們帶回了祈福娃娃，以及〈日夜‧四季〉身上的那塊

妹村的締結，是我們宜蘭的五結村跟大忠村，跟他們當地的穴山村做個締結，穴山村就是林老師的門樓跟水牛

布，帶回來之後，我們參加了2012年的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其實就在上個禮拜。這些祈福娃娃，我們把它

設置的地點。締結姐妹村之後，在宜蘭礁溪那邊辦了一個村落美學的活動，我們也邀請了穴山村的村民，有一

帶回到一開始在臺灣辦活動的淡水國小這邊，再次跟這邊的同學們一起，還有淡江大學的同學們，一起做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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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祈福之神，他們比較好玩，拿布有點像森林裡面的神的感覺，做出了這個傀儡，然後進行了踩街的活動。

87

談大地藝術祭的時候，其實都會談到，就是我們在做這些新的作為，我們如何去連結到過去的歷史，然後回應
到，我們所生存的、現在的時間跟空間，如何引導我們在這個反省當中、邁向未來的作為。

接下來是，2015年這個〈高波先生家〉的計畫，這個名字取的有點奇怪，其實這一切，只是一個構想跟
一個承諾。高波先生剛剛有稍稍提到，他有來過礁溪的村落美學活動，其實就是這位吹尺八的老先生，以及做

所以，談大地藝術祭的時候，我們一定會覺得很感動於那些美麗的藝術品，但是在這些藝術品以外，我覺

蕎麥麵很厲害的高波先生，這是高波先生的家，非常的獨特，是一個一百年的家，他的背後是一個非常老的技

得更可以看的到的是，其實藝術品在大地藝術祭裡面，它反而不是真正的主角，它真正的主角是，它那數千年

法，是以蘆葦草做的屋頂的老舊房子，但他前面玄關地方，卻是一個很現代式的房子，有點嵌在裡面的感覺，

來維持的如此乾淨美好的自然環境，以及還在這邊保存的農業文明，跟在這個文明裡面生活的這些人，他們的

這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

社會架構，他們的生活價值，包括我們剛剛看到的，他們這麼多年來，還是用一種敬謹的態度，來製作他們的
蕎麥麵，用非常有機的態度，來對待他們耕種的菜蔬，以及用他們數千年來所發展的一些生態工法，去維護他

其實高波先生他一開頭，2009年他有一點點冷漠，經過了這樣子三年，又在2012年，再次的因為活動而

們的攔水壩，或者是這些梯田，所有所有的這一切，其實是構成了大地藝術祭背後的背景。

感情又熱絡了起來，透過這些活動，高波先生產生了一些轉變。他開始覺得他的生活，好像因為藝術而有了改
變，他希望可以再有怎麼樣的轉變，變成對他未來的人生有所期許、有些希望，他說，他這個年紀了，其實想

我再談一談，其實大地藝術祭已經持續了十幾年了，今年邁入了第五屆。我在第一屆的時候，2000年的

說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每天就這樣過活下去。但是透過大地藝術祭，透過與林舜龍老師的接觸，透過這些活

時候，發現到這個讓我非常感動的藝術計劃，它跟所有我看過的雙年展或三年展都不一樣，它不一樣的地方

動的交流，他開始漸漸覺得，好像藝術對他的人生帶來了一些轉變，所以他在跟我們開心吃飯的途中，說出了

是，它所談的是如何透過藝術的方法，去進行地域文化的振興。地域文化的振興呢，它不只是單方面的事情，

他的期望，他希望可不可以透過這樣的藝術祭，透過藝術行為，可不可以把我擅長的尺八，把我擅長的蕎麥

它是一個全面的、對於我們現代生活的一種反省。剛有提到說北川富朗這位策展人，他自己就是在新潟長大

麵，跟我很獨特的屋子做一個結合呢？於是，他就跟林舜龍老師討論這些，林舜龍老師有提議，不然你要不要

的，所以他為什麼要做這個藝術祭呢？其實，他是看到了在東京這個地方，當這麼一個大的都市，不斷的用新

把你的家改造，開一個蕎麥麵店，在裡面也可以表演你的尺八，於是他們就談的非常開心。其實這個計畫它會

的開發來促進經濟發展，這種模式是把經濟開發跟新潟的發展，當作一種消費。六本木之後接著汐留，汐留之

不會被實現？這是一個承諾，它會被實現嗎？不一定，但是他相信藝術的這份出發點，就非常的令人感動，他

後接著是丸之內，東京車站的一個地區，在這個不斷的舊城區，在做這些都市再開發，同時跟進一些新的藝術

們利用了藝術這個點，做了彼此的期許，也希望最後，他們是可以達成這個計劃。其實高波先生是透過大地藝

的開發的時候，其實他反省到這是不是我們做藝術的、追求真善美的人，他們所應該採取的行為？所以，他非

術祭，他希望穴山村，除了可以被世界看到以外，他的蕎麥麵、尺八，還有他非常特殊的家可以有什麼樣的變

常大膽的，採取了一個反其道而行的策略，把藝術帶回到了農業地區，從邊緣於都市的地區，重新去看，當藝

化，然後在2015年的大地藝術祭，或許可以產生另外一種藝術的火花，謝謝大家。

術真正的回歸到時間和空間的流當中，它如何能激發出人真正的能量？

廖文卿代理館長：

請原諒我無法自圓其說，因為我覺得，談到這些藝術或復甦，如何回到時間跟空間的流當中，讓我感觸更

謝謝彭小姐分享這幾年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經驗，接下來請吳慧貞小姐來跟我們報告。

多，因為，我剛聽到幾位先生你們在談的時候，其實從西方的脈絡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你們的歷史裡面，甚
至於是現代建築或城市發展，它都有很清晰的脈絡。可是，如果回到我們自己的歷史當中，我覺得，我們一直

吳慧貞女士：

是在這些時間跟空間的亂流當中，不斷的打滾不斷的削減，直到今天，我們還在很多的地方政治和國際政治當

幾位國外來的朋友，還有在場的貴賓，黃老師，大家好，這裡面有很多的舊雨新知。我非常榮幸也很高

中，不斷的在面臨，很多辛苦建立起來的東西，就被削減了。我們如何在這個當中，去建立一個具有連續性

興，有這個機會能來這邊跟大家一起學習。我聽了剛才的兩場演講，我覺得整個好像複習了，我旁聽跟研讀了

的，然後能夠讓我們，攀附我們的感知、攀附我們的理性的思維，跟反省的能力跟作為，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

兩年的西洋建築史，我覺得也有很多的感觸。

的。

我想先簡單的從一個點來切入，來談我今天所聽到的演講，還有回應這次的主題，就是希望我能夠來談「

所以，我又回到去談大地藝術祭，這是為什麼可以做十五年的大地藝術祭，讓我非常非常感動的原因，如

以大地為名的環境藝術」。我覺得剛才從兩位貴賓的演講裡面，有一句話我非常非常的有感觸，這句話就是，

果大家希望能夠看的話，不用等太久，明年有瀨戶內海藝術祭，其實是相同的一個想法。我覺得這個大地藝

剛才邁克爾先生他談到兩句話說，「功能往往獨立於時間與空間，形式則往往取決於獨立於時間與空間。」

術祭，是個勇敢的作為，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就是一個藝術，如何能夠去振興地方文化呢？如何能夠去對

我為什麼對這幾句話特別有感觸，其實會回應到說，我們怎麼來談大地藝術祭這個事情。我覺得談保存，或者

抗這種全球性的都市擴張跟資本化的潮流呢？可是它盡全力的去做。所以，在它的第一屆，也就是200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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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我們看到它很努力的嚐試用藝術的力量，去召喚一種大家對農村、對自然、對鄉野、對傳統文化跟傳統

邁克爾‧詹森教授：

價值的一種嚮往與靈魂，我們有看到很多去用土、去用水、去用大地的材質、去在農舍裡面，去在廢屋裡面進

都市空間或都市形式，只因有人的生活才有意義。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阿富汗那邊的例子是，他們最近

行的藝術創作。接下來，就可以看到2003，2006年的時候，這些廢校跟空屋計劃，告訴我們，它其實從這些

在慶祝一個伊斯蘭文化首都的活動，可是，由於連年的戰爭，村落被摧毀，居民也失去他們的認同，只有再次

戶外的場景，從這些形式，走到了更接近一種社會運動的方向。我們看到這些廢校跟空屋子，有些可能是三百

回到和平，他們才有可能找回自己的文化根源及傳統。另外一個例子則是，歐盟投資了很多金錢，在被前蘇聯

年、五百年的老屋子，它們雖然有那麼久的歷史，可是大部分，大概沒有辦法達到UNESCO定的那個卓越的普

統治的東歐國家，協助他們修繕很多歷史建築，可是他們也發現，一些年輕人在街頭的一些自發活動，比如街

世價值。但是寄託了很多人的記憶，老婆婆在這邊住了一輩子，可是她捨不得搬走，沒有辦法到東京，去跟她

頭電影院，也許這個才是他們真正的文化活動。所以我想要強調的是，文化的多元化與地方性，可是這個地方

的小孩子住在一起，她覺得這個房子傳承了這麼多年，雖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建築，她丟不下，但是她又沒有

性，唯有是由在地自發的活動才有可能產生，而不是從外來的力量強加一些計劃或活動。很多經驗顯示，一些

錢去修它，因為這個地方太嚴酷了，冬天的積雪會壓垮這些房屋，她又沒有錢去修。所以藝術（家）進來，幫

被指定為世界遺產的地區，最後淪為商業化，而失去了該地的文化認同，所以，應該被強調的是，一個由下而

助很多這些老屋跟廢校重建，然後用新的藝術的形式，賦予它新的一些功能，如果我們談到過去一些復甦，如

上的過程。

何去符合我們當代的生活？藝術其實可以做很多的事，我在大地藝術祭裡面，所看到的價值是這個樣子。
廖文卿代理館長：
即使我們在臺灣，我們也已經很難找到我們的城市脈絡，或是我們這些廢墟，去年我在南港瓶廠所策的一

謝謝詹森教授的發言，他在國外很多發生戰爭的地方，現在阿富汗還在打仗，他們在那邊工作非常辛苦，

個展覽，它們大概很難達到能夠精美，然後那麼有普世價值值得去保存，或者是一個世界級的關注度。可是我

面臨了文化跟世界遺產的一個消失，他剛才提到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話，在地要文化認同，跟我們現在推展的

覺得，我們並不能因此去放棄我們的責任，去梳理我們在這個時間跟空間，還有很多的政治因素的亂流當中，

社造精神由下而上是一樣的。我記得前次有機會，傅朝卿傅老師到我們紅毛城來做專題演講，也提到說，我們

我們自己如何定位我們的生活價值？

淡水要搞世界文化遺產的申請，那是不是我們淡水的居民都知道這回事？要不要去做一個民調看看？如果大部
分的人都知道，那就表示我們成功了，所以可見這件事情，在在地的認同這方面，還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希

但是，我必須要說大地藝術祭走到了今天，因為我長期關注它，然後我多年來，一直在引薦很多臺灣的學

望利用今天這個機會，幾位藝術家都在場，第一輪發表完了，請各位學員提問。

者或者臺灣的朋友，能夠去參與這個藝術祭。更重要的是，當我們去參與之後，我們回過頭來，我們在我們自
己的環境裡面，能做些什麼？我也不斷的在這個方向上去努力不懈。可是，新潟這個地方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人

學員A發問：

口，是超過東京跟大阪的加總，那經過這個大地藝術祭，人口回流了嗎？很抱歉，沒有。農業回來了嗎？也還

我是淡水居民，我最在意的是如何讓淡水成為一個國際城市？您剛剛講的大地藝術祭、公民藝術、原真性

是沒有。那到底我們還是能繼續做什麼呢？就是林舜龍先生的助理剛剛有談到，它在這些年更深入去經營社群

及獨特性，我最在意的是您要如何利用這些元素，來推銷淡水？讓它成為一個具有獨特性及國際吸引力的城

的組織，它幫助這些農民，不管是透過什麼管道，或者是它結合了合作社的方式，讓城市裡的人，不管有多少

市？

力量，一點點力量都可以，來幫助他們，能繼續用古法種植這些梯田，當然間接的，就保存了這些梯田美麗的
自然文化景觀。

邁克爾‧詹森教授：
我們就回到所謂的卓越普世價值來思考，淡水的獨特性，因為今天我凌晨三點多才到這裡，還不是很了解

我覺得，很多事情是涓滴匯成一些力量，我想要對抗這個大的潮流，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可是我們不能夠

淡水地緣，我需要多一些時間來思考以回應您的問題。

因此就不做了。回過頭來講，在我們自己環境裡面，我覺得也是一樣的道理，就是我們再不做，那這些生活裡
面的價值，或者到底哪些值得保存的，也許並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應該一律保存，可是，我們如何在這裡面，重

鍾喬團長：

整我們的想法跟行為，邁向下一步，我覺得這個事情是絕對不能不做的，而且也沒有辦法等待。先簡短在這個

這位女士剛剛談的這個問題很重要，特別是對在地的人。但我想回應的是，剛剛聽教授他在演講的時候就

地方做一個暫停，謝謝大家。

說，當我們開始去訴說一件事情的時候，其實我們通常會陷入，就是我們開始面對一個衝突的時候，我覺得這
件事情不一定是很政治的，這件事情面對文化性。譬如說，我們剛剛談到在臺灣的狀態，舉例來說，寶藏巖的

廖文卿代理館長：

狀態，事實上，它面臨三種衝突，文化的、社會的、政治的。但是，我們講到大地藝術祭的時候，當然因為北

謝謝吳小姐的分享，接下來我們就請詹森教授。

川經營了五屆十二年以上的時間，他能夠面對那些地域和地景，能夠面對那些農民在地的復甦，它有它客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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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佛克斯 Folkestone：
一個透過文化及教育以振興新生的案例研究
尼克．艾班
英國創意基金會創始總監

一定條件。這個客觀的一定條件，是不是就是我們的條件？這是我去大地藝術祭以後，我覺得我們從臺灣去的
狀態的時候，我們怎麼樣重新去面對，他們所面對的衝突，和我們所面對的衝突，事實上，在實質層面上會是

「Folkestone的改變已成為對於藝術協會，以至對世界上各個鄉鎮與城市之啟發。Folkestone的文化背景之拉
升遠遠超乎我所能想像。」

不一樣。

─英國東南藝術協會執行董事Sally Abbot

所以說，與其我們去想，我們怎麼樣去推廣淡水，倒不如先去想，在地淡水它能夠被在文化上，尋找出它

Folkestone是位於倫敦東南方100公里的海岸小鎮。這個古代漁港的血派可追溯至羅馬帝國征戰時期的兩千年

更深刻的意涵，就是和民眾社區更連結的時候，那我們可能首先已經開始面對這個衝突，這樣子才有可能是從

前，並在十九世紀成為成功富饒的度假勝地。但從1960年代以降，Folkestone便開始退流行，且緩慢衰敗。到了2000

下到上。就好像臺灣的社區總體營造，其實它大體上一直到現在，它有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大概就是所謂的因

年，它已成為英國東南地區最為貧困的地區之一。

為有政府的補助以後，很多的社區業務化這件事情，希望能夠透過這些補助，把很多的結果趕快形成出來，然
後事實上，我們就少掉了一個真正在社區裡面、在民眾當中，能夠透過一個過程去連結的介面。

小鎮的衰敗促使了一件野心勃勃的復甦工程。此一工程在過去十年多改變了小鎮的命運與鎮民的人生。Nick
Ewbank正身為設立以設計與執行此工程的公益團體之行政總裁。

學員B發問：
各位好，剛剛提到在越後妻有這個地方的大地藝術祭，它有一個國際志工的組織小蛇隊，我很好奇，當初
怎會有這個構想，把志工開放成國際性，以及在這些外來的志工，他們進到這個地區之後，跟當地的居民、農

「Ewbank重要的記述描繪了受到諸多吹捧（但通常卻難以捉摸）的『城市透過藝術而復甦』之理念，是如何在
Folkestone浮現且成為現實。」

民在互動的過程中，有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彭孝卉女士：

─英國藝術基金董事Stephen Duechar博士，CBE
演講中將會提到Folkestone再生計畫的三個特色：

其實這個小蛇隊這件事情一開頭，並沒有非常大的去宣傳，說我們要招募這樣子的志工，甚至小蛇隊這幾
個字，都是先有了這些志工們之後，大家一起取出來的名字。所以，一開頭，其實只是一些比較美術系、藝術

一、大部分英國境內的復甦行動為政府主導。但在Folkestone，工程的主要推動人卻是一位極為關懷這座小鎮

系的學生，他們的老師給他們一些資訊，他們想說那他們去那邊看看好了，而這樣子漸漸構成的。當他們的人

的慈善家─Roger De Haan CBE。他是小鎮上最大雇主SAGA這一假期與保險集團的前任所有人。他已捐獻接近一億

數到達大概十多個人左右開始構想，可不可以有一個怎麼樣的名字，來構成像是一個團隊的感覺，所以後來他

元給予各式慈善計畫來幫助Folkestone。

們才取作小蛇隊。這個小蛇隊，在藝術團的學生當中，越來越被廣泛的知道，漸漸地，當然這是一個國際的藝
術祭，所以有非常多國外的藝術家，來這邊參加這個展，就慢慢在國際間也就傳了出去。國際志工裡，最有力

二、藝術與文化成為復甦活動中的「金色毛線」（golden threads）：

量的是香港大學，香港大學他們自己就組織成一個有點像小蛇隊的招募活動，這些香港的大學生，甚至社會人
士等等，他們就會跟香港大學報名，就形成一個國際志工。

1. 設立現代藝術三年展。Folkestone的三年特展獨特之處在於，它委託世界級與剛崛起的藝術家製作一次
性的藝術作品，以反映城鎮與人民目前所處的狀態。許多藝術作品在三年展的三個月展期結束之後，

他們在當地、跟當地一些居民產生的互動，一開頭，當然也像藝術進去這個地區一樣，是很陌生的。那人

仍然被永久保存下來。在到目前為止的兩屆三年展（2008和2011）之中，為小鎮創作了傑出作品的包括

與人之間其實是很神奇的東西，甚至不需要語言，當然他們是有要求，希望你會一點日文或英文這樣子去做溝

Mark Wallinger、Tracey Emin、Tacita Dea、Mark Dion、Martin Credd、Cornelia Parker、Cristina Iglesias，及其

通，但在當地，你英文也通不了，所以，一切一切都是用你的身體語言，真的就是那種精神上跟眼神上的交

他為數眾多的藝術家們。

流，再進化一點的版本，就是拿一張紙出來寫一些漢字，他們可以看得懂，不然其實一切都是用心在溝通。但
是我相信，比起用語言溝通，說不定用心溝通，他們感覺到的東西是更多的。他們的志工回流率很高，當過一

「這個三年展將會改變我們對這海岸小鎮的體驗，並吸引全球的目光。」

屆志工的幾乎每一屆都會持續回來。

─英國金融時報
儘管如此，若非有當地一系列的斡旋幫助，三年展是孤掌難鳴。

2012 有形文化資產國際研討會

活動成果手冊

92

2012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專題演講

Outcome Report

93

Abstract
FOLKESTONE UK: A CASE STUDY OF REGENERATION
THROUGH CULTURE AND EDUCATION
Mr. Nick Ewbank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Creative Found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lkestone has been an inspiration to the Arts Council and to towns and cities
2. 重新裝潢老鎮區中80家荒廢的商店、工業用地、以及房屋，並讓藝術家及創意產業入主。住戶有優惠條

across the world. Folkestone’s cultural profile has been raised beyond anything I could have imagined.”
―Sally Abbott, Executive Director, Arts Council England South East

件、商業輔助、及租屋優惠。在現存的藝術基礎上，建立有活力的創意社群。
3. 建立新的的藝術中心─作為全年無休的藝術節目、節慶（文學、音樂、戲曲）及其他活動的中心。
4. 體認到高水準設計之重要性，請來Foster and Partners、Hopkins Architects、Alison Brooks Architects、Pringle

Folkestone is a coastal town 100km south east of London. An ancient fishing port with a heritage that goes back

Richards Sharratt、Space Syntax以及Terry Farrell and Partners等屢獲殊榮的建築事務所進行個別建築工

more than 2000 years to before the Roman conquest, Folkestone became a successful and prosperous holiday resort in

程、總體規劃及空間設計。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ut from the 1960s onwards the town began a slow process of decline as it fell out of fashion as
a destination. By 2000 it ha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eprived places in the south east region of England.

三、改善Folkestone的教育資源被設為最優先事項，確保當地居民從復甦過程中得益。
This decline was the trigger for an ambitious regeneration programme that has, over the past decade, started to im1. Folkestone主要的中學之一在2003年為全國評價倒數第四。現在這所學校成為斥資五千萬打造的Folkestone Academy，學術水準不可同日而語。

prove the town’s fortunes and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Nick Ewbank was the founding Chief Executive of
the charitable organisation set up to design and deliver the programme.

2. Folkestone以往並無高等教育資源。2008年，一座為了當地年輕人新設立的大學中心成立。
3. 於城鎮中設立一所世界級研究中心，以探索藝術活動對人民健康的影響。
4. 一萬兩千位Folkeston區的年輕人參與了一項耗資一百五十萬的計畫，探索自我的創意並激勵創作才華

“Ewbank’s account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cord of how the much-touted (but usually elusive) ideal of
urban regeneration through the arts was to emerge, in Folkestone, as a reality.”
―Dr Stephen Deuchar CBE, Director, The Art Fund (UK)

的發展。
除此之外，還有增進運動、傳承及公共設施的各種計畫。設立新的餐廳與酒吧，並且發動重新開發小鎮港口與
海洋業的計畫。自2012年起，高速鐵路連通口讓到倫敦市中心的旅行時間從一小時四十分鐘降至一小時以下。

The Folkestone regeneration project has three key distinctive features that will be referred to in the talk :
1. Most regeneration activity in the UK is government led. In Folkestone the main driver of the programme has been
a philanthropist who cares deeply about the town─Roger De Haan CBE, the former owner of the town’s largest em-

但畢竟Folkestone的復甦工程要逆轉的是為期四十年的衰敗。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且要若干年後，我們才可

ployer, the holidays and insurance group Saga, who has donated close to $100m to charitable projects to benefit the town.

能見到Folkestone模型的所有成就。
2. The arts and culture run as “golden threads” through the regeneration activity :
除了講述Folkestone計畫的故事之外，演講內容也會觸及Ewbank在2010年離開後的最新案子的兩個面向。
a. A contemporary art Triennial has been established. Uniquely, the Folkestone Triennial commissions world
其一為生命建築計畫（Living Architecture），由哲學家與慈善家Alain de Botton所主導的新社會企業。這家公

class artists and rising stars of the art world to make one-off artworks in response to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of

司吸引了國際目光，委託目前領銜的藝術家與建築師，在美麗的環境中設計小型如寶石一般的別墅，以供觀光客

the town and its people. Many of the artworks remain permanently in place once the 3 months of the Triennial

短期居住。Ewbank與Grayson Perry、FATA Architecture、Anthony Gormley、David Chipperfield及Room for London等

are complete. Mark Wallinger, Tracey Emin, Tacita Dean, Mark Dion, Martin Creed, Cornelia Parker, Cristina

一起參與計畫。

Iglesias and dozens of other artists have created outstanding works for the town in the two Triennials that have
taken place to date (2008 and 2011).

另一是「發展樞紐」（Hub Development）─Ewbank正與一間慈善信託以及其他夥伴一起在哈斯丁（Hastings）主
導一樣新型的城市類型學。此為民眾可聚集並發展社交活動、創新，以及其他活動的社會經濟樞紐。

The Triennial has been highly effective in bringing new visitors and new investment to the town and to changing
negative external perceptions of Folkestone into positive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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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triennial that will transform our experience of a seaside town and should attract global

95

it will be many years before the full benefits of the Folkestone model will be seen.

interest.”
―The Financial Times, UK
However, the Triennial alone could not have been successful without the part played by a linked series of locally

In addition to telling the story of the Folkestone project, the talk will also touch on two aspects of Ewbank’s more
recent work since he left in 2010 :

based interventions.
Projects with Living Architecture, a new social enterprise which is led by philosopher and philanthropist Alain de
b. Eighty (80) derelict shops, industrial premises and houses in the Old Town have been refurbished and newly

Botton. The company is 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for its work of commissioning some of the leading architects

occupied by artists and creative businesses. The tenants are offered favourable terms, business support and af-

and artists of our day to make small gem-like holiday homes in beautiful locations where visitors can stay for a short

fordable rents. Building on existing artistic foundations, a thriving creative community has been established.

period. Ewbank has been involved in projects with Grayson Perry/FAT Architecture, Anthony Gormley/David Chip-

c. A new performing arts centre has been built─the centre provides a base for a year-round programme of Festivals

perfield and with the Room for London.

(of literature, music, comedy etc) and other events.
d. The importance of high quality design has been recognized. Award winning practices including Foster and

Hub Development─Ewbank is working with a charitable trust and range of partners in Hastings to pilot an emergent

Partners, Hopkins Architects, Alison Brooks Architects, Pringle Richards Sharratt, Space Syntax and Terry

urban typology─an economic and social Hub where people can come together to foster social networking, innovation

Farrell and Partners have worked on individual building projects, masterplans and spatial strategies.

and enterprise.

3. Improvements to Folkestone’s education provision have been prioritized to ensure that local people benefit from
the regeneration process :
a. One of Folkestone’s main secondary schools was, in 2003, the fourth worst performing school in the country.
This has been reborn as the $50m Folkestone Academy and academic standards have been transformed.
b. Folkestone was a town with no higher education provision. A new University Centre was established in 2008,
aimed particularly at local young people.
c. A world class research centre has been set up in the town to explore the impacts of engaging in the arts on
people’s health.
d. 12,000 young people in the Folkestone district were involved in a $1.5m project that mapped their creative activity and encouraged them to develop their creative skills.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projects to improve sports & heritage provision and the public realm have been undertaken.
New restaurants and bar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a major project to redevelop the town’s harbour and seafront has
been commenced. From 2010 a new high speed rail link has reduced journey times to central London from 1 hour 40
minutes to under an hour.
But Folkestone’s regeneration programme sets out to reverse forty years of decline. This is a long term proc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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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克斯 Folkestone：
一個透過文化及教育以振興新生的案例研究
主持：林倩綺
主講：尼克．艾班
尼克‧艾班先生：
各位好，和大家簡介一下佛克斯，Folkestone在這裡，用近一點尺度的地圖來看，可以看到它與倫敦的關
係，這個是英國，這是法國的海岸線，它位於英格蘭最南端的地方，這個小鎮大約有十萬人口，都會與鄉村混
合，離倫敦大概一百公里，三十七公里到法國，這裡你可以看到法國的海岸線，等一下會談到這個區域。這是
一個當地的特別景觀，稱作The Leas，是一個海岸懸崖，大約有兩公里長，很脆弱但很漂亮的環境。這是鎮上
西邊的景色，這寬度已經變低了，大概是十公里左右，這是由英國著名的畫家William Turner所做的畫作，畫的
是十九世紀Folkestone的海岸，可以看到歷史性的教堂等等。
很快走過Folkestone的歷史，在歷史上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它幾乎是整個國家的最前線，很多關於這個
地點，很多的事件，以及國家的成形，都發生在Folkestone的周遭。追溯回兩千年前，西元前55年，凱撒大
帝入侵，但被鐵器時代的英國人擊退，西元630年，在這個教堂裡，英國第一個女性基督教社團成立，西元
1055年，Godwin伯爵把鎮給燒了，一百年後，法國人回來又燒了一次，然後又再一次的，在1339年進行攻
擊。1804年，拿破崙的大軍在法國Boulogne港整軍待發，意圖入侵英國，但天氣始終沒有轉好，所以侵略行動
始終沒有發生。
事情開始轉好，在1843年的時候，當鐵路從倫敦過來，是工業革命的一部份，中產階級開始變得富裕，
人們開始到海邊渡假。在那之後的一年，繁榮很快速的成長，但有兩件重要的事打斷了這個發展，兩次戰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Folkestone是協約國第一個裝載的港口，數百萬的士兵，行軍到山腳下從港口離去，很多都
沒有再回來。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鎮上受到攻擊，被飛彈嚴重的摧殘，一萬五千棟建築被摧毀。
它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才讓渡假的風氣再回來，但確實在六十年代的時候，有再度的回來過，但在七十
年代又停止的原因，則是因為低價的航班，使人們開始有機會到國外渡假，到西班牙、法國、義大利，或是其
他能夠輕易獲得陽光的地方，花上兩個星期，即使Folkestone是一個很迷人的港灣，但它的天氣還是不太可靠。
這是在英格蘭東北方的Durham，也是世界遺跡。我曾是Durham大學的學生，學校距離這個莊嚴的大教堂
一百碼遠，在那個時候，英國非常有名的藝術行政管理John Pick教授說：「一般普遍的認為，英國的藝術欣賞
者，佔了人口的百分之五到十比例之間。」他這麼說的原因是認為，藝術的參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但其主張
並沒有被接受，這三十年來，它的根據早就不見了，這證明了，是有很多人參與文化與藝術的，透過教育這個
媒介，也造就了英國大量擴張與文化的接觸，還有世界的其他地方。擴張的程度是，舉Durham的例子來說，它
成為英國第二熱門的旅遊景點。
在這程度上，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這份相當保守的刊物在2010年宣稱，「藝術與教育是我們沿
海小鎮復興的關鍵。」這是我們今天所談論，有關於像是Folkestone小鎮重生的案例。觀察報《The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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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正在見證英國沿海的重生，最具企圖心的案子正在Folkestone進行中。」我會試著去解釋他們所指的

者，控制著不同部份的城市生態，在一個小鎮裡，你可以去執行一個動作，並觀察它是否有效，以非常直接的

這些企圖心。

方式做，且這是一個很同質的社區，雖然它牽涉了很多不同的層面，但你能夠很貼近的觀察，你所介入的影響
作為，所以我們提出了多重策略的重建計畫，我們認為非常重要的，重生計劃必需成為一個社會議題、經濟發

這是另一張Folkestone當地的照片，「Folkestone的轉變，已經變成全世界的藝術會議，以及城市或小鎮的

展以及觀念改變。

啟發者，Folkestone的文化描繪，已經被提升到任何我所可以想像之上了。」英格蘭東南方藝術議會的執行理事
如此表示，我也會試著去解釋這背後的涵意。

有關這座小鎮要如何被建設？以及被世界其他地方看待？我們一心認為，文化與教育在這個計畫中具有穿
針引線的角色，另一件重要的事，必需闡明的是，很多重建的計畫在英國或許其他地方，都是由政府或地方政

就像我說的，Folkestone曾經是一個繁榮且成功的度假勝地。這張照片是一百年前所拍的，從Folkestone的
碼頭，很遺憾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你可以看到水流下來，人們在上面上上下下漂流，你可以看到戲院、游泳池

府所主導。而這是一個由我們所謂第三部門、慈善組織所主導，一位有活力、慈善的主席，而我們發現，當我
們成功的時候，政府與仲介開始跟隨，在這個計劃裡，我將要說明四個不同的元素。

還有大量的人潮，你還可以看到雲霄飛車，早期的雲霄飛車形式，這裡是海岸及碼頭，蒸汽從煙囪排出，港口
以及漁船，呈現了當地的繁華景象。這些是輪椅，生病的人也會到Folkestone接受治療，那邊有著希望，也許是
用那裡的水，我不太確定，但有很多證據指出那對回春很有效。

第一個是Folkestone三年展，這是Henry Moore，大概是過去一百年來最偉大的雕塑家，1980年他在Folkestone
的一個藝廊舉辦了一個展覽，展示一些塑造大理石雕刻前小原件，在當時，他提出將某些重要作品出借給鎮上
的意見，可惜的是，當時鎮上拒絕了。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作品的保險費，將會是一大筆開銷，有人說是因為，

這是一條在鎮上的購物街，在那時候，它被視為南岸的邦德街（Bond Street），在倫敦，邦德街滿佈昂貴的

有些住在這區域高級住宅的人，不希望別人到這裡觀賞他們的花園，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們決心要

精品店。這是在同一條街上之前的樣子，大約十幾年前，幾乎沒開的店，都封起來了，建築物也鎖住，而這張

揭開，被Folkestone所冰封、Henry Moore的歷史，我們與Henry Moore基金會理事長取得聯繫，一開始是想要找到

照片在2000年拍的時候，是為了概要的指出，經歷多重的絕望，低教育程度，高失業率，極差的健康狀態，

一些與Henry Moore作品的新聯繫，但最後發展成討論，我們說服了Henry Moore基金會理事長，參與我們的董事

以及希望的貧乏，使得在這裡的年輕人，對於脫離這些困頓一點企圖心也沒有。

會，我們發展了一個沿著The Leas的雕塑公園的概念。

這是舊的港口車站，那時候大型列車會開進來，然後將乘客沿著這條路帶進大陸裡，全都消失了，這是一

早期，我們非常關注於這些經典傳統的大型雕塑，並且做了一些可能性研究，來看這是否可能成功，我們

些典型的不太愉快的荒廢影像。所以在2000年的時候，一群人安排了一個會議，大概有七百人參與，在一個

把這概念再次擴張，因為我們知道這是重要的，去找到背後一群具有影響力的人士。最後，在一些可行性的研

很大的會議廳，他們提出一個問題：Folkestone正在衰亡嗎？如果是的話，那是誰的過失？

究之後，我們委任Angela Schneider這位女士，為我們提出一個計畫，她是一個很傑出的當代藝術家，她說服董
事會，雕塑公園必需轉換成，一個給大眾的當代藝術作品的計畫，為Folkestone三年展的雛型概念。

有人說，是那些老是反對所有事物的、少數發聲者的錯，又或者是，那些在過去幾年都沒對好的想法及案
子、做出支持的無聲多數群眾。已經太晚了嗎？我想，我們還有最後的一次機會，所以，救救Folkestone。現在

第一次是在2008年舉辦，第一個挑戰是促使藝術家的參與，我們所要委任的藝術家，很少或甚至沒有一

介紹這號人物，這是Michael George De Haan，他在2000年是Folkestone最大的顧主，經營一間叫Saga的公司，在

個，對於Folkestone有一些想法。所以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得到他們的注意？作為執行長，必須要有吸引他們的

英國非常的成功，提供假期服務、保險服務，一整套給八十歲以上的人的相關服務。這是由George De Haan的

能力，大概找到了三十個藝術家，我們付給每一個藝術家一筆小金額，來為三年展做提案。我必需說，George

父親所成立的，大概是在五十年前的鎮上，這是George De Haan在1997年，委託 Michael Hopkins建築師設計的

De Haan很慷慨地對三年展做出貢獻，他提供了我們所有需要的資金，大概是兩百五十萬美金。

企業總部，它的確是一個核心總部，相當引人注目且戲劇性的總部，這是員工福利社，提供一些免費服務給小
朋友。他成為委員會的主席，並任命新的執行長。

這是其中一次的藝術家參訪，這是我，這是Angel，這是Tracy，她是我們找到的第一個藝術家，這是2008
年第一屆所拍的照片，這看起來像小朋友的鞋子，事實上是Tracy的雕塑作品，一共有七個，一些像小朋友衣

George

De

Haan與應徵者談論一些議題，他們想要一個新的藝術中心，關於所有那些影響鎮上的複雜問

物的小物件放在鎮上，她在Folkestone附近的East Ham長大，她的童年時期並不好過，當她在Folkestone繞行的時

題，我們一起想出一個具有企圖心的計畫。一開始這很重要的一步，我認為這是一個實驗，一個重生的實

候，發現了很多很年輕的青少年媽媽，所以激發了她創造一系列，關於迷失與寶寶的作品，安置在鎮上的四

驗。Folkestone是一個小鎮，只有五萬人口，允許真實的實驗操作，因為在更大的都會裡，有太多不同的領導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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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的介紹這些我們所委託的美麗藝術品，這是Nathon Coley的作品，他做了這個標語，這對Folkestone
來說，也許是一個諷刺的註解。這是由Nils Norman與另外兩個藝術家一起完成的作品，這是一個風箏亭，源

101

的藝術小鎮，還有那些對於轉型與轉變的想法，《Financial Times》如此說：「這是一個能夠轉變我們對於濱
海城鎮的經驗，以及吸引世界目光的三年展。」

自Berthold Lubetkin的概念，你可以用四鎊買一個小風箏，風箏上印有關於復興的聲明，這是由曾贏得Turner
Award的藝術家Mark Wallinger所做的作品，你可以看到他正在用他的牙齒放風箏。這看起來像是石造的人行

現在進行到第二個元素，The Creative Quarter創意街區。這是一個荒廢的房子，位於我們所稱的創意街區

道，如果你近一點看，可以看到每一個石頭都是一個數字，鋪面上石頭的數字，是跟在第一天Somme戰役裡被

中心的一條街上，可以看到這個心形區域，這不是一個很大的都市區域，但它對於鎮上的意義非凡，港口就在

殺死的士兵一樣的數字，也就是之前所提到Folkestone的行軍，事實上這是一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紀念碑。

這下方的南邊，購物區就在西邊，東邊是Folkestone較沒落的地區，這是舊的主要大街，連接了港口及主要的購

這是一個奇怪的作品，由藝術家Richard Wilson所作，他弄了這個瘋狂的高爾夫球場，你可以看到這個球洞，然

物區，過去這條街非常的繁忙，Tountire Street，當這個區域開始不被使用之後，鎮上的兩頭失去連繫，也切斷

後，他將球場轉化為一系列三個海邊小屋。Folkestone有一些這樣的構造物，叫做Martello塔，它們建造於英國

了鎮上到海岸的連結。

面臨與拿破崙戰爭的時候，很幸運地都沒用在抵抗法國上，這一個已經廢棄了並且完全被藤蔓覆蓋。
所以我們決定如果要使Folkestone再次復甦起來，就必須要替這個心形區域，注入新的生命，而這就是我們
這些塔引起了藝術家很大的興趣，Christina Lglesias西班牙的藝術家，在最近一次的三年展，2011年創造

所做的，可以看到這個地圖，這些我們透過慈善機構，過去幾年陸續獲得的房產，這是Roger De Haan Charitable

了這個構造物，可以走進去，這些直立的牆壁在兩旁，這些藤蔓上下延展，在邊緣有一個鐵件反射了表面，

Trust主要投資方式，大概超過三千五百萬的投資在購買房產以及改造上面，現在機構大概握有了百分之八十的

她創造了一個螺旋階梯，所以在幾年後，你第一次看到這個走進去的路，有點像是那個塔的童話故事情境一

不動產權，超過將近兩萬平方公尺大小的空間，大約有一百一十七個工作室及辦公室被改造，三十間公寓、四

樣。Ayse Erkmen，土耳其的藝術家，創造了這個裝置，其他座的Martello塔並沒有太多的想法在上面，整體來

十間商店和餐廳，超過兩百五十個創意產業的房客，慈善機構提供了可負擔的房價給這些創意產業的工作者。

說變得有點忌妒那些被改造過的，所以她就給了它一個外衣。義大利的藝術家Patrick Tuttofuoco，從伊斯坦堡
橫越歐洲大陸到Folkestone，去經歷東方的經驗，收集了這十個他所經過的國家故事，與這十個字母相關拼湊成

一開始Roger De Haan投資之前的想法，只是簡單的希望，能讓一些藝術家進駐這些閒置的房產，這是很常

Folkestone。Mark Dion，紐約的藝術家，他對於自然環境非常感興趣，發現了Folkestone的人們並不喜歡海鷗，

見的臨時使用，像是一種突然出現的使用，而我開始考慮到，如果這個案子成功的話，人們回到這個區域，便

所以他創造了一個移動式海鷗欣賞裝置，這些人員提供小手冊解釋海鷗的習性，以及有魅力的海灘。

會產生更新，房價會升高，那麼一開始進駐的藝術家們便會被迫遷出，但如果他們自己拿到這些房產，就可以
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保證這個創意的街區能夠永久的持續下去，這也使它更加的吸引人。

從2008年起，Christina Lglesias大多數的藝術品都變成永久性的，這個是在2011年做的。Charles Avery創造
了海怪，象徵神話中在海岸作怪的怪物，這是她的作品，紀念難民，因為有很多世界各地的難民，聚集在那裡

對照剛剛看到的那棟建築物，現在是拍攝影片與電影的仲介公司，他們替年輕人或其他人製作影片。這是

試圖進入英國。這是Cornelia Parker的作品，受了丹麥小美人魚的靈感激發，望著海，但它是建立在當地的婦女

一對藝術家夫妻，很典型的工作室空間，在左邊你看到一個倒閉的商店，右邊是經慈善機構重建後的樣貌，另

之上，是真實的女人，而不是理想中的美人魚。這是在教堂裡，剛剛有提到的，這裡是很早期基督教的教堂，

一個作為燈飾店。還有其他很多案例不多贅述，曾經沒落的街，現在已經開始復甦起來了，經過這麼多年，這

藝術家Hew Locke，收集了一系列大概一百艘船釣掛在天花板上。

裡又再次的吸引人們來居住。

這是由當地藝術公司所做的案件，他們大概與五百位當地居民合作，製作了Folkestone的導覽手冊，屬於人

我們已經很成功的吸引了商業繪畫進駐，並且非常大量的成長，Cognitive media與View London是其中兩個

們的手冊，立基於鎮上人們的傳奇故事，還有什麼對他們來說是特別的，很多鬼故事、小時候的記憶，一些漂

例子。這是安德魯‧派克，製作動畫故事，其作品被英國皇家藝術協會大量地使用，也擴展到BBC將它用在新

亮的照片與故事，都被收集放進手冊裡，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去定義出三年展的角色之於當地居民。你

聞上，來解釋新聞故事。View London是最成功的關於倫敦的活動新聞與資訊網站，他們兩者都在Folkestone設

可以看在這底下的字「天堂」，這是立基於剛剛所提到，Nathon Coley所做的藝術品上的，有人形容當他們從

有基礎生意，得以吸引附近一些自由開業的創意工作者。

山坡上走下來的時候，看到這個字「天堂」就像是這個私人區域的象徵，他們就笑了。
再進入第三個元素，展演藝術中心「Quarter House」，這是廢棄的舊建築，同樣位在剛剛提到的那條街上，
這是一些對於三年展重要的評論，有關於鎮上的經濟利益，《London Evening Standard》這麼說：「是一

我們把舊的建築物拆掉，委託給Alison Brooks建築師，Alison Brooks是第一個獲得Sterling Price的女性建築師，

個美好的遠離倫敦的出遊。」有關於文化，因為那些長駐的藝術品，Folkestone現在是英國能夠提供給大眾最棒

它是英國最具公信力的建築獎項，她設計了我們的展演藝術中心，大概是五百五十萬美元的預算，對一個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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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中心來說，不是一筆很大的預算。但我們將資金做長久的運用，且創造了一棟很成功的建築，因為它設計

人加入的專業考古公司挖掘出來。這是探索鎮上考古計畫的一部份，為了要吸引從社區每個部份各種年齡層的

為不使用國家資金，所以必須要自行承擔所有支出，因此在頂樓的地方，出租給創意產業的空間。這裡是一個

注意，已經都在我們所作的每件事情裡。

大型的咖啡廳與吧台空間，裡面是表演廳，這是同一棟建築晚上的樣子，非常吸引人，酒吧座位往後推之後，
騰出空間可以站立觀賞演唱會。這張照片大概兩個禮拜前拍的，樂團叫Hot Chip，這是Michael Macintyre搞笑藝
人，他過去都是比較大的表演清單的形式，但現在也試著在Folkestone創造，一些新形態的小型表演。

這是一個大型的燈會，每年在鎮上的大街舉辦，年輕人在學校裡做好紙的燈籠，然後帶到這裡，當起風的
時候將它與音樂一起釋放。這是一年一度的圖書嘉年華，上千的年輕學生，從當地學校來這裡聽演講，我們曾
是政府計畫裡的一部份，稱作「找到你的才能」（Find your Talent），作為測試將年輕人融入創意活動中，將

第四個元素，教育，我們覺得很關鍵，如果這個重生的計畫，能夠對鎮上產生影響，它亦將會改變鎮上的
教育系統。這間學校是一間中學，在2003年曾是英國成績第四糟的學校，我們當時得以吸引政府資金來重建

會對他們的學習與行為產生正面的影響，所以受到了政府支助，在英國九個不同地區做測試，很可惜的是，這
個計畫做的很成功，但2010年政府替換，整個計畫就被終止了。

一個新的學院，新的建築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部份，是對孩子的影響與教育。Foster and Partner創造了一個
漂亮的新學校，非常符合使用的好設計，很多露台與開放空間。

在過去幾年當中，Folkestone到倫敦的交通已經被大幅的改善了，2010年，高速鐵路開始在歐洲之星的路
程周遭運作，通勤者可以在一個小時內到達倫敦，以前是一小時四十分鐘的車程，對鎮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即使是一個擁有五千名青少年的大學校，分以八個團體運行，所以不會失去對任何一個青少年的關注。我
不太喜歡用圖表，但它顯示出被提升的結果，實心的紅線是學院的成績成長，從百分之十以下成長到超過百分

我們也沒有忽略食物，我們協助創立這個餐廳，非常的成功，位在港口附近，這是他自己設立的，很漂亮的建
築物，大廳就在港口旁。

之六十，其他的線則顯示其他當地學校，並沒有因為這間學校的成功帶來不好的影響，他們也同時提升了，整
個教育系統都改善了，這對鎮上是非長重要的。

還有在運動方面，這是一個新的板球和曲棍球場，才剛剛在開始營運。有很多新的運動計畫開始進行，De
Haan買下的濱海地段，花了好幾年，2006年原來委託Norman Foster做規畫，後來因為經濟蕭條，他所作的規劃

我必需說，計畫的慈善機構以及Roger De Haan變成學院的監管人及贊助者，強烈地加入文化及藝術的部份

並沒有被實踐，在很多個階段之後，又找了Terry Farrell做了一個新的規劃。港口在這裡，濱海地段在這裡，意

至學院裡。鎮上沒有大學，想上大學的年輕人必需離開，很多就沒有再回來，所以我們決心要建立一個大學中

圖是在這個區域創造新的住宅，較密集的開發，辦公室、商業、住宅，這是一個吸引人潮的步道，過去是進入

心，讓年輕人可以留下來上大學，在這裡建立生活。這是一個廢棄的工業建築，透過政府的資金協助，重建了

港口車站的鐵道，現在是一條綠色步道，舊的港灣變成休閒娛樂資源，這是新的海上運動中心，但這還需要很

一個大學校區，就在創意街區的正中心，建築師是Pringle Richards Sharratt，我們在2009成立Folkestone大學中

多年來實現，部份是因為尺度的規劃，也因為在英國的經濟現況底下，像這樣的發展仍然很不受到重視。

心，大部份是表演藝術、創意產業的藝術取向。
但可以看到對未來的願景，新的行人步道，新的商業環境，計劃經過十年，這是一個長時間的計畫，我
De Haan在這個時候變得有點失控，因為在跟政府仲介討論，有關於高等教育的事情時，他變得有點擔心，

們並沒有期望馬上要看到結果，非常肯定的會花上好幾年，但有很多好的成功跡象。英國Google的管理執行長

因為校區不大，如果Folkestone沒有地方可以擴展校區，也許會失去整個計畫。所以當Folkestone港口當時在出

說：「我們已經將Folkestone視為英國最高的國際商業中心之一。」我不認為他在十年前會這麼說，他現在這麼

售，De Haan決定要將它買下來，兩年以後，他又買下了這塊地，港口在這裡，他也買了這邊的地，這裡被稱

說我還蠻驚訝的。當Folkestone進入現在這個階段，我只想說，如果沒有那些夠瘋狂的藝術家，支持這些想法的

為Folkestone濱海地段。

話，這些都不會發生。

說明一下這棟很醜的建築物，也變成另一個學習中心，談論有關高等教育，我們希望確立大學中心是以研

Huffington Post一個很有名的部落格，上星期報導：「一個十年的復甦計畫，已經造成了創意與科技從倫敦

究為基礎。此外，也協助成立藝術與健康研究中心，主要是Han Cokes教授所主持，他是一位很傑出的音樂家與

大量移進Folkestone的結果，促進了當地的經濟，以及修復了社會對於這個沿海小鎮的觀感。」這是我們希望發

老師，在歌唱藝術及身體健康之間關連的領域，發表了很新穎的論述。

生的，而這是事實。你可以在網路上免費下載關於這個復甦計畫的故事。

另外一個大學的破土計畫，社區考古計畫，叫做「挖掘的城鎮」（A Town Unearthed），可以看到這些羅

也介紹一下個人部份在這一兩年來其他相關的事情，一個方案是「居住建築」（Living Architecture），另

馬莊園的印記，在Folkestone的峭壁上被發覺，它被認為是一位羅馬將軍的家，過去三年來，它逐漸被很多當地

一位慈善家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他也是一個作家、哲學家，他很久以前寫了一本書，叫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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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與幸福》（Architecture and Happiness），主要是在談論，我們的建築環境對於人們的健康、生產力，以及

學員B發問：

幸福非常的重要，因此他創立了一個新的非營利建築公司叫做「居住建築」，主要是設計一些卓越的小型建

有些地方以前是工業區，現在面臨復興的問題，但不可能把所有的城市都轉換成藝術中心。藝術吸引人們

築物，供人們短期停駐，現在在英國四處冒出來。這個是「平衡穀倉」（Balancing Barn），這個是「單一的房

來訪，但人們來這裡消費後就走了，就長期來說，什麼才是永續的經濟基礎？

子」（Shingle House），在靠近Folkestone的地方。這是最新的一個計畫，才剛拿到委託，Turner獎得主Grayson
Perry，她到居住建築請他們設計這棟房子。

尼克‧艾班先生：
我認為你是對的，不是所有的城鎮，都可發展成藝術小鎮，但每一個社區，都蘊含豐富的創造力，最有趣

這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案子，這事實上是建築師David Chipperfield，與藝術家Anthony Cormley的合作，我

的過程是，將這些創造力轉化為社區經濟與社會能量。未來的趨勢是，至少在英國，創意產業愈來愈成長，例

希望他們可以做出像個房子的東西，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案子，因為奧林匹克在倫敦，他們稱它為「一個給倫敦

如網路產業及動畫產業，這兩個產業，都僱用相當數量的就業人口。他們尋找擁有彈性思考，可轉換的技能，

的房間」（A Room for London）。藝術家Fiona Banner跟建築師David Kohn，創造了這個船，在泰晤士河南岸中

及創意的思維方式，他們不想要那種一成不變的工作方式，創意產業刺激人們思考，也符合二十一世紀的經濟

心的屋頂上，位於倫敦市中心，你可以待在這個船裡面過一晚，我們希望它能在2014年來到Folkestone。

型態。這也是我為何要強調教育方案，這可以在任何地方推行，不一定要推旗艦型、如三年展般的藝術方案。

最後，談一些有關於我在哈斯丁（Hastings）的工作，在Folkestone海岸西邊一點的地方，哈斯丁是類似的
故事關於沒落與荒廢，當下主要的目的是停止鎮上的衰頹。這棟建築物已經空了二十五年了，過去是市中心的
一家報社，現在與在地夥伴一起工作，正試圖獲得社區的認同，將這裡打造成社區的社會經濟樞紐，將會結合
智慧工作空間給創意工作者、藝術家工作室，大學方面將有個分校設在Hastings，也會提供一些空間，作為智
慧交流形式的活動空間，同時是文化活動的建築，這是一個很美好的建築物，這構想就像一個網絡中心一樣，
人們能聚集到這裡分享想法與活力，謝謝大家。
學員A發問：
我想詢問的是，第一，如何說服有錢人拋錢出來？第二個是，在英國當地找很多藝術家來，Folkeston在找
計畫主持人，這個計畫主持人需要具有什麼樣的背景？純藝術背景，還是商業管理、或其他法律或管理背景？
主持人最重要的人格特質是什麼？
尼克‧艾班先生：
當代藝術的創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領域，世界上只有少數人，可以做Angela Schneide的工作，我們很幸
運可以說服她來主持這個計畫。首先，她很喜歡這個小鎮，她把她的想法跟原本的主持人說明，他們大可表示
認為無法在Folkestone被執行，但他們喜愛這個構想。接著資金很快被籌措，她便有兩年的時間來籌組一次三年
展。她需要在很短的時間邀請藝術家，而因為她與藝術家良好的關係，得以達成這個任務。
我的背景是電影及英國文學，除了倫敦也待過其他城市。我們的中心不像傳統的戲院，因為我們參與多
樣的藝術形式，且因為我們更注重發展社區及個人創造力，因此當我擔任主席時，非常注重都市意識（urbanism），我更稱自己是都市學家，及藝術的實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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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中的創作：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
主持：蕭麗虹
與談：尼克．優班克、張忘、王榮裕
蕭麗虹女士：
謝謝大家，都可以禮拜天一大早起床過來聽。聽到尼克‧艾班先生他講一個案例，這個案例，對於我們淡
水現在的情形，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建議，我們淡水可能跟佛克斯，是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可是他的案例可以
給我們知道，現在我們在執行淡水的推動，要注意的事項。我剛才也是跟他說，我們是淡水，有別於他們的
是，我們這裡有很濃厚的文化的藝術背景，他那邊環境本來的經濟模式，已經有一定的轉型，我們到底現在要
用什麼樣的轉型？我們也知道文化藝術，我們的用法跟他們的用法是不一樣，我希望大家注意到，他用民間的
力量，企業的力量，他們用的是慢慢的，很清楚的一個大規劃，而且一步一步的發展策略。反而，我們這裡的
話，民間很關心淡水，淡水很多文化人很在乎，可能是太在乎，可是這裡的商機跟他們相反，我們的商機是非
常大，我們的遊客量反而是我們的問題。跟他，反而是遊客已經走了，怎麼吸引他們回來，那我們的遊客量，
我沒有遊客的質，有量沒有質的問題，我們政府也是要量，不知道怎麼看質，然後做很多的應付，因為遊客的
量，反而做了很多，我覺得越來越無厘頭的政策。
不過，文化藝術這方面政府也很在乎，政府很在乎說利用文化藝術的底，怎麼樣以淡水一個健康城，變為
文化城，我們這個文化城的策略，從這幾個古蹟，昨天學者專家他說三十幾個古蹟，我們現在也知道，應該用
文化的、活生生的人，在地關心的人去處理那個藝術，可是也看他們兩個的臉（指張忘、王榮裕總監），很像
要垮了。所以我們知道，在這裡有心做文化藝術的人，到最後都是受害者，每一個做完的時候，這樣就好，明
年我不來，每一個都是被消耗掉。
剛才大家都有問到他的問題，這個策略三年展，三年才一次，黃瑞茂老師有提到，淡水有沒有這個膽量去
做這個，真正國際的三年展來帶動。大家注意到他的策略是很特別的，我也希望淡水可以注意到，它有山，不
是以觀光為主的淡水。記不記得前幾年創意城市的活動，社區裡面跟創意教父，有做十個策略要保護淡水。他
起碼很清楚有四個策略，這四個策略是扎根的、進到內部，然後用整個空間政策，文化藝術進入吸引有創意的
人進來，進駐一個聚落，然後教育也拉起來，就業的工程，什麼都做，可是都是文化藝術在背後的操作，他一
步一步慢慢來，跟著走。
我自我介紹一下，最近這幾天沒有跟大家玩，我們是跟一個名譽很糟糕的都更處，幫他不要亂拆房子，能
不能把大稻埕跟迪化街的老房子，做一個很好的轉型，我們現在也很高興，市長也好像聽得懂這一句話。所
以，現在我們淡水事實上也需要，我們知道佛克斯的配套，觀光客都知道會回來，因為它的快速快鐵，會停他
們的站，那個很重要，那個快鐵來的話，不只觀光客來，創意的人也會願意來，倫敦太貴，倒不如就在這裡，
很多現在的創意產業，不需要一定在城市裡面，可以在比較邊緣的、附近的城市。臺北很多創意的人沒有辦法
在臺北，可是喜歡在淡江、北藝大，喜歡在淡水，是不是我們有那個策略，把他們留得住，顧心怡這一、兩年
來跟我們討論都是說，辦起了這個計畫，策略要更明確、清楚，閒置的碼頭那邊，軍營、閒置的幾棟大樓，是
不是可以變為一個創意的聚落？是不是有可能這樣中央跟地方的策略可以做出來？看到佛克斯，很有規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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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個部分，分成兩個層次來思考。第一個層次思考就是，剛剛蕭老師說的，可能跟公部門有關係，早
期我們在華山剛工作的時候，我們長期面對文建會，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它每年給我們一標，就是一

民間的力量怎麼樣整合，我們有社區大學，他也說，社區年長的人，小孩子也知道文化藝術的重要性，最

年標一次，我們無法做長期的計畫，甚至到最後，還給我們半年的標案，那我們就說我們不玩了，因為根本就

重要是他吸引了外縣市的人，尤其是首都的人進駐，城市就可以復甦，他剛才提到關於消費面，消費面不是一

沒得玩。我自己在想這個問題，剛剛聽到國外的計畫，用三年做一個單位去思考，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模

個永久。我們淡水的話，開始鎮長說從五百萬掉到三百五十萬（指淡水環境藝術節預算），我們希望最好兩百

式，如果沒辦法改變這個標案，因為我知道，可能王榮裕得到這個標案到執行，可能不到半年，有沒有可能

五十萬，那個品質比較好，我們要的不是觀光客，我們要的是長居（long stay），我們要的是進駐的文化的品

說，像今天，我們已經知道，就像奧運一樣，我們已經知道明年的標案是誰來負責執行，它有超出一年的時

質，英國那邊的話，就是我看到，他的策略，事實上真的比較好。

間，他可以今天來觀摩一下王榮裕怎麼做，問題在哪裡，也就是說，就像我們很多的計畫，我們是一年前就做
好了。換句話說，今天在座已經有另外一位，是明年要來執行這個計畫的單位，那他的困難，他看到了，他的

相反的，我希望這是他給我們現在兩位在這裡，算是受害者，聽他們發表，他們所做的事，他們所面對的

優點，他也不能輸給他，這個就是大家在經驗上往上累積。可是，如果我們現在看看，現在才開始寫計畫，然

問題，用他剛才講的一個架構之下，我們有什麼可以借鏡。張忘是老朋友，我們從華山時代下來，到進到城

後寫的人，也不見得了解這整個計畫的問題，到了下次拿到標的人，也一樣在剩下三、四個月的時候，可以去

市，張忘他也是，可以說是打不死的蟑螂，我們離開一個那麼大的空間，他進到城市裡面，一直介入城市，他

做他想做的事情，時間是來不及，時間的問題，可能是一個很大的第一個問題，這是長久以來公部門的一個思

用很重要的表演藝術，還有很多年輕人，跟著他在後面的一個陣容去介入，張忘當年整個淡水很多的計畫，也

維。

都有跟政府跟地方合作，請談談你的看法，謝謝。
而且當經費沒有下來，因為也不知道是多少錢，經費沒有下來，案子沒有拿到的時候，又要做那些事情的
張忘總監：

規劃，也不可能，因為不可能你叫王榮裕說，明年，王榮裕也是你做喔，可以嗎？金枝演社一定會搖頭，他今

蕭老師是老戰友，因為我雖然比他年輕，不過我在華山當理事長的輩份，比她高一屆，很好玩。臺灣其實

年，目前正是痛苦的時候，對他來講，他最大的心願是休息，並不是再雄心萬丈明年做的更好，這個本身在那

有一個時期，很喜歡用年輕人做事情，我在華山工作的時候，才三十幾歲就當領導者，我的工作人員都是長

個機制上就錯了，這個東西很簡單，為什麼我們的官員不會想到呢？

輩，但是因為他們呢，就像今天蕭老師說的，她很累了，應該年紀大了，不應該做這些事情，那的確是，他們
應該是用腦部操作，應該是用經驗告訴我們，而不是還要再用他們的體力、心力，甚至他們的財力在做事情。

其實我們也一直在做這種建議，你不要每件事情都是一年為單位，你要幾年為單位，可是就是有困難，為

王榮裕呢，其實跟我年紀差不多，他大我一歲的樣子，以前我們是一起在優劇場工作，我當舞台設計，他是演

什麼我們企業家去ROT、BOT，可以二十年、三十年，為什麼我們藝術界的人，卻不能夠要求一個計畫延長？

員，那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可是後來不小心，慢慢我們都變成好像，也都是戰友，也是因為他，我才掉到華山

這麼簡單的邏輯，其實在座如果有頭有臉的人，像蕭老師這種人，應該就是要去施加壓力，因為我想公部門的

這個領域，應該是1997年，我幫他們劇場在華山做一齣戲，後來就變成歷史的慘劇，但是卻意外得到華山這

困難在哪裡？在一個地方，就是公平正義，可是公平正義已經變成不公平，不公不義就對了，因為他怕太早這

樣的藝文界的寶藏，所以我們三個，站在這個地方有一點奇妙，因為都跟華山有關，但是又好像都跟淡水也有

個標案，可能會有人綁標，我們現在整個社會的框架，都是因為我們的上一任總統的問題，變成下一次的總統

關係。因為我其實也在殼牌，幫王榮裕做了〈觀音山恩仇記〉，也在滬尾礮台幫他再做一次〈祭特洛伊〉。

無所作為，因為他怕被掛上上一任總統的一個污名，所以，我們所有東西都變成是，我們現在臺灣變好多的理
想都無法行動了。

做環境藝術節這件計畫之前，其實我也給了一些建議，是我在法國看到的一個經驗，真的就是一個村莊，
然後由社區帶動，慢慢的形成一個觀光的市場，它真的是讓我很感動的東西，我昨天看了我們的戲，我是另一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事實上我覺得，我們這個計畫已經第三年還是第四年了，我也聽說有一些不錯的，甚

種感動。法國那種感動是，他們是沒有資源，然後世襲，一個角色可以世襲一直演下去，演個幾十年。我看我

至有南部的一些居民，一些朋友，搬到北部來，或是說到北部來，待一段時間參與這個計畫，或者是說有一些

們昨天，我在現場正好風也很大，那個氣氛其實蠻好的，背景就是觀音山，這個跟我以往做環境藝術，一直很

成員，他是每年都有參與的，代表說它其實已經形成了地方的共識與向心力了，那為什麼不成立一個社團呢？

期待的一個環境，但是事實上因為經費的不足，時間不夠，所以事實上，以我跟王榮裕幾十年的交情，他一定

為什麼我們不成立一個社團、每個禮拜排練呢？為什麼不可以？可以啊，不一定要請王榮裕來工作，那個社團

是對他的作品還是很不滿意，這應該是藝術家的通病，所以臉色比較鐵青一點。但是我想，必須要把這個問題

其實可以跟地方的學校結合，就在學校裡面成立一個社團，這個社團也不一定真的只是做這件事，但是，是由

回到主題，老朋友還是要給一些意見，這個戲一開始做的之前，已經有問我蠻多意見的，正好我在國外，回來

這些班底，形成一個共識，不斷的重複排這個戲，不管你下一次是誰來編，下一次有更好的創意，那個都再

也給他一些意見。

說，事實上這個東西，因此，就可以形成一個向下扎根的可能性。就像我的劇團，我們再怎麼忙，每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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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花時間去排練，可是這個排練的動作，不可能因為一齣戲要等到什麼時候有標案，是誰來做，再去排，這

的那些團隊，可能到了這一次，可能已經不剩幾個，為什麼？大家是為了什麼而來做這件事？應該不是為了

個誰，這個成員是誰也不知道，所以我相信王榮裕一定會很痛苦就是說，有些成員其實可能質地不錯，時間不

錢，但是錢又好像很重要，就像一個家庭一樣，你沒有錢吃不了飯，絕對沒有生活也沒有親情，可是基本的

夠，這個其實跟很多技術面是有關係的。

錢，是應該要有的。那個東西不應該讓藝術家去煩惱，應該要有個機制，所以我剛剛說，為什麼要有個基金會
的籌備，應該要有政府的一些配套，因為你沒有這些配套，你沒有一個長久的計畫，基金會成立其實也沒有

另外，我也覺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們知道，全世界的藝術節，在辦了幾年以後，覺得這是可行的方向
的時候，公部門它就開始會去找私部門，慢慢形成一個基金會，我們不要說淡水的大企業家，淡水的確有非常

用，你每年一標，其實等於是作假的。第一輪我先給了一個比較單純的、屬於行政體系，或者是執行方面的意
見，謝謝。

多的生意人，都賺到錢，我們有計畫的用小額的贊助募款，那我們形成一個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是真的是用在
這件事，而不是被政府拿去用，其實四年也可以募到很多錢。這個基金會邏輯很簡單，就像國外的藝術節，像

蕭麗虹女士：

亞維儂、愛丁堡藝術節，幾乎都是我有這麼多的資金，我辦了藝術節一定要超出這個價值，但是我必須把錢再

謝謝張忘老師，佛克斯的規劃是十年計畫，做的是三年一次，才做一個事件出來，我們現在這裡有一個毛

賺回來，因為明年還需要這筆錢，所以每一個執行長，他都必須要有賺錢的心態，就是說王榮裕必須要有賺錢

病，最重要他剛提到的，我們的觀眾已經大概習慣，政府來補助，就是免費，一句話，品質第一不好，第二的

的心態，你必須要把錢賺回來，可是也許問題就來了，大家都是免費入場，那麼為什麼不能有貴賓席？貴賓席

話，習慣看免費戲真的很糟糕，這樣下去不得了，這些在座的、做表演藝術的，永遠都是走街頭，不是辦法。

是要認購的，對不對，我們就是設計幾個區域，不用擠在人群裡面看戲，真的就給他好好的位置坐，人家說為

在亞維儂那邊，你看那麼清楚，有不同的辦法，十幾年前我看英國的布萊頓藝術節（Brighton Festival），已經

什麼要坐那麼好？因為他一張票一萬塊，請所有淡水地區的生意人去認購，他認購給他的顧客、員工、親戚

三十幾年，每年都有很大的一個推動，他們也有很多的不同類型，好像亞維儂一樣。

看，會募不到錢嗎？我不認為，我認為是募得到錢的，以我這麼一個小小的單位，我都可以籌到錢，做我想做
的藝術節，我的藝術節是不跟政府要半毛錢，都可以辦了，當然我會虧錢，可是事實上，我如果繼續做下去，
就不會虧錢了，而且硬體是我買來的，我就漸漸會賺錢。

因為我們真的也很關心，環境藝術節這樣搞下去的話，一個一個被耗掉，明年都沒人玩了，相反的，為什
麼政府沒有辦法說，一標就是原則上是三年標，你第一年做的真的很糟糕，那就不容再演第二次、第三次，像
王榮裕今天演的，也知道明年我要修正什麼，也同時會知道說，明年的話同樣的預算，我要注意什麼，每一次

所以說，其實有非常多的東西，都應該要回到一個公司的概念，就是營利為單位的概念，不能讓它不斷的

都是重頭再來，等於是一丟什麼都丟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錯誤。我們看他成功的案例，企業做出來帶動，政

虧錢，因為政府就會越編越少。話又說回來，我們想要做的雄心萬丈是更高，卻落空，所以說我相信王榮裕現

府的錢進來，公部門跟著私部門，我們淡水有好幾個大企業，好幾個開發商，他們能不能變得也有企業精神？

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錢，當年的格局，現在做不出來了。但是我們都知道，錢事實上不一定是由政府，政

社區裡面愛文化藝術的人那麼多，跟藝術文化工作者合作，我們可以變為一個常態慣性的基金會，然後自然公

府做樁就可以了，有些方法，所以必須要去籌募一個基金會，專職的人去做這件事，如果有個基金會，這個期

部門就會有機會介入，是可能，你剛剛提的不錯，再來請王榮裕。

間我們就可以做很多事了，我們可以好好的做宣傳，我們可以在淡水地區找一個閒置的空間，變成一個固定的
展館，把這四年來做的東西，變成一個常態的展覽，這個地方有非常多的宣傳的東西，可以變成影帶短片，可

王榮裕總監：

以在各個地方去做宣傳，宣傳的目的，其實不一定要找更多的觀光客進來，而是找到更多的資金進來，或者說

謝謝，我真的是沒力氣罵，因為今天太累了，休養個一個禮拜，才有力氣來罵人。但是我覺得，像這種活

更多的，因為這齣戲而有一些文創產業進入，進駐到我們淡水來落腳。

動，應該是官員來聽比較有用，我們自己大概都知道問題在哪裡，但是還是要做，臺灣民間力量真的是很棒，
很強大，一直在講兩年、三年一次，我也覺得很可以，應該是這樣做。但是臺灣就是不行。議員消化預算，每

因為也許這些商家也要洗滌，五十年以後，進來的人，可能是越來越多認同文化藝術的人，那是因為這齣

年他就是一定當選，他有選票的壓力，他一定就是趕快這四年，辦一些大拜拜式的活動，它就有人潮，表示他

戲，而不是還是在賣一些吃的東西，或者說還在比較所謂打游擊，有賺就賺到，沒賺就走人了。臺灣其實有非

肯花錢，有哪一個執政者，他願意說花了錢是五年後呢？五年後他搞不好沒選上，所以說這個在臺灣幾乎不可

常多的投機客，他們就是看哪邊人多，淡水人多他就進來投機，幾年他就走了，像壹週刊那個老闆一樣，賺飽

能，什麼一張票一萬塊錢，找有錢人來，面對這個東西法規一堆。像我們這一次經費不夠，我們就去找企業，

了他就走了，雖然感覺上很落寞，事實上他是賺到錢的。所以其實我們的問題在於，我們不願意把這些所謂的

結果找贊助的時候，那個錢還要再進公庫，再招一次標，實在是，反正就是整慘我們，我覺得也沒關係，危機

私部門、公部門、藝術家這三種領域的問題，整合成一件所謂可以長期發展的計畫。當我看這個計畫，我自己

就是轉機。

看起來，我敢預言，這個環境藝術節是短命藝術節，我敢預言，原因是因為，真的想做的那幾個人，一旦卸任
了，後繼就無力了，那為什麼呢？花了這麼多錢、這麼多人投入心力、這麼多情感，就像當年第一屆一起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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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就廢掉了，好的政策不可能延續，以前蕭老師她上來很好的政策，下一任我上來，我為什麼要跟隨她的政

蕭麗虹女士：

策呢？我要改一下，改一點點什麼東西，要變成另外一個名字，變成是我的政績，所以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看，他同一個組織，可以十幾年都是同一個單位一直在做，雖然他的預算，因為他是對基金會，他
可能會被檢驗，怎麼樣通過也是很有壓力，可是他是同一個組織，可是十幾年一直做，社區的踩街，教育，推

所以說淡水真的是不缺遊客，不缺錢，不缺人，但是，品質如何提升？你講說真的是逛淡水，老街河岸最

動，好像剛才我們所說的社團，同一個社團可以這樣做，這裡可能我們的法規真的有綁的死死的。

棒的時候，就是大概晚上十點以後，到凌晨大概六、七點之前，那是最漂亮的時候，為什麼？因為都沒有人，
最安靜，最舒服，看到貓在那裡跑，很舒服，那是最棒的。

尼克‧艾班先生：
關於英國經費的來源，可能來自各種不同的單位，從市政府、郡到中央都有，可是，並沒有一個官方的連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藝術節，淡水藝術節辦了五年了，表面上看起來是很成功，居民都非常認同，但是其

結，來整合這些不同地方的經費來源。

實我也認同張忘的預言，我覺得這個是短命藝術節。因為我們今年碰到一個例子，經費是去年的一半，我就估
算了一下，大概找三百萬就可以，只要三百萬我就可以做的不輸去年。但是結果找找找，找不到一百萬，淡

蕭麗虹女士：

水的企業家只贊助了十五萬，淡水地區有三個議員，兩個議員各贊助十萬，還有一個議員是砍預算的，我去

這個蠻關鍵的，我也聽到英國的藝術家們也有說，他們好像可以玩兩手，這邊拿一筆，那邊也拿一筆，他

找他，他說我為什麼要支持你？把你這個錢拿來照顧關懷弱勢，會更好啊，為什麼要演一些，他是講「畫黑漆

兩邊都可以拿錢，他同樣的一個計畫，可以切開幾塊，這一塊從就業工程，這一塊從文化藝術基金會，這一塊

白」，就是畫的亂七八糟，在演一個什麼東西，為什麼不演歌仔戲？我就覺得真的不曉得怎麼跟他講，謝謝

從環境再造，這一塊跟文化局，教育局，所以，我們現在文化藝術工作者也一定要很努力，知道怎麼去把它切

他，只好請他來看戲就好。真正我們找到的不到一百萬的錢裡面，大概淡水也只有十五萬，淡水的企業家根本

開那個包，一個包切開很多包。老實說，這兩個已經是老操手，他們都已經知道，可是常常，好像王榮裕剛才

也不支持，所以我也預期大概都短命。

說的，你幹嘛要跟我拿錢，應該是文化局給你，跟我沒關係，所以你同一個東西怎麼樣合理的切包，可能也是
我們的關鍵。可是他們，好像他剛才所說，他們這些部門，它不相關的，它可以補助他要的那一塊，這是你一

因為我本來也是想說，應該是民間的籌備會是好的，從第一年就在講，比較有可能，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
趨勢，就是一定要民間來做一個基金會之類的，但是淡水的民間，它幾乎是這個樣子，後來我才知道，裡面也

個大包裡面，它補助這一塊，他可以這樣整合的。我們這裡很難，他就說你這個是環境藝術，文化局就給你了
嘛，很難整合公部門的預算。

有派系問題，我找了一些企業家，原來他是不同派的，不同掛的，所以他不可能去支持，臺灣是因政而廢事
嘛。但是我是覺得，我們充滿希望，我們永遠充滿希望，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沒有淡水，我們還是有我們自

其他問題，像是我們臺灣現在很嚴重的缺乏，就是藝術行政，藝術推動，我們不缺乏創意的人，他們現在

己的戲在做，可能是怨言。但是，我希望這個活動是越辦越好，我當然不希望它真的是短命，因為這個是一群

創意的人，都已經下海去做藝術行政，又要創意，又要去募款，又要去說服立法委員，他真的累死，應該有更

人付出，你也不能說公部門它不付出，這樣很奇怪，它錢不夠，但是公部門整個各部門投入的精力，真的是非

多的操手在旁邊，好像他這種人在後面，幫助一個策展的人，策展的人幫助藝術家，層層的專業進來，可能是

常非常的強，但是辦事能力真的是要再加強，講到這裡就好，謝謝。

我們現在臺灣比較缺乏的，要學習的方面。那麼再請問，像Mr. Haan這種角色，與社區進行培力的互動過程，
您還有沒有任何經驗上的補充？

蕭麗虹女士：
辛苦了，我也覺得這一方面，可能等一下大家有意見，可以再協助他或是幫助他，會更有效。我想聽一聽
尼克‧艾班先生，您已聽到一些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我們的架構有問題，想請教您，在地組織社群如何與
Mr. Haan合作，Mr. Haan如何和社區裡各種利益關係人溝通，而Mr. Haan又如何與當地政府協商？

尼克‧艾班先生：
以我的經驗，一開始在地的居民通常對這種新的活動，會保持一種很正面的態度，非常願意接受新的事
物，可是隨著時間過去，人們會發展出各自的想法，也可能會遭遇到挫折，或因此變得疏離，因此，這些正向
與信任的關係，並不是那麼容易維持。所以，在地的這些基金會或組織，更需要長時間的經營運作，來維持與

尼克‧艾班先生：

社區的友好關係。正因為需長期運作，財源因此必須穩固，像英國一些比較富裕的基金會，會支持這些社區團

Mr. Haan的基金會，並不是當地唯一志向促進地域振興的組織，當然他也付出了很多努力來確保組織財務

體，且這些基金會通常與政府間，有比較良好的關係，社區團體可以透過他們，來傳達他們的意見給政府。

運作的健全，且投注心力於社區活動，比如每年舉辦社區踩街式的慶典活動。但是，經費的來源，也總是最後
一刻才能夠知道，爭取的也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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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麗虹女士：

尼克‧艾班先生：

剛剛講的蠻關鍵的，我們沒有。國家文藝基金會也好，或者是台新基金會，或是其他的基金會，他們都

佛克斯離所謂的國際商業城市，還有很長的距離，也許透過歐洲之星列車，從巴黎或倫敦到此地不會很

辦，我們不是沒有，有，他們也是做他們企業想做的，一信也有好像類似基金會的組織，他們做他們自己想

久，佛克斯亦可由運河與其他小鎮連結。但是迄今的發展，其實它仍不能算上是一個國際商業城市。

做的事，可是我們應該是，好好推動這種在地的基金會，把他們的重視文化藝術的內容，從整個環境去推進。
他剛才也講個蠻要緊的是，這些基金會有錢給這些團體，可以去基本的運作以外，這些機構，這些信託和公共

蕭麗虹女士：

慈善單位，不一定是基金會，等於是第三部門，第三部門所有的力量，它跟政府的關係是蠻密切的。而且，藝

我也想順便回應剛才這個問題，等一下你們兩位也是。我覺得Google它說，佛克斯是一個英國國際性的商

文界跟這些組織拿到一點點的、基本運作補助以外，反而因為透過這些第三部門的聲音，給政府去說，我們民

業中心，是從Google的角度來看，要Google的話，最重要的就是風格性微型，那種創意的小的聚落，它要的是

間做的事情是很重要，政府要注意哪幾項，是民間裡面值得有口碑、有品質的，要不然，政府現在最麻煩的策

什麼樣的環境，它聚在哪裡，Google現在很重視的是，那種幾乎是一人公司，可是它的企業所做的、最重要的

略就是說，平頭分，每一個都餓不死，可是每一個品質都做不到，環境藝術節這樣子大家都在做，預算每年都

是創意和創意的環境，它有創意的連結，還有它的產業是整個區域。

花，換個新的玩，今年又再做，乾脆把預算卡一半好了，起碼地方不能罵我說沒做，可是怎麼做嘛，預算只有
一半怎麼做？當然就不能跟去年比了，你看他的預算減一半，明年再減一半，誰敢做？大家都一定不玩了。

所以現在，我看布萊頓也是做觀光業做的馬馬虎虎的，可是它已經是很成功的、一個數位媒體的創業的平
台，在那邊有很多的媒體中心，都是老舊的大房子，整個在英國南部海岸線，很多這種舊的海邊，都變為這樣

所以現在，這一個可能就是要代表地方的聲音、代表藝文的聲音，是透過第三部門去轉交給政府，公正的

的一個潮流。我希望新北市政府也注意這件事，不只是淡水，老街觀光客踩爛，大概也沒什麼辦法，應該比較

聲音，淡水基金會或是淡水的一信基金會，這些的聲音要整合出來，代表社區大學，他們這些機構反而應該要

注意的是老街後面，一直到沙崙、三芝，這個的可能性很大，現在我們能不能，變為有一個很清楚的配套跟策

更正面的，跟政府有一個常態的對話，我們淡水的未來在哪裡？有沒有十年的計畫？不知道，所以現在好像阿

略？最近我們也是在做很多論壇，好像華山失守了，不知道，應該不是失守，過手了，現在過手去一個展演的

茂老師也是，過街老鼠一樣，已經是很多公部門看到我們這幾個人都說，我們的嘴巴很糟糕，事實上反而是，

平台。反而是新北市，尤其是大淡水，應該是最優勢的一個創意產業鏈的前端，創意的聚落，創意的服務，創

不是我們這幾個人，倒不如幾個重要的第三部門的聲音要出現，他的建議，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接下來請大

意的試辦點，失敗都無所謂，存在淡水的。好像你說，我是來看一個演出，口碑不錯的話，慢慢進到兩廳院，

家提問。

這是五百塊到五千塊，可是先五百塊，在那邊先演一次。他們兩位可能會回答你的問題，回答的比較完整，因
為我是比較視覺藝術還有創意產業，他們兩個的確是表演藝術類。

學員A發問：
我有一個問題，你們三位好像在做一個藝術家痛苦的吶喊，我在想，為什麼你們沒有集思廣益，或是聯合

對於付費這件事，文化藝術、表演藝術，尤其是表演藝術一直跟政府說，你注意，免錢這樣不行，我們現

起來，到比如說，行政院或者是政府的機構，去表明你們的貢獻，還有您說的，不應該是看沒有錢的戲，這

在所有的演員，就是這樣全省走透透，三百多個鄉鎮，都有免費的在廟前面去演出，真的變成我們不是當代藝

真的是對的。我在美國的時候去看〈獅子王〉，要付150塊美金，我每年去看〈胡桃鉗〉，要付120塊美金，

術的推動者，這樣是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我補助你，你就要這樣，要不然我就不補助你，你要做文化藝術的

是不應該讓人家看沒有錢的戲。第一個，你會給人家感覺說，這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戲，還有你們為什麼沒有

推廣，你要文化藝術的提升，你要文化藝術的培養，你一定要這樣，所以，這樣犧牲了很多的很有創意的工作

到，譬如說淡水，讓淡水有一個戲院，然後你們可以三個人有不同樣的戲去演，然後每一次人家進去，一定要

人員、團隊，這樣過來的話，我們已經是跟中央，表演藝術這次從很多層面去對話，可是，我覺得不是行政院

收門票的，你不要收很多，甚至於十塊、五十塊都可以幫助您的經費。

要對話，現在最重要是跟立法委員去對話，跟國會裡面的對話。我們以前是很小，可是請注意大家在這裡，我
們以前文化藝術有叫做文化立委，現在所有文化立委都已經退了，所有文化立委都不玩了，請問立法院裡面，

因為聽到你們三位那麼辛苦，而且這麼的努力在做藝術的工作，這讓孩子們，淡水的孩子們覺得說，我以

有沒有幾個算是文化立委？從林濁水、朱惠良，現在可能講不出來了，我們本來有文化立委委員會，在內部對

後不要去做藝術，因為那是很窮的一個職業，我們應該給孩子們一個希望和未來，如果對孩子而言，在藝文圈

我們文化藝術關心的，現在都不曉得在哪裡。所以這個，我覺得淡水他們也一直說，有沒有辦法希望有一個地

沒有希望和未來，又怎麼談真實生活？是我對三位的一個反應。另外，想請問尼克‧艾班先生幾個問題，有關

方，訂為一個定幕劇，起碼他們不要踩老街，晚上來給我看個戲，好不好，這樣的一個作法他們都有說。

於經費的籌措，您為何不去找英國女皇或威廉王子幫忙呢？您說你的城市是商業中心，在我聽起來卻比較像觀
光聖地，因為你們和德國、法國的距離很近，你們是否有會展中心或相關的設施，來吸引遊客到訪呢？

王榮裕總監：
我先回答，這問題可能是不瞭解我們劇團，我們劇團發展得很好，我們劇團有十六個人領薪水，我們一年

2012 有形文化資產國際研討會

活動成果手冊

116

2012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專題對談

Outcome Report

117

要兩千多萬的收入，我們企業家一年贊助我們約七、八百萬，但是淡水藝術節是我們另外一塊，我們想去經

們表示無法在當地找到人才。由此可鑑，佛克斯要成為休閒娛樂中心的綜合體，不能只投資於硬體建設。但辦

營，去耕耘的，我希望找到去引發出，淡水自己在地的力量出來，這一次，專門花了很多的精力時間找企業

學校仍是會受到傳統的評量方式，我們除了注重基本的技能，也會嘗試較具創意性質的教案，不過，評估的方

界，我從來沒有花那麼多精力在跟企業家講話的啦，我幫他們敲門，我只找到十五萬塊，但是明年可能其他人

法也還需要進一步的發展。

會再贊助進來，這個是很好的，我覺得這是一個轉機。所以說，我覺得淡水要不要藝術節，以後應該是交給淡
水人自己來決定，他們自己要不要，應該是這個時候到了，因為我們藝術家都累了，我們已經把我們的熱情都

蕭麗虹女士：

燃燒光了，所以應該是淡水人自己去決定了。

他講的這個蠻重要，等於是他這個比較實驗性的教育，這個學校它以藝術為基礎，它可能是製作教改，它
用創意的方法來教學，教基本的東西，基本功也有，可是它的藝術也蠻核心。事實上現在臺灣也有，香港也有

我對這個藝術節本來有很大的期望，它有民間的力量，而且市民自己直接參與當藝術家當主角，踩街的裝
扮啦，他們的道具啦、服裝啦，社區自己進來，環境藝術節都是市民來當主角、當演員，他們從來沒演過戲，

創意高中，核心裡面教育方法是不一樣，他們已經評量過由這所學校出來，從全國評鑑還蠻低的10%到60%，
等於是高過一半。因為時間關係，與談人還有沒有想要補充的回應？

一場戲兩百個演員左右，他們從來沒有演過戲，我們把他訓練三個月出來，他們每個人都很驕傲，都很有成就
感。

張忘總監：
我想，我們的年紀在臺灣做過很多事情，從二十幾歲做舞台設計，做到前幾年退休，國內外的表演團隊我

但是，我們還有另外一塊，我覺得是街角展演，上面那兩個是免費的，因為在臺灣，你要先餵鴉片給他，

大概都合作過，沒有一個表演團體，認同我們的政府作為，這是應該的。我問一個問題，你們有沒有發現現在

免費的鴉片餵他們，讓他們上癮了以後，他們才掏錢出來買鴉片，這樣子，所以說，我們另外一塊叫做街角展

的小朋友比較沒創意？為什麼？因為我們小時候玩具自己做，是不是？現在玩具呢，設計好，就是這個模式給

演，是以後我們要去努力加強的。除了踩街跟環境劇場之外，還有街角很多很多的小節目，目前還是免費的，

你玩，所以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改革。但是改革的問題，的確因為我們選錯了政治人物，那也是我們的

但是慢慢的，我會找來一些不錯的節目，這就要售票了，好的節目它一售票，本來他一看、看多了嘛，選擇多

錯，我們沒辦法監督他，那也是我們的錯，但是的確問題就出在，為什麼我們臺灣的美食文化會比較好，其他

了以後，可能看到售票的，不錯，慢慢的就癮頭更大，所以說，它還是充滿了希望，但是就是我們今年累了，

都不行，因為美食的文化短線，肚子飽了就好了，你只能吃一碗，你還能夠再吃嗎？

這樣子而已，謝謝。
可是文化是無底洞，它需要的是一種心靈的對話，它需要一層一層的往下發展，就像你去爬山，你不希望
蕭麗虹女士：

你一口氣，像爬金字塔一樣爬到底吧，你希望爬一爬，可能到森林裡面去，可能到溪邊去，可能到斷崖看一下

他講的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每年的我們都是很專業，他平常兩廳院賣票，他的演出早早都會賣光，他都是

遠景，那個就是藝術。可是我們吃一頓飯，很容易就到一個臨界點，所以，我們的藝術、文化很難搞，那是因

很專業的表演藝術團，可是每一次也是因為淡水，特別文化城，進來幫忙，他有的水準就是到最後被耗掉，所

為大部分的政治人物，有經濟能力的人，或是社會各界的人，漠視它，如果你們家小朋友說，爸爸我以後要學

以一個一個耗，耗了幾個，剩沒有幾個可以耗了，這個才是我們覺得公部門的問題。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藝術，我想沒有一個人會真的支持他，頂多就是尊重他。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吃不飽飯，吃不飽這個邏輯是很

做一個總合。

奇妙的，卻偏偏我們現在叫不出幾個歷史上的企業家，卻能夠叫出達文西、米開朗基羅，為什麼？因為心靈是
一輩子的，我們人類如果說還有文化，絕對不會把企業家的名字記得，把政治人物記得，把總統記得，那為什

學員B發問：

麼我們要文化、要藝術？因為它就是你的生活，它就是你的文化，靈性對話那個最重要的部分，所以當我們在

之前討論較多的都是在文化引領都市再生方面，我想請問比較跟教育相關的問題，您強調推動學校教育的

做一個藝術工作的時候，好像我們的靈魂比較高尚，其實沒有，但是，我們好像命中注定要被糟蹋。

原因和目標是什麼？以及您如何評估教育的成效？
所以沒有人理解，我媽媽、我爸爸，完全不知道我在幹嘛，他最常問的問題是說，你有沒有錢花？最常告
尼克‧艾班先生：

訴你的就是說，為什麼不去賺錢？因為在他們腦袋裡面，只有錢這個事情，的確是，因為我們的教育並沒有教

主要的目的是要培育年輕的人才，因為如果一個城市有比較多受過教育的人才，更能吸引企業來這裡設立

我們怎麼生活，也沒有教育我們什麼文化，教我們去學東西，基本上好像就是國文、歷史、地理，這些東西，

文創產業。因為當時佛克斯已經衰敗多年，一些家庭教育程度也不高，我在這裡舉一個咍斯丁（Hastings）的

我沒辦法轉換成我的靈魂，或是我的身體的需求。可是話又說回來，錢很重要，對不對，所以這個東西就很奇

經驗，當地的政府提供一些空間，讓企業來這裡設立辦公室，企業一開始接受了這個方案，但一段時間後，他

妙，大家好像在談藝術文化的時候，其實是說風涼話，只有我們這些人在其中而已，信不信，下次再換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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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博物館作為方法：
從民間智慧研究到社會資源策劃
陳沛浩
香港民間博物館計劃共同創辦人

人，我們還是講這些話，可是你們也不可能改變，因為好像我的工作，就是把我的事情做好就好。可是我剛剛

背景

說過，歷史上的人，我們只記得藝術家、文化人，或者是歷史上的建築物，歷史上的藝術品，如果沒有這些東
西，都過眼雲煙了，你信不信，現在臺灣所有的建築物，如果我們不認為它是藝術，它是留不到下個世紀的，
一百年以後，發生地震、發生什麼事情，就被拆光光了，我們今天為什麼會喜歡看到高第的作品，高第的建築

過去十年，市區重建在香港爭議不斷，其中最為人詬病的是政府「推土式」的重建方法，將舊社區變為原本住
戶所負擔不起的中產住宅商業區，街坊與小商戶被迫遷徙，民間文化與社區網絡也遭連根拔起。

物當時也是一個集合住宅，那個是可以賣房子的，就像我們現在建商的建案一樣，為什麼巴特略之家被留下
來？很簡單，因為它已經變成一個藝術品，為什麼它會變成藝術品？因為就是有所謂奎爾公爵這樣的一個企業
的合作，政府其實並沒有幫上忙，所以我覺得說，其實關鍵在民間的力量。

作為香港研究及策劃團體「民間博物館計劃」(CMP)成員之一，我近年參與的多個計劃，均與這背景有關。我們
關注民間創意，尤其是在地知識與傳統技藝的流失。長期以來，在地知識與傳統技藝要不是被主流博物館與教育
論術擠壓，要不就是被忽略，又或被流行媒體抹上懷舊的色彩。他們對於香港經濟的貢獻，亦不曾受到創意產業新

民間的力量如果能夠集結，像我們臺灣，我就沒有看到那麼多企業家願意守護，真的為藝術、文化，真的

體系的重視。

丟出一點點小銅板出來。其實我覺得，與其去期待政府，應該是沒機會的，但我覺得期待企業，或者遊說企
業，甚至跟他們合作，我覺得這比較有機會，所以我是支持，雖然今天王榮裕只募到了十五萬，在淡水這個

民間博物館計劃有著與傳統博物館相近的收集、分類、解讀、與展示方法。但是CMP並不著意建立「硬件」的

地區，那也是個開始，總比十五塊好，所以我相信未來，有可能慢慢往上增加。的確，我們乞求政府是不可能

博物館，而是在於在社區環境中靈活地進行展覽和相關的公共計劃，在過程中抒發個人經驗和被忽略的故事，也

的，但是我們希望民間，或是真的是有志之士能夠一起為藝術文化，因為它只有這條路而已，我說過，歷史只

希望能造就市民的參與和跨界別的合作。因此「博物館」並不是目標，而是方法。

留給藝術人，你只看到藝術的結果，所以今天我們為我們的下一代，假如我們一百年後，再回來看我們這一個
時代的每一個人，說真的只剩下藝術品可以留下來，藝術品很廣，不只是戲劇、美術，包含文學、建築、電影

方法

等等，如果我們留不下藝術，臺灣的努力就什麼都沒有，只剩下笑話，政治的笑話。
民間博物館計劃有兩個主要策略：一是視覺呈現民間知識、二是社會資源策劃。前者為將隱於社群的知識「盤
蕭麗虹女士：

點式」詳盡紀錄，成為可以用眼見、甚至用手觸的「清單」，亦透過實驗的分類法，並帶出潛藏的議題。

不好意思，時間關係，我做一個總結，希望透過他的案例，很可惜今天公部門沒有來，還有幾位算是公部

這份視覺紀錄會通選展覽、民間導覽等公眾計畫與大家分享，內容成為資料庫，用以邀請同界別的朋友進行

門的人在，所以我們這裡，我們的心酸，我們內行人的訴苦，倒不如我們要知道用什麼辦法，有辦法把文化藝

跨領域的合作，他們包括工匠、非政府組織的社會企業、教育機構、以及專業設計師等擁有不同社會資源的人士與

術的價值，因為今天是有形文化資產的研討會，把我們今天談的無形產值，我們的文化藝術跟整個都市的再

團體。原本各自為政的社會人士可建立共融的社會關係。「社群資源策劃」是指不同知識範疇互碰互補，有別以藝

造，把它好好談出來？只要有小孩，反而相反的，應該要進到這個行業，為什麼，現在已經正式正視，文化藝

術家及藝術品為中心的傳統策展／策劃方法。

術為文創產業，我們是產業，所以現在問題是，它還沒長好而已，企業也一樣。
案例研究：小作業大智慧—訪尋深水埗手工業者
為什麼企業不給他錢，第一，他不是一個第三平台說，我們大家要支持、幫助淡水，那個出來就不一樣，
這個我們民間的平台，跟私部門的平台要整合出來。最大的關鍵是法令裡面，抵稅，英國的機制是很清楚，我

深水埗為面臨大型都市重建之草根地區之一。就統計數字來說，它是香港最貧困的區域之一，但仍生機蓬勃，

們跟英國在台協會一直教學，就是說怎麼樣去抵稅，他們美國也是，這裡拿了10%不簡單，拿一百塊給他，你

是大量時裝物料批發與電子產品的集中地。CMP對於民間創意的興趣，與深水埗區議會想在變遷中彰顯與保存社

拿10%抵稅，我幹嘛？當然就不要，我乾脆就買股票。現在有很多的配套的問題，我們最重要看到，文化藝術

區價值的想法不謀而合，產生了2006到2007年間的「小作業大智慧—訪尋深水埗手工業者」研究。

跟整個都市再造、文化歷史，它事實上拉出來的是社會型的企業出現，它一個大企業有公共社會責任，民間也
有民間的社會企業，藝術家變為社會企業的案例也有，最重要的是，我們做的不是為了經濟，而是為了一個開

藉由民間組織的幫助，我們邀請了八位師傅參與計劃。他們被選不是因為他們是「最好」(傳統博物館的一般想

心，令他們有信心，年輕人有自信，社區在地它有被重視，這才是比較重要。我覺得我們淡水，希望大家再有

法)，而是我們希望透過這八個例子說明社會上無數被忽略的民間技藝與知識。研究訂下了五個觀察的重點：（1）

信心，再重洗牌一次，我們這三位，一鞠躬下台了，謝謝大家。

材料與組件、（2）工具、（3）製造過程、（4）工作空間、和（5）社群網路，而作了詳盡的紀錄。這是我們所謂「視覺呈
現民間知識」的例子，也是一般無法收藏的非物質文化。接下來的分類、分析及陳述，便由此展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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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EUM AS METHOD: FROM VERNACULAR
KNOWLEDGE RESEARCH TO SOCIAL CURATING
Mr. Howard PH CHAN
Co-founder of Community Museum Project, HK

師傅們十分高興能夠成為展覽焦點，媒體報導也帶來更多商機。同時，對民間技藝這般巨細靡遺的研究在香

Background

港還是第一次，亦引起公眾對此的興趣。
Since mid-2000s, urban redevelopment has been a heatedly debated issue in Hong Kong. It is often accused of its bru進入新型態社群網路：社會資源策劃

tal “bulldozing approach”, which practically wipes out the original community. Old districts are turned into residentialcommercial areas that drive away the original residents with the new price tag, hence dislocating the neighborhood and

這次展覽並非「小作業大智慧」的最終章，而是未來發展的基礎與平台。在研究與展覽過程中，我們避免媒體

local business, and most of all, destroying the existing vernacular culture and social network.

常用的懷舊角度，而選擇將這些街頭工藝視為設計工作，方便與當代設計實踐銜接。再加上工匠與研究員之間建立
起信任關係後，下一步的基礎便已經奠定：工匠與專業設計師之合作。

This is the background to some of my projects as a member of Community Museum Project (CMP), a Hong Kongbased research and curatorial collective. As cultural researchers who have been keeping a keen eye on indigenous crea-

我們邀請了專業設計師到來我們的展場以了解工匠們的工作過程，並且希望他們一起合力做出新設計，聯繫
兩種不同的社會與知識領域的第一步。

tivity, we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with the drain of local knowledge and skill tradition. For long, they have occupied a
humble position, if not totally neglected, in the mainstream museum representation and education discourse. In popular
media, it is always related with a nostalgic tone as something belongs to the good old days. Nor is their contribution to

這次合作有幾個原則：傳統技術嶄新應用，以應付現代化的市場；既存的工作方式應該做最小程度的變更，因

the local economy being recognized by the new regime of creative industry.

為我們無法要求工匠突然改變他們一直以來的流程；最重要的一點是作品的著作權與版權由工匠與設計師共享，
跟以往的設計生產模式截然不同。

Community Museum Project shares with conventional museum regarding the methodology of collecting, categorizing, interpreting and display. CMP, however, focuses not on establishing conventional “museum” hardware, but carrying

媒體報導與圖錄的出版，為這合作案以及工匠們的潛力帶來極大關注。在今天，除了製作以往的產品之外，工

out flexible exhibition and public programs, often within specific community settings. This process aims to nurture

匠們也接受設計學院、建築科系、以及青年組織的委約。知識的互補互碰下產生了跨界別、跨地區的新社會網絡，

a platform to articulate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under-represented histories. It can also be an occasion to facilitate a

縱使這也許未能完全填補因重建而消失的社群網絡。

cros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Hence museum is seen as a method.

長久以來，當社群面臨威脅時，我們習慣了關注社群的「需要」。社會資源策劃的策略下，注意力轉移到他們

The Methodology

擁有的「資源」，上述案例說的技術、知識與人際網絡，便是這些資源的例子。我們可以用這些資源作為基石，更新
CMP’s methodology mainly involved two major motifs: Visualizing the Community, and Social Curating. The

甚至重新介定社群嗎？

first term refers to the exhaustive documentation made on the community-based knowledge areas to become a “visual
inventory”. It helped to create exploratory categorization which might bring out hidden paradigm.
The visual records are publicly presented through public programmes, such as exhibitions and guided tours. They are
the foundation and database with which interested parties are invited to engage in potential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The interested parties are holders of diverse social resources, such as craftspeople, NGOs’ social enterprises,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professional designers. A more integrated and inclusive social relation is thus facilitated out of these previously compartmentalized social sectors. The term “ social curating ” is coined to contrast the conventional curatorial
practice of dealing mostly with artists and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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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d the work process, and to work with the craftspeople to come up with new design. This w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bridge two separate social and knowledge areas.

The research of In Search of Marginalized Wisdom - Sham Shui Po Craftspeople between 2006 and 2007, led to an
exhibition as the conclusion of the first stage. The research was a commission by the Sham Shui Po District Council, the

The collaboration was defined by certain principles: new and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s were to be created out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body. Sham Shui Po is one of the old grass-roots districts that undergo massive urban redevelop-

traditional technique, so as to cater for a more contemporary market. Minimum modification should be done to the exist-

ment. Statistically the poorest district in Hong Kong, Sham Shui Po remains a vibrant area with its high concentration

ing works process, as one could not expect the craftspeople to alter their long-standing production overnight. The last

of fabric material outlets and low-end technological goods. CMP’s interest in vernacular creativity coincided with the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 was that the credits and rights should be shared among craftspeople and designers, a stark

District Council’s intention to articulate and preserve the values of the community, especially under the imminent con-

contrast to the usual design-production model.

text of redevelopment.
The media report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on the project, showcasing brought huge attention to the collaboraWith the help of NGOs, eight units of craftspeople were identified for the study. They are by no means “the best” in

tive cases and to the potential of the craftspeople. Today, apart from producing the usual line of products, the craftspeo-

the city, in contrast to conventional museum practice, but selected as examples of the countless skill and knowledge that

ple also receive commissions from design schools, architecture departments as well as NGOs’ youth programmes. The

went unnoticed in the mainstream representation. Five major areas of focus were identified: (1) materials and compo-

“mix ‘n match” of previously compartmentalized knowledge fields yielded a new social network that, though might not

nents, (2) tools, (3) process of production, (4) work space, and (5) social network. Expansive photograph documentation

replace the original one, crossed the geographical an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was made about the cases, down to the exhaustive details. It is an example of CMP’s methodology of making visual
inventory on skill and knowledge, something that are “uncollectable” in conventional museum terms, for categorization
and analysis, and subsequent narrative-making.

For long, we have been looking at the need of a community, especially amid a crisis. The social curating concept
tends to shift the attention to asset, which is what the community have already possessed – and in this case, knowledge,
skills and social network. Can we use these assets as the building block to revitalize, or even to redefine the community

Throughout the research and the exhibition, we had avoided using a nostalgic tone (as prevailed in the media), but
instead saw the craftsmanship as a design practice. This helped to construct the exhibition as a knowledge database that
could leap into contemporary design practice.
The effect of the exhibition was multi-fold. It certainly did make the craftspeople happy being showcased and the new
business brought by the press coverage. The exhibition also aroused public interest in the craftsmanship as this was the
first ever attempt to look at the subject with such microscopic approach.
Towards New Social Network: Social Curating
The exhibition was not the final chapter of In Search of Marginalized Wisdom. But rather, it was an anchor and
platform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 trustful relation was then built between the craftspeople and the researchers. The
foundation was laid for the next step: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craftspeople and professional designers.
Using the exhibition materials as a production manual, we had invited professional designers to the exhibi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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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作為方法：
從民間智慧研究到社會資源策劃
主持：宋立文
主講：陳沛浩
宋立文教授：
各位來賓大家好，很榮幸幫大家介紹這一場演講。今天早上聽到了一個來自英國很好的運作方式，我也覺得非
常有啟發，因為在臺灣，我們的方式可能有一點點不同，但是有些很好的經驗。因為民族性的關係，可能跟亞洲的
一些社會組織，會更加相近一點，陳沛浩先生的這一篇演說，除了他跟我們的社會組織非常相近之外，有些事情的
看法也很相近。舉個例子來講，香港的社會，現在跟我們遭遇類似的問題是，有些比較老的房子或許在外觀上，不
是那麼理想，而我們如何再重新使用這些老舊空間？他將提供香港的經驗，除了把空間試著保留下來之外，希望
能夠把兩個記憶留下來，一個是記憶（memory），一個是工藝（technology）這個記憶，且試著跟新一代相關行業的
人員，產生經驗上的傳承或一種新的知識，重而建立，對這些傳統的工匠，也能夠有一種新的，一個歷史上、地位上
的肯定，有請陳沛浩先生。
陳沛浩先生：
謝謝宋教授，我叫Howard Chan，基本上是一個研究員。我先舉一個例子，一個由麵攤老闆所發明的裝置，將五
種不同的辣椒醬混合成一個，設計這個裝置背後的意義，在於節省人力，這也同時是這個社區的一項發明。回到今
天的主題，我將分享一個方法論。首先說明，其實我已經不再屬於這個社區的案子，但我還是共同的策劃人，也一直
致力於這個研究方法上，現在會用我過去所作的事情做範例，來勾勒出這個方法論述，這算是一個開放的資源，大
家都可以這麼做。
先介紹一點香港的背景，你們之中有多少人去過香港？但你大概都不會去像這樣子的地區，通常都會去比較多
觀光客的地方購物。這是一個很標準的景象，你可以在這裡看到老舊的建築，新建築與老建築的位置，在很多香港
的老舊區域，都有這個議題，還有這些建築的淵源。所有在窗戶上的叉叉，都表示已經被政府回收了，所以，你看到
這些抗議的布條。而永遠都具有爭議的是，到底是誰該去處理這些事情？這代表的是整個社會結構是被剔除的，原
來的住戶大概也不可能再搬回原來的地方，因為像這樣子的地方，將會被轉型為較大住宅的區域，這個案例是香
港一種新房子的形態，可以在這腰際間，看到這個叫做ONE NEW YORK的地方，可以視為國際大都會的假象，窗內
窗外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這是一些我現在正在處理的案例背景。
我所舉例的是，地方的知識如何被視覺化？這個系列叫做〈作為博物館的街道：一街博物館〉，這是在香港一
條兄弟圍繞的街道，所以稱之為一街。另一個叫做〈僅僅一條利東街〉，在利東街上，還有一個系列是文化觀光。
這是香港的利東街，在重新開發前，這些老建築，約是在1950年末1960年初所建造，這條街所著名的是，有很
多可客製喜帖的影印店，這也是為什麼它被稱作為喜帖街的原因。這是從屋頂上的視野，可以看到這些狹小的街
道，很短、但是非常的忙碌，可以看到，這兩旁的招牌幾乎要碰到對方了，這是個真實的畫面，當整條街消失以後，
諷刺的是，現在你可看到這條街的形狀，卻是當它消失了以後。我們對這條街非常感興趣，我們對回憶、喚醒這裡
的記憶很感興趣，那些在這條街上工作的人，他們是設計師，他們也做一些設計，但通常他們不被當作是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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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當我們在拍照的時候，試圖要將整條街拍下來，我們非常有野心，這是近照，這是第一次在香港，有這

局分享空間，或是這個裁縫店負擔了整棟建築的部份電費，所以就不需要店租，所以這就像是一種與樓上住戶的協

樣的建築立面紀錄資料。你看到這大概是四或五層樓高，這建築立面都還算一致，因為他們是五十年前，由二到三

議。像這三個商店，在同一條街上，都是同一個師傅，他們向同一個師傅學習，然後三個印刷商，在同一條街上，都

個開發商所建造的，然而我們是如何辦到的？我們有這個拍立面的想法，但是我們是如何做到的？這條街僅僅九公

開了他們自己的商店。

尺寬，這是我們的做法。
這是一張這些商店如何搬遷的地圖，有趣的是，不管這些商店搬遷了幾次，他們始終留在同一條街上。這些房
我們租了一台有升降梯的卡車，一格一格的拍這些照片，然後再拼接起來，一面街道大概是由一百五十張照片

子被紀錄了六次，如果生意是好的，他們就搬到一個大一點的地方，如果收益不好就縮減空間，但他們始終留在同

所組合起來的，這個過程大概花了我們二個月的時間，用photoshop軟體後製。再來，我們由最顯著的元素開始，這

一條街上，所以這個圖像，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證據，當這些居民與政府協商的時候，因為那時政府有一個，重新

通常闡述了整個研究的過程，這些元素構成這條街的面貌，我們去挖掘，為什麼這條街會被這樣子建造？

發展這個地區成為一個住宅區的計畫，這個街道上的關係是無形的，但現在他們有了可見的形態佐證。

當建樓的時候，建築物的三層高度與街的寬度相等，建築師的說法是，這是對於採光最好的方式，當然它一點

我們觀察了這個重建的過程，以視覺的根據。舉例來說，一開始他們在黃色的橫幅上寫字，是這條街獨特的

也沒有用，當周邊都是很高的樓房。我們翻查了政府檔案的圖則和資料，這裡是一些對於房子形體的研究，我們也

景觀，沒有其他抗議者使用這種橫幅，這對我來說，是很有趣的。第二個階段，你可以看到很多告示，這些告示是

拍了所有大門的照片，第一眼，你應該不會看到什麼別的東西，但如果我們結合這些，像是郵箱或門鈴，它事實上，

由NGO貼的，試著聲明他們有某些會議，並且邀請居民們參加，來討論有關政府的賠償問題。接下來是搬遷啟示，

則闡述了居民如何組織他們自己。一開始你會覺得它們很雜亂，大家都各做各的事，這是最有系統的一個，因為政

然後是治安警示，因為當一些居民遷出了以後，那些在後面的房子就空了，被蛇蟲鼠蟻佔據，這樣的告示，連結著

府規定，要每幢樓宇成立業主組織，也因為安全顧慮，他們開始在主要出入口，加裝這些鐵門，由這些視覺的證

某些與過去相關的事。注意到這些叉叉，如果我是個竊賊，這些叉叉對我是有幫忙的，我可以輕易知道誰還住在

據，可以開始組織居民的歷史片段。你也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招牌，這是那條街的樣子，這是另外一邊，這些是不

那裡，搬走的人會在窗戶上畫上叉叉，這是一個很著名的告示。這是市區重建局的所有物，重建局是這個案子的奸

同時期，同樣那條街上商店的招牌，可以看到它由鐵製的到膠片到電腦噴畫，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這些招牌，有不一

角。

樣的尺寸，因為技術的轉變。
這是一個在購物中心走廊的展覽，這些影像被掛起來成為一個大的橫幅，我們邀請了商店的擁有者，以及居
我們開始了環境生態調查分析，首先，用商店的視覺分類，事實上，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商店是影印店，但在那裡

民來談論他們在那條街上的經驗，現在這些影像成為了一張地圖。讓他們可以指認出來，我曾住在這裡，然後又搬

他們還是很強的代表，然後影印技術的演進，在左手邊你可以看見最老的一代，在當時，他們還在使用那些巨大的

到那裡，這變成了居民的研究，地圖如何被使用，它也變成了街頭論壇的背景，他們都穿紅色是因為，在這條街上

平版印刷機器，所以，這些商店是沒有一個恰當的門面，我想，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商店，都是這樣容納機器的。我

為了新年所印製紅色的袋子。這是另一個由NGO辦的街頭論壇，地圖影像再次被使用，它變成了一個都市更新的標

們來到另外一個世代，八十年代的時候，燙金技術的引進，這不算是真的印刷，你也許是將金油烙印到喜帖上面，

誌，那些都與文化導覽相關。

這裡可以看到工廠事實上是商店的一部份，它讓商店的前半部，作為一個展示以及談生意的空間，這些商店開始
販售，與印刷無關的婚禮相關的東西，所以，想法已經改變從一個工廠變成一個商店。

NGO聖雅各福群會是這個計劃的夥伴之一，我們與他們一起工作，他們有一些熟悉的社區居民，非常積極參與
都市更新的活動，所以就從這些人開始，因為我們發覺到，他們很了解街上所發生的事情以及文化。我們試著與他

這是第三個世代，你不會看到任何一台機器，九十年代的時候，這些機器都到哪去了？它們現在都在中國大

們對談，去了解他們知道些什麼，然後我們才決定該用什麼樣的工具。所以，我們有幾種不一樣的東西，像是那裡

陸，所以這種商店他們沒有機器，他們將商店，作為一個招待客戶及展示的空間，同時也提供婚禮攝像的服務，就

的商店，以及視覺的歷史導覽，商店的導覽是更視覺化的，然後有一個非常熱門的、就是相關當地的鬼故事，從星

像是一個婚禮的服務據點，你看到了這三個世代的喜帖店。但有趣的是，他們都在同一個時間點，存在這條街上，

期六的晚上七點開始到凌晨一點，這項活動非常的受歡迎，這是商店文化導覽方面。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稱這條街為博物館，當我們走過這條街的時候，就像是走過一個博物館一樣。
這是一種很普遍的香港商店，你可以看見它的寬度大小，這種商店，算是一種老建築旁的副產物，因為老建築
然後我們來看「街坊」，在香港，這是一個很直接的說法，即使是政府的文獻，他們也不做翻譯，就直接將它稱

的形式。這是在一家銀行前面，在週末時候，它算是一種二次使用空間。你可以看到，這大概是世界上最狹窄的商

為「街坊」，這像是一個地區性的說法，但是不僅是當地的居民，也包括商店的擁有者。我們試著，從實質的角度看

店，這個人甚至沒辦法把腳放進去，街上任何一個小小的空間都被使用。這是一個當鋪，也有一種寄生的概念，我

這些商店，來發掘這些商店之間的關係，我們稱之為，這些商店的自然依靠或是自然存在。像是這個鞋店與宿主藥

稱之為寄生商店，那是一個專賣斷當手錶的店，他們像是一個宿主和一個寄生者，有著共存的關係，在他們搬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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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當鋪仍然保留了一個空間給手錶店，這就是，我們透過那個工具試圖想要找到的城市故事，所以，我們學到了

另一個幫忙的來源來自NGO。我們定義了這八個手工藝者，像是木製手推車業者、填充玩偶業者，他們做很大的玩

什麼？

偶，還有裁縫師及服裝設計師，麵攤老闆、藤製家具業者、金屬製造業者，還有花圈業者。被選中的這八個，並不是
因為他們是最好的，我們並不是在做博物館在做的事。他們並不是最好的，但它們代表了在香港無數被忽視的手工

首先，這個研究的過程，我們稱之為塑形練習。因為當我們談論到更新的時候，並沒有一個視覺的形式，我們

藝者，這是在一個社會住宅的展覽，你可以看到這些研究展示還有相關產品。

所做的建築立面影像，在那個時候變得非常的受歡迎，每當有人想要寫一些關於香港更新的事情，便會引用我們的
影像，所以它不僅僅只是一個方法的建議，也是一個議題的形式。

我們很幸運的有區域政府的支持，得以付較好的費用給這些手工藝者，他們除了為我們做他們平常所做的事，
作為展覽之用，也必須回答我們的問題，並且參加公眾教育課程。在最開始的時候，這個研究是有一點難度的，因

第二點是有關於想法傳達的平台，例如展覽導賞以及文化導覽，它是講故事的平台，我們個人的故事，它常常

為這個展覽的想法，對於手工藝者來說，是有一點外來的，他們並沒有準備好要做這樣的展覽。而且，連他們也相

都沒被注意到。第三點是有關於社會資源，計劃匯聚了各種地方知識，我想臺灣翻譯為「在地知識」，「在地」這個

信自己的工藝，並不重要的主流說法，所以一開始是很畏縮的，每一次我們去拜訪他們，必須一再地向他們解釋所

說法，並沒有在香港被使用，在香港我們用「本地」，你可以在這個案子裡，看到很多不同的在地資源，以及在地知

有的事情，就像是每一次拜訪都是第一次一樣，而當展覽開幕的時候，他們其實是非常感動的。

識，在城市裡的這個地區，有關於建築物的知識、有關於商店的知識，我們試著把這些知識拉在一起。
舉例來說，這個金屬業者，他不僅拍了他自己的展示，也拍下了整個展場的展示，後來，我們已經跟他們建立
這是一個案子的過程，我們如何視覺化一個社區的過程。資料收集、分類、盤點，盤點就是當你到了一家服飾

了一種信任的關係，這也是為什麼，他們願意參加我們的教育課程。這是木製手推車業者，我們也讓學校來參與，

店，然後你開始做盤點，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我們如何去研究那些郵箱，以及門鈴，或者是那些大門？我們試著將

這其中一個想法是希望，將這些沒有上學、沒有工作的年輕人放進來，我們跟NGO、技術學校合作，來進行這個工

它們分類，然後給它一個主題，然後我們帶進當地的知識，來做轉譯，我們問社區的人，這對你們來說有什麼樣的

作坊，不只是學習技術，同時也製作學生自己的設計。

意義？然後我們做展示，它成了一個可以相互交流的平台，所以問題是，我們有改變什麼嗎？在這個案子，你可以看
到，這個展覽並不僅僅是一個展覽，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將展覽視為計劃的終結。

這是我們研究的重點之一，材料的構成，比較像是物質文化的研究。他們所選擇的材料及工具，尤其是那些自
己研發的，還有製造的過程，還有空間。舉例來說，這個木製手推車業者，將生產線當作他的鑄鐵工作空間，因為

這是另外一個我們談論的案子，事實上這是方法論述的發展。〈小作業大智慧：訪尋深水埗手工業者〉，我們
研究了深水埗的手工業者，我給你看一些照片，這是深水埗，可以看見它是一個草根的社區，通常遊客不會到這

他不能在商店裡面鑄鐵，這對我們來說，是很有趣的，這就像是，這條街上一個不成文的共識。在新的住宅區，是
看不到這個景象的，因為有高度的規則管理，每一寸、每一公分的公共空間，都受規管，這是舊區域特有的景象。

個地方，這是一些街景，非常豐富的地區，有著各式各樣的東西，像是電子儀器、二手商品，從日常必需品到專業用
品，所有的藝術家、設計師，尤其是服裝設計師，他們很常到這裡買東西。但這個地方，被視為香港的創意腹地是

這是另外一個花圈的案例，他用閣樓空間作為工作坊，這空間很長，但只有不到七英尺高，還好他可以將他的

很不尋常的，所以我們正試圖要找出原因，我是想要了解的是，為什麼這些街上的手工藝者不能被升等到文化產

構造物，通過這個筆直的樓梯，從工作室拿到地面層，然後放上小貨車。所以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當政府想要將

物？而這也不在政府的定義範圍之內，現在已經被邊緣化了。

他歸到一個新的地方的時候，因為新的地方，沒有辦法容納這樣的製作過程。所以這表示政府在設計新的地方的
時候，是欠缺研究的，所以我們從這個研究中學到了什麼？傳統生產要如何跟現代的設計做連結？

首先，因為都市發展，那些被迫遷走的人，大概也沒有辦法再回來，因為新的價格，尤其是對手工藝者來說，在
新發展的房屋政策裡，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的製造業，只有消費，像是購物中心。

最初，這個想法是有關於這個案子，這個是在先前的展覽中，有一個NGO社會企業，跟服裝設計師合作的例
子。大多數的成衣製造業，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搬遷到中國大陸，這表示，有很多有技術的作業員被留下來了，但是

另外一件關於邊緣化的事情是，如何教育博物館將這些事陳述出來？更不用說，它被目前創意產業的論述摒

他們卻沒有工作，這也是為什麼NGO、有很多社會企業，協助這些前縫紉女工找工作。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她們也

棄，他們對香港經濟的貢獻是完全不被覺知的。所以，另外一個我們想問的是，如果為了保存某樣東西，發展是不

是服裝設計師。服裝設計師其實不懂得實作，他們需要一個技術的團隊，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試圖將兩者搭配在一

是可以變成一個策略？我們想指出的是，地方知識是否可以轉化成社區的建築街區？

起。所以他們在這個小小的工作室裡，互碰實驗，這是成品，這個有到倫敦的時尚週，他們產生這樣的合作關係，也
提供了這個案子，一個更近一步發展的想法。

我們定義了八個手工藝者的案例，透過區域政府的幫忙，它是非常地方的政府機構，也是這個案子的贊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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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木製手推車業者的推車，跟你在辦公室裡用的，有很大的不同。這大部份是被用在工地裡，這是原件的拆

教育。但在這個案例，是從另外一個方向切入，設計師必須在限制裡做設計，其中一個限制是材料的可用性，所以我

解，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回收的系統，這個把手，是從一棟房子的防火柵欄拿下來的，而這個是從他在睡覺的床上

們跟不同的廠商溝通，像是工業與建築業的廢棄物，另外一個是貿易與商業，這是膠帶的管子，這是我們公司，這

拿下來的，據他所說，用上床板，因為它會吸收人體的油脂汗水，成了防水的好材料，這是從歐洲車上拿來的輪框，

也是商業廢棄物，展覽中心的商業展示，通常留個三天，最多一個禮拜，所有用在展覽的材料，在那之後都變成垃

只是因為日本車的不夠好，所以可以說是BMW的重生，並且這是由輪胎內部拿出來的，也有外部作為避震。為了促

圾，那邊也有一大堆的材料，然後我們有個人的塑膠廢棄物，處理這些廢棄物，我們也必須要盤點，表示你必須要

進這種商業的運作，他們必須去建造出他們周遭的網絡，這包括清理垃圾的清潔人員，或是附近能供應輪胎的修

知道，這些廢棄物怎麼樣可以使用？工廠是一個禮拜清理一次嗎？或者是每天？你可以拿到多少？這在整個設計的

車場，每當這些清潔人員有一些材料，他們會打電話給手推車的製造者，我們把這個展覽作為一個資料庫。我們一

過程裡，是關鍵的一環。

步一步的展示，他們如何構造他們的產品，還有所用的材料以及工具，所以它變成一種資料庫。然後，我們邀請專
業的設計者來參觀，因此，他們對於這些手工藝者的生產過程有了理解。我現在要介紹的是，案例是木製手推車業

另外一個，設計師必須要面對的限制，是物料的來源。這是一個購物袋，你們能猜到這原來是從哪裡來的嗎？

者的例子，這是由Brian Lee所設計的，這是他的手繪圖，他研究了木製手推車的部份，試圖將它轉變為一個桌子，

這是從雨傘來的，你可以看到它的接縫，所以他們自己有一個收集這些廢棄物的系統，這也表示設計師要包容其他

這背後的用意是，因為手推車只能被用在工地裡，表示它所能使用的地方是很有限的，但這個桌子，可以被用在一

既有的系統。並且，設計師必需要知道技能的限制，NGO所設定的技能，社會企業，例如縫紉小組，因為不是所有的

般的住家裡，這也算是幫他們擴展市場。

東西，都可以那樣完成，他們必須要知道這個限制。這是一些當中的實驗，這都是用雨傘做的，這是設計師與婦女
工會的合作，利用米袋來製作袋子，裝電腦或裝其他東西，這是另外一個利用外套變成一個袋子。這個案例，我們

你看他們正在討論，很有趣的是，這是一個與女性的對談，這是一對夫妻共同營運的商店，老婆就像是管理者

並沒有替他們配對設計師，因為他們非常有創造力，我們只是給他們看幾張圖片，他們就會自己完成。你可以看到

以及設計者，而老公就只是一個無聲的技術士，非常有趣的狀況。我們將這視為兩個世代的對談，並不想將這變成

這些，由貿易展的地毯作成的，製作的縫紉師傅自己當模特兒。這個容器是從墨水公司來的，這個包包是由計程車

一個隔著桌子的會議，他們正在討論那個桌子，這位女士也在這設計中有所貢獻。這是那個產品，這像是一種擁有

的座椅做成的，座椅上的皮革，我們叫它計程車包。

權，這桌子可以摺疊，而它也保持了某些原來手推車的特質，這是舊產品與新產品，而我們也被委託要這樣做。
事實上，在這整個工作坊結束之後，某些設計師在網路上，成立了他們自己的線上生意。這是由雙層木床做成
這是同一個設計，談論有關腐化。其實關於這個案子，我們有一些媒體的壓力，在它被出版了以後，很多的設

的傢具，這個是從牛仔褲來的皮革，上面有牛仔褲的標籤，當你剪下那些標籤，這就是留下來而再生成的東西。這

計師、設計學校的人，或是大學裡的建築學院，看見這個手推車的潛力，他們設計了更多的怪異設計，這個是一個

是用地毯做成的，這個是用膠帶捲的管子做成的，這些都是有潛力的原型，它們是可以被生產的，就是我們如何設

設計給NGO的行動圖書館，這個設計由NGO買下，由那對夫妻所完成。這是更多的例子，這些梯子在更新之後，通常

計這個系統。收集材料、盤點材料、設計、由企業生產、到市場上、消費，然後又再次的變成垃圾，這是一個理想中

被丟棄在旁邊，所以這個設計師Benny Lau與金屬製造者合作，製作出了這樣的間隔。這是一個針孔相機，由同樣的

沒有垃圾的世界，所有的東西回到升級利用。

方式製作而成。而這個結合了兩個手工藝者，一個是鐵匠，另一個是縫紉師傅。在這個案子裡，我們看見了適應性，
我們稱之為街區技術，並且這個展覽，也是一個行動的基本資料庫，因為我們並不是對於展覽本身感到興趣，反而
是在，展覽之後所能帶來的行動。

這是幾們我們出版的書。在這些案例裡面，我們學到了什麼？首先，我們現在在這個系統設計裡，加進了不同
的夥伴，有產業、手工業者、NGO與設計師，這是一個有潛力的商業模式，建立在知識以及創造力的交流。第二點，
我們試著將舊的技術放到當代的社會裡。第三點，我們試著將生產變成一個社區的層次，表示這並不是一個很專

而同樣很有趣的是，雖然我們沒有辦法代替原來的社交網絡，但現在這個社交網絡，正在擴大。舉例來說，這

業的生產，因為當我們說專業的生產，那代表著中國大陸的工廠，因為我們希望這整個過程，可以讓手工藝者獲得

些專業的設計師、研究學者、手工藝者，他們住在不同的世界，而我們試著將他們連結在一起，算是一種與同質性

利益，所以我們必須保持在社區的層級，並且對於產業來說，這是個雙贏的局面。他們有人來幫忙處理垃圾，也贏

相對立的工作方式。所以現在我們有設計師、手工藝者，接著來到了材料，這是一個升級再造的概念。升級再造背

得了對於社會負有社會企業責任的好名聲，而也許這個是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地分享名聲與收入，因為我們不再回

後的理念，是如何去建造一個永續的系統，所以我們是在設計一個系統，不是在設計一個產品，這是第一點，第二

到商業化的模式，設計導向的生產，人們只知道是誰設計它的，但永遠都不知道是誰製作它的，想想那些設計師品

點，我們要如何將它變成一個社會企業？第三點要問的是，創造的過程是否能被重新定義？

牌，我們不想要那樣，我們希望設計師與製造者，分享一樣的名聲，甚至是收入。

首先這個案子，我們以一個開放的邀請，找到了一群年輕的設計師。通常在設計學院，學生常用頭腦裡的設

很快講一下這個例子，壽衣。這是傳統的樣子，你可以在《殭屍先生》裡看到，我們與東華三院的社會企業，以

計，作為整個設計過程的開始，你先有了一個想法，然後去找一個製造商，能夠解讀你的想法，這是很普遍的設計

及設計師合作，所以它也走過了相同的過程。但這個例子，NGO有不同的操作方式，一個是壽衣的製作團隊，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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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藝術群聚創新轉進：
臺北寶藏巖共生聚落文化治理的一段敘事
蘇瑤華
亞洲大學藝術館副館長‧策展人

一個是老人，尤其是那些沒有小孩的，他們關照這些沒有小孩的人的葬禮，走過了正常的設計程序，他們有評論，

「藝術群聚」是21世紀進入創意經濟時代，文化藝術產業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其出現形式相當多元，包

他們是非常批判的、非常難取悅的老年人，但他們有很多的參與，這是一個標準原型的評論，所以是，概念評論與

括：古蹟、遺址等文化資產再生利用的園區（districts），博物館、劇院圈圍街廓形成的博物館大道（museum

基本原型評論，然後進入生產。死亡已經不再是忌諱，他們甚至還試穿。這是一個展覽，你可以看到這已經不是傳

miles）等文化設施的群聚，嘉年華、博覽會、運動賽事開閉幕表演特別製作等聚眾的大型文化節慶活動（me-

統的樣子，舉例來說，這一件看起來就像一件晚禮服，而這一件壽衣採用運動裝款式，其實是由長者所建議的，他

ga-event）的群聚，也包括藝術村一類藝術家的群聚；社會學家及都市研究者發現這樣的群聚現象為地方帶來

們不想要往常那種很深色的壽衣，不過還是可以看到傳統的圖樣。

經濟活力及工作機會，吸引觀光人潮，招睞企業投資，扮演著地方再生發展的啟動力量，因而稱之為「地方產
業系統」，也有將之視為21世紀都市更新發展的重要方案。

現在談論五方的合作關係，這是我們試圖要執行的。首先我們在生產的部份，有文化夥伴，像我們這樣的研究
人員、設計師、教職人員、藝術家。第二個是社區夥伴，在地產業、手工藝者、NGO。然後我們有教育夥伴，第三個，

臺灣的文化政策中「群聚」一詞，雖至2010年頒布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才首次提出，但巨型旗艦

然後支持的部份，第四個商業夥伴，那些行銷人員、工業材料的捐贈者，最後一個政府。所以你看，我們整個在嘗

計畫（flagship project）「文化園區」（cultural quarter），和育成個人獨立創作者的「藝術村」（arts-in-resi-

試要結合不同的資源，我們並不害怕政府單位，因為他們只是其中一個資源，回到主題上，這是結論的部份。

dence program, arts colony, arts village）等藝術文化設施發展計畫，都是「藝術群聚」的具體實踐，從90年代的
文化施政便已可見其軌跡。

博物館作為一個方法，人們可能會有迷思，像是一般的博物館以目標、收集、分析取向，我們有同樣的流程與
方法，但我們更感興趣的是，收集無法收集的部份，在這裡我們指的是，技術、故事、地方智慧等等，這是我們所稱

「寶藏巖共生聚落」在歷經學院規劃、民間論述逐步協商、發展共識，2004年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的不可收集的部份。我們對於工藝品、人們及故事上做研究，盤點以及展示地方智慧，所以你看到的展覽，就像是

由臺北市政府指定為「歷史建築」，進行聚落保存，確定「弱勢聚落」、「藝術村」與「背包客棧」共生發展

一個平台，這是我所說的，將博物館作為一個方法，我們並不是在構築一個硬件的博物館，這並不是硬體，而是博

的政策方向。「藝術村」在20世紀90年代主導了臺灣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政策，並為創作者育成及生涯發展提

物館硬體被蒸發後，剩下方法，也就是社會資源策劃。

供新的平台。如果說「閒置空間再利用」、「古蹟、歷史建築活化再生」是「藝術村」促成的文化空間生產模
式，那麼「藝術家進駐」計畫對獨立、個人的創作計畫與創作空間（工作室／排練、會議、展演空間）進行的

我想你們應該都知道策展人是什麼吧？但在這裡，一個策展人需要做的是，他或她必須要透過藝術家或是藝

資助，所促成的藝術家集聚，就是支撐「藝術村」營運的軟實力。但營運模式重度倚賴政府補助，擔負城市文

術品，來創造意義，所以，這是一個意義創造的過程。社會管理，我們並不需要與藝術家或是藝術品一起參與，但我

化外交使命，由上而下的強勢政策主導性，一直是臺北市近幾年伴隨藝術村巨幅成長下，隱隱相隨的發展陰

們要用不同的知識來創造意義，這個意義所代表的是新的社會關係，這是我們如何使用這個說法，去結合這些社

影。

會資源。這對於NGO的經驗來說，是有一些不同的，因為NGO一直以來，都是關注在社區的需求上，但我們試著去
關注在社群的資產上，我們不關注他們沒有什麼，而是看他們所擁有的，然後將它作成一個社區團隊，這是我們所
指的社會管理。非常感謝。

位於世界少見、臺灣第一件的文化資產保存計畫基地中，寶藏巖國際藝術村面對的不只是將自力造屋的違
建聚落地景保存，世居的原住戶和鄰里珍貴的記憶與情誼也是保存的對象；創作者是聚落居民的一環，臺北市
長期國際藝術村超越地點的營運，在此計畫中必須轉進，藝術計畫發展同時兼顧聚落未來，創作的卓越也必須
回視照顧在地社區的情感，社會性議題如影隨形逼視創作實踐，而藝術創作至上主義，也因而必須與政府對於
公眾開放、聚落保存的承諾進行協商．在共生價值與藝術創作的卓越追求中，文化治理必須以新生創意，面對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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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S CLUSTER IN TRANSITION :
NARRATIVE OF THE ARTS REGENERATION
AT TREASURE HILL HISTOTICAL SITE, TAIPEI
Ms. SU, Yao-Hua
Chief Curator, and Deputy Director, Asia University Art Museum

“Arts Cluster” is an essential trend of cultural art development in 21st century, an era of creative economy; its emergence can come in variety of ways. It includes : revitalized districts that contain cultural heritage such as historical
sites, museum miles that are formed by complex of museums and theatres, mega-events such as festivals, exhibition and
opening and closing of sport events, as well as village cluster of similar artists. Sociologists and urban researchers have
discovered that such phenomenon of clustering will bring life to local economy as it generates job opportunities. It attracts touring crowd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it is the motive that revives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Hence, it is called
“regional industry system”; some see it as an important piece in 21st century urban renewal plan.
In Taiwan’s cultural policies, though the word “cluster” was only first mentioned in 2010’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Act”, flagship project of cultural quarter and arts-in-residence program, arts colony, arts village
that aim to carry individual artists are all realistic practices of “Arts Cluster”; traces of it can be seen from cultural policies in the 90’s.
“Treasurehill Artivists CO-OP” went through academic planning and public opinions to gradually negotiate and
establish consensus; in 2004, it was catalogued as “historical building” by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Law》. The cluster was conserved and the policy approach of coexistence of “minority
cluster”, “arts village” and “backpacker inn” was confirmed. “Arts village” was the leading policy of reutilization of
vacant space in Taiwan’s 90’s; it was a newly provided platform for career development of artists. If “reutilization of
vacant space” and “revitalization of historical sites” are the module of production for cultural space in “Arts village”, the
artists cluster formed by the plan of “stationing of artists” that supports individual artworks and working space (studio/
rehearsal, meeting, performing space) are the intangible force that backbones management of “Arts village”. However, management is heavily relied on government aid; it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ity’s cultural diplomacy. The
tendency of strong influence from higher administration over policies has been the overlooked shadow in exponential
development of arts village in Taipei.
Positioned as a rarity in the world and Taiwan’s first base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plan, Treasurehill Artivists CO-OP not only faces preservation of landscape of self-erected and unauthorized cluster; residents and precious
memory and relationship in the neighborhood are also objectives of preservation. Artists are part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cluster; Taipei City needs to make a twist in its long term plan of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arts village. While art
planning undergoes development, future of the cluster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outstanding artwork should not hinder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community, since public opinions is closely tied to realization of artworks. The artwork-first doctrine would therefore compromise with government’s promise of opening to the public and conservation of cluster. In the
pursue of mutual interest and artworks, cultural management should face the challenge with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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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群聚創新轉進：
臺北寶藏巖共生聚落文化治理的一段敘事
主持：黃瑞茂
主講：蘇瑤華
黃瑞茂教授：
各位朋友大家好。下午的專題演講比較是在針對有形空間，面臨到真實的社會場域的未來，我們可以看到包
括對過去、現在的思考與經驗的傳承。這場很高興請到蘇瑤華，目前是亞洲博物館副館長。亞洲博物館或許有些朋
友不是很有印象，這棟建築就是安藤忠雄在臺灣的第一件作品。
蘇瑤華我們算認識很久，從小時候她在富邦基金會企業找藝術家在當時東區的大廳進駐，後來也參與推動粉
樂町，現也變成臺北很重要的經驗，之後她到了臺北市文化基金會。她很多時候都好像是開創者，從國際藝術村、
創草山、創寶藏巖的經驗。不過像寶藏巖這個點，應該是值得我們大家來觀察，它不只是藝術的場域，同時也是聚
落保存。在臺灣的聚落保存，很多的保存後來都死掉，像剝皮寮，人都不見了。而寶藏巖的人還住裡面，這裡頭所
面對的藝術有非常多議題，與社會的、經濟、政治都有相當的關聯。她做開創者，她要把這些怎麼操作行政面的工
作，讓它被開創出來。
早上大家也大概對政府的體制有批評，不過我想這幾年也碰到非常重要真的在做事的基層公務人員，例如博
物館的員工，條件不是很好，蘇瑤華她們在這個方面非常努力去做我個人覺得非常有創意的作法。時間不多，有請
蘇小姐。
蘇瑤華副館長：
謝謝主持人的介紹，很榮幸在今天能夠有機會跟大家報告這個事情。第一個，它是才剛結束沒多久。第二個，
其實它還在進行當中，所以我今天能提供給大家的是非常非常個人性的、有時間感的分享，所以我其實不太敢說它
會成為什麼樣的案例，但是我覺得這是活動當中的案例，這個案例應該要對在不同的時間點，然後透過不同的視
野，重新再來討論。我今天能夠提供的，就是非常個人性的一段敘事。這段敘事是跟我自己個人的工作跟興趣是有
關係，跟我的博士論文也有一點點關係，雖然整個博士的研究是行動研究，因為我是在現場的工作者，從現場來的
知識，跟龐大、正在發展當中的理論體系去做串連，及這個體系怎麼樣讓現場可以擁有更多的資源，能夠提供給真
正在做事情的這些人，更多的想法跟新的養分，這一直是我自己非常努力在工作的部分。
所以，我在藝術村工作八年的時間，而這八年其實很有趣，剛好是臺北市，非常大幅度的擴展，它對於所謂藝
術村，這個名詞的內容的一段時間，但是當然裡面有一大半，我其實是在下面搧火的人。臺灣在做藝術村，事實上是
從空間開始，因為有太多的、不需要使用的空間或是希望重新被啟動的空間，在「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政策之下，
開始有藝術村。另外則是藝術家需要補助。一開始，它是藝術家補助的政策，是空間活化的政策。但事實上，在全
世界的藝術村脈絡裡面，臺灣藝術村臺灣藝術家進駐，是關於時間跟空間的事情，在一段時間之內，短的時間之
內，在固定的空間裡面，這個藝術家不管是做自己計畫的實現，或者是做他希望能改進的技術，他創作的技術希望
能被提升，或被其他人幫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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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上藝術村，它所服務的對象，不管是在國外、臺灣，一開始其實都是給所謂獨立工作者，而這些獨立工
作者他們大概有幾種工作的特質，是自我聘雇，他們大部分逐水草而居，但是事實上他們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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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性的。但同時存在的其實是更多文化、習慣，談論到社會的、氛圍的、非正式的、信仰式的東西，但是空有這樣的
架構存在，其實無以成就所謂群聚的效力。所以很重要的，第三個力量，事實上就是執行。

種藝術家會停留下來的地方，通常可能是這個地方的氛圍、與其他的工匠／技術／材料接近，但有時候不盡然有那
麼多關係。大家可能會反駁我說義大利的卡拉拉有這麼好的石材，所以那個地方形成了雕塑者群聚的地方，這個當

所以在前面的這些鋪陳裡面，我希望討論到，當我們提到群聚，並不只是一個人一群人，或者是人跟地方、人

然也是案例之一。我們剛剛提到臺灣的開端，事實上它最重要的事情是，希望能重新啟動地方。但是世界各地所謂

跟空間放進去就結構成了，在這裡面，是需要有非常多的層次互相搭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要有一種執行的力

藝術家進駐地方，除了對那個地方氛圍的依賴之外，他也會對這個地方的氛圍重新創造。這些獨立的藝文創作者，

量。在我們提到，所謂群聚，或是談到這種創意的聚落，它能如何帶動地方的狀況。事實上它是能夠對那個地方的

基本上有非常核心性的價值，比如說非常反叛所謂全球性消費體系的東西，他可能會到特殊的店去消費，他可能會

氣氛加以改造。至於在改造的過程當中，如果是因為有互相配搭的因素因此帶動綜效，而可能開始有經濟的、初步

對社會經濟稍微弱勢的地方特別感興趣，所以在某種層次上面，他對於這個地方沒有辦法去掛上全球化大面環的

的事情發展出來，即所謂創意聚落的形成。對於這個地方氛圍的重新改造，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事情，他提供了一種保護／保存或者維持活力的基本調性，這個是我們在說的藝術村概念的東西。
再者，所謂群聚的概念，因為我們提到聚落它非常重要的，它是集體學習的集合體，所以在這個集體學習的狀
另外，當然它不見得是平行，但是我們近來其實非常的流行「群聚」的東西，群聚的東西它的基本作法，並不

態之下，什麼樣的人，不管是不是同樣專業的人，或者是同樣專業的人，他的學習狀態如果遇到其他這些環節的人，

盡然是只說藝術村就叫做藝術村，因為這把群聚講的太窄小了，整個藝文實踐上面可以看到有設施性的群聚，比如

這也是在我們談到所謂群聚，它非常重要的效應之一。最後，我把整個理論背景的部分結束在這裡。當我們提到成

說博物館區、或者是劇院區，另外這種大型的文化節慶活動所形成的這種群聚現象，這個大概都是我們在討論，巨

功的群聚，事實上它要能夠執行得出來。

大、帶有文化經濟的效能，而且它可能會帶動觀光產業發展的手法的東西，例如近來臺灣從北到南政府在推動的
園區，不只是政府在推動園區這種群聚的模式，很多的民間他們也都磨刀霍霍，他們認為，這應該是臺灣下一步的
朝陽性的產業。

歸結起來，它必須要有幾個重要的事情，是必須要有可以執行，剛剛我們講，正式的，或是可以理解，非正式的
制度的執行體，再來就是，它並不是只有這個layer就可以成形，它可能還要需要能夠協調的，環圍這個群聚附近，
屬於地方性的正式部門，或是非正式的部門，再來，就是它要有其他可以連結，不同類型的聯盟的機構，我覺得最

至於群聚的作法，我剛剛提到的結論，在臺灣有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之後，群聚在臺灣的文化政策裡面
的脈絡，變成非常有趣的定位，這個定位有一點意指了它政策的前身叫做藝術村，也有一點意指希望能夠把本來在

後這個真的可以生成，這個聚落或許它能夠有發展向未來的力量，就是它能夠形成一種共同的倫理、價值，它可以
變成是可以被執行出來的一種目標、願景，在這個狀態之下，或許再走下去，它會有機會。

藝術村工作的、這些逐水草而居的獨立工作者，引渡到另外可能比較有產業性質的、不是只是個人工作、個人非常
小規模的創作而已，而是能夠到達比較大規模的，有可能準產業鏈或產業鏈的狀態之下。所以開始有很多的輔導
措施，但是你也可以從它的輔導措施裡面，看到對於群聚，除了是人的集合之外，另是人跟地方的重新鏈結。

這個計畫是八年長起來的東西，它的起點，是在2001年開始的臺北國際藝術村，它是運用政府的閒置空間。原
來是要拆掉，但是在2001年的時候，當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的局長重新把它改造，希望在臺北市有很浪漫的、讓國
際藝術家可以停留的地點。第二個地點，在草山行館燒掉之後，草山行館旁邊的幾間侍衛的宿舍，都空掉了，不知

但是，我覺得講到這個事情，大家似乎在想，不管是藝術村或是藝術群聚，或者我們剛剛提到文化經濟、文化

道該怎麼辦，同樣她的腦筋也打到了藝術家，所以我們有了第二個藝術村，叫草山國際藝術村。在第三個藝術村，

觀光這些詞彙，非常快速的把大家拉到一種想像的邏輯裡面去，認為所有這些事情的下一個答案，就叫做地方振

這已經被我們志工整個改裝掉，但是這是一大片的，瀕臨新店溪的這一片聚落，在2004年的時候，被指定成是以歷

興，或促進地方的經濟發展。但是，事情的推演有辦法都是如此之順暢嗎？我自己個人很喜歡用這概念，當我們提

史聚落、歷史建築，當作保存主體的聚落實體。

到群聚的狀況，它是不是要直接引渡到文化經濟中間，我先賣個小關子存疑，但是我們要討論群聚怎麼樣可以去成
就，我們今天這一群人或許它算是一種群聚，可是它群聚的效應如果沒有透過後續，比如說專輯的出版、再更多的

最重要它可以變成這麼有趣的計畫，其實都是因為人，因為在這個地方工作的人。這是我，這邊有很多我們的

討論的建構，甚至可能主辦單位會在網路上面把今天的結果再做後續的、繼續討論延展跟發表的話，或許今天這

工作同仁，這以前都是我最棒的團隊，因為有藝術家，國內的藝術家，國外的藝術家，做設計的人，做觀念藝術的

個群聚只是時間性的，時間散了之後，就像放一把煙火一樣，很快就會散掉。

人，再來就是因為有年輕的靈魂，這些很年輕的人，他們對於這個城市，很開心有這樣的事情，他們也希望透過這
樣的平台，如果我們可以把它稱做是平台的話，透過這樣的平台可以去拓展延伸，更大的、未知的、屬於他們自己

而我們討論到的，關心群聚怎樣去能夠發揮它永續或者半永續的效力，是不是可能透過一種制度厚實的方
式？我們談到的制度，大概就是指政府的作為，規則法令等等，甚至是所有的政府的命令等，這可能是比較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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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臺北市因此有什麼樣的改變跟轉化，這些論述可能都是後設性的，當時我們在一起確實

原來希望能夠保存的生活形態，也在剛剛修好的這個剎那之間，突然之間就覺得不太清楚，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

都是希望大家能夠維持最好的關係，希望能夠讓這些建築物，跟這些來的創作者能夠有最好的對待，還有我們自

情況？加上大家可以想像的是一種人的尺度，這些原來的居民，他們在2009年，要回到自己的居住很久的房子，裡

己人脈的網絡關係，能夠有最美麗的串連。故事的敘述是這麼大的網絡。但是我想，今天我要跟大家聚焦講的事

面修繕的狀況，一定有很多是不盡如人意，以及有很多是跟他們記憶當中的狀況，其實是已經脫節的空間，所以在

情，就是挑選在這個八年計畫當中，最後的藝術村其中的計畫，這邊關於寶藏巖的、整個文化轉向的部分。簡單介

這樣的狀態之下，我們要開始繼續經營。

紹寶藏巖的背景，它的地點在新店溪畔，它整個保存的過程事實上，是有一個非常冗長的過程。
面臨到這樣的情況，而當時我們是算是政府，臺北市政府公共的基金會，在這個文化基金會的狀態之下，他
原來這個地方是公園的預定地，它原本是要拆遷的，但是在透過保存組織，跟他們結合了藝術家的共同工作，

們認為我們已經做了兩個藝術村，這些藝術村我們都有操作模式，所以你就把這個模式放進去之後，就繼續開始

透過了不同的藝術事件，然後把這個地方的重要性，也把它的議題性談出來。但是它最重要的事情，並不是只是在

運作，反正有空間、有藝術家、有辦法繼續開始運作。但是其實剛才的這些背景的理解，還有之前很多這種社會上

於說它的建築物，代表了一種什麼樣的風格，代表了在整個城市發展，所謂臺灣戰後非常特有的、一段違建聚落

面，對這個事件，它的不同的協商跟爭執的想法，讓我對於這麼簡單的計畫產生了懷疑。當然原來這些計畫的狀

的、一種建築的風格形式。事實上它也代表了一種，臺北市是由一群非常大比例的移居的人口，他們所共構而成的

況，可能有國內、國外政策性的案例經驗，好像都可以，但是事實上，是讓我們都非常不安的事情，就是說你要怎麼

經驗。在這個聚落裡面保存下來的，有形的文化資產，是這些沿著山坡櫛比鱗次的房子，更重要的事情是，裡面包

樣用我們原來的機制，來面對這麼陌生、這麼乾的地方。

括有各種人所組成的記憶，包括退伍的老兵，包括了從南部到臺北來討生活的台省籍的家庭，他們在城市的邊陲
努力工作的記憶，也包括很多的學生，他們到臺北市來求學、工作，也是在城市的邊陲找到他可以落腳的地方。

所以，我們當時在重新做這些計畫的時候，我們開始在想，如果在指導方針上面，它認為這個地方，是要能夠
達成一種共生的狀態的話，那之前我們藝術家的進駐，最重要是他自己的計畫要被實踐出來，所以事實上，那個計

2004年的時候它正式被指定，指定之後，經歷過了一段時間的修繕，在2009年的時候，就是原來的居民他們重

畫可能在臺北有臺北的版本，在東京有東京的版本，最重要的事情，還是他自己的創作，所以是不是能夠看得見他

新返回家園，這個聚落它的重要性，是保存了一種生活的記憶跟生活的型態。在未來的規劃跟它的營運上面，政策

所在的這個地方，事實上並不那麼重要。所以，我們重新再回到進駐計畫，它本身的核心裡面去思考的時候，我們

白皮書上面，希望有三種人要在這個地方共生：一種是原來在這個地方的居民，就是我剛剛提到，五十幾年前從南

在想寶藏巖的這些計畫，它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它要能夠反映地方的狀態。

部移居到臺北依著河而生的這些台省籍的家庭、包括退伍的老兵等等原住民，原來在這個地方的居民，他們是要
繼續在這個聚落裡面，繼續生活下去。第二種人就是藝術家，八十多戶整理好的房舍，除了原來的居民二十一、二戶

第二個，我們面臨到剛才提到這些已經分崩離析的人的關係，還有人跟地方的連結，因為整個社區整修的關

的人回住他原來的房子之外，也希望能夠讓創作的人來到這地方居住，第二個最重要的居民是藝術家。第三種人，

係，而有了縫隙，總共修好的房大概八十幾個，但是原來的住戶部分只佔四分之一弱，但是大批的新的人、不認識的

是旅客，希望旅客能藉由在這聚落裡面短暫的停留，去體驗到臺北市非常特殊的一種生活記憶跟生活能量。

人，他要進到這個地方來，這批人，舊的人跟新的人中間，要如何達成一種可能性的共生？所以我們也想到，這些做
創作的人進來，他要如何反應，能夠展現他的好意，以及他要如何能夠回饋，來創造一種共好的情境，變成是我們

所以在這三種人的共生狀態之下，在房子修好之後，2009年的時候，是第一批人他們回到了聚落裡面，接著下
來，在2010年的開放公共參觀之前，藝術家的進駐動作完成。在討論到底哪些居民是屬於有辦法通過市政府的各

當時在思考，如果不是那麼單純的脈絡之下，來讓這些計畫就在這個地方硬生生的實踐，我們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思
維？重新來設計既有的這些計畫跟社會資源。

種檢測標準，而合理、合法的留在原地時，有比較強烈的、不同意見的社會團體。在這些討論之後，這個聚落大概
整個對外關閉三、四年左右，在三、四年當中，就是裡面的硬體建築的重新整理，建了臨時的中繼住宅。整個聚落區

另外一件事情，它像是比較遙遠的警鈴，但是這個警鈴事實上是一直都一而再、再而三，在這種藝術進駐計畫

在2004年指認完之後，事實上，就是對一般的市民而言，它是不可以進去的大的工地，但是對於在那個地方，就算

的案子裡面有非常多的討論，就是觀光客的角色。臺北國際藝術村它是一棟獨立的樓，所以我們可以把門，直接在

他願意繼續留下來的住民而言，也有人他們因為房子整修的關係，他必須要重新先搬到外面的社區，然後再等到

一樓做門禁管制，只有特定的人，用特定的方式才可以進去。所以對於觀光客的這個部分，對市民好奇心的回應，我

房子修好之後，他們才可以回到這個地方來。

們可以透過定期的開放，來做回應，在草山的時候，至少也有清楚，因為一棟一棟的房子，我可以在房子的前面，圍
了範圍出來，這個範圍之內，叫做希望大家不要打擾的範圍，但是在寶藏巖，它蜿蜒的山路，以及每一棟之間、幾乎

在經過整修之後，因為政府公共工程的發包狀態，工班修繕技術的落差等等，在修繕完之後，事實上，這個聚
落要保存下來的狀態，當時很多人是覺得非常錯愕，因為變成是，長出了非常多水泥化的空間，再加上三、四年的，
裡面的人脈關係，因為遷離、或者房子整修的關係，他們並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這麼綿密的連結在一起。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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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開始在想，既然我們不能夠阻絕所謂觀光進入聚落這件事情，我們有沒有辦法來策劃他們搜尋的眼

再來就是提到觀光的預備，你怎麼樣去回應那些凝視的眼光？所以在這些思維的反覆反芻之下，再加上前面

光，以及如何讓他們有其他更大的注意力，可以協助關心，而不要去打擾到在這個地方，已經要繼續經營的日常生

跟大家預備，我們發現就是一個聚落要形成，事實上不能單靠計畫，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這個聚落開始的時候，我

活性，怎麼樣去為這些觀光客創造他們各有的角落，還有就是你要讓他們如何透過這些參與，在各自不同角落物

們要籌備有各種不同的計畫導入，這些計畫導入彼此之間，其實它是有一個非常有機而綿密的關係。

件的介入，能夠喚起他們想法，不是來這個地方只是做文化消費，而是有機會做另外一種層次的交流或溝通，不是
只是胡亂看看，而是有機會重新用另外一種眼光，來凝視這個地點，來凝視這個新的產業，甚至來凝視自己。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回應凝視的，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區域裡面能夠設置起公共的，比較用資本性的狀態去
設計的公共景觀，當然是用藝術性的作法。另外其實我們也發現說，在這些不同元素進來的這些人，他們其實也需

所以在這些困難，跟我們當時在規劃的反思之下，同時我們也面臨到另外事情，這些計畫它怎麼跟空間來做

要共同的公共空間，重新的重組跟協商，所以我們也希望有公共藝術的計畫，能夠讓我們重新來協商，在聚落內的

配置。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要達成這些目的，事實上在空間上面，必須要有一定的安排，比如說藝術家進駐的空間，

公共生活是什麼？公共空間是什麼？可是，有一個非常大的前提是入鄉隨俗，就是所有公共藝術計畫，不管你是透

一般就是他自己的私密空間，他的創作空間跟生活空間，這個部分是不容打擾的，而且也不需要因為他駐村，就必

過公開徵選，是透過邀請比件，或是透過委託創作，任何一個管道進來的人，他都要入鄉隨俗的是，在這個地方，

須要對大家做全面性的開放。但是我們又希望說，並不是每個藝術家進來之後，他關著門，他可以只有做他自己的

要有實際的進駐的狀況。也就是每一個公共藝術家，他都有一間工作室，而這間工作室，就是拿來做為他整個計畫

事情，跟外面的環境、跟外面的人完全都沒有關連。所以，我們怎麼在私密的生活的尺度之下，能夠經營一種，比較

在推動的時候，跟各方人協商、推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平台。

小規模的共生的工作室。我們當時在幾個允許的工作室的區位之內，特意希望能夠經營出來共用的設施，比如說
一起吃飯，一起煮飯，因為要應付這些生活的平常情節，而你會有地方碰撞在一起，至少在這個地方進駐的專業社
群，他們不是彼此之間互相疏離的，這是藝術進駐的第一個層面。

原來在藝術村的計畫，我們還是繼續實行，可是事實上繼續實行的這個狀況，也跟臺灣整個藝文生態的巨大
改變相關，從挑戰2008，所謂文創跟原來這些獨立的創作之間的互相衝擊、排擠，還有沒有可能有匯流的狀況？
我們當時也非常希望，就藝術村這個最核心的進駐計畫的本質，如何再能夠開闊一點門，能夠讓其他那些做廣義

再來就是，第二個層次提到的是，這些專業社群他們到達進駐的機構，事實上，他除了希望能夠從這個計畫裡

文創，但是他的文創又不見得是要走向完全商品端，而是有一點社會設計的概念的人，他可以有位置在這個聚落裡

面，獲取資源之外，另外他也希望，從別人身上得到很多新的想法，但是，如果只有跟藝術村的辦公室共同工作，準

面，提供他所謂比較接近使用者端的、這些知識的領域，能夠跟這些原來只為自己內心風景、為自己的理想、理念

備他在正式空間比如畫廊或是排練室的展覽或表演，是不夠的，事實上，最大的激盪常常是在，藝術村的辦公室關

而創作的這些藝術家中間，有更多的溝通跟協商。

了門之後的、真實的生活空間，所以在裡面不正式的空間，包括可能是咖啡廳，可能是小小的酒館，或者是可以共
同看電視，比如看球賽，像大陸人很喜歡看我們政論電視節目等等活動行為，這些部分，會變成是非常重要的公共
生活經營的項目跟空間。

公共藝術的部分，因此在這樣的思維之下，我們在藝術村的計畫部分，就是我們新創了一個概念，這個概念，
其實是希望有微型的社會企業，能夠開始在這個社區的、大大小小不同的空間裡面去進駐，這個微型企業它所外
顯出來的狀態，有可能就是一間餐廳，有可能看起來其實是藝術家工作室。可是事實上，她做了很多很好的烘焙，

在寶藏巖這邊，會面臨到的第三種層次的人，是原來在這裡已經居住五十年以上的這些居民，這些居民，他

所有的烘焙，包括她的派都像是版畫一樣，也就是說你買的每一個派，都是有登記有號碼的，你買的是第幾個版

們因為整個地方，重新文化治理跟文化開發的狀況，所以他忽然之間就住在公園的正中間，也因為他隔壁住了藝術

次，雖然最後你並不一定把它掛在牆上，而是吃到肚子裡面去，但是她事實上也是希望，把這些所謂生活當中所有

家，所以帶來了很多好奇的眼光。也因為寶藏巖的區域，被劃成所謂歷史聚落或是文創的園區，所以會有非常多觀

的細節，都能夠抬高到變成有一定文化藝術的調調在。公共藝術的方面，現在並不是我們在講的重點，但是在公共

光的人，我們要面對市民來反應它一定所謂文化的平權，他可以去進行參觀，但是開放的時間，到底要怎麼樣來因

藝術介入這一塊，我自己必須要說的一件事情是，我們希望在很多的景觀、在裡面工程性的操作方法，能夠有更多

應社區的休息，怎麼來跟社區的作息時間來做對應？另外如果說，真的不能夠讓觀光客前去的地方，你要怎麼樣來

細緻的工法被引介進來，包括地景、包括對於河流跟這個聚落的關係，甚至包括在聚落裡面，很多生活情境的重新

設計禁制的標誌，是直接貼一張告示牌，告知他說，這裡是居民的房子，請你不要打開、不要打擾，但通常我們的

再建構，不要再有很多的水泥，我們希望把人的關注力去引進來，所以這是我們在執行公共計畫的時候，非常重要

經驗是，那牌子掛上去之後，把大家的好奇心全部都召喚過來，他反而會去開那個門。再加上住在裡面的人，他也

的策劃的觀念。

不願意一天到晚看到他的房子外面，貼了禁制的標誌，我想每個人你回自己的家，都希望這個家對於你而言，是有
所有權的，所以你怎麼樣去設計那個阻絕的東西？而這個阻絕的東西，是一眼可以讓人家在設計上面，可以看到它
的禁制性，可是它對於生活功能上面又沒有太大的妨礙。

那在這個獨立跟文創的匯流部分，我在這邊很快把相互的條件，做了一個比對，之後可以給大家看到一些真正
執行出來的計畫案例。所以，簡單來說，微型群聚的這一群藝術家，他們其實是要付錢的，這跟臺北市執行了十年
的藝術家計畫是完全不一樣，你大概很難想像，光這件事情，就必須要在臺北市政府大概鬼打牆半年以上。因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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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環境與記憶：
山仔后文化景觀保存與活化策略
徐伯瑞
建築師‧徐伯瑞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們認為這樣的計畫一旦公布，其實會是一個鎚頭，代表市政府對於創作者的、類似不友善的政策，所以他們完全沒

我國自2005年起，於《文化資產保存法》中增列「文化景觀」（Culture Landscape）範疇，期望拓展文化資產保存

有辦法去信賴，他們覺得說不能夠讓藝術家付錢，所以我們後來是在非常曲折的狀態之下，用藝術家駐村的狀態，

面向。本報告針對目前臺灣地區保存最完整之美軍眷舍群—文化景觀「山仔后美軍眷舍」之保存活化策略提出心得

把這個微型群聚的概念隱含進去，怎麼做？說服他們的重點是在於藝術家只能住六個月，六個月已經是市政府可

分享。

以提供的資源的極大數。因為其實有很多的進駐計畫在國外，他們有超過兩年、三年，但是在臺北市的概念裡面、
在臺灣官方的贊助體系裡面，跨年度的贊助幾乎是特殊案例的特殊案例，所以能夠提供六個月，一年能夠做到兩
輪，翻兩翻，這已經是他們覺得最大的極限。

山仔后美軍宿舍創設於50年代，興盛於美軍駐台期間。此地曾一度遭遇土地開發壓力，經由當地農民團體以
及住民組織極力爭取與呼籲，經臺北市文化資產委員會認同此地可彰顯冷戰時期歷史，並具有獨特之社區環境，
故登錄區內部分建物為「歷史建築」，並將全區列為「文化景觀」。在美軍撤離臺灣後，本區土地係由臺灣銀行負責

但是我們微型群聚的社會企業的作法，第一，我們不負責裝修，我們給他們一間空的房子，或許有時候會更

管理，目前正計畫以委外經營方式活化土地資產。

好，他們可以在裡面長出，依照他們工作的工序，依照他們對空間的概念，長出他們要的東西。但這個對於官方他
們認為，這是一種政府資源沒有到位的狀態。第二，就是讓時間稍微長一點點，但是他們要付租金。至於這些微型

此地區全盛時期共計有217棟眷舍，自美軍離台後，已有部分改建，目前僅存148棟建物，管理權分屬經建會以

群聚裡面的人，他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外顯形式來呈現、來成立？這一點事實上對政府單位來說，他們會覺得非常

及臺灣銀行，雖然其中22棟經登錄為歷史建築，但亦有部分建築物因年久失修，已頹圮損壞。歷經數十年經營，目

模糊，如果是工作室，他們覺得都非常好，但後來通過審查的案子裡面中我們夾帶了非常多、所謂有販售行為的社

前山仔后社區已發展出特殊自然生態，不僅成為臺灣藍鵲、大冠鷲等鳥類以及數十種原生植物之棲地，因臺銀土

會企業在裡面的時候，引起市政府相當多的討論，尤其在簽約的時候。他們認為，如果你開了一家咖啡廳，雖然你

地開發計畫引發之保護運動也使得社區有較強之參與公共事務能量。

是叫做設計師開的咖啡廳，但算你告訴我說，你的任何財務的評估，都不可能達到賺錢的狀態，他們還是認為，要
把回饋條件放在合約裡面，但是合約一旦放上了回饋條件，這些從來沒有做過生意的創作者們，他們就開始變得
非常緊張。

依文資法定義，文化景觀主要範疇在於「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為所定著之空間及相
關連之環境」，而國外通稱之文化景觀除人類所設計創作的公園、庭園等人造景觀外，也著重與人類生活機能性相
關的景觀，例如人類介入自然環境所建構之森林、埤塘、運河等人為設施。以山仔后美軍宿舍而言，在歷史意義上

所以你怎麼樣在兩種不同的人，操持不一樣的語言，以及價值觀念差異非常大的這兩種人當中，去找到一個可

具體展現出美軍在台駐防以及冷戰時期歷史，在文化上則是美式文化與臺灣本土交流重要之接點，在空間形式上，

以工作的方式，當時我們確實真的是花了相當大的力氣。最重要的事情是，很多東西我們先讓它發生，在所有的事

不同軍階的軍士官居住之建築類型、區位、面積均不同，成為權力在空間之具體象徵，在建築設計構造與工法上，

情，我們認為它是最重要的例證。比如說在裡面，這個大家現在去寶藏巖都可以看得到，這個由設計師她做的這家

此區建築主要為沈祖海建築師事務所，有部分則為漢光建築師事務所負責設計請照，採用美國南方庭院住宅融合

餐廳，我們是用非常寧靜的方式去協助她，包括她拿到該拿到廚師的執照、申請設立執照、成立可開發票的正式組

本地建材與工法，體現獨特設計風格。

織，而它裡面整個設計的氛圍則完全不需要我們去做任何監督，因為她們比我們都還要懂得這個地方的氛圍，以
及她們對於這個地方所謂聚落再生的價值，她比我們任何人都還要珍視，所以我們先讓它發生了。

不同於古蹟、歷史建築以單體建築保存為主之方式，文化景觀所涵蓋之土地面積以及範疇均較為廣泛，也與
牽涉其中之居民／參與者息息相關。因此，文化景觀要保存什麼？值得進一步探討。筆者認為，文化就在生活裡，在

發生了之後，我們讓這些可能缺乏想像力的行政官僚們，能夠在這個地方有一個中小型的聚會，讓他們知道，

記憶裡、在環境裡。因此山仔后文化景觀應關注之重點，在於如何延續與傳承人與自然環境互動之歷史記憶。除了

讓實際的案例、讓實際的人來感動，來告訴他們說，這件事情的美好在什麼樣的地方。我們可以看一段小小的影

應延續山仔后美軍眷舍既有環境氛圍風貌以彰顯其歷史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使在地的空間環境以及自然生

片，這是當時希望能夠用不一樣的方式，來宣達這個地方它到底之前，曾經有過什麼樣的、歷史情境的小小的動

態可以讓更多市民親近。

畫。這一分鐘的短片，他有作者，也讓這一分鐘的短片，讓他說出了這個地方的、非常特別的故事。另外一種作法則
是，讓這個地方的展現跟表演有另一種其他方式，打開，所謂大家對於地方想像性的侷限，這個是Acapella（無伴奏

目前之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容積移轉）工具，僅能關照實質空間課題，無法處理在地文化傳承、口述歷史採

人聲）的演出，沒有用任何的卡拉帶去做的音景表演，你也可以在這些照片裡面，看到聚落的景象。當然我想還有

集、生態保育，甚至是住民參與公共事務經營管理之課題。研究建議援引生態博物館（Eco-museum）概念，擴大區

更多的計畫會在聚落裡面發生，繼續讓聚落保存的價值延續，不只是讓大家看到，時間膠囊共存的房屋或者是記

內現有建築及地景保存，規劃為各種博物館、民宿以及突顯特色文化之生活設施，並設計機制使更多公民或義工

憶，最重要的事情是，再有一些更多現代、當代的人，還有未來的人他們會加入，讓這個故事繼續傳唱下去，其實這

團體可共同參與經營管理，以突破既往較偏重實體空間之保存模式，真實反應文化景觀之內涵。

個地方是因為有人在，而變成非常一個非常有意思而有價值的風景，今天的分享先到這邊，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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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FE, ENVIRONMENT AND MEMORY:
CULTURE LANDSCAPE CONSERVATION AND
REGENERATION TACTIC OF SHAN-ZHAI-HOU
Mr. HSU, Bo-Ray
Architect, Director of Henry and Partners Architects and Planners

A category of “Culture Landscape” in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Law》 had been added in hopes of expanding the range of maintenance of cultural property since 2005. This report shares the review of preserving and revitalizing strategy of the most preserved U.S military housing in the Taiwan region─culture landscape of Shan-Zhai-Hou
U.S Military Housing.
Shan-Zhai-Hou U.S Military Housing was founded in 50’s and flourished when U.S military was stationed in Taiwan.
This area once faced the pressure of lan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llective efforts of local farmer groups and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s, it was approved by Taipei Cultural Property Committee as a site that reflects significanc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era. In addition, it has a unique community environment, which buildings are catalogued as “historical
building” and the entire zone as “culture landscape”. Bank of Taiwan have been in charge of the management of this area
after the U.S military force left Taiwan, and currently a plan of outsourcing is being discussed to revitalize land property.
This area had a total of 217 military housings in its prime era, and some of them were reconstructed after the U.S
military had left. Now there are only 148 buildings existed with the right of management shared between Bank of Taiwan
and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lthough 22 buildings are catalogued as historical heritage, some
of them were gone derelict due to the lack of maintenance. Through decades of management, currently Shan-Zai-Hou
community has developed a unique natural habitat. It is not only a home land for Formosan Blue Magpie, Crested Serpent Eagle and special specious birds and many kinds of native plants, but a community that energetic in public issues
due to the protection campaign against land development plan of Bank of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Law, the main category of Culture Landscape is
based on “fixed space and related environment of myth, legend, event, history, community life or ritual behavior”. As
for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Landscape in foreign countries, other than artificial landscape such as park and garden,
landscape that influences human living condition is also included. Such as the artificial forest, pond, canal and other
human-interferenc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Shan-Zhai-Hou U.S Military Housing, on the aspect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t shows the history of the U.S. troops stay in Taiwan and the cold war era; on the other aspect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it is an essential converging point of American culture and Taiwanese culture. In terms of space, officers of
different ranks lived in housings with different types, zones and surface area, which was a concrete symbol of authority
in the aspect of space. In terms of architecture and method of construction, most of the buildings in this area were built
by Haigo T.H. Shen’s company; some were designed by Han-Guan Architecture, which presents a mixture of southern
American courtyard house with local material and technique and exhibits a unique style of design.
Different from historical sites that are mainly preserved in the fashion of a single body, cultural landscape cover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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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環境與記憶：
山仔后文化景觀保存與活化策略
主持：黃瑞茂
主講：徐伯瑞
broader range of land area and definition; among which it also involves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residents and participants.

黃瑞茂教授：

Therefore, what is the cultural landscape trying to keep? It’s a topic worth further discussion. Personally, I think culture

徐建築師是年輕這一輩裡面，對聚落保存、都市設計或是弱勢參與者有很多經驗的建築師。過去在淡水古

exists within life, memory and environment. Thus, the emphasis of Shan-Zai-Hou culture landscape should be on how

蹟周邊跟都市設計的討論，他也出了非常大的力，參與重建街，與居民做很好的對話。有請徐伯瑞建築師，就

to sustain and carry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Other than main-

陽明山山仔后的一個管制計畫做報告。

taining the already existing atmosphere and appearance of Shan-Zai-Hou U.S Military Housing in order to reflect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 more important issue is how to utilize the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habitat to bring it closer

徐伯瑞建築師：

to the public.

各位下午好。我待會要講一個很現實、臺灣要共同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保存。即使是文化景觀，也就是
一個人類共同生活的場域或地區，當它碰到現實的都市開發的問題、文化保存的問題、歷史記憶延續的問題，

Current urban building (city planning + transferring of development rights) tools can only deal with the issue of

這也是臺灣所有的空間專業者，對藝術文化、歷史、生活、社會發展有一些想法的朋友們，都要共同來面對的

actual space; it is unable to deal with issues such as local culture heritage, collection of spoken history, preservation of

問題，山仔后它只是一個其中的一個案例。我們事務所主要針對大型的聚落做規劃，包含中興新村的再開發

natural habitat, and eve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and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e concept

案，它是臺灣一個最大的、依英國花園城市新市鎮（new town）空間概念做的社區，也包含山仔后美軍宿舍，

of Eco-museum that can expand existing buildings and landscape and develop them into various kinds of museums, resi-

在陽明山的部分約二十公頃。

dence and facilities that reflects exotic culture. Additionally, a system that allows more particip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itizens or volunteer groups should be organized. This is to progress outside the common frame of preservation of actual
space and to realistically present the sophistication of the culture landscape.

這個故事，要從1950年代開始談起，陽明山的美軍宿舍被指認為是所謂的文化景觀，它代表冷戰時代的
具體空間象徵。1950年的韓戰在各個面向上都影響整個臺灣社會後來的發展，因為韓戰的爆發，臺灣重新加
入太平洋島鏈冷戰時期防衛的第一線，於是產生中美防禦協定。這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文本，上方的文件是中美
協防條約，在下方的文件是民眾的陳情書，草山上居民本來有的農地因為政府為了公共建設（幫美軍蓋眷舍）
，徵收土地，造成居民生計困難，而請求政府給予補助／補償的文件。
美軍來協防臺灣，家眷也跟著來臺灣，而有居住的需求。當時美軍用直昇機在臺北市上空尋找建地，發現
有一塊在戰略地位上很好，很適合直昇機起降、電波通訊、與撤離等各方面都很方便，於是選地於陽明山的山
仔后興建美軍宿舍。隨著韓戰情勢，美國勢力、美軍美援的力量，進入臺灣，從1952年開始，1954、1955一
直到最後約1960年逐步擴大。這中間，有一段很長的歷史脈絡在徵收民間土地、農地，甚至有發生不當徵收
的居民抗爭。
陽明山的美軍宿舍建築師，是臺灣建築界非常有名的沈祖海先生，另外漢寶德先生，其實也參與過去部分
設計。假設我們是唯物論便認為它有保存價值。山仔后美軍宿舍的區域，大致上分佈在仰德大道兩側。全盛時
期陽明山的美軍宿舍，有兩百一十七棟的建築物。現在仰德大道麥當勞、屈臣氏附近區域的宿舍，被後來的土
地管理人臺灣銀行拆掉，改蓋台銀訓練中心。其他原屬於美軍宿舍的零星範圍，現在分別是大陸工程的殷琪董
事長或台銀的辜家等顯赫階級住在這裡。有一個部分是以前的ICRT電台，後被民間開發商買去改為高級住宅，
是由經建會賣掉的，而非台銀。另一區則有一些公家蓋的陽明養護中心。大致上兩百一十七棟，到現在只剩下
一百一十八棟由臺灣銀行管理，約二十餘棟則為經建會管理。目前為止由經建會所管部分，還有AIT的人住在
裡面。建築是以美國南方樣式的庭園為主，大部分都是一層樓式的，兩層樓式是屬於士官居住的建築物，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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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末開始用鋼筋混凝土做的，就是漢寶德漢先生、漢光事務所提出來的。其他用木頭、局部用磚塊跟混凝

達成，這是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所謂的文化資產相關的法令，都還是要回歸以及藉助都市計畫這個部

土的，則多屬早期沈祖海沈先生建造的。

門，才有辦法來做實質的管控。所以臺北市都市發展局，也很快地做了一個都市計畫的變更。這個變更大概有
幾個重點，包括把住宅區容積調降，從120調到60，建蔽率稍微放寬變成40%，用都市設計準則以及容積移轉

第一次發生危機約在2005到2006年之間，臺灣銀行在政府國有資產活化的政策底下準備賣土地（事實上

的方式做整體風貌的管控。

也賣成了一塊）。在當時台銀其實也準備要賣掉山仔后這塊土地，有相當多社區居民跳出來做抗爭，成立了山
仔后文史工作室，OURS在這邊也盡了相當大的民間NGO的力量，後來在整個草山的農民聯盟、OURS專業者等
團體的介入之後，終於迫使政府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指定為文化景觀。

現狀的情形還有很多居民，租用臺灣銀行的房舍在裡面居住，基本上居民為了安全起見，都會做一些圍籬
等等，這是最早的一個區，叫C1區，建築物的保存情況相對比較不好，比較窳陋老舊。這是H1區，C1區跟H1
區後來都面臨不同的、新一波的危機。這是美軍福利社，也在文化景觀的範圍內，後來我們有跟臺北市文化局

這個變成文化景觀的過程，是比較複雜的。因為，它其實是分次來指定的。包含可以看到黃色的區域，

具體的建議說，過去美軍在這邊的生活不僅僅是住而已，包含美軍在這邊的生活娛樂，包含這些比較不好的房

其實它在《文資法》的身份上，是歷史建築的身份，剩下來紫色的部分，就是所謂的一個用文化景觀（cultural

子，希望能把它修好，多在C1區。不過，雖然C1區多數房舍，偏屬老舊，反而造成了一些比較好的原生態。

landscape）這樣的概念整個來概括，也算是臺灣，我覺得是第一個，幾乎是第一個用文化景觀的概念，來處理

例如金露花通常我們都拿來做綠籬約六十公分高，在這邊的金露花可以長到三公尺那麼高，這邊有相當好的、

這樣的聚落或是有人居住在裡面的案例。

豐富的自然資源，包含大冠鷲、臺灣藍鵲，樹包含樟樹、檜木等等，還可以看到紗帽山。

這邊很快的說明，其實就是在有了危機之後，有了民間的壓力跟社會動員之後，從2006年開始，文化局

臺灣銀行剛剛說到，打算所管理的二十公頃、一百一十多棟房子，能夠把它再次的活化，激起居民新一波

被逼的動起來，把原來的美軍宿舍，包含剛剛所說的AIT，因為那邊以前是將軍住的，房子保存的狀況最好，

的危機意識，他們擔心是不是又要把它財團化或私有化，熱心的民眾跳出來，再進行另一波的抗爭。所以，也

留下來，接著又把所謂的F區，那時候是人住的比較多，情況也比較好，同時也是比較早的一批房子，把它保

逼著文化局或是當時的文建會，又再次的來做所謂文化資產的進一步指認，我們再藉由這樣的機會建議，美軍

留下來。

在臺灣不只是生活，還有過去的歷史，所以應該把網球場、俱樂部這些美式生活，尤其跟臺灣文化接軌的、歷
史的建築物，把它變成歷史建築，這部分文化局的委員也是有採納，後來就把它變成建議是登錄歷史建築。

建築的部分形式，可以看到外牆用空心磚的形式，據說是當砲彈炸過來的時候，空心磚會直接裂開比較不
會傷到人員。接著，它再指定比較屬於中級軍官的宿舍為歷史建築，後來臺灣銀行，也都有租給一般民間使

C1區是現在所存有的建築物最老的一區，但建築物保存情況是最不好的。

這中間有一個最大的衝突點，

用，所以一般進駐的住戶會自己做一些改裝，但是大致上來說，都還是原來美軍宿舍的樣式。然而，局部的登

就是在H1區的旁邊的臺北歐洲學校希望能夠擴充他們的校地。後來居民找到一個很有力的佐證說是「馬友友

錄歷史建築，還是沒有辦法來處理到，整個全面十幾公頃台銀可能會賣掉這個土地的危機。所以我的看法是，

的故居」，馬友友的父親住在這裡。大家都希望原貌把它保存下來，又成立了新的聯盟古蹟聚落復育聯盟，串

文化局在當時的時勢中，便再發佈了一個「山仔后美軍宿舍的文化景觀」，依臺灣的《文資法》，文化景觀它

連公民團體的活動，抗拒歐洲學校進駐H1區。剛剛說到，H1區就是士官的居住區，大概有三十戶的房子，十

就必須跟歷史事件有關，例如它是一個美軍最大的宿舍群、例如在這邊曾經發生過「劉自然事件」（當時反美

五棟的建築，歐洲學校計畫進駐之後把它們全部剷平，變成是他們的運動場。目前這個抗爭的結果是歐洲學校

事件），但其實劉自然事件根本不是發生在這個地方，而是離此處一、兩公里之外的他處，但是畢竟還是把這

打退堂鼓了。

整個地區作為文化景觀保留下來。
所以整個來看，我們做了全面的調查，藍色部分保存的狀況都還不錯，相對的，保存狀況不佳的就是在C1
這個就是目前現在的情形，有顏色的就是文化景觀為主要的保存，加上紅色邊框的就是歷史建築。剛剛所

區。這邊是剛剛提到的，它是一個直昇機的降落場，確實當時美軍就是覺得說，將來萬一有事的時候，就可以

說到的，將軍住的，一般軍官住的，以及士官住的房子，分別在不同區位，待會報告的內容，主要就是整個包

用直昇機到海外的艦艇，目前的話，臺北市是把這邊當作一個樹木銀行。待會會來說明，所謂開放空間跟不開

含當時依美軍的編號，它是按照興建的順序來看，C1區、C2區、F區以及H1區等等區域。

放的問題。這是背景的介紹，以下來說明，既然這件事叫做文化景觀，到底什麼是文化景觀？

文化景觀除了建築的空心磚牆面、防空洞等之外，包含過去美軍的生活、福利社等等，這些也都是所謂的

臺灣目前有七百五十三個古蹟，一千多個歷史建築，十個聚落，其中文化景觀已經有三十六處之多，遺址

文化景觀。但文化景觀好像只是實質的空間、有形的文化資產，而無形的部分都市計畫或建築保存並沒有辦法

相當的多。臺灣有三十六處的文化景觀，那我們到底是怎麼樣來看待文化景觀這樣的事情？古蹟它有一定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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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一定的建築價值等等，歷史建築的部分有空間活化的策略，或者九二一地震之後增加的歷史建築，慢慢的

空拍圖，實際上Ben Wood這位設計師，他其實是把過去的、整個空間的肌理，做了相當大的改造，他把很多的

各個地方政府，都對於好像似乎不到古蹟等級，但是又覺得值得保存下來的單棟建築，有了這樣的一些保存措

建築物拿掉，讓遊客、觀光者進來之後，感覺有一個很舒服的、行走的空間，或小廣場或步行區域，因為過去

施。而文化景觀的樣貌非常的多元，陽明山美軍宿舍是一個，中興新村、左營眷村、或是樂生療養院，或者糖

上海租借時代，它是屬於一種寸土寸金的方式，可以比較這兩種不同的空間結構，這個紋理，可以發現它其實

廠、林場等等，類似一個聚落類型的空間，也可能像是產業遺產，可是又不完全是工業革命之後，完全是人跟

還是一個比較傾向於商業開發這個部分。當然更不要提瑞安集團，它整個圈地圈的範圍其實很大，它以新天地

機器這樣的關係，而是人跟自然互動的關係，譬如說石滬、嘉南水利大圳八田與一等等指定。

作為一個亮點，來支撐它周邊整個房地產的開發，所以這是臺灣銀行的想像。

整個來看的話，依《文資法》的規定，大概是包含神話傳說的場所，歷史路徑，農林景觀，漁牧等等，那

公部門的想像是什麼呢？臺北市的一條主要老街叫迪化街，公部門就覺得我們只要擬定很好的都市設計準

麼我們的山仔后美軍宿舍，被歸類在其他類，很有趣的現象。整個在2005年修法之後，在2008年有一個高峰

則，也給了所謂一個容積移轉的法令，就可以引進民間資金，就可以維護原來地主的權益，這是公部門的想

期，現在一直下來，到目前為止，文化景觀登錄的就比較少。我個人覺得，如果真實的依照文化景觀的定義來

像，剛剛是地主的想像，公部門的想像覺得說，這是迪化街這邊有相當好的一些老的房子，那麼整個臺北市確

看，我比較傾向於它是人跟自然有一些互動的過程，例如九份、金瓜石的菸道，澎湖的雙心石滬。我覺得這些

實是以迪化街開始，有所謂的容積移轉制度，老房子本來要蓋的容積，就把它移到新的一個建案，把老房子留

是人跟自然共生、共存的產業，跟地景融合的比較好。相對中正紀念堂，我個人就覺得它真的不太可能會變成

下來。可是不管是民間想像當然希望他的土地開發利益的極大，或者是公部門覺得我有都市設計準則，或者有

遺址。

容積移轉的機制，就可以來做一些管控，確實我也必須承認，以大稻埕來說，以整個都市管控的設計準則來
說，有盡到一定的規模、一定程度的保護的責任。

像中興新村兩百五十二公頃，去年也變成了文化景觀。目前這個規劃也是一變再變，現在是希望變成所謂
高科技園區，它有些部分的建築物可能會保留下來，紫色部分就通通是文化景觀，整個中興新村的生活區，它

可是，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卻是都市計畫或是我們空間專業者很容易被忽略掉，這個需要科技整合，包含

也有黃色的地方，就沒有被列入文化景觀。這邊有三棟，很有趣的房子，叫臺灣的歷史的文獻館，臺灣文獻

藝術、博物館、各個方面的專業者，其實是要共同來整合的是這一塊，就是怎麼樣找到一個地方感，或是一個

館，它裡面的房子有三種樣式，第一種是北方的宮殿樣式，第二種是閩南樣式，當然是號稱的閩南樣式，第三

社會的認同。所以，整個地方感，我想我們臺灣過去，比較著重於是在於真實性，整個臺灣古蹟保存界，剛剛

種是我們所謂的羅馬式，我覺得這個部分，反而具體的、展現了臺灣文化的一種很複雜多元衝突，可是又融合

所說的唯物論，對於物的部分非常投入，相對的，就會對所謂的威尼斯憲章也好、奈良宣言也好，來做一些這

在一起，它是一個合院式，以這個建築物為中軸，以這個西洋的這種法庭或是羅馬、希臘式的建築為中軸，左

樣的遵循，這基本上是對的，但我們比國際慢了大概有二十年以上的腳步，而顯然，除了這樣真實性的追求是

右兩邊分開站的門神，就是這個中國傳統樣式或者是閩南樣式，這是很有趣的。像這樣過程，假設我們在討論

不夠的，或者是說，到底對我們來說，什麼叫做真實性？這個其實都還是可以來爭辯的。所以呢，在1999年

文化景觀，它反而沒有被列進來為文化景觀的範疇，這也很奇特。空間專業在處理的就是一個整合性的保存問

或是像是2011年，又有兩個新的憲章，在ICOMOS國際研討會的時候，在澳洲的布拉憲章或是加拿大的魁北克

題，是可見的一個文化資產，有形的文化資產，我們在處理的也許是肌理的問題，也許是象徵符號的問題，不

宣言，他們就開始強調，國際上的思潮開始強調人跟環境的互動，地方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真實性或特殊性？

管日本、法國，或是臺灣的保存區、都市計畫特定區，有些部分臺灣就用文化景觀來處理。可是我覺得，它其

尤其以威尼斯憲章來說，它是一個西方主流，雖然說在奈良宣言的部分，有做一些多元文化的一種宣示，到了

實又可以細緻的分出是產業遺產，或是一些生活區域的保存，這個部分可能就是聚落。我待會要提出來的一點

布拉憲章或魁北克宣言，更強調的是在地性多元文化，甚至是同一個地方、不同解讀的可能性的時候，我們要

就是，文化資產尤其是保存活化，其實很難說只談有形或只談無形，它一定是一個整體的。雖然研討會主要聚

怎麼樣來看待一個所謂的文化景觀？

焦在有形，可是它其實在無形的部分，我覺得是更重要，反而是要做一個科技的整合。
我一直覺得「法」它不應該是綁住我們的，它應該是幫助我們的，可是在臺灣很明顯的現實，法就是用來
這是臺灣的聚落，各位看，其實我們在討論陽明山美軍宿舍，或是中興新村，類似像這樣的人類聚積，像

綁住我們，這是我個人非常沒有辦法接受的。可是法的本身，包含從《文資法》一開始，它其實本來只有一個

樂生等等，它為什麼不可能會變成一個聚落的型態呢？臺灣現在主要的聚落，還是以漢人聚落比較多。陽明山

叫做自然文化景觀類，看起來就是古蹟、古物之後，其他沒辦法歸類的，就把它歸類，看起來還是比較屬於這

發佈一個都市計畫，大致上台銀的想像有點類似上海新天地，就是引進一些外來的管理者或資金，把台銀的土

種帝國主義，獵奇式的，覺得大概是珍奇的寶物，就把它保存下來。可是後來在2000年，開始把它改成，變

地，交給民間的開發商來開發。新天地在當時號稱是中國，在十年前，號稱是中國很進步的想法，可是在我們

成有一些區域上面，他開始感覺說，好像真的要做一些管的事情，但是其實不管是1982年或2000年，這都無

事後來看，固然它把上海的一些里弄的建築物保存下來，可是它實際上，譬如說舊的里弄似乎修好了，變成這

法執行，所以到2005年、2006年才開始把一些操作性的定義，把它定義出來，神話傳說的場所等等，這都有

樣很時尚的區域，但是十年前的時尚區域，到現在當然也已經沒有那麼時尚。我要講的是，這是一個過去舊的

參考國際的一些思潮跟想法。可是就像我剛剛所說，整個臺灣三十六處的文化景觀，它的定義其實還是相當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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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或者說，歧異跟奇異，奇特，到底我們的《文資法》要不要再作一些新的修正？到底文化景觀到底應該是

室，也都是我們現代工法可以來執行的。我們會在意的就是開放空間的開放性跟串連性，也許是住宅使用也許

什麼？

是特色的體驗，用在地的食材做一些餐飲，吸引或是服務我們的都會觀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博物館，像美軍
福利社或太平洋聯誼社，這兩棟建築物本來都沒有列在歷史建築，但我們後來也建議，文化局要把它列入，或

我自己的看法，其實為什麼會提出「地方」（place）？它其實就是在講一個地方，人跟環境，人跟自然，

者是可以引進一些藝術，當然我也覺得說，不見得藝術就是萬靈丹，可是似乎藝術也是一條可能的出路。

人的記憶，人跟過去的歷史，是一個生活的過程，所以它應該是一個延續下來的，不是應該像凍結式的保存，
或是博物館式的去復古到某個年代。它其實是，因為人的生活是延續的，祖傳父，父傳子，是一輩一輩這樣傳

那麼在這部分，在我們的規劃裡面，官方的容積率是60%，那我們現在的建議是把它降到40%，也就是現

承的意味。整個來看的話，它包含一些過去人跟自然的互動，所以我也覺得說，其實它很寬廣，但是，在臺灣

況，所以整個的建築物，通通是用一層樓的方式，灰色部分就是原樣保存，白色部分這裡面，也有些還不錯的

是不是有可能把文化景觀，結合上我們所謂的地方這樣的一個概念，可以有一個更好的一些發展，變成是一個

幾棟房子，也會把它留下來，引進一些不同的活動。大致上，它也許可能是一個小型的民宿，或者商務會館、

開拓性的，不是一個現在列為文化景觀，官方也其實不知道怎麼保護，有點像「這個地方大家不要碰」，或者

學人會館，或者是特色的長居（long stay）的住宅等等。原來的表演工作坊也有意願回來這邊做一個博物館，

是「這個地方大家要開發的時候小心一點」類似這樣的意味而已，並沒有更積極的一個作為。

還有駐村藝術家，它是一個比較多元的，當然包含居民們也都願意來經營公共藝文的表演空間，就可以變成是
一個市民論壇、名人開講。我們強調，它不只是建築，還要跟戶外空間的結合，所以也包含整個陽明山的生態

實際上，一個地方可以是一個很廣的範圍，也可能只是一個對地方來說，一個很重要共同記憶的花園、或

有機的市集等等，都很重要。可是我們現在，我們的方案還是跟現在居民的理想，有一個比較大的落差，因為

者是一個公共古井，跟地方本身相當有關。繼而，文化景觀也因地方歷史的持續發展而改變，我們是否一定要

現在有很多的土地，包含AIT的建築或者像公家所謂的樹木銀行，它其實是整個圍起來，大家都進不去，所以

拘泥在陽明山美軍宿舍它是一個冷戰時期的歷史意義？或者是能夠把它擴展到現在二十一世紀，有更多的公民

我們希望說，有一個最大的開放性，因為現住戶是跟臺灣銀行租房子的，現住戶是不是能夠繼續住，是我們現

社會運動，共同來介入到這樣的山仔后文化保存之後，有這麼多的文史團體、有這麼多的自然保護團體，共同

在還在跟居民做一些討論。

來爭取一個都市社會的空間意義呢？意義是一個可以多重的解讀，魁北克宣言裡，場所精神（spirit of place）
的保存這樣一個概念提出來，怎麼樣來定義操作精神，或者對於文化觀光的思考，把它當作一個威脅或是要注

最後這張照片，草山坊，它是臺北市社會局在這裡，做了一個簡單輕食餐廳的供應，一些輕度障礙但都有

意的事項，或者是如何來延續？這個部分我覺得還是要強調，它其實是包含有形跟無形，都要整體的來保存，

行為能力的朋友，我們覺得草山坊它其實是有機會的成功，而當然一棟可以成功，是不是一百多棟都這樣的可

目前已經有一些社會的團體，居民，NGO團體已經在做這樣的事情，包含口述歷史，對過去美軍在臺灣的情況

能性，當然絕對不是。我們提供比較多元的想像。最後還是要強調，到底定位在哪裡？我們也必須承認，現在

做調查。

這個方案，還是一個進行中的方案，還沒有一個最後的決定，這中間牽涉到，整個空間象徵符號的詮釋，甚至
於是爭奪，當然在地的公民團體，經由幾度反開發的保存抗爭，他們已經有一定的凝聚力，那麼，我們現在想

現在，在日本做的其實相當的多，或者是說，有沒有可能藝術介入，這是前兩年的島嶼藝術祭，同樣的是

要做的是，藉由更多的市民、公民跟公眾的參與，讓大家知道，山仔后美軍宿舍文化景觀這個地區，它其實是

請到了很好的建築師妹島和世，在這部分利用家屋，做了一些藝術展覽的情況，它完全強調的就是公民參與的

屬於全民的，所以全民要共同來保護、愛護這個地方，共同來參與，當這個樣本數不同的時候，對於山仔后的

部分，當然福武財團他們也在這個地方，投入了新的美術館的設計跟建設，這是安藤忠雄建築師建造的美術

未來，才有一個更明確的一些想法。

館。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把過去的歷史找回來？這個就是我要強調，確實美軍在臺灣在當時是一個外來文
化，很重要進入到臺灣社會衝擊的一個過程，它有它歷史保存的意義跟價值。可是，顯然遠遠不僅僅是把這些

當然，我也很同意文化消費始終都是一個問題，我們也會避免，它變成是一個縉紳化，或僅僅是一個觀光

實質的空間保留下來，隨著時間的演進，譬如表演工作坊在這裡成立、馬友友的父親先生居住過，都可作為一

凝視的對象而已，用社區營造的方式來避免。我最後只是提出來說，這是我一直希望期勉自己，也提出來跟大

種故事性，怎麼樣來演繹地方精神，我覺得有一些象徵的意義。

家共同分享，其實就是真的不要覺得說，什麼事情一定要來爭，可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很值得保存下來。因為
不僅僅是我們這一代，它是萬世萬代要來共同分享的，這是宋朝蘇東坡先生的赤壁賦，整個天地之間所有的萬

所以，最後提出來的建議概念，是全區的保存，而且低密度的開發，把它結合成為臺北市很重要的、一個
文化觀光的景點。陽明山自然公園、中山樓、林語堂、草山行館等等，往下有士林夜市，也跟天母的古道整個
生態系是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它當然有機會，變成是一個市民很重要的活動空間。所以我們的建議是，歷史建
築仍要修復為主，除了少數嚴重傾倒者，那就是以原樣修復，因為過去的圖樣，其實都還留在臺灣銀行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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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
主持：廖文卿
與談：陳沛浩、蘇瑤華、徐伯瑞、黃瑞茂
黃瑞茂教授：

廖文卿代理館長：

非常感謝徐建築師的分享，我想他提供一個向度的思考。那在淡水，一下子就拉到所謂世界遺產潛力點這

今天下午三位講者，我真的是很認真的在聽，尤其徐建築師的部份，我一看到那些照片，想到四十年前一

一個概念，其實跟臺灣很遙遠。如果這樣來看的話，到底對淡水目前所公布的這些古蹟所在的位置，包括埔頂

個南部來的小伙子，十八歲走在F區，我是華岡史學系畢業，民國六十年入學的，在座很多都還沒有出生。

也討論過有沒有可能，先用所謂文化景觀或聚落的方式，讓淡水這樣的一個保存能夠從一個古蹟點，擴大到一
個線或者面，再把這個課題給拋出來。

所以他講的那些東西，我一生當中永不抹滅的記憶。樹木銀行是我們當年在那邊偷偷打壘球的地方；那個
直昇機場，教堂是我們史學系參加戲劇合唱比賽練唱的地方，旁邊那時候還有操場的時候，每天在那邊踢足
球，足球門後面就是宿舍，養了一隻大狼狗，我們球就踢進去，老外用英文在那邊罵，我們會一個同學去吸引
那隻狼狗，我就要偷偷溜進去撿球，這個記憶我是到現在非常深刻，謝謝徐建築師，這麼努力去維護這個地
方。我十月才上陽明山，但是我走過山仔后的時候，我真的不想下去了，好像景觀變得滿多的，只有再坐車回
來，當然看到這個題目，就有感而發。接下來，請各位提問。
邁克爾‧詹森教授：
沒錯，我必須說這是一個很棒的下午，而我們正討論著不同主題，因此，我有一些問題想請教不同的人，
我就先從蘇小姐開始，關於妳所描述的這個藝術村活動，我感覺它就好像是一個由上至下的概念，所以妳能夠
想像，在將來這一切是藝術家要自己去安排使用？所以這會是一個安全有組織的觀念嗎？
接著是我想請教陳沛浩先生，如果這是一個自下而上的活動，有關經濟現實層面的問題，就是要以最小經
費達到永續經營，而您為此案子的協調者，是如何運作？
再來，我想請問徐伯瑞建築師，先感謝你對於這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上，不斷的解說。我想一開始或許要就
三個層次來討論，首先關於你的理論，就我個人而言，我們正在阿富汗，巴格蘭峽谷（Baghlan Valley）的一個
文化景觀工作，這也是一個複雜問題，或許在第一個意見中，當你設定的一個缺點，正常來說就是人類與自然
的互動，但我會以不同於文化景觀的方式來分類。在這個關聯性中，我不知道你與你的理論是否能確切在你遺
址清單上，為每一個遺址提供個別的保護？在德國，我們會為在清單裡的每一個遺址，提供明確的保護措施，
當然也給予遺址的擁有者相同的支持，這代表著他們能夠發布文案，得到財務系統的援助，而且每一個遺址，
都有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提供的藍盾計畫（Blue Shield）保護。也就是說，就算在戰爭時，這些
遺址仍必須被保護。而就最近被摧毀了整個市集的敘利亞和阿勒坡來說，當然沒有任何幫助。然而，這就形成
了一個問題，一個地方的法律要怎麼定義這個景觀？我們在阿富汗並沒有像這樣的一個法律，或是這樣的用
詞，正確來說，是完全沒有，我們正嘗試著去引進這樣的概念，而如何去定義正是問題所在。
第二個問題則是，關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釋義，我在你所引用的表格中，找到了一些有趣的部分。你開
始把一個遺址有形與無形的部分融合在一起，我稱它為遺址聚集，就是那些可以各自保護，且非必要保護整個
區域的不同房子，如果應用UNESCO的準則和規律來執行，你則必須保護在花園裡所有的一草一木，如果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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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你就只需要保護房子。所以也許文化景觀，可能就像是菲律賓的梯田，也就是特指人類活動與大自然的

廖文卿代理館長：

相互關係，我想這也是文化景觀的方向。但就有形與無形的問題來說，我們今早又討論了一次，這兩樣性質還

謝謝詹森教授，他聽得很認真，所以問題比較多，你（示意徐伯瑞建築師）就最後再回答，先請蘇小姐。

暫時不用被強加在一起，不過我對於無形這方面有一點問題，昨天才剛開完會，而我們也有一些爭議，像是假
如我們去有弄蛇人的摩洛哥，這是無形的，當下正是摩洛哥的文化產業部分，萬名旅客帶著相機來拍弄蛇人，

蘇瑤華副館長：

而一直被視為無形的成分已經消失，這正是無形這個要素所面臨的危機。一開始這概念在澳洲發展出來，在原

其實我想怎麼樣能夠讓所謂，從由上而下轉到一個找到一個力量，變成由下而上，應該不只是寶藏巖的問

住民視為聖山的地方發現了古老儀式，也就是他們擁有連結一個地方的古老傳統，意即是你看不到但這個地方

題，其實包括整個臺北藝術進駐，它的問題是政府怎麼樣能夠放手，而這個放手的狀態，不是只在空間有沒有

仍是聖潔的，這是他們所說的：「這是一個無形的地方，因為它仍存在聖地的一部分。」但這所說的是儀式而

機會釋出，透過一種機制性的方式釋出。另外一種情況也會是在，所謂創作者跟提供資源的政府當中的關係，

不是遺址。所以問題就是，我們該如何辨識無形部分的品質與殖民地的關係？就昨天在大教堂我們所展示的，

他們要如何來經營，但是我想寶藏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問題，在於雖然它的佔屋的比重，只有佔全部的三分之

我們假設每隔七年，遺跡的改變一直持續著，而六百年來，每隔七年有五十萬的人們來到亞琛慶祝，所以大教

一的這些原住民，原來居住在這個地方的居民，怎麼樣能夠找到一個新的方式，從社會弱勢、社會邊陲，而能

堂就是一個有形的遺跡，每隔七年來一次的行為則是無形的部分，也許有一間美國商店在旁邊會是一件有趣的

夠找到一個他們可以發聲的一個方法？我覺得在裡面，除了是一個內心的重建的過程之外，除了是一個政府的

事。這個問題則是在無形的情況下，你想保存的那些外在環境中，無形部分的有形資產會遺留下什麼？

法令鬆綁的問題，包括他們現在，在寶藏巖居住的這些房子，都是跟政府租的，也包括這整個被劃歸為保存區
的地方，事實上，只有一定的比例空間，它可以進行一些所謂的經濟商業行為。

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那些參與UNESCO準則的人，對於法律的評價，這是我們之前所觀察到的，而
且有趣的是，你強烈的討論關於物質方面的文化遺產，就是有著外在無形價值的慶祝活動、節日、藝術家等

但是，在這個地方的居民，他們在法令重重的綑綁之下，怎麼樣能夠在裡面，找到一個新的方式？其實我

等，這些對你來說似乎很重要，我想請教的是，你為何想要將他們連結到空間？我們昨天看到了在河邊的遊

們試過一些方法，是在心理跟文化上面，能夠讓他們找到一個、重新跟大的體制重新連接的一個方法，包括從

行，儀式進行的場所也包括廟，或像橋樑有些敘事發展，就是人們從海的另一頭過來，是因為那邊發生了一些

他們家門口的廢棄的建築地，他們可以在裡面做一些事情，建築農園，他們可以對於自己的土地，腳下踩的土

事，而假如那是一種古老的傳統，這個沿著河邊的道路，就是一個前方有著廟宇空間的無形性質存在，也就是

地有一點點的說話權，但是話語權的部分我覺得，我確實非常同意，它就是在一個活動的層次，但是如何能夠

主要進行儀式的地方，這代表著對你而言，你認為這些擁有複雜歷史的各種解讀，我想是一種你在尋找自我認

讓它真正落實到，從一個心理變成一個價值？變成一個實際的東西，我自己個人觀察還有很長的路需要走，我

同的一個方式，而你並不知道你該走那一個方向，以及哪一部分的歷史是否有所價值？

不知道這一條路，在現在這樣的體制之下如何可行，我覺得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

如果以美國的保護來說，我昨天犯了一個錯，就是稱美式英文的運動（American-English Movement）為一

陳沛浩先生：

種侵略（invasion），我突然發現如果發生在我們身上，這卻是措辭不當。但你可以見到看一件事的觀點，可

我們的計畫，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實在的結論，因為他們並沒有被放入，屬於經濟現實面的嚴厲測試，但我

以很快的被改變，所以我認為重要的是歷史上的位置，還有超脫歷史之外，能夠不以國家的姿態試著創造另一

想，我們心中有著一些範例想法，因為沒有被放入測試，是非常難去說最小的永續等級在哪裡？但我們確實有

個身分，而這也是我昨天在演講上一直想說的。因此，你嘗試尋找的價值，應該要同時是當地以及世界性的，

很多範例，就像是設計師和工匠，用材料完成作品，而我們會有學徒，學生或是民間組織的年輕人。另一個位

而我們所要看的是更大更廣的層面，保持在事情發生之上，然後試著評估當地以外，你在哪或你想做什麼的時

於較低層次的範例，就像做特別委託的工作，這就像山本耀司和愛迪達的合作關係，你知道的就有Y-3這個品

空間的變異關聯。跳出所進行的事情來看，你將可回答美國殖民相關問題，即是它所包含的重要性，而這是你

牌。所以每個人，都在維持他們商業正常的軌道，只有在他們有空時，他們才會想做什麼來合作。還有一個完

在二十年後才會說的，現在我們先把這個方向撤回。我們在德國與我們摧毀的柏林圍牆之中，有一些相似的問

全分散的範例，像是我們所做的再回收，我們正好維持了一連串天性善良的服務商，設計師能夠設立他們自己

題，這是一種情緒反應，我們完全不想再看到這座牆，而現在我們以保護的觀點來看，我們會說：「天啊，這

的事業，這就像是複製想法，因此這是在不同的層次。我不太確定我是否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也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因此你看這些態度的轉變有多麼迅速。在遺址與如何處理遺址的關聯性中，它需要
在一個事件過一段時間後，才能在未來被評估。我的意思是，過去和未來之間，我們能夠以可永續未來的觀點

邁克爾‧詹森教授：

來保持它的品質。抱歉，做這麼一個很長的提問，但我對於你的解說非常感到興趣，謝謝。

也許是沒有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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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伯瑞建築師：

邁克爾‧詹森教授：

謝謝詹森教授三個問題，我想說，從中間的第二個問題先開始回答。當然您提到相當多有趣的例子，弄蛇

一個被稱為鄉村景觀（townscape）的美麗名詞，是我們唯一的提議，十九世紀的德國，至少擁有三十座花

人的例子，或者是在德國的教堂，它是一個實質空間的保護，可是每七年很重要的一個儀式，成為當地居民的

園村莊，你可能知道在1990年前，我們從英國、美國、法國以及比利時，這些都有著相似性的殖民地那裡，

生活重心，或者是剛剛提到，是不是有可能用原住民的聖山的方式，可以來做一些空間的保存。我想說，如同

接受到很好的照顧。我同意我們從沒想過，德國也可以像他們一樣針對它們進行保護，但這是一個明確的城鎮

您剛剛所指教的，確實我們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但是，它實際上是一個在進行的過程，我們現在也還沒有找

型態，所以也許比地景（landscape）更好的用詞，會是鄉村景觀，還有第三種比較新的說法，是有生命力的景

到答案，所以我們在這個情況下，只能說如同最後一張簡報在這邊寫到的，文化景觀當然它承載了過去的歷史

觀（lifescape），生活景。在這三種精采的層次中，生活景，最後則將所有的人們包含在內了，所以，地景景

記憶，不管是有形或者無形的，可是我想要在這個敘述中間陳述出來的，它其實是一個社會動態的，一個鬥爭

觀、鄉村景觀、生活景都是非常好的。再問一個問題，在臺灣的法令中是否包含了生活景這個詞？還沒有。所

的過程，我必須要強調，空間的場域它其實整個真實的定義，其實在不同的公民團體、社會團體的運作跟角力

以我們有許多國家都擁有相似的問題，而若能留下定義應該是滿有趣的，謝謝。

底下，包含法令、空間的運作，或者像是一些不同的利益團體，地主的利益，或是不同的角色在這中間，都扮
演一定的運作的機制跟功能，最後這個部分，要怎麼樣有一個屬於大多數人的共識？這個部分以山仔后，陽明

學員A發問：

山的案例來說，它其實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它還在持續的爭奪跟進行中，這是第一點。

感謝，各位，我會鼓起勇氣表達以下的話，因為我剛好是住在寶藏巖，在五年前搬來淡水，八年前就在那
邊，當時那個聚落其實跟各位形容一下，那邊是一些老兵，老榮民伯伯，我會有點哽咽，因為對我印象很深

第二點，有關於您指教的整個空間，實質空間保存的部分，我可能忘記列出來，在2005年中國西安，也

刻的是，他們想要表達，因為有一個伯伯，他是看不太清楚，他是幾乎嚴重重聽，你要用身體語言，他沒有子

同樣有一個所謂的西安宣言，這裡面就提到了配置setting，除了整個一個core zone的保存區之外，它還有一個

女，他一人來臺灣，但是當時他們就表達不想搬，他就是住在那邊幾十年了，他是一個熟悉的家裡面，雖然家

buffer zone，旁邊周邊的緩衝區的保存，相對的也是一樣重要，我可能沒有在呈現的時候說清楚，其實我所說

裡面很小，當時在寶藏巖的居民，我們有拍過一些紀錄片，也拜訪過非常多的居民，有些是我的朋友，我受到

的，我剛好想要來挑戰的就是，我們不僅僅是只有保存一個單棟建築物而已，我希望能夠保存它是一個整體的

一些打擊……

景觀，甚至於我的能力所不及，因為畢竟我是一個建築師，是一個空間的專業者，所以很需要各領域的專家，
共同來協助我們，包含藝術、博物館相當多的領域，共同來進入到這樣的場域來討論，什麼樣的空間、使用、

樂生是我接觸，對不起，我先跳到樂生，樂生療養院住的一些人，都是一些得到痲瘋病截肢的一些人，當

未來以及意義。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就回答了您第三個問題，當然參與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我們如果現在不

時我覺得很感慨，當時的日本人就不管你是七歲，你得到這個病毒，或是任何年齡，只要得到這個病，就是不

做的話，或者是像您剛剛提到柏林圍牆的例子，在當時的時勢下面，確實人們不會想要再看到這樣的空間，或

能回家。住在這個地方，日本人蓋了一個區域，它是平面的，平面建築，有老榕樹，很好的磚頭，當時有敲毀

者在中國大陸現在，也紛紛在討論說文革時期的產物，每個地方都有一個叫做小禮堂的空間，是專門用來鬥爭

一些房子，敲都很難敲，用怪手怎麼弄都很難，建材很好，日本人的意思是，你就是一輩子在這裡好好生活，

人的，跟我們在臺灣賣凱蒂貓的小禮堂不太一樣，這是一個鬥爭人的空間。但是這樣的空間，它到底要不要被

一直到你老死，不再能夠跟你的家人聯絡。而在抗爭的過程中，我們的政府是要蓋一間醫院，是整棟的，那

保存下來？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中國也一直在討論，所謂負面、傷痛的記憶過程，怎麼樣被留下來？

居民，那些阿公阿嬤，男女生有分開，什麼舍什麼舍，好幾個區域，男女生分開，而有些是長臥病床，全部截
肢，沒有辦法行走，有些人可以用代步車，有的有一些手指，所以有手指、可以行動的，會去那一棟，去把長

最後回答到，臺灣的法令，確實我有很多的意見，但是我們當然作為專業者，我們還是要遵循法令，可是

臥病床的人照顧到好，然後盥洗……

我一直覺得，就像我剛才所說，法令應該是要來幫助人，而不是要來限制人的，我自己曾經當過短暫時期的公
務員，後來就決定還是要在民間部門服務。臺灣當然對古蹟來說，它有稅的減免，可以完全的，臺灣的土地

廖文卿代理館長：

稅、房屋稅都可以免，確實你修古蹟，政府也會給你一些相對的補助，相對來說，假設你是歷史建築的話，

對不起，請你把握重點好嗎。

好像就沒有這麼好，文化景觀就更不要提，根本沒有任何配套可以執行的機制，這也是我剛才一直提出來的質
疑。其實法這個部分，它都是跟在現實的狀況之後，以臺灣的狀況是這樣子，才來做一些修補式的立法，他們

學員A發問：

也比較沒有前瞻性，最多就是引用西方一些進步國家，這當然是被殖民國家的歷史的悲哀，可是這沒有辦法，

好，我的意思是指說，我非常高興能夠參加這個會議，希望在座每一個人，或者是說有些官方人員、公務

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透過公民團體的力量來影響法律，甚至制訂一個比較適合我們未來發展，跟有前瞻性的

人員，以及律師，我有收到你強大精神的震撼，我覺得臺灣非常需要你。因為我不是這些專業的能力，我只

法令，這個是這三個回答。

能說，我聽到、認識的一些人，在樂生漸漸的死去，他們因為焦慮，吃了非常多的藥，加上行動不便跟鬱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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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的死去。我想問兩個人，一個是在我搬到這邊來之前，動工之前就有幾個藝術家，我知道至少兩位以上，

廖文卿代理館長：

像葉偉立，他都有參加雙年展，當時寶藏巖的聚落，就已經有一些藝術家在那邊，也有音樂性的外國朋友會在

不好意思，我要站起來，不要耽誤大家太多時間，各位如果還有什麼問題，可以個別找老師再去做一個詢

那邊辦活動，那徵選駐村藝術家，請問葉偉立有名額嗎？他是受邀回去嗎？這是我的問題。還有就是希望說，

問。非常謝謝這兩天各位的參與，也謝謝所有講者，我覺得禮拜六、禮拜天辦研習，能夠全程參與的真的不

如果大家，你們這些專家可以提供，蒐集聽到在地人的認同跟聲音，他們希望的建設，都可以符合到他們的需

簡單，尤其我們詹森教授，從德國那麼遠，來來去去花那麼多時間，講者要撥空去準備這些資料，非常感謝各

求，謝謝。

位。也謝謝OURS，都市改革組織黃老師率領的團隊，這幾個月來，真的辛苦聯絡籌備的工作，讓這個活動能
夠圓滿，後續各位有什麼問題，隨時跟我們聯絡，或是跟黃老師聯絡，我們都樂意提供一些解答，或是資源的

蘇瑤華副館長：

方向，謝謝淡江高中提供這麼一個好的環境給我們使用，也謝謝淡江建築系的同學這幾天的幫忙，更感謝各位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就是由上而下，這是一個必要之惡，當然在轉折的期間之內，我們很希望能夠地方

從頭到尾的參與，祝各位健康快樂，謝謝各位。

復全。第二個，回應你剛剛提到的，因為藝術家的進駐，在臺北市的實踐，它是一個徵選制，也就是說，到現
在為止如果他沒有提出申請，事實上他就不會是當中一個名額，因為可能沒有任何的特權，可以給單獨的藝術
家，尤其它是一個品牌系統，就是你沒有來申請，他就不會有的。我覺得你剛剛那個巨大的傷痛，這事情是我
們其實念茲在茲，不管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覺得我們都是非常警醒，但是它一定會有一些缺漏，我也非常
同意你剛剛的看法，其實我覺得一件複雜的事情，它需要各種不同的角度的人共同來做。
廖文卿代理館長：
謝謝，我們最後一位，不要耽誤大家太多時間。
學員B發問：
是這樣子的，我想說謝謝徐建築師，能夠關注於山仔后的美軍宿舍。因為本人比較常接觸的一些建築群，
是關於地方比較嫌惡的單位，我接觸的是關於鐵道，在臺灣很多關於台鐵相關的、具有價值的，比如宿舍群、
建築群，也是對臺灣交通歷史非常具有紀念意義的東西。但是這一些東西，因為台鐵現在當今負面的印象太
多，所以不管是社會大眾也好，還是說當地的居民也好，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是對台鐵這些東西非常厭惡，甚
至趕快欲拆之而後及。能夠看到美軍宿舍受到比較好的對待，至少有居民出來做維護，我覺得這塊區域是比較
幸福，也謝謝你在這個美軍在臺灣留存記憶方面做的努力。我想台鐵的很多東西在臺灣，受到長期的輕視或者
偏見，臺灣有不少東西其實還需要很大的努力，甚至要面對很大的壓力，謝謝。
徐伯瑞建築師：
謝謝這位朋友還有後面這位小姐，我想說，首先我要先澄清一點，假設你真的要感謝的話，真的要感謝山
仔后這些熱心的居民，其實真的是他們，包含OURS在當時跳出來，做一些保存的社會運動，或者是他們一直
持續監督著台銀跟政府，所以才會有今天這樣的一個成績。我相信包含樂生院的事情，我也很關心，不過那時
候我人不在臺灣。所以我覺得，這些剛好就是能夠透過研討會的力量、場合，把大家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共同
來關注這樣文化資產，我覺得，真的要感謝的是社區居民，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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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Outcome Report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林倩綺女士致詞

專題對談〈空間與歷史的協奏〉文化局文化資產局副局長施國隆先生發言

與會貴賓們合影

專題對談〈空間與歷史的協奏〉堀込憲二教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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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Outcome Report

專題對談〈空間與歷史的協奏〉交流對話

專題演講〈生活景─近身景觀價值的發現與社區營造〉後藤春彥教授發表

專題對談〈空間與歷史的協奏〉與談分享

專題演講〈生活景─近身景觀價值的發現與社區營造〉後藤春彥教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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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Outcome Report

專題演講〈世界遺產、歷史城市、永續發展〉林志宏教授發表

專題演講〈立基於過去之未來─文化與認知〉邁克爾‧詹森教授發表

專題演講〈世界遺產、歷史城市、永續發展〉林志宏教授發表

專題演講〈立基於過去之未來─文化與認知〉邁克爾‧詹森教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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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對談〈以大地為名的環境藝術〉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廖文卿代理館長主持

專題對談〈以大地為名的環境藝術〉彭孝卉小姐發言

專題對談〈以大地為名的環境藝術〉差事劇團鍾喬團長發言

專題對談〈以大地為名的環境藝術〉相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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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佛克斯 Folkestone：一個透過文化及教育以振興新生的案例研究〉尼克‧艾班先生發表

專題對談〈在環境中的創作：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竹圍國際創藝總監蕭麗虹女士主持

專題演講〈佛克斯 Folkestone：一個透過文化及教育以振興新生的案例研究〉回應學員提問

專題對談〈在環境中的創作：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與會貴賓們細聽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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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對談〈在環境中的創作：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匯川聚場藝術總監張忘先生發言

專題演講〈博物館作為方法：從民間智慧研究到社會資源策劃〉陳沛浩先生發表

專題對談〈在環境中的創作：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金枝演社藝術總監王榮裕先生發言

專題演講〈博物館作為方法：從民間智慧研究到社會資源策劃〉與學員熱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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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藝術群聚創新轉進：台北寶藏巖共生聚落文化治理的一段敘事〉蘇瑤華女士發表

綜合座談，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廖文卿代理館長主持

專題演講〈生活、環境與記憶：山仔后文化景觀保存與活化策略〉徐伯瑞建築師發表

綜合座談，邁可爾‧詹森教授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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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

學員們參與踴躍

綜合座談

研討會順利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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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貴賓參訪淡水，張志源建築師導覽

10月19日 貴賓參訪淡水

10月19日 貴賓參訪淡水

10月19日 貴賓參訪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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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貴賓參訪淡水

10月20日 貴賓們參訪新北市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

10月19日 貴賓參訪淡水

10月20日 貴賓們參訪新北市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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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報到

大會花絮

學員報到

大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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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花絮

大會花絮

大會花絮

大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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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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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 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