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資產保存
運動與社會

老屋欣力
民間自發的「常民生活場域文藝復興運動」
之發展歷程與未來挑戰

文

張玉璜

前言—一條台灣城鄉保存活化的新出路
2008年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古都基
金會）以民間自主力量，於臺南府城發起「老屋欣力」公益運
動，鼓吹民眾支持優質老屋活化案例、分享舊城美好在地生活，
歷經兩屆活動推廣，引起社會廣大迴響。原本乏人問津的諸多閒
置老屋，一躍而為在地年輕人造就理想的平台；四十多處「老屋
欣力」據點（註1），也成為繼古蹟、小吃之後，外地民眾走訪臺
南的熱門景點。
數年之間，「老屋欣力」知名度擴及各地，府城儼然成為眾
人追尋好生活的新故鄉，一度招來不少島內年輕移民，甚至吸引
來自香港、馬來西亞人舉家搬遷。日漸沒落的臺南舊市區，靠著
民間的自發覺醒與積極投入，重現文化與商業活力，也找回失去
已久的「一府」文化認同和城市自信心。
2010年之後，這股老屋熱潮開始蔓延擴散。受到臺南影響，
全台各地頻頻出現民間自主整修活化老屋案例；臺北、臺中、嘉
義、屏東、臺東、花蓮等縣市政府，也在既有文資保存和都市更
新的行政思維之外，將老屋活化納入施政計畫或制定相關地方單
行法規（註2）。在「老屋欣力」所引領的風潮之下，一條城鄉文
化保存新出路已然開展。

源起—發自民間的家園關懷行動
回顧臺灣當代的文化保存發展脈絡，溯自1970年代鄉土運
動，當時文史、文學和美術等領域，積極投入對在地文化的關
懷，促成文資保存事業之興起。1982年，〈文化資產保存法〉發
張玉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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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中斷約40年的法制化保存政策，自此獲得延續和擴展（註
3）。其後文資法歷經1996、1997、2000、2002、2005、2011年等

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 201410

2014/11/4 下午4:26

文化資產保存
運動與社會

老屋欣力地圖（古都基金會製作提供）

多次修法，保存標的從最初五類擴充至七類九種
（註4），對無形資產的重視也日益提升。
然而台灣長期以來政治孤立，和聯合國教
科文等國際組織運作脫節，復因偏重經濟發展，
忽視社會文化教育，三十餘年來文化資產保存事
業，雖漸有進展，卻仍與先進國家的世界遺產及
歷史城市保存之經營成就，存在著明顯落差。
就歷史城市的永續經營策略而論，文化保
存雖已成為21世紀國際間所重視的主流價值，然
而台灣從中央到縣市政府，仍未能跟上先進國家

歷史城市缺乏有效保存機制的雜亂都市景觀—臺南市北區
2008年（攝攝影╱張玉璜）

腳步制定合宜的系統性城市保存政策，許多珍貴
的歷史空間與文化資源，在現代化開發壓力下不

表達形式，喚起民眾重新認識、重視這座古老

斷消失，城鄉特色與風貌日趨平庸。長久以來侷

城市不起眼的歷史角落中所蘊含精彩的人、事、

限於古蹟或歷史建築的「有限空間標的」之保存

物，從而開啟了臺南報導文學新形態的產生（註

作為，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普遍通用的「政績化妝

7）。

術」，而非量身定作且願景清晰的「城市經營
術」。

編採出版《路克米》過程中，古都基金會持
續累積豐富的在地行腳和訪察經驗，發現當時府

2006年，古都基金會秉持立會宗旨（註5），

城在公部門帶頭拆除老屋的大環境下，歷史空間

創辦發行《路克米》獨立雜誌（註6），藉由持續

消失速度明顯加劇（註8），舊市區的街道紋理

深入走訪府城大街小巷的過程，「觀察、發現、

持續遭到破壞。基於NGO關心家園永續發展的職

報導」在地生活文化之美好，用影像輔以文字的

責，古都基金會乃決定應該有所作為；經過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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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夥伴加入此項公益社會運動之宣導推廣。兩
年之間，府城老屋改造活化案件不僅呈倍數增
長，單純的經營業種有了多樣化發展，經營者也
由中壯年轉以年輕人為主；老屋開始受到關注，
閒置與拆除個案減少，外地旅客也紛紛湧入臺南
參訪老屋、古街，體驗歷史空間悠雅慢活的生活
氛圍。
全然民間自發、沒有政府參與，「老屋欣
力」短時間內就達成彰顯老屋價值、認同臺南生
路克米第10期—水果時代（古都基金會提供）

活的初步目標，古都基金會運用了下列五項策
略：
一、堅持民間發起與主導，以文化教育為優
先，採公益無償方式推廣。
二、以鼓吹民眾自發關心老屋為主要訴求，
營造易於參與、無所不在的城鄉文化發展平台。
三、建立評估篩選機制，推薦相對優質的改
造活化案例，以美和感動體驗為號召。
四、建構七項價值指標，鼓吹老屋多元文化
內涵。
五、串聯老屋欣力據點形成網路，籌辦各類

路克米第21期—2010年老屋欣力專輯（古都基金會提供）

文化活動，擴大民眾參與度和社會影響力。
這場「常民生活場域的文藝復興運動」，雖

評估思考，放棄既往所採行之遊說、陳情或抗爭

源自於NGO對臺南老屋頻遭拆毀的反思與正面

等難以有效影響現有政策徹底轉變的方式，改以

關懷，但是建築保存或經濟發展，並非其終極目

提出老屋保存活化的正面成功案例，鼓吹民眾多

的，在地美好生活文化的傳承與優質歷史環境的

加接觸，進而爭取社會普遍認同，為這座歷史城

營造，才是「老屋欣力」所欲成就的本意。基於

市和成千上萬棟的老屋發聲（註9）。

上述觀點，古都基金會所認同的優質老屋再造案
例，具備如下三項基本特質：

定位—常民生活場域的文藝復興運動
2008年時值新春之際，第一屆「老屋欣力」

一、重視歷史文化的保存整修作為：以先進
國家所強調的「真實性」為依歸，做合宜適性的

系列活動開跑，以「常民生活場域的文藝復興運

空間整理，不必然如同對待古蹟般需要投入嚴謹

動」作為口號，古都基金會串聯19處經評估篩選

修復，更反對過度更新、擴建而全然破壞老屋的

的臺南民間老屋優質活化經營案例，建構民眾參

歷史脈絡與文化特色，或為了追逐懷舊風潮、迎

訪體驗機制，大力宣揚老屋和臺南的美好；2010

合市場而刻意仿古造假。

年持續舉辦第二屆「老屋欣力」，又再募集22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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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繼老屋美學和文化成就並加發揚：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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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對傳統手工藝以及在地文化的認同，堅持美學
無所不在的精神，提供高水準的服務品質，以具
體行動支持、推廣藝術文化，而能成為城市總體
文化傳承和再造的一環。
三、回歸生活、友善社區的活化經營態度：
積極融入社區，成為在地民眾的日常生活據點。
不過度強調商業利益或淪為單純服務外來遊客的
觀光景點，以避免對在地既有之社群、文化、環
境，帶來難以負荷的衝擊。

挑戰—商業利益的介入與衝擊
2011年之後，臺南老屋知名度大開，市政府
以低廉房價為主要號召，定期在臺北市舉辦活動
廣為宣傳，積極鼓吹外地民眾移居臺南、購置房
產（註10）。嗅到商機的各地投資客眼見有利可
圖，紛紛搶購老屋開設民宿、餐廳、咖啡館，且
多以懷舊為賣點競相逐利，甚至違法經營、過度
改造，欠缺尊重和融入在地的企圖心，老屋活化
數量雖持續成長，卻少見符應「老屋欣力」三項

老屋欣力七大指標（古都基金會提供）

特質的個案出現。
其後又逢政府打房政策失當，熱錢大量湧出
臺北，流向中南部相對低廉的房市，導致臺南總
體房地產節節上漲，出現囤積老屋、待價而沽等

奉茶茶坊—2008年老屋欣力 （ 古都基金會提供）

炒作現象，從而提高了受薪階級租購老屋的困難
度，對懷抱理想的有心人形成一道難以跨越的經
營門檻。
有鑒於商業利益過度介入老屋市場所造成的
負面衝擊，為了引導社會大眾理解老屋和歷史城
市的親密關係，以及其應該被賦予的文化承載、
傳布功能，2012年古都基金會決定暫緩辦理第三
屆「老屋欣力」個案認證，改以籌劃「欣府城、
好生活」活動，效法歐美藝術節開放參與形式，
整合28處老屋作為平台，區分「閱街道」、「享
空間」、「賞家具」、「品器物」四大主題，規
劃55項好生活展覽，期待能普遍提升老屋的社會

2012年「欣府城、好生活」展場導覽地圖（古都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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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成為一座國際知名的偉大歷史城市。
然而，就在老屋逐漸由垃圾轉變為黃金的當
下，因合宜政策仍未見到位，府城街區的傳統文
化風貌卻正快速流失，臺南永續經營所面臨的下
一階段挑戰才正要開始。面對未來，民間組織當
持續加強社會教育與觀念宣導，而政府更應責無
旁貸地積極改革並落實下列重要作為：
一、城市保存應法制完備：效法歐美日本的
歷史城市保存體制，徹底檢討都市計畫並制定景
觀管制、歷史空間保存的相關地方單行法規，積
極引導管制舊市區土地開發和營建作為，強化文
草祭二手書店—2010年老屋欣力 （古都基金
會提供）

服務功能，使歷史空間活化的內涵與品質，能正
面支持歷史城市的永續發展。

化資源的保護以及在地文化風貌之維護，展現落
實城市保存之真正決心。
二、鼓勵民間自主保存並積極從旁協助：老
屋多屬私產，數量又龐大，活化政策必須顛覆既

近年因老屋投資客激增、房價持續上揚，導

往操作模式於個案投入大量工程經費，宜改採小

致年輕人參與經營比例回降、業種多樣化發展趨

額獎補助、租金補貼等方式，給予合宜、廣泛支

緩、純商業和觀光設施激增、違法民宿一窩蜂開

持，以減少政府負擔，鼓勵更多民眾主動參與老

設，甚至出現既有經營者因租金高漲難以為繼之

屋改造活化事業，使達事半功倍效益。

情況。更有建商看準這波「瘋臺南」商機，大肆

三、分散老屋活化據點避免房市及商業炒

搜購市中心及週邊土地，計畫拆除老屋改建公寓

作：不以「重要老街」、「歷史街區」等方式集

豪宅，都市的歷史紋理正面臨大規模變化。府城

體指認、改造、獎補助常民老屋，避免因密集的

老屋和古巷的原有慢活氛圍，逐漸為觀光化、商

老屋群成為利於商業炒作之標的，最終淪為觀光

業化洪流所侵擾，引起了在地關心城市文化保育

樣板地區或市街，造成歷史文化與在地生活感的

發展人士的集體擔憂。

失落。
四、關照文化和生活優先於觀光發展：近年

願景—培育三百欣力老屋，建構偉大歷

公部門以推銷城市觀光為名，不斷收割、消費民

史城市

間辛苦經營的「老屋欣力」成果，忽略對外來遊

古都基金會所揭櫫的「老屋欣力」願景，

客的教育和啟發責任，對在地文化和生活環境所

是期待2025年臺南建城三百週年時，這座號稱臺

面臨的衝突也未予重視或嘗試改善，淪入一味追

灣文化首府的歷史城市，因著民眾的集體參與和

求量化業績的迷思，本末倒置的觀念必須翻轉，

文化意識的全面提升，能有三百處優質「老屋欣

方能減少對台南文化永續發展的負面牽制。

力」據點散布於大街小巷當中，和住民日常需求

臺南，在非營利NGO古都基金會結合民間夥

緊密結合，形成無所不在的美麗社區風景，使在

伴開創出「老屋欣力」的新局勢之後，如何能持

地美好生活得以處處發生。屆時，府城臺南自然

續獲得向上發展能量，保有其文化特色並妥加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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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維和推展力量，於府城台南創設財團法人古都保

偉大歷史城市，著實考驗著政府和社會大眾的智

存再生文教基金會，以「致力於空間文化資產之保護

慧和決心。

利用及人為環境品質的改善提昇，藉以促進社會人文

運動與社會

創傳揚，以成就一座代表臺灣、聞名世界的當代

素質與人際關係之良性發展，共創明日美好的空間環

註釋：
1.「老屋欣力」名單，詳見古都基金會網站
http://www.oldhouse.org.tw/play_00.asp，2014年8月。
2.依據時間先後，各縣市政府所推展與老屋有關
的計畫和法規主要整理如下：2011年「勝利新村、崇
仁眷村歷史建築經營管理標租案」（B區），屏東縣
政府主辦。2012年「URS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推動計畫」，臺北市政府都市更
新處主辦。2012年「老屋新生大獎」，臺北市政府都
市更新處主辦。2012年《臺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自治條
例》，臺南市政府發布。2013年「臺南市歷史老屋補
助計畫」，臺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 2013年「老房子
文化運動」，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2014年「舊屋
力-老屋補助計畫」，嘉義市政府文化局主辦。2014年
「台東廢墟學院」，台東縣文化處主辦。2014年「勝
利新村、崇仁眷村活化案」（A、C區），屏東縣政府
主辦。2014年「摘星青年、築夢臺中」計畫，台中市
政府主辦。
3.根據黃俊銘1996年《日據時期臺灣文化資產研
究與保存史料彙編–以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相關文獻
為主（文獻彙編部分）》一書之研究，台灣法制化保
存文化資產的歷史，發軔日治時期大正年間，總督府
於1922年12月29日，以敕令第521號公佈〈日本法令第
44號行政諸法在臺施行令〉（即「史蹟名勝天然紀念
物保存法在台施行令」）；然戰後國民政府並未延續
文化保存施政，導致許多日治時期列入保存名單之標
的，遭受不當拆除、整修、改建、遷移。
4.1982年文資法初公佈時，第三條所規定之文
化資產種類，包括：「古物」、「古蹟」、「民族藝
術」、「民俗及有關文物」、「自然文化景觀」等共五
類，2005年修訂為七類九種，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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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99年，一群關心歷史城市永續發展的學者和

境」為立會宗旨，藉由NGO角色投入臺灣文化保存事
業，以彌補政府和學界的不足。從保存教育觀念推廣
以及在地文化資源調查開始，多年來，古都一步一腳
印持續建立基礎資料，並找尋可行的保存再生策略和
方法。詳古都基金會網站「古都故事 - 會務簡介」，
ww.fhccr.org.tw/story-2.htm，2014年8月。
6.至2014年8月，《路克米》含試刊4期、正式
出版29期，總共已發行33期，各期內容可參閱http://
www.oldhouse.org.tw/learn_07.asp，2014年8月。
7.《路克米》2006年發刊之後，許多臺南在地雜
誌受到影響，開始重視常民生活的報導呈現，其中
包括《王城氣度》、《E代府城》、《臺南觀光》、
《Made in Tainan 美印臺南》、《Seety新城視》、《透
南風》等。
8.大約從世紀交替前後開始，公部門於臺南舊市
區所推動的各項公共建設和土地標售業務，拆除了
大量蘊含歷史文化價值的公有老屋，如：安平台鹽
宿舍、水交社眷村、刑務所官舍群等；而改善都市景
觀的各種專案計畫，如「見糟拆招」、「拆牆記」、
「好望角」，以及為了消除登革熱所執行的環境整頓
工作，在執行單位缺乏城市保存的意識之下，竟也成
為變相鼓勵拆除私有老屋的背後推手。根據古都非正
式統計，當時台南舊市區每年可能有百棟以上老屋遭
到夷平，即使號稱台灣第一街的民權路二段沿街，以
及國定古蹟群聚的赤崁樓、大天后宮附近歷史街區內
的老屋，也難以倖免。
9.累積多年的府城行腳以及基礎研究經驗，古都
基金會估計在改制直轄市之前，原臺南市六個行政區
範圍內，超過四十年的老屋數量，當有萬棟以上。而
1970年代以前的建築物，因房地產炒作尚不普及，商
品化「販厝」少見，營建品質普遍在水準以上，和當
代新建築比較，較具有工藝美學特色，是為古都所定
義，值得保存活化的「老屋」。
10.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從2011年起，連續三
年在臺北舉辦「宜居移居-房地產既就業博覽會」。

專業人士，有感於文資法和體制之侷限，為了建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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