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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尋速
都市生活的快慢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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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木般交錯排列的高樓，面對著孕育豐富生態的紅樹林溼地

而道路和軌道，就像區隔自然與文明的界線，將都市切割成兩個世界

淡水人對這條通勤路的討論，也是關於對未來都市願景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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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靖豪(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安培淂(經典雜誌攝影召集人)

淡
水 到 底 需 不 需 要 再 開 一 條 新

路？」這個爭論超過二十年的

議題，最近再度浮上檯面，成為關注焦

點。座落在台北都會區邊緣的淡水，因

擁有豐富的歷史和自然資源吸引許多遊

客來訪，也是北台灣最具特色的城鎮之

一，而回顧淡水的歷史，不難發現「速

度」一直是影響其發展的關鍵因素。

十七世紀是海上貿易時代，大型帆船

是最快速的交通工具，優異的地理位置

和地形條件使淡水成為歐洲殖民亞洲的

重要港口，也留下了如紅毛城等古蹟；

但當清朝統治台灣，實施海禁政策，以

鹿耳門為唯一貿易正口時，淡水不再能

發揮海上貿易速度的優勢，因而沒落。

不過，在列強叩關下，清朝被迫開港通

商，加上台北平原的開墾，當時最便捷

的淡水河運連結台北城內重要河港，帶

動淡水發展為北台灣最大港口，滬尾街

市一片繁榮，舊城區也就是今天的淡水

老街。

此後，歷史快速推進，工業革命又大

幅改變了淡水的命運。日治時期，鐵道

取代河運成為最快速的交通動脈，在不

需要仰賴河流的情況下，淡水的地位很

快被海運條件更好、腹地更大的基隆取

代。當淡水失去商品快速流通的樞紐地

位，時間的流動似乎也跟著變慢了，淡

水小鎮保留往日風情，成為北台灣重要

的觀光休閒去處，曾經的鐵路北淡線見

證了這段光陰。

戰後，台灣迎來公路時代，台北則

迎來人口和產業爆發式成長的時代，連

結淡水與台北，依山濱河的狹小平原地

帶逐漸車水馬龍，沿著河邊道路進城出

城的人流，取代往日淡水河上的物流，

「通勤」是新時代淡水速度的關鍵字，

直到今天仍持續定義著淡水的樣貌。

快速道路是淡水交通的解方嗎？

「通勤是淡水人DNA的一部分。」以

相機記錄淡水數十年的老淡水人程許忠

這麼說，年輕時他每天騎著摩托車經過

竹圍、關渡進入台北城上班，最難忘記

的是陰雨寒風的冬日，那是什麼樣的防

寒衣物都無法抵禦的刺骨。通勤路有時

也是條險路，「我曾經在大度路上出過

車禍，那時候地上有一個洞，幸好有戴

全罩式安全帽，不然可能現在沒辦法坐

「

老淡水火車站曾是外地人進入淡水

的主要門戶，也是各種訊息的交換

中心(左圖)，北淡線火車一經過關渡

大橋，乘客就開始調整心情，準備

迎接一天的工作或學業(右圖)。 
(攝影/李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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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八十七年歷史的北淡線鐵路，在一九八八年停駛拆除，準備迎接更快速、

便利的捷運。這條支線運載了無數淡水居民往返台北(左上)，也是許多學子的

通學路(左下)，老車站更是淡水人、台北人珍藏的青春記憶(右圖)。(攝影/謝三泰)

老淡水人記憶中的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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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了。」

「一九九七年捷運通車到淡水是通勤

生活的分水嶺。」程許忠說，密集準時

的班次提高軌道運輸的實用性，便捷的

路網也使淡水人得以進入台北城各個區

域，彌補了過去北淡線鐵路下車後轉乘

困難的問題，讓淡水人有了便利舒適的

通勤新選擇。

但捷運通車只是淡水通勤速度變化的

開端，以分鐘計算的效率追求不只體現

在軌道，也延伸到公路。一九九六年，

交通部公路局提出「淡水河北側沿河快

速道路」計畫案，預計興建一條從北投

直達淡水的快速道路，期望以此解決淡

水上下班通勤塞車的問題。

不過，想要提升速度並非沒有代價，

這條快速道路因切過淡水河沿岸的紅樹

林保護區，造成生態上的重大疑慮，也

對河岸景觀帶來巨大影響。一九九八

年，文化與環保人士組成的「搶救淡水

河行動聯盟」推出一張海報，斗大的標

題寫著：「失去了淡水河，我們還剩下

什麼？」，搭配淡水河與觀音山的景觀

被高牆圍住的意象，引起許多關注，最

終此案的環評遭到駁回。

但這條淡北道路的命運並未就此完

結，「現在新北市政府的計畫可以說是

淡北道路3.0。」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祕

書長，同時也是淡水人的崔愫欣說，曾

遭駁回的淡北道路，在二○二○年通過

環評，這次的道路計畫雖然不再是高架

設計，也未切過紅樹林，但仍因與紅樹

林之間的緩衝距離不足等問題，其環評

決議正在法院訴訟中。「未來道路將緊

鄰著自行車道，以後是沿著馬路騎腳踏

車。」崔愫欣說，淡水人親近河岸自然

的空間也面臨破壞。

另一方面，究竟這條淡北道路能不

能提升汽車通勤的速度，其實也仍有

疑慮。「新的道路會吸引更多人選擇開

車，增加車流量。」環境法律人協會理

事長張譽尹表示，就連新北市政府也預

期新的道路會增加車流量，而雖然政府

提出許多配套方案，但以國道五號的經

驗來看，車多必塞的情形讓許多交通專

家對於配套措施的效果仍然存疑。雖然

台北市政府已經同意這項計畫，但因為

北投、士林仍有許多擔憂淡北道路會將

塞車問題導向市區的反對意見，加上不

少淡水人對這個計畫的影響和效果抱有

疑慮，目前交通部仍要求雙北政府繼續

溝通，還未撥下預算。

「淡水的交通問題的確需要面對。」

張譽尹說，但他認為淡北道路並非是解

方，從淡海新市鎮出發，連接淡水、八

里兩岸的淡江大橋目前正在施工當中，

應先觀察淡江大橋的交通分流效果，政

府也還有台二線拓寬等替代方案，這個

超過二十年的爭議問題，還需要繼續謹

慎討論。

建設中的新市鎮

不過，淡水的交通不只是淡水的問

題，還涉及政府對台北都會區的整體規

淡水的紅樹林保護區吸引許多民眾假日闔家大小出遊，是台北難得能夠親近自然生

態的河岸空間，關於淡北道路的討論，也關乎城市與自然關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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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然而新市鎮計畫的願景未能實

現，淡海地區人口成長遠遠不如預期，

中央政府一度叫停計畫，但當時的台北

縣政府仍不願放棄開發，決定接手繼續

推動。

二○一一年是淡海新市鎮計畫的轉折

點，中央政府決定重新支持淡海新市鎮

計畫，並開始全力推展計畫多年的重大

交通建設，期望透過交通促進新市鎮的

開發，包括淡江大橋以及環繞新市鎮和

捷運系統交會的淡海輕軌，兩大交通建

設都在二○一四年開始動工，淡水可說

開始進入「加速」的時期。

最近十年，淡海新市鎮的變化以空

畫。新北市政府在近期的淡北道路說明

會上，特別強調淡北道路的施作是為了

連接淡海新市鎮與新開發的北投士林科

技園區，形成串聯南港、內湖等科學園

區的「科技走廊」，其中淡海新市鎮的

功能是提供相對低價的住宅和宜居的環

境給通勤族居住。

淡海新市鎮計畫最早在一九九○年

由中央政府提出，其原本的目標在於

將淡海地區大片的土地開發成合宜價位

住宅，提供台北都會區中低收入的居民

居住，並避免人口過度集中造成市中心

房價高漲與生活環境惡化的問題，當年

的計畫預計將淡海打造成一個三十萬人

淡海新市鎮是目前新北市住宅增加

最快的區域之一，土地上逐漸立起

高樓(左圖)，穿過新市鎮的輕軌列車

已成淡水新的招牌(右上)，相對便宜

的房價以及豐富的自然環境吸引藝

術家蔡坤霖在此居住(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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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機會追不上人口成長

淡水的人口在最近二十年內成長近65%，雖

然從業員工也跟著成長，但占比仍低，也就

是說大部分淡水人仍然必須通勤到外地工作。

從產業類別來看，製造業與批發零售業提供最多

的工作機會，但淡水的製造業規模沒有明顯增加，

觀光相關產業能提供的工作機會也有限，目前尚未看

到能夠大幅提高淡水在地就業的產業出現。

三、交通負擔沉重

隨著人口的增加，淡水地區的交通負擔越顯沉重，上班時間的竹

圍與紅樹林，是新北市往台北市通勤流量次高的路段，一小時內

有相當於四千八百輛小客車的流量通過。而淡水捷運站平日每天

約各有三萬的進站和出站人數，在新北是僅次於板橋和新埔的繁

忙捷運站。但一到假日，淡水又成為觀光地，公路與大眾運輸的

運量仍然居高不下。

二、新建住宅面積居新北之冠，但缺乏其他種類建築
淡水是新北市在近十年來新建住宅面積最多的行政區，也是待售住宅最多的區域，

大批的新房子仍等待有人入住。相較於其他行政區，淡水的所有新建物中住宅所占

的比例相對很高，從空間使用的情形來看，淡水仍然以提供住所為主要發展方向。

從數據看淡水

大度路途經關渡、連接北投與淡水，下班時

間湧入許多從台北返家的車潮，通勤交通的

負擔是淡水長期以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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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員工數

製造業	 11,229

批發及零售業	 10,619

住宿及餐飲業	 4,672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3,502

營建工程業	 2,866

●淡水人口與從業員工變化

●淡水區員工數

   前五大產業(2016年)

●台北都會區路段

   通勤尖峰期交通量(2020年)

資料來源：淡水鎮公所、歷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996年

2001年

2006年

2011年

2016年

戶
籍
人
口

從
業
員
工
人
數

105,780
29,364

22,826
119,533

129,898

146,756

165,765

30,978

37,222

42,566

184,689

資料來源：2016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交通量調查 

路段	 尖峰交通量

忠孝大橋(上班) 6,405

忠孝大橋(下班) 5,641

竹圍(上班) 4,808

紅樹林(上班) 4,726

華江橋(上班) 4,562

竹圍(下班) 4,485

華江橋(下班) 4,250

台北橋(下班) 4,226

紅樹林(下班) 4,186

台北橋(上班) 4,116

(小汽車當量/小時)

●新北市核發住宅使用執照面積

   前五大區域(2012~2021年中)

●淡水近十年新建築各用途占比

淡
水
區

425.4萬

林
口
區

346萬

新
莊
區

283.1萬

新
店
區

176.4萬

核發住宅使用執照面積

(平方公尺)
住宅80.27%

辦公、服務類13.60%
商業類2.77%

休閒、文教類2.22%

宗教、殯葬類
0.490.49%%

工業、倉儲類
0.40%

衛生、福利、更生類
0.16%

其他0.08%

261.6萬

板
橋
區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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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速度進行著。淡海的房價與台北、

新北其他區域相比較低，供應了許多願

意以通勤時間降低住宅成本的族群的需

求，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近十年來核發的

建築使用執照統計資料顯示，淡水是新

北市新建住宅面積最多的區域，這也意

味著未來交通壓力仍可能往上提升。但

這表示淡水需要更多的交通建設嗎？

淡水的都市願景在哪裡？

「本來以為永遠不會蓋的輕軌，真

的開始動工了。」在淡水求學的紀錄

片導演林謙勇說，他的作品《建設未完

成》，以小黨候選人參與淡水社會議題

和地方選舉的經驗，讓我們看到這段時

期重大建設在地方社會引發的擾動。當

時包括淡海新市鎮第二期計畫的農地徵

收、淡江大橋對景觀的影響等議題，都

掀起爭議，「但主張開發的聲音往往很

快將持不同意見的人貼上標籤、畫分敵

我。」林謙勇說，究竟這些大型建設對

淡水會帶來什麼影響，未能被淡水人充

分討論。

「沒有很多淡水人會用輕軌通勤。」

崔愫欣說，淡水居民一直很期待輕軌通

車能夠讓通勤更加便捷，但實際的輕軌

站點對於許多民眾而言並不方便前往，

速度也不快，不如公車方便。淡海輕軌

的乘客量統計資料顯示，假日的使用者

一直高於平日，也就是輕軌目前其實是

吸引觀光客更甚於在地居民的設施。

「只著重交通建設，而沒有城市願

景」是淡水都市規畫的大問題，長期

參與淡水地方營造的淡江大學建築系副

教授黃瑞茂指出，過去淡水與新北許多

地方一樣，都是人們白天離開上班、晚

上回來睡覺的「臥房城市」，但漸漸地

各式各樣的商店在路邊街角出現，人們

的生活豐富起來，「就像都市裡的村

落」，如何提升居住品質，營造豐富的

生活環境，才是城市未來的首要課題。

「交通問題是管理的問題」，黃瑞茂

說，輕軌的問題顯示淡水的大眾運輸設

計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以讓居民

的轉運更加便利。

但更根本的問題，或許在於淡水長期

以來作為「通勤城市」的發展定位。黃

瑞茂表示，淡水的城市規畫需要有整體

的思考，去面對時代的轉變，當居家工

作成為未來趨勢，淡水與台北之間的距

離反而成為了優勢，能夠吸引希望遠離

城市擁擠環境的人。黃瑞茂也指出，淡

水還有北台灣難得的大片農地和歷史紋

淡水老街上的滬尾偕醫館，仍保留

著往日風情(左上)，而淡水河岸的廣

場和步道，每到假日總有街頭藝人

吸引遊客駐足欣賞表演(左下)。老淡

水人程許忠以相機記錄淡水的人文

風景，也見證了她的改變(右圖)。



理，能夠發展休閒產業和藝術文創等，

現代人追求生活品質的過程中需求不斷

增加的產業。在這樣的思考下，房地產

和交通建設不應再是淡水發展的核心，

而提升公共設施、環境品質和都市服

務，以「怎麼在淡水生活」為主軸的規

畫，則是地方治理應該轉變的目標。

淡水特色的「慢生活」

關於怎麼在淡水生活，或許我們可

以把目光轉向通勤車流散去後的另一個

淡水。「我不在上下班時間出門，也不

在周末觀光客湧入的時候出門。」居住

在淡海新市鎮，也在淡水設立工作室的

藝術家蔡坤霖說，當擁擠的道路恢復平

靜，就成為通山通海的路徑，沙崙海灘

和陽明山，就像蔡坤霖的後花園。「我

發現藝術家擁有的空間越大，作品也會

越大。」蔡坤霖的創作媒材多元，常以

大範圍的環境和歷史為創作主題，他的

創作和生活方式緊緊相連，而淡水提供

了極佳的環境。

淡水一直是許多藝術家選擇居住與工

作的地方，「其實全世界都一樣，城市

邊緣、地價便宜的區域，就會成為藝術

家的聚集地。」蔡坤霖說，淡水與台北

距離不遠，讓藝術家不會與都市活動脫

節，但保有一定的距離也讓淡水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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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堤上，許多人欣賞著淡水河與觀音山景，度過悠閒的午後。百

年來一直吸引著旅人的這片景觀，在建設中逐漸改變面貌。

能避免過多的社交活動，留下屬於自己

的空間。

來到淡水河邊，平日上午沒有熙熙攘

攘的觀光人潮，偶有幾個人在河畔散步

發呆，一群沿著淡水河騎乘自行車運動

的中年人，則在榕堤旁的星巴克休息談

天。「台北哪裡還有這樣的星巴克？」

程許忠說，大片落地玻璃外以觀音山為

背景的淡水河景觀，在觀光客不多的時

間，是淡水人獨有的資產。

「你看他們兩個一邊看著河一邊聊

天，好像電影一樣。」在訪談中，程

許忠仍發揮著攝影師的嗅覺，注意到我

們身後陽台的變化。但這樣的悠閒河岸

生活可能將面臨衝擊，新北市政府計畫

沿著河岸興建輕軌「藍海線」，軌道將

穿過我們所在的星巴克，並壓縮河岸的

步行空間，對觀光客來說快速方便的設

施，卻不免犧牲了景觀環境的舒適性。

其實，捷運的開通早已讓淡水老街

產生巨大改變，觀光帶來的潛在收益使

老街租金翻漲，「很多老店都出租給外

來的連鎖店經營，」程許忠說，結果不

但使老街失去原本風貌，過去因在同一

條街營生而熟識的鄰里網絡也消失了，

「現在五十歲以下的世代幾乎都不相識

了。」程許忠感嘆道。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夠成為一把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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匙，讓觀者看到環境和歷史間的關係，

真的去認識台灣這片土地。」蔡坤霖

說，因此他往往把同一個區域不同時間

的故事壓縮在一件作品裡，希望呈現歷

史與環境的複雜樣貌。

保留歷史思考未來

淡水的景觀本身就像這樣一種作品，

紅毛城、清法戰爭古戰場、老街、年代

悠久的教會與寺廟和現代的大學及住宅

等不同時代的建築環境，都被並置在一

起，供人們自由探索。但在有限的環境

裡，為了追求更快的流通速度而推動的

交通建設，也必然伴隨著破壞，而什麼

留下來，什麼消失了，則反映了這個城

市的價值與生活方式。

從淡水河岸往河口望去，可以看到

河口兩邊向外延伸的淡江大橋工程已逐

漸成形，未來有名的淡水夕陽，將成為

沉入橋下的景觀。「我倒不是很在意，

畢竟已經看了六十年了，」程許忠說，

「說不定未來會有人受不了，提議要把

它拆掉。」

或許程許忠的預測並非不可能，全球

疫情與氣候變遷促使世界各地的城市重

新思考新時代的都市主義，減少私人運

具、老城區還路於人、與自然共存的城

市空間設計乃至於利用通訊科技和新能

源實現遠端工作和自給自足，都已是很

多如淡水這般擁有豐富文化與自然資源

的城市在追求的目標。淡水的歷史從來

不乏方向與速度上的轉變，而站在這個

世界再次變化的關口，淡水的經驗和選

擇或許也是台灣其他城市思考自身發展

願景的寶貴案例。夕日下，一對新人在沙崙海水浴場拍攝婚紗照，他們身後新穎的住宅，也反映了這 世代人們對房與家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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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宜蘭的步調

經典 2022.11

經過數個月的爭論與周旋，宜蘭高鐵站址方案終有結果

承載著期待與疑問，這條新鐵勢必帶來改變和衝擊

在不斷加快的建設中，宜蘭人也嘗試尋找自己的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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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靖豪(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安培淂(經典雜誌攝影召集人)

一
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那是一

個秋高氣爽的晴日，總督府鐵道

部長新元鹿之助在宜蘭公園，發表他在

台灣二十多年職業生涯裡最後一次重要

的演說，「宜蘭線的全通是東西部鐵道

連接的開端，也將蘭陽豐富的資源一路

連接到台灣文化的中心」，他的聽眾有

菅野尚一軍司令官與後藤文夫總務長官

這兩個台灣總督的左右手，還有其他同

坐第一班自台北出發的列車而來的政商

名流，以及費了許多心思籌備這場歷史

性儀式的宜蘭仕紳與民眾，「蘭陽人士

能利用這條新鐵路開拓豐富資源，並繼

續促進環島鐵路的完成，這是將台灣打

造成日本帝國南洋發展前進基地的最後

大計。」

百年後，另一條新的鐵路計畫又在蘭

陽平原掀起軒然大波，未來將把宜蘭站

與南港站間的交通時間縮短至二十分鐘

內的高速鐵路延伸宜蘭計畫，歷經一番

波折與爭議後，交通部終於選定「縣政

中心」南邊的土地做為站址，而如同百

年前的新元部長，現任交通部長王國材

也曾表示期待宜蘭高鐵成為環島高鐵的

開端。

從鐵路、公路到國道，百年來交通建

設一向是中央政府對宜蘭發展的核心政

策，但有了長久的經驗，對於這條新的

高速鐵路將會帶宜蘭通往何方，宜蘭人

除了期待以外，也多了許多疑問。站在

歷史的經驗上，且讓我們從鳥瞰的視角

落地，走入蘭陽平原各個角落，一探交

通對宜蘭帶來的改變與衝擊，作為思考

這條新鐵路的起點。

古道上的四城農村

礁溪的四城地區，在被列為高鐵站

址候選區域前，或許並沒有很多人聽

說過這個地方，但其實這裡在蘭陽平

原的開發史上，曾經有著重要的地位。

一七九六年，吳沙率眾進入噶瑪蘭，是

漢人首度成功開墾蘭陽平原，從三貂嶺

一路向南推進，最終吳沙家族就是定居

在此，而原居此地的噶瑪蘭族人則失去

土地與根著其上的文化，僅留下地名供

後人追憶。

以曾經的噶瑪蘭武暖社命名的武暖

路附近，留有一座以石板鋪設的窄橋，

這座「武暖石板橋」見證了宜蘭開發的

早期交通建設。根據一八二一年赴宜蘭

城擔任通判的姚瑩所著的〈台北道里

記〉，當年從台北入蘭要翻山越嶺，耗

費三天的時間，而進入平原後，也沒有

今天的筆直大路，旅人需在依水勢而闢

的蜿蜒小路上曲折前行，但即便是這樣

的一條路，卻已經足以徹底改變蘭陽平

原的歷史。

在石橋頭旁，座落著一座福德廟，依

據廟史記載，其所祭祀的乃是當年與吳

沙開墾群眾偕行進入宜蘭的福德正神，

在此居住了八十年的謝高玉花說，她小

環山傍海的宜蘭，因地形隔絕形成獨特生態與文化，

但歷史上各重大交通建設，逐漸改變了她的面貌。

經典 20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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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清廷青睞，當清廷將宜蘭納入版圖

時，便將噶瑪蘭廳的廳治設置在此，五

圍因此逐漸變成蘭陽平原北部的核心，

四城則被歷史淡忘，成為平原上諸多村

落中的一個。

但隨著戰後公路網的開發，工業逐漸

取代農業，許多四城子弟到工廠打拼，

賺來的財富不但重建了老廟，也改變了

農村的土地和景觀，一棟棟或有年代或

新穎的鋼筋水泥農舍，也許是農家幾代

打拼下來的心血結晶，但也有嶄新完

工的別墅樓房，等待以高價出售給因交

通改善而來投資或置產的外來買者。冬

天的水田沒有作物，猶如一片片的鏡子

映照著宜蘭多雨陰鬱的天空，謝高玉花

說，傳統農業已經很難賺到錢，許多農

戶若非找人代耕，就是在政府有休耕補

助時配合休耕，新農舍也一棟一棟在武

暖立起。

農田周圍，一支支爭取高鐵在四城設

站的旗幟隨風飄逸，此次的選址競爭，

彷彿與兩百年前開墾集團的競爭遙相呼

應。錯失了高鐵站，四城難道又錯失了

一次歷史轉機？但對一些新生代的宜蘭

人來說，農村與城市並非落後與發展的

對立，而是能夠相互支撐的存在，百年

時候這間土地公廟是一座僅有成人蹲下

高度的小廟，位於田間，雖然狹小，但

周邊村落的居民仍然虔誠祭祀，每年土

地公生的祭典，人們總將線香插滿附近

的土地。

為什麼有著「開蘭」這樣重要象徵

意義的土地公，過去卻僅在田邊一隅受

到周圍村落祭祀？其實這反映了蘭陽平

原早期開墾集團政治勢力的變化，一八

○二年，九個號稱「九旗首」的領袖

違抗吳沙繼承人的決策，率眾進攻南邊

的噶瑪蘭族聚落，他們占領的土地被稱

為「五圍」，也就是今天的宜蘭市，後

來五圍領袖因為鎮壓海賊有功等原因，

武暖石板橋頭的土地公廟，見證了四

城農村兩百年的變化(左圖)，昭應宮

供奉的開蘭三大老，則奠定了宜蘭市

的政治中心地位(上圖)。



8www.rhythmsmonthly.com

農地的出路，不必然只有消失。

宜蘭還需要繼續加速嗎？

沿著土地公廟旁的軌道，南下的火

車很快就會開進宜蘭車站，宜蘭車站前

的光復路，是日本政府因鐵路通車而拓

寬，沿路林立的金融機構，保留了百年

來此處因交通便捷而成為商業核心的傳

統。向前行不久，就會看到一個人聲鼎

沸的傳統市場，這裡就是曾因鐵路帶來

的城市開發與貿易而盛極一時的宜蘭南

北館市場。

「市場就是農業進入城市的入口」，

被稱為「少年阿公」的方子維說，研究

所畢業後，曾經到澳洲、日本打工度假

的他，不願看到台灣的農業逐漸凋零，

決定自己投身第一線，回到宜蘭家鄉從

事友善環境的農業。「爸媽會擔心種田

能不能養活自己，所以我決定讓他們看

到我在做什麼。」方子維的家庭在市場

賣衣服四十年，身為市場囝仔的他，也

看到傳統市場缺乏年輕客群與商家，逐

漸凋零的問題，因此決定創辦「來宜蘭

迺菜市場」，設計市場體驗遊程，主動

創造市場、農業與人的連結。

採訪當天，方子維帶著來自宜蘭大同

鄉英士部落的幾個年輕人導覽市場，英

士社區發展協會的張惠娟說，南北館市

場是部落的居民過節採買的重要場所，

很多食材也成為飲食文化的一部分，這

次來參加導覽，是希望能夠將市場文化

與目前在推動的部落廚房結合，讓遊客

有更深度的體驗。

「這個就是我們家吃的味道」，北館市

場幾間販賣宜蘭特產春捲皮的老店，各有

各的特色和故事，部落青年找到熟悉的味

道，彷彿找到自己生命史的一塊拼圖，只

有這裡才有的味道和記憶，正是傳統市場

和老店對宜蘭而言最珍貴的價值。方子維

目前已經帶領宜蘭在地超過三十所學校到

市場參觀，許多學生和老師第一次走進傳

統市場，認識了商家，建立了連結，也透

過採購周邊農民自產自銷的農產品開啟對

宜蘭農業的認識。

「我和上一代對土地有不同的想法。」

方子維說，上個世代非常努力打拼賺錢，

土地常被當成財產而非生活的根基，但愈

來愈多像他一樣的年輕人回到或移居宜

蘭，是受到這片土地還保有的慢步調生

活、在地特色與環境所吸引。

北宜之間的交通便捷，雖然帶來更方

便的生活模式，但土地與傳統生活步調

也逐漸流失，方子維憂心，高鐵建設後

經典 2022.17

宜蘭驛的開通，帶動宜蘭市街的發

展(左上)，一九一二年啟用的公設

宜蘭街市場，是宜蘭市最熱鬧的南

北館市場前身(左下)，在地青年方

子維，帶領許多人走入市場，認識

宜蘭(右圖)。
(左上、左下/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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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吸引更多房地產或商業投資，對農

地和傳統市場、老店造成更多衝擊，而

缺乏大眾運輸的宜蘭市，即便有高鐵恐

怕也難以取代旅客對汽車的需求。但方

子維也期待，當更多宜蘭人與遊客走進

市場，與在地建立連結，宜蘭的未來漸

漸會有更多不同的想像。

新縣政中心與舊城的失落

環繞著南北館市場外圍的舊城南路，

是以前宜蘭城的護城河，也是過去所謂

城內、城外的界線，城內是清代的行政

和商業中心，到了日治時期，都市逐漸

成長，日本政府在南邊的城外興建新的

政府廳舍和公共設施，再加上火車站也

位在此區，宜蘭的政治和商業中心逐漸

南移。

到了一九八○年代，位於城外的宜蘭

縣政府決定再次南遷，位址選在鄰近蘭

陽溪的農業區，也就是今天的「縣政中

心」，完工於一九九七年。而縣政中心

南遷留下的空間何去何從，是影響宜蘭

城市發展與景觀的關鍵事件。深入參與

這個過程的原台大城鄉基金會執行長、

宜蘭分會會長、台大城鄉所兼任副教授

陳育貞說，新的縣政中心因為擴大都市

計畫和興闢公共設施，縣政府需要負擔

許多支出，因此將遷移後空間的後續處

置和新縣政中心的財務計畫綁在一起，

透過變賣舊區土地提供開發的收益，來

降低政府負債。而如何面對縣政中心南

遷和城外商業開發對宜蘭舊城帶來的影

響，是保留宜蘭歷史紋理和都市特色的

關鍵課題。

「宜蘭舊城給人一種平穩、安定的感

覺，人文氣息濃厚」，陳育貞如此形容

宜蘭老城區的氛圍，「宜蘭城屬於整個大

宜蘭，傳統農業和信仰活動所需的工藝、

貨品在這裡群聚，造就深厚人文底蘊，至

今仍是宜蘭傳統生活的主要服務中心。」

在空間上，宜蘭舊城的廟宇、傳統產業與

匠師匯聚在城區的街道巷弄裡，因此步行

是認識舊城文化的最佳方式。陳育貞團隊

藉由活化「城外」閒置空間的計畫案，提

出人本路廊的構想，規畫一條從火車站到

宜蘭河的步行空間，以昔日彎曲的護城河

為軸線，因狀如新月，而命名為「蘭城新

月」文化廊道。

在多年的累積之下，宜蘭舊城以步行為

核心的設計，正持續傳承並發展著屬於自

己的城市特色。從宜蘭車站走出來，迎接

旅人的不是像其他城市車站一樣的商業大

樓，而是由長期在宜蘭耕耘的黃聲遠建築

師團隊設計的「丟丟噹森林」，與樹木融

為一體的天棚，加上幾米繪本中走出來的

人物，創造出獨特的氛圍。沿著林蔭下的

人行道前行，老樹與日式宿舍保留了宜蘭

城的人文氛圍，拐入舊城，幾間百年廟宇

與周邊的巷弄，則還能見到清代噶瑪蘭城

的生活紋理。

然而，看不見的地方，卻隱藏著問

題的另一面。陳育貞帶著我們來到武營

街，這條曾有「打鐵街」之名的老街，

在工廠大量生產的時代，僅剩幾間老舖

嶄新的現代風格住宅，矗立在水田中央，在北宜高通車後，農地種農舍成為宜

蘭越來越常見的景觀，但也有許多人開始為農業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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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營打鑰匙來支撐營收，知名的廣達香

餅舖也坐落在此。跟著陳育貞的腳步，

我們繞過巷子進入街廓，穿過老厝和無

尾路，來到餅舖的後方，這裡有一座已

然荒廢的磚造建築，雜草爬滿建物和庭

院，「宛如歲月滄桑的異世界」，陳育

貞如此形容。

陳育貞說，這裡是洋樓「黃阿西宅」

的一部分，曾經是宜蘭街最有名的酒

樓，但隨著人去樓空，卻成為舊城生活

環境的黑洞。當我們再沿著小巷穿梭舊

城區，不時都可以看到像這樣的廢墟和

雜草叢四散在民宅周圍，陳育貞指出，

北宜高固然吸引投資進入宜蘭新發展的

區域，但舊城區卻逐漸凋零，傳統產業

流失，人口外移、老化，複雜產權問題

使土地處理困難，政府資源也進不來，

只能任其破敗，成為治安和衛生死角。

「我們曾有一個『大街通小巷』的

構想，希望能在『蘭城新月』的基礎之

上，進一步深入城內，把舊城的窳陋環

境轉變成鄰里空間，將蜿蜒的生活小徑

串聯成能閃避車流的人本道路。」陳育

貞說，可惜這個構想還未能實現。

重思宜蘭發展步調

從宜蘭市中心出發，約十分鐘的車

程，就可以抵達縣政中心，這裡的氛

圍與宜蘭舊城大相逕庭，沿著一條綠蔭

點綴的車道，整齊排列著帶車庫的獨棟

別墅，不時也能看見設計新穎的電梯公

寓正在出售當中。當年宜蘭縣政府希望

把這裡打造成被包圍在蘭陽田野中的花

園城市，經過二十年，雖然市鎮逐漸成

形，但仍有不少土地尚未開發，人口也

未成長至當年預期的目標，如今高鐵設

站可能又伴隨農地徵收與周邊新市鎮的

開發，在北宜高通車也未能帶來明顯人

口成長的情況下，新的開發是否有必

要，又是否會造成舊城進一步的空洞

化，使城市文化持續流失，公共資源究

竟應該如何配置，都是未來高鐵計畫進

入實質評估階段必須面對的問題。

「歷史上因為交通的阻隔，使宜蘭

自成一個生態系。」長期研究宜蘭歷史

的蘭陽博物館典藏組組長林正芳說，在

交通不方便的時代，蘭陽平原在許多方

面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區域，因此平原內

的人彼此間有許多交流，「認識一個宜

蘭人，就可以牽出一半的宜蘭人」，也

正是因為這樣才讓宜蘭在信仰習俗、語

言、飲食、產業等各個面向都有獨特的

文化，使宜蘭成為吸引人的地方。

人去樓空後留下的廢墟與雜草叢，成

為宜蘭舊城生活環境的黑洞(左上)，

縣政中心新市區的發展(左下)，卻也

伴隨舊城的空洞化，但陳育貞指出，

宜蘭也有新東社區成功改造環境的案

例(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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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宜蘭與台北愈接近，獨特性就

愈來愈少」，林正芳說，假日馬路與老

店塞滿觀光客，有些店家甚至因大量生

產而失去傳統口味，這些都已經是現在

宜蘭人生活的新常態。從蘭陽博物館向

烏石港方向望去，一棟摩天大樓突兀地

矗立，將海岸的天際線一分為二，與周

圍傳統村落的低矮建築顯得格格不入，

具象化了宜蘭的改變。

林正芳也直言，高鐵若沒有在地交通

的配套措施，在減緩塞車問題的效果上

將十分有限，但宜蘭因為人口不足，難

以支撐一般都會大眾運輸系統的營運，

要突破這個難題，尋找可能的方案，勢

必需要更多來自民間社會的督促和參

與，並重新思考到底什麼樣的交通方案

才是宜蘭現在所需要的。

「宜蘭的發展常是晚西部一步，但這

樣或許也有好處，有參照的經驗」，林

正芳說，西部許多縣市希望透過高鐵帶

動新市鎮發展，但至今仍看不到成果，

站在這些經驗上，宜蘭需要的是在留住

百年累積下來的城市與農村文化的基礎

上，走出自己的特色，而不是一味追求

新的、可能是空洞的開發。

「選址爭議告一段落後，挑戰才真正

開始」，交通部完成規畫方案後，未來

將要進入環境影響評估以及後續的都市

計畫程序，過程都需要許多宜蘭人和關

心的公民共同參與，林正芳觀察，目前

宜蘭在地對於高鐵的討論還不足，但要

面對高鐵可能的衝擊，唯有放慢步調，

反思過去交通建設與不同區域發展的問

題，讓更多聲音進入討論，才能夠摸索

出宜蘭獨特的方向。 北宜高通車後帶來新的開發，摩天大樓 突兀地劃破遙望龜山島的天際線，面對高鐵的新衝擊，宜蘭需要思考如何留住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