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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LD-CITY IN.TAIPEI

搞

: ~至台北市咨市區鄰!:l!.環境的長期改著模式。作者以台北市政府花斃了三年努力的一皇室苦苦更新祟的一一

呵研究萃礎。軍官著對本E主{ftij約研究，遜一步探討了問個不同的角色一一政府、居民、私人建該公司、和哥在

讓自富的喜萬里誼。

本艾滋非僅指狹皇室的「市民參與J '而是指各個不同和發翅錢對袋里建議皇宮改善的參與過程。這種參與的萃

在新的改善方案，不問方草鞋的評估，和教後約震施怒程。「增殖J在本文是指按談話Wj灣學m況的發溪，

發展的方式來改著窗前的都市讓援。

一皇室這做錯役的主主義及過霆， ft藍受到特別的重視 。 這部分是作審對下一步草草一一執行前所作的建議 。

PARTIαPATORy AXD INCREMENTAL APPROA個TO D1PROVING

ABSTRACT
hesis tries to establish a long-ter現upgrading model for i且proving the old-city' s
nt in Taipe i. The thesis 且akes a case' study of the Liu-Hsiang' project which has been

If a three year eHort by the 血unicipality to devise a renewal program iu the ,Old-City .
@,. iiiilterviews were '(:arried'.out,withf6ijr'''differe:nt interest ，'，. grou.ps，..一一the municipal

residents. private developers, and university-based specialists-;:-于to 'grasp their 益iHerent

, in upgrading.
ion" in this thesis means not only 且erely"citizenparticipation"， but the iuvolve血ent

group in the process of upgradin草 ， this basic concepF6£ participation is used in
潭。$~r~ in co血paris()Il :Qfa!ternatives, project_evcJ.1uatioii;~- "and eve.n in i且以e平entation.

'血時J.l，S i ptece:臨eal growth inihe upgrading process. 叮 叮

li£lcance and pro"ess of pre-implementation testing
,at this process be followed as the next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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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科研究勸我

ff'密在四年前 ， 餐車里以台北市吾吾市區大書畫鼓作一都市

E重新星星飢i研究 (詮刀 ， 盤試以政府所強哥哥的都市E重新方

式研究改善藍藍爺區的都市環援。

台北諧的舊布葭沿淡水泥發展，靠近tJ1.右前中心。在

已吾吾吾富的主§l!街遨游旁'I!!l層攘的住il'li混合，高膺的商業

辦公大攘，主主質量是讓援的連鎖，大致已有改善。但在沿街

濁的背後內懿街路，都還是停留在早期自然的發展狀況:

彎齒狹小的巷道、有5玉皇遣軍的建築魯智、慈劣的居住單單援、

很高的居住密度、混合且極館教學的土地使用等現象。經

究其JjH查，立三主要是因為溺市區的土地過於細分，茵早畫狹小

、過多的地主、主\H童的產權、更加上說況的發展和未來的

都市計遂，為該發的主主題，所以造成舊布盔不容易獲得改

善的涼函。

如果該說前已有的都市計畫室吾吾關內部絨線道路，其惡

劣&it這是可以交到某種種疫的改善。但政府本身因阪於艾

滋〈人力/紛力/財力的有限還是全工忽然淺淺得優先

關瀉。閑時，政府也彎路到一旦花星星如此大的力主義，所故

事言的音章:章是杏f藍得?是否能令大家滿法?

民看台菌素室對自造者都市計量:in叉的不論豆豆. fir以Jf:lli.了

都市更紋的方式。然箭在安諧的過程中，因為居民的強烈

反對，造成區設鐵紋的困難，加上i!9;.蔚丹f~喜投資太大，負

主是:甚多的交往風險〈如:協筒、競懿、興建、分昆等) ,

使得目前更新方式的安施，未必覓得混合台灣的或有都市

草草詣。

經過一年星電餘的大橋設更新研究， ~日上還草草年來約不

銜接討，一藍領草草都市更新的方式l!!!<潛在盤前直是否是一

種很好的解決辦法?是否可以建立另一套教省力，並車去適

合各個角色的利益要求，且具有長期提質的方式?

已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闊的是要建立一套模式，來改善台北市莓m

區的質量達五星麓，主立以學街5平的立生語驚Jl!J政府建立一總長顯

改善發展方笑，閑時這種作法也希望教切當地居民的諮詢

故事善。

以下五綴問題是作老金函在本研究中希望得到的答笑

1 什麼是在舊市區發展中長期改善的目標及其艾滋 ?

2.在這咨市區的改善過程中 ， 什您是間寇的草鞋綺 ?

3.在黃豆豆藍布隘的故事喜過程中 ， 政府 、 居民 、 私人企業

公司、學街5平所扮草草的角色為何?

是.是杏可能促使當地的}gij;是形成一空軍段來改替他們自

己的滾滾?

. rJi有權

F
;不同類型的底民. 不拘j首次約政府 示同領域的學者 不陶瓷佳的閑談古

留1 i1iF<品結樣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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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星星兒

討論等工作。在三個月的詩詞當中，作者約為早上哀怨諧

音H靈處了解政府的態度 ， 作法'p.一切看關資料 ， 下午到2喜

地獄]恕去草草屋菜、訪問、拍照、祭起，深入了解當地的房員

技法和滾滾，踏上，更進一步的探訪了當地居民的家庭生

活及改善的意販，jj));訪殉各專家學者及私人建設公司，試

路了解其他芳U:B:~!lI縫的不;再態度及憲法。其過程可用關 1

來表示:

種泡著故的倍受入
-HV

被該感誰看來
?
反晶

用
的
即

指妥從

民頭六十λ年暑假，作者到台北市政府市計觀研
'、調查、

@ 談水)iiI

凡了「 。

圓2 鄒鄉吏斬草E盟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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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辦炙嘉句詩室

〈室主 2 )

位於淡水?可沿岸，華江橋勞，龍山盟小

主要斗Jl!風化毯。JJ!新~能鹿為種林路以誨，

喜事江橋以北，以及蓋章河吾吾吾吾之殷24巷以:r

兒扇 2 )

: 3.93公頃 。

: 5.845人 ， 1017戶 ， 密度為1 ，322人/公頃 。

為 : 69 .2%住宅， 6.1%商業'8%住、3

.5%道路 。

狀況:一或之路遠撿住宅，草草草是率為 155%。

草草， 34.7%~自強海湯'16.9%R.C.' 13.2%木

每居住單位面積為是9血I，每人居住蕊草草草喜8 . 54

.fJf者權 : 84%私有土地 ， 16%公有地 。27%7.置起戶

'68%土地E害最所有權人 。

稱:大都分居民〈地主〉住滿十年以上，少

(jj主義只〉 少於五年 。 一般來說 ， 教育程度以小

多，此Il[犯罪率較高 u

8.經濟狀況 : 家庭收入獄滾 ， 至寄偉{出52.8~臣 ， 館和尊

重重佑40 . 8%。每月收入5 .000元以下{古時 . 2% ' 5.001-8.

300充佑39.5~苦 心.301-1.600元佑31.4% ' 16.000 元以

上約 7 .7侈，平均每戶每年收入一萬二千元不到，大部分

居民沒有儲蓄。(室主 3 )

口政府的笑新耳棒和計室內容

雨份文件是犧3是政府更新目標的主要依主義，一是市長

對更新計靈的室主言指示〈註是) ，另一是都市計衛處進一

步所爽的具體目標，其內容如下:

1.改善E蓋住環畫是 :

(1)拆除衰敗li\!隨之不良主蓋章程，重重建堅閩、衛生、三是椒

、 3輩泊之良:l'fM1套單鈞。

的沿路排列不良之M1築iBJJ室，提供J1lj)l.\、吉菜、光、白自早

早早景觀條件良好龍健康、安全、舒適車建設戮的居住

綴裁。

(3)提供適量約公蠻 、 單民集會長青 、 鄰里主活動中心等公

共設施，以建立立于使、繁榮與使於促進教車站踐鄰↑青

龍的lJ1，代化i!tl& o

瑟瑟(在)洽除曲折蓋起小的限巷，建立安全直至斜的道路系統。

2 促jjf土地合程控為 :

I •• Jill下室停車退出口

商 s 挪絢l]l!新計鑫配護詞 (第二階段〉

一 34一



1.改善毯市區的質量是滾滾。

(1)私右住霞的改善方商﹒

交茹苦f登爽 ， 他們滿豆豆他們

且在'!Jl，志建築物份相當良好

至1修改。

留66年到68年

愛新修改至更新籠里話，同持學

及期筒，都市計畫畫處舉辦了多次的更新設嗨舍

，另外作了三次的居民更新芳、頗費哥盔，設後一

次(註 6 )結果是大牢的居民 (59%)反對更新計

委笑，經過首長會報決議干草皮修改更新計盤。

第三路設:民函68年£;6奈今。更新能思: 1.3公頃。政

府決定先vtfi置?可m路沿街頭公布地聯合其中哈

一大地主一起先示能更是青案例， ~音室主給i站台~~是

E~其他原有地霞的居民 。

在這整個]i!新過程中(詩晃筒 4 ) ，政R穹的努力是位

得鼓勵立訣竅的，最毛主所修改的結果亦絞合f音程。

制小結

很明顯地，政府更新計皇室的主主施直至三E衷的是考j藍居民

豆豆顧問題。告文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政府武j還用語言少更是有罰

單是範囡杰作為減少居民反對的阻力。然E百作者認馮主r::m;q立

的問題並不是在於受新能思路殺的大小或是E室主河區J后反人

數的多揍，而是接個更新約;每武器革鳥在發布~~泛的改毛主

上是否檢當的摺題。

在E重新的過程中，最感冒毅的~1是豆豆兵和政府依此的

游i車間豆豆 。 由於政府和肩長2藍本pH扮演角色的民惚 ， ~主 FrB

彼此的對立與不信)filii生無法草草草里的誤會(主主 7 )。故府

認為更新計數是特別考挖到當地居民的利益，特別是三位

軍于直5元的經星星，以不計成本的方式舟子拉格JlIJ諾貝及公共

設施，竟然這渡到強烈反對，居民主豈不可直到有的。然Tfii從

居民的角度來看，長期良好的居住環E寬(如良好的公共紋

路)按不是他們自吉它所最關切的，特別是藍藍布震中低攻入

的層民，他們只考諒他們自己所迫切復其5年1全是否~§fn損

失。也於彼此刻您的綴點不筒，加上彼此的不晏海豆豆，似

乎議或切為更新吉iE撞上的死錯。

三三、炙新計畫同

村替常

從上街政府所訂定的

一鈞一

總共

:改善經濟環境污蔚為提高地償及

的哥哥發行

巨富 4

民隘的年至li66年。更新範園 : 6 . 2公頃。認為

首章寫南路二設2是答以商的語晨5在極強烈反對此

t司實施返程及結泉

'是草草委 1， 300戶的建吾吾居住單元

，解決居住問題。

(1)降直至建設卒，增加蜜地，消除各層單EE革之不良土地

使路。

但)提高容議擊，增加土地經濟教委。

(3)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 以節省土地M1i揮社區

中心機攏。

3.滿足居民需求 :

(1)魏懿各種不同建築單元 ， 滿足各種住戶吾吾吾室 。

，以幫

。(詳細Ian堂參見路 3 )

3蓋佰更新計豆豆 (詮 5 ) 有很諱言重的土地使用計盤 ， 往



·121往安全一一包括結構 、 護車2 、 t藍藍 、 材科 、 發

祿、妨來......等。

• ~會主直線停一一包括白照、 5藍風、談光、矢花放高

度“....等。

﹒生活空間一一包括摟抱紋商讀、房路數，空閑的

使用放E軒. .... .響 。

•n珊lilt微一﹒包括廚房 、 E晰 、 浴.~ 、 給水 、 訴

求、竭力、瓦斯…..，等。

(2)公共激麓的改善芳誼 :

﹒公共安全一一包括防火卷、哥哥防桂等設施。

.公共綴生一-包括嗓音、 E藍挨、經珠、』足球等污

草鞋。

﹒公共jJIU)l-包括垃圾收集、街燈、郵電、公用

電話，供排水等BlH聲。

﹒道路系統一一人和革的道路良好BltIii水草書，停再王

、巷道的打迪等。

﹒公共設施一一包括鄰崑性的公蠻、遊戲場 h市場

、鄰旦中心等。

2.改善藍藍布藍的社會畫畫濟草草草里 。

(1)赴會議按約改善方商:

﹒言語學結構一一鄰里關在輯、越激、認同‘穩定等。

'W:會活動…一一般性的日常活動〈如:廢串串良英

、聯夫、下車章等〉或地方位活動(

如:該敏、社區li'lJ鐘等〉。

• ~星修路錢一一千哥教育的音員詣。如:職業絨線搓、

媽媽蓋全星星等。

·m 銘率一一滋少各種犯罪的活動等。

(2)經濟單草草草的故事事立Jji寄 :

﹒土地利用一一增加據地被茁設及空地等。〈部有

款的促進土地的合l!ll直是民〉。

.j串 復一一提高原有的土地價格 。

﹒經濟活動一-加強地方位經濟，如小哥哥底、 m場

簿，來增加灣民的謀生能力。

﹒就業機會一一增加工作機會，減少居民的失業率

S.n謂是當地農民的需求 。

(1)鼓路居民自己形成一星星體來改善他們自己的環績。

(2)考慮E善良改善的滋盟員及能力 。 如居民的收入 、 職業

、教育程度、家庭狀況等。

(3)考慮居民改善的方式 ， 均居民的價值觀 ， 一股市袋

上與建設公司合~警告分的情形等。

位)考慮居民的生活形態及方式。組合較兵彈盤的主是劉

吳建築學完，吉拉滿足 J~﹒民的欒求。

(5)照顧低l投入居民 。

但)容納原有m住戶 。

是.是主靈都市的發展與風格。

(l)考慮未來都市濃濃的趨向。

(2)意建或者都市的日為發展 。

(3)拿還m有居民的生活方式po形態 。

(4)尊重頭看都市的海墨爾係。

t草樹F鄉炙革命地，反 向趣的程f"}青

確立以上所界定的審 m處長期改善自漾，蓋章是苦串串鄉買

新裝例的研究，陽始從自樣來~~~買的仔級檢 3室鄉鄉:il!事

評音tJ!童的問題。閑適總話的說包括兩大部分:一是王軍有章里囂

的問題 (Existing probl啞s) ，內分重韻和激經讓按時

部分;另一是愛給更新計畫畫時所產生的問題( I血pleme

ntationptoble 血s) ，內分政府和居民的困難爾部分。

因本文限於鯨嗯，者踴 E且有蓋章鏡問題j]茵的討論，聖

立省略〈詮肘。宮里我街來看看在安施鄉鄉更新吉 u童時，

政府和居民所認為的茵畫畫。

1.農民芳濁的路釀。

(l)因密布葭土地過分細分，主畫成墓地道於狹小，還直

希望錯別靈建設為因幾。里至此，如果想盞建刻必'il'

瀚海居協誨，一起合途。

(2)居民自己怨言寫談合定 ， 為許多國緣 。 區為主主聯合許

多居民，每人有其不同的利益、飯件、自主草堂等， i直

瀉司;:Ji， ~ 教j如 : 此痘昆主惡有七草豈不同的所有1盡情形

〈詮1份'i!fi.礎設終不論，談合建格當B§援。又在

訪問約徑驗中，居民對改善的草草準、價倍、喜好 2頁

花費等有許多豈是獎。另外居民自己本身#f.缺乏組織

來影響或穆爾居民談合建。

(3)!i!Ii'然草草ml;[居民大部分 〈都鄉為70%) 有自己的土

地或房子，但多為中低收入，其 pJi右i收入{盛起多給銬

，倘談不上任何儲蓄來改善其袋里建議錢。

(4)大多數選市區的居民， j空房於此，早已習慣這種讓

攪和草草崑鸚係'他們不覺得有任何迫切改善的必要

。

(5)為了土地的縛統敏位和作生意的原因 ， 草草乎所有的

居民主革希皇室擁有按下。然而在目前超過 90%的建絃

主事，重建後60%約主要求下，不可能讓居民獲得滿足

。

(6)館罵和政府對鑽瓷改馨的車票軍事招差很大 。 在初戀的

居民中會流行一位上 E再說:jj&府希望居民能移穿茵搓

，主主意很好，但他們認為如果說在能移有汗主要 5早就

不錯了。一般來說，政府較關心良好的公共設施及

絡地，但扇J§?;認為這是一種浪漿。

(7)居民寧獻和建設公司打交道 ， 而不敏和政府談賀新

一鈞一



→1 -';;;:-1 政府同時也希望建設公司能幫劫

己主j政府故事手藝市盔的苦至2章:但是，

\/民;;:-1 私人建設公司昆主惠政府沒有任何

7文一if三! 獎勵投書主辦法 ， 缺乏投資意鼠 。

\/ .Iτ王一 1 )晉民自己本身，彼此亦樂協認真

/"- ~I之三i 環境的改善 。

四、?.l:.答答甘于區的基本穩恕

的白發角色的引進參與

從草草鄉星星仰的研究中，作者綜合Ii!i民、政府，和建設

公司各角色對吾吾市區鼓鼓改善的頭係如下:

(一1--1 115 j 政府向民間裝:
仁三J二但是，

(五1-斗LJE 居民訝不希望政蔚來干涉兵臨
/\|的改善。

高!了i 居民棚市場上一般合闊的

主!方式;

Iτ行 \/ 1τ:-i 但是 ， 私人建設公司都不?若望和l: Ii"i \- /文一三三!太多的地主談合瘦，以避兔太多
的麻煩。(註12)

(因
I·i'< h·
I1151·

很接上面的討論，絃合下列路個研Ji1II改誓言 i瓷約室里際

行動:

諾貝方商:1.加強屋頂7ft..筒樣的安全，改善廚房、廁所、

浴室主等設綴，是路民鐘草草改善的迫切希望。

2.與私人建設公司設合霆 ， 是居民義類的故發

目標。

政府方留: 3.若遁的加寬打道 ， M，使有良好豆豆質的建築彷

是政府想要的環境。

4.良好綠地和公共設施 (市場 、 鄭學中心〉 的

提供，是政府想盔的室主蕩。

然沛，對以上頭說問題的改善，除了第一沒外，解決

這些鬧起，必先考慮菜種程度的建築物拆除。換句話說，

主重點踐是第二頭一一如采孩們能移鼓 NUJi吉民形成一畫章，重

建他們自己的房子. .IlU以上退學私有和公共的五星接問題 ，

才可能受到完全的改善。

因此從選舉關係中，致的可以清楚的看出送些角色役

此簡缺乏任何的關係翁精遷，每個角色抓住自己的權利和

t員會 ， 來室主旅他們恕耍的改善;!J式及結泉 。 這些角色的不

相講這是窗前鼠不容易改善的根本問題，相信談一盈市區的

改善不是任何單一角色可以解決的，如何給合這些角色的

參與改革套路是閃亮富的僚主吉。

2藍本上 ， 希望謠街上高三種角色自己報主結合來改善吾吾

~ 37 一

'相當的路煩。雖然吉思

。直至

。

。如何故此宿欽的溝通，這問題

，修改都m計發根常的緊時車隊

、討論、研究中

'右放約三主權負起星空{區莓市區的改

白話唯一的單位直至都市~新科，屬於市改

，很i地講遐形成防題。豆豆

因政

。這除了彼此基本的角色問題外，星星包括政府本身

較無法者彈性的條件(如土地的室主收) .辦事也缺乏

欽率等問題，所以一般居民多顧怒和民筒談合建。

2.政府方富的歸援 。

(1)政府本身缺乏一套莓市區長顯改變的計盤 。

a.過多 、 亞軍大的改善ilii稜 。

教樣初步的更新報告〈詮 1吟，台北爺苦奮市區需

要改善的有 135露，商t賢達到1 . 17是公訣。而鄉鄉

只是其中的一處，區教 3 .9公紋。

b.遇蠶的財力負擔 。

光說串串您還~例.;拉到 4公質的2車站，政府必須

投資10億克，文其中看間分之一的資金無法l&悶

。很長送來是苦，這巷里方式的花錢，政府顯然直在法

負擔。

C.過f主持闊的話廷 。

初簿更幸哥哥f畫畫，至今花板70S年多的時間，街輩革

明顯的成果，如果以上 iliifJf袋的 135處地區，這

種更新將永無m朔。



政

@

目前角色的關係模式 kJ!立法角色的(，7:似火

題 5 各角色改善環境的領保換:r'C園

錢，育館是招智的簡單單。比較嚮憊的辦法可能是引進另一

較為客紋的角色，戀中'*作溝通告吾爾約工作，前這德協詢

的角色木身是吾冒藥具有其專業上的知識及創紋。

、早早周前該說的錢件77學;有2平可能是較草草當的角色人退

。這盡量且有窮學衛兵贊賞單單境的改變囝體其組成包括建言蓮、

都市計蓋章、地政、法偉、車上會、經濟......等有關科系的的

生。主毛主主本任務是草草豆豆λ協調及專業知該主的協助等。

確立各個角色的地位和主主任，笠兵種將其苦i入在整個

改善返程的計星空中，至1促使給合各角色的力羹，一齊來改

善舊車市!&著重盡量是一主褒的鑫本權恕。

區5路以說明並比較鐘前和建議故事吾吾盡鐘時，名角色

的翱係模式。

t圳、塊分霞零碎吾吾及的房、 貝4

因為主書市[[土地的過於小撥細分，聲道的彎曲狹小，

按鋒的產模和土敢使用，如果想要大片畫畫體的翻修改建牽

涉太多，相當底賤。再加土目前已有部分零星吾吾修改建的

機形(特別沿支吾吾街道的商旁) ，恕大片空藍燈改建)l!135l錄。

所以，星星就已有1Jl.況的發展，也;(乎是重要簡易合主里的辦法。

eJ此，主堂皇室被攘自前鄰里發展的狀況，主盡管劉分小塊

的靈建改善區緣，子寄混合各反自己的槍況，各7JO~革時的完

成改善計畫畫。而小塊改馨的劉分原則應考慮:1Jl.者和計皇室

的道路?在銳、室主物狀況、也然條碎、行if!;:區分、相似殼民

的產懿、生活設立豆、活動、鄰里富麗係'還荷包括至于角色適

當的參與設樸嚀。

草草前區和周小塊零碎發殼的!if]遂有:

.諾貝較容易協5萬來談濃境的il9:馨。

﹒小塊區域較容易鎖定格向控質的居民背景。如:產倦

、收入、建欒物!狀況、生活潑皇宮響。

﹒宮室移增加居民的參與其改善過程，加強未來的鄰盟軍司

係b

h 如果采凍居民自己無法改善 ， 政府亦不需苦苦一次終獎

大發經簣，t;l:卷起來絞為容易。

.能移增加改幸事辦法的軍事役，以2畫E藍各區的特性，使促

主主都市的有機發展。

.~繁體計皇軍並非大!;Ii，誤地一次同時完成，星空街改善計

劉較容易掌餒 q是故事幸的結果也可以過縛逐步的修正

、更故，以達到合理的發展。

份苦帝還有熬成長的原則

白宮言舊市區是經通長時問經!tl演變發漠的結果，相信

都市的成長范程是有其內在的意義和原因。在i比賽t所謂有

機1ft長的豈是愣是:按若望幸蜜的克里度，仔細的草草室主了解懇市

霞的發展過程，錢可能利舟康有的退路及公共設施等，以

灣民的生活和王軍有改義的方式來逐漸形成整個草草市區的未

來發展。

喜若有機成長的構想有以下l2!l個主要E重點:

1.繁重了解居民 (使用各〉 的生活和最煩 。

2.科用混淆的系統來改變草草t竟 已 〈如 : 與私人建設公為

的合起草草分系統)。

- 3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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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6 改善莓市區議撓的是主±搭恕圈 一主之
[一-.:.77;>.-一‘可站內卅一._\C'舟叫的時rffrAETrJ予安'-.1"

E童三JlfiffiUtU還是眷念彼品為玄的關係已你如 uj、提直言祥的

發展同時需要第四角色的引進參與2豈有纖成長的玄詩;而

奢談成漿和四角色的引進參與當然也同安要謊言英俊二Jlfi原

則的支持。另外這三種手設是艾搭上高三項原則的工具，

一是給手好處來吸引其璟圾的改蓉，另一是給子豆豆竄來促

使其吾吾攘的改善。

.Ji.、舊市區的實質改善方索

主主 E自敏的參與?!<:. J.生返程:R兵正主ffi.告\-任

1.政府的參與改營

(1)割完替了p~滾懿敏、瑟的範霞(1百比民主哭訴;r£\i£約1月

居民和建設公認提供撓地灰頭額的獎勵辦法。

灣民和建設公司提供立在毀滅免稅率辦法。

先告自翱改等地霞的道路及公共設施。

提供協紹海遠去技能性的服務。

是吉

!討論可均下題六來作說愣。我們可以豆豆出所提W1l~靈;或者

T百I'H員說故主擎的三旗鼓貝u及三種手設的基本穩殼 。荷b.居民按每序申請協助及全書滾滾

一 39 ~



參與'了解竣諮詢E吾兒形成閻健;或者

C.居民自己8徑完成協5萬形成環境改善關鐘 。

但)學街5早深入居民的苦童讀激發閻鐘，給予專業技街上

的協助，幫助其函星星及所主要改善的單是墳。

(4)學街5草房中扮演殼民和政府濁的協認岩，議還彼此

的因樂及需求。

{的學獨奏E雪中拇草草居民和藍藍設公室穹的協調者，發言重彼

此的困難及需求。~

3.居民的參與改馨 。

(1)均果能獲得小據全體活民 〈給30戶) ，或者一至少大

多數居民 (80%)的!奇主主合;ij!故事事變蟹，則:

a.學f育界協®居民所主要改善的頭皮主主幫助其解決困

斃。

b.學論界協助您昆 、 建設公司及政府討論改革幸約約

來及耍求。

c.K皇民主運建設公司共向計算各領彼此的撥益 ， 然後

以公平給敏的方式，決定未來每人的居住位霞。

d.法踐和建設公司在學街界的監督下 ， 室主定合約 ，

獨立自主主行與楚。

e;政府 俊先.ji1合Jl"h~iI公共豆豆路約笠，還2足協助閃發

居民的半私翁公共EE池。

{el如果在質疑年內 (有一定期熊波定 無法wl得太

多數居民的詢意合起改善盡量茂，允許居民在未來的

裁定紡限內，自行興建改善其毒室主言，但是無法獲得

獎!IiJ綠鈞。

也)如果超過了政府所公布的故發紡線，所認定的改善

地~依然沒有任何約改慈情況，其目政府將強制執行

改誓計盒。

亡3舊 甘于僅會 Y當深淺玖善的管~\P事 fl '] (Design
Guidelines)

1.小勢分度的原則

(l)煩從說者約主要道路系統。

(2)/J、據分區的錢換錢可能在20---50戶之間 。

(3)小據分區的高若是{儘可能在1 ，000-2 ，000且鐘之間 。

但H輯部道路寬度最仔能有5公尺。

的小塊分反應依照現有豈是賀喜蓋章量 'jj聖權狀況，以及社

會、經濟等情況，給予修正。

2.土地使用 (室主13) ».;ij!築韌的管制原則

(l)公將飢餓) --15-25% 興興
完全依照或有改善地區公共用地約百分比

訂定〈詮14)。

但)半公共用地(公共設施都份，如學授、重哲學中心、

T官場 、 公題等〉 一-5 -15% 0 (8%)
政府可以和用公地交換或以放星星方式取得。

(3)私有/半私有用地 (建欒物 、 前後院 、 防火還等〕

一-60-80%

屬於E且有及未來居民的私有產權。

但)~蔽1¥-住宅區60% {根接頭有法豈是〉

(是5%/30%)

(5)容積1¥-2是0%

〈考慮重藍市區現有高密度)(11!l層接)

3.半私有昂地 〈建茲軍事60%以外的F草地) 的管制原則

(1)小塊分Ii[集中合建後，共何使為哇。侈的私宿空空地，

鑫撥以持分芳式，不于分餒。

(2)拓寬街道iUIl入道路的利用後 ， :¥少要提供50%的

!!l!地集中使用，作為此區的遊戲休恕的小!!l!地，11
其空地的笑寬比例需宮里在 1 : 1 到1 : 2 之筒 ， 如

果有特殊困綴，無法集中一處，可親情況分教三路

。至於空空地安排的地點，驚喜聖經過學千奇異的協務。

(3)此牟私有星星草也不准有任何憑良約f血泊或5皇室主慣于怯 。

{。此處認為本身應成立一管還餐具會，維護比半私有

~站。

4.像上詣的競定外 ， 馬 吉EE里看法去見依然吾耳邊句: 。

t毒品思是品幸會區居氏合主主改善早在車走辦法 (Ince

ntive Program)

1.容積率〈護士I!J扳商談)的告是獨〈都市計畫畫處〉如果小

:是分廈的居民能移形成一畫畫嫂，在頭兩年內，間直至合

建改善護法，則可F容積率300侈的草草草草，否刻依)Jig克

福容積率吉克定240 %辦程。但是百!為此獎勵辦法時，

將來愛建後的殼小居住單位商麓，不可J§in弱。血，。

2.長期怯和貸款給那些2合建後換不j司最小單位lili~貴的原

居民。〈布銀行〉

此辦法是直在詮使康居民能移在愛建後，獲得一鼓起碼

的居住皇軍元 ， !f:¥被避免。

貸款數白$=每血2的交復X (50且2一室主~後該居民PH

換得商發〉

在柳鄉案例中，大約有30~店的摺民需要獲此貸款。

3.減免稅的自走路 〈財稅局)

建議原土地所為讓人，R!!'.'可部份減免其設蓋章後的土地

幫封信貌。另外，對居民建設的花按您可逐年分草草歹II艾

為所得稅扣除衷間，以為親鼠的減免臣是路。

4.線路低收入居民在重建買車間的生活星空 (社會局)

重E星期筒，低收入家庭每月有固定金額，草書助其草屋外

-4。 一



(詳

，也同時使

，政府不需交另外駕車單列

得到相對的好處。

6.政府協助俊先給于吾吾關整程公共滋路及設施 。 〈工務

局〉

7.政府要求學街5幸免主賣給予居民意見上的協詢及海言建設

街上的服務。(都市計鑫處)

以上踐民的獎勵辦法中，第2、 4、 5、 n頁，政府

需要綜列預算花錢。

紛獎勵私人主主義~司投資改善t皇帝 g環境辮

法

1.學街界幫助建設公司協說居民7!z政府，荷E寄給于其他

專業技椅上的協助。其中特別是學被昇苓先和許多居

民作好諮詢，~~空公司只氛和學街界及少數法E古代妥

協調部苛，省掉了許多麻煩和時筒。這是教室主E提高

，車去一快且容且已得

m築幸丸，原主持 。

, g走路主主對豆豆市~f單 il[

的合~改善。

作

、 9 ) ,

直立撿瓷I'JT訂;主管制準郎 ， 民時也比較了解苦苦衷有君主攻台
M ﹒ 臥室 三喜程度。
ν 浴閱

丸.‘ 民草草房躍控 m 況 愛~後

私有用地 780血2 780且2
T,- £站台

這且路茁長篇積長度處(倍4l 6m
是16祖2

道的路設施長長度與有管關串)串 116盟 的血

巷道

支吾←
建築筒君主 780血' (100%) 468m'

持e持'，￡掉8 這" 一
梭廢高度 一層

"州 革!~t皇地寂茵稜 1560且2

一位一

'_~~·l-"l

:芳:台

居住的額外軍在晨星星屑。(參考初戀更新計讓每月的生

活搞紡〉。

5.對小塊分區內的半私有集中空地 ， 給手拉帶普及材料上

的論坊。例如:小孩的遊藍色設施:植物、錦磚、座橋

......等。〈公鐵路燈管還處〉

闊8 小塊街廓務況土地細分題

討一司法部

4〉〈干一一叫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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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3是您是與學t結果及居民代表討論合建情形'JJi'居民

主主定合建合同，向政府申請獎夠搞助辦法，小塊分wH查發

拆島主重建，自行安排其I'IiH藍布的建築Jii!元等。然而這一切

過程都必2頁至2居民及學衛兵的監督畫畫1I1J o

﹒學街5早一一協3譯者/顯閱(吾吾罵:知識〉

吳三主任!l!:接艾政府的安託邀請，協調督導接昆、建設

公司等街爽，直直接供專業知識上的且是毅等。

六、白發當市區五平常發辰1莫扎的比紋

廿四司童藝市區海市發早已在其式約特教

從上面幾節I'1i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到下列臼袋都市發

展模式都有可龍在舊前還發生。

1.隨;gI，右當前區的自然發展一一狡小彎曲的迷路系統

，零碎小撓的土地部份，此事是平均都市發展下的結果，對

未來豆藍儂都市的發展缺乏考慮，加上居民自己所能改主寄:聲

說的範關及能力右派，如果在缺乏任何接力的情況下，此

種自然的都市5至跤，會最畫畫直存在於室主市區。

2. lw. 1:'I 首lf~早有都市計主要國的EEEE--e(4說小泛的棋盤

式送絡系統，還是很一兵右的法定飲用的控制及豆豆豆豆。{正

是在政府有限的資源下，此種都市iIT護毛主主主式的發展似乎

不易全諂艾衍， I頁多只能詞鷗i主要的道路系統 ， 無法更進

一步的lw.l竄到緝部音盡道路，來促進當市m;約發誤。尤其

在十年法定寫限的銷路公共設路情況下〈詮15) ，品種書E

Til計寰的發展將函綴更是豆豆室的考驗。

3. 蓋起定都市更新恆的還建設辰一一以越大街~Z~草綠閱

殼的方式來取代都市計星星說右族主直至已發錢。其說的是想更

有效率的利用都市發IE亮。位是留臨I'Ii戀花星星更多的資源下

，長期的發展更是無法忍受，加上居民的強烈反~iitl)市更

新計星星，似乎此種更新方汰的都市發展尚未成熟，;~章是停

留在嘗試的階段。

4.本文I'1i建議長其自改善計鼓約談及一一很古學 自前已有

的舊布m;發展狀況，以小撓分EEE吾E字改善方式，引進各不

!苛刻畫畫翅糙的參與改善計皇室，形成都市的有拉美道主誤。主主改

善的直是模具有草草佳，立考慮政府長長2約能力負績。(Il宇諸

多考上街內容)

亡3比較回給每常是每反模式約方法

因為密市盔的滾滾故是安涉及到四個不同角色的參與，

而且每個角色有他自己不闊的觀點及利益，似乎很黃豆比章是

荷華i嗨一致的滋見 。 4位三語言程儀

FE佳作比較 ? J

基本上，

的滿意，

滿足的妥協辦法您是可以努力約。

一鈞一

Om·學私右~}也

每月種合 3， 000克

每戶售價? (非常低〉

每戶治領?

的2次接計愛的主會討

優點:

1.叡攘居民自己的意鼠來改善或者的質量是環境。(居民

方商)

2.引進私人建設公司 ， 刻舟寫有的自由市變系統 。 (建

設公司方商〉

3.滅少政府的花費及主主任 ， 主立同時得到都市環境改善的

主予處。〈政府方區)

是.提供各角色彼此交流，賞~報志敏育的機會。(學社 J

!If方詣〉

5.每袁說有的~援'!i!U亮 。 (都市E盡管方商〉

缺點:

1. flil無法解決少數承親戶的函星星 。

2. t;言要花很多的詩商及力氣在協調各利益翅髓的iili突上

的. J 、結

此改善言f豆諾基本上是先澄清王室蔚藍無法獲得改瑟的背

後設冰涼滋(部所謂筒草草草草結〉一-4£角色的利益無法溝

j通妥協 。 然後希望儘可能利用現已有的改善系統 、 方式 ，

教後，再以交給j音富的可能佳作為修正的吾吾祟。

Ei此，試頭引進各不認角色的辛苦袋函餒，各發揮主主E里

面的背采訪能，主主適當的給予協謂是基本的想法。

﹒政府一-f墨畫室控告u苦苦〈喜事碼:法令〉

共交t王是修改萊些法令，~監語學街5平的參與協助，決

定M公告密前底草草草草改善其書則及級敵計鼓j園，假定高夸獎

有育場辦法'*紋路居民及建設公司的參與改善計蠻i等。

﹒居民-一使用者/按有者〈童車碼:土地)

主毛主是但是聯合大多數居民的民慈改主辛苦f訝，形成居民

:立b'E改蓉國校與學街辰1克建設公司討論其未來讀星星的改善

的衫，自行解決章建耳目濁的生活閑適，援建後趟車員管理傘

iiff~地的委主主禽等 。

﹒私人建設公寫一一投資者/營建者(籌碼:資金〉

156m' (780X40
%X50%)

E畫祭居住單元 是2 50

每單元唐往海績是Qm' 50，血，

居住人數 232人 (5 . 5 X42) 275人(5.5X50)

每人居住，ilij毅 7 m' 8.5血2

路畏的踩得〈年收入) 1鉤，000完 ? (中收入及;gI，扇
民的混合)

? (提高些)

550 ，000元

2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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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是驗到最低的程度 。

2. 自笈澈的過程來修正計蓋章 。

自於初步新的計蓋章榕在章，不見得能考慮遇到布滿足各

個參與角色，豆豆何況部份的怒法是基於對各不向角色的模

擬結果。扇此從3吾吾壘的過趕來修正計蓋章的樣想是必耍的。

你知:法豈是或獎勵辦法可悔改您來修正，小塊分Ii[及今私

奢望地的安排可白居民來修正等。

3. 單單每個參與角色熟悉其}'H豈有的責任及室主蕩 。

因為是新約辦法，大家尚不清楚熟悉所有計登內容，

結著質餘的犧會，每個角色能了解到他們自己的責任義務

及彼此濁的路保。例如:耍透過2更是壘，扇民才能了解到學

街果所j7}吾有約角色及地位，而這樣，居民才會信任學tiI3'手

，和他合作。

是.能提供商為時商所反放出來的問題。

昆主吾有些問題是需要徑:草一段時間才能反攻l:B鴻章惡的

影響綴盟及餒曼毯。 1蒂安驗退程研給予的時筒El袋，能起:

各參與的角色了解到其影響。例如:半私有星星袍的主要求，

地傲的上E昌等，或許皇室迢迢至是室主紋的詩詞反攻，才能有更

進一步的把甚至。

5.能更詳約約訂出將來室主泌的細節及一切銳意 。

因為計證總恕的提出只是這均有限的女漾，訂出整個

機架荷忌，如果沒有經過直是驗的過怠，許多E更進一步的資

施具鐘細節，是譯法清楚的訂出。主主皇室施}'lim餘的罰單是，也

無法事先預測，而綴有防純的措施。

6.創造一個安議能傲 ， 以獲得各參與者的支持與吾吾心

經過了食歡迎接，提出了一個更具後的能例，能移{使

各參與的角色獲得交大的信心，這是主查驗計蜜的法莖要意

盡量，特別是對一是主絞缺乏知識或想像力的屆民，這似于弋是

E盤一誠服其艾持的辦法 。

很騎車草地，這笈驗的結果和最終的愛施是會有至是差距

，然菇，質獻計盒的2事本假設便是裹在華盔的游少這設計護

和食施筒差距的手段。

t主管是設計愛的結次

袋驗計寰的方式有其不祠的安隊層次，從最低皇室~層

次的角色摸摸到較高層次的反正角色代裘，乃至最高層次

的懿定小區進行反正的食際豈是殼。最好的主靈驗計發逸事主踐

是皇軍漸地道還這些不間程度的安置車層次，以說小其所受的

損害(請參考飽10)。在過去，按驗計星星這個步路沒有受

到應有的靈E里，不復很少仔細的是望過這些不同層次的主是按

;)J式，同詩也缺乏根鐘的時間花鑽在此受歡計數中，以至

於音f登常常缺乏彈性的修正。作者以為室主競選領階設主主持

槍重要的。當然，有些時候會囡為吾吾聞及金輩革的關係. ~員

lliJ了i比摺康的發展 。

一鈞一

!為角色的觀點支昶金來作進一步的比紋，鐘叮當當將各街角

色所關心的項目及優先次序清楚的表示出來。例如:政府

紋路心贊賞碧藍蕩的改善;法民紋路心他所居住的房子;建

設公司只鑽心他的那瀉;而學街界較歸心大幸運及自我的教

育成果等。小心仔細約搶盜每一個不同角色的觀點，一個

比較妥協滿足各角色的方果還可能得到的 i

一般而言，比絞分為兩大部分:一是考慮付出方區

一是考慮獲得方函。每一純金國體旅益自己的所有艾滋，

主主考慮在他可能負擔的花里是下，得到他最大的收獲。當然

，也於不同的角色，彼此對其所蹋心的項目，儂值觀〈檔

飯H豈不相筒 ， 而最後的決定在於各角色自己 。 這哀 ， 作

主若只是很樣模擬的方式，試留給一切清楚的表示出來而已

。



低層次

高廢次

計

室主

盞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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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主

古龍層

|查到

題10 j是設計蠢的釐次

份各 l'J孟之函授的角色旗拉克會發

作者發完成最初的潛在草草察時，特別邀請T15位學f古

典的崩友來參與角色的模擬竄驗。每人各選揮了其中的一

個角色 f政府、法鼠、建設公海2史學街界〉來模擬他們所

可能預心的問題，以及各角色彼比認可能的權益衡矣。

一吾吾泊，作者先介紹τ紡車單更新語f靈的過程和各價不

向角色彼i均不鉤的觀點]Jz能笑，然後蔣說妨一星星墓2拉機恕

]Jz初步的章里話內容 。 主主後開始了一長串各角色的攀談 ， 每

人都設身處地的為維護其本身的權室主而努力爭取。位i如:

此發改革學構想到底比政府的都市更新方式有多少好處?居

民需要花多少鋒在Jlt改善言?皇室的迢迢中?游民得到的好處

叉是什麼?建設公穹的利潤是多少?如何來$~講普車串串投主主

辦法?學術界如何其綜協弱者的立場?英格力文為衍。等

閑題。

經過了這第一次的低層次的模擬笠E~主後，各種角色的

紋i.'E呈現的更清楚，幫助了作者草草草案的海修正。道@修

正包括，和均不向角色的觀點來作Jt室主;小部份的修改管

制1m划和一些挨罵1辦法 ; 路考慮如何l\\1ID\ i低收入的法組戶

;新一逛街鴻章主激計遠的構想。作者感覺此次室主驗的幫助

很大，兵者其價值。然限於E幸閥、資料及盟軍外的因袋， ~堂

傲的層次僅能到這個階段。{里是i比鍾的角色模擬是應該多

來幾筒，主主蓋自各{讀不同的角色來作模擬授蓋章。衍如此次

是自學.fltr~平挨揍，下次荐自政府來作模擬等，這樣向玲也

能E藍各角色為機會考慮其他不i海角色的立場。當然，這星空

幸運拉克可以依不同的角色游者不向程度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

。

紛是早已之五角色代表的討論

經過上商各角色的模擬室主驗後，下一路段是聚集各兵

法角色的代君是來討論此改善計皇室。對古trim模擬室建餘的;意義

是:

1.各角色了解絡新的改誓言?皇室，同待考慮其他不問角

色的可能反應。

2.籍此機會發掘間題或修改新的改喜事計盒 。

然漪，聚集各還1£角色代表討論約意義是:

1.進一j奮了解各角色的且是受反應，並藉彼此真正交往

的皮底來影響或修改計畫室。

2.藉各角色代表的討論 ， 獲得一協議來遂行下一路紋

的小區實際安驗。

作各利用了德爾斐 (Delphi)的技巧(詮17) ，建立

了兩種形式的角色交流方式。第一是絡上階段各角色摸摸

討論約結果，以草書商記餘的方式，彼此交換傳漪，每個角

色允許在傳聞後修改他們約克星法。此種方式可以一豆豆籍瑟

發商方式筠讓幾次。第二才將各角色面對扇的漾在一起進

行討論。在這過程，提供了更進一步的挑戰與直接報萃影

響的機會。

份小區實際管是詮

經過了這一途車的袋里車過程，如果政府認為此改善計

謎是位德再進一步來數定小逗進行交際的交蓋章，到下列的

步驟應該發考慮:

1.使市長真正的了解美好處，獲得其全力的支持和認

一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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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小區3室驗的計蓋章，同時也要能濃得其他各相歸政

府部門的指互支持。

2.向都市計登委員會 em及中央) 說明 ， 使同意一特

別臨時俊的法規來作小[l[j靈驗計護。

3.說擬議會同意議通過給小[I[室主教計葷的預算 。

是.獨定公你一小3靈驗區及其改善計重量。並岡E寄2里說學

街界的參與協助，與清民討論，幫助長形成一畫畫居

民改善磁盤。

5.選定一私人建設公筒 ， 和周獎勵投資辦法來合建改

華Jlt霓澤東地區，學衛兵亦如入與建設公穹的討論改

善計靈。

6.自學街!fI.直至起邀誇其他三倍角色一起更進一步的討

論資驗計蜜的紹節及互相解決函草屋。最後畫畫定一畫畫

傲地霉的改善吾t:!整合同。

7.關始進行真正的資驗合建計畫畫 。 1Iii學街界l育詩詞錶

所宿街道說，作成完皇室的室主驗計鑫報告 ' M提崗草草

下次真正E畫龍室主瀉的改建選議。

付. j 、結

心靈靈敏音u誼會b構想，唯有在最喜是單身段一一的、[I[質驗j

是貴重鼠雞且需要突破的。但藺草草都市更新的劉定方式〈主是

畢誼霞的童話定). 2k目前台北市商宅電t巨片ilii質施容積率的

情形〈法殼的直是驗) .似乎對「小[I[室里激J的發展有J'Ji~主

解支線置信未來「小琶章是驗J的錢路是大有可能的。

皇室E金計靈從計瓷層次到食搧層次的演變中，吉普各階段

差距街小的葾法是，錢可能澄清各國霞的利益主街笑所在，

殺恕不斷的溝通、了解與修正，民時透過各種方式約諮詢

兵站互妥協，使主主談彼此的差題達到可以被接受的地步，

試屋里以和發漸進的方式，逐步的調發修正，以分設室主題，

草草草草縮小的策路來達成婪{器質是最計皇室的構想。

八、結翁

付計玄的評估

當小[I[室里驗質施後，政府或其他的參與角色如何知遂

~此計畫畫是否成功'J@;甚至將來計螢執行後，我們如何來評

估始計蠶的結果呢?因i沌，建立評估的方法茲擎別是聽莖

瀉的。

評估、比較，滾滾已是決定約方法和過翟是可以相似的

。因此本文前萄利用各不同參與角色的比較方法(第六節

) .也可以閑時還泊在後來的計星星評估中，而評估擎貝ij約

建立也踐和各角色J'1f除心的權益項目一致。當然，關於先

言:各{酒不開角色的所有決定權數還是應該綴綴有紋。此草草

方法是希望提供一個絞客觀的諮佑結呆。

t主本文的做註

1.了解本文真正的意義、

如果沒有混得法定上的允許，

被執行的。法令依樣是計贊賞瀉的先決條件。

f旱一撥宣性的辦法是要研究的 ， 而且此種過程要越快越野

，如果2頁按白話法定程序的審核方式. J'lij'j安驗的意義俊不

存在了。

3.建立學術異成宜昌諮詢者的地位是E重要的 。

或許是居民主直不了解學獨奏的地位和立嶺，也或許是

政府不認為學街界具有協助改善的能力，以至造成學衍界

的協言嘻地位無法建立起來。位是目前似乎唯有學街票是較

適當約人還來扮演比重重居中協謂的角色。

4. 譯音是吾吾i螢的笑驗過程來修正本文所建議的方泉是必

翁的。

本文所建議的方豆豆只是當前G'£盤餒改善言u藍的起給點

。由於盤個改善計皇宮的吉克車單位2足不確定佳，必須送~各種

不河層次的艾滋過程來修正本文F丘吉達的故發計聲。換句話

說，議請計蠶約E單位又有1設修改的原則是很重Z耍的。

辛辛本文的結論

本文j主義於不問角色國錢有其不同利~撥給的反言是為

前題。l!Il促法各個不同角色的參與改善計議，將毛主可能提

出一偽大家教游瑟的都市章是說改善方策，主單冒冒草草音!瑟的評

估、比較及決策是誼會有較令人滿意的結采。報f品本文J'JiE~

的參與泊是反正長溺改著瓷T吾吾豆豆星發的閑適露在給踩在。

害苦苦奮市區蓋章法改義的方式，在E是位居民主草成一小翠怪

的參與要求下，小塊分霞，零碎發展的方式似乎成為可能

的結果e考慮滋有的是豈是主、公共設為等系統，分[1[1及其耳益

經改善，結合學街界、畫畫該公胃、政府與居民等力盔，至進

位共同來故事皇大家的都市草草吉克-是值得努力的。

在評估筆錢都市環古是改善的影誨。血P<lct)中，翁們

可以了解到:由於后民的有欽多豆豆，率很界的?品主豆古語言3等

因言語，造成愚民反對領力的游少，這是對政治星星詣的良好

影響;由於利用哀者的道路、公共設旅簿，政府不必J.l外

看去收土地哥哥關答這是事設古董. I哥時吸引jj:\濁的參與投資等 ，

還是對訟法滾瑟的良好車~t¥i j 由於豆豆民吳學衍界的教復參



踐，使記合經:守目前線呈結構，逐步地變遷軍司皇室等，還是

對社會議燒的良好影醬lEE於蓋章築物的重蓋章，道路系統的

改善，半私有空地的Ii設簿，這是對質量達皇軍麓的良好影響

。綜合整體的海市發展，品種小塊分區，角色參與的方式

是使政府在目前有限艾滋下，負擔減輕到最小，而且認侈

為長期性考慮的方式，街時草草笛前串串?有住宅供應盡約急需

大量量增加有其具E聖約放益。

fj建設計皇室J 的構想 ， 在霞 在台環境的條件下 ， 是有其

間星星， {里商對支書君都市蓋達2章的改善影響，這些失甚至蝕的努

力是必須的。如何促使計瓷器重重視主監獄計蓋章的各種層次，

退而影草草決策執行者的遺說，短文是另外主要努力的方向。

從1掃黃軍更新E單位j的參與和研究中，深深感覺到目前都

前更新的)j式運用在台灣藩市區的長期改善是不適當的(

舔了政府本身在有限的瓷滾下無法負擔亞軍重約財力/人力

外，造者居民所造良的強烈阻力)。或許說們自前是綴該

仔劍拔討都市更新無法煩利質施的原因. (且是草草草的中華

街去量，訟法德路英主持、著書立社區、 12號公函 . 7!J至自前的

教]絃jft!i£等) ，可能益不只是豆豆主持結盟的大小說諾貝反對

人您的多萃，前~!重儕都市更新的目的、二甘式與手段需婆

孩盞是芳草里本的緣討。

拉手拿:

Z主 1 :大為是主位於民主主苔路以誨，台北大議以1益，延卒北

路三段以iffi和淡水泥以衷的能題。該研究為作者在

大學俺的主事業設計。

B;2 :既為主藍本資將來自台北市政府都市計蓋章處的認登報

告(民頭鉛字〉。

送 3 :看吾吾收入的笑料為前l&Jr:f訪問的結果，一般而言，

主達三是i民入會比言有益的要誨。

直至 4 :訪表宣言內容詳晃更新吾H畫報告(笑文絞)第一頁。

註 5 :詳恕克新計畫室內容參克拉Pj1單位jj';:.!i'!:新言rU蓋修訂1jf.盟主

(68年4 月 〉 。

註 6 :最直是一次!i5民:滋滋5萬瓷，作者也參與其事。 (69年

7 月 )

豆豆 7 :美談會的孩霆怪可以從多次更新說明會的反應及f宇

者所作約請主主訪筒中得知。

U8·: 作者企恩避免使用 「都市更草iJ 牢跤 ， 而代以一直主

我毯正濁的所謂 r~富市區長織改善計j字眠。

是主 9 :詩為星星閱{宇早告京訪文 ( A Participatory and

Icremental Approach to Improving the
Old-Gity in TaipeV六合出絞泣.70年〉 第28

-34頁 。

室主10 :產權鼓殺的情形包括下列七稜類型: (1)土地及房屋

所有撥 ;(2)土地所為權也房屋是主童畫畫 ;(3)只有土地

的所有禱:“}只有房屋的所有權 ;(5)有*遠建戶;

{的無書長達建戶 ;(7)眾組戶等。

言主11 :台北帝都市更新長期計蜜初步報告份(WJl阻地區初

步調3室主子折) .市政府都市計塗處， 68年 9 月 ， 玄

3 。

詮12 :作者訪詢台北E喜慶所得的印象為建設公苦苦超過五倍

地三臣說缺乏合畫畫的興趣。

詮13 :欄土地使用的分類及5主義請參晃 : C叫帥，互.

and R. Goethe泣 ， r'Urban.izatiollPrimer",

M. 1. T. Press , Ca阻bridge ， 1978 , pp.92
94 。

詮1是 : 如果改善計蠶約公共用地面積超過讀者時 ， 可利用

半私有海地的商潰。

詮15 : m者都市計劉條直旦公共設誰都{卦 ， 該直是定只能f!k留

十年，至多廷長五年jjjj已。所以截至fi!;溺77年所有

公共設施保留苦苦份必獨領拔。

詮16 :喜事吾吾星星閱作者原諒艾竄犯~鈞。

詮17 :德駕護拉法是譯告"Delphi Method" 者哥哥共內容

, *幸請參閱， Linstoen , I王 . and M. TnroH ,

eds. , "The Delphi Method.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Addisou-wesley, Reading ,
Mass.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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