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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再生產：一個無形文化資產哲學
芻議＊
林崇熙＊＊

摘要
臺灣許多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發展困境都源自於無形文化資產保存領域尚未
有眾人共同接受的哲學基礎。文化資產保存這般的「前典範時期」領域，急迫需要
建構其哲學基礎，俾能憑以解決種種文化資產指定、修復、傳承、紀錄、管理、維
護、經營、再利用等面向的疑義與糾紛。本文提出以「好文化」做為一種無形文化
資產的世界觀，以「文化脈絡自明性」來做為一種無形文化資產的價值觀，從「保
存的弔詭」來省思無形文化資產的社會觀，提出以「文化有機生態論」來做為無形
文化資產的知識論，以「情感與用心」來呈現無形文化資產的美學觀。最終希望能
從哲學觀點建構無形文化資產的再生產性。
關鍵詞：無形文化資產、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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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文化資產哲學的必要性
原住民傳統文化是臺灣珍貴的無形文化資產，但是，多少年來，國家公園法、
森林法、土地法等種種國家法令不斷地讓原住民傳統文化受到摧殘而萎縮。傳統技
藝是珍貴的無形文化資產，但是，走進竹山此竹工藝重鎮中，找不到幾戶人家在生
活中普遍地使用竹工藝製品。在國家強力語言政策主導下，各地方言或各族群母語
做為無形文化資產卻在年輕一代快速地流失中。在鹽田全面廢曬後，關於曬鹽的技
術做為無形文化資產正隨著老鹽工的逝去而消失。當年被指責為背離傳統但卻盛極
一時的金光布袋戲，曾幾何時也成為需被保護的無形文化資產了。1這些現象都顯現
了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目前尚缺乏價值共識。政府已經頒佈且數度修訂「文化資產保
存法」
，並設有各級專責機構進行各類文化資產保存工作，為何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的
糾紛、衝突、遺憾、消失等仍然層出不窮呢？這並不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一句話
可以涵蓋，也不是因為公務人員執法不力之故；而是因為臺灣無形文化資產保存領
域與廣大的社會都尚未有眾人共同接受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哲學基礎。
哲學不是定義出來的一串言詞，也不是哲學家的複雜艱澀語彙之構成，而是一
個生命或一個領域的基本假設、基本理論、基本關心、與生命發展的走向指引。成
熟的學科典範（paradigm）已經有著哲學共識，因而不會問其自身的哲學命題。然
而，像文化資產保存這般的「前典範時期」領域，才急迫需要去建構其哲學基礎，
俾能憑以解決文化資產指定、修復、傳承、紀錄、管理、維護、經營、再利用等面
向的種種疑義與糾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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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形文化資產方面的問題，不管是古蹟指定（如樂生療養院保存案、嘉義稅務出張所保存案、北投
農會穀倉案等）、古蹟修復（如鹿港龍山寺修復爭議、臺南大天后宮媽祖神像案、彰化元清觀燒毀重
建案等）
、古蹟再利用經營（如侷限於再利用為博物館、餐廳、咖啡廳等）
、古蹟管理（基隆砲臺之荒
蕪）等，真是層出不窮。
孔恩（Thomas S. Kuhn）
（1970）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以「典範」概念來描繪科學運作的內涵。
在一個物理學「典範」中，物理學家們具有共同的世界觀、價值觀、遊戲規則等，而對「何謂物理學」、
「如何進行物理學研究」
、
「誰是物理學家」
、
「學術成果應接受評審」等學術規範有著高度的共識。因
此，在一個成熟的典範中，物理學家們不會爭議「何謂物理學」
，也不會爭議誰的發言才有正當性；
於是，物理學家們依照典範的指引而不斷地精鍊典範來探索大自然奧秘。相對於成熟的典範則是「前
典範」時期，此意味著關於某個研究領域尚處於紛亂的「戰國時期」，誰是合格的研究者並不確定、
何謂學科的研究範圍莫衷一是、如何進行研究則各說各話、何謂研究成果的優劣更是各執一詞；換句
話說，處於「前典範」時期的領域，不但參與者五花八門，參與者的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等都紛
紛雜雜而無共識，所謂的「遊戲規則」更是爭奪的戰場，而不是評判的標準。從鹿港龍山寺修復爭議
案例來看，臺灣文化資產保存領域目前仍處於戰國時期般的「前典範」時期。見林崇熙（2006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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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哲學需要處理文化資產相關的理念、價值觀、世界觀、時間觀、知識
論、發展模式、發展機制、實在論、倫理觀等命題。在文化資產世界觀方面，會問：
文化資產的理念為何？有沒有文化資產對人們或社會將有什麼差別與影響？如何面
對即將消逝的文化資產？在文化資產的時間觀方面，會問：時間對文化資產的構成
影響及定位影響？文化資產發展有沒有規律性？在文化資產的價值觀方面，會問：
何謂文化資產？從誰的觀點來決定文化資產價值？什麼不會是文化資產？文化資產
的判準為何？也會考察文化資產的意識型態為何？（如芝山巖事件案例、桃園神社
案例、苗栗通霄神社案例等）再來看，如果文化資產的歷史價值基礎改變了，如：
解構吳鳳神話之後，該如何看待古蹟吳鳳廟呢？在文化資產的社會觀方面，會問：
文化資產成立的基礎條件為何？文化資產中的權力機制為何？更會思考：為何有了
文化資產保存法還是無法順利地保護文化資產呢？在文化資產知識論方面，會問：
文化資產如何被建構出來？文化資產的論述如何形成？文化資產相關的知識為何？
這些知識如何成立？有哪些是虛假知識或虛假命題？上述種種都將歸結到文化資產
的實在論：即文化資產保存與修復時有多少種判準與樣態？所謂的「真實性」究竟
有何問題？最後，得問文化資產的倫理觀，包括政治倫理、修復倫理、蒐藏倫理、
研究倫理等，這些都牽涉到種種文化資產保存工作的道德規範與價值判斷。
上述種種文化資產保存的哲學命題，都難以在文化資產保存法中明訂法條來落
實，而需要透過種種論述（discourse）與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來建構文化資產
保存的邊界、價值、認同、專業、社群、與典範（林崇熙，2006b）。如果缺乏文化
資產保存的哲學基礎，就會看到國定古蹟彰化元清觀正殿焚燬後，在缺乏明確的修
復資料下，因自限於文資法「原樣原貌原材料原工法」的緊箍咒而手足無措；也會
看到鹿港龍山寺的彩繪由於無法考證而遲遲不敢修復；更會眼睜睜地看著諸多語
言、技藝、民俗、節慶等無形文化資產的在開班傳習的情況下卻日漸消逝。

二、好文化：一種無形文化資產的世界觀
當我們問「科學的世界觀」時，包括自然科學如何看待世界（有機觀或機械觀）
、
這個世界是什麼（有秩序、規律、恆定）
、科學要做什麼（解謎、發明、專利、維護
和平、拯救世界）
、科學的範圍到哪裡（即什麼是科學要處理的對象）、為何要透過
科學的方式來看待世界（即這個世界如何看待科學）等，總括來看，就是問「科學
的內涵」是什麼。以這般的思考來看無形文化資產的世界觀，就是問「無形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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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內涵」是什麼。此分兩個層次，其一是靜態的結構，其二是動態的作用。
就無形文化資產世界觀的靜態結構一環一環由內向外來看，我們需瞭解無形文
化資產的價值何自（如來自本質性自明性、真實性、脈絡性自明性、或脈絡性建構
性）
、無形文化資產的範圍、誰的無形文化資產、無形文化資產論述（包括學術領域、
國家政策、民間觀點等）的意識型態或基本立場與觀點（也就是各方行動者如何看
待文化資產）
、從無形文化資產所呈現出來的世界是什麼等。就無形文化資產世界觀
的動態結構來看，我們需要瞭解的是無形文化資產能夠處理什麼、無形文化資產能
夠扮演的角色為何、無形文化資產能改變什麼、沒有無形文化資產又會如何？換句
話說，無形文化資產並不是一個被指定、欣賞、保存、維修的對象物（objects）而
已，更是一個具有能動性的積極力量與角色（agency）
，同時也是一個具有轉化作用
的「機制」
（mechanism）
。
如果沒有把無形文化資產世界觀思辨式地釐清，會出現什麼問題呢？若沒有掌
握無形文化資產價值的建構性與脈絡性，也尚未發展及經營出其價值論述，則縱然
指定無形文化資產且進行調查、紀錄、傳承、研習等活動，都難以吸引電腦螢幕前
的年輕族群。再就無形文化資產世界觀的動態結構來看，無形文化資產既然是一個
具有改變社會的能量，則在消極面我們就得警惕地分析無形文化資產的意識型態（如
國族主義）
、作用力（如神話）
、作用效果（如強化認同）等，是否在某個時代為某
個權力所操弄。在積極面我們應該在省思當代社會的問題的同時，也挖掘無形文化
資產所蘊含的先人智慧、優秀技術、感人故事、環境氛圍等來解決當代社會問題。
換句話說，我們若能讓無形文化資產成為當代的積極能量，就有可能使無形文化資
產成為生活中的新價值，此又指向「無形文化資產價值」的建構與經營了。若要讓
無形文化資產成為社會文化發展中的積極角色，就得先問：透過無形文化資產而企
望促進何種樣態的文化發展呢？也需問：無形文化資產需在何種文化生態才能順暢
舒展呢？
雖然我們尊重每一種文化樣態或族群文化，但是，並非以相對主義的態度來主
張「存在就是合理」
；雖然我們避免菁英主義或權力中心的思考來評比各種文化，也
難以避免個人主觀的愛憎喜惡，但是還是應提出評價文化的標準，方能釐清影響無
形文化資產發展的文化環境是否良善，及使一個地方或組織有著努力的方向與願景。
一個「好文化」要能讓各種生命都有生存、成長、與發展的機會，從而達到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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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生命能於此「適性自在」地達到「天生我才必有用」
。相反的，「不好的文化」
就是以單一的價值、單一的制度、單一的標準、單一的方式來要求各種多元異質的
生命，結果使得大多數的生命都被不適當的制度性要求與價值規範所委屈、壓抑、
扭曲、或排除。在此意義下，一般上流社會的菁英文化，如果趨向單一價值，也就
有可能是「不好的文化」
。唐朝的文治武功極盛一時，然而，到了中唐以後，由於安
祿山之亂的衝擊，許多軍政大權逐漸旁落的節度使身上，特別是遙遠邊境的河朔三
鎮（成德、盧龍、魏博）
，杜牧〈范陽盧秀才墓誌〉曰：
「秀才盧生，自天寶後三代，
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
球飲酒，射馬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也就是說，在這般的崇尚武
功的文化中，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導向單一的軍功晉爵，則其他的儒釋道或文藝之事
自然就沒有出路了。
臺灣過去的聯考制度，被稱讚是「公平」且能促進社會階級流動。可是，依照
上述「好文化」的基準來看，過去的聯考制度是「不好的文化」
，因為它以國文、英
文、數學、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等課目來規範所有生命。令人難以理解
的是，為何一個感性靈動的文學家也需要解數學方程式，來爭取分數以進入大學研
習文學？再加上文憑主義及升學主義，使得有志於傳統技藝、民俗等無形文化資產
的青年難以獲得家庭或社會的認同。3
「好文化」的第二個基準可由馬斯洛需求理論來觀察。
（圖 1）如果一個文化的
關注點還在於「生理需求」或」
「安全需求」層級，也就是還比較是在「生存」或「物
質」層面者，其文化層級就較低。相對的，如果此文化的關注於價值指向是「愛與
歸屬」
、
「自尊」
、及「自我實現」等精神層面，其文化深度與廣度就會愈來愈好。此
時所言並不是單純地以「心物二元論」來讚揚「精神」而貶抑「物質」或「生理」，
而是以前述「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生命自在感」與「生命發展性」來思考。在一
個還得奔波於「生存」壓力的人或社會而言，其思考很容易在「拼經濟」的壓力下
趨向單一化；也就是說，為了「拼經濟」而很容易就犧牲掉環境生態（例如六輕、

3

就此來看，教育改革原本是要趨向「好文化」的。教育改革的「統整教學」
、
「多元入學」等原本應該
是要創造多元學習的機會及多元升學的機會，從而讓各種生命都有發展的機會。可是，一方面教育改
革沒有好好地發展出以「文化」為內涵的哲學基礎來說服大家，二方面從事教育的人員也沒有認知到
教育改革的內涵，使得教育改革陷於「一綱多本」或「一綱一本」的枝節中而成為政治鬥爭的籌碼，
實在是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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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輕、大煉鋼廠、蘇花高速公路）
、犧牲掉人權與歷史（例如樂生療養院遇到捷運工
程）
、犧牲掉地方空間紋理（例如許多老街因為道路拓寬而消失）、犧牲掉無形文化
資產（例如強迫孩子去讀就業容易的熱門科系，而不准去學傳統技藝）等。在因為
「生存」而導致的價值單一化下，很難去達到「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生命自在感」
與「生命發展性」
。

圖 1:馬斯洛需求理論

當一個社會邁向「自我實現」層級時，意味著已經遠離「生理」與「安全」的
層級，更已經遠離貧窮線；此時，不該再以經濟收入為社會評量基準，而應該以「自
我實現」為目標來思考。當一個文化中的人們在各個領域都努力追求該領域的最高
境界以「自我實現」時，那個文化自然就會有很高的文化競爭力與經濟競爭力。也
就是說，當人們願意為自己的理想或愛好而投入生命去努力時，必然會全心全意地
追求最高境界，此時就會將其水準不斷地提升，而逐漸形成整個社會講求品質與品
味的文化，自然就會在各個產業領域都逐漸地提升生產力與競爭力。
因此，對於內涵豐富且樣態多元的無形文化資產的提倡、傳承、與保存，將有
助於整體社會的文化多樣性發展，從而促進各種生命都有生存、成長、與發展的機
會。換句話說，對於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不僅在於其永續發展，更在於經營整個
社會文化成為一個「好文化」
。相對來看，在一個「好文化」的社會中，能夠達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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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現」的種種生命活動都能得到尊重與重視，則無形文化資產就能得到滋養的沃
土了。

三、文化脈絡式自明性：一種無形文化資產的價值觀
無形文化資產依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解釋為「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
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
工藝品和文化場所。」4而存在於口傳、表演藝術、社會習俗、祭典、節慶活動、有
關自然宇宙的知識與習俗、傳統工藝等；則其承載莫不在「人」的身上，或者在於
人與人相處而出現的文化活動中。無形文化資產得以成立的關鍵在於其價值感與意
義感是否能被營造出來，並且廣泛地讓社會大眾認知、接受、喜愛而願意視之為無
形文化資產來保存之。那麼，
「人」就是無形文化資產得以成立的主體了。
「人」是無形文化資產的主體看起來似乎沒有疑義；然而，卻因為以「人」為
主體而常使無形文化資產蒙受許多問題與災難。首先，當人以經濟利益考量為先時，
就會發生廟宇興建時貪圖便宜貨，因而使用外來廉價質粗的石雕與木雕，不但打擊
臺灣優良的石雕業與木雕業，致使相關技藝逐漸流失，而且降低了廟宇的藝術水準。
其次，當無形文化資產以人的意志為決策時，就可能會發生因意識型態掛帥而使得
無形文化資產蒙受災難。例如在國語政策下，各種族群的母語或方言都受到嚴重的
打壓而快速流失，連帶著族群認同都受到深遠的負面影響。
當我們說「人是無形文化資產的主體」時，如果導向「人的意志決定無形文化
資產」
，是否意味著無形文化資產本身不具自明性呢？是否意味著無形文化資產不具
備超越種族、文化、國界、時代的特質呢？「人決定一切」及「物自身具自明性」
二者都是極端；無形文化資產的內涵是介於此二者之間，一方面人們決定了無形文
化資產的命運，另一方面人們卻基於文化共識而建構出無形文化資產自身的「文化
脈絡式自明性」
，也就是說，處於某個文化狀態時，當下的人們會共識地認知到為何
者值得成為無形文化資產來保存，這些無法以言語來描述、定義、或正面表列，更
無法以法令來判定。這般的「共識」固然仍是以「人」為主體，但所反映出來的就
是無形文化資產的「文化脈絡式自明性」
。不同的文化可能會有不同的「共識」
，也

4

此為 2003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巴黎所訂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內容，見鄭培凱（200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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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使某些無形文化資產「自然而然」地被留存或消失；能被留存的無形文化資產
就會被指稱為具有「自明性」所以才被保存。
因此，以「人」為主體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需能預防權力者個人意志或經濟
利益考量而逕行之決策。此「預防」之道不在法令是否嚴密，而在於全民是否具有
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的共識，也就是要能構築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的「文化脈絡性」
，從
而營造出無形文化資產的「自明性」
，逼使權力者不敢違逆整個社會的共同價值觀。
日本京都有些古寺立下公告，凡住宿於某座高層旅館中的旅客，一律不准入寺
參拜，因為這座現代化旅館基於經濟效益而蓋得很高，與京都此古都的文化風貌格
格不入。事實上，沒有人會查核入寺者究竟住在哪裡；此禁令公告僅是一種宣示，
表示對這座高層旅館的抗議，及對古都文化風貌維護的自我期許。
一般有形文化資產保存僅對於建物或物件本身的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
值進行評估與判定，卻很少對於此建物或物件所處環境的文化價值保存進行思考。
文化資產的文化價值，不僅在於其自身的歷史意義，更在於其所處的文化環境氛圍
讓此文化資產得到更多的文化加持。一個地方的文化氛圍讓人們願意付出更多的心
力來護持文化資產及相應的生活方式，使得文化資產得到更大的保存機會，從而免
於現代化思潮中的經濟建設所帶來的文化浩劫。
換個角度看，文化資產的保存也對一個地方的文化氛圍做出重要的貢獻。一個
地方的文化氛圍需要靠精彩的傳統技藝、振奮的節慶活動、豐富的傳統智慧、古意
盎然的老建築、傳承堅持的傳統產業、適性自在的生活方式、人性尺度的古老街道、
特色風味的地方小吃、……等共同形構而成。也就是說，生活在此地的人、文、地、
景、產等都對於此地的文化價值與文化氛圍有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當文化氛圍護持
著文化資產時，此文化資產也同時護持著文化氛圍。當一個地方的文化價值讓人們
願意選擇傳統文化生活而保存文化資產時，此文化資產也提供了人們能過著傳統文
化生活的重要空間，從而凝聚了此地的文化價值。
京都不會出現類似 101 的高樓大廈，是因為京都的文化價值不在於高樓。會出
現 101 的地方是因為缺乏傳統文化的氛圍，而僅有如同世界各地許多新興現代化城
市的相似容貌，從而以現代化都市的重要風貌—超高層建築—來做為比較的基準。
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價值從來不在於建築有多高，就像一個人的文化水準從來不
在於他的身高有多高，一所大學的學術水準也從來不與其樓層高度相關一樣。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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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沒有文化內涵，才會在汽車、鑽戒、洋房、服飾等外在物質上炫耀自己。這種
炫耀不在於自己多麼光彩，而在於透過這些虛幻的光彩來掩飾自己的空虛與寂寞。
種種無形文化資產所架構起來的多元文化內涵與文化厚度，正是一個地方最珍
貴的文化價值所在。因此，文化資產的維護不僅在於有形文化資產的形體樣貌，更
在於維護無形文化資產的適性發展，從而維護了此地的文化價值。同時，也唯有維
護了此地的文化價值，也才能讓文化資產受到重視與保存。
落實一個地方的文化價值維護，需從其歷史脈絡、文化樣態、生活系統、生活
方式等面向來用心。就「歷史脈絡」而言，鹿港的文化價值不僅在於許多珍貴的古
蹟、歷史建築、傳統街屋、聚落等有形文化資產，更在於歷史長河中發展出來的種
種無形文化資產如：閤港廟的宗教信仰、七月普渡等宗教活動、蔚然成風的詩書文
學、自然成長的空間紋理、源於血緣或地緣的聚落形式與生活圈、角頭廟影響圈及
隘門防禦圈的鄰里組織、及衍生自宗教信仰的神桌、雕刻、錫藝、燈籠、彩繪、製
香等種種傳統技藝（林會承，1983）
。如果將鹿港的宗教信仰抽離，則源自宗教信仰
的種種傳統技藝就失去其歷史脈絡。也就是說，保存無形文化資產不僅在於技藝傳
承，更在於能把握其歷史脈絡，來思考應以何種文化樣態來經營無形文化資產，從
而確保一個地方的文化價值。
就「文化樣態」而言，金門的甲頭組織、原住民部落的長老系統、宗族的祭祀
公會、廟宇神明會等至今仍是地方事務運作基本機制，因此，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若
能得到生活系統組織的支持，或者能與生活系統組織的運作相結合，就較有可能讓
無形文化資產保存成為地方人們生活的環節，並因而得到良好的經營維護。換個角
度想，當地方組織系統涵養著無形文化資產保存時，無形文化資產保存也同時能維
護著地方系統組織的良善運作。
就「生活系統」而言，一座傳統市場能成為城鎮的無形文化資產，是因為它不
但滿足許多居民每天生活飲食所需，也能滿足一年四季節慶特殊需求。另一方面，
它的運作方式立基於其特殊的人際關係、產業關係、地緣關係、文化關係（尤其是
與廟宇的關係）等，因此，當廟宇節慶帶動了許多特殊需求時，市場攤販也透過提
供節慶所需來提醒人們節慶的到來，及支撐著節慶的綿延運作（余國信，2007）。
就「生活方式」而言，無形文化資產是社區人們生活紋理中的哪一個角色呢？
當大人帶著孩子在夕陽下漫步時，或者在一年四季的變化中，人們的空間閱讀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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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呢？大人在此地會教導孩子什麼呢？這些就是地方感的最重要來源。無形文化資
產是不是地方人們地方感的來源呢？無形文化資產是不是地方人們生活紋理中的核
心角色呢？無形文化資產是不是地方人們教導孩子時的重要內容呢？也就是說，無
形文化資產需要能成為地方人們生活方式中的重要角色才行。
由上述而看，無形文化資產保存並不是紀錄、傳承、推廣而已，更需以無形文
化資產及其相關人們在此地的歷史脈絡、文化樣態、生活系統、及生活方式來進行
整體思考與實踐。當地方人們的生活方式、文化價值、人際關係等地方文化的重要
內涵因為無形文化資產的維護而得到深厚的發展時，這也是無形文化資產維護人們
的另一層意思。

四、保存的弔詭：一種無形文化資產的社會觀
保存無形文化資產對於關心文化價值的人們而言，是無庸置疑的價值觀。但是，
我們卻不能忽略無形文化資產保存概念的內在弔詭，否則，我們難以理解，為何許
多年來的傳統技藝傳承不斷地挫敗？在不斷地研究與記錄下，許多族群母語及口傳
文學卻不斷地流失？
其一，如果無形文化資產是瀕臨絕種，則保存此文化物種的意義何在呢？依照
達爾文演化論來說，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自然運作的規律。因此，某個物種在
「自然」環境下由於無法適應環境而被淘汰，毋寧是「很自然」的事。5當今我們致
力於「保育類」物種的存續，是因為其危機乃人類過度擴張所致，而非「自然」環
境的變遷；此為人類介入「保育」的重要基礎，也就是說，來自人類癌細胞般地侵
奪導致的「人工危機」
，方才需要「人工保育」式圈地為保護區等等。如果在「自然」
環境下應該被淘汰而竟然被「人工」地留下來，意味著此物種已經無法「自然」地
存活了。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律並不意味著放任一切不管而任憑競爭。所謂的

5

達爾文所稱「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律並不等於帝國主義所主張的強權理論。所謂的「弱肉強食」
的叢林律不在於強者統治一切，而是任何生物都有其生存區位（niche），老虎固然能吃兔子或斑馬，
但是卻無法「統治」或「奴役」兔子或斑馬。也就是說，固然「弱肉」會被「強食」，但是，環境變
遷時，
「強者」卻不必然比「弱者」更能夠存活。再者，所謂的「強者」也不必然能夠吃到「弱者」
（例
如老虎要吃到小鳥還蠻困難的）
。而所謂「弱者」也有各式各樣的生存方式（如箭豬、刺蝟、竹節蟲
等）。達爾文理論強調的是「適者生存」而非「強者生存」
，即為其微言大義。見 Darwin（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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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不管」意味著某些力量將如癌細胞般地擴張與掠奪。由於人類社會的運作是
透過制度安排，因此許多的競爭並非「公平」
，而常常是透過種種制度的「不平等」
與立足點的「不平等」來再生產更多的「不平等」
。在此意義下，才提供了人為介入
以調整此不公平的理論基礎。因此，再回到「文化物種」的瀕臨絕種來看，語言╱
工藝╱舞蹈╱音樂等等無形文化資產的衰頹，是因為某種不平等的力量所壓迫而導
致的嗎？還是因為文化環境的變遷而不適應所導致？如果是因為不平等的壓迫，則
我們可以介入來消除此壓迫。然而，如果是環境的變遷導致某種所謂「無形文化資
產」的衰頹，則僅僅動用行政力量來賦予法定文化資產地位、舉辦人才傳習班、保
障藝師生活無虞、紀錄保存演出內容等，若沒有考察出來自環境變遷的問題來解決
或轉型適應新環境，則種種的保存努力都將可能歸於鏡花水月。
無形文化資產的存在有兩個重要要素，其一是體現在活生生的人的身上，其二
是體現在仍在進行的生活中。此與沒有人住的古蹟、找不到活體的考古遺址、保存
於博物館恆溫恆濕空間而不再使用的古物等相當不一樣。
無形文化資產既然必需活生生地存活在生活中，那麼，該如何保存「生活」呢？
我們固然可用數位典藏、錄音、錄影等方式來記錄，也可用人才培訓班來傳承技藝，
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讓這些藝師或民俗承載者願意繼續以這種方式生活，同時
也吸引源源不斷的年輕人願意以這種方式來生活。這裡的重點在於「生活方式」而
不在於「技藝傳承」
。
「生活方式」意味著宇宙觀、價值觀、倫理觀、人際關係、社
會網絡、知識、技術、產業等的綜合體。無形文化資產必需植根於此「生活方式」
中，且在其中扮演著某種社會角色，而成為眾人喜愛的對象或值得驕傲的成就等。
如果僅僅以保育的方式留存著相關「技藝」
，而相應的「生活方式」變遷或消逝了，
則此無形文化資產原本的社會意義也將隨之消逝。那麼，所謂的保存，僅是保存其
形體，而卻沒有靈魂。
許多的傳統工藝都面臨著年輕人不願繼續承接的問題，政府也就因應著辦理人
才培訓班。然而，卻都沒有仔細思考，此傳統工藝在當年的社會角色為何？在當今
的生活角色為何呢？以竹編為例子，早年家家戶戶都使用竹編產品在生活的許多面
向，如菜籃、碗籃、提籃、籮篩、竹椅、竹桌、竹枕、竹床、竹席、……等，可謂
琳瑯滿目而錯落於人們的生活周遭。然而，在當今的生活中，還有多少竹編製品存
活於我們的生活中呢？絕大多數的上述生活用品都是塑膠製品、金屬製品等。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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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傳統工藝政策則將竹編等導向「精緻藝術」
，企圖將生活用品的竹編轉型為觀賞
藝術價值的竹編藝品。此看起來是將傳統工藝「高級化」或「產業升級」的政策，
卻弔詭地將傳統工藝徹底地拔除於日常生活之中，也就徹底地消除了傳統工藝原本
的社會意義與社會角色。
當然，生活方式是隨著社會變遷而不斷地改變，我們既然無法將生活方式定格，
就不應將傳統技藝的社會角色與社會意義定格。如果生活方式改變了，而傳統技藝
沒有改變，則其原本的社會意義與文化脈絡將消逝。如果生活方式沒有改變，而傳
統技藝改變了，則傳統技藝有其自我進展，而無須憂慮是否該保育。如果生活方式
與傳統技藝都與時俱變，則所謂的傳統技藝就不再是「傳統」了（如古典布袋戲變
成金光戲，而再演化成電影式的霹靂布袋戲）
，此時若進行「傳統」的「保育」
，就
會出現此傳統技藝已經「去脈絡」化的危機。就目前來看，
「傳統技藝」看似較容易
透過政策介入來傳習，而「生活方式」大概很難「保育」或「保存」
。無形文化資產
的保存就需面對此現實。
當年布袋戲基於廟會之需而以民俗活動及戲劇形式而成就為一種經濟活動。這
種經濟活動的理念不在於資本主義式的利潤極大化，而是做為農業社會精神層次（宗
教信仰）中的一種具象行為（酬神演出）
。在社會變遷、娛樂多元化、布袋戲新戲種
興起（錄音帶布袋戲、金光戲、電視布袋戲、霹靂布袋戲等）之後，能夠兼具前後
場的古典布袋戲快速地沒落。然而，由於沒落而對比出來的「稀少性」
、外國人喜愛
而對比出來的臺灣文化象徵、布袋戲團出國演出而具有文化外交功能、大學教授組
社保存推廣（如西田社）
、民間企業家支持（如大稻埕偶戲館等）、教育部薪傳獎鼓
勵等，都使得古典布袋戲逐漸成為「無形文化資產」
。
古典布袋戲之為無形文化資產，是處在現代社會的新制度、新機構、新娛樂樣
態等環境之下的新社會角色。相對於農業社會中的廟會角色與自求生路，現代國家
透過文化政策而介入古典布袋戲的生命運作，例如文建會的藝文展演補助、地方文
化館、傳統藝術中心的人才培訓傳習、國家文藝基金會的演出或研究經費補助、文
化局的藝文補助、文化節演出、國際偶戲節、假日文化廣場演出、外交部的國際文
化交流演出等，都使得古典布袋戲產生了量變與質變。此時，古典布袋戲不再於廟
口神前演出，而是在國家歌劇院、文化局演藝廳、國際偶戲節、大學禮堂等場所演
出，也就是做為一種藝術與文化經濟而表演，而不再是酬神的一種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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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古典布袋戲的傳承不再是透過戲班的師徒傳習，而是透過國家制度下的
傳統藝術中心、大學課程、文化局人才培訓班、薪傳獎傳藝計畫等途徑與場域。如
此，看似能夠培訓一批批年輕的布袋戲技藝傳習者，然而，少了戲班的師徒相傳，
不但少了種種的「默會致知」知識（tacit knowledge）
，更少了戲班運作所需的「社
會知識」
（social knowledge）及「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這就像懂得電腦資訊
技術，卻不見得能經營電腦資訊公司一般；6如果布袋戲傳承僅著眼於技術而忽略布
袋戲的社會運作與社會網絡，則將使布袋戲窄化成操作技術而離開了社會生活。
再者，古典布袋戲由於演出日少而呈現「稀少性」
、古典布袋戲愈來愈在表演廳
演出、成為研究論文的對象、及布袋戲偶越來越成為私人或博物館典藏對象時，也
就代表著古典布袋戲逐漸離開了民俗生活的場域。在表演廳演出有著太多公務機關
的規矩，在博物館展示或典藏則使得布袋戲偶僅僅是一個靜態物件而不再是千變萬
化的「掌中乾坤」
。
生命的意義不在於還能呼吸還能動，也不在於自我完足而已，更在於社會連結
下的社會實踐。古典布袋戲如果不再於常民生活中有著社會角色，將會逐漸失去其
生命力的泉源。此時，冠上「無形文化資產」的稱號，難道是對於昔日生命的悼念
嗎？
回到原點來思考。生活中為何會出現無形文化資產呢？若我們把生活降到最基
本，就僅剩下「存活」的層面，而去謀求生活資材。關鍵就在於人類會對環境感到
風險式的恐懼與會思考如何面對此風險。人們面對狂風暴雨、河川暴漲、火山爆發、
地震、山崩、乾旱、水澇等，就訴諸於各種神明的喜怒哀樂，從而產生各種祭典或
慶典來安撫（敬畏）各種神明的脾氣。接著，為了傳承某些禁忌或傳統智慧，因而
出現各種傳說或神話，藉以告誡子孫不可貪婪，而應該盡心盡力協助族人以共同解
決生活中的各種挑戰，從而謀求及增進部落眾人共同存活下去的機會。再者，為了
建構部族文化的宇宙觀，並為部落的存在與未來願景提出合法性，因而會有部落的
起源、遷徙等傳說或神話，藉以紮下部族文化的根基。就是這些部落生存的種種需
求，因而出現了我們現在稱呼的無形文化資產如神話、傳說、民俗、祭典、慶典、
表演等活動，以及相應的種種知識與智慧。

6

許多擁有優秀電腦網路技術者自行創業開店，卻因不熟悉財務、行銷、服務、庫存管理、社會關係連
結等種種必要的「社會知識」與「社會資本」
，而短短幾年即關門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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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要談保育這些無形文化資產，必得重新回到原點來思考其過去、現在、
與未來的可能性。如果部落已經不再進行狩獵或種小米，則繼續或恢復狩獵祭典或
小米祭等活動，究竟是何意義？也就是說，當「敬天法人」的虔敬及相應的文化生
活脈絡已經不見時，舊時的文化活動若勉強去恢復或繼續，就僅僅留其外形而失其
內涵與意義。這就像愈來愈多的原住民祭典儀式以歌舞的形式在音樂廳或文化節的
場合中演出，這種場合的演出不再具有祭典儀式的意義，而僅是「原住民歌舞」演
出。一組動作的意義在於其時空脈絡性與參與者共同構築而成，而不在於其肢體動
作等形式表現。也就是說，原住民的祭典儀式若由漢人表演者在音樂廳依樣畫葫蘆
般地表現出來（包括服裝、動作、形式、物件、音樂等）
，都不能稱之為原住民祭典
儀式的重現，因為這些表演者完全不會有原住民舉行此祭典時的神聖性、敬畏心、
及相應於原住民文化才會有的意義性。
（圖 2、3）縱然是由原住民表演者將此祭典
儀式原樣搬到音樂廳，但原本祭典需由長老或頭目來主持進行或角色擔綱，但在音
樂廳上或文化節中，卻是由原住民的年輕表演者來演出，因而失去了原住民文化中
的社會意義。換句話說，此祭典儀式不是任何人可隨意演出；就像漢民族的婚禮中，
若父母健在，斷不可能由隨意一個朋友或路人甲來擔任主婚人。

圖 2、3：布農族八部合音分別在文建會舉辦之研討會上演出。作者自攝。

縱然把原住民的長老、頭目、服裝、動作、形式、物件、音樂等全部原樣原貌
原班人馬都搬上音樂廳舞臺；就物質性而言，這般演出的確最具「真實性」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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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原住民文化而言，一個祭典儀式是可以不擇時不擇地地任意舉行嗎？這就像
沒有結婚事實，不會舉行結婚典禮；沒有死亡事實，不會舉行喪禮。換句話說，我
們真正要問的是，
「儀式」的意義是什麼？儀式表徵了「轉變」之意，成人禮、婚禮、
就職典禮、授證典禮、畢業典禮等都具有社會身份、社會角色之轉變與新社會連結
的意思。此外，儀式亦具有祈福與慶祝的意思，上述種種儀式在賦予新的社會角色
之際，也同時祝福此新的社會角色承擔者萬事順利。7就此意義而言，原住民的祭典
儀式在剝離其文化時空脈絡之後，而受邀在音樂廳演出，就使其祭典儀式喪失了應
有的文化基底。我們邀請原住民到表演廳或文化節中演出，是為了「發揚」原住民
文化，但其實卻無形中剝除他們的文化基底與意義內蘊。
因此，任何的祭典儀式都不應該被當成「表演」來演出，而僅能是在一個表演
中擷取此祭典儀式的元素來運用。愈是抽象地使用祭典儀式的精神與元素，愈表示
對此祭典儀式的尊重。相反的，愈是具像地、形式真實地使用祭典儀式的元素，就
愈是陷此祭典儀式於不義。再換個角度想，如果我們把握與珍惜的是此祭典的「敬
天法人」的精神，就應把握此精神，而在當今的社會樣態、族群社會運作等考量下，
重新思考新祭典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要保存的是「敬天法人」的精神，而不是某
項祭典的形式而已。
再回去看傳統祭典或某項民俗活動等，這不僅是一項活動，而更體現或強化了
某種社會權力結構及社會關係的運作。因此，傳統祭典的消逝意味著在現代社會脈
絡下傳統社會角色的變遷或消逝。也就是說，傳統祭典、生活方式、社會角色、權
力結構、社會關係、相關知識等都是連帶與連動的環環相扣。那麼，縱然我們把握
某個祭典「敬天法人」的精神而與時具變地改良祭典儀式與內容，也會面臨此祭典
相應的社會運作、社會角色、社會關係、相關知識等面向的重大變化。因此，我們
在看待此祭典的意義時，一方面是狹義地看待其精神內涵，另一方面是廣義地看待
其社會角色與社會運作。所謂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就得在這兩層意義的辯證中，
思考究竟要把握與傳承的是什麼。

五、文化有機生態論：一種無形文化資產的知識論
7

縱然是喪禮，也具有「轉變」與「祈福」之意。
「轉變」是指死者在生時的社會角色解除了。
「祈福」
則是一方面祈求亡者在陰間能安息，另一方面則安慰家屬能堅強地面對生活而不要過於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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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Foucault（1973）論及十九世紀以後的知識型（épistémè）時，以 Cuiver
的生物學為例，說明當時以「有機功能論」來看待生物，而不再是十七、八世紀「古
典時期」以結構式的「同一與相異」表象來定位生物。在「有機功能論」的角度來
看，某一生物有多大的身軀與體重，注定它能否具備翅膀來飛行。同時，從一根大
腿骨，就可以推論此生物應該有怎樣的其他部件來搭配，以完成某項功能或其整體
生命功能。此外，此生物的生命功能還需某種環境來支撐。因此，我們可將「有機
功能論」延伸為「有機生態論」
，表示物種需同時具有自身系統性與環境系統性的支
持。
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若從「有機生態論」來思考，會是怎樣的狀態呢？首先，無
形文化資產若像一根腿骨，而整體社會環境就像是一個生命體，也就是說，無形文
化資產是這個社會環境生命體的一部份時，那麼，我們就得問，無形文化資產在這
個社會環境生物體中扮演什麼角色與功能？然而，當今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並沒
有將無形文化資產看成是環境生命體的一部份，而僅僅關注在某項文化資產的本體
上，就如同沒有看到整個生命體，而僅僅關注一根腿骨一般。
再從另一方面來看，若將無形文化資產看成是一個生命體，我們就得問，這個
生命體的生命功能是什麼呢？在過去、在現在、在未來，這個無形文化資產的生命
展現了什麼？促進了什麼？更進一步地，此生命體在其所處環境中，能夠發揮怎樣
的功能呢？可是，如果我們僅將無形文化資產看成是一個技能或活動，而沒有將此
無形文化資產看成是一個生命的永續經營與發展，那麼，這個無形文化資產就會成
為不具生命靈魂的軀殼了。
那麼，在無形文化資產是一個生命體時，讓此生命體具有活活潑潑的生命力的
眾要素是什麼呢？這些要素的有機組成機制為何呢？「人」在無形文化資產的生命
歷程中永遠是最重要的一環，然而，
「人」也是無形文化資產生命史中變動最大及最
無法掌握的要素。可是，當前我們在看待無形文化資產保存時，卻僅僅看到無形文
化資產的調查、紀錄、與傳承，而卻沒有注意到真正的關鍵在於變動不居的「人」
啊！因此，若我們從十七、八世紀的結構式表象來看，及對比於十九世紀的有機功
能論來看無形文化資產，則我們將如何看待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的方向與行動將會非
常地不同，這些都牽涉到關於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的知識樣態。
以產業運作中的工廠為例來看無形文化資產的知識樣態。一座工廠的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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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通常被歸類為有形文化資產（如竹仔門發電廠做為古蹟或臺東糖廠做為歷史建
築）
。但是，我們得問：一個企業或一個工廠的存在意義或價值是什麼呢？就像一所
大學，其存在的意義是研究與教學，因而我們要檢視的不在於建築是否宏觀，而在
於老師的研究是否優良、學生的程度是否優秀、及畢業生的表現是否獲得肯定。換
句話說，學生畢業後，
「理論上」因為不再有學籍而不是此校學生，但是，其表現卻
是此校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學校將因畢業生的傑出表現而感到光榮。因此，畢業生
的表現就是此校的延伸式無形文化資產。就一座工廠而言，其文化資產包括建築（廠
房）
、聚落（宿舍或廠區）
、遺址（神社）
、機具、文物、文獻、自然景觀、文化景觀、
民俗活動（祭典）等文資法中的法定文化資產項目。但是，這些就足以供給、架構、
或描述一座工廠的運作嗎？這就像僅有筋骨肌肉，若缺乏氣血循環與精神，則不足
以成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因此，工廠必須有著種種無形文化資產才能運作，包括技
術與工法、老師傅、管理制度與文化、工廠產品、工廠故事、工廠集體記憶、工廠
智慧等。
首先是「技術與工法」
：縱然購入相同的機器，但是因為操作的技術、工法、熱
情、態度、認真等程度不同，也就會有不同的產品製作水準差異。不同的農夫使用
相同的稻種，因為不同的田間管理、知識、態度、農法等，也就造就了冠軍米或普
通米的差距。經緯儀如果缺少了使蜘蛛吐絲成十字覘孔的技術，就無法順利運作。
酒槽如果缺乏優秀的拋光技術來打磨內壁，就容易積存發酵物而敗壞（林崇熙，
2006c）
。
其二是「老師傅的價值」
：在越來越強調機械化、自動化、電腦化、數值控制化、
標準化等潮流下，技術人員的價值似乎逐漸消失了。如果這樣，只要整廠輸入而投
料生產，任何國家不就都可生產出品質齊一的工業產品了嗎？為何我們還會在意同
一品牌之日本製、臺灣製、中國製產品的品質差異呢？其關鍵就在於技術人員的水
準與用心。日本本田公司負責生產技術的副總經理曾說：
「在坂城印象最深的是，擁
有多工房自動數控機床的小廠，因為沒有能力建恆溫室，於是就在機器上好幾處貼
掛溫度計，以此調整精度。大企業缺乏的正是這種別出心裁的創見。」
（中村秀一郎，
1995：89）
「努力做到最好」的精神正是工廠或企業的最重要無形資產。
其三是「工廠的管理文化與制度」
：工廠的生產目標就是達成客戶要求與提高競
爭力。如何達成此目標，可能的策略有提昇效率、提升技能、降低成本、提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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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市場、增加佔有率、品牌、行銷等，而方法包括科學管理、情境式管理、品管
圈、全面品質管理、ISO9000 等。不管採取哪些策略與方法，最終此工廠會被評價
或感念的標準不在於股價、獲利率、市場佔有率，而在於勞工人權、尊重人性、員
工生命成就感（去除「異化」
）
、創新性等；這些都有賴於工廠的管理文化是否尊重
人性或者僅將員工當成機器操作而已。
其四是「工廠的產品」
：工廠生產的東西最終是賣給顧客，而賣出的東西雖然有
售後服務，但「所有權」已經屬於客戶了。雖然如此，產品仍是工廠最重要的「成
就」所在；也就是說，所有的技術、管理、員工、精神、用心、努力、汗水、機具、
原料、投資等，都在於生產出有競爭力且符合顧客需求的產品。那麼，一座工廠有
什麼產品是值得驕傲、令人讚嘆、值得典藏的呢？汽車中的法拉利、相機中的萊卡
等不僅是企業的驕傲，更是國家人民的驕傲。當年中船造出「柏瑪奮進號」超級油
輪時，對於處在外交困境與經濟困窘中的臺灣而言，實在是一劑鼓舞民心士氣的強
心劑（陳政宏，2006）
。
其五是「工廠的故事」
：一座工廠生產過程中，不僅是人、物料、機器、生產流
程、運銷等環節而已，更有著這些「行動者」與顧客、市場、環境、問題挑戰等互
動而產生的種種故事，表徵了從業人員的文化、精神、態度、與用心。臺電人最自
傲的是光復後日本人撤退，揚言三個月內臺灣會因缺乏技術人員與電廠修復不及而
陷入黑暗，而臺電人員硬是克服一切困難而讓日本人啞口無言（楊艾俐，1989）
。這
些故事不僅是工廠的光輝歷史，還是凝聚員工向心力、促進認同、教育新進人員的
重要無形資產。
其六是「集體記憶」
：許多工廠因為種種原因而結束營業，但是其產品帶給人們
的美好記憶卻是長存人們的心中。農林公司基隆製粉廠的「蜻蜓牌麵粉」
、欣欣食品
廠的牛肉罐頭與口糧（圖 4）
、榮民製藥廠的香港腳藥膏（圖 5）
、大同公司的電鍋電
扇與大同寶寶等都是某些時代人們的共同記憶。這些集體記憶就像是品牌印象，是
一個公司的重要無形資產（林崇熙，2003a；林崇熙，2003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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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欣欣食品廠的野戰口糧是當
兵的記憶。作者攝於斗六市。

圖 5︰榮民製藥廠的藥品維持國軍
戰力。作者攝於中壢市。

其七是「工廠設施的智慧」
：工廠常常處於高溫、濕熱、噪音等狀態，因而如何
改善不良環境而使員工安心上班是個重要的課題。許多工廠透過廠房挑高、開窗、
抽氣、通風塔、促進循環、隔熱材質、環境植栽等來消除高溫的問題。
（林崇熙，2005）
這些智慧是否可以給習慣冷氣設施的現代人們一些啟示呢？（圖 6）日本時代工廠
或火車站月臺桁架都使用鉚釘技術，而非螺絲或焊接來接合。鉚釘技術優缺點為何
呢？還可適用到哪些地方呢？

圖 6︰舊臺中酒廠有著樣態豐富的通風塔，來保持廠房的溫度。
作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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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種種不是眼睛看不到，就是賣出去的產品而在工廠看不到。這些無形的、
延伸式的產業文化資產都是一座工廠最珍貴的價值所在。我們不僅要挖掘出這些無
形文化資產，更得進一步思考如何讓這些無形文化資產轉化而在新時代、新領域、
新環境中有著新生命。

六、情感與用心：一種無形文化資產的美學
單是擁有某項傳統技藝的技術，或為了舉辦慶典活動而規劃了文化節，但若缺
乏情感的連結，縱然看似屬於無形文化資產的分類項目，但卻都難以成為無形文化
資產。這就是這些年來如雨後春筍般的種種文化節，快速興起也快速沒落的主要原
因之一。
回到前述的比喻，一座工廠若僅存建築或機具等有形文化資產，就像僅有筋骨
肌肉，若缺乏氣血循環與精神般的無形文化資產，則不足以成為一個活生生的生命
體。包括技術、工法、老師傅、管理制度與文化、產品、故事、集體記憶、智慧等
無形文化資產才是使得這座工廠得以具有生命力與文化價值的關鍵所在。而這些無
形文化資產綜合地使人感到和諧、順暢、安心、幸福、情感、記憶、與用心，從而
呈顯了無形文化資產的美感。
「情感與記憶」是一種根植於人心的無形文化資產。而美好的回憶與溫馨的情
感則是一種美感的呈現。許多田野調查或文化資產清查都會將「自然景觀」或「植
栽」列為要項之一。雖然可能因為「自然景觀」是文資法的法定項目之一，然而，
這些調查通常僅將植栽當成是「物件」來看看是否有較為稀奇或年代久遠的樹種而
值得保存。可是，這些植栽或自然景觀與人們的關係是什麼呢？近年來，許多成功
大學的鳳凰樹被砍掉，乃因為颱風肆虐後，鳳凰樹的花或葉掉落甚多而整理不便。
然而，鳳凰花不僅是成大的重要景觀，更已經成為成大的校徽。因此，鳳凰花已經
成為成大的無形文化資產。也就是說，鳳凰花作為一個有形的「自然景觀」類文化
資產，對成大及校友而言，已經轉化為無形的文化資產。因此，昧於街道整理是否
方便而將鳳凰樹砍除，卻忽略了數十年校友的集體記憶是多麼珍貴。
相類似的，許多國民小學的校長極力爭取建設經費來大興土木，同時將他們眼
中的老舊校舍一一剷平。雖然他們振振有詞地說這些老舊校舍是危險建築，但極少
有校長願意竭盡心力來尋求保存老校舍的可能性。保存老校舍的目的不在於「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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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建築」
，而在於保存數十年來的畢業校友們的集體記憶與感情憑寄。舊雲林國中校
地被教育部移撥給雲林科技大學後，雖然教育部另外撥校地與經費重建新的雲林國
中，但有些校友回到新雲林國中時，卻完全沒有感覺而不會想再回去了。8換句話說，
保存校園中的老舊校舍，其意義不在於建築本體之物質性，而在於校友們記憶深處
的情感。回到母校看到舊時校舍，所有讀書時的記憶立刻湧上心頭，同學之間的情
誼、老師的諄諄教誨、比賽的緊張、探險的刺激、考試的壓力等頓時化作佳釀般地
令人陶醉與回味無窮。這也就是老舊校舍從「有形文化資產」轉化為校友們情感與
記憶之「無形文化資產」
。
另一種令人感到幸福美感的無形文化資產是「用心」
，此將令社會更加美好與美
麗。道光年間，曹謹在興建曹公圳時，規劃了一條圳道通往縣丞衙門，而在縣衙門
之內的圳道上建了一座水心亭。藉此設計，曹謹在水心亭上就可以觀察此水圳通水
情形，而知道上游水門有沒有打開，也同時知道下游農田有沒有水可以灌溉（盧德
嘉，1960：258）
。曹謹以民生疾苦為自己的疾苦，他集資開闢灌溉水圳已經對農民
有非常大的貢獻了，但是，他並不是以「大建設、大溫暖」的政績為目的，而是持
續關心農民是否真能在此水圳灌溉下安居樂業，所以設計出水心亭來時時刻刻能監
督水圳的運作是否正常。絕大部分的政治人物一直以「政績」來驕人，藉此社會資
本來博取更大的政治名聲與資源。可是，很少有政治人物會持續關心自己爭取經費
來建設的工程，施工品質如何？後續使用狀況如何？管理維護是否良善？是否產生
新問題？人民是否滿意？對於上述問題，
「正常狀況下」政客們是不但不會關心，反
而更汲汲於下一個工程在哪裡。
曹謹所建的水心亭已經不在了，但是，曹謹愛護農民的精神卻令人感念。就像
八田與一在興建嘉南大圳時，告誡他的部屬需時時以農民為念一樣地令人感念（古
川勝三，1989）
。已經消失「無形」的水心亭是珍貴的無形文化資產，在於其「用心」
的文化價值。嘉南大圳值得成為文化資產，不在於烏山頭水庫的工程技法，或嘉南
大圳的灌溉功績，而在於八田與一以農民為念的「用心」精神是珍貴的文化價值。
如果每一個政治人物都能以人民為念，對於任何自己爭取到的工程或計畫看待成自
己的孩子般的生命產出，就會從醞釀（懷孕）
、建設（生產）
、養護（養育）
、問題維
修與改善（教育）等各個階段與面向一路關心到底，重點不在於工程硬體，而在於
8

此為前文建會中部辦公室楊國政科長作為一位雲林國中校友的深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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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生活是否因而品質提升。這種「用心」精神就是政治人物們最缺乏的文化價
值。
產業界的生產如果時時以顧客使用為念，就會從設計、材料、生產、行銷、維
護、服務等各個環節都用心。就像汽車設計若能將更換機油的設計放在前引擎區域，
而不必鑽到底盤下去更換機油，這種以顧客自己能輕鬆保養的貼心設計，使得顧客
樂於常常自己更換機油，也就使汽車性能保持優越，從而使此車的口碑一直居高不
下。好的工業設計不在於外型流線或炫麗，而在於體貼使用者的種種需求與問題，
此需透過服務端的情報蒐集。而好的設計對於行銷（有好的賣點）
、維護（少出問題
而降低維護需求）
、服務（少出問題而免於挨罵）等都將很有幫助。當每一個環節都
對其他環節及對使用者「用心」
，則此產業就將能帶給民眾幸福。這種「用心」精神
是最重要的文化價值，我們就應該廣泛地挖掘社會各層面的「用心」來成為無形文
化資產；而「用心」此無形文化資產也就能持續地提升社會的生活品質與帶給人們
幸福感，從而使整個社會更加美好。
如果沒有尊重多元價值的好文化，而是趨向大建設的單一思考，就難以保存承
載著校友記憶與情感的老舊校舍。如果保存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尚未形成一個社會
的文化脈絡式自明性，也就是說，文化資產保存尚未成為社會的價值觀，則承載著
情感與用心等無形文化資產美感，都將在怪手的轟隆聲中葬送。當我們能體認種種
技藝、故事、智慧、產品、節慶等無形文化資產能帶給人們和諧、順暢、安心、幸
福、情感等美好感覺時，就需努力去營造一個文化有機生態。

七、結語：無形文化資產的再生產性
做為一個文化生態系統，其中之人、文、地、景、產等資源應該有某個程度的
文化相互系統性與文化關係網絡，甚至到文化上的自我完足程度，而使得此文化生
態系統能自我運作而具有自動性、自主性、與再生產性。對於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
不能將調查、紀錄、傳承、推廣等手段誤置為目的；也就是說，這些手段所要達到
的目的是如何讓無形文化資產有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從而思考該如何營造一個讓
多元生命都能適性自在地發展的文化有機生態。
做為一個有生命力的無形文化資產，必然在核心文化價值的把握下，具有創新、
自由、多元、生命對話等「再生產性」
。對於內涵豐富且樣態多元的無形文化資產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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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倡、傳承、與保存，將有助於整體社會的文化多樣性發展，從而促進各種生命
都有生存、成長、與發展的可能性。在這般的「好文化」社會中，能夠達到「自我
實現」的種種生命活動都能得到適性自在的發展機會，則無形文化資產就能成為社
會的價值所在。當無形文化資產保存是以其歷史脈絡、文化樣態、生活系統、及生
活方式來進行整體思考與實踐時，當地方人們的生活方式、文化價值、人際關係等
地方文化的重要內涵將因為無形文化資產而得到良善的維護。更重要的，在社會不
斷地變遷的過程中，無形文化資產不會自囿於固定的形貌，而將會在保握其文化核
心價值及基本精神的情況下，不斷地自我轉化、轉譯、創新、調和；如此，不但能
避免被商業利益所主導而失去精神，也才能在不斷地進行脈絡式生命對話中，持續
發揚「情感」與「用心」的美感，來達到「自我實現」的生命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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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Reproduction: a Philosophy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n, Chung-Hsi＊

Abstract
Lots of problems happen i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Taiwan since
people still don’t have a necessary philosophy. Since the ‘pre-paradigm’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Taiwan, it is necessary to get a common view for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oubts and problems regarding
the appointment, restoration, education, record, management, maintenance, promotion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good culture” concept as a world view,
a ‘cultural context self-identity’ as a value, a “conservation paradox” as a social operation
review, a ‘cultural ecosystem’ as an epistemology, and an ‘emotion and efforts’ as an aesthetics
for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hopes that the philosophy
may help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aiwan.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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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運用容積移轉於歷史保存之政
策與實踐之檢討＊
林崇傑＊＊

摘要
本研究將分析容積移轉制度如何在臺灣形成，並探討中央政府使用容積移轉的
動機，與其政策上的運用。本研究並將以臺北市與臺北縣政府的實際容積移轉執行
經驗為例，探討以容積移轉運用於歷史保存與非歷史保存的差異，以及運用容積移
轉以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為目的時對歷史保存的影響。相對於中央政府對容積移轉
的不同目的訴求，以及臺北縣政府以容積移轉運用於公共設施用地的取得之對照分
析，本研究將討論臺北市如何創設容積移轉制度，以及其分別運用於迪化街地區之
歷史保存策略與運用容積移轉於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時的不同方法，與操作機制。從
而，本研究分析中央政府與臺北市政府在運用容積移轉的差異，及其執行結果的比
較，意即分析容積移轉運用於歷史保全與公共設施用地取得的差異。最後，本研究
將依據對臺灣的案例經驗分析，以及對國家政策的討論，提出對中央政府容積移轉
政策執行的檢討，及提出其應予以改進之建議。同時，本研究具體的提出臺灣地區
以容積移轉作為歷史保存的策略工具所需之運作模型、及其適用條件，俾以提供臺
灣地區各地方政府健全容積移轉作為都市歷史保存的策略之建議，與都市計畫體系
下之都市保全多元機制之架構。

關鍵詞: 歷史保存、容積移轉、發展權、都市設計審議、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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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臺灣創設容積移轉制度已經逾越十年，多年來文化資產保存工作者亦屢期待利
用容積移轉以協助文化資產保存所面臨之推動困境，然而為何除了臺北市迪化街地
區以外，容積移轉始終難以運用於其他歷史地區，包括了早已完成都市計畫納入容
積移轉制度的三峽老街。這其實包含了許多複雜的因素，其中筆者認為最具關鍵的
原因乃在於國家容積移轉政策的取向，本研究試圖以政策研究的方法，針對臺灣實
施容積移轉的政策面向及其執行結果作一政策分析，並就當前臺灣試圖以容積移轉
運用於歷史地區之保存的可能性提出一政策檢討與評價。
在臺灣已經具體執行容積移轉的臺北市與臺北縣案例經驗中，恰好呈現了完全
對比的不同政策目標，國家的容積移轉政策也在臺北縣的實踐過程中具體的呈現。
本研究具體的調查了 2000 年至 2005 年間臺北市與臺北縣的容積移轉案例，9同時查
閱了迄今以來各級政府與民意機構的相關公報及會議紀錄，與訪談參與其中的政府
工作人員、建築從業人員與送出基地地主，其中並曾直接參與許多的會議觀察討論，
希望經由一個客觀的政策分析，具體指出現行容積移轉運用於歷史保存的困境，及
其作為歷史保存的工具所必須採取的作為，以及政策的調整。

二、中央政府的機制建構：臺灣容積移轉制度的創設與發展
（一）容積移轉制度的源起及其發展基礎
容積移轉的發展始於美國，1961 年 Gerald Lloyd 首次提出了可移轉密度
（transferable density）的概念，倡言為了保全的目的，可以讓發展權得以移動，隨
後如 John Custonis，B. Budd Chavooshian，Donald Hagman，Dean Miscynski 等人，
也都陸續提出了有關發展權移轉的討論。真正的實際容積移轉相關的案例，則在 1968
年紐約市的「地標保存法」（“Landmarks Preservation Law”）之下首度被提出。
為了保存經過指認的具有歷史意義或美學價值的單體建築或地區，這些建築或地區
被賦予了必須被保存的義務，及開發行為的限制，因此相對的同意其開發權得以被
移轉，以保障所有人的權利。

9

2000 年為臺灣實際實施容積移轉並有具體案例的開始，2000-2005 年的期間選擇，主要基於此期間筆
者因為工作關係得以參與臺北市每一個容積移轉案例的審議，暨與所有容積移轉送出基地地主及建築
師溝通討論，此亦為筆者得以親身經驗與蒐集完整的第一手資料為論述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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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賓夕凡尼亞鐵路總站」（Penn Station）與大中央車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面臨拆除改建壓力，紐約市在 1968 年土地使用分區法內訂定了「地標發
展權移轉辦法」（“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for Landmark Sites”），同時也限
制了大中央車站開發改建的權利，這也造成了鐵路公司向法院提起訴訟，指控市政
府剝奪（taking）了其發展的權利。1978 年聯邦最高法院對紐約市為了保全大中央
車站所採用容積移轉的手段，予以判定這種為了保存歷史地區利用容積移轉的作
法，仍然保障了所有權人的經濟利益，是一個合憲性的政策。10這個判例確立了容積
移轉作為兼顧歷史地區保全與保障所有權人合法經濟利益的工具，是一個正當合法
的政策。這也讓美國境內以容積移轉運用於保全公共目的的計畫從 1970 年代每年約
二案產生到 1980 年代每年約五案提出的成長，11其容積移轉計畫的發展也從歷史保
全發展至更為廣泛的各類型環境保全與都市設計的運用。
臺灣在 1989 年首次由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籌備小組委託中華民國建築學
會研究，提出了《都市建築容積加成與轉移制度之基礎研究》報告，這份報告是臺
灣地區首次介紹了容積移轉的概念與制度，其主要內容引用了日本建設省 1985 年的
《空中權－その理論と運用》報告，及提出了對美國部分城市容積移轉計畫的分析。
雖然僅止於制度的簡要介紹，但卻是內政部推動容積移轉的肇始。
1991 年及 1993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文建會），為了研擬利用容積
移轉運用於臺灣古蹟保存的可能性，特別委請了紐約市都市計畫局的都市設計規劃
師涂平子先生與臺灣地區專家學者合作，完成了《古蹟及古蹟保存區之發展權移轉》
（1991）、《發展權移轉對都市古蹟保存可行性研究》（1993）二份報告。這是臺
灣地區首次借重紐約市執行容積移轉的經驗，深入的討論利用容積移轉保護古蹟的
機制研究。其後涂平子於 1999 年《城市與設計學報》再就紐約市實施容積移轉運用
於古蹟保存所引起的爭議，以其親自參與規劃作業過程的經驗，提出了深入的分析。
在學術論文部分，《土地改革月刊》在 1979、1980 期間，有許多篇文章討論發
展權移轉的制度，但是大多數是從臺灣農地發展的角度，探討美國農地容積移轉的

10
11

Penn Central Transportation Co. v. New York City, 438 U.S. 104 (1978)
整理自 Rick Pruetz, “Beyond Taking and Giving”,2003 與 William Fulton, Jan Mazurek, Rick Pruetz, Chris
Williamson, ”TDRs and Other Market-Based Land Mechanisms: How They Work and Their Role in Shaping
Metropolitan Growth”,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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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在 1980 直至現在的碩博士論文中，也只有少數幾份研究是著眼於容積移轉，
但是均以討論容積移轉運用於農地與公共設施的討論為主。
總體而言，1997 年臺灣推動容積移轉立法的當時，對於容積移轉運用於歷史保
存的討論其實仍然相當闕如，對於其可能產生的結果與須予以配套的措施，仍然缺
乏足夠的討論。

（二）臺灣容積移轉制度的建立
1.

以保存為目的的容積移轉

1997 年「文化資產保存法」
（以下「文資法」）修法增訂第 36-1 條，明訂「經指
定為古蹟之私有民宅、宗廟、宗祠所定著之土地或古蹟保存區內之私有土地，因古
蹟之指定或保存區之劃定，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份，得等值移
轉至其他地區建築使用或予以補償，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這是臺灣地區最早立
法授權訂定容積移轉的法令條文，而其目的則如第 36-1 條所明示，在於保障私有古
蹟之發展權益。
1998 年內政部依「文資法」之授權正式公告「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9﹒7），
這個容積移轉辦法顯現出了三個重要的立法思惟：
（1）容積移轉的作業是地方性事務，地方政府應該本於地方特性規劃適當之容積接
受地區。
（2）容積被當成一種物權，它可以分批移出，接受基地亦可再次移轉。
（3）容積移轉的計算是以土地的價值為比值，這意味著每一筆土地的土地使用強度
被當作是相等的，原有土地使用的容積率管制與使用組別限制在這個計算公式中是
被忽略且不予考慮的。
因為建築容積在這個辦法中被簡化以古蹟土地價值為替代因子，可建樓地板面
積的移動變得彷彿不會對不同的使用地區如商業區、住宅區帶來不同的影響，這個
假設是極可能對環境產生負面的衝擊，而且與都市計畫的土地使用管理的概念是完
全相違的。同時容積移轉的第一次移出時還控制在同一主要計畫地區之內，當接受
基地的再次移轉時，就等於不再限制其範圍了。若地方政府未能事先規範接受地區，
是極有可能產生容積移轉失去控制的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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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1997 年當時全臺灣共有指定古蹟 279 處，其中屬於私有者共計 180 處，內
政部以補償古蹟所有人與保障其合理發展權利的思考，採行一種較為簡便的計算公
式，及以地價補償古蹟所受之發展限制的觀念是可以理解的。另外，真實的狀況是
時至 2005 年底除了臺北市以外，全台各地並沒有發生任何一件真正引用本辦法的古
蹟容積移轉申請案。這樣的結果其實是與內政部另外一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的政策
發展，有著絕對的關係。
2006 年內政部第一次修正「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4﹒14），其最主要修
正的四個重點分析如下：
（1）內政部認為原來的法令對古蹟之容積移轉，限制了古蹟原有的已建築容積不得
移轉，等於是對古蹟所有人的一種懲罰。因為古蹟所有人不僅不能將這些已建築容
積賣出，而且還必須負責維護這個古蹟本體。因之在新修訂法令中將此段條文限制
予以刪除（第四條）。
（2）有關古蹟之容積移轉原本限制於同一主要計畫區內之規定，因為臺灣各地大抵
均以同一鄉（鎮、市）為同一主要計畫區，在此範圍限制下容積移轉基本上幾乎沒
有房地產市場可言。因為臺灣許多縣市至今古蹟尚能保存良好未被拆除者，大多數
是因為其所在地區發展較為緩和，也沒有需要額外的容積。因此新辦法將容積移轉
之可移出範圍從同一鄉（鎮、市）擴大為同一直轄市、縣（市）（第五、六條）。
這樣的接受地區的範圍擴大，在實質上的確將增加古蹟在房地產市場的競爭
力，然而由於古蹟容積移轉的前提是必須提具古蹟管理維護計畫，並且經過嚴格的
審查，其程序之繁雜與所需投入之時間與人力成本，都遠比內政部另一個「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來得複雜。因此 2006 年版的「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實施
以來，對於 2005 年底統計其數目已達古蹟 616 處、歷史建築 574 處的文化資產保存，
並沒有產生真正的助益。
（3）這次修法放寬接受基地原可移入容積之上限，從原有該土地基準容積的 30%提
高到 40%，另位於整體開發地區、都市更新地區或面臨永久性空地之接受基地，則
放寬至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 50%（第七條），這將大幅提高古蹟容積移轉的市場競
爭力。
然而實際上由於在內政部 1999 年公告的「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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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除以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 30%為原則外，早已另立但書准予
在「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
範圍內之接受基地」下，得放寬至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 40%。是故內政部 2006
年對「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的此項修正，其實僅只是對應於「都市計畫容積移
轉實施辦法」的規定，而予以對等之調整。
（4）原本 1998 年「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僅限私有民宅、家廟、宗祠所定著之
土地，2006 年之修正則考量到古蹟指定經授權地方政府自行指定後，其指定結果已
因應各縣市政府之地方特色而趨向多元化與多樣化，因之放寬為「經指定為古蹟，
除以政府機關為管理機關者外，其所定著之土地、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
用用地或分區內之土地」，均得以適用容積移轉（第三條）。此亦讓全臺灣地區推
動歷史保存之工作時，得以真正將容積移轉作為一種可考慮利用的工具，為未來持
續推動的古蹟保存提供了另一個可茲運用的機制。
為推動古蹟運用容積移轉，1996 年文建會曾選定「新竹市鄭氏家廟及進士第保
存區」委託當時臺灣省住都處市鄉規劃局研究，是否得以利用發展權移轉取得鄭氏
家族同意辦理容積移轉，並將土地及地上物交由政府維護管理，這原本是臺灣對古
蹟容積移轉運用之第一次嘗試，但是本案最後並未引用「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而係採行都市計畫變更手段，將鄭氏家廟之可利用容積調派至市區內既有工業區中
國電氣公司之商業區變更案中，解決鄭氏家廟原為商業區但因古蹟指定而受限制之
發展權利。該都市計畫之協商亦遲至 2004 年 2 月 5 日新竹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47
次委員會方獲得審議通過。
真正最早的古蹟容積移轉則是臺北市大稻埕辜宅於 2001 年取得臺北市政府容
積移轉許可函（5﹒22）為臺灣第一個古蹟容積移轉案例，事實上直至 2005 年底大
稻埕辜宅仍是臺灣唯一以古蹟容積移轉完成操作之案例。而其適用之法源雖以「古
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向文化局提出古蹟修護利用計畫審查，但其最終容積移轉之
計算與申請程序，則完全依照臺北市迪化街地區都市計畫案之規定辦理。12
2.

以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為目的的容積移轉

就在內政部公告「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不到半年時間，內政部隨即於 1999

12

臺北市都市發展局與都市更新處容積移轉檔案資料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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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4﹒6）。這個辦法依其立法目的是「以改善
都市景觀、增進都市土地之更有效利用、補助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興闢及促進具
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建築之保存維護」為目的（第一條）而訂定。其辦法中適用容
積移轉者包含了（1）經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
有保存價值之建築（2）為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提供作為公共空間使用之可建築土
地（3）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等三類（第六條）。
這個辦法其移轉方式、計算公式、移轉上限基本上都與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類似，但由於適用範圍較廣，而且明確的定義了「送出基地」、「接受基地」等用
語名詞（第五條），同時也直接授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實施容積移轉時「應
先就其發展密度、發展總量、公共設施劃設水準予以通盤檢討」，並「循都市計畫
擬定、變更程序，於都市計畫說明書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中，增列相關許可規定後
辦理」（第四條）。另外針對公共設施保留地之適用容積移轉，亦賦予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就「都市計畫分區發展優先次序、未來地方建設時序及公共設施
保留地劃設先後，訂定優先移轉次序」
（第十五條）等規定。全法二十二條條文（1999
年版本）是一個相較於「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而言，較為完整的辦法，其適用
性也較為廣泛。
事實上整個辦法在 1997 年即由營建署完成提報內政部審核（9﹒24），然而由
於該辦法擬以容積移轉適用於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取得，在討論過程即已引起社會各
界的反對聲音，當時行政院長連戰並且於 1997 年第 2524 次行政院會（4﹒24）中指
示：「原則可行，如現行法律許可擴及古蹟以外之項目，可選擇適當地區，先行試
辦一段時間後再評估如何擴大推動，請內政部研擬報院核定後再實施」。由於各界
爭議不斷，1999 年本辦法公告前，當時行政院長蕭萬長再指示（3﹒18）內政部先
選擇古蹟、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物先行試辦一年後，再檢討是否擴大及其
他類之容積移轉適用。13僅管在學術界對開放公共設施保留地適用容積移轉仍有諸多
疑慮下，14二位前後任行政院長也曾提醒，然而急於推動容積移轉用於公共設施保留
地的內政部仍然於 2001 年公告（6﹒8）自 200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原暫緩施行的公
13
14

內政部會議紀錄。
1999 年 2 月 4 日由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崔媽媽服務中心、樂山文教基金會、私有古蹟保存促進會、
中華民國住宅學會、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聯署聲明「反對全面實施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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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設施保留地與提供公共空間類別之適用容積移轉。

（三）中央政府容積移轉法令的演變及其影響
內政部在 1999 年公告「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時原僅先行試辦第 1 類具
歷史保存價值建築之容積移轉，2001 年 6 月 8 日內政部再次公告開放後二類自 2001
年 7 月 1 日開始施行，2002 年初內政部並主動在全國舉辦「都市計畫容積移轉作業
講習會」以為推動。在 2002 年 12 月 11 日都市計畫法增訂第八十三條之一：「公共
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史建築之保存維護，及公共
開放空間之提供，得以容積移轉方式辦理」之容積移轉法源基礎之后，內政部再於
2002 年 12 月 31 日公告修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一條之法令依據；至
此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內的三種得為送出基地的類別都分別取得了合法地
位。
然而體認到這個容積移轉辦法在修訂過程中，所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所以在
辦法中儘管開放了三種送出基地類型的可能性，但是卻又將真正的執行授權地方政
府循都市計畫程序訂定相關審查許可條件以為執行（第四條）。15這種將真正執行的
後果轉移給地方政府的作法，除了臺北市與臺北縣各依其政策目標分別推動歷史保
存與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外，全臺灣其餘二十三縣市顯然完全無執行之意願與任何
操作之方案。
後續在全國建築商業同業公會經由向監察院反映各地方政府的不作為，及向行
政院反映房地產急需振興的雙重壓力下，內政部於 2004 年再次修正公告「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實施辦法」（6﹒30），這次修正辦法的主要重點如下列四項：
（1）明訂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 2005 年 6 月 30 日前訂定各地之容積移
轉審查許可條件，提經該管之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否則民眾得逕為提案後，送交由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第四條）
（2）開放原准予適用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第二款之土地只要坵形完整，面積不小於
500 平方公尺即可適用，並將原頗具爭議的提供公共空間得為容積移轉之類別，修

15

其實這是臺北市政府的提案，希望回歸地方政府的發展狀況來執行，然而內政部急於推動容積移轉於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下，不願授權地方政府太多，最後折衷以審查許可條件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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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限縮為提供公共開放空間。（第六條）
（3）准予適用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屬於第一款之歷史保存目的之建築，得放寬移轉
至同一直轄市、縣（市）之其他主要計畫區。（第七條）
（4）修正容積移轉計算公式。
這次修法的影響層面其實非常廣泛，尤其是指定各縣市限期訂定各地之容積移
轉審查許可條件，俾開放民眾申請一事，促使全臺灣二十五直轄市、縣中共有十縣
市依序於 2006 年底完成審查許可條件之公告，惟其中依限於 2005 年 6 月 30 日前完
成審查許可條件公告者僅臺北縣、臺南市及臺中市。
經訪查各縣市政府與民間業者，至 2006 年底，真正執行完成容積移轉作業者，
仍然只有臺北市與臺北縣，至於臺中市所辦理的容積移轉案亦遲至 2007 年始依規定
上網公告。這之間臺北市主要為依循迪化街地區都市計畫辦理歷史保存，臺北縣則
依其於 1997 年 8 月 15 日於十七處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置入捐贈公共
設施用地換取獎勵樓地板面積模式辦理為主。
總體而言，2004 年的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修法，對臺灣後續容積移轉運
作的影響，茲從下列二點來討論：
（1）內政部營建署以「放寬容積移轉限制，房地產大利多」（2003﹒8﹒21）、
「容積移轉鬆綁，公設保留地解套」（2004﹒6﹒17）等新聞稿大力推廣公共設施保
留地之容積移轉。民間業者除開設公共設施保留地買賣之網站外，16亦推出由臺北縣
政府城鄉發展局官員上課講授之「土地開發、點土成金－最新土地開發實務講習」
課程，於網路上公開召募學員。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卓輝
華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也表明公共設施保留地在市場上已經變得搶手，交易價格可達
公告現值的 3–5 成。這個以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作為房地產炒作的風氣，從 2004
年開始在臺北市、臺北縣、台中市、高雄市等房地產熱門區域運作，並創造了一個
數量可觀的土地投機市場。這些土地經紀人、建築開發業者與民意代表也形成一股
新的力量，企圖影響中央部會之政策與地方政府之專業行政，其對臺灣營建業的正
常發展的確產生一個不容忽視的影響。

16

最著名的寬頻房訊即屬此類公開於網站行銷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交換與容積移轉業務者，其主要原負
責人即是因台開股票內線交易與公共設施保留地交換引起檢調單位與全國媒體注意的游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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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放寬送出基地第二款之土地只要面積達 500 平方公尺即可辦理容積移
轉部分，依立法院第二屆第二會期內政及民族委員會第十四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2005﹒12﹒19）所載，內政部即明言此為解除山坡地因坡度過陡被各縣市政府禁
建之作法。17此項作法固然是一種補償性措施，但以臺北市為例，在山坡地之住宅區
其面積即達 1010 公頃，其中平均坡度超過 30%被限制建築之土地共約 512 公頃，這
些容積若全數轉移至市中心區，勢將造成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之不足，與環境品質之
惡化。
然而 2004 年的容積移轉辦法形同中央政策之明確表示，地方政府自必面臨極大
之壓力與考驗，2007 年全國各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即再次向行政院長建言，應由
中央主導地方政府開放山坡地之容積移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在召開全國協商
會議後（3﹒22），已正式責請內政部營建署修法開放。這顯然已經與原來容積移轉
辦法對各類送出基地之選擇得依各縣市之發展需要而訂定優先次序之規定的精神，
逐漸有所差距。
總之，內政部以容積移轉之手段試圖解決臺灣地區龐大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問
題，除帶來了對環境可能的影響外，對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之適用衝擊，與對都
市歷史保存運用容積移轉之可能，均已開始產生影響。

三、地方政府的實踐操作：臺北市容積移轉制度的演變與推展
在內政部營建署容積移轉法令建置的同時，臺北市政府作為地方政府的都市發
展政策需要，以都市計畫手段分別進行各類型的容積移轉計畫之推動，進行了臺灣
地區最早的容積移轉作業，這包括了以歷史保存為目的的迪化街地區、及其他基於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為目的的不同作法。

（一）迪化街地區的容積移轉制度導入
迪化街地區自 1980 年開始歷史保存行動至 2000 年 1 月 27 日完成公告修正都市
計畫，其經歷之漫長可謂臺灣地區改正過去都市計畫僅以交通建設與城市開發為單
向思考的示範案例，其都市計畫主要內容說明如下：
1.

17

都市設計管制

此指臺北市政府訂定山坡地建築開發要點、限制山坡地坡度大於 30%者不得建築，亦不予計算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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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 1977 年變更的迪化街二十公尺計畫道路恢復為既存之 7.8–8 公尺，完全恢
復原有傳統街屋的現況與原道路寬度。
（2）為保存歷史性建築物及傳統市街尺度，准予排除法令之限制；同時歷史性建築
物並得排除建築法全部或一部分之規定；同時於細部計畫內訂定明確的各項歷史保
存規定。
（3）為了保存歷史街區的都市風貌，針對以迪化街為核心的地區劃定為「歷史街
區」，另予更嚴格的都市設計管制；並且將全區分為不同層級的街道風貌區，予以
不同層級之建築管制；同時指認了八十三棟歷史性建築物，並訂定本區之歷史性建
築物認定作業要點，俾得以開放其他再發現具有紀念性或歷史文化價值應予保存之
建築，一併納入保存的範圍。
2.

容積移轉機制

（1）送出基地之條件：迪化街地區指定了三類建築物得適用容積移轉
①經認定之歷史性建築物（含古蹟）之土地。
②經劃定「歷史街區」內之非歷史性建築物之土地。
③為塑造傳統街區特色風貌經審議通過者。由於此條款除了保障歷史性建築物
進行保存外，亦促使了非歷史性建築有機會採仿古重建或風貌修護方式以取得容積
移轉之使用機會。
（2）接受基地的地區：迪化街地區的可移出容積得移轉至全市任一基地。
（3）為確保容積移出之接受基地進行維護作業，都市計畫內指明了歷史性建築物送
出基地應先提出建築維護事業計畫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為之。非歷史性建築
物則應依本區之風貌管制規定提出建築計畫經都市設計審議後，始得辦理。
2003 年本計畫作了一次微幅調整（12﹒26），放寬歷史性建築物之容積移轉不
受住宅使用用地移轉至住宅區，商業使用用地移轉至商業區的限制，此項用意在於
增加歷史性建築保存的誘因。同時增訂容積移轉前，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與送出基地
所有權人應達成建築工程協議，以確保迪化街地區維護工作之進行，並且明訂完成
都市設計審議始得申請容積移轉，此條款亦提供了後續得以經由都市設計審議進行
更多彈性因應的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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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迪化街地區的都市計畫是臺灣首次運用容積移轉的都市保全計畫，
即使到 2007 年底它仍然是臺灣地區唯一全面運用容積移轉取得歷史街區保存的都
市計畫區，其以都市計畫、都市設計、都市設計審議及容積移轉的作業模式，具體
的呈現了一種都市保全的工作取徑。

（二）臺北市其他類型的容積移轉機制
臺北市容積移轉的推動，最早起於 1991 年針對松山新城十三個街廓的整體開發
國宅計畫案，在經由景觀風貌的考量，將社區中央之街廓之發展權移至周邊街廓，
此為臺灣第一次以都市設計審議所運作下的第一個容積移轉案。2000 年迪化街地區
的都市計畫案，則是臺北市第一個以整體歷史街區為範圍，以都市計畫為手段，所
導入容積移轉制度的都市計畫。這也是臺灣第一個以都市保全為目的，運用容積移
轉為手段的都市計畫。
迪化街地區的操作經驗，讓臺北市政府開始運用都市計畫的手段，在地方政府
得為自主的都市計畫擬定模式下，開始推動各種以容積移轉為機制的都市計畫訂
定。富陽生態森林公園的都市計畫（2000﹒8﹒31）、大理街糖廍公園（2000﹒12﹒
6）、中油加油站的變更公園（2004﹒3﹒19）、萬華榮民印刷所、公路局第 2 辦公
室的變更公園（2004﹒9﹒21）、松山新村未開發土地的變更公園案（2006﹒5﹒5）……
等等，都是運用都市計畫以容積移轉的操作，取得公園之土地。
另外除了如迪化街地區外，齊東街日式宿舍群（2006﹒11﹒14 主要計畫）、青
田街日式宿舍群（2007﹒7﹒30 主要計畫）、天母白屋美軍宿舍群（2007﹒8﹒1 主
要計畫）等也都是針對完整的地區保全，使用容積移轉的都市計畫。2004 年為了控
制臺北重要的回教寺廟清真寺後的建築高度景觀，針對個別建築基地大師建設青田
街住宅新建工程案，也曾採行了以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的手段，試圖說服開發者配合
降低現場之開發量。這個案子也啟動了後續對單點建築未列入古蹟、歷史建築而具
有歷史、文化或藝術價值建築物採行的保護措施，例如進行中的新芳春茶行、千秋
居等等。
2006 年 9 月 26 日臺北市政府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的規
定，完成「臺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公告實施，在制度上開啟了開
放全市得以依法申請的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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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臺北市已執行的容積移轉計畫予以分析，臺北市已執行的容積移轉計畫經
整理可以分成以下七大類型：
第一類：以單一建築執照的都市設計審議，進行社區規劃的配置調整
1991 年臺北市政府為改建松山新村十三個街廓之原有軍方眷舍，原始之國宅新
建計畫是傳統型態的十三個街廓的大型國宅社區開發案，當時為了創造良好的住宅
社區環境，並避免未來十三個街廓因為均質的開發造成一個密度擁擠的住宅社區，
於是經由協議將十三個街廓中央的第八街廓其原有住宅區的發展權移至整個社區東
北側鄰近光復北路的四個街廓，以提供社區中央一個較為廣濶的開放空間。同時也
將原本各住宅區依法可設置之日常用品零售商業，集中於周邊之街廓，創造出沿主
要街道之商街氛圍。
這是臺灣第一個以行政手段進行實質容積移轉之個案，該國宅社區第八街廓之
容積被移出至相鄰街廓後仍維持為住宅區但實質使用作為社區廣場。其控制容積移
轉的方式為將十三個街廓以一個單一建築執照整體管制。
這個案例提供了二個啟示，第一是藉由容積移轉確實可將原來密布的住宅社群
作一彈性的調整，創造一個較好的居住環境品質，與提供較寬廣的開放空間；第二
是這個容積移轉的操作，並非是依賴已被建立的運作機制，而是依靠都市設計審議
的協調與建築行政的技巧操作。
第二類：整體街區的都市保全計畫
2000 年迪化街地區的都市計畫案，是臺北市第一個以整體街區規劃，導入容積
移轉制度的都市計畫。在以歷史街區保全的目標下，訂定完整的土地使用計畫、都
市設計規劃，並實施容積移轉與都市設計審議以控制整個歷史街區的發展總量以儘
可能維持原有歷史街區的形貌。
2003 年起由社區居民與社區規劃師發起的大安區齊東街日式宿舍群、青田街日
式宿舍群，以及後續由社區居民與保存團體所發動的陽明山山仔后美軍宿舍群與天
母白屋美軍宿舍群的保存運動，這些行動基本上都是源由於當年的日式官舍或美軍
宿舍在移交給各個機關后，在 2004 年之間陸續或因為機關使用需求，或因房地產市
場的景氣而打算拆屋賣地或興建新大樓，因而引起一個普遍性對此類宿舍群的保存
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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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起都市發展局開始依都市計畫法逐一公告各宿舍群為二年禁建，並逐步
與文化局研討都市計畫之保存內容，文化局亦逐步指定部分宿舍為古蹟與登錄為歷
史建築。2006 年齊東街地區完成保存區及聚落風貌保存專用區主要計畫公告，2007
年青田街日式宿舍群及天母白屋宿舍群保存區及聚落風貌保存專用區也賡續完成主
要計畫公告。
這四個循都市計畫程序推動宿舍群保存的都市計畫案，均同時設計了容積移轉
機制，准予這些因為被保護而限制了發展權的宿舍得以將容積移出，然而由於此四
個宿舍群面積極大，其中齊東街與青田街均位於房地產熱門地區，其容積移轉之運
用方式，以及如何因應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均有待後續的觀察與討論。
第三類：運用容積移轉取得公共設施
1998 年在社區居民與社區規劃師所提的地區環境改造計畫「富陽街底森林公園
催生計畫」，正式啟動了臺北市以容積移轉爭取公共設施的作業模式。這個山麓地
區原本為軍方作為彈藥庫使用，1988 年間以安全考量遷走後一直閒置未予利用，因
而逐步發展成自然森林的生態景觀。社區居民為避免軍方再進行興建軍眷宿舍的情
況下產生此社區保存運動。全案歷經多年的協商後，軍方同意將該區可利用之發展
權全數移出，並將該區全數變更為公園用地。該案的都市計畫在 2000 年 8 月 31 日
公告變更為公園，由於當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尚未擴大實施及於其辦
法第六條之各款，所以全案都市計畫在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將都市計畫
內原有之容積移轉條文予以刪除。
然而這仍是一個實質的容積移轉案，2004 年都市發展局與軍方達成最後協議，
並公告萬華區青年段靠近青年公園北側的住宅社區群地區為前案之容積接受區（7﹒
28）
。將已變更為富陽生態森林公園之土地，原來軍方所損失的 8266 ㎡樓地板面積，
指定此區新和新村之更新區為主要接受區，剩餘部分則以復華新村更新區為接受
區。對該軍眷宿舍之興建計畫而言，將可由原來預計規劃的 278 戶增建為 330 戶住
宅單元（新和新村新建案）。
同樣的操作模式陸續被運用在大理街糖廓公園（公二公園）（2002﹒12﹒6）、
中油十六處加油站用地檢討（2004﹒3﹒19）、萬華區通盤檢討（2004﹒9﹒21）、
南港經貿園區 R13 街廓整體開發案（2002﹒7﹒12）、松山新村未開發住宅區變更公
園案（2006﹒5﹒5）等都市計畫檢討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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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引用容積移轉以取得公共設施者，都是在都市計畫的完整管制之下運
作，明確的規範了容積送出地區與接受地區的都市計畫，其送出容積與接受容積均
經過完整的計算，所有可能的外部性問題也都在都市計畫中予以內部化處理。
第四類：基地微幅調整的容積調派
2001 年文山區環泥建設的部分土地變更公園用地案（1﹒4）與大安區宏築建設
的部分土地變更為道路用地案（9﹒27），二者都屬民間私人建設公司的土地位於既
有公園、道路之計畫範圍內，基於政府未徵收是項公共設施用地，民間建設公司亦
有興建計畫，於是經由都市計畫修訂，准予其將原有土地之容積以其原有毗鄰土地
之容積率計算，調配至其毗鄰之土地上，以提供出公共設施用地。此種容積之調配
具有容積移轉之精神，但在實務上仍稱之以容積調派，並且仍以都市計畫之修訂方
式進行，以為管制容積之移動。
第五類：維護歷史環境之個別基地保存
2004 年在延平北路的新芳春茶行準備進行拆除改建大樓，由於其所在建築乃為
一個六連棟的街屋建築，不僅新芳春茶行在臺北的茶葉發展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其
建築品質亦是臺北少見的配置完整與品質精良。然而由於其建築形態屬於街屋建
築，在過去不為重視下並未被列為古蹟或歷史建築。因之當此改建大樓的計畫提出
申請時即被都市發展局列入重要應予保存對象。全案歷經多年協調，2005 年被登錄
為歷史建築（3﹒17），並得以進入都市設計審議程序，2005 年底開發商與都市發
展局終於達成共識，採取最大保存之方案，並輔以容積移轉方式，開發商因此損失
之權利，包含容積與開發期程延宕均得以計入開發獎勵中計算，再以容積移轉方式
移出。全案仍處於作業過程，未來亦將再循都市計畫程序辦理。
2006 年浩華建設在貴陽街青山宮左鄰提出一個十三層樓的住宅興建案（7﹒20）
，
這個位於號稱臺北第一街上的興建工程在都市設計審議的過程中，引起了所有審議
委員與發展局的關心，在歷經協調折衝之後，地主與建設公司同時接受了發展局的
提案，採取了容積移轉的作業模式，將大部分可建容積送出，於原基地內僅興建三
層樓之建築高度，以尊重毗鄰的艋舺重要信仰中心–青山宮，同時其立面設計亦採
取了貴陽街尚存可見的街屋型態，全案歷經年餘之討論於 2007 年 11 月 22 日核備，
其准予移出之容積共 1880.9m²；全案後續之容積移轉作業則將另循都市計畫就貴陽
街歷史街區予以通盤檢討納入容積送出地區，俾為確保貴陽街作為臺北第一街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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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位。這個個案將單一基地的歷史保存作業，再次推展為全面性的歷史街區保護。
第六類：依循「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之「臺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
查許可條件」辦理之開放性容積移轉作業
內政部在 2004 年公告限制臺灣各縣市政府應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於 2005 年 6 月 30 日前訂定審查許可條件公告實施，否則應開放民眾申請，臺北市
當時各類得為適用容積移轉的類別其狀況如下：
1﹑具有保存價值之建築之私有土地：臺北市至 2005 年 9 月底古蹟 131 處、私人所
有者三十八處，歷史建築六十一處、私人所有者三十三處。
2﹑可提供公共開放空間使用之可建築土地：此部分無法計算，但光以建築業者極力
爭取的山坡地住宅區，臺北市達 1010 公頃。
3﹑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至 2005 年底統計臺北市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共
有 938.66 公頃。
總括此三項內政部容積移轉辦法得為移出基地的類別，除了古蹟、歷史建築在
臺北市尚稱有限下，其餘二項若完全開放容積移轉，其所產生之衝擊與樓地板面積
勢必對既有之環境產生立即之影響。依據人口普查資料臺北市自 1994 年到 2007 年
每年人口成長率均為負成長（除了 1998 年為 1.6%以外），另全市空屋率則從 1990
年的 9.4%到 2000 年的 12.2%均呈微幅成長。而依據都市發展局 2007 年初的統計，
臺北市在未來五年內的新開發計畫中仍將再提供 151.42 公頃的住宅區面積，另計畫
中 250 處都市更新地區亦將提供 338 公頃合計達 489 公頃的住宅區面積。從這些資
料顯示臺北市除非具有充足之理由，否則並無增加山坡地或為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
而開放容積移轉之需要。因之都市發展局在訂定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時特別舉出
了行政院 2001 年核定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處理方案」中容積移轉只是
處理公共設施保留地的方案選項之一，同時臺北市已經同步執行各種公共設施保留
地取得的方案行動，因之對於此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適用容積移轉，只開放具一定
規模之大型公園預定地與寬十五公尺以上未開闢計畫道路，至於辦法第六條第一項
第二款之提供開放空間類，尤其是山坡地住宅區則並未予以開放。18
第七類：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辦理之古蹟
18

參考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施行後臺北市面臨之挑戰與因應措施」
說帖（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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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8 年「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實施以降，至 2007 年臺北市依程序已經
文化局審查完成維護管理計畫的計有清真寺（市定古蹟）、北投文物館（市定古蹟）
與農禪寺（歷史建築）三處。而此三處除清真寺外（2007 年內 五次申請移轉）均
仍未向都市發展局提出容積移轉申請。
另外為了容積移轉之運作，臺北市另循都市計畫訂有接受區，其接受區之類型
則可分成四類：
第一類：都市計畫整體規劃：如羊稠小段（2001﹒9﹒14）與松山車站地區（2004﹒
8﹒20）均屬此類，基於鼓勵新規劃區之發展，開放容積之移入。
第二類：捷運沿線車站附近地區：此為利用捷運帶來便利交通與商業發展，鼓勵捷
運車站周邊地區予以容積移入，擴大其發展效應。
第三類：都市更新區之推動：目前僅有一例屬於包含六個街廓的都市更新區，以都
市計畫整體規劃，並開放容積移入，以提高其更新之誘因。
第四類：依據容積移出區之指定配對接受區：此類是配合與單一地主協議，採用同
一地主土地移轉之配套都市計畫作業。
上述四類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接受區之劃設，目前均經由都市計畫之規劃指
定。然而除了依都市計畫配對指定之容積移轉接受區外，目前臺北市之容積移轉之
送出基地除清真寺以外均來自迪化街地區，而迪化街地區之送出容積得以移轉至全
市之任一宗土地。故目前臺北市經由容積移轉接受區之劃設，所預留之環境衝擊控
制機制似尚未發生任何防護效應之啟動。

四、地方政府的實踐操作：臺北縣的容積移轉制度及其運用
臺北縣與臺北市的容積移轉制度均是早於內政部訂定容積移轉辦法之前即已依
都市計畫分別訂定其容積移轉的操作機制，也是目前為止臺灣地區採用都市計畫機
制運作容積移轉的地方政府。然而此兩市縣在容積移轉的推動政策目標下，卻有著
明顯的差距，臺北市政府明顯的以歷史保存為主要目標，臺北縣政府則是以公共設
施用地取得為主要目標。
臺北縣政府於 1997 年 8 月 15 日同時公告三重、板橋、中和、新莊、永和、新
店、蘆州、土城（頂埔地區）、汐止、樹林、淡水、泰山、五股、八里、瑞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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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龍形地區）、澳底等十七處都市計畫區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同
時於此十七處都市計畫說明書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方式放入相關的容積移轉作業規
定。
其容積移轉的適用範圍主要分為為取得公共設施與古蹟保存二類，細分為三種：
第一類 為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1﹑捐贈土地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1）捐贈土地與申請建築基地相連者，得增加捐贈土地面積之二倍樓地板面積。
（2）捐贈土地未與申請建築基地相連者，得增加捐贈土地面積之二倍×捐贈土地平
均公告現值與申請建築基地平均公告現值之比。
2﹑捐贈非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作公共設施使用
（1）捐贈之可建築用地應在申請建築基地 300 公尺範圍內，捐贈之公共設施之項目
與內容，由臺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並得由該會決議委由捐贈人
或該社區管理委員會代為管理維護。
（2）其獎勵樓地板面積為捐贈土地面積×容積率×150%
（3）其項目包含鄰里性公園、兒童遊樂場、綠地、社區活動中心、派出所、消防隊、
社教機構用地。
第二類 捐贈古蹟或具保存維護價值之建築物
本項捐贈其增加樓地板面積以同一都市計畫區之住宅區容積率×捐贈土地面積
計算。
臺北縣此三類容積移轉之作業機制，係以捐贈土地換算樓地板面積獎勵模式計
算。具有以下五個重點：
1﹑為取得公共設施用地部分之運作，完全不考慮都市計畫之容積率，即當地之
發展密度，而逕以捐贈土地之二倍（200%）或 1.5 倍（150%）計算。
2﹑同意捐贈非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捐贈，其內容與精神類似內政部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提供開放空間類。
3﹑古蹟歷史建築之土地捐贈，直接以毗鄰住宅區之容積率計算，以相同樓地板
面積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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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規定接受基地面積應大於 1000 平方公尺，但無移入容積之上限規定。
5﹑此十七處都市計畫範圍幾乎已涵蓋臺北縣大部分轄區土地。
2000 年臺北縣在其原有實施基礎上，再次研議擬定「臺北縣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要點共通性條款」（草案），除了打算進一步擴展原有十七處容積移轉作業規
定為全縣適用外，有關古蹟及具保存維護價值建築物之容積移轉條文亦予以修正回
歸適用內政部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此條款在後續臺北縣的都市計畫
細部計畫檢討中，並被逐一的放入全縣之各都市計畫區內。
就臺北縣此次的修正行動有以下二個觀察：
1﹑持續的開放以獎勵樓地板換取公共設施用地政策
臺北縣有關公共設施用地之容積移轉計算方式遠比內政部容積移轉辦法規定寬
鬆，故其在修正草案上，僅修正古蹟部分條文回歸內政部辦法之規定，在公共設施
用地取得部分則並未調整。事實上在後續的各都市計畫變更中，其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僅放入原公共設施用地捐贈獎勵樓地板面積之條文，古蹟土地部分之捐贈獎
勵條文則已經予以刪除。
2﹑消極處理古蹟與歷史建築之容積移轉
除了前述臺北縣在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的條文內容予以淡化修正
外，在 2000 年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公開對建築開發業者的演講資料內容上，對於
容積移轉之運用，其強調在解決公共設施的開闢，並說明該縣適用容積移轉之捐贈
土地分二類：第一類為捐贈公共設施用地（保留地）者，第二類為捐贈可建築用地
作公共設施使用者。19並詳細解釋申請的程序、獎勵的計算方式，但對於有關古蹟或
具有歷史保存意義之建築的容積移轉則隻字未提。
臺北縣以執行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為主要容積移轉之目的，在縣府的全面推
行之下，取得龐大的公共設施保留地（表 1），然而所有這些取得的公共設施保留
地均是已開闢供公眾通行而尚未徵收之道路。在實際上臺北縣的此項容積移轉政策
之施行結果，並沒有新增未開闢未徵收之道路用地；亦即在臺北縣的容積移轉政策
下，確實達到了補償那些已開闢但未徵收道路的土地所有權人的部分權益，但是對

19

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規劃課童銘章課長，
「臺北縣容積移轉實施經驗與成效－以三重等 17 處都市計
畫為例」，2000。臺北縣政府容積移轉法令說明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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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臺北縣行政轄區內實質上並未有增加任何新的公共設施用地開放使用。同時，由
於依照縣府捐贈公共設施用地以換取建築開發樓地板面積獎勵的方式之易於操作，
全面的排擠了如三峽老街運用容積移轉於歷史保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為臺北縣
憑空創造了因為捐贈公共設施用地而換算產生的龐大樓地板面積。臺北縣這個以取
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為目的的容積移轉政策，因為與內政部的政策目標相同，後續並
且成為內政部推動容積移轉的範本。
表 1：臺北縣公共施設用地取得狀況 （臺北縣政府資料)
捐贈土地

年

筆数

捐贈公共
(m2)

土地公
告現值
(元/m2)

接受基地之獎勵
樓地板面積(m2)

施設面積

2000

43

4588.74

305,067,152

10,274.83

2001

100

10932.75

604,692,797

25,726.94

2002

54

13563.50

854,251,710

33,034.50

2003

187

32051.65

1,860,719,599

274,518.74

2004

486

72387.11

4,647,963,477

168,056.29

2005

761

82864.72

4,441,439,176

171,690.67

合計

1631

216388.47

12,714,133,911

683,301.97

註：捐贈面積包含都市計畫指定之公共施設用地與建設公司自行捐贈之公共施
設用地。

調査時期：2005.12.31。

五、容積移轉運用於歷史保存的案例檢討
（一）臺灣地區運用容積移轉於歷史保存的實際狀況
依照內政部「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及「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之規
定，只要循「文資法」指定古蹟、或登錄歷史建築，或經政府認定具有保存價值之
建築物，均可適用容積移轉之作業。惟自 1998 年前述二法頒布以降，遲至 2007 年
底在古蹟部分全台僅有臺北市大稻埕辜宅（2001）依迪化街地區都市計畫規定申請
並通過適用容積移轉以為古蹟之保護，臺北縣蘆州李宅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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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容積移轉許可（2006.12.27），與臺北市清真寺（2007）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實施辦法」完成容積移轉之作業。另外在歷史街區部分亦僅只有臺北市迪化街地區
與臺北縣三峽老街完成都市計畫作業，准予適用容積移轉以保存歷史街區之傳統街
屋；而真正依照都市計畫執行容積移轉以保護歷史街區傳統街屋者僅只有迪化街地
區，三峽老街則因為臺北縣的容積移轉政策以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為目標，在政策與
市場的雙重排擠之下完全沒有任何引用容積移轉之個案發生。以下分別針對臺北市
迪化街地區與古蹟之容積移轉運作予以檢討分析。
1.

歷史街區運用容積移轉的實例：臺北市迪化街地區

（1）容積移轉的運作方式
迪化街地區自 2000 年都市計畫公告日（1 月 27 日）起開始得依都市計畫內之
容積移轉作業要點規定申請容積移轉。其作業程序依下列步驟辦理：
第一階段：都市設計審議
①所有迪化街地區之建築申請案應依迪化街地區都市計畫內「大稻埕歷史風貌
特定專用區都市設計管制要點」之規定設計。並提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依規
定申請建築執照及容積移轉。
②歷史性建築或古蹟其都市設計審議包含建築維護事業計畫之審查。
第二階段：容積移轉作業
①容積移轉許可函由接受基地提出申請。
②送出基地之容積移出須經都市設計審議核備後始得為之。
③送出基地應完成維護或提撥維護費用以信託專戶儲存，始得核發接受基地之
容積移轉許可函。
④送出基地之可移出容積均保留部分容積俟送出基地完成修護始准予其可移轉
容積全數核發送出。
⑤送出基地屬於歷史性建築物者，須經都市設計審議就維護工程勘驗確認後，
有關歷史性建築物維護之獎勵樓地板面積始得移出。
⑥接受基地若屬應送都市設計審議之基地，應完成都市設計審議後，始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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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移轉作業之申請。
第三階段：建築執照申請作業
①接受基地應檢具容積移轉許可函，始得據以移入容積，併入建築執照之申請。
②送出基地完成修護後，接受基地始得再取得全數可移入容積之容積移轉許可
函，並據以辦理建造執照之變更作業。
③送出基地屬於歷史性建築物者，俟完成維護工程之都市設計審議勘驗程序，
始得核發使用執照，與移出歷史性建築物獎勵樓地板面積。
前述三個階段之工作，有關都市設計審議由都市發展局執行、容積移轉許可函
由都市發展局更新處核發、建築執照之審查核可則由都市發展局建管處辦理。
（2）容積移轉的核備狀況
迪化街地區自 2000 年至 2005 年底接受容積移轉申請並完成容積移出的送出基
地，以申請數量統計共有五十三處建築基地完成容積移出作業。由於都市計畫允許
送出基地分次送出未利用容積，同時加上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為確保送出基地維
護工作之進行，亦採取分次移出之許可，故若以容積送出之申請核備件數而言，則
有 107 件。茲將迪化街地區容積移轉完成核備基地數與申請核備件數逐年統計整理
如下表（表 2、3）。20
表 2：迪化街地區容積移轉核備基地
TDR 申請核准件數

百分比%

2000

1

1.89%

2001

3

5.66%

2002

4

7.55%

2003

6

11.32%

2004

14

26.41%

2005

25

47.17%

合計

53

100%

註：調查時間 2005﹒12﹒31
20

基本資料來自都市發展局原始申請資料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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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迪化街地區容積移轉申請核備件數
TDR 申請核准件數

百分比%

2000

1

0.93%

2001

3

2.80%

2002

10

9.35%

2003

13

12.15%

2004

35

32.71%

2005

45

42.06%

合計

107

100%

註：調查時間 2005﹒12﹒1
根據這個容積移轉的狀況，初步可作以下的分析：
1﹑容積移轉核備基地數與容積移轉申請核備數在逐年的成長狀況與各年間所佔
的比例關係大致相當。理論上容積移轉申請核備數代表實際申請的次數，應較能反
映市場需求的狀態，而容積移轉核備基地數則應較能呈現不同送出基地條件的差異。
2﹑在申請核備數的各年間的成長比例關係上，可以發現 2000 年與 2004 年均開
始呈現較快速的成長；在核備基地數的各年間關係上，2004 年開始有較明顯的核備
基地數增加。這均與 2004 年的市場逐漸成熟及內政部法令的變更產生的催化作用有
關。
3﹑比較每一年申請核備件數與當年核備基地數的關係，可以發現在前二年
（2000~2001 年）此二者核准數相當，應可象徵推動初期的合理狀態。2002 年至
2004 年申請核准件數均約為當年核備基地的 2.16 倍至 2.5 倍，此應代表同一基地再
次送出的關係的穩定增加關係。但是 2005 年申請核備件數對核備基地數的比例明顯
減少，則呈現了實務上消防建管法規在是年引起的諸多程序因素影響了再次送出的
申請。
4﹑就總量比例來說，2004 年至 2005 年 2 年不論申請核備數或核備基地數均佔
六年間的七成以上，這代表著一個較為成熟運作的時期。另若從各年間申請核備數
與核備基地數各佔其六年間比例的關係來討論，2004 年相較於其他年間的比例關係
顯示了核備基地數其佔六年間的比例關係明顯低於申請核備數佔六年間的比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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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著 2004 年同一基地多次送出的狀況應有較多的增加，這可能代表過去因為作業
時程累積下來的送出申請案的釋放，也可能代表外在市場對移入容積的需求有明顯
的增加。
另外，針對六年間迪化街地區歷史性建築物（以下有時簡稱歷建）與非歷史性
建築物（以下有時簡稱非歷建）在申請核備數與核備基地數的狀況，逐年統計整理
如下表（表 4、5）。
表 4：歷建與非歷建容積移轉核備基地數
歷史性建築物

百分比

非歷史性建築物

百分比

2000

0

0

1

2.86%

2001

0

0

3

8.57%

2002

1

5.56%

3

8.57%

2003

1

5.56%

5

14.29%

2004

8

44.44%

6

17.14%

2005

8

44.44%

17

48.57%

18

100%

35

100%

合

計

註：調査時期 2005 年 12 月 31 日
表 5：歷建與非歷建容積移轉申請核備件數
歷史性建築物

百分比

非歷史性建築物

百分比

2000

0

0

1

1.33%

2001

0

0

3

4%

2002

1

3.125%

9

12%

2003

0

0

13

17.33%

2004

17

53.125%

18

24%

2005

14

43.750%

31

41.34%

合計

32

100%

75

100%

註：調查時間 200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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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迪化街地區的容積移轉狀況，初步作以下的分析：
1﹑歷建與非歷建在申請核備數與核備基地數間的各自比例關係，以及在各年間
申請核備數與核備基地數比例的關係上，歷建與非歷建幾乎都有相等的關係。這意
味著基地是否為歷史性建築物並非影響容積移轉申請次數的關鍵因素。
2﹑不論是申請核備數或是核備基地數，歷史建築均集中於 2004 年至 2005 年，
非歷史性建築物則集中在 2003 年–2005 年，但 2005 年有明顯增加的比例。這說明
了非歷建的容積移轉較早開始運作，也較快成長。而歷建的容積移轉則是到了 2004
年才忽然大量增加。
3﹑總量而言，歷建與非歷建申請核備數的比例是 1：2.34，而核備基地數的比
例則為 1：1.94，二者的差距仍在合理範圍內，而就數量的關係來看，就申請容積移
轉的次數或基地而言，非歷建顯然都比歷建多，這與歷建較為複雜的申請程序有關。
但若從各年間歷建與非歷建不論申請核備數或核備基地數的比例關係來看。2004 年
後內政部的五年期限回歸其容積移轉計算公式的因素，明顯影響了原來非歷建之容
積移轉遠多於歷建的容積移轉的狀況。
（3）都市設計審議對於容積移轉的影響
在迪化街地區的都市計畫規定中，容積移轉申請的要件是建築基地完成都市設
計審議通過。故有關容積移轉實際狀況的改變，除了與容積移轉法令的改變相關外，
也與都市設計審議的規定的變化相關。茲以迪化街地區有關都市設計與容積移轉的
關鍵法令頒布適用，分成六個發展階段予以說明：
第一階段：1985 年 7 月 2 日頒布「迪化街特定專用區未完成法定程序前建築注
意事項」
，這個注意事項的頒布是在 1983 年由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臺北市
政府應就迪化街地區擬定都市計畫特定專用區後所公告的規定。基本上它是工務局
（當年都市計畫處的直屬上級）基於職權發佈的行政命令，其約束力其實非常薄弱，
但是其內容對後續迪化街地區之發展仍有重要之影響。這個注意事項首度劃設出了
迪化街特定專用區的範圍（圖 1）
，這個範圍基本上就成為後來迪化街地區都市計畫
中的核心「歷史街區」的主要參考藍本。該注意事項的主要內容如下：
1﹑訂定迪化街地區新建建築其面前街道寬度加上建築退縮後之深度總和，與建
築高度之比例關係。基本上建築高度應小於退縮建築寬度與既有道路寬度（7.8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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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再加上 1.5 公尺。
H-1.5
≦１
7.8+D
H：建築各部分高度（不含山牆）
D：建築與現有迪化街之水平距離
單位：公尺
圖 1：1985 迪化街地區管制範圍

圖 2：1988 迪化街地區管制範圍

2﹑仍維持未變更前二十公尺計畫道路為建築線。
3﹑建築立面應設計山牆，並以四柱三開間為原則。
4﹑騎樓應予維持，並應設置樓柱，不得懸臂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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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注意事項之下，准予迪化街地區仍得依法改建，但其建築高度與立面形
式仍被要求一定之限制，與逐層退縮建築的關係，以為符合老街的尺度規模。
第二階段：1988 年 11 月 29 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通過「迪化街特定專用區
管制原則」
，這個管制原則乃是經由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其法令位階已具有限
制性。其主要內容如下：
1﹑只管制以迪化街為中心的二側街廓核心地區如附圖（圖 2），這個範圍已經
比 1985 年注意事項的管制範圍略為縮小。
2﹑計畫道路（二十公尺）及其兩側四公尺範圍內新建建築不得超過三層樓（約
九公尺，不含山牆）。
3﹑現有建物處理原則分五組
a.原建築物全部保留地區：霞海城隍廟保存區。
b.原建築物立面、騎樓依原樣保留地區：歸綏街至霞海城隍廟間，即俗稱中街與
南街北側的最具特色區段，其經指認二十五棟建築位於現有道路與計畫道路間之建
築樓地板得因保留不計入建蔽率及容積率。惟現有建築若有安全之虞者，准予原樣
改建。
c.原建築物立面、騎樓依現有道路寬度仿古整修地區：同上一街區段落，經指認
二十五棟建築在現有道路與計畫道路間之建築，准予修繕維護，該部分不計入建蔽
率、容積率。
d.新建築立面及騎樓依計畫道路寬度仿古重塑地區：在前述街區範圍以外，則允
許依二十公尺計畫道路新建。
e.一般規定建築地區：非面臨迪化街之建築。
4﹑本區之建築行為應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提出建築申
請。
這個管制原則最後只以政府內部決議會議紀錄形式處理，並未正式公告。故管
制原則並未被廣為周知，只是政府內部的作業規範。這個管制原則基本上以保護經
指認的五十棟建築其位於現有道路與計畫道路間的騎樓、立面與建築高度。至於計
畫道路線四公尺後與非屬這五十棟建築基地者，等於完全開放改建，且不限制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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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後的建築高度。
這個管制原則將原本應由法令規範建築形式與保存維護方式的責任，轉移給剛
開始運作尚非成熟的都市設計審議之行政協調。一方面保留了較大的彈性，但一方
面也造成了目前迪化街地區部份拆除街屋改建大樓的遺憾。
第三階段：1992 年 7 月 17 日公告迪化街地區七十七棟應予保存維護之建築物
名單，同年 11 月 13 日並正式公告迪化街地區依前述管制原則範圍之建築應經都市
設計審議。這個民政局指認的作業程序，首度直接指定了七十七棟現存建築物得以
現況全棟保存維護，另當時的工務局都市計畫處亦同時明確的要求了本區建築應經
都市設計審議的必要。
第四階段：2000 年 1 月 27 日完成修正公告迪化街地區都市計畫「大稻埕歷史
風貌特定專用區」。迪化街地區都市計畫的公告實施，明確的確保了都市計畫道路
回復為現存 7.8 公尺左右的現狀，使得街屋騎樓立面不必因為如過去位於計畫道路
上的保存困境。另外都市計畫鼓勵使用容積移轉，也讓街屋全棟保存變成可能。至
於一般街屋的保存維護模式，便交由都市設計審議經由協商決定。
第五階段：2002 年 12 月 31 日內政部完成都市計畫法修正，正式賦予了「都市
計劃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之法源。公告修正此辦法，也讓容積移轉在臺灣成為一個
較為人所熟知的法令。
第六階段：2004 年 6 月 30 日內政部再次修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並
限定除非都市計畫另有規定者，否則應依其辦法規定。另外也給予迪化街地區五年
期限仍得適用都市計畫原容積移轉計算公式。五年期滿後則應回歸內政部之計算公
式。
依據此六個階段，重新將迪化街地區之都市設計審議案與容積移轉核備基地數作一
整理如下表（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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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迪化街地區各時期都市設計審議與容積移轉狀況
分

期

都市設計審議

歷史性建築物

非歷史性建築物

核備數

容積移轉核備數

容積移轉核備數

第一階段

0

0

0

第二階段

5

0

0

第三階段

4

0

0

第四階段

16

1

8

第五階段

19

7

7

第六階段

59

10

20

合

103

18

35

計

註：調査時間 2005 年 12 月 31 日
在此六個階段的不同法令條件下，本區產生的建築形式與維護狀態其實有不同
的結果，茲分述如下：
第一階段：注意事項限制了建築的高度，但並未限制建築的改建，也尚無都市
設計審議的管制。這個階段在都市設計審議的檔案資料中並無記載，迪化街現有早
期業經改建，但基本上維持三層樓高之現代建築，部分為此時期改建之房舍。因為
當時對迪化街未來的發展仍未有定論，大部分的地主也都持觀望保留態度者較多，
改建數量仍極其有限。但是亦有部分基地退縮建築改建為高層建築的申請案，這些
退縮建築以取得較建築高度的新大樓，對迪化街地區之原有都市紋理與都市尺度也
造成了較大的破壞。
第二階段：在管制原則下原則產生了二種類型的建築。在迪化街中段經指定騎
樓、立面於現有道路與都市計畫道路境界線間原貌保留或仿古整修者。建築得以保
留第一進部分之原有形貌，新建之建築仍能維持街面的尺度比例，其建築量體採退
縮設置方式設計，因而產生逐層退縮的量體形式。而另一類則是屬於未被指定的建
築，依管制原則退縮至計畫道路線後，依其法定容積率興建高樓。在歸綏街以北今
日可見部分這種退縮建築於當年二十公尺計畫道路線後的高樓，這也因此影響了原
來傳統的街道品質。這個時期開始要求都市設計審議的程序，經由協商的過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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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案例亦獲得一個較佳的設計結果。這個階段通過都市設計審議完成核備者仍僅為
少數的五件而已。
第三階段：歷史性建築物的指定與明確都市設計審議的要求，在實際申請案的
數量上並沒有產生影響。此時期的都市設計審議案核備者僅四件。
第四階段：都市計畫公告後，都市設計審議案產生四倍的成長。容積移轉的核
備基地數亦有都市設計審議核備數的五成以上。說明了較為明確的都市計畫規定與
容積移轉的制度，的確促成了建築物採保存維護方式以取得容積移轉作業的適用的
結果。這個時期仍以非歷建申請容積移轉為主，這也說明了歷建與非歷建的容積移
轉條件不同，影響了送出基地的數量比例。
第五階段：這個時期在都市設計審議的核備數與非歷建的容積移轉核備基地數
並無較大的改變。反而是歷建的容積移轉核備基地數有大幅的成長。由於內政部容
積移轉辦法在此時期的修正主要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適用法源，對於市民對容
積移轉的實施信心也許有所影響，但對迪化街地區之歷史保存而言，其實非屬關鍵
因素，反而是容積移轉在此區的操作，適度保障了地主的權益，甚至創造了容積移
轉市場的產生，而開始有歷史性建築物願意進行保存維修工作，以取得容積移轉之
許可，將未利用容積移出，獲取市場利潤。
第六階段：2004 年內政部修改容積移轉實施辦法，提出了五年適用原迪化街地
區容積移轉計算公式的落日條款，讓自 2002 年起在迪化街地區已經逐步產生的容積
移轉市場有所影響。為了爭取適用原來對迪化街地區較為優沃的舊容積移轉計算公
式，都市設計審議的申請案開始快速的成長，以致於迪化街地區的都市設計審議案，
必須自 2004 年 6 月 30 日起另成立「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之「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專案委員會」，針對迪化街地區的都市設計審
議案單獨另行開會審議。同時這個時期的容積移轉在前述五年期限的影響下，也快
速的增加。總體而言這個時期的建築物新建已無如早期之高樓建築在核心的歷史街
區產生，相較性的有更多的建築採行維修的模式或是仿古重建的方式辦理。迪化街
地區的傳統街區風貌，在這個時期大致開始受到保全維護。
2﹒古蹟運用容積移轉的實例：大稻埕辜宅
位於迪化街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的大稻埕辜宅（辜顯榮宅）是臺北市自迪化街
地區都市計畫公告後、與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實施以來，直至 2005 年底，唯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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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程序完成建築修復與容積移轉的案例。
大稻埕辜宅既是迪化街地區都市計畫指定的歷史性建築物（2000 年公告），也
是臺北市市定古蹟（1999 年指定），其基地使用分區為特定專用區三（供特定住宅
使用）、與特定專用區四（供河濱住宅使用），基地面積 1110 平方公尺。早在 1962
年時辜宅即為了節稅理由，在該基地成立榮星幼稚園，並將產權移轉至其企業所屬
財團法人名下。同時因其基地位於街廓裏地，僅僅臨接二公尺寬之既成巷道，故長
期以來均未能開發改建。1999 年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公告之後，辜家即期望利用
容積移轉辦法將其難以開發之未利用容積予以移轉送出。
原案由辜家企業集團下捷和建設公司負責向文化局提具「市定古蹟大稻埕辜顯
榮宅調查研究」與「市定古蹟大稻埕辜顯榮宅再利用計畫」，送請審查核定之後，
復於 2000 年完成修復設計。原本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本案已可進行容積移
轉作業，惟當時容積移轉之作業方才開始，在無相關案例經驗下，本案復被要求依
迪化街地區都市計畫規定審查建築維修事業計畫後，才依迪化街地區都市計畫規定
核發容積移轉許可函（2001 年 5 月 22 日）。這是臺北市第一個取得容積移轉許可
的古蹟，也是迪化街地區唯一未經都市設計審議程序，直接經由文化局審核古蹟修
護計畫後，續由都市更新處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依都市計畫審查後核發容積移轉許
可的案件。其申請容積移轉過程整理如（表 7）。
本案在容積移轉審議時，原擬申請都市計畫中容積獎勵公式之△V1 歷史性建築
物保存面積之獎勵，惟在更新審議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認為辜宅已經獲得文化
局之修護經費補助，未予同意。但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另准予辜宅取得都市計畫內
容積獎勵公式之△V3 基地規模之獎勵。故辜宅之容積移轉分二次送出。第一次送出
面積 2479.77 平方公尺（2002﹒9﹒19），接受基地接受容積為 795.68 平方公尺。第
二次送出則為△V3 所獲得之獎勵，送出面積 744.39 平方公尺（2004 年 5 月 27 日），
接受基地接受面積為 419.37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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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大稻埕辜宅(辜顯榮宅)容積移轉核准過程
時間

重要階段

1998.10.7

指定古蹟

2000.1.27

迪化街地區都市計畫指定歷史性建築物

2000.10.11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審核通過「臺北市市定古蹟大稻埕辜宅之調查研
究與臺北市市定古蹟大稻埕辜宅再利用之規劃研究」
（會議審查通過
即先行報內政部核定，故內政部核定函日期為 2000.10.3）

2000.12.13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大稻埕辜
宅修護設計書面（2000.11.28 委員會審查通過 12.13 核定）
。

2001.5.22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處核發容積移轉許可函（臺北市更
新審議委員會，2001.1.5 幹事會，2001.4.2 委員會審查通過）
。

2001.8.26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審查通過修護工程

2004.5.27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處核發△V3 歷史性建築物保存維護
建築面積之容積移轉許可函。

本案為臺北市第二個容積移轉案（第一個容積移轉送出基地為迪化街地區李亭
香案，送出時間為 2000 年 12 月 6 日），在其第一次送出容積時，原本預計移轉至
城內地區重慶南路、武昌街口之第四種商業區。惟其企業後來考量依據容積移轉計
算方式以土地公告現值之比值為計算基礎，從第三種住宅區之迪化街地區，送出至
第四種商業區之城內地區，其可接受之容積相較於送出之容積約為 1：6，不符其商
業開發利益而取消移轉。本案後來經其企業再度評估後，選擇了其企業集團下所屬
大安區仁愛路上第三種住宅區之土地作為接受基地。由於此接受基地之公告現值為
前述第一次協商之接受基地的二分之一，相對計算可接受之容積則約為第一次協商
的接受基地之二倍，雖然這前後二個評估容積移轉的接受基地其最後接受容積與接
受基地公告現值之乘積所得其實結果相近，代表無論是哪個接受基地其未來在不動
產市場上的基本賣出單坪房價其實是相等的，但由於近年來臺北市不動產市場為住
宅市場，取得較多之住宅區樓地板面積，仍然具有較高之市場利潤，加上該筆住宅
區接受基地屬於企業集團內之中國人壽土地，經由其集團內部子公司間的土地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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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另外隱藏了一個內部的交換利潤，這亦是其最後接受基地選擇的考慮因素。21
本案辜宅最後容積移轉之交易金額為 1.2 億元。
至於辜宅的第二次容積送出，則是在經由更新審議，確認無法取得△V1 之歷史
性建築物保存獎勵後（因為已申請文化局古蹟維修工程補助），將其所獲允許之△V3
之基地一定規模的獎勵面積 744.39 平方公尺送出。一樣的選擇了位於士林區天母段
的第三種住宅區，換算所得接受容積為 419.37 平方公尺，交易金額為 2000 萬元，
恰好等於辜宅實際用於古蹟維修之工程經費。（表 8）
表 8：大稻埕辜宅容積移轉接受基地評估比較
接受

基地

使用

容積

基地

面積

分區

率

中正

第
1

一
次
送

2

出

區城

817.8m

種商
業區

大安

第3
1523 m2

生段

第

區天

送出

母段

種住

800%

225%

宅區

士林

二次

換算後

接受基地

實際

土地公

接受容

之公告現

交易

告現值

積

值價值

金額

490436

412.59

2 億元

×

第4
2

中段
區懷

2000 年

2

元/ m

254310
2

m2

759.68
2

元/ m

m

142000

419.37

1.9 億元

1.2 億
元

第3
2

1246 m

種住
宅區

225%

2

元/ m

m2

5955 萬元

2000
萬元

大稻埕辜宅作為第一件迪化街地區的歷史性建築物容積移轉案，也是臺北市第
一件古蹟容積移轉案例，其容積移轉的過程提供了以下四個檢討的觀點：
（1）古蹟或歷史建築的容積移轉具有足夠的市場誘因，吸引古蹟或歷史建築的所有
人選擇容積移轉來替代原地主之開發改建。
（2）移轉至接受基地的可移轉容積，與接受基地的土地使用分區與未來開發後之房
地產價值，會決定接受基地的位置選擇。
（3）容積移轉成為一種不動產市場開發的財務計畫與財務運作的一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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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蹟或歷史建築的保存獎勵，既可支持古蹟或歷史建築所需維修費用。其剩餘
所有可利用未利用的容積均成為不動產市場上的利潤創造工具。

（二）容積移轉運用於歷史保存的實際影響
容積移轉運用於歷史保存的實際影響，在個別的古蹟或歷史建築上，將可具體
的保護了原有的建築實體，避免因為開發的需求而面臨被拆除的壓力；土地所有人
的開發權被轉化為可移轉的容積，同時經由容積市場的買賣，古蹟與歷史建築的所
有人也取得了維護古蹟與歷史建築的經費，其結果是在古蹟與歷史建築所有人的權
益保障與後續維護管理上取得一個雙贏的可能。至於歷史街區運用容積移轉的結
果，則不僅是單一建築體的獲得保護，而是整個歷史街區的紋理與尺度都取得了一
個保存的結果，以下以迪化街地區這個至 2007 年底前唯一以容積移轉運用於街區保
存的結果作一分析。
1. 容積移轉對迪化街地區容積利用的影響
迪化街地區在 2000 年的修正都市計畫中，基於保障原有地主的權利下，並未改
變原來地區內的商業區與住宅區的使用強度，而只是因應特定專用區的規畫，將原
來的使用分區名稱予以改變，並予以不同的都市設計規定。在這個修正後計畫的可
開發用地上，依照其商業使用與住宅使用的所有可建築面積與其容積率乘積計算，
迪化街地區將有 1250260 平方公尺的住宅與商業使用樓地板面積可被開發，這包括
了商業使用樓地板面積 949760 平方公尺，與住宅使用樓地板面積 300500 平方公尺
（表 9）。
表 9︰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可開發建築容積
使用分區

商業

住宅

特（一）．供
特定商業使用
特（二）．供
一般商業使用
特（三）．供
特定住宅使用
特（四）．供
河濱住宅使用

面積（ha） 容積率

可建築之樓地板面積（㎡）

6.14

343840

560%

949760
10.82

560%

605920
1250260

6.51

300%

195300
300500

2.63

400%

1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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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不計入公共設施之容積檢討。另其面積計算包括了將原本二十公尺寬的都市計畫道路修正
回現存道路寬度約 7.8 公尺，因此將這個變更道路使用為住宅區歸還於迪化街二側原有店家
住戶的面積 1.26 公頃。

這個 125 萬平方公尺的可開發樓地板面積，對於迪化街地區這樣遍布早期傳統
街屋建築低矮房舍的歷史街區而言，這個允許開發的容積總量，勢必對迪化街地區
原有的都市尺度與城市規模帶來極大的改變。我們再將 2000 年都市計畫修正公告當
時本地區既存的都市發展現況與都市計畫的計畫容積做一比較（表 10），可以發現
其實整個迪化街地區一直以來，仍有極大的可利用樓地板面積。依照 1997 年都市發
展局對迪化街二側的建築的調查統計，雖然在當時商業區之法定容積率為 560%，住
宅區之法定容積率達 300%與 400%，但當時迪化街二側的建築其平均容積率仍只有
252%。這個可利用容積未發展的狀況，相對於臺北市持續穩定發展的房地產市場而
言，1980 年後對迪化街地區的各項行政管制措施應具有一定之影響。而 2000 年都
市計畫容積移轉制度實施後，對於這個可利用而仍未予以利用的龐大容積，則扮演
了另一個重要的移轉疏導功能。
表 10︰2000 年迪化街地區都市計畫住、商使用現況與計畫容積比較
樓地板使用現況
（㎡）

計畫樓地板（㎡）

可利用未利用容積（㎡）

商業使用

483482

949760

466278

住宅使用

271958

300500

28542

合

755440

1250260

494820

計

從 2000 年到 2005 年底，迪化街地區已有五十三筆建築基地申請容積移轉，並
成功的將迪化街地區可利用而未利用之樓地板面積移出。這其中包括歷史性建築物
十八筆基地，佔全數 33.96%，與非歷史性建築物三十五筆基地，佔全數 66.64%。若
以容積移轉的次數比較，則總數共有容積移轉核備件數 107 件，其中由歷史性建築
物送出容積者有三十二件，佔全數 29.9%，由非歷史性建築物送出容積者有七十五
件，佔全數 70.1%（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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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迪化街地區容積移轉送出基地比例
核備基地數數

比例

核准件數

比例

歷史性建築物

18

33.96%

32

29.90%

非歷史性建築物

35

66.64%

75

70.10%

合計

53

100%

107

100%

註:調查時間 2005 年 12 月 31 日

表 12︰廸化街地區容積移轉送出基地送出容積狀況
允建容積（㎡）

送出容積（㎡）

送出容積佔允建
容積比

歷史性建築物

53182.04

17333.78

32.59%

非歷史性建築物

132446.34

35606.16

26.88%

合計

185628.38

52939.94

28.52%

註:調查時間 2005 年 12 月 31 日
就迪化街地區這五十三筆送出基地的容積移出狀況來說，十八筆歷史性建築物
總共移出 17333.78 平方公尺，佔其原本可能在迪化街全數開發時之容積的 32.59%。
另三十五筆非歷史性建築物共移出 35606.16 平方公尺，佔其原本可開發樓地板面積
的 26.88%（表 12）。從其平均來說，這五十三筆建築基地的可利用容積有超過四分
之一達 28.52%的發展權依容積移轉機制成功送出。
這個已經送出的容積 52939.94 平方公尺，佔 2000 年時迪化街地區可利用而未
利用的容積即有 10.7%，僅僅六年的時間（2000–2005 年）能將此迪化街地區的開發
量減少十分之一，其對迪化街地區的開發壓力，的確有明顯的疏減作用。假設迪化
街地區容積移轉的運作仍持續正常發展，依前六年的案例經驗值推算（以 28.52%量
移出估計），則迪化街地區總數將移出 356574 平方公尺的樓地板。這對迪化街地區
的總量發展而言，以及對歷史街區的保全來說都將有極大的幫助，事實上 2006 至
2007 年間迪化街地區容積移轉的核備數量已經是前述六年間的倍數成長。
2. 容積移轉對迪化街地區建築高度的影響︰
（1）2000 年都市計畫修正前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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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都市發展局 1997 年的統計，迪化街地區 39.83%為 1–3 層樓的建築，21%
為四層樓建築，超過十層樓以上者僅 4.5%。若以迪化街二側街屋建築的年代統計，
建於清代（1895 年以前）者佔 16%、建於日治時期（1895-1945 年）者佔 49%。這
代表著全區有六成以上為四層樓以下之建築，單就迪化街二側而言亦有六成五的建
築維持著傳統的街屋建築型態。
實地再就目前迪化街地區的主要核心迪化街二側的建築樓層數作一調查，其現
有建築樓層數狀況如（表 13）。
表 13︰迪化街兩側建築樓層數狀況(依棟數統計)
階數 1~3F 4F
5F
6F
7F
8F
棟數 355
22
4
0
2
2
91.02 5.64
1.03
0.51
0.51
比例
0%
%
%
%
%
%
註:調查時間 2005 年 12 月 31 日

9F
0
0%

10F
3
0.77
%

11F
1
0.26
%

12F
1
0.26
%

非常清楚的看到目前為止迪化街二側的建築 91.02%仍為原本三層樓以下之建
築。僅有少數屬於較為高層的建築。若再查閱迪化街二側建築，其自戰後（1945 年）
至 2000 年修正都市計畫為止，提出建築執照申請與都市設計審者，扣除既有合法性
房屋之整修不予計入，則總共只有十五棟建築提出申請並經核備（表 14）。

表 14︰迪化街兩側 1945–2000 年提出申請建築之樓層高度狀況
基地位置

樓層數

都市設計審議核備時間

1

永樂市場

8F

1988 以前，未經都市設計審議

2

迪化街 1 段 50 號

12F

1988 以前，未經都市設計審議

3

迪化街 1 段 68 號(第一銀行)

10F

1988 以前，未經都市設計審議

4

迪化街 1 段 147-149 號

11F

1988 以前，未經都市設計審議

5

迪化街 1 段 232-234 號

7F

1988 以前，未經都市設計審議

6

迪化街 1 段 267-275 號

10F

1988 以前，未經都市設計審議

7

迪化街 1 段 277 號

8F

1988 以前，未經都市設計審議

8

迪化街 1 段 279-285 號

10F

1988 以前，未經都市設計審議

9

迪化街 1 段 104 號

8F

1991.1.28 審議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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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迪化街 1 段 178 號

3F

1991.4.10 審議核備，但未依案繼
續推動

11

迪化街 1 段 243-245 號

2F

1991.7.4 審議核備，但未依案繼續
推動

12

迪化街 1 段 89-91 號

8F

1992.3.11 審議核備

13

迪化街 1 段 34 號(屈臣氏)

3F

1997.11 審議核備

14

迪化街 1 段 309-313 號(李亭香)

5F

1998.5.8 審議核備

15

迪化街 1 段 38 號(郵局)

3F

1997 提出申請 2001.1.2 審議核備

這其中有八棟建築是在 1988 年實施「迪化街特定專用區管制原則」並要求都市
設計審議之前即已興建之建築。其配置非常明顯的採退縮於當年二十公尺計畫道路
線後興建。另外迪化街北側 267–285 號的三棟建築，為取得更高的樓層數，並且依
1985 年的未完成法定程序前注意事項再予退縮建築。
至於 1988 年後，整個迪化街地區依「迪化街特定專用區管制原則」提出都市設
計審議案者共計十三案，其中只有九件完成審議核備，這九案中有六案為處於核心
區的迪化街二側建築。這六個迪化街二側的建築申請案有三種發展狀況，簡要分析
如下：
第一種：完全使用可利用容積
迪化街一段 89-91 號與 104 號均屬此類建築，在修正計畫前二十公尺之道路線
與現存 7.8 公尺道路線間的部分採仿古重建，後側建築則退縮興建八層樓高之建築。
其中 104 號並採逐層退縮方式設計。另外 178 號與 243-245 號雖然完成都市設計審
議通過，但並未依審議核備結果執行。此二案均於 2005 年重新單獨以 178 號與 243
號各別提出申請，依新的都市計畫案規定重提原貌修護以取得容積移轉之使用。178
號建築並且經都市設計審議會勘同意，於 2006 年 2 月 17 日完成歷史建築登錄，俾
得以適用歷史性建築物之原貌保存獎勵之容積移轉。
第二種：採原貌保存修護，未利用其其餘可利用容積
迪化街一段三十八號郵局與迪化街一段三十四號屈臣氏大藥房均是採原貌修護
提案，屈臣氏大藥房後來因產權問題雖審議通過，但並未續予執行原來之提案。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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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則採立面保存，其餘部分仿古重建，但內部隔間予以調整。二個申請案在尚未有
容積移轉制度之前，所提之申請案即採依現狀使用之再設計。郵局因屬公共設施，
後續亦未適用容積移轉。二棟建築均維持三層樓原始高度。
第三種：依實際使用需求興建，未全利用可利用容積
迪化街一段 309–313 號李亭香號案，即依 1988 年之「迪化特定專用區管制原則」
設計，沿街面維持三層樓，第一進後退縮設置四層與五層之建築。2000 年後，再依
都市計畫之容積移轉規定將未利用之容積予以移出。
基本上 1988 年執行都市設計審議以降，至 2000 年為止，在迪化街二側的建築
僅只六棟，其中只有二棟依其實際容積完全興建，該二棟建築仍然維持沿街面為二
層樓之騎樓立面，退縮興建部分最高為八層樓，對迪化街之傳統風貌基本上尚不致
有所影響。至於 1988 年以前迪化街二側興建的八棟八層樓至十二層樓的建築，對於
迪化街的都市尺度與天際線則有明顯之破壞。但是其位置除了第一商業銀行（迪化
街 一段 68 號）外，大抵仍在迪化街霞海城隍廟至涼州街之精華區以外的區位。
（2）2000 年都市計畫修正後的狀況
自 2000 年 1 月 27 日公告實施「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都市計畫案後，
至 2005 年底為止，迪化街地區依都市計畫規定提出都市設計審議並經完成核備者共
九十四件。而全區已提出申請容積移轉並經核備之建築基地共五十三筆。然而不論
是否提出容積移轉之申請，在迪化街二側之建築均以原貌修護或仿古重建方式提請
都市設計審議。只有少數幾棟在迪化街周邊地區的建築未採用容積移轉並將允建之
容積全數利用興建大樓。
對於在迪化街二側的街屋建築的三個進落的高度管制，在 2000 年時是第一進
三層樓、第二進六層樓、第三進八層樓之高度限制，在 2004 年則經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討論修正為第一進三層樓、第二進五層樓、第三進七層樓。雖然在都市設計審
議訂了三個進落的高度限制，但在迪化街二側的街屋建築，其都市設計審議之提案，
至今尚未有最高高度超過五層樓者，而這是指後側第二進、第三進之建築高度。至
於第一進都以維持原貌為原則。另外針對第一進騎樓立面屬清代一層樓高，但實質
上業已經過整修已經非屬原始之營造構材者，則准予採仿古風貌興建二層樓之騎樓
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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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迪化街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經依 2000 年都市計畫規定以法定容積完全使
用，未申請容積移轉之都市設計審議案至 2005 年底共有五案，均在迪化街以外之建
築基地，其詳細如（表 15）。
表 15：2000–2005 年迪化街地區都市設計審議案基地容積完全利用未申請容積移
轉案
都市設計審議
都市計畫
景觀道路
編號 基地位置
樓層數
申請人
建築師
第1次
之規劃地
核備
幹事會
區
涼州街
39–47 號 2002.10.2 2003.
第一街道
藍美津
李重耀
1
10F
3
1.29
安西街
區
92 號
延平北路
華鼎
2005.
210 巷 9 2004. 5. 4
吳成榮 未管制區
2
14F
2.14
建設
弄 2~6 號
延平北路
三豐
第二街道
2段
2004.
2004.
黃秀莊
3
13F
7.15
9.21
建設
區
137–147
號
民生西路
14F
309 號
興富發
第二街道
(原計
黃翔龍
4
2005. 4. 4
─
(新芳春
建設
區
畫)
茶行)
2006.
延平北路
7.14
常殷
第二街道
2段
2005.11.2
2006.
楊弘志
5
14F
8
建設
區
138–146
12.15
號
變更

在上述五個於 2000–2005 年間提出都市設計審議申請的建築計畫，均是於其建
築基地上直接利用其所有可利用的容積，除了第四案新芳春茶行，因為涉及歷史建
築登錄保存，目前仍由都市發展局與開發者協議中外，其他四案均先後獲得審議通
過，其建築高度約在十層樓至十四層樓。案內除了一案位於迪化街地區都市計畫內
指定的第一街道區外，其餘大多在近乎迪化街地區都市計畫範圍邊緣的延平北路，

林崇傑｜臺灣運用容積移轉於歷史保存之政策與實踐之檢討 67

真正對迪化街具有較大的視覺衝擊者僅涼州街 39-47 號 1 案。
除了前述五案，或較為明確的說只有四案未保留容積外，2000 年至 2005 年間
本區提出申請都市設計審議案共計九十五件，均未完全使用其可利用容積，而且大
多採原貌修護或仿古重建。甚至包含了十三棟非歷史性建築物的申請登錄歷史建
築，其中有四棟尚且位於延平北路、民生西路之第二街道區。
總而言之在 1988 年至 2005 年間之都市設計審議案中，僅少數八件佔 7.7%為都
市計畫修正前申請審議通過，其中亦只有兩棟採退縮建築在後側棟達八層樓，其餘
均為原貌修護或仿古重建。
在都市計畫修正公告後，至 2005 年底有 95.79%的都市設計審議案未將可利用
之容積予以全部利用，原則上仍採保存修護或仿古重建等作法。只有少數四件佔
4.21%的建築興建高層建築，但多在近都市計畫地區的較外側。同時在 2000 年至 2005
年間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者，已有超過一半達 54.74%提出容積移轉申請並獲得核
備。其餘尚未申請核備者，大多數亦正進行申請容積移轉作業中。22
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容積移轉的實施明顯的對於迪化街地區作為容積送
出區產生了以下兩個最主要的影響：
（1）迪化街地區原本都市計畫賦予的開發權利，若予以全部利用勢必對街區產生極
大的衝擊，容積移轉的適時引入，化解了這個潛在的開發壓力。
（2）作為容積移轉的送出基地，迪化街的街屋建築形態得以得到保全，整個歷史街
區的建築高度也得到了一個較為和諧的景觀風貌。

六、現行容積移轉的執行問題檢討
（一）臺灣各地容積移轉的執行差異
內政部在訂定「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與「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時，
雖然有其不同的立法目的。然而此兩個容積移轉辦法在公告之後並沒有任何縣市依
照此辦法予以執行。唯一有操作容積移轉的臺北市與臺北縣卻都是以都市計畫訂定

22

迪化街地區擬申請容積移轉之建築基地，均須於 2000 年後依都市計畫提出都市設計審議申請，只有
1998.5.8 都市設計審議通過之李亭香案，基於已申請建造執照，且非屬歷史性建築物，並為當年第一
件容積移轉申請案，為鼓勵迪化街地區居民並未要求重新提送都市設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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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以為執行其各自不同目的的容積移轉的操作。內政部乃於 2004 年再次修改「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並訂定限制各縣市制定審查許可條件的限期執行條
款。臺灣地區二十五縣市之中，依內政部要求在 2005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審查許可
條件公告的僅臺北縣、臺南市、臺中市三個縣市，直到 2007 年底全臺灣則仍只有十
個縣市完成審查許可條件之公告（表 16）。
表 16︰臺灣各縣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頒布時程
公告時間
2005

各縣市許可條件名稱

審査機関

臺北縣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査 臺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02.25
04.15

要點
臺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査要點 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臺中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審査許可 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06.30

條件及作業要點
高雄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査 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07.01

10.07

要點
新竹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査許可 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委員會，
條件
2006.09.02
第四、五、六條條文修正
臺南縣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査許可 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20

2006

條件及作業要點

12.06

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査標準 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01.10

桃園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査要點 桃園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臺中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査許可條件 臺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08.29
09.26

及作業要點
臺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査許可條件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依照各縣市完成之審查許可條件分析，各縣市對「送出基地」與「接受基地」
的條件，以及不得為接受基地的情形與接受基地容積移入的上限標準均有不同的規
定，茲將各縣市之審查許可條件作一比對可以發現，這十個已公告審查許可條件的
縣市中，六個縣市對送出基地的條件有所規定（表 17）、九個縣市對接受基地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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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所規定（表 18）。對於不得為接受基地的條件有八個縣市有所規定，七個縣市
對接受基地移入容積的上限有所規定。從條文內容的敘述上似乎六成以上的縣市在
制定審查許可條件時，都依照了原內政部辦法所載「考量都市發展密度、發展總量
及公共設施劃設水準，訂定審查許可條件」。然而遍查此十個縣市的法案訂定說明
及其應載附之技術分析，只有臺北市提出對既有城市發展狀況、發展總量與公共設
施劃設狀況的法令技術分析報告。同時若從各縣市對送出基地與接受基地的要求條
件來分析，就其要求條件的表面形式（文字敘述）、與實質內涵（管制內容）來比
較，除了臺北市以外，各縣市的條件大多只是形式文字上的再予描述，與原內政部
辦法之內容，及原來依都市計畫法、建築法原本即應執行之事項並無太大差距。
表 17：臺灣各縣市送出基地條件比較
臺北縣

無相關規定。

1.指定古蹟或登錄歷史建築者。
2.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或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指定具有保存價値並經政
臺南市
府公告之建築。
3.私有之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兒童遊戲場用地、綠地及廣場用地等。
1.具保存價值者、提供公共空間者之土地。
臺中市
2.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且設定期限達 15 年以上。
高雄市

無相關規定。

1.指定古蹟或登錄歷史建築者。
2.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或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指定具有保存價値並經政
新竹市
府公告之建築。
3.私有之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兒童遊戲場用地、停車場用地、綠地、廣場
用地及計畫道路。
臺南縣

無相關規定。

苗栗縣

無相關規定。

1.具保存價值者︰（1）指定古蹟或登錄歷史建築者。（2）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認定具保存價値、並經政府公告者。
1.具保存價值者：（1）古蹟保存區、寺廟保存區。（2）私有經指定古蹟
或登錄歷史建築者。
臺中縣
2.要點公告以後三年以内優先受理。（1）具保存價值者及提供公共空間者
之土地。 （2）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設定期限達二十五年以上。
1.私有經指定古蹟或登錄歷史建築者。
臺北市
2.私有未徵收之公共施設保留地：公園用地、綠地、廣場、道路用地等。
桃園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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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綠地、廣場：二公頃以下且申請送出基地面積 1000 平方公尺以
上。鄰接道路長度與深度之比例小於 3：1、或鄰接計畫道路二十公尺以
上、且容積送出後不影響其他土地臨街道路之狀況。
道路用地：計畫道路寬度十五公尺以上、且符合交通運輸與防災避難之
需要為優先。送出基地之道路用地其兩端應與寬度八公尺以上之已開闢
道路連接。
3.公園、綠地、廣場、道路用地之送出基地、容積移轉作業須經土地所有
人之同意。
表 18︰臺灣各縣市接受基地條件比較
1.接受基地面積達 300 平方公尺。
臺北縣 2.捷運、特級、一等及二等火車站 500 公尺範圍內之建築基地。
3.三等及簡易車站 300 公尺範圍內之建築基地。
1.都市計畫指定地區、鄰接 8 公尺以上道路、且面積 300 平方公尺以上土
臺南市
地。但鄰接開放空間達一定寬度者不在此限。
臺中市 1.接受基地面積 250 平方公尺以上、且符合最小建築基地面積者。
1.捷運站、車站半徑 300 公尺範圍内。
高雄市 2.都市計畫指定之容積移轉接受地區。
3.鄰接 8 公尺以上道路、且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上土地。
新竹市
臺南縣
苗栗縣
桃園縣
臺中縣

臺北市

無相關規定。
1.鄰接 8 公尺以上道路、且面積 300 平方公尺以上土地、且符合最小建築
基地面積者。
1.鄰接 8 公尺以上道路、鄰接長度達 10 公尺、且面積 300 平方公尺以上土
地。
1.面積 300 平方公尺以上土地、且符合最小建築基地面積者。
1.面積達 250 平方公尺以上土地、且符合最小建築基地面積者。
2.接受基地接受容積 3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通過。
1.公共設施保留地之送出基地，其容積僅得移轉至下列地區：
（1）捷運站出入口半徑 300 公尺範圍內，且面臨 8 公尺以上已開闢之都
市計畫道路。
（2）基地位置半徑 400 公尺範圍內，有已開闢且其面積在 0.5 公頃以 上
之公園綠地，且需臨接 15 公尺以上已開闢之計畫道路，或面臨二條已開
闢之計畫道路，而其中一條寬度須達 12 公尺者。

若從各縣市對接受基地實質上可移入容積的最高上限來比較。臺北縣、臺中
市、臺中縣可移入容積之上限高達 100%。而臺南市、高雄市、新竹市、臺南縣、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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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縣等五個縣市沒有上限規定。只有臺北市規定移入容積總合不得超過 50%，苗栗
縣規定移入容積不得超過 30%。從上述分析可以了解大多數的縣市其容積移轉審查
許可條件其實是相當寬鬆的。另外在此十個縣市的審查許可要點中，對於可作為送
出基地的條件除了臺北市與臺南市以外，各縣市之要點在實質上等於沒有任何條件。
另經調查以上十個縣市的容積移轉審查許可分別頒布以來，除了臺中市以外至
2006 年底仍無適用案例。前述臺中市政府於 2006 至 2007 年共完成 110 件公共設施
用地容積移轉之案例，但尚無一例為古蹟或歷史街區之保存案例。至於臺北市與臺
北縣基本上仍如前述章節說明在都市計畫的前提下，早於審查許可條件之頒布即已
執行。
總體而言，在已經執行容積移轉制度的地方政府來看，臺北縣及臺中市均只有
以公共設施用地取得之案例；臺北市則包含了歷史街區保存、古蹟保存、歷史建築
保存、與公共設施用地取得等各類案例，但是臺北市之容積移轉作業基本上仍以都
市計畫作業為基礎，而非逕以內政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辦法授權下之容積移轉審查
許可條件辦理。

（二）以公共設施用地取得為目的的容積移轉運作之影響
1.

內政部對地方政府容積移轉機制的不同對應

原本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之規定，適用容積移轉之類別原本就包
含了具保存價值者、提供公共開放空間、與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三類，但是內政部在
面對臺北市與臺北縣以都市計畫制定各自的容積移轉機制時，卻採取了兩種截然不
同的處理態度：
（1）面對臺北市迪化街地區較為有利於原有歷史街區地主的容積移轉計算公式，在
2004 年修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辦法時，僅給予五年的緩衝時間，並要求五年後應回
歸內政部之容積移轉辦法之計算公式。
（2）面對臺北縣對於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使用之規定遠比內政部容積移轉計算公式與
各項要求如包含接受基地容積移入上限標準等更為寬鬆的狀況，內政部不僅未予要
求修正，並協助邀請中央各部會協商，予以協助適法性之解釋。
內政部營建署 2006 年 6 月 28 日發布官方新聞稿正式替臺北縣政府推動公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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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地之作業標準與內政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及臺北縣依該辦法訂定
之「臺北縣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不同處之競合問題提出說明。其
重點如下：
（1）內政部認為臺北縣政府以都市計畫公告 17 處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之內容，其精神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56 條有關私人或團體自願捐獻公共設施保留地予
政府得獎勵容積之精神相符，故亦得認定符合內政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第二十條「在 2004 年 6 月 30 日前已循都市計畫擬定、變更程序，訂定容積移轉相
關規定者」之規定。
（2）依前述說明民眾申請得就原十七處都市計畫規定或是內政部容積移轉辦法擇一
適用。
（3）臺北縣依內政部容積移轉辦法所訂之「臺北縣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
要點」屬於解釋性或裁量性行政規則，不能排除原有對十七處經由都市計畫變更程
序完成之都市計畫規定。
（4）臺北縣現有規定造成二種不同的容積移轉計算標準，仍請臺北縣修正十七處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以求行政之一致性與合理性。
內政部這份公開的正式新聞稿所顯示的政策偏移，僅綜整為以下兩點說明：
（1）歷年內政部一再強調各縣市之都市計畫與中央法規不同時，地方政府之都市計
畫應予配合修正。23此項原則在此次面對臺北縣十七處都市計畫與中央法令發生競合
時的解釋，竟然一反過去之原則，主動以提出都市計畫法之原意，准予臺北縣繼續
適用之適法性說明，而僅在最後期望臺北縣政府仍應修正十七處都市計畫之容積移
轉作業標準。由此已看出內政部面對建築開發業者與臺北縣民意代表之壓力而有所
原則之放棄。
（2）內政部對臺北市迪化街地區與臺北縣十七處都市計畫二種不同容積移轉目的的
不同態度，正式說明了歷史保存並非內政部關心之課題，而如何採取適當措施取得
公共設施用地才是其重點議題。在容積移轉作為內政部訂頒之辦法，而非文建會得
以調整修正之中央政府權責分工之下，期待以容積移轉作為歷史保存的工具在臺灣

23

內政部營建署在 1998 年 10 月 14 日與 1999 年 9 月 16 日，二次解釋函均指明都市計畫係屬地方行政
計畫，不宜與地方政府之地方單行規章相違，更不必說與中央法令抵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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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實政治體制下，看起來有其制度上的困境與壓力。
2.

民間對以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為目標之容積移轉政策的態度

內政部在 1999 年公告以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為主要目標的「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實施辦法」時，即已引起社會各界的反對之聲。1999 年 2 月 4 日由專業者都市改革
組織、崔媽媽服務中心、樂山文教基金會、私有古蹟保存促進會、中華民國住宅學
會、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連署聲明「反對全面實施都市
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該聲明並建議應暫緩實施以容積移轉取得公共設施之措
施，並且提出臺灣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之解決應從徹底檢討都市計畫與相關土地制
度，推動城鄉計畫法立法，建立都市計畫專屬財源，設置都市開發私人利得回饋機
制等作法以徹底解決臺灣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結構性問題。然而此項民間團體之連署
聲明並未能影響內政部之政策方向，只是讓行政院院會決議時要求先以第一類具保
存價值之建築物之優先試辦一年。
而臺北縣以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與新設公共設施之提供為目的的容積移轉操
作，至 2005 年底已經取得 216 公頃以上之公共設施土地，其中屬於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保留地者約二十九公頃，而因此產生可移轉之獎勵容積卻已達六十八萬平方公
尺，約為三萬人之居住樓地板面積，但是所有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幾乎均為原本已
提供通行的既有道路。24意即臺北縣政府執行以容積移轉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之作法，
在實際使用上並沒有創造新的公共設施用地被開闢，而僅是補償長期已被使用的道
路用地之地主權益。
面對臺北縣容積移轉產生的負面效益，2006 年 3 月甫上任的城鄉發展局長李得
全即意圖修正都市計畫現有容積移轉不設上限的規定，要求接受基地臨接道路未達
八公尺或移入容積大於接受基地的 40%者，必須先提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討論，並
發函公告修正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預計 2006 年 10 月 1 日實施。此項計畫一經
媒體報導立即引起臺北縣議會由議長率同諸多議員向縣府抗議
（2006 年 8 月 18 日）
，
此事後續愈演愈烈，臺北縣議會唯恐臺北縣政府修正都市計畫或審查許可條件，並
且直接要求將原有臺北縣政府頒布之「臺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改
送縣議會討論，擬修訂為縣立法之「自治條例」，俾能確保原有十七處都市計畫之
寬鬆條件，建築開發業者亦串連於縣政府前廣場抗議（2006 年 4 月 30 日）。
24

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2006 年 3 月上任之李得全局長回應媒體詢問時表示（中國時報 200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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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臺北縣議會與建築業界要求撤換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長的同時，民間團
體亦開始連署；2006 年 10 月 3 日由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崔媽媽基金會、建築改
革合作社、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綠色陣線協會、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共同連
署聲明：「呼籲臺北縣政府修訂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制度」。該聲明提出四項
提醒：
（1）容積移轉不加管制將造成都市計畫體系崩盤。
（2）臺北縣既有容積移轉規定過於輕率。
（3）不加管控將讓大禧市悲劇再次重演。
（4）議會送審意味閹割都計體系專業審議機制。
該聲明並提出三點呼籲：
（1）請縣府積極推動「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之修訂。
（2）請縣政府捍衛都市計畫體系，有關審查許可要點之審議仍應依法回歸都市計畫
委員會或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而非交由縣議會審查。
（3）請縣政府應積極徵詢公眾意見，並就容積移轉可能產生之外部性問題，邀集都
市計畫、都市設計、交通、住宅、環保、歷史保存等專業或民間團體參與。
然而這個連署聲明沒有挽回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局長的被縣議會要求撤換，
臺北縣政府原擬打算逐步修正至少回歸內政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的標準的
一點努力完全回歸原點，而且還被縣議會改以朝向自訂自治條例保障購買公共設施
保留地諸多參與其身者的利益。
3.

以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為目的的容積移轉結果

依照臺北縣政府公布的資料顯示自 2000 年至 2005 年底臺北縣政府共取得 1631
筆土地，所獲得的公共設施土地面積總共達 216388.47 平方公尺，但因此各接受基
地所額外獲得的獎勵樓地板面積也達到 683301.97 平方公尺。就臺北縣共有 8899.34
公頃之公共設施用地而言，雖無明確統計數字得以了解臺北縣尚有多少未徵收之公
共設施保留地，但其以取得公共設施土地數量一項而言，的確有其一定之成果。然
而誠如前所分析，無論是對實質取得的公共設施使用性及對古蹟歷史建築等適用容
積移轉所產生的市場排擠效應而言，臺北縣政府這項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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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顯然對於住宅市場的創造，更多於真實的公共設施取得。容積移轉作為取得公
共設施用地的同時，其龐大的樓地板獎勵面積，似乎成為房地產市場炒作的主要支
持因素之一。25
臺北縣此項以容積移轉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的政策作為之影響，可從以下四個
觀點予以檢討：
（1）立法的實際效益
從其實施結果來看對於地區真正需要的公共設施並沒有真正增加，而另外非屬
都市計畫劃設的公共設施土地提供，卻又得委託原捐贈者管理。對公共設施使用之
公眾性、可利用性均產生疑慮，其實質希望改善居民生活公共空間之目的必然有所
打折。
（2）補償的正義與公平
由於大部分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均已由建築開發業者或土地經紀人以低價取得，
真正長期持有土地被劃設為公共設施之原土地所有人，並不能因此項政策獲得合理
的補償價值。依照市場上的訪查，原土地持有人大抵均以公告現值的 10%到 20%賣
出其所有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因為容積移轉創造的開發價值，均被建築開發業
者與土地經紀人從中取得。
（3）環境的負面影響
以臺北縣政府 2000 年至 2005 年執行容積移轉以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之結果，總
共產生了 683302 平方公尺的新增樓地板面積，這對臺北縣之整體都市計畫與公共設
施服務品質，勢必產生極大之影響。
（4）市場排擠具保存意義之歷史建築適用容積移轉之可能性
由於公共設施土地之提供與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作業簡易，與臺北縣政府的
大力支持，臺北縣至今無一容積移轉案例應用於歷史保存作業之上，包含極受各界
重視的三峽民權老街。這是民間建築開發業者在政策引導之下必然產生的房地產市
場運作結果。

25

2006 年 5 月 1 日信義房屋協理張欣民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臺北縣這些年容積移轉的措施，拉高了
某些地區的容積，公共設施不足以支持，生活品質因此下降。同時容積移轉也造成地價上揚的想像
空間，使得地價飆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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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臺灣地區以容積移轉運用於歷史保存的可能性
（一）臺灣容積移轉的政策分析
臺灣自 1998 年最早的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實施以來，在內政部的二個容積
移轉辦法之下，等於整個臺灣地區均得以適用容積移轉制度。同時至 2007 年底亦已
有十個縣市完成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的規定，可以全縣市執行容積移轉作業的進
行，其中臺北市、臺北縣均已有執行案例，臺中市、高雄市亦已開放民間申請作業。
臺灣的容積移轉執行基本上是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進行，但其背後亦隱藏了許多制
度上與執行上的問題。基本上臺北縣的執行方式明顯的代表著內政部對容積移轉的
思考態度。雖然在容積移轉法令的條文上賦予了三種容積移轉的目的，但其實中央
政府的政策目的卻顯然是以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為主要的政治目標。
這個以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為目的的容積移轉有以下三個基本議題：
1.

公共設施保留地以容積移轉方式取得的合憲性：

公共設施保留地係指經劃設公共設施用地，但政府仍然未予徵收開闢或使用之
公私土地。臺灣各縣市龐大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因為政府的缺乏經費徵收，又不予
檢討廢除，始終是一個政治上複雜的問題。1988 年立法院考量政府沒有足夠經費用
於徵收業經二次延期徵收期限之公共設施用地，於是修改「都市計畫法」第五十條，
將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期限予以刪除（7 月 15 日）。1994 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36 號解釋文認為這種為維護都市計畫之整體性，取消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期限以維
持公共設施之規劃，是有其必要性的，而且應不違背憲法二十三條除了增進公共利
益外等，不得以法律限制人民自由，及憲法 143 條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
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之要旨。但是大法官亦指示針對這種公共設施保留地亦宜儘速
檢討存廢之必要，否則土地所有權人長期不能獲得應有之對價，將形成特別犠牲，
因之應檢討法律予以不同程度之補償。
從大法官釋字第 336 號的解釋文來看，內政部急於從各種手段取得公共設施保
留地的措施，似乎得到一個合憲性的支持。容積移轉的確可以讓長期被劃設為公共
設施用地的土地所有人，在短期內取得其應有之報酬，並讓政府合法取得公共設施
用地。
2.

以容積移轉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的適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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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文資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設計了容積移轉的機制，其主要的目的是為
了保障私有古蹟所有人的權益，但是內政部 1999 年頒布的「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
辦法」，卻是以行政命令擴張了「文資法」的授權，並且將容積移轉的適用範圍轉
變成以取得公共設施為最大之目的。26
依照民法第 757 條「物權，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規定外，不得創設。」之「物
權法定主義」規定，容積移轉乃是創設一種新的物權：發展權，而且這種發展權不
再定著於其原所屬之土地，而得以被移轉。這種新的物權概念是過去民法或土地法
系之下所沒有的新概念，27依法當然必須以法律定之，而不應該由內政部逕以行政命
令創設之。直到 2002 年內政部提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於「都市計畫法」增訂第八十
三條之一容積移轉授權條款（12 月 11 日），始解決這個法令適用上的疑義。然而
吊詭的是在內政部還沒公告擴大實施容積移轉的適用範圍前（2001 年 6 月 8 日）、
及「都市計畫法」增訂容積移轉法源前（2002 年 12 月 11 日），臺北縣即已自 2000
年開始實施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容積移轉，之後並成為內政部用來推廣以容積移轉取
得公共設施用地的範例。
3.

以容積移轉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的適當性：

依照內政部營建署 1998 年所發佈的資料顯示，臺灣尚未徵收取得的既成道路
約 4600 多公頃，另已劃設之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則約有 12000 多公頃，二
者合計若需要徵收其所需經費將達新台幣八兆多元。在國家無法編列是項經費之
下，於是該署「為改善都市環境及景觀，並刺激營建業景氣，積極推動都市更新有
關工作」，因而研提此「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從營建署所發布的新聞稿
中可以清楚的了解，其有關容積移轉立法的目的並非為了歷史保存，而是為了解決
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問題。在其 2002 年 1 月 29 日於臺灣大學舉辦的全國性「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作業講習會」（臺北場）上，更是再度表明了容積移轉對公共設施保留
地問題的解決意圖。
公共設施保留地的龐大，以及其土地所有權人的權益保障，固然是一個亟待解
決的都市問題，然而以容積移轉方式處理這個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的問題，對於這

26
27

內政部營建署 1998.4.3 的新聞稿。
在臺北直到 2006 年底在與地政主管機關討論，要求將可移轉的發展權列入土地登記謄本中註記，都
仍然為地政單位所拒絕，認為這不是一種民法或土地法所賦予的物權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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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公共設施保留地或是已被使用的既成道路，將使得原來沒有容積或是低強度使用
的公共設施保留地，憑空創造出一筆可移動的樓地板面積，意即全國超過 16600 多
公頃的土地將因此創造出二倍至四倍以上的樓地板面積，這對臺灣各縣市既有整體
規劃的都市計畫及其原有的使用強度而言，勢必帶來無法預期的環境衝擊。然而在
內政部、立法院與土地開發相關公會團體的聯合支持下，以歸還公共設施保留地所
有人被凍結的開發權利訴求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成為背負補償使命
的政策工具，自然將壓縮容積移轉辦法內以歷史保存為目的之一的市場發展空間。
當政策的推行只是為了服務單一政治性目標時，其執行就很容易偏向只求結果
而不問過程。因此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方向下，臺北縣政府執行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容
積移轉就變得不需要其他的城市管理機制配合，最後演變成純粹的土地買賣與容積
交換。在這種極為簡單的操作模式下，從本來只是少數專門從事土地買賣操作的土
地掮客的獨門生意，漸漸變成像股票般，成為全民入股的金錢遊戲。因此才會有臺
北縣議會的許多議員聯手要求撤換城鄉發展局長，並且不准臺北縣政府改變容積移
轉的操作方式。
另外由於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容積移轉的程序太過簡單，與需要進行古蹟或歷史
建築維修作業的送出基地相較，歷史保存類的容積移轉在市場上就變得毫無競爭
性。同樣的，基於尋求作業時程的快速與簡便，許多土地經紀人在購買公共設施保
留地時，其目標也優先以已經供公眾使用但政府仍未徵收的道路為目標，28因為這種
已供公眾使用的道路其原地主都已經放棄對政府徵收的期待，所以土地經紀人均能
以非常低價取得，然而不公平的是當其容積移轉到接受基地時的利潤，卻變成「原
來送出土地面積×接受基地容積率×接受基地單坪房屋售價」的天價差距。
這個臺北縣執行內政部以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為目的的容積移轉政策，在缺乏
其他政策的規範下，形成了兩個主要的政策失衡：
1.

政策目標的失去平衡

原本容積移轉是為了歷史保存、開放空間的提供、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取得等
三大目標變得毫無意義，在放任自由市場的操作下，容積移轉變成只是取得早已提
供公共使用的未徴收已開闢的既成道路。這不僅無法取得或是增加尚未取得的可供
28

臺北縣執行容積移轉的結果，大多數是只取得已供公眾使用的既成道路，而非未開闢未徵收的公共設
施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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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公共設施用地，同時也強烈的排擠了歷史保存適用容積移轉的機會。
2.

社會公平的失去保障

由於一般擁有數十年未經政府徵收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居民，早已對於政府徵收
其土地不抱期望。同時在缺乏足夠的容積移轉知識下，中央政府的容積移轉政策，
與臺北縣容積移轉的操作，基本上並沒有照顧到這些長期擁有土地的公共設施保留
地原地主；反而是讓建築開發業者與中間的土地經紀人大賺利潤，29這對政府宣稱保
障公共設施保留地地主的權益之政策主張，以及土地經紀人到處陳情其擁有公共設
施保留地的權益受到侵害的背後真相，其實是再一次顯露出了臺灣資本主義社會下
對一般無知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原有地主（容積移轉法令頒布前已世代持有公共設施
用地者）無情的社會欺負。而且這個殘酷的現象，是因為政策的操作失當造成對原
公共設施保留地地主的第二次剝削，這個社會分配的不公平，是在政府政策大張旗
鼓下造成，然而明知如此，中央政府卻不思任何的改進之策，這對臺灣容積移轉操
作下的不動產市場而言，容積移轉變成只是另一種變相的鼓勵建築開發業的獎勵工
具，若從嚴肅的學理來說這是一個必須重新檢討的國家土地政策。

（二）臺北市以歷史保存為目的的容積移轉機制評價
臺北市容積移轉的運用非常清楚的呈現了一個以歷史保存為主軸，都市規劃為
輔助的政策目標。在都市計畫的規劃中無論是以歷史保存為目標，或是為取得公共
設施之使用，均以都市計畫嚴格的規範。雖然在迪化街地區的容積移轉作業中，仍
然存有土地經紀人的存在與部分建築師只是為了容積移轉的利益而參與，但是在都
市計畫的嚴格規制下，以及輔以都市設計審議的管制，大抵仍能維持以城市經營總
體規劃的政策方向。
即使在中央政府下令開放容積移轉之適用範圍下，臺北市依「都市計畫容積移
轉實施辦法」所訂定的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仍然很清楚的看到以歷史保存為主，
壓抑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以容積移轉為取得方式的政策手段。而且在其容積移轉審查
許可條件所適用的公共設施用地，也非常的清楚界定為未開闢而且具有系統性、與
一定規模具有供公眾使用價值的未徵收公共設施用地。30

29

30

在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於 2004 年辦理聽証會時，有土地經紀人直言他以 1000 萬元買下公共設施保
留地，經轉手賣了 6000 萬元，不僅地主感謝他，他也為政府解決長年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
2008 年新修正之審查許可條件加入了適用容積移轉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持有時間之限制，最後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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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北市以歷史保存為容積移轉之主要目標下，臺北市的容積移轉市場變成只
能從古蹟、歷史建築或歷史街區取得送出容積，如此形成二個主要的政策結果：
1.

古蹟、歷史建築與歷史街區、獲得保存維護的支持

在容積移轉的操作下，可移轉容積仍然可創造額外的龐大利潤，對於建築開發
業者而言仍然極具吸引力。一旦發現臺北市政府並未開放公共設施保留地直接交
易，自然會極中於爭取來自古蹟、歷史建築與歷史街區的送出容積。因此也加速了
歷史地區建築維護的作業，與歷史地區的保存維護的可能，而這是因為在臺北市的
政策之下，讓歷史保存成為容積移轉的唯一具有競爭力的市場目標。
2.

送出容積的限制，控制了容積移轉的外部影響

由於臺北市的容積移轉控制在都市計畫的管制之下，加上送出與接受基地的移
轉容積限制。而且在歷史保存的配套措施下，其實每次或每一送出基地送出的容積
均極為有限，對外部的環境大致上並未造成惡化的實質影響。這也說明了歷史街區
利用容積移轉作為保存的工具，不僅得以保存歷史街區，而且因為歷史街區的數量
有限性，其可送出容積也在可預期控制之下，對於接受地區的負面影響，也將隨之
降低與可以被控制。

八、結論：容積移轉運用於歷史保存之機制建立
（一）容積移轉在臺灣的發展情境
在最早創設容積移轉制度的美國，其容積移轉的型態主要分為八種型態，31包
括、一般性環境、特殊性環境資源、農地、農地暨周邊整體環境、田園特色、歷史
保存、都市設計與都市再生、基盤設施負荷。這八種基本型態若以其容積移轉的運
用目的來分類，可以分成以下四類。

31

1.

環境資源保育。

2.

歷史保存。

3.

都市設計與都市再生。

年持有要求是在諸多運作與妥協中產生。但是即令 2008.4.30 公告修正「臺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
查許可條件」之後，土地經紀人與開發業者仍持續透過各種管道施加壓力，要求解除新修正條件內
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持有時間之條件。
Rick Pruetz, 2003: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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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盤設施整備。

這個容積移轉機制在引入臺灣之後，做了大幅的調整，但不論是以都市計畫方
式運作，或是以法令形式訂定，若以容積移轉的運用目的來分類，臺灣的容積移轉
制度可分成以下三類：
1.

歷史保存。

2.

公共開放空間提供。

3.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

從表面形式上來比較，參考美國紐約市容積移轉制度的臺灣容積移轉機制與美
國的容積移轉制度有以下兩點的相似之處。
1.在法令形式上，美國的容積移轉之法令體系主要將容積移轉篏合在分區管制
（Zoning）、或是都市計畫（Comprehensive Plan / Master Plan / Subdivision Plan）、
或是條例、法令（Ordinance / Regulation / Code）之中。在臺灣的操作也是類似的運
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Zoning）、或是都市計畫（Urban Plan / Subdivision Plan）、
或是辦法（Regulation）來做為容積移轉法令的依據。
2.在容積移轉目的上，美國的容積移轉計畫主要是為了環境資源的保育、歷史
保存、都市設計策略的運用、基盤設施的整備等需要，所訂定的一種都市經營計畫
與保存工具。臺灣的容積移轉制度，從法令條文來看似乎也是相同的目的。在法令
明文的規定上，包括了歷史保存、公共空間的提供、公共設施的用地取得等目的，
另外經由都市計畫的專案變更所推動的容積移轉，其實也是一種都市設計策略的運
用。
然而在實際的操作上，臺灣容積移轉的運作卻與美國的容積移轉有極大差異。
美國自 1968 年紐約市的分區管制規則（Zoning）中設置了歷史地區開發權可移轉的
機制後，到 2004 年歷經 36 年共有三十二州，134 個市或郡實施容積移轉計畫。32以
紐約市而言，自 1968 年至 2007 年歷經三十九年只提列了十二個地區適用容積移轉。
對比於臺灣自 1998 年最早的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實施以來，在內政部的二個容積
移轉辦法之下，等於整個臺灣地區均得以適用容積移轉制度。同時至 2006 年底亦已
有十個縣市完成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的規定，可以全縣市執行容積移轉作業的進

32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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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另外分別以已經實施容積移轉的臺北市與臺北縣而言，臺北市已經有十二個地
區完成法定程序得以適用容積移轉作業，其中迪化街地區在 2005 年底即已通過五十
三個基地的容積移轉申請。另外在臺北縣則已全縣均經由都市計畫列入適用容積移
轉地區，在 2005 年底已利用容積移轉取得 1631 筆公共設施保留地或既成道路。在
短短的六年間，臺灣地區實施容積移轉的進展，遠遠超過美國三十九年的容積移轉
發展過程。
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下，臺灣地區對於容積移轉的運用變成只是為了取得公
共設施保留地的單一面向，而排擠了歷史保存運用的機會。也因此讓容積移轉變成
建築開發商一個純粹買賣容積增加樓地板面積的開發工具，而逐漸忘記容積移轉本
來作為都市保存與環境保護的一種策略功能。然而從臺北市迪化街地區的經驗顯
示，經由都市計劃的整體規劃、與運用都市設計審議的管制、同時在政策上的管制
公共設施保留地適用容積移轉的條件，我們看到政策手段可以有效的保障了臺北市
的容積移轉市場以迪化街地區為主要容積送出基地之來源，並且利用了不動產市場
容積的需求，轉化為推動迪化街歷史街區保存的動力，確保了容積移轉作為歷史保
存的政策工具的可能性。
迪化街地區容積移轉運用的成果說明了背後持續熱絡的不動產市場的支持的必
要；更真確的說是對送出容積的持續需求。我們檢討另外一個歷史街區—臺北縣三
峽民權老街即可看出這種對比的差異。三峽老街原本期待引入容積移轉機制，在 2000
年 5 月 9 日公告的「變更三峽都市計畫（三角湧老街區再發展方案）書」中，即已
指明得於三峽鎮內辦理容積移轉，同時亦於都市計畫中指明若經提報臺北縣政府同
意，亦得移轉至「臺北大學社區特定區」內。然而三峽地區雖然人口自 1980 年以後
逐漸成長，但其不動產市場仍無額外送出容積的需要，另外在以臺北大學社區特定
區為三峽民權老街的容積接受地區上，臺北縣似亦未積極的從都市計畫上予以處
理。2004 年 6 月 23 日公告的「變更三峽都市計畫（三角湧老街區再發展方案）（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案」再次修訂准予三峽民權街得以三峽都市計畫區與臺
北大學社區特定區為容積移入地區。另外 2003 年 8 月 8 日已公告的「變更臺北大學
社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案」也增訂第七條之一准予三峽老
街之容積移入，但一樣自我設限了須俟內政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之修
正。直到內政部 2004 年 6 月 30 日修正公告「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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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因為歷史保存須予利用容積移轉者，得在同一縣市內移轉，而不再限制於同一
主要計畫區內，三峽民權街的容積才得以移轉至臺北大學社區特定區。
然而臺北縣政府早在 1997 年即已同時在十七處都市計畫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中（8.15）設計了以容積獎勵換取公共設施保留地的機制，加上臺北大學社區
特定區於 1997 年完成區段徵收作業，開始開放民間開發以來，光以臺北大學社區特
定區都市計畫所准予申請之開放空間獎勵（上限為基準容積 30%）、增設停車獎勵
（無獎勵上限）、提供指定公共性設施獎勵（上限為基準容積 30%）、大街廓合併
獎勵（上限為基準容積 40%）、開發時程獎勵（上限為基準容積 80%）等五項容積
獎勵，加上臺北縣普遍執行的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容積移轉，臺北大學社區特定區作
為一個新興發展的不動產市場重要發展區，根本沒有爭取三峽民權街的送出容積的
必要。
從臺北縣三峽民權街的案例即可以發現，僅管如臺北縣其不動產市場非常熱
絡，但是當容積移轉的市場另有其他的替代獎勵機制，而且其操作更為簡便、更為
容易，歷史街區的容積移轉自然就變成沒有接受地區的市場需求，因此三峽地區的
容積移轉自 2000 年第一次的都市計畫再發展方案至今，仍然難以運作。

（二）容積移轉運用於歷史保存的運作機制
依據對內政部容積移轉的政策推動、臺北縣政府以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為目的的
容積移轉操作機制，以及對比於臺北市以歷史保存為主要目的的容積移轉操作模式
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以下三個基本原則。
1. 政策將決定容積移轉運用的方式，及其可能發揮的影響。
2.

容積移轉如果同時用於歷史保存與其他目的如公共設施用地的取得，由於

歷史保存相對必須進行必要的歷史建築或古蹟修護，在程序較為複雜，與付出成本
較多之下，將嚴重排擠容積移轉用於歷史保存的有效性。
3.

都市計畫與都市設計審議制度可以協助容積移轉的運用，成為一個互補的

策略工具，並使得歷史街區內的建築物在送出容積之後，仍能持續管制其建築的設
計、修護、與使用。
從臺北市迪化街地區與臺北縣三峽民權街的案例對比中，亦可歸納出以下四個
容積移轉成功運用於歷史街區之歷史保存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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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容積移轉的政策必須以歷史保存為主要目的。
2. 容積移轉的可操作性，必須來自外在接受地區對可移轉容積的需求。
3.

容積移轉必須與不動產市場上所有可利用的容積獎勵併同競爭，制度的易

於操作與作業時間的快速，都是接受基地開發者選擇容積移轉接受容積的重要因素。
4.

政府透過政策與法令規制，可以影響各種容積獎勵、與容積移轉被運用的

方式包含申請的條件、申請的時程、獎勵值的大小等等。
整體來說，在歷史保存工作上政府以各種保全計畫、保存法令、景觀創造、觀
光發展、商業活化等施策來推動歷史街區保存。歷史街區本身所在的區位、其建築
物的群聚使用效應、商業的發展狀況產生了其土地與建築的市場價值。容積移轉的
運用在這個保存政策與市場經濟二個面向下，開始形成具有價值的市場工具，並從
而影響了接受地區的被選擇，及其再利用的方式。同時也由於所欲保存的歷史街區
的保存狀態，使得政府必須再次修正其保存施策、以及容積移轉的操作機制，這個
彼此互動的體系可以整理成一個操作模型如下圖。33（圖 3）
圖結1-1
3：容積移轉運作體系
容積移轉運作體系分析（筆者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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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操作模型援引自筆者 2007 年博論，原論文針對每一影響因子均有完整之論述討論。

市
場
面
導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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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容積移轉的運作體系包括了行政主體（政府部門）的施政策略、容積移轉
的運用方法、市場的經濟狀況與保存對象等四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這種互動關係並
非單純的線性力量運作，而是彼此的相互影響。在市場經濟的需求下，對於政府施
政、容積移轉的運用方式會產生朝以最大開發利潤的方向拉引。來自政府部門的政
策計畫、如果能運用適當的容積移轉操作模式，一樣可以影響容積移轉市場的發展
方向。行政計畫干預與自由市場經濟二者之間是一個彼此推拉的過程，這個推拉的
過程中政策計畫的形成、市民團體的參與、容積移轉的制度建立與市場對法令的影
響彼此互為影響。做為保存對象的主體：包括古蹟、歷史建築、歷史街區並不必然
被完全的保護，如果行政的操作，不能藉由保全計畫的保護、容積移轉的保存政策
建立，以及運用市民團體的影響力量來進行歷史保全，不動產市場訴求以自由市場
經濟的力量將會全面的影響容積移轉的操作模式，甚至影響政府的政策計畫，最後
處於這個運作體系中的保全對象，將難以得到適當的保護。

（三）容積移轉運用於歷史保存的適用條件
總體而言，對臺灣的歷史街區來說，容積移轉對於位處都會區具有開發成長壓
力的歷史街區，仍然是一種可茲運用的保全工具。但是從前述的分析討論中我們也
可以發現，容積移轉如果要用於歷史保存的工作中，成為一個有效的歷史保存工具，
它仍然有諸多條件須予提供必要的支持。另外容積移轉運用於歷史街區之中，也需
要一個容積移轉市場的需求背景，34這包括：
1.

可移轉容積的需要性。

2.

送出容積與其他開發獎勵條件的競爭性。

3.

送出基地與接受基地容積移轉換算結果的市場利潤。

另外為了確保容積移轉用於歷史保全的有效性，它同時需要一個完整的都市歷
史保存施策，這包括：
1.

歷史街區的保全計畫與都市設計管制。

2.

完整容積移轉的操作機制與管理控制規範。

3.

對容積移轉運用的政策引導。

容積移轉作為一種歷史保存工具，為了確保其有效，必須有完整的政府政策規
34

林崇傑，2007：27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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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及後續執行的操作準則。茲依前述的討論提出確保容積移轉合乎計畫目標所須
要五個基本的操作機制：
1.

都市保全計畫：對於送出地區必須要建立一個完整的都市保全計畫，以為

掌控整個歷史街區可能的發展，及其保全的目的與保存事項的規劃。
2.

都市設計準則或歷史保存準則：對於指定的歷史街區，它也須要完整的都

市設計準則，以為保護歷史街區在持續發展中，引導各種可能的建築形式的改變，
仍然維持在原有的整體歷史地區的形貌。
3.

都市設計審議制度：為了掌握歷史街區的街屋建築的保存維護狀態，它需

要嚴謹的都市設計審議機制，用於與所有的地主或建築師談判與協調，以為掌握歷
史街區內送出基地的維護、以及控制歷史街區外的接受地區降低其對周邊環境可能
的影響，與對環境造成的衝擊。
4.

容積移轉政策：為了歷史街區容積移轉的有效性，必須有一個全市性（完

整行政區）的容積移轉的優先順序政策，畢竟容積移轉下的可移轉容積，如同不動
產市場上的獎勵性誘因，沒有適當的市場控制政策，容積移轉運用於歷史保存上是
不可能產生效果的。
5.

容積移轉審核機制：為了確保容積移轉運作的正常與公平，必須要設置一

套完整的容積移轉審議機制，確保可移轉容積的移動在總體規劃的管制之下移轉，
同時應該建立開放透明的容積移轉資訊平台，讓容積移轉的市場交易處於被市民共
同瞭解與共同監督的系統之中。
在這五個容積移轉必要的支持機制之中，容積移轉政策的確立，更是具有絕對
主宰性的影響，從臺北縣將容積移轉運用於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取得，以致於排躋了
歷史保存適用容積移轉的利用。以及臺北市嚴格限制公共設施用地適用容積移轉的
條件，逼使歷史保存成為容積移轉的最有利市場主力來比較，就可以明顯了解政府
政策對容積移轉運用於歷史街區保存的絕對影響。
另外，容積移轉市場的形成則是另一個影響歷史街區適用容積移轉的主要條
件。茲整理容積移轉市場之所以成立的四個主要條件：35

35

筆者博論針對臺灣不動產市場之運作，及其與容積移轉市場之互動作了一個完整之分析，從而提出此
容積移轉市場之運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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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移轉容積（送出容積）的需求：歷史街區的可利用未利用容積要能送出，
其先決的條件是不動產市場需要這個可移轉的容積。臺北市、臺北縣、桃園新竹地
區、臺中縣市、高雄縣市此臺灣五大房地產集中區（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7.3.8），
36

正具有這個新增容積的需求，這也說明了為何臺北市與臺北縣的容積移轉得以順利

推動的原因。
2.

容積移轉類型的選擇、及與不同開發獎勵的競爭：在臺灣既有的法令體系

之下，存有許多開發獎勵可作為不動產市場的選擇，容積移轉的送出容積在其送出
條件、送出價格、移轉程序、接受容積上限的不同條件下，都會成為接受基地選擇
接受容積時，同時與其他可獲得獎勵的比較。另外，不同類型的容積移轉間，也有
彼此之間的市場競爭性，因此公共設施保留地的提供與歷史街區的保存之間，自然
也產生了市場選擇的競爭性。三峽民權街雖然規劃了臺北大學社區特定區作為接受
土地，臺北大學社區特定區的基地卻不曾採用容積移轉購買三峽民權老街的送出容
積，即是一個明顯的証據。
3.

容積移轉的計算公式與市場交易條件：容積移轉的計算公式與市場上買賣

的交易金額，絕對性的影響了送出基地與接受基地兩方地主的意願。大稻埕辜宅的
二次容積交易的考慮，清楚的顯示了送出基地與接收基地兩方的選擇。
4.

送出基地的土地條件與建築狀況：送出基地的土地權屬、建築維修的狀態

都將影響送出容積的送出時機，這在臺灣不動產市場非常注重建築開發案推案時程
的趨勢下，也常常影響了容積移轉最後的實現。清真寺的土地所有權人間的權益討
論，讓清真寺的容積移轉討論多年而仍然無法付之實現。北投文物館的非正式容積
交易，也說明了即使容積移入對於接受基地具有誘因，然而接受基地的開發主在考
慮因此增加的都市設計審議時間時，卻仍寧可放棄增加額外的接受容積。這都可說
明送出基地的各種土地與建築物的條件，直接影響了送出容積的時機。
綜合上述的分析，茲將臺灣的容積移轉運用於歷史保存的適用條件整理如（表
19），37在上述政府既定的政策與不斷變化的市場運作之間，必須要有彈性因應的政
策施策、以及因應市場發展的法令修正，與對整體發展的計畫調整。這也是筆者對
臺北市容積移轉的發展與臺灣地區的容積移轉的利用所提出的操作框架。
36
37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7.3.8。
此容積移轉適用條件體系援引筆者博論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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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臺灣容積移轉歷史保存適用條件體系

由於中央政府在政策上以容積移轉運用於公共設施用地的取得為優先下，加上
臺北縣毫無規範限制的操作模式示範，許多縣市如臺中市、高雄市等也開始跟進學
習。在這個國家政策主導之下，臺灣的歷史街區幾乎沒有容積移轉市場存在的空間，
臺北縣三峽民權老街就是一個事實的証明。
然而這並不代表臺灣的歷史街區缺乏保存的可行性，僅就以下三點來說明：
1.

行政院內政部對容積移轉的政策引導，固然不利於歷史保存的運用容積移

轉，然而容積移轉的審查許可，以及地方歷史街區的都市計畫規劃，均屬於地方政
府的權責。如果各地的縣市政府能體會歷史保存的重要，與公共設施保留地適用容
積移轉產生的社會公平性問題與環境影響衝擊，仍然可以在其轄區內執行其地方自
治的城市經營與歷史保存施策，臺北市的案例將始終成為地方政府執行環境守護的
示範案例。
2.

行政院文建會、經濟部商業司等中央部會，仍然全力於推動地方老街的經

營與活化，即使缺乏容積移轉作為保存工具，對於臺灣歷史街區的老街保存仍然有
許多其他的措施可以運用。同時除了臺北市、臺北縣、桃園、新竹地區、台中縣市、
與高雄縣市等不動產市場熱門地區外，容積移轉的市場並不易成立，因此也降低了
此五大不動產市場以外地區對容積移轉的急切需求。
3.

臺灣的容積移轉限制以送出基地與接受基地的對價移轉，缺乏如美國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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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移轉銀行（TDR Bank）的機制，以至於降低了歷史地區引用容積移轉的可能性。
若能成立容積移轉銀行制度，先行保存歷史街區的都市尺度與都市空間形式，並將
可利用未利用容積予以先行移轉，以取得送出基地端歷史街區住民的支持，至於容
積移轉銀行的容積，則可利用政策規劃，適時的再導引至其他擬推動之新發展區、
或是策略行動區。如此亦可促成接受地區在整體成長管理下，合乎都市的整體發展
目標。
臺灣地區的歷史街區仍然可以運用容積移轉作為一種有效的歷史保存工具，但
是這將取決於各個縣市政府是否願意將都市保全視為一個重要的施政目標。如果政
策上期望運用容積移轉作為歷史保全的工具，就需要配套的容積移轉操作模式與管
理策略，以及整體的都市保全政策與保全計畫以為引導。
上述容積移轉的得以成功運用，其背景仍然是必須存在容積移轉市場的成立，
在臺灣地區顯然仍以臺北市、臺北縣、桃園新竹地區、臺中縣市、高雄縣市等五大
不動產市場熱門地區為容積移轉較易推展之區域。但是這五大不動產市場熱門地區
也是自由市場力量最為強大的地區，各種來自關說、遊說、壓力、與政策偏好的改
變，也都成為影響這些地區將容積移轉優先運用於歷史保全之決策形成的可能性。
臺灣地區因為自由市場支持了容積移轉市場的成立與快速成長，也因為自由市
場的力量將容積移轉導向以協助不動產市場創造利潤的工具，要能改變這個臺灣容
積移轉制度的發展趨勢，政府工作人員、政府的決策者、民間的公益性市民團體、
與對環境仍然抱有理想與願景的專業者，仍然必須更為積極的努力。
無論如何，容積移轉仍只是政府利用於歷史保存的一個操作性工具而已，如何
拓展更多可茲利用的手段，諸如基金的成立、國民信託的推動、都市計畫的策略運
用、社區參與的經營、觀光的發展、商業活化的輔導…等等策略均是可以不斷發展，
與衍生新的保全施策的可能性。容積移轉運用於臺灣歷史街區的保存，仍然是一個
可操作利用的選項，但卻非唯一的選擇。
雖然直到目前為止，臺灣地區只有迪化街地區真正執行容積移轉制度用於歷史
保存，但從臺北市陸續推動中的貴陽街、日式宿舍群，以及臺北縣規劃的三峽、深
坑等地區來看，若能同時掌握容積移轉市場的建立與都市歷史保存政策的運用，容
積移轉對於臺灣其他的歷史街區仍然是一個可供參考利用的保存工具。以下僅總結
四個容積移轉運用於臺灣歷史街區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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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歷史保存的目的在於有效的維護歷史資產，並能提供符合人們生活、工作的
需要，以及持續的經營與利用。如果歷史空間得以獲得有效的活化利用，歷史街區
的街屋地主或是古蹟、歷史建築的所有人並不見得需要改建既有的傳統歷史空間或
建築。
2. 都市成長會帶來歷史街區的開發壓力，但也可能利用這種成長動力，發展為
容積移轉運用的市場需求，或是觀光發展的支持。
3. 容積移轉的運用於歷史保存的有效性，取決於政府政策的引導，如果政策上
是以容積保存作為歷史保存的策略工具，就需要配套的容積移轉市場的管理策略配
合，與整體的都市歷史保存施策。
4.

容積移轉對於都會區具有都市開發壓力的歷史街區仍然是一個有效的歷

史保存工具，只是它仍然需謹慎的政策、計畫、與法令的配合擬定，與一套有效
的協調開發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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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and Practice of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for the Historic Preservation in Taiwan
Lin, Chung-Chieh＊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how the TDR system was formed in Taiwan, and inquires into
Taiwan central government for the origin and the usage of TDR, as well as the use of the
policy & practice. This article also compares Taipei City and Taipei County Government’s
experiences on applying TDR, and studi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ose using TDR for
preserving historic areas∕historic buildings and those using TDR for other purposes. It
criticizes TDR for obtaining public lands on the usage TDR for preservation. Compare Taipei
City Government’s with central government’s aims for TDR,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establishes the TDR mechanism, and applies it as a preservation mechanism
for historic areas such as the Dihua Street District, and the different policies for usage the TDR
take obtaining public lands. Thereb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fferent practices of TDR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d compares their different results.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discussion on Taiwan case study and theoretical arguments on national
policies on preservation, the final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reviews the practice of TDR
i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uggests proposals of improvement or reform.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e precise practice framework and supporting criteria for TDR
acting as a strategic instrumen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The framework and criteria which
carefully examined through case study and argumentative discussion provide insights and
suggestions to advance TDR practice for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tructuralise the
＊

Chief Secretary of Depart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Taipei City Government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Ph.D. , University of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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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e delivery mechanisms for urban planning and preservation.
Key words: Preservation,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TDR）, Development Rights,
Urban Design Review, Polic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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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景觀維護的觀念與制度應用於
區域性保存之研究＊
曾憲嫻＊＊

摘要
區域性保存的觀念在國內漸被重視。從保存的歷史來看，從單一建築物的保存
擴展到區域性的保存，從建築物的保存為主軸到涉及歷史環境維護的問題。在這篇
論文中以日本為探討的對象，想探討從都市景觀維護的角度來看待區域性保存問題。
為了了解日本這樣的觀念和制度形成的過程，本論文採用歷史論述的方式。論
文企圖從日本都市景觀保存維護（Landscape Conservation）的發展歷史，找出關鍵
點和制度，分析整理出日本景觀行政的精髓；進而找出景觀制度可以補足現代都市
計劃無法規範到保存的領域，以及如何利用都市計劃的手段以輔助景觀制度來作地
域特色的保存。
本研究限制在於日本各地景觀制度的多樣化，無法兼論之；而本論文以專注於
整體性景觀觀念與制度的歷史發展論述為主，使用具代表性的景觀歷史事件與案例
、景觀條例、重要學者所提之都市景觀觀念等作為主要分析的文獻。文中將討論在
制度發展中自治體獨自的發想、綜合調整實務、民眾參與等重點；並探討區域性保
存的關鍵議題，包括管制的項目包括哪些、以及相關可以利用的工具等；而結論將
以台灣的現實狀況來說明景觀制度在台灣可以參考的方式，以期能夠對台灣現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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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型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和重視地域特色的都市發展，提供一個新視界。

關鍵詞：都市景觀、景觀制度、都市再生、地方自治、民眾參與

一、前言
本文的探討要點是在於日本都市景觀觀念和制度的歷史發展中，一、景觀的觀
念如何由一個廣義的意義，落實到被民眾易於接受，變成營造街區的一環；二、找
出區域性保存觀念的考量要素，使歷史保存能夠朝向三度空間的廣域保存；三、如
何結合都市計劃工具，利用這些要點來保存都市中的歷史景觀，從消極的保存到保
存中創造的議題。最後論述的重點在於以臺灣的現實狀況來說明景觀制度在臺灣可
以參考的方式。

二、相關文獻的探討
臺灣國內少見以景觀維護視點來論述日本區域性保存的論文，但是陸續有幾篇
從文化資產的角度關注於日本｢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之相關研究，如李東明所
主持計畫之《我國與日本歷史建築物群街區保存法令制度之比較》
（2002，內政部建
研所）
，淺野聰、林美吟所發表的〈由日本環境保全經驗談臺灣新文資法之特徵與展
望〉
（2006，2006 文化資產行政國際研討會）等。
日本本土的論述方面，伴隨著日本政府主導的都市再生持續實行，使提倡都市
景觀維護1的學者更積極地批評官方的都市再生相關制度，如提高容積率以促進開發
等，相對地都市具歷史意義的景觀保存與維護意識也更被重視，這些學者包括歷史
保存學者宮本雅明，都市計畫學者西村幸夫、中井檢裕，環境研究學者小浦久子等。
本論文以都市計畫學者西村幸夫關於都市景觀維護制度的研究為主軸，主要包括《環
境保全と景観創造―これからの都市風景へ向けて》
（1997，鹿島出版会）、
《都市工
学講座 都市を保全する》
（2003，鹿島出版会）等，輔以歷史保存學者、環境研究
學者的論述交叉檢證。此外藉由景觀營造街區相關研究會、學會的出版物等瞭解實
際景觀維護手法的操作。這些資料如景觀營造街區研究會所出版的《景観法を活か

1

日本學界使用「都市景觀保全」(urban landscape conservation)，
「保全」的定義著重於保存與維護並行
的面向；礙於中文保全與日文保全的意義不同，本文使用「都市景觀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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す－どこでもできる景観まちづくり》
（2004﹒12）
；以及日本建築學會編的《景観
法と景観まちづくり》
（2004﹒12，学芸出版社）等。
景觀制度的一手文獻，除了《景観法案》，尚包括都市景觀條例及其宣傳廣報，
如《神戸市都市景観条例》和《神戸らしい都市景観をめざして－都市景観条例及
び地域･地区指定のあらまし》廣報（1978﹒10，神戶市都市計畫局都市設計室）等。

三、研究方法和限制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為主，訪談為輔。文獻分析包括都市景觀相關論述的分
析、都市景觀制度分析。訪談對象主要是重視都市景觀和區域保存的日本都市計畫
學者、建築與景觀學者。
研究的時間軸從「風致地區」2制度發佈（1919 年）開始至景觀法案發佈至今；
論述的主軸從 1970 年代日本景觀行政的萌芽期至景觀法案發佈為止。景觀法發佈後
各地尚在適應和調整的階段，只能從制度的理論面來探討。另外研究的限制在於都
市景觀的定義和理論非常多元，其日本各地方所操作手法也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
著重於歷史脈絡發展的主軸和整體架構來進行論述。

四、相關用語定義
（一）關於區域性保存之定義
在台灣文化資產保護論述中，相較於「區域性保存」
，常用語為「聚落保存」或
「街區保存」
。日本則是有「歷史環境保全」
、
「町並保全」等用語；而根據文化財制
度所論及的區域性保存用語則有「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
。本論文欲探討的區域
性保存，近於日本國內學者常用的「歷史環境保全」
；關注在於以歷史建造物與土地、
樹木等周圍風土環境的保存，聚焦於歷史性建造物和其周圍風土環境、歷史性或傳
統的建造物集中街區，以及歷史性建造物散在的區域，由於台灣常用語「聚落保存」
或「街區保存」無法涵蓋討論的範疇，故採用區域性保存之用語。

2

風致地區制度，是依「都市計画区域内に於ては、市街地建築物法に依る地域及地区の外、土地の状
況に依る必要と認めるときには、風致又は風紀の維持の為、特に地区を指定することを得」
（「都市
計畫法」第 10 條 2 項）的規定在「都市計畫法」所導入的地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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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日本景觀制度相關用語之定義
本論文從都市計劃體系和市町村（或都道府）等自治體3自行推動景觀行政兩方

面來進行論述；所提的景觀維護（landscape conservation）
，日文為「景觀保全」。
日本的都市計劃體系可以分為管制和事業兩大部分；在都市計劃管制部分，本
論文主要從土地使用分區和「地區計劃（district-plan）
」4來檢視。日本的土地使用分
區有一般的土地使用分區，以及為了特殊目的的分區。運用於區域性保存之景觀維
護的特殊土地使用分區包括「風致地區」和「美觀地區（2003 年景觀法發佈之後被
景觀地區所取代）
」5、
「歷史的風土特別保存地區」
（法源「古都法」）
、｢傳統的建造
物群保存地區｣（法源「文化財保護法」)等；此外以控制建築物型態為主軸的分區
包括「高度地區」
、｢特別用途地區｣6可以用於控制保存區域的建築物型態（詳述於
本文第五小節之(四)）
。利用上述這樣的土地使用分區，在各地方可以建立相應的條
例，如京都根據「風致地區」的規定，可以訂定「京都市風致地區條例」
。而地區計
畫是 1980 年後根據都市計畫法所訂定的制度，是基於住民的同意，為了不同特性的
街區營造所制定的誘導計畫（詳述於本文第五小節之(三)）
。
日本景觀相關制度的建立可以說是彌補現行都市計劃體系的不足。日本在景觀
法所頒佈之前，皆為市町村（或都道府）自行推動景觀行政。景觀行政落實到最實
質的面向，進行地方上的景觀改善和管制，在日本稱為「景觀整備」
，各地方可根據
各個不同屬性的地區特質制定「景觀條例」來進行景觀整備。景觀條例是議會決議
自治體的規則，根據日本憲法和地方自治法所規定之自治體條例的制定權所訂定；
這即所謂的自主條例，其在沒有違反法律的情形下，可以跳脫都市計劃法和建築法
的框架而制定。

3
4

5

6

日本地方自治的單位。
根據手續條例︰都市計劃法第 16 條 3 項，建築條例︰建築基準法 68 條第 2–1 項。都市計畫法第 16
條 3 項有規定從地區發展的目標開始，地區的整備、保存、開發的方針等，訂定地區計畫。
新設的美觀地區，是依「主務大臣は美観地区を指定しその地区内に於ける建築物の構造、設備又は
敷地に関する美観上必要なる規定を設けるを得」
（「市街地建築物法」第 15 條）的規定在「
「市街地
建築物法」所導入的地區制。
特別使用分區(「特別用途地區」)－都市計劃區域內一般用途以外的區域，為了特定的目的所訂出的
地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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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景觀維護發展的歷史脈絡
（一）景觀維護運用於地區制度的嚆矢

1919 年「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發布的同時，都市計畫關聯二法「都
市計畫法」和「市街地建築物法」發布；該二法中導入「風致地區」和「美觀地區」
的制度。
「美觀地區」和「風致地區」是利用地區制度作景觀維護。
「美觀地區」的
目的並不是保存建築物自體，主要控制使主體建築物和周圍建築物形成調和的景觀
，最初的主要考慮在於規範區內建築物高度、外牆材料和主要顏色。
「風致地區」是
戰前唯一考慮到綠地保育的地區制度，當初所指定之標準對象包括不期待強度利用
的土地、自古以來的地方遊覽勝地、土地利用會招致失去良好景致的場所、有歷史
意義的土地，因此最初「風致地區」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保護其史蹟、名勝及天然紀
念物而創設的。上述是日本最初使用景觀維護觀念的地區制度來進行區域保存的嚆
矢。

（二）從歷史環境保存的觀念到景觀營造街區
戰後關於歷史環境保存的輿論是從埋藏文化財的保存運動開始出發。為了擴充
歷史環境的基礎資料，文化財保護委員會（文化廳的前身）於 1960 年代後半實施民
家的緊急調查。至於日本學者土屋敦夫（1991）研究中指出歷史保存之景觀維護觀
念落實於 1968 年三大古都制定的「古都保存法」中的論點，筆者認為由於「古都保
存法」只適用於三大古都，因此景觀維護觀念並未普及化。1972 年度文化廳將都道
府縣必須保存的聚落做成一覽表的方式，使日本整體聚落保存被重視。
「景觀」這個
語彙在日本的都市計劃、建築行政中登場是在 1970 年代前後的事，其存在於將歷史
環境作保存，以各式各樣的保護形式被探索的背景當中。
1970 年代以後，政府部門中設置負責都市景觀的職種，例如京都市的景觀部門
（1971）
，橫濱市負責都市設計職種（1971）等。為了推動營造街區，以都市景觀為
標題的「景觀條例」7漸在一些有歷史建造物的都市被提出，如「京都市市區景觀條
例」
（1972）
、
「高山市市區景觀保存條例」
（1972）、
「荻市歷史的景觀保存條例」
7

景觀條例是議會決議自治體的規則，根據日本憲法第 94 條，以及地方自治法的第 14 条 1 項所規定自
治體條例的制定權所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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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
「橫濱市山手地區景觀風致保存要綱」（1972）等。「景觀條例」的性格和
法令有所不同，關係著市民生活所有的領域，持有綜合性；其對應地域的多樣性所
訂出內容，其作為自主條例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上述這些條例主要是以歷史景觀和
自然景觀的保存、維護為目的，指定景觀上重要的空間（景觀重點地區）
、建築物（重
要建築物等）
，訂定限制現狀變更的規定內容。以「京都市市區景觀條例」為例，其
除了限制舊街區建築物的建築高度以外，更指定傳統建築群必須特別保存修景。因
此像這樣重視地域個性而構築的景觀概念，影響了支持歷史景觀的「文化財保護法」
和「都市計劃法」被改正（1975）
，進而影響了「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
（略稱
傳建地區）的創設。從景觀行政的形成而言，1970 年代後半時期，各自治體意識到
應建立和保存整體都市景觀秩序，而景觀的維護成為各自治體的重要行政課題。
解讀日本風景學的先驅中村良夫在這個時期所提出的景觀意義，景觀包括有觀
看者和對象的主觀意識、複數的要素構成（環境）、我的存在（伴隨看見、思考、
認識的過程） （中村良夫，1977）。而這個時期被運用於行政體系中的「景觀」概
念為何？筆者認為井手久登所提之景觀和景觀維護概念最切合當時其被普及的意
義。井手久登所提景觀概念是從事物、空間、時間相互關係來看的立場，存有「景
域」8的觀念；而景觀維護概念即使人的行為和自然的現象兩者相互關係保持良好。
從這個觀點來看，景觀是可以被判斷好壞、被記錄下來的，因此可以進行維護；正
巧當時重視街區整體歷史保存的「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制度興起，景觀維護
的觀念便被運用於傳建地區。

1. ｢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的景觀維護
傳建地區從 1975 年文化財保存法制定至今，仍是景觀營造街區的主軸。以下就
傳建地區的制定過程和對景觀相關的規定，來看其景觀維護的觀念和如何啟動景觀
營造街區。
傳建地區的劃定必須經過以下的程序：
專家協助地方人士進行調查→其成果成為居民對於城鎮環境價值再認識的學習
→ 城鎮保存成為營造街區的支柱而形成住民間的輿論→經由和行政、專家的協議，
8

德語 Landschaft 的翻譯，指土地的狀態可以用西歐合理主義的方式客觀的記錄下來。

曾憲嫻｜日本景觀維護的觀念與制度應用於區域性保存之研究 101

由住民自身劃定保存地區和策定保存計劃→依以上所明白的文化財價值、地域社會
的保存決心、保存方法等，經國家認可後，被選為重要傳建地區（日本建築學會，
2004：38）
。
支持傳建制度成立的是傳建保存對策調查和保存計畫，前者共有五項組成。其
中一項景觀的現況調查，包括景觀要素（傳統的建造物和環境要素）的分佈調查，
以及建造物的立面實測、三 D 模擬等。透過上述的調查掌握住地方上的景觀要素殘
存狀況和城鎮景觀的構成，抽離出城鎮保存的課題。一般的景觀要素可分為傳統的
建築物（街屋、宅邸、社寺）
、傳統的工作物（門、塀、石砌圍牆、石橋、石階梯）
、
傳統的環境要素（樹木、植栽圍籬、庭園、土地的形質等）三大類（日本建築學會，
2004：42-44）。
基於市町村條例所訂的傳建地區，根據地區所制定的保存計畫，具備傳統建造
物群的建造物（傳統的建造物）
，以及景觀木、渠道、石牆、池塘、庭院、水田、旱
田等（環境物件）作為保存物件；其他物件則設定修景基準，經過修景基準的許可
制，對現狀變更設定行為限制。傳建地區中價值高者，被指定為重要傳建地區，能
得到國或縣關於修復和修景的補助金；不能成為重要傳建地區者，以景觀條例設定
景觀形成地區，訂定景觀形成的基準，形成景觀的建造物和樹木被指定。
2. 不僅保存良好的都市景觀，而更以創造為目標的條例範例-神戶市景觀條例
「神戶市都市景觀條例（1978）
」中關於面的地區指定包括有「都市景觀形成9地
區（計畫性整備的地區）」
、
「美觀地區(都市景觀形成地區中，必要維持街道美觀的
地區)」
、
「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都市景觀形成地區中，傳統的建造物集中的區
域）」10。從都市保存計畫的觀點來看，該條例有將傳建地區制度和「都市景觀形成」
系統結合的特徵（西村幸夫，2004：177）
。而傳建地區的周圍被指定為都市景觀形
成地區，因此以保存群為軸向外形成階梯式的景觀控制架構是日本國內先驅的案例。

9

「都市景觀形成」是在日本說明都市景觀制度常出現的名詞，通常使用於地域特色尚待發覺形成的地
方。
10
參考神戶市都市計畫局都市設計室，1978，
《神戸市都市景観条例》和《神戸らしい都市景観をめざ
して－都市景観条例及び地域･地区指定のあらまし》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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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內若要進行一般建物的建築行為
或形成宅地時的基準

資料來源: 神戸らしい都市景観をめざして－都市景観条例及び地域･地区指定の
あらまし，神戶市都市計劃局、神戶教育委員會，1983：21；筆者重繪。
西村幸夫提出關於「神戶市都市景觀條例」幾個重要觀念。包括下述觀念：
｢其一、有義務要策劃訂定景觀形成的主要計畫，景觀問題非一部分地區限定
的問題，應採取都市全體風景的視點。其二、根據景觀形成地域的設定，可以得到
都市層級重要面的地區控制手法，除了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之外，可以此區向外
階梯式地進行管制。根據都市景觀的保存和創造不同的視點，產生可能援用的地區
制度。第三、導入建造物的登錄制度，其名為景觀形成指定建築物，其和文化財所
指定的建造物不同，其是以外觀在都市景觀形成上有助益作為評價。第四、並非物
理上的管制，講求其對於活動團體的助成和支援措施。第五、作成各個不同景觀形
成地域的景觀形成具體基準。｣11
因此指定傳建地區周邊使用分區，實行景觀管制，並不是以行政為界線，而是

11

西村幸夫，2004.9，都市保全計畫，東京大學出版會，頁 308。2005.9 西村幸夫之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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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地形、地貌等景觀上主要特徵要因來區分地區，導入立體的空間視點。因為「神
戶市都市景觀條例」的制定，被認為歷史上及學術上有價值的地區，伴隨著景觀的
綜合策略被訂定而進行規定；該條例所考慮的方法和規定的內容，像範本一樣在全
國被推展開來。

（三）地域景觀整備的發展與相關制度的多元化制定
如果我們將對於都市景觀的態度，分成保存都市景觀和創造都市景觀的角度來
看，在日本前者是結合「文化財保護法」的相關制度，後者是結合「地區計畫」來
落實景觀和環境改善。由於每個地方對於景觀的態度，會影響相關制度的制定，以
下的論述分為兩個軸來說明。
從都市保存的角度來看，1980 年代以後多數的市町村開始制定景觀條例，配合
傳建地區制度的運用進行歷史環境的保存。即以「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12為中
心，與周邊地區聯合進行整體階梯式的景觀維護與管制，使得傳建地區能與周邊地
區進行聯合的景觀整備，進而配合各相關課題，如生態觀點等展開保存。
隨著保存對象的變遷，歷史環境的保存不只被視為文化財保護的領域，也逐漸
被視為都市計劃上的課題。以日本歷史環境保存制度的主軸的「傳統的建造物群保
存地區制度」來說，依據日本的文化財保護法第 143 條，都市計劃區域內的保存地
區由市町村（日本地方政府的基層單位）依據都市計劃法的程序，將保存地區視為
土地使用分區（土地使用分區的名稱即傳統建造物保存地區）的一種來進行都市計
劃指定。進行保存地區指定作業的同時，市町村需制定並公告「保存計劃」並知會
文化廳的首長，完成傳建地區指定的程序。因此可知傳建地區的景觀維護機制，係
基於日本都市計畫體制為許可制，在傳建地區內的開發案必須遵守傳建地區的景觀
保存規定，否則無法通過許可。
從創造都市景觀的角度來看，在景觀條例普及的這個時期，景觀條例所追加的
規定項目，包括「景觀形成基本計畫的策定」
、
「大規模建築物等的誘導」等。
「景觀

12

「傳統的建築物群保存地區」(根據文化財保護法第 83 條–3、建築基準法第 85 條–2)是指為了傳統的
建造物群及其成為一體價值的環境保存，市町村自治體所訂的地區。傳統的建造物群是指和周圍環
境成為一體歷史風致的傳統的建造物，且歷史價值高者。傳統的建築物群保存地區如在都市計劃區
域內，則由該當市町村於都市計劃中訂定之；如在都市計劃區域之外，則由該當市町村於條例中訂
定之。傳統的建築物群保存地區內的建築物變更管制，主要以外觀維持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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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基本計畫的策定」是指為了綜合調整行政領域中景觀的方針和都市意向，對於
景觀形成方針、景觀形成基本計畫（包含基準、指針）等可以在條例中被定位；
「大

規模建築物等的誘導」是指訂定對於景觀有影響之大規模建築物的建築行為管制以
及手續（如提出、指導、建議、勸告等）
。其他一般景觀條例所增加的項目如「景觀
審議會」
、
「市民、市民團體的定位和支援」等（表 1）。這些追加的事項，充分反映
出先前自治體政策和法令無法對應的景觀營造街區的性格，即綜合性、地域多樣性、
柔軟性等特性。
對於地方上的景觀形成，更具積極性的作法是配合地區計畫制度。日本根據地
方使用用途的土地使用分區制種類原本只有十二種，且沒有和良好的景觀形成直接
結合的管制項目。因此為了形成良好景觀的補助分區（表 2）
，地區計畫是重要的輔
助的手段。地區計畫源由是參考西德地區詳細計畫（B-plan）
，以都市內的地區為對
象，在地區內訂定詳細的土地利用計畫。地區計畫在事業實施地區及市區，為了整
備良好市區空間（例如魅力的商店街和步行空間）被廣泛的使用。地區計畫決定的
主體非都道府縣，而是最小的自治體單位市町村，其計畫策定的過程中鼓勵住民參
加，因此促使全國各地的營造街區廣泛地擴大起來。
根據小浦久子所言景觀營造街區依其對象型態可以分為主題型和環境型。主題
型如保存街區的到處都可以看到山的地域風景，以及形成並排的樹木和整齊牆面線
的都市象徵、街區地標成為象徵風景的地標等，景觀的主題成為營造街區的主題。
環境型則強調生活風景、市區環境的保存和改善並重（小浦久子，2005：16）
。若是
保存街區的到處都可以看到山的地域風景，則要訂定不會切到稜線的建築物高度基
準；而為了形成街區象徵風景的地標則要注意避免成為遮蔽牆的地點，並注意其仰
角的高度限制。
從「保存修景」13到進一步尋求良好的都市景觀整備14、以誘導為目的的都市設
13

14

傳統的建造物以外的建築物合於周圍景觀之新建或改變稱為「修景」。修景本來為園藝的用語，近年
指為了和周圍環境配合，改變建築物外觀所加的行為，其成為景觀設計的手法。通常修景也有一定
的基準，是和指定文化財的保存理念所不同的。
景觀行政落實到最實質的面向，進行地方上的景觀改善和管制，在日本稱為「景觀整備」
。全日本各
地方的景觀整備，依其特性大概可以分成兩個系統，試整理如下:其一是使個別案子考慮歷史環境，
主要根據設計的準則（guideline）和設計型錄的整備，對於各樣的開發行為進行協議系統。其二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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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運動和「都市景觀形成模範事業」
（1983）
、
「都市景觀形成模範制度」
（1987）15等
舊建設省的施政連動之下，景觀營造街區也因為地區計劃而能實行，其最終以地區
計劃的形式做擔保，營造景觀和營造街區連動起來了。地區整備計畫可以訂出：地
區設施的配置和規模、建築物用途的限制、建築物的容積率、建築物建蔽率的最高
限度、最低基地規模和最小建築面積、牆面位置、牆面後退區域工作物設置的限制、
建築物等的高度、建築物等的意匠型態、矮牆的構造、樹林草地等保存事項，以及
綠化率規定。雖然這些規定沒有土地使用分區的強制力，但是在這樣的制度下，對
於都市景觀的思考就不只是針對值得保存的景觀進行探討，而是更積極地含有蘊育與
創造的意味在內，這層意義是很重要的。
表 1:景觀條例的主要項目
總則

都市景觀形成的概念，景觀整備於行政位置的定位明確化，
行政的責任、義務；市民、事業者的責任、義務

景觀形成基本

景觀方針、景觀形成基本計畫的定位和策定手續；景觀基準

計畫的策定

、指針等的定位

重點地區的指

地區的指定，策定地區景觀形成計畫、景觀形成基準；建築

定

物等的提出制度

大規模建築物

地區指定的大規模建築物基準，大規模建築物等的提出制度

等的管制、誘導

15

16

重要建築物等

景觀重要建築物和樹木的指定；建築物和樹木等的補償

的維護

（助成等）

市民團體等的

協議會的認定、景觀協定16；助成措置、活動助成，

定位和支援

表彰、啟發等

於特定區的開發行為進行面的管制，主要根據條例和綱要的控制。上述的系統再加上啟發地域住民
的彰顯制度、市民參加計劃的制度、對於街區營造團體的活動補助等活動，即形成景觀整備的主要
構架。
日本的建設省於 1987 年創設「都市景観形成モデル制度（都市景觀形成模範制度）」
，這些都市選定
模範地區和策定基本計畫是必要的。在其基本計畫中，必須訂出 1.景觀保全、形成的基本考慮方法
（如既存景觀的活用、和歷史景觀的調和、人工景觀和自然景觀的調和等）。2.實現方策（公共設施
的整備等政府的努力、建築協定等民間的協力）
協定是日本街區營造運用很密切的工具，所有權等移轉的場合也可以被繼承，所以其含有法律上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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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會

關於景觀基本及重要事項的調查和審議

資料來源：參考日本建築学会編，
《まちづくり教科書第 8 卷－景観まちづくり》
，丸善出版社，2005：52（筆者繪製）
。

（四）根據都市計劃的管制、誘導來維護保存地區
1992 年都市計劃法改正，市町村可以訂定市町村的主要計畫，決定其都市計劃
的主要方針。爲了住民參加計畫的工作營和協議會在各地展開，多樣的參加手法被
開發，各地大學都市計劃研究室也積極參與計畫的工作營。這個主要計畫和以往行
政計畫所不同的是重視地域的自然、地形、歷史及生活文化等景觀特性。根據都市
計劃立案對象的細分化和具體化，還有計畫立案過程的住民參加，都市保存的項目
在都市計劃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就變大了。
表 2:為了形成良好景觀的補助分區
主要目的

地域地區名稱

根據法源

控制建築物的

高度地區

都市計劃法

型態

特別用途地區

都市計劃法

美觀地區

建築基準法，已改成景觀地區

景觀地區

景觀法

歷史的風土特別保存地區

古都保存法

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

文化財保護法

風致地區

都市計劃法

綠地維護地區

都市綠地法

特別綠地維護地區

都市綠地法

綠化地區

都市綠地法

保存歷史環境

維護綠地

資料來源︰整理自日本建築学会編，
《まちづくり教科書第 8 卷－景観まちづくり》
，
（2005：60 筆者繪製）
。
高度地區是指「用途地區內為了維持市街環境、增進土地利用，訂定建築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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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最低限度的地區」
。高度地區是考量到建築物的高度對於街道景觀的影響所訂的
分區制。高度控制又分為絕對高度、斜線限制和保存周圍山景觀的高度指定。高度
地區和美觀地區、風致地區、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等重複或鄰接的效果最好。近
年在幾個歷史的區域周圍限定建築物的高度，例如 2001 年都市計劃決定松本城周邊
為高度地區，限制建築物高度為十五公尺、十六公尺、十八公尺、二十公尺；2002
年都市計劃決定丸龜城周邊為高度地區，限制建築物高度十五公尺、二十五公尺（日
本建築學會，2005：94-95）
。
特別使用分區（「特別用途地區」）是指都市計劃區域內一般用途以外的區域，
為了特定的目的所訂出的地域制度。特別用途地區的管制內容可以用以地方公共團
體訂定條例規範。1999 年起特別用途地區的指定權限由都道府委讓給市町村。爲了
都市的歷史環境保存，在都市計劃區域內指定特別用途地區；為了地區內的歷史環
境保存，根據市町村的條例，可以限制和禁止建築物的建造，限制建築的基地、構
造和設備。特別用途地區指定的例子如太宰府天滿宮的門前町前，指定為特別用途
地區，其同時限制建築物用途，也指定了高度十五公尺的高度地區（日本建築學會，
2005：115）
。

六、區域性保存如何利用景觀法的制度
（一）景觀法案形成的背景和架構
2003 年 7 月國土交通省策定並公布「創造美麗國家大綱（美しい国づくり政策大
綱）
。在大綱之中強調行政的方向以創造美麗的國家為舵，同年 7 月制定了「觀光立
國行動計畫（観光立国行動計画）
」
，其均提到根據良好景觀而形成的地域魅力是重要
的。這些課題意識再加上日本各地 500 個以上景觀條例的制定，可以看出地方公共團
體積極地進行地域獨自的景觀整備和保存。
在日本景觀法推出的背景中，各地方的景觀條例是很重要的基礎。景觀條例在
日本景觀保存的歷史中佔有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景觀條例並不是一個通則性且具法
律效力的管制，管制的強制力不夠，因此景觀法創設後，賦予了景觀行政法的根據。
同時對自治體而言，都市用景觀的視點來看時，可以打破行政區界，給予從地形、
眺望、植生和生活圈等立案計畫的機會。
景觀法是日本最初關於綜合景觀的法律，將景觀整備、保存的基本理念明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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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將住民、事業者、行政的責任和義務明確化。此外作為實效法而言，為了景觀
形成的行為規範架構和支援架構也齊備於此。景觀法案內容可以整理成以下幾項﹕
(1)基本法: 明確地訂定國、地方公共團體、事業者和住民的責任；(2)為了形成良好
景觀的管制: 景觀計畫的策定、景觀計畫區域、景觀地區﹙更積極的景觀形成地區﹚
；
(3)在都市計劃中訂定景觀地區，景觀地區的都市計畫限制，包括︰a.建築物型態意
匠的限制、b.建築物高度的上下限、c.牆面位置的限制、d.建築物基地面積最低限度
的行為管制；(4)景觀重要公共施設的整備、景觀協定的締結、景觀整備機構的事業
支援。
日本景觀法所提到的幾個考慮的要點，特別是行政主體的確立、民間重要團體
的定位、景觀計畫考慮與整合的部分、景觀地區的劃定、景觀重要建築物指定、景
觀協定17等，以及上述與都市計劃的關係，非常值得作參考。
地域景觀是居民住家附近範圍內持續地形成的東西，因此景觀行政也應是和住
民最近的基礎行政單位為主體來擔當是基本的考量，
「景觀行政團體」是在這樣的考
量下產生的，其角色包括景觀計畫的策定、景觀計畫的行為管制。
「景觀整備機構」
方面，日本各地在地域活動的 NPO 法人和公益法人，可以被指定成景觀整備機構。
景觀整備機構會支援住民對景觀重要建築物和樹木進行管理。根據這個架構，在地
域上熱心從事景觀營造街區的 NPO 法人和公益法人，在地域上景觀形成所擔任的角
色，可以在公法的位置上定位。歷史建造物保存協會等 NPO 等公益法人被定位成為
「景觀整備機構」
。由於景觀是需要長時間孕育之因，根據地域各樣的主體，持續的
合作、參與是不可欠的。因此住民、市民團體、NPO 法人的各方積極的參加和角色
分擔而架構的景觀整備機構，對於地域景觀積極的活用非常有助益。
以下就區域性保存密切的景觀計畫和景觀地區制度來深入說明。

（二）景觀計畫在區域性保存上的運用
1. 景觀計畫與都市計劃的銜接關係
景觀法豎立了法的根據，但是法的本身並沒有規範管制的內容，為了使管制的
全體內容明確，規定必須策定景觀計畫。總而言之，廣域的景觀整備方針和為了景

17

如遇到跨地域的景觀，景觀協議會即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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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整備的行為管制方法在景觀計畫中被呈現出來，並和之前的都市計劃的主要計畫
取得整合性。
景觀計畫所定的內容包括: 景觀計畫的區域、景觀計畫區域中良好景觀形成的
方針、為了形成良好景觀的行為限制事項、景觀重要建築物與樹木的指定方針、屋
外廣告物的表示和物件設置的行為限制事項、景觀重要公共設施的整備、景觀重要
公共設施佔用的許可基準、景觀農業振興地域整備計畫的策定基本事項、自然公園
法的特例事項等。景觀計畫不是被動地建築行為發生的時候被適用之控制體系，而
是積極地守護、創造景觀地區和能夠使地區的特徵明確化的能動計畫。關於景觀計
畫提出的對象行為，都市計劃法配合景觀法做了法律上的整備，基於都市計劃法第
三十三條第五項，景觀計畫所訂的開發行為限制內容，可以在條例中訂定開發許可
的基準。手續的過程如(表 3)所示。
表 3：景觀計畫區域提出、勸告、變更命令的方式
建築物
高度、牆面位置

工作物

型態、色彩、意匠

型態、色彩、意匠

高度等

基準
提出的對象(例如:建築色彩變更、工作物的建設)
勸告基準(例如:高度 30m 以下，外牆、屋頂安定的色彩)
提出
(30 日內)
勸告
(原則 30 日內，最長可延長至 90 日)
如有必要，依條例變更命令
資料來源︰參考景観まちづくり研究会編著，《景観法を活かす－どこでもできる
景観まちづくり》
，2004.12，17，
（筆者繪製）
。
2. 景觀計畫與文化財保護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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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法通過前，日本傳建地區之緩慢協商的模式帶給歷史保存推動者相當的鼓
舞；景觀法通過後雖然能夠更全面的考量歷史的景觀問題，但其和文化財保護的銜
接的時間尚短，以下專注於其法的內涵，即從歷史街區殘留的地區特性與課題，包
括被認定為商業用途地區而實施容積放寬，造成傳統建造物旁改建成不協調的大
樓，此外景觀形成地區周圍散在歷史性建築物無法被指定保存等問題來進行探討。
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制度所管制的群體傳統建造物群，可以被指定為「景
觀地區」。傳統的建造物群加上其周邊的景觀形成區域，則成為「景觀計畫區域」。
在景觀誘導的基準、規則未定的周邊地區也在「景觀計畫」中定位，強制景觀管制
與誘導，以管制大規模建築物等在地域內隨意建造。地區內的主要道路，被指定成
「景觀重要公共設施」
，要求道路管理者推動電線地下化等事業（景観まちづくり研究
会編，2004︰42）
。此外在景觀計劃區域和景觀地區內，可以選定 2004 年文化財保
護法修正所加入的文化景觀18，成為「重要文化景觀保存地區」
。
1996 年文化財保護法修正後，單體的歷史建造物可以登錄成為有形文化財。在
景觀法中影響景觀的單體歷史建造物，如上述表 3 必須經過許可制的管制，管制基
準內容是和周邊調和的型態、意匠等，進行比較放寬的管制和誘導，因此可以防止
破壞地方特色的高樓出現;而這些傳統建築物必須要改修的時候，則謀求現狀外觀的
保存措施（景観まちづくり研究会編，2004︰42）
。
景觀法並沒有訂定景觀計畫區域的大小，但是既有景觀條例所策定的自治體，
則以市町村全體區域為條例的對象進行景觀誘導。當景觀條例移至景觀計畫的時
候，先設定市町村區域為景觀計畫策定的對象。從活用景觀法的觀點來看，在這裡
強調的重點並不只是策定景觀計畫，擅用制度上可以活用的地方去解決地方課題才
是要點。

（三）景觀地區制度在區域性保存上的運用
景觀地區可以定位成都市計劃的分區之一。在都市計劃配合區域性保存上而
言，其地域地區之一的美觀地區被廢止，創設了景觀地區。景觀地區制度是比景觀
計畫更積極去謀求景觀的形成和誘導的制度。此外其和景觀計畫很大的不同是在於

18

文化財保護法中文化景觀的定義:因為地域的風土、生活、生業而形成的景觀地，同時也是了解日本
國民的風土、生活、生業所不可或缺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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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個別建築物行為的管制，基於景觀法認定和基於建築基準法的確認，可以擔保
管制的內容。景觀地區的都市計劃定了以下的限制:(1)建築物的型態、意匠的限制；
(2)建築物的最高和最低高度；(3)牆面位置的限制；(4)建築物的基地面積最低限度於
上述 (1) 中必須訂定。關於上述(2)—(4)是建築確認的對象；而(1)新的制度，是由市
町村導入認定制度。為何這個部份採用認定制度呢?是由於型態、意匠涉及設計，以
及其與周邊調和性的問題。
認定制度19是景觀地區的一個很大的特徵。景觀地區建築物的顏色和設計，憑著
適用景觀地區的都市計劃所定之建築物的意匠、型態限制，其程序上經由市町村長
的認定是必要的。根據這個制度，非常了解現地周圍環境的市町村長，可以進行周
圍環境調和的認定，建立一個一個建築行為和周圍環境調和的認定架構，對於良好
的景觀形成有很大的效果；此外被認定以前，是禁止開工的。
具有歷史保存價值的地區，型態與意匠的基準是根據歷史調查出來的特徵去訂
定基準。加上法定的認定程序，
「景觀地區」可以成為營造街區手法之一來加以運用。
表 4 :根據景觀法的景觀計畫、景觀地區和地區計畫內建築管制的比較
景觀計畫

地區計

地區計畫

畫（無建

（有建築

景觀地區

地區計畫
（有建築

築條例） 條例）

條例、型態
意匠條例）

△

容積

×
×

高度

△

△

牆面的位

△

△

○（確認）
×
○（確認）
×
○（確認） ○（確認）
○（確認） ○（確認）

△

△

○（確認） ○（確認） ○（確認）

△（有變更命

△

用途

△

○（確認）
○（確認）
○（確認）
○（確認）

置限制
最低基地
規模
型態意匠
19

△

○（認定） ○（確認）

根據社団法人日本建築学会編，
《景観法と景観まちづくり》2004.12，，学芸出版社，頁 10。景觀地
區的「認定」制度，是在都市計劃中控制都市空間品質的方法，在這裡並考慮如何能夠很好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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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的可能）

× 無法規定

△根據勸告的誘導

○有強制力之可能

資料來源︰參考社団法人日本建築学会編，
《景観法と景観まちづくり》
，2004﹒
12，学芸出版社︰21（筆者繪製）。

七、結論
景觀的概念非只指外部空間的型態，含有人們如何捕捉、如何評價的問題，和
文化是有關聯的。這樣多主體的條件下，為了保存區域景觀美而持續地進行發展的
整體制度，由制度到實現體系上的注意點，是本研究最後所要提出的。從上述研究
得知日本景觀保存經過歷史演變，日本景觀的觀念應用於區域性保存有以下的趨勢
(1)景觀維護的層次呈現多面向方式。(2)地方行動力量成為主要的保存主力，並培育
具有在地認同及地域自明性的景觀單元，以區域治理關係代替傳統行政轄區之景觀
管理觀念。
以下是根據日本的景觀和保存發展脈絡和觀念的分析，考量台灣的區域性保存
可以參考的觀念，以及都市計劃如何配合來做都市景觀的控制。

（一）臺灣景觀運用於區域保存的現況與問題
臺灣歷史保存區景觀維護概念首次出現於 1997 年文資法第三次修正，其規範：
「古蹟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對於基地面積或基地內應保留空
地之比率、容積率、基地內前後側院之深度、寬度、建築物之形貌、高度、色彩及
有關交通、景觀等事項，得依實際情況為必要規定及採取獎勵措施。」1997 年文資
法將原始之單點式保存方式擴大至古蹟及歷史建築附近地區，並配合都市計畫程
序，將古蹟與歷史建築周邊地區劃為保存區或其他分區，並規範必須以都市設計綱
要之手法規範歷史保存區內建築物之風格，期望能塑造歷史保存區之景觀和諧。
臺灣近年來對於都市景觀的維護逐漸被重視，其分散在各種不同的規劃手法之
下。從有法律地位的都市更新、文化資產保存、都市設計，到行政院推動的城鄉新
風貌與立法院推動的景觀法草案，都有對於「都市景觀」進行維護、保存與控管的
影子在。其中景觀法涉及領域廣大（包含自然、人文與生活文化景觀）
，如何與現今
都市計劃體系及非都市管制規則體系做一銜接是個必須謹慎思考的課題，因此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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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通過立法程序；然而各地方政府已試驗性的著手於景觀資源調查與擬定景觀綱
要計畫，以軟性計畫的方式作為都市計劃與非都管制的參考依據。
雖然政府對於都市景觀的維護做了相當多的計劃，然而法定計畫的「歷史保存
特定專用區」
、
「都市設計地區」與非法定計畫的「城鄉新風貌」都屬於區塊式的計
畫，與都市整體風貌的維繫尚有落差；近期政府極力推動的「景觀綱要計劃」與「景
觀總顧問」雖然開始以都市整體景觀資源進行調查，但卻缺乏法定地位與實際操作
手法。
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指定古蹟與其周圍保存計劃範圍

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細則

都市計畫變更為歷史保存區或其他分區

都市設計綱要維護區域內景觀
表有先後順序

圖2：台灣文化資產保存法內歷史保存區施行方式示意（筆者繪製）

（二）從日本的景觀觀念和制度運用於區域保存得到的啟示
1. 擬訂與地方都市計劃位階平行的景觀保存計畫，賦予地方政府可以管制都
市內至外的景觀。
考慮到景觀資源整合為前提的區域性保存計畫，其架構可以分為行政的體系（持
續的架構）和社區營造（個別地方案例的支援）兩方面來說明。行政的體系而言，
由於景觀通常是居民附近範圍持續形成的，以居民身邊的基礎鄉里為主體是基本的
考慮。但是部分景觀會跨鄉里，鄉里和縣市合作、角色分擔是重要的。以基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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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為主體的景觀行政包括策定、變更景觀計畫，以及關於開發與建築行為的討論、
指導、管制，指定景觀上重要的建造物、工作物、樹木等。就社區營造的部分而言，
景觀協定是一個要件，此外活用景觀審議會、營造街區支援基金等的配套措施需要
被考量到。

2. 控制大規模建築物
從日本景觀條例到景觀法的內容，都有考慮到大規模建築物對都市景觀有很大
影響，必須確立個別大規模建築的新增與改建、土地形質的變更，如果和法定計畫
不合，則不許可申請；此外特別是保存區內建築物的毀壞，要有經過許可的過程。
3. 落實機制面的配合
日本考量景觀的區域性保存，通常是架構在土地使用分區和都市基盤整備上。
重點的地區以面狀或線狀的指定方式，為了歷史景觀資源等的保存和繼承，在取得
居民的共識下，道路的開發和容許開發範圍被明確地表示出來。在台灣如果要實行
這樣的體系，觀念的倡導是首要的，特別是管制的利益很難被看出來時，土地利用
和建築自由度變小的時候會遭遇到反抗，因此景觀計畫的利益被廣泛地理解，負擔
和利益適切地評價和調整是需要被考慮的。
真正能夠落實考量景觀的區域性保存，必須有充分的居民參與和地方意識。日
本有充分住民參加為前提的地區計畫，可以配合著景觀營造街區。台灣類似地區計
畫層級的為都市計畫之細部計畫，而細部計畫目前並未落實真正的住民參與。此外
日本有都市計劃提案制度，住民可以從對地方景觀的考慮方法，進入都市計畫具實
效性的管制，我們實應健全這方面的機制。

曾憲嫻｜日本景觀維護的觀念與制度應用於區域性保存之研究 115

參考文獻
李東明
2002

《我國與日本歷史建築物群街區保存法令制度之比較》，內政部建研所。

淺野聰、林美吟
2006

〈由日本環境保全經驗談台灣新文資法之特徵與展望〉，《2006 文化資產行政國際
研討會観/照:開啟文資保存的新紀元》，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

西川幸治
1973

《都市の思想－保存修景への指標》
，ＮＨＫブックス。

中村良夫
1977

「景観原論」『景観論（土木工学大系 13）』，彰国社。

西山夘三
1990

《歴史的景観とまちづくり》
，都市文化社。

荒秀他編
1991

《景観－基本計画づくりから実際例まで》
，ぎょうせい。

西村幸夫
1997

《環境保全と景観創造－これからの都市風景へ向けて》
，鹿島出版会。

西村幸夫
2000

《西村幸夫 都市論ノート》
，学芸出版社，頁124–167。

西村幸夫、町並み研究会
2000

《都市の風景計画－欧米の景観コントロール 手法と実際》
，学芸出版社。

西村幸夫編
2003

《都市工学講座 都市を保全する》
，鹿島出版会，頁64–212。

日本建築学会編(西村幸夫編集)
2004

《まちづくり教科書第 2 巻 町並み保全型まちづくり》
，丸善，頁2–7，頁36–58。

西村幸夫編
2004

《都市保全計畫－歴史．文化．自然を活かしたまちづくり》
，東京大学出版会。

景観まちづくり研究会編著
2004

《景観法を活かす－どこでもできる景観まちづくり》
，頁.10-28，頁42–43。

社団法人日本建築学会編
2004

《景観法と景観まちづくり》
，学芸出版社，頁.7-33，頁112–139。

日本建築学会編
2005

《まちづくり教科書第 8 卷－景観まちづくり》
，丸善出版社。

宮本雅明
2005

〈歷史景観の保存-景觀法〉
，
《日本建築雜誌》V.120，頁30–31。

岸田理佳子
2005

〈關於景観法の活用〉，《日本建築雜誌》V.120，頁23–27。

116 文資學報｜第四期

The Research of the Notion and System of Japanese
Landscape Conservation Using in Regional
Conservation
Cheng, Hsien-Hsin＊

Abstract
Regional conservation is gradually emphasized in Taiwan recently. Perceiving from the
conservation history, the preserving method has extended from single building to a whole
district, and from building preservation as a main subject to the maintenance of a whol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In the discourse, the writer focuses on Japan, and intends to discuss the
regional conservation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intenance of urban landscap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conservation concepts and systems in Japan, the
writer uses the method of history discussion. The discourse probes from the history of Urban
Landscape Conservation in Japan, finds out the key point and the system, and analyzes the
quintessence of Japanese Urban Landscape Execution. Besides, discovers the complement to
modern urban planning in conservation field by landscape system, and how to employ the
urban planning method to support landscape system as conservation of regional vernacular
form.
This research paper intends to find out the key points and systems from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Japanese Urban Landscape Conservation, and to analyze the quintessence of
Japanese Landscape Execution. Also find out the landscape system which can make up the
fields that modern urban planning cannot regulate, and how to apply the methods of urban
planning to support landscape system as conservation of localism. The limit of this research is
the diversity of landscape systems all over Japan, and the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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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s of comprehensive history development. The context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individuality of municipality, comprehensive adjustment of practical training, citizen’s
participation etc, in order to create a new vision for the current regional conservation and the
urban development with localism in Taiwan.

Key words: Urban landscape, Landscape system,Urban regeneration,Citizen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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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探討：
以澎湖吉貝石滬群為例＊
劉正輝＊＊

摘要
文化景觀是臺灣文資法的嶄新保護類項與重要課題，截至 2007 年底爲止，已逐
步進行普查及個案研究，並有九處文化景觀通過提報審查。相較於自然與文化遺產
的專業知識與技術範疇，文化景觀更加重視權益關係人之參與投入，爲有效處理諸
此複雜性的協同管理課題，文資法特別規定地方政府必須針對個別文化景觀研定「保
存及管理原則」
，此與其他文化遺產明顯不同，彰顯策略規劃對於文化景觀保護的重
要性。
有鑒於目前並無相關執行經驗，本文經由回顧 UNESCO 世界遺產文化景觀及
IUCN 地景／海景保護區之趨勢與案例，並參考國內「文化景觀作業準則」（草案）
相關內容，試擬澎湖吉貝石滬群之保存及管理原則，期盼未來透過更多行動研究，
能夠針對諸此建議原則進行檢驗與實踐。

關鍵字：文化景觀、世界遺產、地景／海景保護區、石滬、保存及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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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樣化之文化景觀保護工具
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自從 1982 年完成立法，截至目前
爲止共歷經五次修訂。立法初始，保護類項包括古物、古蹟、民族藝術、民俗及有
關文物、自然文化景觀等五項，2000 年新增歷史建築，2005 年重新調整爲「古蹟、
歷史建築、聚落」
、遺址、文化景觀、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古物、自然地景，
及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等八類十項。
其中新增之「文化景觀」
，因文資法僅有第三條第三款及第五十三至五十六條、
文資法施行細則第四條、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辦法等有限條文說明其定義、類型、
行政操作、保護及管理模式，自從 2005 年 11 月 1 日正式施行後，引發行政部門、
學術機構及民間單位之諸多爭議及探討。
從字面上來看，
「文化景觀」似乎是由「自然文化景觀」所獨立出來，然若依據
文資法第三條第三款之定義：文化景觀是「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社群生
活或儀式行爲所定著之空間及相關連之環境（文建會，2007：9）」
，較偏向過往古蹟
等文化遺產之擴充與延伸，初期階段，經常被認爲是無法指定或登錄爲其他類項的
替選方案。
相較於此，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於 1972 年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及自然遺產
公 約 （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簡稱「世界遺產公約」
）
，保護類項區分爲文化遺產、自然遺產及複合遺產
等三大類，1992 年納入「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
」概念，依據履行世界遺產
公約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第四十七條定義「文化景觀屬於文化遺產，並展現保護世界遺產公約第
一條有關『自然與人類的整合作品』
，同時，也在物理性限制的影響下，以及／或者
藉其所屬自然環境，乃至外在與內在之連續性社會、經濟及文化力量所呈現的機會
中，所展現之人類社會及居住地伴隨時間的演進過程（UNESCO﹐2005：14）」，針
對複合遺產同時包括自然及文化價值的定位及操作，進行概念上之釐清與補強，並
強調相互間的長期作用及結果。
另 協 助 UNESCO 進 行 自 然 遺 產 審 查 與 研 究 之 國 際 自 然 保 育 聯 盟 （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簡稱 IUCN）
，在 1973 年出版了初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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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分類系統，1978 年提出十個類型的分類架構，其中包含「地景保護（Protected
Landscape）
」類項（IUCN, 1994：5）
。1994 年重新劃分爲六大保護管理類型，57包括
(1)嚴格自然保留與荒野地區（Strict Nature Reserve and Wilderness Area）
、(2)國家公
園（National Park）、(3)自然紀念物（Natural Monument）、(4)棲地／物種管理區域
（ Habitat/Species Management Area ）、 (5) 地 景 ／ 海 景 保 護 區 （ Protected
Landscape/Seascape）
、(6)資源管理保護區（Managed Resource Protected Area）
。其中
第五類地景／海景保護區主要爲地景／海景之保護與遊憩進行管理的保護區域。
IUCN 於 1994 年 出 版 「 保 護 區 管 理 類 型 指 南 （ Guidelines for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進一步將其定義爲「人類與自然長時間互動之陸地及合
適的海岸與海洋，產生具有重要美學、生態，以及／或者文化價值（經常伴隨高度
生物多樣性）之明顯特性的地區，捍衛諸此傳統互動的整體性，對於這些區域的保
護、維持及發展是不可或缺的（IUCN﹐1994：22）」
。
Adrian Phillips（2002）認爲「地景／海景保護區在六大類型保護區當中，因藉
由維持具備介於自然與人類直接互動的環境及文化價值之核心理念而獨樹一格，管
理該類型保護區並非聚焦於自然保護本身，而在於引導人類進程，使得該區域及其
資源能夠受到保護、管理，並有能力以可持續性的方式進行發展－自然與文化價值
因此得以維繫與提升（頁 10）
」
。當然，關注更高度之自然與人類互動，並不意味此
類保護區的價值將次於其他類型，甚或是保護區受到人爲破壞或無法列名時的「收
容所」
，而是藉此重新肯認人類活動於地景與海景體系當中的核心價值與重要角色。
回顧上述不同類型之保護工具，無論是臺灣文資法較偏重於文化遺產的定義方
式，以及世界遺產作爲複合遺產的再評估，乃至 IUCN 保護區對於人地互動之重新
檢視，皆經由景觀課題，對於既有理論範式及操作手法，進行挑戰與突破，特別是
由過往偏重於「物化」概念的文化遺產保護或刻意「忽視或排除人類存在」之自然
遺產保育，邁向融合在地社群生活之自然與文化遺產管理的嶄新視野（詳如表 1）。

57

第一類之「嚴格自然保留」及「荒野地區」
，分爲二個獨立的子項。參考聯合國環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 世 界 保 護 區 委 員 會 （ 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 ） 網 站 ：
http://www.unep-wcmc.org/protected_areas/categories/index.html（點閱時間：2008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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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不同類型之景觀保護工具
依據
臺灣文資法

名稱
文化景觀

屬性分類

Cultural Landscape

屬性分類

UNESCO 世界
遺產公約

定位

IUCN 保護區管

Protected

理類型指南

Landscape/Seascape

管理類型

說明
文化遺產概念之擴大與延伸
對於複合遺產的重新檢視與
補充
加強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之
整合管理

二、國際文化景觀趨勢及相關案例
依據 UNESCO 世界遺產中心網站資料，58截至 2007 年爲止，共有 851 處世界
遺產，其中文化遺產 660 處，自然遺產 166 處，複合遺產二十五處，文化遺產明顯
大幅超越其餘二類，另網站亦公告六十處符合文化景觀標準之個案名單。若就複合
遺產之登錄年份進行分析，1972–1992 年有十五處，1993–2000 年只剩八處，
2001–2007 年僅有二處。反觀文化景觀於 1993–2000 年已有二十三處，2001–2007 年
則快速增加至三十七處。若再進行兩者之交叉比對，隸屬複合遺產，然非文化景觀
者，有二十處，皆為 2000 年以前之登錄個案，反觀文化景觀屬於複合遺產者僅有五
處，其餘五十五處皆爲文化遺產（詳如表 2）
，顯現原本複合遺產將自然遺產與文化
遺產共同併入的思維模式，已逐漸被強調自然與文化交互作用之文化景觀概念所取
代。

58

相 關 資 料 參 考 UNESCO 世 界 遺 產 中 心 網 站 （ http://whc.unesco.org/ ） 及 其 文 化 景 觀 網 站
（http://whc.unesco.org/en/culturallandscape/）
（點閱時間：2008 年 4 月 16 日）
。因世界遺產中心鼓勵已
登錄之個案依據研究成果及管理需求進行內涵與範圍之評估、調整，故個案資料中，除標注首次登錄
（inscription）年份，亦記載擴充（extension）年份，如涉及登錄基準調整，將會影響類別屬性，舉例
來說：澳洲 Uluru-Kata Tjuta National Park 於 1987 年以自然遺產身分登錄爲世界遺產，後考量原住民
傳統信仰系統（traditional belief system）之內涵及重要性，於 1994 年調整爲複合遺產，並符合文化景
觀概念及標準。相關資料即依此項原則進行統計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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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複合遺產與文化景觀登錄年代（1972–2007）
登錄年份

複合遺產

文化景觀

數量

非文化景觀

文化景觀

數量

文化遺產

複合遺產

1972-1992

15

15

-

-

-

-

1993-2000

8

5

3

23

20

3

2001-2007

2

0

2

37

35

2

總計

25

20

5

60

55

5

至於 IUCN 之保護區分類架構，因僅提供世界各國作爲管理上之參考，與世界
遺產每年受理提報、評選與公告等方式不同，目前無法得知該保護區之最新數量統
計。
比較具備參考價值者，爲聯合國自從 1962 年開始提出之全球保護區名錄（United
Nations List of Protected Areas）
，截至本論文寫作期間已發表十三次報告，最新的二
份報告，分別在 1997 年及 2003 年提出。這二份報告皆引用 IUCN 之六大保護區管
理類型進行統計與分析，然而，不盡相同的是，1997 年的報告只針對符合前述保護
區規範之個案進行統計，並排除面積小於十平方公里或者位於小島上且小於一平方
公里之保護區，2003 年的報告則納入符合此二種情形之保護區（Chape﹐et al., 2003：
1-2）
。
聯合國持續運用 IUCN 保護區管理架構進行調查統計，彰顯建構國際性分類標
準的重要性，同時，快速提升的數據資料，亦展現政府部門及其它團體對於該項分
類之實際應用程度（Chape﹐et al., 2003：21）
。2003 年的調查報告當中，全球共有
102,102 處保護區，總面積有 18,763,407 平方公里，其中 68,066 處
（66.6%）
，15,193,587
萬平方公里（81%）
，可歸屬於 IUCN 之六大分類。地景／海景保護區共有 6,555 處
（6.4%）
，1056,008 平方公里（5.6%）
，在數量及面積上並無特別突出的表現。如若
考量全球性地域差異，地景／海景保護區於歐洲 43,018 個保護區（包含無法歸類者）
當中有 2,861 個（6.7%）
，數量略高於全球比例，但是卻占總面積 750,225 平方公里
之 345,821 平方公里（46.1%）
，是歐洲面積最大的保護區類項（Chape﹐et al., 2003：
25, 40）
（詳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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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保護區管理類型數量與面積（2003 年報告）
類型

區域

數量
(處)

比例
(百分比)

面積
(平方公里)

比例
(百分比)

嚴格自然

全球

4,731

4.6

1,033,888

5.5

保留

歐洲

923

2.1

69,207

9.2

全球

1,302

1.3

1,015,512

5.4

歐洲

419

1

4,306

0.6

全球

3,881

3.8

4,413,142

23.6

歐洲

273

0.6

98,165

13.1

自然紀念

全球

19,833

19.4

275,432

1.5

物

歐洲

3,696

8.6

3,969

0.5

全球

27,641

27.1

3,022,515

16.1

域

歐洲

16,797

39

90,023

12

地景／海

全球

6,555

6.4

1,056,008

5.6

景保護區

歐洲

2,861

6.7

345,821

46.1

資源管理

全球

4,123

4

4,377,091

23.3

保護區

歐洲

202

0.5

21,982

2.9

無法歸類

全球

34,036

33.4

3,569,820

19

保護區

歐洲

17,847

41.5

116,751

15.6

全球

102,102

100

18,763,407

100

歐洲

43,018

100

750,225

100

荒野地區

國家公園

棲地／物
種管理區

總計

參照世界遺產文化景觀之蓬勃發展，顯示未來臺灣文化景觀工作仍有很大的努
力及成長空間，另 IUCN 地景／海景保護區於歐洲地區的大規模分佈情形，則對於
同樣屬於人口密度較高的臺灣地區，具有相當程度之參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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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研究院 Augustin Berque（2007）於 2007 年 7 月 10 日，由臺法兩國共同舉
辦之「文化景觀工作坊」
，運用法國羅馬公共澡堂與日本伊勢神宮之相互比對，說明
景觀涉及自我認同之重要課題：
日本神宮是形狀不變，材質一直變動，法國的澡堂是原來的材質，但是形
式變更。不論是形狀的變動，還是材質變動，所指涉的都是同一個問題，
也就是自我認同的問題。在日本，原始的身分是建物的形式，保留在空間
中，而材料在時間中存在；在法國，建物的原始身分保留在材料上，形式
在時間中（頁 69）
。

該項評論，呈現當前文化遺產保護課題，已經突破單一化之物質操作思維，逐
步邁向在地社群意識與文化內涵詮釋之多元發展模式。標的明確之文化遺產如此，
對於範圍廣大且涉及議題更爲複雜之文化景觀，更是必須回歸歷史發展進程與在地
生活脈絡，方能提出適切性之操作定位與保護機制。
以 1997 年列入世界遺產複合遺產，並符合文化景觀標準之庇里牛斯山─佩爾杜
山（Pyrénées - Mont Perdu）59爲例，保護區跨越法國與西班牙國界，包含西班牙境
內之二個歐洲最大與最深的峽谷，以及法國更爲陡峭之北坡的三個主要圓形山谷壁
面，是此種地質地形的經典展現，也是一度廣布於歐洲高地區域，然而目前僅存於
庇里牛斯山這個區域，以反映農業生活方式的牧羊景觀，藉其村莊、農場、原野、
高地牧場及山地道路景觀，提供對於過往歐洲社會的卓越理解。
不過，諸此融合自然環境與傳統畜牧業所形成之重要景觀，亦受到產業變遷及
發展壓力之高度影響。法國巴黎省文化遺產登錄部 Arlette Auduc（2007）於上述文
化景觀工作坊，回顧傳統牧羊產業與山區環境之互動及演變：
山谷有村莊，冬天羊群在山谷的農舍過冬，夏天則是儲存過冬的牧草。現
在的情形改變，開始用機器牧羊，只有在有機器設備的地方，才有牧羊業。
沒有使用機器的地區，則重新成爲森林。傳統的羊圈蓋在農家旁邊，現在

59

個案資料摘錄自 UNESCO 世界遺產中心文化景觀網站:http://whc.unesco.org/en/list/773（點閱時間︰
2008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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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化的農場在村莊外面。半山地區在傳統上是放牧區，現在因爲牧羊業
減少，所以此區少有牧羊吃草的活動，改變更加劇烈，1910 年是草皮的
地區，在 1997 年已成爲森林。我們在田野調查的時候，牧羊人會說森林
越來越多，放牧空間受到壓迫。傳統上，夏天的牧羊在山頂，山頂區轉爲
森林的情形沒有那麽嚴重，但牧羊人說草皮的空間也在減少中……景觀本
來就會演變，文化景觀亦同，過去五十年的變化就很劇烈，如果用中世紀
的牧羊方式來定位現在的文化景觀，會出現不相稱的問題。景觀與文化、
人的生活都是緊密相連的，而且是持續演變的（頁 77-78）
。

此外，庇里牛斯地區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發展出有名的溫泉、登山等觀
光活動，亦爲促成該區域地景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Auduc，2007：78）。傳統畜牧
業之改變與式微，雖然會讓山區景觀逐漸恢復到原本無人化的純自然狀態，有助於
自然遺產特質之維繫與提升，卻對文化遺產內涵造成重大威脅及影響，另觀光產業
之興盛發展，除衝擊自然與文化遺產價值，卻也成爲當地區域越來越重要之經濟基
礎及產業模式。
若要同時兼顧自然及文化遺產保護與保障當地居民生計需求之多元目標，回歸
文化景觀所強調之人地互動向度，妥適控制目前以休閒娛樂作爲主要訴求之觀光產
業，並將傳統牧羊產業結合文化創意思維進行整合推動，或許是未來可以考量之管
理及發展策略之一。
另以 1992 年列入世界遺產自然遺產，卻歸屬於 IUCN 管理類別地景／海景保護
區之中國九寨溝（Jiuzhaigou Valley Scenic and Historic Interest Area）爲例，因地表出
現大量鈣華堆積，形成衆多鈣華堤、鈣華灘、鈣華瀑和鈣華堰塞湖等舉世罕見之喀
斯特地質景觀而聞名於世（九寨溝管理局，2003：25）
。中國政府爲落實自然遺產保
護目標，嚴格管制景區內之車輛通行，遊客僅能搭乘園區提供之環保車輛，並經由
「溝內遊、溝外住」的經營策略，降低遊客對於自然資源所造成之破壞與影響，然
而，蜂湧而入的觀光客，卻早已是景區管理及遺產保護之重大威脅與負擔。
九寨溝管理單位除卻目前致力推動之大衆化自然旅遊，似乎更應落實執行總量
管制，並積極推動以在地體驗、學習爲目標之小衆旅遊－遊客不只來到此地讚歎大
自然之鬼斧神工，而可透過實地探訪過程，瞭解有關地質、地形、水文、環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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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物種等相關知識，並基於對自然資源的尊重與愛護，且在健康與體能容許程度
及範圍下，儘量以步行方式移動，減少因爲飲食及其衍生廢棄物對於自然環境所造
成之壓力及破壞。
至於長期生活於保護區裡的九個藏族村落居民，受制於自然資源保育之「退耕
還林」政策，既有生計、生活模式遭受大幅影響，雖於管理單位之協助與引導下，
投入園區旅遊服務工作，獲得財務上之實質補貼，但也喪失對於日常生活的自主性
及主導權，並對於傳統生活模式及在地智慧，造成嚴重衝擊與挑戰，亦可能在忽略
風景價值或文化傳統等過度商業化的發展模式中受到傷害（Phillips, 2002：86）
。
實應儘速考量 IUCN 地景／海景保護區所強調之當地住民與自然環境的長期互
動及結果，並針對自然遺產保護與旅遊產業發展等雙重目標，進行區域管理策略之
檢視與評估。

三、臺灣文化景觀管理課題
有關臺灣文化景觀保護工作，地方政府已逐步投入普查及個案研究，截至 2007
年底爲止，亦通過基隆市仙洞巖、暖暖淨水場，臺北市坪頂古圳，臺北縣鶯歌石，
宜蘭縣烏石港舊址、二結圳，花蓮縣太巴塱阿美族祖祠，金門縣燕南書院暨太文巖
寺舊址，澎湖縣七美雙心石滬等九個案例之登錄審查作業。
因文化景觀涉及人類生活與自然環境之高度互動，相關案例中，除坪頂古圳目
前較無管理上之迫切課題外，仙洞巖、暖暖淨水場尚待與既有宗教、產業等機能進
行磨合，鶯歌石、太巴塱阿美族祖祠、雙心石滬面臨自然環境破壞，烏石港舊址、
二結圳、燕南書院舊址受到基地內工程開發的影響，顯示文化景觀持續遭遇自然條
件與人為活動之衝擊與挑戰，相關工作除涉及技術性之保護課題，則多與權益關係
人之認同機制與協同管理等高度相關（詳如表 4）。
表 4：臺灣文化景觀案例屬性及管理課題
縣市

案例

基隆市 仙洞巖

屬性
世界遺產
關聯性文
化景觀

文資法

管理課題
衝突類型

宗教景觀 既有機能

說明
宗教性之空間運用與文化景
觀價值展現相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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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案例

屬性
世界遺產

暖暖淨水 有機演變
場

的景觀

管理課題

文資法

衝突類型

說明
保護目標對於自來水公司既

水利設施 既有機能

有營運機制的影響，尚待探
討與釐清

坪頂古圳
（含坪頂
臺北市 舊圳、坪頂
新圳、登峰

有機演變
的景觀

水利設施 -

-

圳）
臺北縣 鶯歌石

關聯性文 神話傳說
化景觀

之場所

烏石港舊 關聯性文 歷史事件
宜蘭縣

址
二結圳

化景觀
有機演變
的景觀

場所

受到自然風化的影響，目前
自然破壞

有岩體掉落的危機，並直接
威脅當地居民之認同象徵
基址內刻正進行蘭陽博物館

工程開發

之開發工程，兩者之間的相
互影響未能有效檢視與釐清

水利設施 工程開發

緊鄰交通要道，面臨道路拓
寬之衝擊與威脅
延續原住民之文化傳統，建

花蓮縣

太巴塱阿 關聯性文
美族祖祠 化景觀

宗教景觀 自然破壞

物材質多爲不耐久材，保存
狀況受到氣候條件等外在環
境影響很大

燕南書院
金門縣 暨太文巖
寺舊址

澎湖縣

地方政府規劃於基址內進行
關聯性文 神話傳說
化景觀

之場所

書院復建工程，對於文化景
觀保護之相互衝突仍然有待
釐清

七美雙心 有機演變 農林漁牧
石滬

工程開發

的景觀

景觀

缺乏常態性之使用及維護，
自然破壞

滬體持續受到自然潮汐作用
之影響與破壞

劉正輝｜台灣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探討：以澎湖吉貝石滬群為例 129

爲有效面對諸此複雜性之保護區管理課題，地方政府於實際執行保護工作以
前，必須先行研定「保存及管理原則」
。依據文資法第五十五條，該原則「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設立之審議委員會依個案性質決定，並得依文化景觀之特性及實
際發展需要，作必要調整（文建會，2007：22）」，待完成後，方可賡續提出保存維
護計畫，乃至執行土地利用模式調整等工作。
諸此作業模式，明顯有別於其他文化遺產類項，彰顯上位性之策略規劃對於整
合思考文化景觀之人地互動課題的重要角色與意義（詳如表 5）。
表 5：不同文化遺產之保護與管理模式
工作內容
工作
項目
策略
規劃

歷史建築

聚落

遺址

工作
項目
執行
單位
工作
土地

項目

利用

執行
單位

文化景觀
保存及管

-

-

-

-

理原則
主管機關

執行
單位

維護
管理

古蹟

-

-

-

-

審議委員
會

管理維護

管理維護

計畫

計畫

所有人、使

所有人、使

用人或管

用人或管

理人

理人

保存計畫

-

主管機關

-

-

-

保存及再
發展計畫
主管機關

管理維護

保存維護

計畫

計畫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

保存計畫

保存計畫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

保存及管理原則將是決定文化景觀是否應該進行登錄，乃至登錄程序完成後，
如何有效落實保護及再發展之重要準則與依據。不過，因爲既有法令條文並未說明
如何執行相關工作，亦未明定參考格式或針對內容進行規範，截至目前爲止，國內
尚缺乏實際案例可供依循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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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會於 2006 年，委託學術機構研議「文化景觀作業準則」
（草案）
，盼能對於
有限性之法令條文進行說明及補強。草案已於 2007 年 8 月研議完成，並參酌 IUCN
於 2002 年出版之「地景／海景保護區管理指南（Management Guidelines for IUCN
Category V Protected Areas Protected Landscapes/Seascapes）
」
，提出臺灣文化景觀之
「保存及管理原則」
。
該原則共有十二條，雖符合文化景觀人地互動之內涵與價值，以及前述國內外
文化景觀保護工具對於協同管理之高度要求，然若參考 Marc Hockings 等（2000）
提出「管理循環及評價（The Management Cycle and Evaluation）」機制之「脈絡
（context）
」
、
「願景（vision）
」
、
「規劃（planning）
」
、
「投入（input）
」
、
「產出（output）
」
、
「效益（outcome）
」等六個階段（頁 10），發現目前條文較缺乏對於產出及效益之
監督與管控（詳如表 6）。
建議將其整合爲「脈絡」、
「目標」、
「操作」、「管制」、「評估」等五大工作面向
（詳如圖 1）
，並據以進行保存及管理原則之歸類、調整與增補。其中「操作」及「管
制」為保護行動之二個不同面向，呈現相互制衡的關係（詳如表 7）
。

表 6：IUCN 地景／海景保護區管理原則與臺灣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
IUCN 地景／海景
臺灣文化景觀
保護區管理原則
保存及管理原則
內容分析與調整建議
（Phillips﹐2002：39-42）
（李光中，2007：45）
1.保護景觀、生物多樣性及 1.文化景觀保存維護的核心
文化價值是類型 V 保護區 是保育地景、生物多樣性和文
取向的核心。

2.管理的焦點應於居民與
自然之互動作用。

化價值。

然地景、文化遺產及生
態體系等三大保護範
疇。屬於脈絡面向。

2.文化景觀保存維護的焦點 說 明 人 地 互 動 為 文 化
應放在人與自然的交互作用 景觀之核心議題。屬於
上。

3.居民應被視爲景觀的管 3.應將人視爲文化景觀的守
理員。

界定文化景觀包含自

護者。

脈絡面向。
提示應藉由人類守護
來落實文化景觀保
護。屬於操作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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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CN 地景／海景
保護區管理原則
（Phillips﹐2002：39-42）

臺灣文化景觀
保存及管理原則
（李光中，2007：45）

內容分析與調整建議

4.管理必須「與」及「透過」
釐清保護文化景觀是
4.文化景觀的保存維護應透
在地居民執行，並且主要
爲了在地居民福祉。屬
過和在地人一同實施，而且主
「爲」及「藉由」他們來推
於目標面向。
要是爲了在地人的福祉。
動。
5.管理應建立於合作的基
礎，包括協同管理及多元權
益關係人之公平性。
6.有效的管理需要一個支
援的政治及經濟環境。

7.類型五保護區的管理不
只應考慮保護，還應提升
（價值）
。

5.文化景觀的保存維護應基 透 過 協 同 管 理 或 參 與
於合作的方法，例如協同經營 式 等 手 法 提 升 權 益 關
以及權益關係人公平互惠等 係 人 之 平 等 互 惠 原
原則。

則。屬於操作面向。

-

-

6.文化景觀的保存維護不應
僅關心保護，還要強化或複
育，以增進其自然和文化價
值。

8.當管理的不同目標之間 7.當文化景觀的不同價值產
面臨無法協調的衝突時，應 生無法調和的矛盾時，應優先
優先保留區域的獨特品質。考慮保存當地的特色品質。

除卻思考保護課題，更
應融入再發展之理念
及手法，增進文化景觀
的意義與價值。屬於目
標面向。
評估衝突發生時，如何
進行優先順序之判斷
及考量。屬於管制面
向。
不適合的經濟或產業

9.不該發生於景觀保護區 8.沒有必要在文化景觀區發 活動，應被排除於保護
的經濟活動應被移出。

生的經濟活動應遷出區外。 區域之外。屬於管制面
向。
9.文化景觀的保存維護要借 援 引 企 業 模 式 強 化 文

10.管理應如同企業般運作 鏡企業化經營的專業，尤其在 化 景 觀 之 可 持 續 性 發
及符合高度專業標準。

資金、行銷、決策、以及資源 展。屬於操作面向。
運用的公開透明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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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CN 地景／海景
保護區管理原則
（Phillips﹐2002：39-42）

臺灣文化景觀
保存及管理原則
（李光中，2007：45）

11.管理應該彈性化及高適
應性。

10.文化景觀的保存維護要有 運用彈性操作機制，檢
彈性和調適性，以因應內在和 驗 與 適 應 內 外 環 境 改
外在環境的變化。

12.成功的管理應就環境及
社會向度進行評量。

變。屬於操作面向。

11.文化景觀保存維護的成功 確 立 文 化 景 觀 保 護 應
與否，應從環境和社會等兩方 兼 顧 環 境 與 社 會 效
面效益來衡量。

益。屬於目標面向。

12.其他依個案性質決定之保

-

內容分析與調整建議

存及管理原則。

針對個別案例屬性進
行提示與增補。屬於其
他面向。
執行環境與工作成果

-

-

之監督及管控（增
補）。屬於評估面向。

圖 1：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架構

操作
脈絡

目標
（願景）

制衡
管制

回饋＆修正

（規劃＆投入）

評估

10.5

（産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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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臺灣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修訂版）
項次
1
1-1
1-2
2
2-1
2-2
2-3
3
3-1
3-2
3-3
4
4-1
4-2
5
6

內容
釐清文化景觀脈絡
文化景觀的核心課題在於人類與自然的交互作用。
文化景觀應著重於地景保育、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價值。
研定保存及管理目標
成功的文化景觀，應能兼顧環境與社會效益。
保護文化景觀必須同步關注原住民及在地居民之生活福祉。
應嘗試融入再發展之理念及手法，有效增進文化景觀的意義與價值。
建構有效性之操作機制
將人類視爲文化景觀的守護者，透過參與式規劃或協同管理等方式，提升
權益關係人之平等互惠原則。
文化景觀的保存維護工作，應借鏡企業化之專業經營模式，尤其在資金、
行銷、決策、以及資源運用的公開透明等方面。
文化景觀的保存維護要有彈性和調適性，以因應內在和外在環境的變化。
落實執行管制工作
當文化景觀的不同價值產生無法調和的矛盾時，應優先考慮保存當地的特
色品質。
沒有必要於文化景觀範圍內發生的經濟活動，應被排除於保護區域之外。
強化環境監控與效益評估
其他

四、保存及管理原則試擬
筆者爲評估修訂後之「保存及管理原則」於實際應用階段的適切性，以下將以
較具臺灣在地特色及代表性之澎湖吉貝石滬群文化景觀爲例，嘗試進行內容探討與
研議：

（一）案例背景
澎湖縣政府在 2006 年 10 月完成七美雙心石滬之文化景觀登錄公告作業，目前
積極推動全縣性之石滬保護工作，預計於近期登錄「吉貝石滬群」作爲該縣第二處
文化景觀。有關澎湖石滬之自然與人文脈絡，以及吉貝石滬群之不同發展階段分述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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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本島的北側及北海地區的島嶼多擁有廣大的海棚腳，除了供採集海生
動植物，以作為副食品或經濟作物之外，當地居民透過長久的經驗，瞭解
了礁岩的坡度、潮水流向、潮汐的高差，在適合的地點上圈圍堆疊了蜿蜒
漫長、有孔隙的石牆，以作為捕捉魚類的陷阱。當潮水上漲，浮游生物隨
著潮水進入海棚腳，海魚為了覓食也隨後來此，到了退潮時，部分海魚被
困在牆內，漁民便下網捕撈，這種設施台灣及澎湖人稱之為「石滬」或「滬
仔」
。石滬時而位於「山」上、時而沉入「海」中，可以說是「山」與「海」
或是「陸地」與「海洋」的結晶（林會承，2006：31）
。
吉貝早年各項工具和技術都還很原始，想要修建石滬並不容易，大概只能
在比較靠近岸邊的淺水區填造一些結構簡單的弧形石堤來捕魚……到日
治以後，因爲工具、技術不斷的改良，也累積了更多的海洋經驗和對魚性
的認知，人們才有能力到離岸比較遠的水域去修造石滬。這時候的石滬不
但數量迅速增加，規模日漸擴大，連構造也有了不少的改良……昭和十年
（1935）以後，雖然機器動力漁船陸續增加，先後引進的各種新式的漁具、
漁法也日漸普及，而使得近海及沿海的漁獲量不斷的提高，但是石滬漁業
的總漁產量卻仍然是一枝獨秀…一直到 1971 年以後，才因爲石滬的股份
越分越細，持分的人數越來越多，個人獲利的機會越來越少，而逐漸失去
吸引力；大約到 1981 年左右，更因爲漁村的青壯人口大量外移，而一蹶
不振（林文鎮，2006：8-9）
。

石滬是離島地區的先民們，在居住地區之地質、地形、洋流、潮汐、海洋物種
及生態環境等自然條件下，運用集體智慧，逐步發展與營造出的獨特性海洋文化景
觀。盧建銘（2006）認為這是「一種傳統社會和採集產業交互影響的文化型態，是
非常珍貴的社會文化資產（頁 49）
」，因此，「在維護工作的觀念上和古蹟的維護是
很不一樣的工作，尺度規模遠比古蹟來得大固然是一種因素，文化景觀和社會權力
及空間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才是最核心的問題（頁 50）
」
。
一旦支持這個體系的關係結構瓦解了，居民將不再費心進行石滬維護與修繕，
這些耗費大量時間、金錢與人力所辛苦建造之人為構造物，也將於自然力量之影響
與破壞下，逐漸消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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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七美雙心石滬爲例，原本之創建者及擁有者已經不再持續使用及關心，但是，
卻因爲獨特性之外觀造型，成爲七美鄉乃至澎湖縣的重要認同標的，自然不該任其
毀壞。不過，這樣的地景保護目標，恐怕並非傳統工程發包之一次性修繕，或者經
由興築海堤等方式，能夠有效達成與落實（劉正輝，2007：39）
。

（二）保護運動歷程
目前吉貝石滬群文化景觀，因應自然環境、產業結構與社群組織的改變及影
響，受到很大的威脅與挑戰。所幸在林文鎮等人的努力下，於 2003 年向文建會提出
設立「吉貝石滬文化館」之「地方文化館計畫」
，嘗試以此做爲保存維護吉貝石滬群
的實驗基地。透過長期性之推動過程，釐清以「擁有石滬股權的吉貝漁民」及「其
它一般社會民衆」作爲文化館之二大核心目標（林文鎮，2007：23-25），並逐步建
構符合當地特色及需求之操作模式：
爲達到活動的效果，吉貝石滬文化館採取對外免費參觀、義務解說的方
式，來吸引觀衆，也以很低廉的報名費來鼓勵民衆參加石滬文化體驗營及
工法研習營等活動。活動的執行除了注重「解說、互動、回饋」三者不同
比重的拿捏外，還都聘請資深的石滬業者擔任示範及解說，以提高彼此之
間的互動效果。同時以點工購料的方式鼓勵漁民整修自己的石滬，並從中
發掘技術老練的匠師及特別關心石滬的熱心人士，再給予有形或無形的肯
定（林文鎮，2007：25）
。

近年來，吉貝石滬群之融合自然與文化之特殊價值，已經由文化館之推動，逐
漸喚起當地人對於石滬議題的關心與注目，亦提升許多澎湖人乃至外來人士對於石
滬文化之理解與重視。再加上目前澎湖縣政府積極推動之文化景觀登錄工作，對於
未來石滬文化之延續及發揚，可望抱持高度的樂觀與期待。
不過，參照七美雙心石滬之過往經驗，保護石滬所需投入之人力、物力，其實
相當龐大。一口石滬如此，以目前吉貝島上約九十口上下的數目來看，更是可觀。
考量現階段之營運模式，主要係仰賴澎湖采風文化學會，每年申請文建會地方文化
館計畫之經費挹注。當保護範圍持續擴大，工作數量急速增加，恐非目前有限性之
人力、物力所能因應及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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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架構
回歸文化景觀所強調之人地互動內涵及其原則，吉貝石滬群文化景觀之核心概
念，將聚焦於澎湖居民在島嶼環境中所集體建構的在地知識、文化傳統，及其定著
之海岸景觀、海洋資源與社群生活環境。
保護文化景觀必須仰賴在地居民之投入及參與，然而，如若無法同步提升居民
生活品質，促進青壯人口回流，恐怕亦將很難建構落實文化景觀保護之在地支持系
統。因此，文化景觀不該停留於單純的保護思維，必須積極透過文化及自然價值的
再現與活化，建構地域振興之嶄新活力與能量。
目前傳統漁業組織雖已大幅瓦解，但是，若能結合在地居民及相關愛好者，共
同建構石滬守護團體，將是啟動文化景觀保護行動的第一步。過往在地居民高度仰
賴漁業收入以支持家戶生計，多數石滬股東皆能確實執行石滬之日常維護，以確保
漁業活動的實質收益。當居民人數快速下滑，對於漁獲數量與產值效益之需求及壓
力也隨之降低。原本高度私有化與功利導向之石滬營運模式，將有機會配合文化景
觀登錄等工作推動，打破個別石滬團體之藩籬與框架，重新成立以保護傳統文化，
維繫在地認同之公共性營運團體。
未來之實質營收，除可挹注目前地方文化館之日常運作，亦能援引鄉土教育、
社區營造等機制，導入工作假期、創意產業等概念，嘗試解決當地人力資源不足，
經濟能量匱乏等侷限及困境。當然，諸此工作仍需結合政府部門、學術單位、企業
機構等權益關係人之共同協力，除可透過參與式規劃手法，強化不同角度與觀點之
交流及互動，更應儘速成立跨領域推動委員會，籌組專責性之營運團體，並保留管
理模式因應內部及外部變化所進行之彈性化調整空間。
執行過程中，勢必面臨在地居民缺乏意願，甚或因為公共營運團體對於石滬所
有權屬之挑戰所引發的排斥與衝突，相關工作規劃，皆應整合評估資源條件之適切
性與在地社群的意願及共識，建立分區管理模式，並經由導入生態博物館或生態旅
遊等模式，逐步調整目前以沙灘旅遊作為主要產業類型之島嶼發展模式。
長程性之保護行動，除應透過更爲縝密與仔細之調查研究，完善個別石滬之分
佈地點、型態規模、歷史年代、所有權屬、保存狀況、海域環境及海洋資源等基礎
資料外，亦可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GIS）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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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技術，持續進行現況紀錄與環境監控，並強化有關資源挹注及人力投入之效益評
估。當然，地方政府不能只有文化部門參與保護工作，有關海洋資源、產業發展、
觀光旅遊、都市計畫等單位亦應共同投入（規劃架構詳如表 8）。
表 8：吉貝石滬群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架構
脈絡
在地
社群

環境
景觀

人地互動
海岸景觀
海洋資源

目標
促進產業及社
區發展
落實資源保育

社區環境 提升環境品質

操作
 籌組守護團體

管制

評估

制 衡 消 耗 成果檢視

 成立跨領域委員會 性 觀 光 模 及效益評
 籌設專責管理機構 式
 參與式規劃
 科學性及彈性化決
策過程

估

其他
整合地
方政府
跨局室

建立分區環 境 即共同推
管 理 機 制 時監控

動

（四）保存及管理原則
現參照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之修訂架構，試擬吉貝石滬群之保存及管理原
則如下：
1.

釐清文化景觀脈絡

（1）吉貝石滬群應以居民和島嶼環境互動之在地智慧及傳統文化為核心。
（2）吉貝石滬群應考量海岸景觀豐富性、海洋資源多樣性與相關聯之社群生活
及產業環境。
2.

研定保存及管理目標

（1）保護吉貝石滬群之海岸景觀與海洋資源，並與在地居民之生活品質提升進
行整合思考。
（2）吉貝石滬群之保護，應致力於傳統漁業組織之維繫與重建，並嘗試營造一
個有尊嚴的育兒及養老環境。
（3）吉貝石滬群之活化與再生，應同步促進地域發展，創造在地就業及青年人
口回流之機會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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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構有效性之操作機制

（1）鼓勵吉貝在地居民籌組石滬守護團體，並結合其他志願者之參與及投入。
（2）保護吉貝石滬群，應評估及考量權益關係人之不同觀點與立場，並透過參
與式之研議及規劃過程，有效凝聚在地共識與明確未來願景。
（3）儘速結合政府部門、學術單位、民間及社區組織成立以保護吉貝石滬群爲
目標之跨領域推動委員會，並規劃籌設專責管理機構，持續執行調查監控、保護管
理、導覽解說、展示教育等工作。
（4）吉貝石滬群之管理模式，應於科學資料之基礎下，進行決策與判斷，且保
留彈性修正及調整之可能性。
4.

落實執行管制工作

（1）選定吉貝石滬群之核心保護區、緩衝區及一般管制區，應評估價值屬性及
社群意願，並由最具潛力與共識之相關區域優先推動。
（2）應逐步導入生態博物館及生態旅遊等可持續性概念，調節目前高度消耗性
與破壞性之觀光發展模式。
5.

強化環境監控與效益評估

（1）應運用 GIS 等科技工具，進行吉貝石滬群之保存現況的即時監督與管控。
（2）有關吉貝石滬群之軟體與硬體工作，皆應定期進行成果檢視及效益評估。
6.

其他

澎湖縣政府之相關局室皆應參與吉貝石滬群之規劃及相關工作推動，並針對文
化景觀涉及之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土地管理、區域發展及產業活動等複合面向，
提供具體性之支援與協助。

五、後續研究
本文經由回顧 UNECSO 世界遺產文化景觀及 IUCN 地景／海景保護區之趨勢與
案例，參考國內「文化景觀作業準則」（草案），試擬澎湖吉貝石滬群之保存及管理
原則，未來期盼透過更深入之田野調查及行動研究，能夠針對諸此建議原則進行檢
視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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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配合文化景觀登錄之推動過程，可依據文資法第五十五條「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前項原則，擬定文化景觀之保存維護計畫，進行監管保護，並輔導文
化景觀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配合辦理（文建會，2007：22）」，積極規劃長程性
之調查研究、監控管制與經營管理等工作計畫，並結合文資法第五十六條「爲維護
文化景觀並保全其環境，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擬具文化景觀保存計畫，並依區
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等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爲保存用地或
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並依本法相關規定予以保存維護。前項保存用地或
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用地範圍、利用方式及景觀維護等事項，得依實際情
況爲必要規定及採取獎勵措施（文建會，2007：22-23）」
，有效因應文化資產之再發
展需求，建構兼具鼓勵性與管制性之土地利用模式。
總之，文化景觀保護工作，若能透過諸此策略規劃過程，促進社區居民、保育
團體、政府部門，乃至企業機構等權益關係人之協同參與，將能避免前述法國庇里
牛斯山─佩爾杜山之脫離既有產業模式的觀光活動，乃至中國九寨溝忽視傳統文化
之大衆旅遊，並逐步朝向融合在地社群需求及資源保育目標之整合性管理機制邁進。

140 文資學報｜第四期

參考文獻
Auduc, A.（口述）
2007 〈文化及自然景觀實例：庇里牛斯山區的葛伐禾尼冰斗（Gavarnie: un Paysage Culturel
et Naturel）
〉
。林會承（計畫主持人）
，
《文化資產詮釋第三階段人才培育計畫成果報告
書》
，頁 77-78。臺北：文建會。
Berque, A.（口述）
2007 〈文化景觀的界定（Les Paysages）〉
。林會承（計畫主持人）
，
《文化資產詮釋第三階段
人才培育計畫成果報告書》
，頁 69-71。臺北：文建會。
Chape, S., Blyth, S., Fish L., Fox P., Spalding M. (Compiler)
2003

2003 United Nations List of Proteced Areas. Gland, Switzerland and Cambridge: IUCN. &
Cambridge: UNEP Wo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er.

Hockings, M., Stolton S., Dudley N.
2000

Evaluating Effectiveness: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the Management of Protected Areas.
Gland, Switzerland and Cambridge: IUCN.

IUCN
1994

Guidelines for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 Gland, Switzerland and Cambridge:
IUCN & Cambridge: UNEP Wo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er.

Phillips, A.
2002

Management

Guidelines

for

IUCN

Category

V

Protected

Areas

Protected

Landscapes/Seascapes. Gland, Switzerland and Cambridge: IUCN.
UNESCO
2005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Paris:
UNESCO.

九寨溝管理局（編輯）
2003 《九寨溝－人類共同的遺產》
。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
文建會（編輯）
2007

《文化資產法規彙編》。臺北：文建會（二版一刷）。

李光中（計畫主持人）
2007 《文化景觀作業準則先期性研究計畫》
。臺北：文建會。
林文鎮（編著）
2006

《吉貝石滬記憶圖像》
。澎湖：澎湖采風文化學會。

林文鎮
2007

〈澎湖石滬群的保存維護實務操作－從社會再教育的角度切入〉
。
《澎湖文化資產保存
講座－澎湖石滬文化景觀保存與經營管理活動論文集》，頁 23-26。澎湖：澎湖縣文化
局。

林會承
2006 〈由新版「文化資產保存法」
、
「施行細則」及相關辦法中文化景觀條文談石滬的保存〉
。

劉正輝｜台灣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探討：以澎湖吉貝石滬群為例 141

《澎湖研究第五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
，頁 27-36。澎湖：澎湖縣文化局。
劉正輝
2007 〈文化景觀探索，試論澎湖石滬文化資源保護策略〉
。
《澎湖文化資產保存講座－澎湖
石滬文化景觀保存與經營管理活動論文集》
，頁 27-40。澎湖：澎湖縣文化局。
盧建銘
2006

〈吉貝石滬群文化地景的永續經營策略〉
。
《澎湖研究第五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
，頁
49-55。澎湖：澎湖縣文化局。

142 文資學報｜第四期

Perspectives of Pre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Principles of Cultural Landscapes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cluster of Stone Tidal Weirs around Ji-Bei
Island of Peng-Hu County
Liu, Cheng-Hui*

Abstract
Cultural Landscape is a new protected category and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Taiwan. Until the end of 2007, many censuses and case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and 9 nominations of Cultural Landscapes have been approved.
Participation of stakeholders relating to Cultural Landscapes will be more important tha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issues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omplicated co-management problems, local governments need to constitute
Pre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Principles for each Cultural Landscape under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This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mechanism of other cultural
heritage categories, and shows the importance about strategy planning for protecting Cultural
Landscapes.
At present, there is no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is procedure in Taiwan. Based on the
trends and cases of UNESCO World Heritage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IUCN Category V
Protected Areas Protected Landscapes/Seascapes and the draft of Operational Guidelines of
Cultural Landscapes in Taiwan, the author proposes some principles to preserve and manage
the cluster of stone tidal weirs around Ji-Bei Island of Peng-Hu County and hopes to examine
and accomplish this suggestive principles through more action researches in the future.

*

PhD.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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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Cultural Landscape, world heritage, protected landscapes/seascapes, stone tidal
weirs, Pre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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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考工記》樂鐘部件系統＊
李亞明＊＊

摘要
《周禮•考工記》（以下簡稱《考工記》）是迄今所見中國最早的手工業技術文
獻，其〈鳧氏〉篇是中國最早的樂器聲學理論記載。本文在全面整理《考工記》樂
鐘部件的基礎上，概括《考工記》樂鐘部件系統的層次性、關聯性、有序性三大特
徵，提出《考工記》樂鐘部件之間具有縱向、上下和橫向的結構關聯，由此形成部
件立體網絡。
關鍵詞：考工記、樂鐘、部件系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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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鐘，不僅是祭祀、朝聘、宴饗以及日常燕樂時所用的打擊樂器，而
且還是象徵王公貴族地位和權力的禮器、祭器和贈品。中國的鐘有悠久的歷史。新
石器時期已有陶鐘；夏、商後，隨著青銅冶煉術的發明，出現了青銅鐘。鐘分為特
鐘和編鐘。單個的鐘稱為特鐘；按一定的音列關係組合在一起的鐘稱為編鐘。從考
古發現看，編鐘最早出現在西周早期，三件一組。春秋中晚期編鐘多為九件一組，
在西周鐘的基礎上增鑄了低音徵音和商音。戰國時期編鐘，除仍有九件一組者外，
又出現十三件、十四件的組合。湖北隨縣擂鼓墩二號墓曾發現三十六件一組的編鐘。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編鐘共六十四件，是迄今發現最龐大的編鐘，具有重要價值。
《考工記》是迄今所見中國最早的手工業技術文獻，其〈鳧氏〉篇是中國最早
的樂器聲學理論記載。前代有關《考工記》的注釋和整理文獻有：漢代鄭玄《周禮
注》
，唐代賈公彥《周禮疏》
，宋代林希逸《考工記集解》
，明代徐光啟《考工記解》，
明代郭正域《批點考工記》
，明代徐昭慶《考工記通》
，明代程明哲《考工記纂注》，
清代江永《周禮疑義舉要》
，清代程瑤田《通藝錄．考工創物小記》
，清代戴震《考
工記圖》
，清代孫詒讓《周禮正義》
（卷七十四—八十六）等；然良莠參差，
《四庫全
書總目提要》業已辨明。清代程瑤田《通藝錄．考工創物小記》的〈鳧氏為鐘圖說〉
篇，《通藝錄•樂器三事能言》的〈鳧氏為鐘章句圖說〉篇，對照出土古鐘實物展
開解釋。其後，唐蘭《古樂器小記》為程氏訂正章句，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
通論》以周紀侯鐘各部位名稱圖闡釋〈鳧氏〉篇的命名。馬承源《中國青銅器》，
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錢玄《三禮通論》
、
《三禮名物通釋》
、
《三禮辭典》
，劉
興均《
〈周禮〉名物詞研究》
，聞人軍《
〈考工記〉中聲學知識的數理詮釋》，董英哲
等《
〈考工記〉的技術理論》
，高美進《
〈考工記〉中的齊國樂器製造業》等論著也對
中國古代樂鐘和《考工記》樂鐘名稱有所涉及，但均未從部件系統的角度切入研究。
事實上，系統地研究《考工記》樂鐘部件之間的關係，對於探究春秋末期樂器史，
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用意義。
系統具有層次性、關聯性、有序性等特徵，《考工記》樂鐘部件系統也相應表
現為如下特徵：

一、層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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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是「表現系統內部結構不同等級的範疇」
。60按照系統辯證論的觀點，
「任何
事物都是較高級系統的要素，又都是較低級要素的系統，形成向宇宙無限發展的等
級序列。」61《考工記》樂鐘部件的層次關係有兩種，一種是一般與個別的層次關係，
另一種是整體與部分的層次關係。這兩種層次關係在具體部件中，往往互為包孕。
一般是事物普遍具有的屬性，即共性；個別是單一事物的個體性和獨特性，以
及區別於其它事物的差異性，即個性。部件的一般與個別既互相對立，又互相依存，
《考工記》樂鐘部件中一般與個別的層次關係也不例外。例如〈鳧氏〉：「是故大
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62「鍾」63 泛
指金屬中空打擊樂器，包括「大鍾」和「小鍾」
。
整體是構成事物諸要素的統一，部分則是整體中的元素。例如〈鳧氏〉：「鳧
氏為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
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斡）；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
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去二分以
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修，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
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這裏，「鍾」作為整體，由「欒」
（
「銑」
）
、
「鍾縣」
（「旋」）
、
「旋蟲」
（「幹〔斡〕」）、
「鍾帶」
（
「篆」
）
、
「枚」
（
「景」
）
、
「于」
、
「鼓」
、
「鉦」
、
「舞」
、
「甬」
、
「衡」
、
「隧」
（
「遂」
）
等部分構成。
具體來看，「欒」指鐘口的兩角，義同「銑」。64 「銑」也指鐘口的兩角，義
同「欒」；或謂鐘體兩邊長度。65「于」是鐘體下段的名稱，指位於銑間之鐘唇，即
鐘口邊沿。66「鼓」是鐘體下段名稱，指於上、鉦下叩擊處。67「鉦」是鐘體上段名
60

《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Ⅰ，頁 84「層次」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 年，舒煒光撰。
烏傑：
《系統辨證論》，頁 47，人民出版社，1997 年。
62
賈公彥《周禮疏》：「此鍾有大小不同，明厚薄宜異。」《爾雅•釋樂》：「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
剽，小者謂之棧。」孫詒讓《周禮正義》引徐養原語，謂大鍾即羽鍾，小鍾即宮鐘（3270，括注中的
數字指中華書局 1987 年版十三經清人注疏本《周禮正義》的頁碼，[清]孫詒讓著，王文錦、陳玉霞點
校；下同）。
63
原文如此。本文遵《考工記》原文及注疏用「鍾」字，一般敍述則遵當代規範用「鐘」字。
64
賈公彥《周禮疏》：「欒、銑一物，俱謂鍾兩角。」
65
鄭玄《周禮注》引杜子春語：「銑，鍾口兩角。」賈公彥《周禮疏》：「欒、銑一物，俱謂鍾兩角。」
然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引程瑤田《通藝錄》語：「古鍾羨而不圜，有兩邊為兩欒謂之銑。」並
謂：「依程氏所釋所謂銑應是指鐘體側面左右兩條邊。」（頁 237）
66
孫詒讓《周禮正義》引徐養原語：「于者，鍾口上下之圜周也，與舞相對。」（頁 3260）林已奈夫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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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指鼓上、舞下鐘體正面（鉦部和鼓部如圖 1）。68「舞」是鐘體上段的名稱，指
鉦上的鐘頂。

圖 1：楚王熊章鎛鐘局部：鉦部和鼓部

圖 2：楚王熊章鎛鐘局部：旋部和舞部

資料來源︰于弢《中國古鐘史話》，中國旅遊出版社，1999 年
「甬」指供懸掛鐘用的鐘柄，位於舞上。 「衡」指甬頂上端的圓形平面。69「鍾
縣」指鐘柄上用以懸掛鐘的銅環，即「旋」。「旋」指鐘柄上用以懸掛鐘的圓形銅
環，即「鍾縣」
（如圖 2）。70「旋蟲」指鐘柄上銜住銅環之獸形紐鼻，即「幹[斡]，
「幹[斡]」即「旋蟲」。71 「鍾帶」是鉦上枚間的紋飾界帶，即「篆」。72 「枚」

《殷周時代青銅器的研究》認為其形迂曲，故名。
鄭玄《周禮注》引鄭眾語：「鼓，所擊處。」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鼓的位置即是在鐘體外
壁下段於上近口沿處。」（頁 237）
68
鉦部和鼓部如圖 1：源自：于弢《中國古鐘史話》，中國旅遊出版社，1999 年。
69
孫詒讓《周禮正義》引程瑤田語：「甬末正平，故謂之衡。」（頁 3261）
70
鄭玄《周禮注》：「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孫詒讓《周禮正義》引王引之語：「鍾縣者，縣鐘之
環也。環形旋轉，故謂之旋。」（頁 3261）唐蘭《古樂器小記》：「據《記》文，三分甬長以設其
旋，則知旋必著於甬。旋義為環，今目驗古鐘，甬中間均突起以帶，周環甬圍，其位置正與《考工
記》合，是所謂旋也。」如圖 2：源自：于弢著《中國古鐘史話》，中國旅遊出版社，1999 年。
71
孫詒讓《周禮正義》引王引之語：「銜旋之紐，鑄為獸形，居甬與旋之間，而司管轄，故謂之幹。」
（頁 3261）但近代以來考古出土及傳世周代古鐘不儘然，詳見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頁 239。
阮元《十三經校勘記》引程瑤田說，謂「幹」當作「斡」，近是。
72
鄭玄《周禮注》：「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於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敲擊正鼓部時有六條節線，
位置在四個側鼓部和兩個銑棱。敲擊側鼓部時有四條節線，位置在兩個正鼓部和兩個銑棱。實驗發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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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鉦間突出的乳釘，與「景」同義。73「景」與「枚」同義。74「隧」
（
「遂」
） 是鼓
部內腔用以調整音律的溝磨槽。75 (如圖 3)

圖 3：鐘部位名稱圖

73
74
75

現，鐘帶可起阻尼和加速衰減的作用，以避免哄鳴聲。
鄭玄《周禮注》引鄭眾語：「枚，鍾乳也。」枚也有加速高頻衰減的作用，有利於鐘體進行穩態振動。
孫詒讓《周禮正義》引程瑤田語：「枚，隆起有光，故又謂之景。」（頁 3262）
關於「于上之攠謂之隧」的解釋，大致有四家說法。一謂鐘體下段鼓中的凹圓形叩擊處。鄭玄《周禮
注》：「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陸德明《經典釋文》：「隧，音遂。」孫詒讓《周禮
正義》：「『隧』當作『遂』。 」（頁 3263）並引俞樾語：「下文『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
深而圜之』，字正作『遂』，可證也。《釋文》于《匠人》出『隧』字，曰：『隧，音遂。本又作
遂。』蓋『隧』即『遂』之俗字。一簡之中，正俗錯見，傳寫異耳。」（頁 3263）賈公彥《周禮疏》
亦云：「此遂謂所擊之處，初鑄作之時，即已深而圜，以擬擊也。」二謂「于上常雕鏤有花紋處」，
此為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之說。三謂隧為鐘壁內部凹槽，攠為鼓起的凸塊。此為馮水
之說。四謂鼓部內腔用以調整音律的溝狀磨槽。此為李京華、華覺明、賈雲福之說。對照考古出土
古鐘實物，似以第四種說法近是。詳見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頁 23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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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興均《
〈周禮〉名物詞研究》76將《考工記》樂鐘的十二個名物詞歸入十個義
位，具體劃分如下：
——銑（又名欒，鐘口兩角）
——于（鐘口兩角之間）
——鼓（于之上）
——隧（鼓之中部，為敲擊之處）
鐘

——鉦（鼓之上，有鐘帶分鉦為縱三橫四，十二格，鐘帶名篆）
——枚（鐘帶之間成鐘乳狀凸起小圓丘，每面三十六枚）

——甬（鐘
柄）

——衡（甬端正平之處）
——幹（甬之下半環，或鑄成獸狀，又稱旋蟲）

——旋（吊鐘之環）

這個義場結構試圖從詞義關係的角度歸納《考工記》樂鐘鐘體名物詞義位，但
沒有進一步深入分析內部的義素。
根據中國傳統訓詁學的訓詁原理、語義觀念以及詞彙語義學原理，義場是由意
義相關的詞彙和短語構成的集合，也稱詞彙場；義位是詞義系統中能獨立存在的基
本詞義單位；義素是義位的詞義構成成分，是最小的詞義構成成分，也稱詞義特徵。
現代訓詁學在利用義界對詞義內部結構分析時，把詞的義位切分為「表義素+類義素」
兩部分的方法。表義素指從同義詞中提取出的類義素以外的區別性特徵，例如「徐
行曰步，疾行曰趨」
，
「步」和「趨」都以「行」為類義素，它們之間具有區別作用
的表義素為「徐」和「疾」
；類義素指從同類詞中提取的類別特徵，即用以指稱單義
項中表示義類的意義元素，例如「江、河、淮、漢」可提取出類義素「河流」
。77

76
77

劉興均《
〈周禮〉名物詞研究》
，頁 457，巴蜀書社，2001 年。
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語言學名詞審定委員會：
《語言學名詞術語·訓詁學名詞》
，
《科學術語研
究》，2006 年第 8 卷第 4 期，頁 19 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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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原理，我們運用義素二分法， 類聚、梳理並分析《考工記》樂鐘部件
關係。
「鍾」與各部分之間構成的兼容點為類義素：（+）金屬∕中空∕打擊樂器∕
部位。(如表 1)
表 1：「鍾」整體與部分部件關係表
整體

部分

表義素

欒（銑）

鐘口∕兩角

于

鐘口∕邊沿

鼓

于上∕鉦下∕叩擊

鉦

鼓上∕舞下∕正面

舞

鉦上∕頂部

甬

舞上/柄部

衡

甬頂/平面

旋（鍾縣）

柄部/銅環

類義素

（+）金屬∕中空
∕打擊樂器∕部

鍾

位

幹（斡）（旋蟲） 銅環/紐鼻
篆（鍾帶）

鉦上/枚間/紋飾/界帶

枚（景）

鉦上/乳釘

隧（遂）

鼓部內腔/溝狀

我們看到，《考工記》「鍾」在作為部分從屬於最高名物詞「器」整體的同時，
也作為上位詞整體包容下一層次的各個部分，從而形成由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要
素（部分）組成的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整體。這與出土實物基本相合。(如圖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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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西周晚期梁其鐘

二、關聯性
系統論認為，系統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著的，每個要素在系統中都處在一
定的位置，起著特定的作用。系統的整體觀念是系統論的核心思想。《考工記》樂
鐘部件系統的關聯性，主要表現為相近關係、並列關係和對立關係等幾個方面。

（一）相近關係 例如，下文「（三）對立關係/ 2. 長度部件的對立關係」所涉「長」
與「遠」的關係。二者之間構成相近關係，相近點為表義素：（＋）距離大。

（二）並列關係 例如，上文「一、層次性」所涉「欒」
（「銑」）
、 「鍾縣」
（「旋」）、
「旋蟲」
（
「幹〔斡〕
」
）
、
「鍾帶」
（
「篆」
）
、
「枚」
（「景」）
、「于」
、「鼓」
、「鉦」
、「舞」、
「甬」
、
「衡」、
「隧」
（
「遂」
）等的關係。相並點為類義素：（+）金屬／中空／打擊
樂器／部位。

（三）對立關係 從手工業專科內容的角度來看，《考工記》樂鐘部件的對立關
係主要有以下類型：
1. 外形部件的對立關係 例如「大」與「小」的關係。〈鳧氏〉:「是故大鍾十

李亞明｜《周禮•考工記》樂鐘部件系統 153

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則其
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大」指外形的體積、規模等方面超過
一般或所比較的對象，「小」指外形的體積、規模等方面不及一般或所比較的對象。
二者之間構成對立關係，相對點為表義素：（外形的體積、規模等方面）超過一般：
低於一般。再如「弇」與「侈」的關係。〈鳧氏〉:「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
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這裏的「弇」指鐘口內斂，「侈」指鐘口外張。78 二者之
間構成對立關係，相對點為表義素：（＋）內斂：外張。79
2. 長度部件的對立關係 例如「長」與「短」的關係。〈鳧氏〉①：「鍾大而
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這裏的「長」指兩點之間距
離大，不短；「短」指兩點之間距離不大，不長。80 二者之間構成對立關係，相對
點為表義素：（距離）大：小。再如「遠」與「短」的關係。〈鳧氏〉:「鍾大而短，
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韗人》:「鼓大而短，則其聲疾
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這裏的「遠」指空間距離大，不近；「短」
指空間距離不大，不遠。二者之間構成對立關係，相對點為表義素：（＋）（距離）
大：小。
綜上，我們整理《考工記》樂鐘長度部件的對立關係如表 2。

表 2：「長」
、 「短」
、 「遠」關係表
部件
長

短

＋

←距離→ －

遠

篇目
《鳧氏》①
《鳧氏》②

78

－

←距離→

＋

孫詒讓《周禮正義》：「此以鍾口之度言。」（頁 3268）
數理邏輯符號「：」表示對立關係。
80
《說文解字》長部：「長，久遠也。從兀，從匕。兀者，髙遠意也，久則變化。亡聲。……凡長之屬
皆從長。」徐鉉等曰：「倒亡，不亡也，長久之義也。」儿部：「兀，髙而上平也。從一在人上。
讀若敻。茂陵有兀桑里。」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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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厚度部件的對立關係 例如「厚」與「薄」的關係。〈鳧氏〉:「薄厚之所
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
則鬱，長甬則震。」
「厚」指扁平物體上下兩面的距離大，「薄」指扁平物體上下兩
面的距離小。二者之間構成對立關係，相對點為表義素：（＋）（距離）大：小。
4﹒音色性狀部件的對立關係

例如「清」與「濁」的關係。〈鳧氏〉:「薄厚

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
「清」指聲音明亮而高，「濁」
指聲音低沈。二者之間構成對立關係，相對點為表義素：（±）明亮。再如「疾」與
「舒」的關係。〈鳧氏〉:「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
聞。」
「疾」指聲音急速，「舒」指聲音舒緩。二者之間構成對立關係，相對點為表
義素：（＋）急速：舒緩。
由上可見，
《考工記》樂鐘部件對立現象是在特定語境中形成的。另一方面，部
件的對立性也制約部件的同一性，使部件的同一性只能存在於一定的條件下和一定
的限度內。部件的對立性和同一性既互相聯結，又互相制約，由此形成多種類型的
部件對立關係。
《考工記》樂鐘外形部件、長度部件、厚度部件及音色性狀部件的對
立關係，與先秦宇宙論範疇（如「陰-陽」
）
、本體論範疇（如「有—無」
，
「本—末」，
「動—靜」
，
「疾—徐」
）
、知識論範疇（如「知—行」
）
、歷史哲學範疇（如「理—勢」）
乃至道德哲學範疇共同構成先秦哲學範疇體系的一部分。
此外，
《考工記》部件系統的關聯性還表現為比例關係。例如：
1. 長度與長度的比例關係 《鳧氏》:「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
『鉦』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修』……以其鉦
之長為之『甬長』。」81 即：銑（10 分）－ 2 分 = 鉦（8 分）= 甬長（8 分）= 銑
間（8 分）－2 分 = 鼓間（6 分）= 舞修（6 分）。
2. 長度與厚度的比例關係 〈鳧氏〉:「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
『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82 即：鼓間（6 分）× 1/10 =
81

82

鄭玄《周禮注》：「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又居銑徑之六，與舞修相應。」
孫詒讓《周禮正義》引程瑤田語：「此記以鍾之命名位置既定，須制矩度，以為諸命名出分之本也。
其矩度，即以鍾體之長所謂銑者為之。於是十分其銑，然後以十分之銑去二得八，為鍾體上段之鉦，
所去之二在下段者為鼓也。兩銑之間，即以其鉦為之，鉦八，銑間亦八也，是為鍾口大徑。去銑間
之二分，以為兩鼓間，銑間八，鼓間六也，是為鍾口小徑。如是，則鍾口縱橫之度得矣。」（頁 3264）
「鍾體度定，乃度鍾柄。於是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甬長亦八也。」（頁 3267）
孫詒讓《周禮正義》：「大鍾厚得鼓間十分之一，小鍾厚得鉦間十分之一，亦各以其鍾體直徑十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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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鍾）厚（0.6 分）鉦間（8 分）× 1/10 = （小鍾）厚（0.8 分）。
3. 厚度與深度的比例關係 〈鳧氏〉:「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
『深』而圜之。」83 即：（鍾）厚 × 1/6 = 遂（深）。
4. 橢圓大直徑與小直徑的比例關係 〈鳧氏〉:「以其鼓間為之『舞修』，去二
分以為『舞廣』。」84 即：舞修（6 分）- 2 分 = 舞廣（4 分）。
5. 長度與周長、周長與周長的綜合比例關係 〈鳧氏〉「以其
:
『甬長』為之『圍』，
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85 即：甬長（8）× 2/3 = 衡圍（5.333） = 銑
× 8/10 × 2/3。
由上可見，
《考工記》樂鐘部件對立現象是在特定語境中形成的。另一方面，部
件的對立性也制約部件的同一性，使部件的同一性只能存在於一定的條件下和一定
的限度內。部件的對立性和同一性既互相聯結，又互相制約，由此形成多種類型的
部件對立關係。部件系統整體是各種部件的統一和集合。部件系統整體中的各個部
分不是單純而機械的迭加或堆積，而是以一定的結構形式互相聯繫、互相作用。部
件系統中相互關聯的部分的關聯性決定了部件系統的性質和形態。

三、有序性
系統論認為，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活動的核心是控制。施控者、控制器、
受控對象都具有各自的功能和性狀，並按照特定的方式耦合成完整的控制系統。在
系統學中，有序是「一切事物作為系統在結構和功能上的組織程度及其變化趨勢。
有序即系統的組織性。」86 是「事物內部的諸要素和事物之間有規則的聯繫或轉化；

數也。」（頁 3270）
鄭玄《周禮注》：「厚，鍾厚。深謂窐之也。」
84
鄭玄《周禮注》：「舞修，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為修，從為廣。……鍾之大數，以律為度，廣長
與圜徑，假設之耳。」孫詒讓《周禮正義》引程瑤田語：「以其鼓間六為舞修六，是為鍾頂大徑；
去其二分以為舞廣四，是為鍾頂小徑：如是則鍾頂縱橫之度得矣。……鉦上謂之舞，舞，覆也，謂
鍾頂。其修六所羨之徑，去二分則廣之徑四也。」（頁 3265–3266）又引戴震語：「古鍾體羨而不圓，
故有修有廣。橢圓大徑為修，小徑為廣。舞者，鍾體上覆。其修六，是為橢圓大徑；其廣四，是為
橢圓小徑。」（頁 3266）
85
賈公彥《周禮疏》：「以自兩欒已上至甬，皆下寬上狹，衡又在甬上，故宜小於甬一分，故三分去一
為衡也。」孫詒讓《周禮正義》：「甬長八，參分去一以為衡圍，則衡圍五又三分分之一也。」（頁
3268）
86
《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Ⅱ，頁 1122「有序與無序」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 年，紀樹立撰。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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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系統內子系統之間存在某種類似數學的偏序關係。」87 有序是系統組織化程度
的標誌，主要表現為系統的結構、功能、層次、排列或分佈具有使系統趨於穩定的
確定性、規則性和方向性聯繫。
部件關係也是有序的。
《考工記》樂鐘部件關係的有序性表現為部件結構概括性
搭配限制的有序搭配關係，即分佈限制的規則性。例如〈鳧氏〉：「鍾大而短，則其
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這是對鐘體與響度和傳播距離相互關
係的經驗性認識。
《周禮•春官宗伯．典同》與此相應：「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
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 ，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
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科技史
學者總結《考工記》中的聲學關係：①音調高低（即振動頻率）與發聲體的厚薄、
形狀的關係；②聲音響度（實質上是振幅）與發聲體厚薄、形狀的關係；③聲源的
衰減與其形狀的關係；④聲音的輻射與鐘口形狀的關係；⑤聲音傳播遠近與聲源強
弱、聲音頻率的關係。等等。88 還有學者歸納鐘的形狀與發聲的關係如表 3：
表 3：鐘形狀與發聲關係表89
鐘的形狀

發聲情況

體厚

渾厚

體薄

單薄

口寬

狹窄急迫

口狹

幽鬱不揚

柄長

聲音不正

體大而短

聲音急疾，易衰減不能遠傳

體小而長

發聲舒緩，可遠傳

我們從〈鳧氏〉看到，成品「鍾」的性狀「大」決定了「聲」的「疾」
，「短」

87
88
89

許國志主編：《系統科學》
，頁 180，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年。
聞人軍：
《〈考工記〉中聲學知識的數理詮釋》，《杭州大學學報》，1982 年第 4 期，頁 434。
董英哲等：
《
〈考工記〉的技術理論》，
《西北建築工程學院學報》，1994 年第 2 期，頁 54 至 60。本文
對其表格格式略有調整。

李亞明｜《周禮•考工記》樂鐘部件系統 157

決定了「聲」的「短」
，
「小」決定了「聲」的「舒」
，「長」決定了「聲」的「遠」。
這些，都反映了性狀部件間的搭配關係具有因果的規則性即有序性，是在特定語言
環境中形成的。正如音樂史學者所總結的那樣：
「物體的性質與震動頻率是聲源體音
樂、音色、音高和音量的決定因素。同一發聲體的展動頻率，是由其造型、厚度等
因素決定的。所以，鐘、鎛的震動頻率是由其腔體的厚薄、體腔的大小、口徑的寬
狹和懸鈕的長短所決定的。腔體越厚，體腔越小，口徑越窄，懸鈕越短，發出的聲
音就越高、越清脆、越短促，因而傳播空間就越小，反之，則洪亮而粗獷、悠長而
播遠。」90 中國古代樂鐘工匠由此掌握了利用改變鐘體厚薄、大小，鐘口寬狹，甬
鈕長短，以調節音色、音高和音量的方法。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六十五件編鐘形
制大小、長短、厚薄各異，音色清濁、疾舒豐富優美，音域寬廣，從大字組的 C 至
小字組的 d，跨越五個八度，構成倍低、低、中、高四個色彩區，可以演奏任何五
聲、六聲、七聲音階的樂曲（如圖 5）。91

圖 5:曾侯乙墓編鐘
資料來源︰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河北美術出版社，
1993 年
曾侯乙墓編鐘的成就基於樂鐘系統的結構、功能、層次、排列和分佈的有序性，
可與《考工記》樂鐘部件系統互為映證。
綜上可見，
《考工記》樂鐘部件系統具有縱向、上下和橫向的結構關聯，具有層
次性、關聯性、有序性三大特徵，由此形成樂鐘部件立體網絡。如果把單個的樂鐘
90
91

高美進：《
〈考工記〉中的齊國樂器製造業》
，《管子學刊》
，2004 年第 3 期，頁 77 至 79。
圖 5 來源：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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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視為點，把它們之間的兩兩聯繫視為線，把多個樂鐘部件之間的兩兩聯繫視為
面，那麼我們就發現樂鐘部件立體網絡是由點、線、面各種關係綜合交織而成的，
而不是平面、單線的，更不是孤立的。《考工記》各種樂鐘部件關係有序地聯繫在
一起，形成一種多層、多向、往復不斷的網絡，體現了事物聯繫的普遍性。古語嘗
謂：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我們通過對《考工記》樂鐘部件系統的
上述考察，分明看到了儒家道器一體的觀念。
《考工記》把倫理觀念融進樂鐘，把有
形可見的樂鐘內化為理性的亦道亦器的觀念，並使之秩序化、有序化，可謂實踐的
形上學。
《考工記》樂鐘部件系統蘊涵了先秦哲學範疇網絡。系統地研究《考工記》
樂鐘部件之間的關係，對於探究春秋末期樂器史，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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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Parts’ System of Bell in
Kaog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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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ogongji (The Artificers’ Record) is the earliest handicraft work of China.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the parts’ system of bell in Kaogongji, on the basis of classical Chinese semantics’
and lexical semantics’ principle. There are longitudinal as well as horizontal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parts of bell in Kaogongji that from a stereoscopic word net and show
the general association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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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史語所《俗文學叢刊》介紹
張啟豐*

一、前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 2006 年 12 月 8 日舉辦「俗文學學術研討會」
，針
對該所珍藏、出版的《俗文學叢刊》進行學術研究成果的發表與交流，論文內容包
含寶卷、車王府藏曲本、崑曲、石派書92、歌仔冊等，是近年來較具主題性的俗文學
學術研討會。
近現代的大規模俗文學資料搜集有二，一是蒙古車王府曲本，這是蒙古王公為
了便於欣賞理解演出曲目、劇目的內容，遂力所能及搜求、購置、抄寫一些可資閱
讀或可於家樂借鑑的曲本。由北京古籍出版社於 1991 年出版影印線裝本，共 315 函、
1662 冊，全部只製作十五套，每套均有編號，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購藏一套，非常
珍稀寶貴！另一則是中研院史語所藏之俗文學資料，歷經數階段、數代人的辛苦搜
集與整理，於 2006 年底刊印發行至第 500 冊，臺北藝術大學亦悉數購入典藏。此二
套資料在學術與文化方面具有極為珍稀、寶貴與重要之價值，實可列為鎮館之寶。

二、俗文學資料的蒐集、整理與出版
*
92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助理教授。
石派書即「石韻書」之意，石指清代道光、咸豐間專擅表演子弟書曲藝的藝人石玉昆，其生卒年不詳，
僅知為旗籍子弟，以表演當時流行於北京西城地區的西城調子弟書著名，西韻曲調低緩為其特色，以
展現綺麗愛情故事為長，大陸北方曲種「單弦」曲牌中有石韻書一種即是石玉昆演唱賦讚類唱詞的唱
腔。
（參考《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1983 年版，353 頁；王素稔註「石玉昆」條。619 頁任
光偉註「子弟書」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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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秋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民間文藝組」
，聘請劉復（半
農）為主任，帶領劉天華、李家瑞等人開始進行俗文學資料蒐集與整理的工作。僅
一年多時間，蒐集的民間俗曲就達萬種之多，根據李家瑞所述，可以得知當時竭力
蒐羅的情形，例如：
「我們收得寶卷三四十種，其中以同治年間南京刻的鸚哥寶卷為
最早。」再如：
「我們鈔著這二三十種智壽齋的唱本是從哪裡來的呢？是民國十八年
有一家書舖拿來要賣的。因為他索價太貴，久未成交。……但他拿去的前一夜，我
們幾個人在燈下都把他轉鈔下來了。這事自然是做得太過一點，但是對於故意難人
的書賈，實在也只好這樣。後來聽著這批俗曲流到日本去了。」又如：
「以前北京的
饅頭舖（俗稱蒸鍋舖）
，除了賣蒸食的東西以外，還做一種副業，就是鈔寫唱本，租
賃給人家看，差不多每一家饅頭舖都是如此。……中央研究院收了鈔本鼓詞四五十
種，都是從這些饅頭舖裏出來的。」
這段期間，他們除了徵集俗文學資料以外，並進行《車王府俗曲提要》等彙編、
發行《民間文藝半月刊》
，也發表了相關成果，例如由劉復、李家瑞主編《中國俗曲
總目稿》
（1932）
、李家瑞編纂《北平俗曲略》
（1933）等。
遷臺之後，史語所一方面徵集本土的俗文學資料，一方面進行整理工作。1965
年，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向史語所申請以微捲複製方式，拍攝通俗曲本，因此而由楊
時逢進行整理，編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俗曲總目目錄〉
，內含五屬、
五十一類。之後，續於 1973–75 年間，由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委託當時臺灣大學中
文系教授曾永義主持「分類編目中研院史語所藏俗文學資料工作小組」
，就所藏資料
重新拆線、剪裁、分裝、合訂，完成分類書目稿〈分類編目中研院史語所所藏俗文
學資料〉共二十一冊，內含六屬、137 類、10801 種、14860 目，並撰就各類屬之敘
論。後史語所再於 1983 年委託陳芳英、林英津進行舊目增補、重新分類編目。以上
各階段之整理所累積的成果，對建立中國俗文學分類體系有一定的貢獻。
俟後，為因應數位化時代，並著眼於保存方便和學術利用，自 1987 年起，由中
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湯蔓媛重新盤點、檢查及補錄，歷時三年，將當時館藏共 12000
餘件、六大類、136 小類、19473 目、以及俗文學 705 目、曲譜 282 目、車王府曲本
282 目之俗文學資料整理完畢，1997 年完成原件數位影像掃瞄及電子書目回溯性建
檔等工作，成果實稱豐碩。之後並透過網際網路，供學界使用。
至於上述資料的紙本刊印，則由史語所與新文豐出版公司合作，自 2001 年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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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出版。目前已出版至第五輯，共 500 冊，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已悉數購入。
《俗文學叢刊》內容共分六大類：戲劇、說唱、雜曲、雜耍、徒歌、雜著，目
前已出版者，計有「戲劇類」
（001–350 冊）及「說唱類」
（351–500 冊）
。
戲劇類下分：
戲劇總類（001–035 冊）
：如《戲學月刊》
、
《戲學彙考》
、《戲學指南》等刊物，以及
曲牌工尺譜等。
高腔（036–057 冊）
：收錄《鐵冠圖》
、《金印記》等劇。
崑曲（058–096 冊）
：收錄《乾元山》
、《大十面》等劇。
滇戲（097–100 冊）
：收錄《大舜耕田》、《山伯訪友》等劇。
川戲（101–108 冊）
：收錄《三官印》
、《陳姑趕潘》等劇。
楚戲（109–111 冊）
：收錄《魚藏劍》
、《花田錯》等劇。
福州戲（112–113 冊）
：收錄《鄭元和》、《硃砂印》等劇。
潮州戲（113 冊）
：收錄《荔枝記》
。
淮戲（114–121 冊）
：收錄《劉全進瓜》、《闖潼關》等劇。
贛戲（121 冊）
：收錄《珍珠塔》
、
《烏金記》等劇。
越戲（122–123 冊）
：收錄《龍虎鬥》
、《倭袍》等劇。
嘣嘣戲（124–125 冊）
：收錄《馬寡婦開店》、《王二姐思夫》等劇。
吹腔（125 冊）
：收錄《小放牛》
。
粵戲（126–165 冊）
：收錄《羅卜救母》、《嫦娥奔月》等劇。
大棚班本（165 冊）
：收錄《苦怨今生》、《夜送寒衣》等劇。
影戲（166–273 冊）
：收錄《臥龍崗》
、《三賢傳》等劇。
灘簧（274–277 冊）
：收錄《黃慧如與陸根榮》
、《雙珠鳳》等劇。
梆子（278–283 冊）
：收錄《妲姬顯魂》、《司馬茂斷陰》等劇。
京劇（284–345 冊）
：收錄《滾釘板》
、《宇宙鋒》等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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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編（346–350 冊）
：收錄《齊姜醉遣》、《五鳳樓》等劇。
上述各類資料，每一劇種之前皆撰有總提要，概略介紹該劇種大戲之相關劇名、
館藏劇目、時代背景及參考資料等，凡收錄之劇目皆撰有提要。第 350 冊載有戲劇
類索引，以便查索。
說唱類下分：
寶卷（351-361 冊）
：收錄《唐僧寶卷》、
《王祥臥冰寶卷》等。
閩南歌仔（362-366 冊）
：收錄《桃花女鬥法歌》、
《烏白蛇借傘歌》等。
客家傳仔（366 冊）
：收錄《嬌連嘆五更歌》
、《夫妻相好•夫妻不好合歌》等。
福州平話（367-383 冊）
：收錄《哪吒鬧海》、
《雙蝴蝶》等。
子弟書（384-400 冊）
：收錄《燈草和尚》
、《渭水河》等。
石派書（401-411 冊）
：收錄《摔琴》
、
《包丞相》等。
快書（412-413 冊）
：收錄《禪魚寺》
、《淤泥河》等。
竹板書（413 冊）
：收錄《餑餑陣》
、
《百蟲會螞蚱算命》等。
龍舟歌（414-419 冊）
：收錄《重威試妻》
、《丁山射雁》等。
南音（420-479 冊）
：收錄《龐三娘歌》、
《金英投庵歌》等。
彈詞（480-500 冊）
：收錄《晉陽外史》、
《玉鴛鴦全傳》等。
上述每一曲目之前皆撰有提要，概述該曲目之題名、時代背景、參考資料及提
要，並由各該資料說明通俗文學與傳統文學間的關聯。
以下即擇要介紹《俗文學叢刊》中的《新編戲學彙考》、《戲劇月刊》及說唱類
的閩南歌仔。

三、戲劇類資料舉隅
（一）《新編戲學彙考》（圖 1）
《俗文學叢刊》所收《新編戲學彙考》係由凌善清、許志豪編著，為 1929 年上

張啟豐︱中研院史語所《俗文學叢刋》介紹 167

海大東書局三版之本，共 1–10 冊。許志豪在〈編者凌序〉中即言明，此彙考之出版
乃「希冀亂彈之中興，而思有以保存其固有之藝術」
，另參諸他篇序言，或可推知當
時乃有感於舊曲之流失，故而出版彙考，以期京劇之保存、考正與發揚。
首冊附有梅蘭芳等人之題字、歐陽予倩等人之序，以及戲劇名伶余叔岩戲裝照、
荀慧生便裝照等四十九幀，另有名伶尚小雲墨蹟等五幅、臉譜二十張。凡例即說明
該書為供有志學習京劇者之研究，不論文場武行，凡有關藝術方面，如表情、身段、
臺步、唱工、說白等，以及後場之鼓板、胡琴等，甚至後臺之規則，皆分章按節，
敘述無遺。此外，並選名伶曲本百數十齣，分生、旦、淨、丑等依次羅列，以備研
究京劇者習誦。全部內容可分為兩大類：
1﹒
「戲學編」
：包含（1）戲劇總綱，
（2）生角、旦角、淨角、丑角、武行之類
別、唱工、念白、做工，
（3）場面之組織，
（4）後臺之組織，
（5）皮簧工尺譜，
（6）
戲曲服式。
2﹒
「戲曲編」
：皆為劇本，分為生角、旦角、淨角、丑角、兩主角合演劇本，共
五類，計 110 個劇目。每齣戲在戲文之前皆有「全劇角色劇中人名裝飾用具及擅長
名伶劇情考略一覽表」
，並附有插圖。
戲學編凡六十萬餘言，可謂當時京劇著述中最為詳盡精審者。至於所錄劇本，
據彙考所稱，皆採名伶秘本，久經文人點竄改正，詞句皆斐然可觀；且每劇所附之
圖，亦為嫻熟於劇情之名家所繪，袍服逼真，戲容生動，圖表互相參照，當相得益
彰。
這一套彙編不僅有專業所需的論述，還有精選過的文本，可就理論實務雙管並
下，得窺京劇藝術之全豹；同時，也是研究京劇流派藝術、流派劇目的重要資料庫。

（二）《戲劇月刊》（圖 2）
《戲劇月刊》亦為上海大東書局印行，共收四十六期，第一卷前七期有再、三、
四版之不同，由劉公豁主編，出版年代約為 1929–32 年間。每一期內容包含：1﹒卷
頭語，由主編回覆讀者並預告刊物內容，2﹒銅圖（按：即照片），有名伶及票友之
劇照、時裝照，為數甚豐，有一期多達十七幀者，3﹒臉譜：每期介紹二種，標識劇
中人物姓名及贈者或繪者之名，4﹒文字，為各家所撰之戲劇專論，每一期約有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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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概述、專論、憶往等，不一而足。此外，該刊每期封面之題字皆由不同人所執
筆，且封面彩色劇照亦每期更新。
《戲劇月刊》中若干期次為專輯，例如：
「梅蘭芳」專輯、
「程硯秋」專輯、
「荀
慧生」專輯、
「尚小雲」專輯、
「楊小樓」專輯等。之所以有「四大名旦」—梅蘭芳、
程硯秋、荀慧生、尚小雲—的稱號，是由北京《順天時報》於 1927 年發起，請社會
大眾投票選出當時京劇旦行的代表性演員而來的，所以，上述專輯的設定，除了是
當時最受歡迎及矚目之演員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可從中瞭解當時專業人士及戲曲
愛好者，對於名伶的觀感與評論。
至於每一期的「文字」
，所論層面之廣，不啻為京劇面面觀，有論唱法者，如挹
英室主〈論京劇唱法取徑之不同〉
、陳小田〈青衣唱法概論〉
、鄂呂弓〈譚腔之研究〉；
有論演員者，如怡紅館主〈談言菊朋〉
、朱似淵〈楊寶森小史〉
；有述變遷衍化者，
如海上漱石生〈梨園舊事鱗爪錄（一）
〉
、
〈上海戲園變遷志（一）〉等；有隨筆劇話
者，如羅仞千〈戲劇雜談〉
、詹脈脈〈退思廬劇話〉
。
「文字」一欄實為京劇演藝史、
京劇社會史的重要文獻史料。
再者，每一期的「銅圖」
，既有劇照，也有時裝照，實為圖像學研究的絕佳史料。
除了可以與《戲劇月刊》相互參照之外，並可就依圖探得當時表演者「身體」的脈
絡，與現今表演者的「身體」作一對照；此外，同圖顯示劇中人物的造型服飾，更
是服飾研究與設計的第一手材料。
《戲劇月刊》另附有多類廣告，或是新書、劇場，或是食品、藥品等，其中一
個較為特別的現象是，封底廣告除了前七期是《戲劇月刊》之外，其餘皆為「韋廉
士紅色補丸」的宣傳。

四、閩南歌仔
「歌仔」為閩南地區對於小調的稱呼，其中「歌」為歌謠之意，以【七字仔】、
【雜唸仔】
、
【江湖調】
、
【勸世文】等為主要曲調，體製為七字一句，四句一組，韻
尾需合韻，平仄不拘，內容包含歲時、教化、相褒、歷史、傳說等。將「歌仔」刊
印成唱本，即為「歌仔冊」
（或稱「歌仔簿」）
，自道光以降，廈門世文堂、崇經堂、
會文堂、石印書局及上海點石齋等，即印行《新編貓鼠相告》
、《新刻手抄臺灣民主
歌》
、
《繡像英臺歌》
、
《新刊鴉片歌》
、
《新刊莫往臺灣歌》等。
《俗文學叢刊》所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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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自晚清，迄至日治時期為止，下舉數例以明之，可特別留意者，為每一冊之閩南
語文及臺語文書寫的模式與使用的語詞。

（一）《冤枉錢拔輸餃》（圖 3）
廈門林國清發售，1928 年出版。內容唱男子流連賭坊，敗盡家財，猶不思營生，
四處行騙，後被人至法院申告。詞例：

朋友兄弟者年多，聽我唸歌做文題。物件恰停者卜賣，念歌甲恁卜交培。
有賣沒賣無要謹，咱著交培者有親。罕得鬼時咱作陣，不是我塊廣封神。
聽歌親象那勸善，征差廣話四句連。來聽無卻恁半錢，生理也著恁向前。

（二）《社會風俗歌》（圖 4）
臺北林來發發行，1931 年出版。內容係奉勸男子須作營生，不可遊手好閒，以
免日後一事無成。女子則須舉止端正，不可私情茍且，落人笑柄。詞例：

歌仔我閣製一項，製甲別人無相同。念歌交培正兄弟，是念改勸恁正人。
……
勸恁列位朋友兄，有錢通趁著綱行。春錢是人八字命，骨力趁錢好名聲。
……
我勸兄弟朋友恁，少年著認一步真。好人講話若不信，甲知干苦著可憐。

（三）《國語白話歌》（圖 5）
臺北周協隆書店發行，1938 年出版。內容係編歌教以國語白話與日語之相互對
照唸法。詞例：

通知列位正諸君，這本歌仔真清純。我編臺灣兼日本，亦有國語甲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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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買去教是細，著念一變先交培。一來學歌日本語，通改憂愁做問題。
……日本ハリ廣是針……ワタクシ我本身。

（四）《食新娘茶歌》（圖 6）
臺北周天生發行，能安堂活版所印刷，1932 年出版。內容唱述新婚時新娘向至
親好友敬茶，親友贈其賀儀，並以吉祥語祝賀新人添丁富貴、舉案齊眉。詞例：

甜茶食完講好話，佺有錢銀壓茶盃。新娘生水又賢會，祝賀富貴永占魁。
……
新娘生水命又好，入門大細兮合和。食茶恭喜真荷老，發達成家敬公婆。
……
新娘生水又忠厚，房內又有新床鋪。食茶恭賀好尫某，後日發的歸萬租。
由上所引詞例可以發現，當時的閩南語文／臺語文書寫，在語詞的使用上，有一些
已經和現今的用法大相逕庭，這一方面反應出書寫者對於該語文的熟稔度、思考模
式與轉譯思維，一方面或許也可以提供給研究或力倡臺語文書之人參考。另外，
《國
語白話歌》中「國語」指的是「日語」
，而由《國語白話歌》
（另有《國語白文新歌》）
等歌仔冊內文可知，日治時期推行「國語」所採用的手段與方式，不僅鼓勵「是大
買去教是細」
（大人買來教小孩）
，也鼓勵「是細提去教是大」（小孩拿去教大人），
此亦顯示出版之時，不同世代對於當時「國語」的接受、學習樣貌。

五、結語
這一批來自於民間的俗文學寶藏，在前輩的廣泛努力下，因為政治因素而由北
徙南，終於在此安身立命。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李孝悌在《俗文學叢刊•主編序》指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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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紀初葉知識分子對戲曲和民間文學、歌謠的重視，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一
個重要的突破。而在現代化的大眾傳播、娛樂媒體出現之前，戲曲、說書、講唱無
疑是民眾日常生活娛樂的主要來源。但在娛樂之外，各式各樣的民間文化形式，其
實還扮演了文化傳承、社會批判、訊息傳遞、道德教化和政治宣傳等各種功能。從
這個角度看，這批資料就不僅是淺薄、軟調的通俗讀物，而有著更深刻乃至「嚴肅」
的文化意涵。
而就學術研究來講，
《俗文學叢刊》更像是一座尚待挖掘的寶山，內含太多豐富
的史料文獻，其所可能促發、累積的研究成果，實無法估量。
有志於此者，盍興乎來！

圖 1︰新編戲學彙考

圖 2︰戲劇月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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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冤枉錢抜輸餃

圖 5︰新編國語白話歌

圖 4︰社會風俗歌

圖 6︰食新娘茶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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