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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成功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副院長
          兼都市計劃學系專任教授   

孔憲法
談  城市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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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感謝孔副院長願意接受本期中華技術

的專訪，首先請教您對國內外城鄉之

美、城市美學的看法？

答：

城市美學的闡述

　　「美」這種東西基本上是沒有標準答案

的。德國的哲學家在十八、九世紀之間界定

「美學」是一種探討「美的感受」的研究領

壹、前言

　　孔副院長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並獲得泰國亞洲理工學院都市及區域計劃碩

士及英國劍橋大學地理學博士，曾任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主任、文建會遺址審議委員會

委員、科學園區工業管理局作業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現任國立成功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副院

長兼都市計劃學系專任教授。

    孔副院長有感於未來因應整個城市發展需求所面臨的複雜課題，須具備創意解決方式及資訊

科技應用的能力，因此非常重視規劃設計學院人才養成教育的各個環結，包括透過國際學術交

流及專題規劃工作坊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並與政府部門、業界保持良好的專業互動，期使培

養出來的學生能縮短進入實務領域的銜接期程。

    孔副院長擁有豐富的學養，侃侃而談都市規劃多元專業與教育整合推動的理念，對於國土規

劃與城市美學有獨道的見解，面對現今充斥著多元資訊、智慧化趨勢及環境保護訴求上，提出

不同而具價值的觀點。

訪成功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副院長
          兼都市計劃學系專任教授   

孔憲法
談  城市美學

域。關於美的探討，有些人認為美的東西都是

可以解釋的、理性的，甚至是量化的、有科學

規律的；所以特別是西方在文藝復興以後很多

美感分析，最有名的就是黃金比例。另外，也

有很多人則堅持美是感性的，很難用現有的科

學完整解釋，有些甚至可能根本沒有什麼規

律。

　　在城市美學中，很多的探討都集中在各國

的都城。大部分的國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

強調的都是「秩序」之美，像是利用敬畏或象

徵天地力量而建構的城市規整布局，文藝復興

時代西歐都城建構在視覺規則上的城市之美。

但是，過度強化的秩序往往也是一般人民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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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儀典性功能，並突顯領導者威儀；強調高

大、壯麗、堅固之美，聚焦於少數紀念性、象

徵性建築。在現存的歷史都城裡面，特別是中

國的北京，這種神聖的特性非常明顯，帶給人

壯麗、崇敬的感受。要塑造壯麗、崇敬的美

感，超越常規的尺度，就變得很重要。西亞兩

河流域的蘇美文明建立了烏爾城，這座最早都

市，以金字塔狀的神廟為中心，頂端高約30

公尺，在四千多年前的地平線上，遠遠超過任

何自然景物。二千年前的羅馬競技場、輸水道

等剛健巨大的工程，也超乎當代其他歐洲文

明想像。同樣的，中古時代的歐洲主教城市，

所在。巴黎以其城市之美與浪漫聞名，但為什

麼巴黎也是西方誕生民主大革命的地方？或許

是因為巴黎代表的是絕對專制的、秩序的美；

其城市的格局來自於絕對的、君主專制的需

求，從文藝復興到巴洛克時期，一直追求「秩

序的美」的積累。為了開闢紀念性廣場、儀典

性大道、統一街面建築風格等等，耗竭公共財

力、讓人民付出各種高昂代價，剝奪了人民自

主創作生活空間的機會。然而，巴黎也聚集了

大量的愛好自由、創新的藝術家、文學家、思

想家；以及受到君主、貴族、富豪集權壓榨的

平民。追求集權與自由解放兩種相對力量之間

的巨大激盪。對比於強調人為秩序的都城，很

多人就會懷念歐洲中古世紀的小城，順應地形

變化、利用當地建材、逐步調整功能、罕有人

為軸線，因此步移景異、處處驚訝，但渾成一

體；特別是對城市居民而言，沒有強大的規律

與秩序束縛，別具羅曼蒂克的美。所以，大城

小鎮，各有其魅力，不同的人也各有觀點，猶

如情人眼裡出西施，沒有「絕對的美」這種

事。但城市美學也不僅是這樣二元對立的。

　　就城市的本質而言，城市代表了人類社

會所追求的、先進的理想。在只有小部分人類

居住在城市的時代裡，城市居民是以社會的領

導精英階層為主，大部分城市的空間布局以皇

宮、神廟為核心，輔以其他具備統治功能的構

築物；它們彼此搭配以便於維持統治的秩序，

 (左1)孔憲法副院長                                                                                                                                (右3)廖學瑞副總經理  (右2)劉國慶協理  (右1)范聖堂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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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革命帶動都市化之後，城市居民不

斷增加。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成為全球第一個

過半人口居住在都市的國家；二十世紀中葉以

前，歐美工業化國家與日本先後跨過同樣的都

市化門檻；2008年，聯合國統計顯示全球超

過一半人口住在都市。城鄉人口的量變，也造

成城市美學的質變。1909年都市規劃在英國

利物浦大學成為專門學科，一九六零年代都市

設計在美國成為專門學程。城市之美也成為都

市規劃、都市設計的探討主題。Kevin Lynch稍

早於1960年出版的「都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城市設

 (左1)孔憲法副院長                                                                                                                                (右3)廖學瑞副總經理  (右2)劉國慶協理  (右1)范聖堂副理

主教大教堂聳立於主要道路交會的廣場上，它

的高度睥睨城裡其他任何教堂或建築。此後，

工業城鎮彼此較量煙囪高度，現代大城市較量

商辦大樓，都反映這種位置、尺度塑造的秩序

與美感。連在台灣鄉村裡的廟宇比較的是誰建

得比較大座。所以，這似乎是人類社會普遍性

的、一脈相承的一種美感；它也是相對於每個

時代，特殊的建築所具有的意義，包含精神、

工藝、社會、經濟象徵等，以它做為代表，它

是當代的凡人所無法企及的、所不能夠擁有的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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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書，它試圖以一般市民的認知，來解析城

市空間結構的元素，城市如果由這些基本元素

形成清楚的空間結構，就能提供熟悉感、安全

感，讓人在城市裡面自由移動，進一步享受更

高層次的美感。這樣的城市美學不再只有崇高

美麗的標誌性建築，也涉及城市其他各種空間

元素，以及不同人群對城市認知的多元觀點。

Lynch持續把城市美學的探討擴展到視覺以外

的其他感官、以及時間跟歷史因素。這方面在

前者有同時期的景觀建築學者Lawrence Halprin

的著作相呼應。而來自景觀建築領域影響重大

的學者更不能忽略Ian McHarg及其Design with 

Nature，透過系統性的逐層分析大地屬性，把

城鄉的自然基底與社經要素整合於規劃與設計

之中，也為地理資訊系統在規劃上的應用開

啟先河。到了一九七零年代中期，Christopher 

Alexander以A Pattern Language與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等書闡釋了空間形式、品質與

時間。大致上在一九八零年代初期，現代城

市美學的幾支主要論述觀點在建築、景觀建

築、都市規劃、都市設計等領域建立。Kevin 

Lynch的綜合論述大致反映在他1981年出版

的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而Christopher 

Alexander則在本世紀初發表了The Nature of 

Order四冊鉅著。在蓬勃發展半個世紀之後，

城市美學脫離了統治階層、專業設計師、建築

造型、人為排序的幾個專斷美感論述與作為，

城市之美也需要考慮一般大眾認知、偏好、參

與、空間功能、自然元素、時間積累等等。這

些符合多元、民主社會的基本運作邏輯；然

而，美或不美，似乎不再有簡單的權威答案。

問：對於國內工業園區及科學園區規劃實

務的看法？

答：

臺灣產業環境規劃實務的挑戰

　　對於臺灣工業園區跟科學園區的開發，

我個人持肯定的態度，而這裡頭也有台灣世曦

的專業貢獻。有一些研究臺灣發展的學者、著

作，從批判的角度討論這些是依賴型發展的

一部分，我個人認為應該從正面來看，在全球

化的過程裡面，並沒有所謂非依賴型的發展；

大家都是互依的，重點在於部分依賴他人，

同時要開拓能夠自主的部分。過去臺灣的工

業區發展整體上是非常實際的，最初就是因

為民國四十年代經濟仰賴農業部門，初期農業

發展成功導致勞力成本上升，影響競爭力，加

上八七水災等因素，為了配合經濟發展跟產業

升級的需要，才在民國四十九年開始訂定工業

化政策，建設工業區。為了更加吸引投資，參

考香港、漢堡等自由港經驗，在民國五十五

年起開發建設世界第一個加工出口區(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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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法國赫赫有名的第一座科學園區反而有許

多負面評價。臺灣社會往往認為西洋月亮圓，

這正是一個反證。不過，一般人關注的焦點都

在政府政策、園區運作、產業成長等角度；很

少人注意提供園區規劃服務、工程設計施工的

專業貢獻。這也是我覺得應該珍視台灣世曦參

與國內工業區到科學園區開發建設的經驗，是

一個有意義的研究題材。

　　從那時開始，臺灣的工業園區與科學園

區的開發，開始進入另一個階段，從原來的供

給面導向、配合需求而做，變成是地方發展集

團的一個開發工具。所有規劃師因此要面臨非

常困難的專業能力跟良知的交戰。就產業面及

都市計畫或區域經濟的角度而言，行業在空間

聚集是城市活動跨文化而且普遍的經驗，二十

世紀開始比較持續發展有關的學理，對於產業

聚集並沒有探討到現在這麼全面與細緻；似乎

也沒有成為指導工業區的規劃設計的普遍性依

據。如果不算個別企業建立的工廠鎮，1894

年英國曼徹斯特郊外的Trafford Park 被視作世

界一個規劃建立的工業區，以此角度，無論是

歐美或是臺灣所做的工業區，最初就是提供土

地、某些設施、管理服務，以集中化的工業地

產吸引廠商按照地產開發設想的規則發展。這

一點大致也反映在民國49年的「獎勵投資條

例」中。但是在工業區裡的產業之間到底有什

麼關係？它們在一起的附加價值是甚麼？這些

processing zone)，這項創舉也成為開發中國家

一種工業化的典範。李國鼎等人非常注意這些

早期工業政策與效果，因此加工出口區才營運

二年左右，就意識到加工區雖然達到了就業、

引資等目的，但是並沒有引進所希望的技術。

因此，李國鼎1968年在美國演講就表達了經

濟部有意發展研究園區(research park)。這種想

法在當時並未獲得足夠支持，但是在孫運璿主

政階段，整併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實際上就

是完成了研究園區概念的一個核心部分。直到

完成十大建設階段，蔣經國總統同意，開始籌

劃建設新竹科學園區，於民國六十九年正式營

運。剛開始營運的幾年，臺灣社會普遍並不看

好，我所知道的主流媒體不時消遣科學園區，

要等到若干園區廠商做出了一些成績，例如大

王電子的耶誕卡音樂晶片、全友電子的掃描

器、羅技電子的滑鼠等，而民國七十六年台積

電成立時期，新竹科學園區逐漸受到肯定。當

時適逢臺灣第一次都市計劃公共設施保留地取

得問題，政府釋出非常多的錢去買公共設施保

留地，游資推升台灣股市到歷史高峰，園區許

多廠商受到大量資金挹注，園區的繁榮也轉變

先前社會觀感，大家開始不罵科學園區，甚至

許多地方都爭著想做科學園區。1994年都市及

區域規劃領域的兩位世界級學者Manuel Castells

與Peter Hall考察比較全球著名科學園區之後，

出版了「全球科學城」(Technopoles of the 

World)一書，給了新竹科學園區相當正面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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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需要與相關學理逐漸互動深化，也是在高

度講究理性投資與重視計畫審議的今天，經常

受到關注的。

　　承前述，以「獎勵投資條例」來看，臺

灣工業化政策開展初期，是以政府鼓勵促進工

業用地的供給為主，來吸引投資。對於工業生

產的外部性，似乎沒有特別注意。民國五十九

年，經濟部成立工業局，在工業局組織條例

中，是有明訂其任務包含防止工業污染。但是

一個單位本職在發展產業，又要防止汙染，是

一件很矛盾的事情。而且在環保專責單位成立

以前，廠商在集中設置的工業區以外產生汙

染，工業局管理能力有限，造成在工業區外與

工業區內發展成本差異，甚至也是部分工業區

開發使用比率偏低的部分原因，幾乎是一個長

期的、無解的問題。另外，臺灣不斷地需要靠

經濟發展來維持在世界上的重要性，而新科技

的衝擊不斷，也構成工業區管理者與空間規劃

者的持續挑戰。

　　學工程的都知道，工程是有壽命的。臺

灣這麼多透過專業規劃建設的產業園區、以及

不按法令發展的工業集結地區，是我們經歷快

速工業化並進入轉型升級階段將面臨的一大挑

戰。有些早期工業區解編了，但解編工業區不

是單純的事情。我想各位已經面臨過這樣的案

例，任何一個工廠不再從事製造業時，廠房與

基地的未來如何？在都市計畫體系就是土地使

用變更的問題？包括使用類別、容積率、建蔽

率等是否改變的問題，還可能涉及變更用途的

回饋比例問題。除此之外，基地本身或是周邊

鄰地等區域是否遭到什麼樣的汙染？將來的責

任是誰的？都需再三檢核、考量。因為我們過

去知道的有限，所以，我覺得工業園區或科學

園區解編與轉型的規劃是目前將面臨的很大挑

戰。

問：城市規劃師所應扮演的角色？

學術與實務的對話

答：城市規劃師所扮演的角色是個大哉問。城

市規劃專業相對於土木、結構、水利等較無法

明確界定。

　　城市規劃專業相對較新，如果從1909年

開始計算，雖已超過百年，但無論在理論或實

務上，仍有許多新挑戰和機遇。以城市美學的

角度，在1950-1960年代誕生的諸多學說，其

實也反映了都市質量的劇變，造就都市設計的

興起。但是直到今天，到底什麼是都市規劃、

什麼是都市設計，都市設計跟建築設計、管理

的介面等方面都還有許多複雜關係需要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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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規劃專業於1960年代在美國蓬勃發

展，且不像傳統工程學科有固定的分科、體系

與架構，這就顯現出城市規劃專業的複雜性且

面臨制度問題。除了城市美學之外，環境保

育、防災、都市治理等等新議題不斷加入，近

年歐洲甚至更常用空間規劃一詞，來凸顯其跨

領域、跨空間尺度的特質。從這個專業不斷需

要因應城鄉變化需求而修整範疇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規劃師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一個現存制

度的整合型使用者及制度創新的提供者。

問：所以城市規劃專業如何引導政府建立

制度就相對重要。要導引政府建立制

度，現有制度多訴諸民意代表，規劃

師如何扮演溝通角色就是一個複雜課

題。

答：從這個觀點出發，溝通能力在城市規劃師

的訓練裡占據了相當重要部分，對法律體系的

基本認知也應該是培養重點。溝通需奠基在法

學素養的基礎之上，才有可能跟立法、政治、

公共行政等專業良好互動。

　　另外，隨著電腦科技進步，對於空間現況

的分析掌握，以及未來狀態的模擬，在城市規

劃專業能力上將更顯重要。過去所採用的空間

計量模型過於抽象，難以有效具體模擬實際空

間，但現在有機會使用巨量即時資料、搭配地

理資訊系統工具，在空間分析的技術上將有更

長足的進步。

問：近年來AR及VR的發展非常快速，城市

規劃師是否須培養這些專業？

答：是的，AR級VR技術具有非常高的空間模

擬潛力。城市規劃專業亦相當重視對於資訊科

技能力的培養，因為資訊科技除空間模擬之

外，在民主社會裡也具有協助資訊公開、協助

公民參與規劃的潛力。最近幾年像荷蘭開始有

一些成果受到全世界關注，荷蘭社會的傳統條

件有利於發展、推動互動式規劃及參與式規

劃。雖然這需要民主政治成熟度較高的社會體

系才較利於推廣，但這是一個不可忽略的趨

勢。

　　所以規劃師在這互動式規劃中需有能力充

分參與，且應扮演適當的角色。我國近年來國

土計畫法等制度變革中，對於規劃師的角色部

分尚未完全納入制度設計考量，相關的角色定

位、專業能力需求、對應制度等均尚待探討，

促使其趨於完備。這方面不僅是政府行政、立

法部門，也不僅是學術單位研究，更需要業界

的規劃師實務經驗投入，例如規劃師在其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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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的角色定位、專業需求、對應制度等均未

完備。

問：有關城市規劃，包括未來國土計畫是

不是需要城市規劃師簽證？

答：現在業界至少有兩種想法，其一是採用簽

證制度，其二是採用律師般的辯護制度，這兩

種制度設計方向不一樣，但對於規劃師所扮演

的角色已開始有討論。

　　至於規劃師所需具備的專業水準、專業方

向，其實在學界也面臨挑戰，主要源自於業界

及社會對於城市規劃的專業需求。解決方式包

括跟業界合作、並希冀未來所培養的專業能力

能與業界需求逐漸接近。

問：面對未來城市發展複雜議題的挑戰，

成大都市計劃系的城市規劃師應具

備能力的養成教育為何？老師於今年

升任規劃設計學院副院長，規劃設計

學院本身就包含都市計畫、建築、創

產所、工業設計，這樣的一個複合學

院，未來在因應整個城市發展需求上

所面臨的複雜課題，如何運用資訊科

技及提出創意解決方式，以及對於未

來規劃設計學院學生的期許，就都市

規劃所應扮演的角色，給我們一些指

導。

答：這幾年規劃設計學院都在做這件事，學院

已體認到外部需求的改變，這應算是工業化時

代技術升級的經濟社會中所面臨的問題，即原

本各自細分科系的專業，在整合上面臨很難跨

越的成本。

    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學校訓練出來的人才

要符合業界所用。業界所需要的人才一方面

需要非常專業，另一方面需要能夠具備整合能

力。

    科系專業整合與跨域也開始逐漸反映在教

育政策上。教育政策希望學院可以開設學院必

修課或學程。而如果有機會結合業界的話，希

望台灣世曦公司可以支援，結合業界來開設課

程及學程。

    專業養成是逐漸從小螺絲釘，累積不同的

東西、不同的面向後，開始從這個專業去介接

到別的專業，漸漸成為管理階層，然後知道的

東西就越來越多，所以是這樣一步步走上來。

    都市計畫領域其實就是整合型的專業，一

開始就是針對一個系統，而不是一個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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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城市規劃師的養成很早就會接觸不同部門

的人，而且會接觸不同專業者、民眾，政治人

物等。所以這個過程始終以養成整合者為主

要內容，而在行政官僚體系亦容易成為管理階

層。

    我們了解業界希望規劃系學生在大學階段

就具備複雜整合能力，進入社會能夠迅速上

手。然而，在學校裡面並不容易提供如同外界

的真實環境，特別是臺灣教育體制長期以來並

不支持專任教師開業，近二十年來更重視學術

期刊研究論文發表，影響兼任教師數量，所以

現在大學教育距離職場需求能力似乎更遠了。

目前在策略上，規劃設計科系普遍希望能透

過學生到業界、公司實習，或是透過不同的

workshop，到更真實的環境裡，而不是在學校

實習課的模擬要求裡去學習。

    校外的業界實習跟workshop兩個方法各有

侷限。workshop通常時間很短，所以面向不能

夠太寬、深度比較有限，而且通常必須有針對

性的先行準備基本資料。但是題目類型彈性很

大，可以較低成本跨國學習，刺激學生培養全

球移動能力。另一種就是到業界實習，通常就

是進入真實職場環境跟著做。可是現在面臨一

個問題，目前許多大學規定最低校外實習時間

只有1個月，很少有公司能夠在這麼短的時期

訓練新兵，可能連新兵訓練尚未完成，實習期

間已經結束。這樣的操作僅僅增加企業的成

本，而效益不大，變成企業、學生、教育三

輸。

問：台灣世曦公司為工程顧問界的龍頭，

具有悠久歷史及實績豐富，更擁有跨

世代的專業人員，為整個臺灣國家建

設努力打拼。因此，經驗的傳承是非

常關鍵的議題。也就是讓50、60歲

的資深的工程師，將專業經驗傳承給

20、30歲的年輕工程師，以永續台灣

世曦所扮演的專業角色，呼應今天城

市美學專題，為城市居民尋求一個最

好的環境與生活秩序。

答：

工程專業實務傳承

　　資深工程師入行時應該是比較幸福的年

代，因為建設目標明確，專業分工精細。在起

步階段，可以學習的對象很多，而且建設目標

干擾因素少，都可明確達成。現在所面臨的挑

戰越來越嚴峻，需要更多專業的整合與溝通協

調，未來的方向也比較不明確，大家會比較迷

網，這就要靠年青的一輩共同來努力。

　　專業整合可依自身本職學能與工作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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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慢慢接觸各領域的專業，逐步學著去做

整合者。整合者不是執行個人意志，是要懂得

去聽大家的想法、看法，體驗他人的感受，並

採納值得學習的部分。不要做一個專業的偏見

者，而是溝通者。

後記

　　臺灣積累了相當多專業經驗，但是因為產

業成長與社會變遷得非常快，如何讓台灣世曦

公司於業界蓄積的專業能量及經驗，更加發光

發熱相當重要。成功大學與台灣世曦公司的長

期合作，由老師們跟年輕的學生一起配合，就

各別專題跟台灣世曦公司做密集的經驗與技術

交流，重新淬煉過後成就屬於臺灣獨特的專業

知識與智慧。感謝孔副院長對於台灣世曦公司

多年來的指導及期許，期盼多元專業整合與傳

承，能繼續在雙方的努力下，開創屬於臺灣在

地工程專業值得驕傲的新格局與新視野。

 (左1)林辰如工程師 (左2)劉國慶協理 (左3)孔憲法副院長 (右3)廖學瑞副總經理 (右2)范聖堂副理 (右1)張守剛正工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