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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之美─
英國的理想與實踐
The Beauty of Town and Country-
British Ideals and Practice

摘    要

關鍵字(Key Words)： 城鎮保存(Urban conservation)、場所精神(Genius loci)、市民公園(Civic park)、

工廠鎮(Company town)、田園城市(Garden city)

　　英國是個饒富古意與綠意之美的地方。古意來自於尊重傳統，綠意則是努力實踐理想的結果。英國

開啟現代工業革命，也是全球第一個高度都市化的國家。英國因此而富強，但其城鎮環境與社會也飽受

工業化之惡。筆者曾經負笈劍橋，大學與學院的財力雄厚，積聚歷代巧築，城鎮猶如英國建築歷史博物

館；但是劍橋美質的精髓在於劍河，部分歸功於學院建築行為巧妙與河岸生態互動。工業革命之後，英

國社會體認其弊病，從各種角度提出改革城鎮環境的理想，並付諸實踐。主要包括由地方政府建設公

園，引入鄉野元素到工業城鎮裡頭，利物浦的Birkenhead公園首開先河；由慈善工業家利用企業力量，興

建優質工廠鎮提供良好居住環境給員工，例如Port Sunlight與Bournville。1898年霍華德提出田園城市理

想，結合城鄉優點、謀求地利共享，徹底解決工業污染與土地投機的工業都市問題，獲得廣泛支持。英

國民間組織因此先後建立了Letchworh與Welwyn兩個田園城市。田園城市的理想最後催生了英國政府為住

宅與城鄉規劃立法、大學設立城鄉規劃科系、以及形成城鄉規劃專業；在戰後更催生新市鎮政策與區域

規劃。英國社會關心的不僅是局部的視覺造作效果，而是從生活、生產、生態系統的健康布局取得城鄉

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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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之美─
英國的理想與實踐
The Beauty of Town and Country-
British Ideals and Practice

Abstract

The United Kingdom is a beautiful country with antiquity and greenery. The beauty of antiquity came from the respect to tradition, 
greenery may partly attributed to the dedicated realization of ideals. The United Kingdom opened up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ence also the fi rst highly urbanized country of the world. The industrialization gave it unrivaled strength and wealth, however, 
also seriously damaged the civil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of townships. This article started with an exceptionally beautiful city 
named Cambridge, but would then painted more on the ideals deriving from tackling industrial town issues and the resultant 
beauty for the whole country. Cambridge is one of the British cities renowned for its antiquity. Owing to the wealth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olleges and their nice buildings, Cambridge is almost an eco-museum of British architectural history; yet the essence 
of beauty in Cambridge lies at its “Back” – River Cam, where buildings of the colleges and ecology of the river banks have been 
constantly interacting. Since the era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British society had gradually realized its negative effects and has 
then evolved various improvement ideas. The main ideas touched in this article included: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parks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s the case of Birkenhead Park at Wirral, Liverpool; the provision of decent residence to employees through 
company towns, such as Port Sunlight and Bournville, by the philanthropic industrialists; and the garden city. Sir Ebenezer 
Howard published “garden city” idea in 1898. He tried to integrate the advantages of town and country, hence to provide a new 
environment that may solve the issue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prevent the unearned increment from land speculation and made 
land improvement benefits available to all. This idea soon gained wide support and pushed forwar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Garden City Association which eventually achieved in building  two garden cities – Letchworth and Welwyn. The garden city ideal 
eventually triggered great changes in the UK, including the Housing, Town and Country & co Act 1909, the Civic Design discipline 
in the univers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profession; and the new town policy and regional planning 
after the WWII. The British society concerns not only the visual esthetic effects of a single design, but the beauty of town and 
country as a whole from healthy and harmonious arrangement of living,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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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九九一年九月前往英國讀書。出了倫敦希斯洛國際機場，巴士很快

上了倫敦都會的外環道路M25高速公路，兩旁是寬闊的綠帶，幾乎看不到

建築物。然後轉入英國第一條高速公路M1前往牛津，在那兒會見朋友共

進午餐之後，才轉車前往劍橋大學報到。一路上山丘起伏，滿目蒼翠，田

間常有綠籬，牛羊成群。偶爾經過大小村鎮，都是低矮的一、兩層建築，

沒甚麼「現代」建築；村鎮道路一般不寬，沿街綠蔭花草不斷。在夕陽下

山後抵達劍橋，聖凱薩琳學院就在市中心，當夜被安排暫住學院本部的宿

舍；探頭望望院外市街，習慣了臺灣城市的明亮街燈，覺得劍橋的夜晚格

外昏暗。難以想像這是引領全球工業革命，並且在一百多年前就超過一半

人口住在都市裡，更是我這一代城鄉規劃學子心目中聖殿般的「先進國

家」。英國的第一天感受如此「鄉下」；而我，要來這裡學習都市計畫。

貳、劍橋

第二天早晨，初秋的陽光明亮、天空湛藍，映照著一街古老學院建

築，彷彿置身中世紀古堡。辦完手續，行政人員引著我拖著沉重的大行李

箱，骨碌骨碌的壓過石塊、石板班駁的路面，走了大約850公尺，到達近

郊的宿舍。這是十九世紀末年興建的連棟住宅，一層樓大半在地平面下，

我被分配在第三層樓，有點像是二樓半的高度，寬大的客廳對著南北向大

道，門前一塊沿街綠地與大道之間夾著小渠，跨過大道是一所著名的寄宿

中學，從客廳的bay window望出去，是層層的樹冠，偶爾框著燦爛的夕

陽。很快我就喜歡上這樣的環境。想想，從市中心往南走不到一公里，就

到了郊野景致的住宅區，而且從劍橋市中心往任何一個方向走，大約都是

如此；這樣的小城之美，不是很怡人嗎？

劍橋，是個人口略超過十萬的城鎮。它似乎有種奇特的魅力，吸引不

少騷人墨客，留下相當豐富的書寫。在中文世界也是如此，我這一代文青

們知道的康橋詩文是由徐志摩首開先河，然後有陳之藩的《劍河倒影》、

金耀基的《劍橋語絲》，以及趙國材的《劍河煙雨》等；近年還不斷有新

書問世。在〈吸煙與文化(牛津)〉一文中，徐志摩說：「我的眼是康橋教

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的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

的。」一九二八年徐志摩重遊劍橋，返抵國門前，在海上寫下〈再別康

橋〉，詩人真情和劍橋畫境就成為白話詩經典，半世紀後更被譜成校園民

歌傳唱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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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家的書寫跟現代城市規劃報告書方

式不同，但是在探尋城市魅力上，目標卻是一

致的，而且更直觀聚焦於地點的獨特性，近似

「場所精神」(genius loci)。許多建築專業者都

喜歡劍橋，欣賞它的城鎮尺度、學院建築的風

貌、保留了眾多的古建築，還有各代大師的作

品。劍橋，是座將近兩千年的古老聚落。西元

二、三世紀左右，羅馬人在今天劍橋所在地方

修築一座跨越劍河的橋，並在橋附近的高地上

建立了一處堡壘，至今仍稱作「堡丘」(Castle 

Hill)。但一直到十六世紀以前，這附近仍是英

格蘭最廣大的沼澤濕地，裡面星布些較高的緩

丘。小村鎮就在堡丘跨河的陸地上逐漸伸展，

橋頭附近有一座如今看來尺度謙卑的聖墓教堂

(The Church of Holy Sepulchre)，建於西元1130

年，是英國僅存的四座圓形教堂之一，見證千

圖1 劍橋大學知名建築空間 (孔憲法 攝)

三一學院門樓 Corpus Christi學院門廊透視中庭

國王學院中庭及教堂 三一學院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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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文學家們似乎特別鍾情於劍河。隨手翻閱

眾多的英文書籍，大概也可獲得一個印象--街鎮

「背後」(the Backs)的劍河才是終極魅力所在。

站在城鎮發展的角度，劍河比街市更能讓人看

見長時期以來自然地景與人為造作的互動，而

學院又在這裡頭扮演關鍵的角色。因為劍河穿

越城鎮的部分，河岸土地幾乎都是學院擁有

的。早先的村鎮大致沿著羅馬道路占據地形較

高的地方發展，晚於市街建立的大學各學院只

能逐漸落腳在市鎮邊緣靠河的地帶，可以想見

包括若干河岸溼地。劍橋沿河的各個學院對河

岸低地的態度，它們很少在河兩岸都連續建

築，通常總會留相當大的非建築空間；基本上

不像臺灣的大學總把建築物蓋滿到校地邊界。

相對而言，各學院靠市街的一面，比較沒有留

多少緩衝空間，就築起防衛性很強的建築；我

們一般總用劍橋大學與市民衝突的角度解釋

之。或者以前的建築工程技術不容易大規模克

年古城。西元1209年，劍橋大學設立，成為城

鎮發展的重要力量。作為英國最尊貴的兩所大

學之一，皇室與精英階層持續的挹注耕耘，使

劍橋累積豐富的文化資產。1959年英國皇家

古蹟與歷史建築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Ancient and Historical Monuments)的劍橋調查報

告登錄341處古蹟，包括史前、羅馬、大學、學

院、宗教、世俗建築與構造物，比牛津的293處

還多。光是這樣的文化資產種類、空間密度、

與時間跨度，劍橋就如同一座活的英國建築史

博物館，觸目皆是古意。但這些似乎只是劍橋

之美的一部分。

換個角度，如果不用現代建築學者拗口的

翻譯名詞「場所精神」，徐志摩在〈我所知道

的康橋〉裡說：「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上；

康河，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

陳之藩與趙國材在劍橋抒懷，書名也直用劍

春天的王后學院榆樹林下水仙 夏天的三一學院柳岸賞撐篙

秋天聖約翰沿河高牆展紅葉 冬天克萊爾學院三孔橋賞雪

圖2 劍橋大學四季風貌 (孔憲法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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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地形低窪的問題，因此，知道河川會氾濫，

所以除非必要，不會與水爭地蓋到河邊。另

一方面，靠河的一面原本不是各學院的正面，

是水陸運輸、運動、以及其他非儀典性活動所

在，空間安排上比較有彈性。總之，因為這種

種原因，人為建築比較順應地形，沿河就留下

比較完整的綠帶與多變的景致。

整體而言，劍橋的歷史人文、建築語

彙、城鄉景觀多元豐富。著名的城市規劃學者

Christopher Alexander出身於劍橋，拿了數學與

建築學位，其重要著作A Pattern Language 看得

到劍橋身影，Timeless Way of Building更像是這

種場域的積累。劍橋確實很美，但英國同學們

認為它不太能代表英國一般城鎮。除了歷史久

遠、學院建築不凡、河岸一些特殊園景之外，

甚至連人文氣息都不同。因為，作為一所世界

頂尖大學，平時空氣中飄著書卷氣，但它的學

生、甚至教授，相當高比例都是英國其他地方

與世界各國的精英。又因每年觀光客高達五、

六百萬，街頭看到的往往也不是本地人。因

此，要更廣泛的探詢英國一般城鄉之美，必須

跨出這美麗的中世紀大學城。

參、工業城鎮與市民公園

英國從羅馬帝國被納入歐洲文明世界，做

了一千多年的邊陲，直到工業革命，才給與它

強大的生產力，轉換經濟基礎，擺脫歐洲其他

列強競爭，成為唯我獨尊的日不落大英帝國。

創造這工業文明的，是勤奮的廠商利用當時的

新興科技與廉價勞動力，在英國各地集結成一

個個工業城鎮。新興的工業城鎮是英國國力的

驕傲，卻是勞工居民的煉獄。維多利亞時代名

作家狄更斯小說就是描述這樣的貧富懸殊的社

會底層，它也成為共產主義思想的溫床。1845

年恩格斯以他在曼徹斯特生活、考察所見為

基礎，出版了「英格蘭工人階級的景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揭露

了曼徹斯特老城區的勞工住區之擁擠、衰敗、

髒亂、醜陋，以及投機建商新蓋房舍規劃設計

的不合理、不健康。英格蘭西北部的曼徹斯

特、利物浦、伯明罕等城鎮是工業革命興起的

代表性大城，這些地方的居民平均壽命竟然比

同時期的鄉村居民少了大約15歲，說明工業城

鎮整體的問題非常嚴重。英國逐漸壯大的中產

階級日益關切社會差距與都市住宅問題，也產

生了幾種具有影響力的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想

法，是要把鄉村的優點帶進城市。實際做法大

約可分為敦促政府設立市鎮公園、慈善工業家

建立的工廠鎮、以及規劃發展田園城市。

政府設立市鎮公園首創於利物浦都會區。

十八、九世紀之交，利物浦因為跨大西洋海運

而興起，影響及於摩西河口地帶，聚集大量移

民與工商活動，十九世紀其財稅貢獻曾經超越

倫敦，居英國都市之首。1841年利物浦對岸的

威拉爾市(Wirral)政府獲得國會同意，動支地方

經費購地興建市鎮公園。市政府隨即分期購買

Birkenhead附近91公頃的沼澤低地，延聘知名

的園藝專家Joseph Paxton負責設計。1847年，

Birkenhead Park 完工開放，成為現代世界最早的

為公眾設置的園林。美國景觀建築之父Frederick 

Law Olmsted於1850年曾經到此參訪，並記錄所

見；1857年，美國紐約市利用315公頃土地建造

中央公園。1872年，利物浦市政府也興建Sefton 

Park，占地達152公頃。這些早期市鎮公園的

意義，在於體認工業化大城鎮居民需要鄉村與

自然元素改善期生活環境。對比占地約26公頃

的臺北大安森林公園，英國城鎮主要公園都是

在城鎮擴張的邊緣地帶優先購置較為廉價的土

地，因此規模大許多倍，能夠更「自然」的配

置景觀。然而公園典雅的大門之外，典型的工

業城鎮透天販厝成排成片，截然兩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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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這些員工住宅都是由利佛兄弟邀請不同

建築師設計的，室內面積不大，但建築各具特

色，帶有前庭後院，符合典型英國家庭的家

居需求。主要的軸線大道約400公尺長、60公

尺寬，端點是紀念堂、中間有紀念柱、兩旁植

樹，中軸線採下沉式設計，夏天開滿玫瑰等花

朵；兩側的住戶都可以直接享受到這些精心設

計的環境。

十九世紀英國國勢如日中天，許多產業的

龍頭就是世界的領導廠商，具有雄厚財力的實

業家只要有善待員工的信念，確實能在其事業

範圍內實踐理想，而他們也獲得慈善工業家的

令譽。New Lanark的廠主Robert Owen創立第一

所廠內照顧員工幼兒的設施，New Lanark如今已

經列名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

肆、慈善工業家的工廠鎮

遠在地方政府能夠採取有效的對策之前，

一些有遠見與社會責任的工業家，已經陸續在

採取行動，為改善員工待遇，為企業留住人

才，嘗試創造更好的工作與居住環境。最早期

的著名案例包括十八、九世紀之交位於蘇格蘭

的New Lanark棉紡工廠及其村鎮。我自己則曾

經兩、三度拜訪位於利物浦都會區域的陽光港

(Port sunlight)與伯明罕的Bournville。以陽光

港為例，1887年英國肥皂產業企業家利佛兄

弟(Lever Brothers)擴廠到利物浦對岸的威拉爾

(Wirral)，就在Birkenhead南方約3公里處。利

佛兄弟都是關心員工的企業家，因此，就在工

廠的鄰近購置大面積的土地，興建農莊式住

宅，給員工居住；並且在社區裡安排多種公共

世界第一個市民公園有座堂皇的大門 大門外面是工業城鎮的成排透天販厝

Birkenhead Park裡頭草樹蔥蘢 公園裡頭還有假山與水池造景

圖3 利物浦市鎮公園及公園外的工業城鎮景況 (孔憲法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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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nville是巧克力龍頭廠商Cadbury所建立，除

了早期的茶亭、公園、職業訓練所、公共澡堂

等；1900年成立信託基金，隨著住戶成長而增

加公共設施，如學校、醫院、博物館、與運動

場等，已經成長為超過400公頃的地產，住戶

超過兩萬。這樣由非政府組織提供高品質的住

居環境，其發展規模已經跨越好幾個地方行政

區，是我們很難想像的。而Port Sunlight則依然

維持在原有的規模，其中有數百棟建築物被地

方政府指認具有歷史價值，整個工廠鎮曾經被

提議納入英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建議名單。

伍、田園城市的理想與實踐

在二十世紀即將到臨之前，市鎮公園、

工廠鎮已經開始在英國、北美，以及歐洲擴張

影響；比較財力雄厚或具有淑世精神的地方政

府、成功企業家逐漸加入社會改革、環境優化

的活動。然而面對整體社會與環境議題，這些

努力比較像是從有限角度出發，或在有限地方

實踐。伯明罕的Bournville堪稱是工廠鎮裏頭規

模較大的案例，1900年土地範圍擴增到130公

頃，工廠鎮裏有三百餘棟住宅，隔鄰的伯明罕

人口約4萬；住在兼具鄉村寧適環境裡的工廠

員工肯定不到居民的百分之五。利物浦人口接

近七十萬，把Port Sunlight的工廠鎮人口，加上

Sefton 與Birkenhead兩個公園合理服務半徑的總

人口，應該也很難達到百分之十。慈善工業家

及其工廠鎮的努力非常令人敬佩，然而遠遠不

足以面對早期資本主義與工業化的城市問題。

十九世紀中葉，南北戰爭結束之後的美國

更加吸引歐洲移民。1871年，生長於倫敦麵包

師傅家庭的年輕速記員霍華德(Ebenezer Howard)

懷抱成為農夫的夢想踏上北美洲，農墾事業不

如預期，在芝加哥盤桓工作一段時間，1876年

回到英國，進入國會繼續從事議事紀錄等文職

工作。這是美國中西部快速開發與經濟擴張的

時期，芝加哥之後快速躍升為美國第二大城；

這也是英國大力改革城市生活環境的時期，逐

漸透過立法增加中央與地方政府管理公共衛生

的職能；整個社會瀰漫各種改革想法，百家爭

鳴。無論就生活經驗、國會工作內涵，以及本

身熱中於參加相關結社聽講，霍華德長期身處

於強烈的社會改革氛圍之中。

1898年，霍華德出版了他心目中改革社

會的完整方案「明日：邁向真正改革的一條和

平坦途」—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他在書中借用三支馬蹄型磁鐵來比喻

不同環境對人的吸引力，一支代表城鎮的優缺

點、另一支代表鄉村的優缺點，第三支集合城

鎮與鄉村的優點；人民有如在三支磁鐵圍成的

場域中央的鐵砂，則鐵砂會往何處移動？接

著，要如何創造兼具城鄉優點的環境？霍華德

提出了城鎮群系統、以及城鎮內部空間組織的

構想。在城鎮群的層次，中心城市與田園城市

各有適當的規模，並且在就業機會與居住空間

上達到自給自足，避免產生大量通勤交通。霍

華德也針對一個田園市鎮整體，及其中的基本

空間鄰里單元「華德」(ward)的空間結構加以設

想。十九世紀末葉，世界上沒有任何相關學門

曾經如此完整的發展如此跨越多種建設部門、

多層次城鄉空間組織的想法；霍華德的概念迅

速獲得英國及歐美社會的廣泛讚譽。霍華德另

外指出，惡劣城鎮環境與貧富不均的原因在於

土地投機，因此，發展田園城市必須採取土地

所有權共有制度，讓城鎮化的成果得以共享。

他並且具體建議市政組織型態、試算市政單位

投資公共建設經費、平時營運成本、地產回收

所得等等，可以平衡並獲利。這些具有社會正

義理想、以及非常務實的財務估算，似乎相對

較少獲得重視。1902年，在出版商建議下，

霍華德的書再版並改名為「明日田園城市」

(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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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Sunlight園林主軸的北段端景 Port Sunlight園林主軸的南段景觀

Port Sunlight的女子俱樂部 Port Sunlight園林主軸旁的員工住宅

圖4 陽光港肥皂產業設廠所建農莊式住宅及公共設施景況 (孔憲法 攝)

Port Sunlight員工住宅及前庭 Port Sunlight員工住宅及前庭

Port Sunlight員工住宅及前庭 Port Sunlight員工住宅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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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城市如果就是一本影響力很大的書，

只能稱作理想、概念；但是這本書所掀起的熱

潮迅即成為社會運動。1899年，田園城市協會

在英國成立。在為勞工階級提供住宅的理想與

投資者獲利的意圖間折衷下，1904年，第一座

田園城市在倫敦北方約50公里的Letchworth開

始規劃籌建。1919年，第二座田園城市Welwyn

在倫敦北方約35公里開始建設。兩座田園城市

都一直保持到今天，其城市環境之家，見證霍

華德理想的實踐。在劍橋讀書，往倫敦的火車

路線上，這兩座田園城市各有一站。Letchworth

因為距離倫敦較遠，早先也吸引到一些工廠設

立，具有較佳的獨立性；但是良好的環境從一

開始就超越中低收入勞工的支付能力，主要族

群仍是中產技術階層。

資料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Garden_city_movement

圖5 霍華德田園城市規劃概念

霍華德的城鄉環境三個磁鐵比喻 中心城市與田園城市系統

田園城市空間結構概念示意 田園城市的鄰里單位空間結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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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臺灣習慣想到的人為建築保存，其精髓尤

在於對自然地景的妥適利用。這是與歐陸文化

中心的法國精英階層相當不同的地方，或許也

是可以解釋為何法國以幾何式園林與城市配置

聞名，而英國卻以自然園林與中國古典園林對

接。工業革命位英國帶來了無與倫比的國力，

但工業城鎮卻讓英國成為反對資本主義、孕育

共產主義的溫床。城市貧民窟、公共衛生的慘

陸、英國人民與城鄉理想

城鄉是一個整體，無論物理環境意義的

城與鄉，還是社經意義的市民與鄉民社會。英

國的城鄉之美，一言以蔽之，城市鄉村化、鄉

村城市化；但重點似乎還在前者。本文簡單從

一個特殊的小城--劍橋大學城開始，說明英國

菁英階層對於傳統的重視與保存之認真；但不

Letchworth田園城市的火車站 Letchworth田園城市的購物中心

Letchworth田園城市的中心綠地 Letchworth田園城市的住宅區道路

圖6 Letchworth田園城市景況 (孔憲法 攝)

Letchworth田園城市的田園住宅 Letchworth田園城市的田園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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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最終喚起英國菁英階層的良知與廣泛的社會

運動，從擴增政府職能、公共衛生立法、興建

低收入住宅、闢建市民公園等角度切入；慈善

工業家由興建工廠鎮照顧自家勞工著手，引起

整個社會更加深廣的反思與行動。但是，似乎

也不純然是英國自身的傳統與轉型。沒有一趟

利物浦Birkenhead Park之行，可能美國的景觀

之父 Olmsted及其紐約中央公園等歷史機遇會

是另一段故事；沒有一趟跨洋到美國中西部的

移民夢，倫敦之子霍華德可能不會出現田園城

市的想法。霍華德田園城市的想法，包括城鄉

系統、鄰里系統、地利共享、市政組織等等，

也包括了民間協會創新市政企業的實踐。這種

種背後，都是強大的理想支撐。或許就像Joel 

Kotkin在其「全球城市史」中所說的，歐洲在中

世紀之後重新興起，英美城市最終獲得主導地

位，超越法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義大

利等先行者，不僅僅是武力、財富，還必須要

有對某種理想的堅持。

偶爾聽建築學者評論歐洲各國建築之美，

大抵是以義大利、法國、德國、希臘、西班牙

為重點，很少有人拿英國當對象。個人的體

驗，英國建築之美是搭配其園林與環境產生

的，而不是僅僅突出建築物個體。如果一定要

說，英國城鄉值得欣賞的，撥開表層的建築與

園林協調的視覺之美，其背後對傳統的摯愛、

對文資的保存；對生態過程、對大地的尊重；

對社會的慈悲、對弱勢的關懷；對政府的究

責、對市政的創新，才不斷驅動城鄉因應新挑

戰而調適進步。在霍華德提煉推動之下，英國

政府在1909年首度訂定「住宅及城鎮規劃諸

法」(Housing, Town Planning &c, Act, 1909)，

田園城市的理想等同成為政府的職責；同一

年，Port Sunlight的利佛家族捐款在利物浦大學

成立第一所都市規劃科系，城鄉規劃成為學術

專業。這些理想推動了英國大城市周遭的綠帶

規劃、戰後的新市鎮建設、一九七零年代開始

的都市再生，並與文資保存、自然保育運動結

合。西諺有云「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城鄉

發展是漫長的積累，城鄉之美不是一兩棟明星

建築、一兩座亮麗的街角公共藝術，需要有好

的發展願景引導建設、同時保留適當空間不做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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