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2 2012. A Discourse of Tainan City Life. 

生活街廓的重塑 

台南城市生活絮語 



 

 

 

 

 

 

 

 

 

 

 

 

 

 

 

 

 

 

 

 

 

 

 

 

 

 

 

 

 

 

 

 

 

 

 

 

 

 

在此特別感謝趙建銘老師的

指導、與我討論設計。以下是

我的畢業設計從最初佛洛伊

德的｢羊皮紙書寫｣開始發

想，試圖用這樣的論述，透過

我的手繪以及模型，最後建構

出新的城市想像的研究過程。 

 



00 引言 

在進行畢設前期望將自己所知的思想、喜好的事物、自身的專長能夠有一整合。從大二開始即有

旅行畫畫的嗜好，以及對於台南城愈來愈深的依戀與感情。對於台灣城市紋理的形成總是抱持著

好奇，有趣的心態，期望透過自己雙腳移動，右手運筆將這親切的事物記錄下來。這個過程持續

了兩年之久。 

 

我在想，如何將這些長期關注的事物以及思緒串聯起來，作為畢業設計的素材，對我來說，這也

是更深刻地探索、認識自己的開始。 

 

因此從佛洛伊的｢夢的解析｣中得到靈感，將自己所想、所做還原成一個個｢事件｣加以重組拼貼。

這樣的設計過程是極個人的經驗，同時也並非傳統的線性思考模式—所謂的設計過程是自身所想

的一個個｢夢｣透過各種邏輯、非邏輯方式組合最終成就一龐大的集合體，它的意義可能有諸多解

釋，端看個人。這樣的做法也是自己對於現代建築師以及建築物的批判：我們的生活，難道是被

現代建築所限定的嗎？建築師憑什麼決定一切？因此城市中布滿了各式各樣的｢附加物｣--其中

違章建築最具代表性。這些物件反映出｢真實｣的生活型態，而我的目標就是透過佛洛伊德的敘事

方式使設計過程產生結構性的改變，進而將台南、生活真實地再現。 

 

 

01 從佛洛依德的敘事結構開始 

如何以分析｢夢的解析｣為開端，探索設計的方法與過程 

佛洛伊德的｢夢的解析｣打破了十九世紀以來傳統小說的敘事原則，以下摘自楊照<解析夢的解析>

一書談論十九世紀小說五大原則的敘述： 

 

一、補充性原則 

要先有了事件，先有了事件才發生敘述。 

二、前進原則 

清楚的方向，從未知開始，經過時間之流，最後達到結論，進入已知。 

三、適當性原則 

小說是一個載體，敘述是一個載體，需要假設其為一個適當的載體。 

四、終極性原則 

線性次序保證了前後相銜的關係，正在閱讀的那一部分，都具備一種｢終極性｣。 

五、完整性原則 

文本與意義間，存在著高低位階的關係，意義比較高，是主；文本比較低，是附屬的；作者和讀

者間也固定作者是主，讀者是附，形成各種不同的主客、主從關係。 

 

在這裡面｢補充性原則｣提到的是小說作者已經做好假設，也就是將｢事件｣設定好才產生敘述，再

來從未知開始一點一滴透漏給讀者，產生之時間性稱為｢前進原則｣。小說中提到的人事物常帶有

作者賦予的象徵意義，是為｢適當性原則｣。｢終極性原則｣強調當下閱讀的部分最為重要，部分與



部分之間產生相連性，構成線性次序。最後｢完整性原則｣告訴我們的是，小說作者已將一切決定

好，是主；我們被動的依循前面四個原則接收訊息，是客。 

 

而｢夢的解析｣何以顛覆十九世紀以來建立的敘述五大原則，在於佛洛伊德忠實的記錄自己的夢、

病人的夢，以及當下對於該夢的分析以及各種思緒。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佛洛伊德前後矛盾，前

面提過的夢似乎在後面又想到了什麼而加以補充，甚至推翻前面的想法。這樣的敘述稱為｢羊皮

紙書寫｣，也就是一層一層的書寫因為前一層無法清除殆盡互相干擾進而產生多元複雜的意義。

研究這樣的文體我們可以發現，其敘事過程無法重建，沒有辦法回到過程中，將過程重講一次。

佛洛伊德的敘述過程中每一步，新的研究、新的認知、新的詮釋都回頭改變了前提，因而沒有辦

法重建從前提走到推論在走道結論的乾淨、簡單次序。 

 

佛洛伊德忠實地記錄下自己嘗試、摸索的過程，將其自身的經驗記錄下來，這才是最真實存在的

敘述。佛洛伊德的敘述不是挖掘寶藏逐漸趨近的過程，而是不斷的遊離遊晃，從這邊晃到那邊，

從那邊晃到這邊，所以裡面沒有十九世紀敘述—無論是小說或非小說—假定該要有的敘述效率，

裡面記錄了許多佛洛伊德自己走過的冤枉路，他從來沒有要假裝自己確定知道該如何進行。也因

此，｢夢的解析｣這套文本並不具備所謂的方向性、時間性，也沒有一套主軸，是很多具個別意義

的｢夢｣組合而成，而其中的關連性即須由作者及讀者共同建構而成。 

 

 

02<戀人絮語>帶來的啟示 

看完佛洛伊德，進一步以<戀人絮語>驗證其敘事結構，進而作為設計方法之依據 

 

<戀人絮語>是羅蘭‧巴特受｢夢的解析｣影響所作之文學作品，其結構匠心旨在反戀愛故事的結構。

諸篇章常常以某一生動地場景或情境起首，完全可以任其自然地衍生出一個個愛情場景或故事。

但行文卻常常嘎然而止。為什麼不繼續下去？為什麼不乾脆寫部小說？巴特認為，對情話的感悟

和灼見從根本上說是片斷的，不連貫的。戀人往往是思緒萬千，語絲雜亂。種種意念常常是稍縱

即逝。陡然的節外生枝，莫名其妙油然而生的妒意，失約的懊惱，等待的焦灼……都會在喃喃的

語流中激起波瀾，打破原有的漣漪，漾向別的流向。 

 

<戀人絮語>諸篇章本質上無連續性，但作者又透過字母編排將其串聯，乍看之下有某種秩序存在，

但實際上整本書的架構並無章法，然全書仍然被置入大的｢戀人｣的框架中—｢戀人｣所說的話，所

產生的一切行為—本書真正的邏輯在此。這樣的敘事方式造就出｢真實｣的愛情，不像愛情故事是

已設定完成之文本。 

 

<戀人絮語>造就出的真實性是各個片段不連續的經驗，各個片段對每個人產生的共鳴程度不盡相

同，書中某些部分對某人來說可能心中能激起較大的漣漪，其餘部分則否。而這樣的經驗才顯得

｢真實｣，而古典愛情小說讓人感受到｢戀愛｣的本質相較之下微乎其微。｢作者與讀者共同的文本

建構｣也造就了｢真實性｣，因為讀者參與其中，兩者是平行運作的，而非單方面之線性發展。 



03 城市、生活何以真實？ 

台南都市紋理與戀人絮語文本之對應關係 

 

所謂城市中的真實應該建立在各式各樣的附加物之上，台灣戰後現代主義建築充其量只能說是｢

結構｣或是｢骨架｣，而覆蓋於其上的眾多附加物以至於形成新的都市生活皮層才真正地滿足居民

的基本生活。每個人各說各話，城市紋理就建立在眾多個體的囈語中，形成複雜混亂交織的文本，

這樣的文本才能反映生活的真實性，是秩序、教條、規範無法呈現的混沌語法。附加物有邏輯，

絕對因為必要而存在，反觀那些理想化的秩序及輕浮的夢想願景相較之下極為虛幻，如同古老的

戀愛故事一切均被設定而僵化。真正的真實，應該由混沌建構而成，但混沌不是全然的混亂，而

是建立在眾多微小的秩序上，即使沒有整體性—形成時間、空間導向之線性序列，但彼此之間能

兩兩相關，是跳躍式、螺旋式的思考模式。以這樣方式敘述的文本才符合真正的真實，生活的真

實，以致城市的真實。 

 

何謂建構城市印象，即是個人記憶中的眾多片段集合，不同殘片間的互相碰撞產生新的意涵，而

大量的資訊中只有小部分是有意義的，其餘則是支持整體印象的｢背景｣。 

 

城市的結構：第一步由現代主義建築、都市計畫以及建築師(上位規劃者)以一種冷漠的邏輯介入

都市，第二步由居民(下游使用者)開始各說各話，原本方正、乾淨的基底塊體開始長滿各種附加

物，像苔癬一樣，形成一種有機狀態。 

 

 

04 生活片段收集加以重組拼貼 

旅行、觀察、閱讀的長期實踐 

以速寫收集｢生活｣以及各種｢感官經驗｣，將其重組成為個人的台南印象；沒有順序的挑揀拼貼是

個人主觀經驗的再現，試圖利用佛洛伊德的敘事性、<戀人絮語>的文體結構反映真實的台南城市。

拼貼出一個｢場景｣抑或是｢感受｣，觀看者也能依據自己的經驗加以解讀，共同形成文本的建構。 

 

旅行邊速寫，是觀察這個世界很有效的方式。從北京、希臘、義大利、法國到台南，累積了為數

不少的旅行速寫。這些速寫紀錄了美好的當下，也能適切地反映｢真實｣—透過筆的篩選再現當時

的場景元素，呈現出的每條線條都是有意義的—每張畫總能讓我記得一些氣味、聲音以及背後的

故事。這些真實的生活片段記憶記載了我對於美好的人事物以及空間的感動，希望將從以前收集

到現在的｢印象｣於自己的作品再現。此外，除了旅行，也透過閱讀，更深刻的了解這個世界，以

及生活該有的態度與想像。 

 

 

 

 

 



05 城市建造者 

對於建築師忽略生活以致建築成為骨架，附加物成為生活皮層之現況，期望以｢生活場景｣、｢經

驗｣及｢故事｣的拼貼組構還原成一具體建築集合。以｢夢的解析｣敘述形式為開端，｢戀人絮語｣作

為結構，｢台南｣為其背景基地，擷取城市生活的諸多元素、場景及空間經驗，眾多生活片段組構

成一新的城市—想像的城市，以心中的城市反映台南的都市生活風景。從真實片段的收集、拼貼

組構、夢境中城市的成形，透過作者進行一連串的轉換輸出，最終完成一複合建築集合體。 

 

用印象拼貼而成的想像城市，描述台南的故事，描述城市生活。 

 

06 夢/記憶場景 

在進行真實生活片段收集時得到的諸多印象及經驗，成為構成想像城市的各個場景。每個場景被

賦予不同主題，使觀看者在凝視畫作時，能夠閱讀到某種台南的城市生活狀態。這些畫作是繼拼

貼 life collection 之後進一步的空間想像，亦是從佛洛伊德的敘事性、拼貼到場景構成畫作的一步

步空間實體化的過程。 

 

 

想像的城市藍圖 

這張草圖說明了｢集合體｣的概念，是繼 life collection 拼貼之後進一步實體化的嘗試。燈籠暗示一

種場域性，暗示其中有｢廟｣以及｢埕｣作為聚落核心。 

 

 

 

 

 



 

街巷與樹 

在城市的地面層，小巷的尺度適合漫步閒逛，轉角的小吃以及從老舊磚牆內探頭出來的大樹枝葉，

提供歇息的空間。小巷如藤蔓一般地編織伸展，引人一探究竟，性質各異的微小場域隱身其中—

有的也極其簡單，就只是一棵大樹、一個棚架、一張躺椅。 

 

｢樹｣能夠形成公共活動的場域，在想像的城市裡，其中某些埕就是以｢樹｣為主角，人們在樹下聚

會，居住房舍環繞著樹，高低錯落，人行步徑穿梭其中。樹蔭所形成的場所是｢公共的客廳｣，再

來必須透過模型及剖面的研究將想像的空間具體化。 

 



 

迷路 

在一個聚落迷路是一種特別強烈的經驗，迷路時人對於空間的感受會變得更加敏銳—對於空間的

猜測、走進死路的失望、轉角意外發現的驚喜以及行進探索途中的緊張，這些經驗塑造出對於聚

落的印象，也成就聚落的獨特魅力。在想像的城市中，各種元素的混雜構成｢迷路｣，帶給人豐富

多元的空間經驗。 

 

｢我置身於小巷—堆疊錯置的建築量體圍塑出來的錯綜複雜的虛空間中，抬頭望見遠處興建中的

屋舍，聽見間歇性的鋸木聲響。我迷路在小巷，但尚未迷失，可以望見遠端寺廟的屋頂裝飾，以

及空中廟埕廣場的一角。｣ 



 

廟埕 

廟埕是一個住宅團組的中心，也可以說是整個想像的城市的中心，居民多多少少定期前往，廟埕

成為一個活動聚集的場所。 

 

小巷中的店家將盆栽及不曉得從哪裡撿來的不知名的石頭堆疊成椅子，擺放在門口，使得街道更

加曲折。小巷盡頭是廟埕，連接著寺廟，巨大而崇高。而燈籠早在行進的幾分鐘前就已暗示著此

處是廟的場域。此刻嗅聞到淡淡的香氣，偶然瞥見一小片香灰從天降下。 

 



 

屋頂 

我想屋頂應該回復到一種真正傳統聚落，重視鄰里關係的狀態：在想像的城市中，屋頂是一個個

小的公共空間或花園，每戶人家的屋頂是開放的，透過散步道串聯，形成一個空中的網狀公共空

間，對於一個小型的鄰里來說，這樣的空間使得居民的交流行為透過不同的視角誘發不同的事件

與結果—一種守望相助以及鄰里互助的效果—小孩在屋頂玩耍，媽媽在陽台或院子晾衣服，能夠

看到小孩的一舉一動以及聽到笑聲。老人沿著散步道漫步，經過一戶戶人家與熟識的鄰居寒暄。

年輕情侶手牽手走在空中廊道，尋找隱密的角落。 

 

埕 

在想像的城市裏面，每個鄰里由｢住宅團組｣構成，同一鄰里的居民互相熟識，其中有開放、共用

的｢埕｣作為居民交流地以及活動場所，與屋頂、陽台、通廊各種元素組合產生一種看與被看的關

係，這樣的空間氛圍是適合公眾活動的。每個埕可視為一個住宅團組單元的核心，但在住宅團組

裡面每戶住宅都應是自身生活的核心。而各個住宅團組具備的｢埕｣的特性不盡相同，埕與埕之間

的居民得以交流，因此，埕與埕之間以多條路徑連接彼此成網絡。母親帶著小孩前往另一個埕的

雜貨店買東西，再回到自家鄰里的埕休息玩耍；不同埕之間產生的不同故事，由巷弄、屋頂，各

種路徑串聯。 

 

*市集 

市集裡面坐落幾家有名的小吃，人聲鼎沸；在走道旁彎進不顯眼的半掩鐵門，置身於空無一人的

廢棄的市場。在這裡，繁華與衰頹共存。市場就像一棵老樹般生長著，部分枝葉仍蒼翠繁茂，部

分枝幹卻已空心腐朽。 

而這些腐朽的部分仍然等待著有一天重獲養分，以新面貌再生。 

 



07 設計操作手法整理 

 

用一個簡單的圖示說明接下來的設計以及空間操作手法。左邊的圖示為一般的設計手法，具有明

顯｢方向性｣--我們探討議題、基地選址、基地調查、空間機能定位再來設計配置圖，平立剖面，

當中每個步驟能夠來回檢驗修改。 

 

而我們再回到一開始所提的｢佛洛伊德敘事性｣以及｢戀人絮語的敘事結構｣，以羊皮紙書寫以及片

段不連續的組合作為一本小說的構成方式。台南城市生活絮語即是遵行這樣的構成方式，分析完

戀人絮語小說的結構之後，從一開始的： 

 

[生活片段收集] 

 - 以台南為基地，收集台南城市街巷中的生活經驗 

[生活片段的重組拼貼] 

 - 將片斷的經驗及所收集的故事集合，進而發現元素彼此之間的關聯性 

 

繼續進行： 

 

[想像城市的建構] 

 - 將抽象的拼貼具體化，並賦予其標題，每張畫作將可閱讀到不同片段轉換成的空間組合 

[模型操作] 

 - 將畫作中的空間以及對應的標題以 3D 模型呈現，同時進行空間 study 與設計。 

 

 

08 住宅團組/居住單元研究 

 

台南城市生活為何宜人某種程度來說因為空間的混雜使得公共與私密領域產生模糊與交錯，在前

面的敘述中提到的廟埕、屋頂、街巷與樹都是公私領域混雜的空間組合；而台南巷弄所呈現出的

緊湊性、廟埕人、神空間的重疊使用以及街屋內部隱密的天井作為居住核心，這些都使得台南城

市生活益發精彩、豐富而真實。 

 

想像的城市藍圖所生之第一代模型還不足以說明以及反映真實的空間狀態，但城市如何建構已經

得到進一步的確立：以住宅團組構成。住宅團組由獨立單元戶組成，並聚焦於一公共核心—餐館、

綠地、埕。以手繪草圖研究住宅單元的想像，每戶從極開放之公共空間至極私密個人空間的層次

關係需由此建立，而每戶之間的連結、與公共空間的連結，希望在繪製草圖階段能有更進一步的

呈現，由剖面關係、透視圖進行空間設計與想像。 

 

 

 



09 想像的城市構造 

假想未來的人口仍然持續攀升、城市綠地資源的不足，是否能夠延續當初柯比意的｢陽光城市｣

理念或是馬賽公寓等複合的建築體，但是將現代主義忽略的｢個體｣、｢生活｣能夠重新置入設計。

西方的現代主義城市是視覺上的秩序，是｢外顯｣的；而亞洲城市的秩序往往是個體的生活產生之

邏輯構成，乍看之下無秩序其實城市的構成仍然是嚴謹的。 

 

｢想像的城市｣主要呈現出真實反映｢生活｣的建築複合體。以中心結構柱作為管道、電梯空間，結

構柱所伸出之懸臂及框架多作為公共空間、埕、機能性空間(垃圾處理、儲水)或是綠地，住宅單

元則覆於這些懸臂結構外圍，此為結構構造。 

 

｢想像的城市｣外觀呈現出百種居住者生活的狀態，居住者可以輕易辨認自己的家、平常活動的公

園、串門子的鄰居房舍，想像城市的內部街道是含有層級的：從裝載於結構柱上的電梯到埕、街

道、商家以至於住宅，此為空間構造。 

 

 

10 想像的城市模型 II/空間研究 

以模型操作檢驗前階段所做的住宅團組及居住單元研究，處理從中心結構柱到住宅臥室的空間關

係，將手繪的透視圖以實際空間組合加以檢驗，模型的製作必須符合上述所說的城市構造，將感

性、想像的意象化為理性、實體的具象。 

 

地面 

傳統的地面層不復存在，在想像的城市中從中心結構柱懸臂出來漂浮的｢埕｣都可被視為｢地面｣，

每戶住宅都連接到某個｢地面層｣，住宅團組的核心空間也位於某個地面。 

採光 

採光分為多種層次—一個住宅團組群的採光量體組合呈現斜坡式，各戶屋頂作為受光面，屋頂作

為開放空間彼此連結。另外天窗、天井除採光用亦能打破某些住宅與公共空間之界線使居住者彼

此交流。 

 

空間層次 

釐清那些空間是可以開放的，那些空間是需要隱私的。在量體堆疊時某些空間應該建立看與被看

的關係—入口接待、屋頂、公共的｢埕｣，屋頂回歸成大家的、共享的空間彷彿形成一個城市聚落；

住宅的起居空間可與外部適度連結但保有隱私，起居空間絕不作為獨立空間應與餐廚、臥室書房

等連通，家人彼此在此碰面交流；住宅內部需要個人極私密的小空間如陽台、屋頂、小庭園及書

房，通常只有一個入口抵達該處，通常向外凸出，並賦予其良好視野及採光。 

 

電梯 

除了提供聚落垂直向度運輸的機能，乘客位在外掛於中心結構柱的電梯中能清楚的看到電梯外部

景觀，視覺穿透公共的｢埕｣到住宅或是從住宅團組的缺口部看到遠方的風景。由於每個埕/團組



的特性不同，在經過時電梯能使乘客產生｢初步印象｣，使每個埕/團組產生識別性。 

 

起居空間 

是住宅單元的核心，應能與庭院、樓梯、住宅與陽台相通，是住宅生活動線的焦點 

 

草圖說明 

實際上的住宅操作將面臨公私領域空間如何安排區隔的問題。在這裡呈現三戶住宅單元的剖面草

圖，說明起居空間與庭院、臥室的關係，其中樓梯在住宅單元中也被視作家庭成員的匯集點。想

像的城市住宅經由高密度的疊合，樓梯、採光等垂直向度的設計將更為重要。模型的操作與草圖

反覆修改將使空間愈發真實明確。 

 

操作模型以及立面、剖面至一定程度再回頭檢驗｢想像的城市構造｣，左下角幾張草圖即是城市構

造的研究。 

 

 

11｢城市聚落｣宣言 

我想一直以來我的態度都是反資本主義的，現今的社會仍舊崇尚物質及利益掛帥，我們的生活由

商品堆砌出來，許多事物失去控制。在資本主義的巨輪運作下，掌控權並非在己。｢文明不會增

進人類福祉｣這句話是客觀有道理的，而我認為｢進步｣也不可能絕對地增進人類的快樂，｢明天會

更好｣是一種謬論。 

 

事實上每個世代都有每個時代生活的樂趣。但在一味追求｢進步｣、｢科技｣的現代文明我們是否迷

失，忽略一直以來人類從聚落到大型社會中貫串歷史的某些本質：比方說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人

與土地的關係、人與自然的互動，這些基本關係鍊至今應該留存下來。但如今人與人之間不再緊

密，都市中人人冷漠疏離，家庭關係也愈漸淡薄；人與自然不再和諧，人以驚人的速度破壞、佔

領世界最大的雨林、海洋以及冰川；人佔領土地為了投機、賣錢，求取利益。這些現況構成現今

我們的世界，當然我們的世界也並非如此惡劣，但是一直以來我想的是如果人人從最根本的｢生

活｣開始經營，而非一向從賺錢、利益、虛榮作為思考出發點，這樣產生的社會力量應該足以形

塑出一種新的品質。 

 

在都市中我們的感覺神經早已遲鈍麻痺，因為高聳、千篇一律的灰色水泥叢林單調的不足以提起

我們的興趣；而鬧區招牌林立、各式違建崢嶸的景象同樣地，它們能夠形塑一種印象但是卻不深

刻，我們行走其中，它們往往是背景，彼此漠不關心。古代的務農生活人與自然關係緊密，每個

人對於大自然一花一草、地風水火，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生活｣訓練他們對於自然的敏銳。而

現代工業社會我們疏離了原本孕育我們的自然，都市與自然對抗，本身即是｢人工產品｣的極致代

表，其中培養了冷漠、疏離的每個個體，對於自身以外一切事物的連結是微弱稀少的狀態，是自

然抽離生活的斷裂現象。 

 



｢建築模式語言｣談的是對於人的｢生活｣如何以建築空間改善臻於完美，不管類型為何，建築師的

任務是創造有品質的｢生活環境｣，這樣的生活環境是現今所缺乏的，且往往與資本主義背道而馳，

或是被扭曲。在這裡，要單純的以｢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出發，試圖用｢好的生活場景｣

構成｢好的生活空間｣，是對於｢生活環境｣的紙上想像，用紙上建築的方式來強調這些事情才足以

喚起大家對於生活本質的重視，或許對於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能產生一點想法或想像，以及對於

更美好生活的期望。 

 

 

12 真實與虛幻 

以｢想像的城市藍圖｣作為最後呈現的概念圖像，結果將會是一種高密度、複合的集居形式。以｢

台南的街道氛圍｣作為生活的片段及場景組構成的建築複合體目的並不在於展現懷舊精神或是地

域主義，而是將我們活在現代建築中無表情地公寓大樓居住形式所失去的｢生活｣捕捉回來—街道、

樹及屋頂塑造住宅與住宅之間的公共空間，探討鄰里互動與公共空間層次。 

 

利用佛洛依德的敘事性以個人的經驗、記憶片段拼貼重組成空間，在進行｢想像的城市藍圖｣創作

系列後將平面的畫作轉換為空間。進行模型操作檢討住宅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使之成為真實空

間；利用手繪素描研究建築體的結構與空間層次，使之富有想像與創造力。在現實與夢境之間

游走，以模型和手繪來回進行檢驗，因此真實與虛幻的對立矛盾將於設計過程中不斷地進行，而

最後呈現的結果，將會是掙扎過後的某一種平衡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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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台南城市生活絮語 

01 

尋求好的城市生活氛圍。收集台南城市生活印象，將舒適、人性的生活空間等場景視作｢生活的

片段｣，拼貼重組後形成台南城市意象。 

02 

一連串城市想像的概念素描最終表達的是傳統街巷、樹、埕與現代城市混雜而成的空間，提出｢

城市聚落｣住、商、休閒共構之想像，敘述人與人彼此熟識，鄰里關係 

緊密的一種城市生活態度。 

03 

探討城市聚落應該如何被建構--獨立發展的垂直聚落，抑或是水平延展與現代建築關係如何重塑。

確立空間層次與組構方式，進一步發展埕與埕彼此之間的連接、住 

宅團組、小家庭的構成到最私密臥房的空間想像。 

 

04 

探求新的台南城市生活於何處發生，應該以何種態度面對基地--對於現代棋盤城市街道以及緊鄰

成功大學的育樂街應該置入何種生活想像。 

05 

最終的空間構成以模型、剖面及透視圖傳達我所想像、所希望的台南城市生活。 

 

從聚落到城市 

 

一、早期聚落 

赤崁、五條港地區的巷弄空間、廟埕、老樹等空間透過城市居民｢個體｣與｢群體｣之間協調，共同

構成之各種宜人空間，以這些空間故事為藍本，重新形塑｢台南城市印象｣。 

 

這些空間除了讓人緬懷過往繁華，應該積極地透過設計將街巷、樹與廟埕好的品質作為空間組構

的元素。一連串的速寫、拼貼與畫作想像作為第一步--台南應該成為怎樣的一個城市？ 

 

以此追求屬於台南的生活方式與態度。 

 

二、現代侵入 

日人進行市區改正，拆城牆、闢道路，建圓環；國民政府接收台灣進一步進行道路拓寬、運河設

置等都市計畫，台南成為新舊混雜的狀態。在直角相交的道路系統內部是錯綜複雜蜿蜒的小巷。 

 

城市發展重心從沒落的安平、赤崁轉至火車站、成大周邊；台南市中心被切割為前站、後站二區



域，前站面對北門、成功、民族之繁華商圈，後站以成大為核心。 

 

台南城市從荷據、清領、日治到民國，聚落的自然發展與一連串之都市計畫使城市紋理不斷被複

寫形成錯綜複雜的生活網絡，其中居住、商業、宗教與工作等空間機能常混雜交錯，並無明確之

區分。 

 

三、現代城市 

育樂街-大遠百之生活街道設計 

1|後站之遠東百貨作為台南城市現代建築之重要代表，與周圍之育樂商圈、成大校園斷開並無連

結，同樣育樂街內國宅與街道斷裂無關係。期望修補現代建築與台南城市之裂縫，運用現代建築

本身結構、高度之優勢，與周圍街道重新整合。 

 

2|育樂街街道環境不佳，使用狀況僅限於一樓狹小店面與些許二、三樓用餐環境，無舒適之人行

步徑；晚上店家關閉後成為無人街道。期望提出新的生活模式進行街道空間結構改善。 

 

四、城市聚落 

從聚落到城市：將早期聚落經過時間有機形成的街道空間、氛圍重新置入現代城市—傳統聚落的

屋頂、樹、街巷空間以及｢埕｣以集中高密度的狀態與現代建築結合，創造出新的城市型態，現代

城市的機能將與傳統聚落的生活結合。 

 

新的住宅單元、餐廳、旅館與人行步道有機蔓延使現代城市中缺乏人性的空間得以與這些空間連

結產生新的火花，重塑生活的街道—台南城市生活在台南火車站周遭將重新被整理，賦予其更豐

富、精彩之空間體驗--將台南城市生活態度，以住宅、商店、工作/辦公室各種空間混雜的方式重

新置入該區，以街道串聯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